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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图书馆基于办学特色、学科发展历史、专业形成与建设等特点，构成了各校特色馆藏资
源体系。在大阅读环境下，高校图书馆要完善自身特色馆藏资源，将其与阅读推广充分结合，最终目的
是助力高校建设，更好地为高校师生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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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Reading Promo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U Xiao-bin, YU He-dan, SHI Hui-yuan, WANG Xiao-jun*, YANG Xue, SHEN Ning, LI Qiu-ho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nning schools, history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ajors,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stitute the characteristic collection resource
system.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big reading,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mprove their own
unique collection resources and fully integrate them with reading promotion.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better serve their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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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应以突出构建特色馆藏体系为核

特色，图书馆要有系统地规划、构建和发展特色馆

心，以挖掘与馆藏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引

藏体系的理论，有进一步提高、完善特色馆藏资源

导与推广相结合的原则，研究特色馆藏资源的阅读

阅读推广的方法，彰显图书馆的个性，才能使阅读

推广理论与方法，力求在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推广内容更加丰富，进一步促进图书馆特色资源的

的基础上，拓展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特色和深度，

建设与发展。所以，特色馆藏资源视角下进行阅读

深化对阅读推广本质规律的认识。

推广是图书馆工作的新思路和新起点。

目前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已经由“藏”为

1 研究背景

主，转变为“用”为主，所以应该注重整合资源，

国外高校图书馆较早重视建立特色馆藏体系，

优化馆藏结构，形成特色馆藏资源。笔者从事特藏

并将其推广应用于教学、科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工作多年，对馆藏资源有较深入的了解，深知有了

作用。例如，美国高校图书馆基于馆藏善本、稀有图

特色优质的资源，才能有高质量的阅读。每个高校

书、档案和手稿等特色馆藏，为教师和研究生的教学

要具有本校的历史性、学科研究性、专业特殊性的

活动提供有形的历史体验，增强了课程的生动性，
同时也鼓励研究者基于特色馆藏资源开展科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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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资源为研究材料 [1] 。英国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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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通过开展与特色馆藏相关的活动，吸引师生

文献利用率，以“荐购”优化馆藏特色结构，创建

深入了解特色馆藏，利兹大学图书馆、曼彻斯特大

特色馆藏体系。

学图书馆、杜伦大学图书馆等都开展了与特色馆藏

2.2 挖掘分析法

[2]

相关的系列阅读推广活动 。英美两国高校特色馆

挖掘未被重视的特色资源，如基于重点学科，

藏资源推广案例可以初步说明，其高校图书馆以建

本校专业教师的著作、论文等，具有本校专业的特

立特色馆藏体系为基础，注重推广与使用，已经将

色，挖掘其传承的特点。是重要的特色馆藏资源。

特色馆藏资源与阅读推广融为一体，体现在教学、

2.3 编辑探索法
笔者在多年特藏文献整理工作中，使用已有的

科研等工作和系列活动中。
查阅近年来特色馆藏资源建设的文献可以看

特色馆藏资源，探索编辑了专家、学科、学术思想

出，国内外诸多高校图书馆都力图在本校的学科、

系列文集，产生了新颖而独特的成果形式，在阅读

专业等方面寻找特色，而且已经建成了一些具有特

推广中反馈效果非常好，彰显了馆藏特色。

色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注重特色馆藏的长期建设

3 探索特色阅读推广方法

与积累，逐渐形成了结构比较完整的文献资源优

在创建高校特色馆藏资源的基础上，进行阅读

势，其特色学科领域藏有较齐全、较高质量、独特

推广显得尤为重要。在阅读推广的热潮中，人们可

[3]

