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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和学习方式的变化

传统教育方式：以课堂为中心
                               以教师为中心

                               以教材为中心

                               
现代教育认为：以学生为本
  新知识的获得是一种    主动的、

        积极的认知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一个主动

        的积极的探究者。

                               



高等教育的回归：人才培养

  哈佛大学强调通识教育，其目标就是培养“有教

养的人”，而有教养的人应具备下列品质：
       

1. 必须能清晰而有效地思考和写作；

2. 必须对自然、社会和人文有所批判性的了解；

3. 全面了解塑造现在和未来的其它地区和历史上其它
时代的文化和力量；

4. 能懂得并思考道德和伦理的问题；

5. 应在某些知识领域里拥有较高的成就。



高等教育的回归：人才培养

麻省理工学院教育理念：

1. 关注社会发展，勇于开拓创新

2. 给学生提供真正的实践机会

3. 在重视科学教育的同时注重人文教育

4. 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领导能力

5. 要有与全世界分享的气魄       



高等教育的回归：人才培养

  普林斯顿大学对大学本科毕业生提出的12条标准：

　    1．具有清楚地思维、谈吐、写作的能力;
　　2．具有以批评的方式系统地推理的能力;
　　3．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5．具有敢于创新及独立工作的能力;
　　6．具有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7．具有判断什么意谓着彻底理解某种东西的能力;
　　8．具有辨识重要的东西与琐碎的东西、持久的东西与短暂的东西

的能力;
　　9．  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
　　10．具有某一领域知识的深度;
　　11．具有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相关之处的能力;
　　12．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



我国学者也有类似的提法：

鲁迅先生：        “科学和人文的结合”；

钱学森先生：     “科学和艺术的结合”；

钱颖一：                 1、“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2、“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3、“育人”比“育才”更重要；

东南大学：        远大的目标、坚定的信念、健全的

人格、健康的体魄、优秀的创新能力、宽阔的国
际视野、扎实的知识基础

高等教育的回归：人才培养



中国高校图书馆的统计

工科院校图书馆：田纳西大学，北卡州立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

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宾州大学、普林斯顿大
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

4.83%



现代学习方式：个体学习；

                               协作学习；

                               团体学习；

图书馆除了个人学习空间外，

      还需要提供讨论交流空间、

      合作学习、团体学习的空间。

    安静区：    个人学习

     动区：       讨论区、 团体学习区

高等教育的回归：人才培养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年2期



    2007西雅图会议：2025年纸质书刊从图书馆消失

    2011美国媒体：《2050年学术图书馆遗体解剖》论

及的前几个关键因素： 
 

        1.传统馆藏过时。

         2.图书馆培训已经变得没有必要。

         3.信息素养成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    
         4. 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工作纳入了信息技术部门。

图书馆的建筑实体变成了计算机实验室、学习空间和信
息技术总部的所在地

   

2、图书馆转型



ACRL 2014 年学术图书馆趋势

1. Data (资料) ， 
2. 载体的进步让数字服务日趋成熟
3. 高等教育成果公开近用 (Evolving openness in higher 
education), 包括公开取用 与公开教育 
4. 协助学生成功 (Student success) 
     学生创作 (Creation)、协作 (Collaboration) 、
     创新 (Innovation) 与创业 (entrepreneurship)。

5. 以能力为基础的协助学生学习
6. Altmetrics
7. 数位人文 (Digital humanities)



2015图书馆版：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



Libraries Are Transforming
• Transformed materials
• Shared and integrated collections and services
• Shared expertise
• Working at scale through partnerships
• Redefinition of library spaces
• Redefinition of roles

----2015年4 月北京“中美大学图书馆馆长研讨会”ppt

哈佛大学图书馆Sarah馆长：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Traditional Library
• Book storage
• Quiet
• Independent working
• Supplier of information
• Steward
• Low tech

21st Century Library
• People-centered
• Social
• Collaborative working
• Teacher
• Research partner
• High Tech



  东南大学图书馆2004-2014年图书外借量统计

进馆人数
   2007年:  280多万人次
   2014年:  190多万人次



3、中国高校新馆建设掀起高潮

截止到2013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总数134所（其中
本科院校51所，高职高专院校83所），调研得知
，2001年-2013年期间，江苏高校建新馆82个，其
中有38所本科院校建成了41个图书馆大楼。

