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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晓慧，郭秀梅
吉林医药学院图书馆，吉林 吉林 132013
摘要：本文介绍了高校校园文化的概况，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 4 个层面分
析了吉林医药学院图书馆助推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发现问题，提出对策。图书馆应通过优化馆藏结
构，加强电子资源的建设与利用；转变空间格局，提供创客空间服务；创新阅读活动形式，推进移动阅
读、自助服务；提高馆员综合素质，为读者提供深层次、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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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trategi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WEI Xiao-hui, GUO Xiu-mei
(Library of Jilin Medical College, Jilin 13201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campus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alyzed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Library of Jilin Medical College of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material culture, system culture, behavior culture, and spirit culture. Librar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by optimizing the collection structure, transform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provide maker space services, innovate reading activities and promote mobile reading and self-service,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brarians and provide readers with in-depth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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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

氛围，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所高校

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加强校园文化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

建设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

自觉和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广大师生在校内所表现

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

出的各种文化生活方式的总和，是维系学校正常秩

[1]

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校图书馆作为优秀文化成

序必不可少的保障机制 [2] 。它反映了一所高校的综

果的汇集地，肩负着传承优秀文化知识的使命，在

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应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在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满足大学生多样化需求的

1 高校校园文化概述

同时，还能够增强凝聚力、促进学校的发展。

校园文化指的是高校所特有的精神环境和文化

2 高校图书馆助推校园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以吉林医药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

基金项目：吉林省文化厅 2018 年度图书馆学、情报与文献

为例，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

学科研课题（WK2018B129）；吉林医药学院医学人文素质教

4 个方面分析高校图书馆助推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

育研究专项课题（rwzx-yb16）

2.1 物质文化：已具有一定规模，电子资源略显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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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从馆舍、资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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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设备、新技术、新媒体、功能区等方面来

放与该主题和所推荐图书相关联的电影或视频，组

讲，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既能够提供自助检索、

织读书交流活动等，将枯燥无味、单一的被动灌输

自助借还、自助打印、免费上网等服务，又可以提

方式转换为立体生动、丰富多样的互动方式，从而

供培训空间、视听空间、研讨学习空间、朗读空

激发了读者主动阅读的兴趣，提高了文献资源的利

间、休闲交流空间等。在人员配备上，已具有博士

用率。此外，我馆每年举办“4•23 读书文化节”系

4 人，本科以上共 26 人，约占所有工作人员的

列活动，已连续举办 12 年。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开展

87%，人员学历层次较高；学科专业结构较好，既

各项活动，如近 3 年的活动主题分别为“读一本好

有图书情报专业的，也有医学信息、计算机、英语

书 留一生记忆”“诗词伴春日 阅读正当时”“青

等专业的，具有开展各项读者服务的人力资源。但

春当阅读 创新燃梦想”。开展的各项活动有搜书大

在电子资源建设方面，略显单薄，只有 33 个数据库

赛、诗词大赛、朗读大赛、摄影大赛、演讲比赛、

可供读者使用，尤其是在外文文献保障方面，更是

征文大赛、书影同读、读书沙龙、优秀读书笔记征

匮乏。目前，只能为读者提供医知网的外文文献传

集评选、创新创业图书推荐、读书文化节电影周、

递，及 EBM 外文电子书、百链云图书馆、PubMed

“你选书、我买单”图书荐购、数据库宣展等。通

数据库等的使用，还不能满足本校读者的需求。

过以上各项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全校师生对阅读的

随着学校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以及重点学科如

热爱及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认同感，营造了浓郁

药学、检验学等的建设和发展，对外文全文数据库

的学习氛围，活跃了校园文化气氛，促进了校园文

的需求日益迫切，但由于经费紧张，一直未能购

化建设的繁荣和发展。

买，这就形成了资源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与不协调，

在信息素养教育方面，除日常的“一小时专题

急待学校投入更多经费进行购置，以满足全校师生

培训”外，我馆面向全校所有本科专业开设了《医

对外文全文文献的需求，助力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科

学文献检索》课教学，共 24 学时，其中理论课 6 学

建设，从而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及学校的整体建设与

时，实习课 18 学时。理论课主要讲授文献检索基础

发展。

知识；实习课主要为学生讲解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2.2 制度文化：强化制约，体现人本

据 库 （ CBM 数 据 库 ） 、 中 国 知 识 资 源 总 库

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针对读者，我馆制定了

（CNKI）、万方数据库、PubMed 数据库、国家科

读者手册、入馆须知、图书馆十不准、电子阅览区

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等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方

上网管理制度、培训室管理制度、会议室管理制度

法和技巧。另外，我馆还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图

等；针对馆员，制定了岗位职责、岗位细则、考勤

书馆利用与实践》《医学论文写作》等选修课，为提

制度等。对于规范、指导读者和馆员的行为，起到

高读者的检索技能和信息素养做了大量的工作。通

了较好的制约作用，为图书馆的高效、科学管理和

过系列课程的学习，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查找文

服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并且，在制约的同时，又

献撰写综述、参与导师的科研活动、大学生创新创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读者第一，服务至