能觉得图书馆阅读推广不需要准确定义和理论，就

风格的文献资源 。
国内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时间不

是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而已。当我们将阅读推广上

长，调查发现无论从推广方法还是推广内容方面都

升到理论，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时就会发现，它是

形成不同体系，发展迅速。但是，大家都是在阅读

具有生命力、有着清晰内涵和外延的物体。我们认

推广方式、方法下功夫，缺少在利用特色馆藏资源

为王波老师的定义能表达阅读推广的核心思想：图

层面上的研究，更有忽视特色馆藏资源建设的倾向，

书馆阅读推广，是图书馆通过精心创意、策划，将

特别是高校图书馆在突出特色馆藏资源、特色阅读

师生的注意力从海量馆藏引导到小范围有吸引力的

推广方法及二者相结合的推广形式上还不够完善。

馆藏，以提高馆藏流通量和利用率的活动 [5] 。特色

2 重视特色馆藏资源建设

馆藏资源阅读推广理论在这个定义下有了它的生命

特藏资源建设是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方面，
是反映图书馆馆藏特色和个性的重要内容，是特色

力，其内涵为特色馆藏资源构建，外延为利用特色
馆藏资源进行有特色的阅读推广。

阅读推广的重要因素。在特藏资源建设过程中，必

在研究特色馆藏资源阅读推广途径方法上，笔

须明确特色的概念和范围，才能使特藏资源建设向

者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在“阳光悦读”的微信讲座

着更合理、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方向发展。2016 年 1

中与国家图书馆汤更生主任交流，询问使用“引

月，教育部颁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第五

导”等简单的推广方法是否过时。汤主任认为，最

章“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第二十三条规定，图书馆

原始的方法更接地气，更适合使用。笔者根据实际

在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应统筹纸质资源、数字资源

工作，总结了开展特色资源阅读推广工作“接地

和其他载体资源；保持重要文献、特色资源的完整

气”的“三法”。

性与连续性；注重收藏本校以及与本校有关的各类

3.1 引导法

型载体的教学、科研资料与成果；寻访和接受社会
[4]

在师生不知道特色馆藏资源的前提下，引导阅

捐赠；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 。

读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行为，也是高校图书馆履行

要突出构建高校特色馆藏体系，重视特色馆藏资源

其文化教育职能的重要方式。通过对学校学科、专

的发掘、整理、收藏和编辑等的积累是关键性问

业的详细了解，把握信息源，编辑、整理相关信息

题。对于特色馆藏资源不够突出的高校图书馆，应

文集及档案，合理地为师生提供相关的特色书目及阅

从现在开始加紧构建。笔者在工作实践中，总结了

读方法的指导，使师生循序渐进地融入特色馆藏资

“三法”，在构建特色馆藏资源的实际应用中取得

源之中，而不是简单地推荐读书清单、目录必读。

了很好的效果。

3.2 启发法

2.1 整理调查法
定期整理师生教学、科研需求信息，分析馆藏

启发法是从引导到启发的过程，通过引导法吸
引师生关注，继而用讲座、专题展示等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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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师生思考、领悟到特色馆藏资源对学习工作的

系统的参考资料，更为阅读推广做直观的推介。

重要作用，利用特色馆藏资源是获取本学科、本专

4.2 开展特色讲座与展览

业历史与前沿信息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是特色阅读推广的普遍形式，也是有效形式，
但是侧重点不同产生的效果亦不同，有特色的阅读

3.3 发现法
挖掘特色馆藏资源，突出“特色”，使资源与

推广能够使师生了解特色馆藏资源所蕴含的文化及

阅读相结合，使师生从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引导

学术价值，在讨论中集思广益，能够找到研究中的

师生进入“特色资源”中讨论问题；引导师生发现

不足，加以提高和深入研究。

资源新目标，提出具有资源特色的需求；引导师生

5 小结

验证发现，通过特色馆藏资源阅读，由被动接受变

我们梳理了创建特色馆藏资源体系的理论方

为主动，寻找并且提供特色资源新书目。

法，指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应走特色馆藏资源推

4 特色馆藏资源视角下的阅读推广

广之路。在特色馆藏资源视角下的阅读推广，既增

在特色馆藏资源阅读推广初始，我们认为与特

加特色馆藏资源重视度，又推广特色文献的阅读，

色馆藏资源价值不相符的是，对特色资源阅读推广

促进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与发展，也突出学校办学

与阅读方向堪忧。因为高校图书馆文献种类及数量

方针，既有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又有推广价值。

逐年增加，阅读人数也在增加，但特色体现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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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了解特色馆藏的概况，也为高校重点学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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