业项目申请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和效果。

上”的宗旨。努力将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内化为读者

2.4

和馆员内心的准则，提高自觉性和执行力，营造良

平有待提高

精神文化：注重内涵建设，人员素质和服务水

好的阅读、学习、工作环境，提升读者的学习主动

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一直以来，始终贯彻

性和馆员的工作、服务内在动力。此外，我馆实行

“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服务宗旨，牢固树立

的是开放式、大流通的管理模式，为读者的学习、

“以读者为中心，以服务求发展”的办馆理念。同

阅览、研究提供了便利的环境和服务。

时，注重内涵建设，创新和深化图书馆服务，推进

2.3

数字图书馆建设，最大限度地为学校教学、科研提

行为文化：重视阅读推广，开展多种形式的信

息素养教育

供文献资源保障和支撑。图书馆一楼大厅镌刻着

在行为文化建设方面，我馆重视阅读推广和读

“读书、修身、明理、做人”8 个大字，旨在倡导

者信息素养的提高。例如，每学期开展 2 期“立体

读者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不断加强自身修为，汲取

阅读活动”，自 2014 年起至今已开展了 19 期，每

丰富的精神食粮，涵养扎实的学识技能，最终成为

期围绕一个主题精选 20 种图书推荐给读者，同时播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不足之处在于图书馆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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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图书馆员的知识结

现代意义的高校图书馆不应只是简单借还图书

构、业务能力、学术思维、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等

和阅读的场所，应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延伸自身的各

还需要优化，还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和校园文

项功能，要努力整合拓展它的空间，通过营造学

化建设的需要。

习、创新的环境，延伸多种服务功能，使图书馆变

3 高校图书馆助推校园文化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为学习共享空间、创客空间、研讨平台、休闲场

3.1

所、文化活动中心等 [4] 。目前，笔者所在高校图书

提高重视，加大投入，优化馆藏结构，加强电

子资源的建设与利用

馆也正在积极筹建创客空间，主要功能区有学习讨

图书馆的馆藏结构和文献资源建设水平从一定

论空间、论文写作空间、新技术体验空间、音乐鉴

程度上影响了校园文化的发展趋势和速度，因此采

赏空间、文化展示空间等，加上原来的多媒体培训

取多种措施优化馆藏结构，加强文献资源建设，有

室、视听室、学习研究间、会议交流中心、咖啡吧

[3]

利于推动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目前，各高校

等，也将成为学校的文化交流中心、学术研讨中

图书馆通过多年的努力，在馆藏纸质文献数量上，

心、休闲体验中心等，为促进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作

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馆

出不懈努力。

藏文献结构，建立科学合理、具有本校学科专业特

3.3 创新阅读活动形式，推进移动阅读、自助服务

色、兼顾地区文化特色的馆藏文献体系，具有非常

在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营造文化氛

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随着学校学科专业的建

围，构建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体系的同时，注重

设和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双一流”建设的背景

创新阅读活动形式，对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具有

下，广大师生对电子资源的需求和利用不断增强，

积极作用。如笔者所在高校馆开展的“立体阅读”

这就需要学校提高重视程度，加大资金投入，引进

活动，将平淡的阅读行为，转变为集读书、看影视

符合学科专业发展和师生需求的各类电子资源，如

资料、读书心得交流等于一体的生动的、互动式的

外文全文数据库、创新创业类多媒体资源库，社会

学习和阅读。又如可以将电影欣赏及配音大赛结合

科学类电子图书、期刊、有声读物等，为学校教学

起来，选取经典电影片断进行放映，由读者自己配

科研、学科建设，以及校园文化建设做好充分地文

音，使其在配音过程中融入角色，深入体会人物的性

献信息资源保障工作。

格特点、心境等，为读者提供真切的情感体验教育。
新媒体技术突破了校园文化建设的时空限制，

3.2 转变空间格局，提供创客空间服务
近年来，不论是从地理位置来说，还是从建筑

信息容量更大，传播速度更快，使用更加方便、快

形态、内部阅览环境来讲，各高校图书馆都十分重

捷。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提升了图书馆的各项服务

视对环境的建设，为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创造了

能力 [5] 。如图书馆利用移动图书馆、微信公众平

良好的条件，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随

台、电子书借阅机、数据库应用程序（APP）等新

着时代发展，读者观念和阅读行为不断变化，人性

媒体平台，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加便捷的移动阅读服

化、体验式服务更受青睐，这就需要图书馆转变空

务，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需求，提高服务质量和水

间格局，创新服务内容。目前，高校图书馆的创客

平。而自助检索机、自助借还机、自助打印复印

空间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机、自助阅报屏等的应用，则节省了读者的时间成

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交大－京东创客空

本，同时提高了服务效率。

间”、天津大学图书馆的“长荣健豪文化创客空

3.4

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海尔中科创业基

化服务

提高馆员综合素质，为读者提供深层次、个性

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创客空间”，

如果说高校图书馆是开展校园文化的一个载

吉林大学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哈尔滨工业

体，馆员则是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是完成

大学图书馆的“创意工厂”等，它们有的是采用校

各项工作最具有活力的因素，他们的素质是决定校

企合作模式，有的是学校投资建设。提供的服务大

园文化建设水平与质量的关键。因此，要加强对馆

体上有 3D 打印、创业实训、创业路演、创意分

员的培训力度，提高馆员的学术修养和文化品位，

享、创新创业指导、创客大讲堂、创业真人秀、新

首先从职业道德、业务素质、文化修养等方面加以

技术体验、数字阅读、学术交流、学习分享等。

提升 [6] 。在工作中要以端庄的仪表、温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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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的服务对待读者，以期对读者的道德情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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