在全国范围内，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事实数
据库不完全统计，2013年有338所高校在建设新图

书馆大楼，而且新建图书馆的面积持续扩大。自
2007年以来，高校图书馆馆均在建新馆的设计建
筑面积维持在2.0万平方米至2.5万平方米之间，见

附图。



2006-2013年高校图书馆馆均在建新馆设计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太原理工大学明向校区  
6.4万平米

 
临沂大学  6.7万平米 



太原师范学院榆次校区
  6.5万平米 

河南科技大学新馆 
 6.9万平米 



厦门大学翔安校区 
 7.4万平米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  
7.0 万平米



贵州大学新馆5.5 万平米

贵州师范大学新馆6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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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空间再造

           1998年就做规划，2006年开始实施。因为总馆
1946年建成（燧石图书馆），对师生很重要，为了

    不影响师生，他们计划12年完成，直至2018年，面

    积4.1万平米，花

    费2.16亿美元，

    从上而下改造，

    除负二、三层外

    ，大部分已完成。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田纳西大学图书馆

              田纳西大学于1794年成立，位于田纳西州东部的Knoxiville
市，设有170多个专业，其版画专业、核工程专业、供应链及

物流管理专业均在全美排名前十，此外，田纳西大学也拥有全
美顶尖的商学院和工程学院。

           主馆Hodges Library24小时开放，年进馆量190多万





  宾州大学
Fisher Fine  Arts Library，
1891年投入使用



杨廷宝                                  梁思成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Hunt图书馆



Group Study : 
装备有白板，电脑，话筒，
显示屏等，分为大中小型，
可供10、6、4人学习



Faculty Conference room：
可供10人使用

Group Study：small Group Study：medium

Group Study：large 



休闲和创新的空间：

 Game lab：各种video game可选

Fishbowl： 配有可触摸的显示屏

Creativity Studio

Media production room



美国剑桥公共图书馆扩建工程



香港中文大学
图书馆扩建工程











									白色的桌子和彩色的凳子，且凳子都是可移动的沙发
凳，浅黄色的地板让人想直接坐在地板上，营造了轻松、
现代化的空间。采光好。

进学园学习走廊：



      一个半圆柱体，里面是圆形桌子，提供笔记本电脑，LED
屏，互动式白板，wifi，是个4-8人学习空间

泡泡小组讨论间：



多功能间：

									更大的圆柱体，可用来上课，做培训，提供30个座位
和笔记本电脑。 



										一个阶梯状的空间，中间可以办讲座活动，有投影，学生们
坐在阶梯上，阶梯上放置了彩色的坐垫，没有阶梯的地方同学们
也能搬来彩色沙发凳围观讲座。

开放式论坛：



白板墙：

鼓励学生们小组讨论和合作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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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构成要素：

 图书馆是为搜集、整理、保藏、传播和利用文献信
息的专门机构。

 1934年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学要旨》中提出了图
书馆的四个要素：即图书、人员、方法和设备.

 1957年,刘国钧先生又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

第十期上《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提出了图书馆
有五个要素：即读者、图书、领导和干部、工作方
法、建筑和设备。

1、 空间资源是重要的独立资源



信息资源
  （图书）   馆员

（领导和队伍）

空间、技术
 ( 建筑和设备 )

  方法

  读者
即：服务

        空间不是图书资源的附属，也是一种重要的
资源，同样可以用来服务。



现代图书馆的空间要求：以用户为中心

信息利用      
    服务

空间利用      
    服务

2、文献信息和空间利用都是服务



技术救图

更方便、更快捷

轻装上阵

     技术是高质量、高水平信息

     服务的绝对支撑

人文救图

更温馨、更舒适

更人性化
       

      终身教育的基地，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主阵地之一，要有故
事、吸引读者

3、技术救图和人文救图同等重要

邱吉尔：“人建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美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1880年代填海造地建设，
1895年建成。没有先例，花费巨资，科学家艺术家塑像

，华贵的大理石、名画中的故事，让人感到读书的重要
和神圣；书店老板两次捐100万美元购买图书，建主阅

览室，贵族平民都使用，体现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观。



  美国国会图书馆：

   
     建设周期1888-1897



  纽约市立图书馆：

     
        私立的Public Library
       建设周期：1897-1911  



4、现代图书馆的空间设计要求

 以用户为中心

─ 更多的空间留给读者

        三线藏书：阅览室、基本书库、罕用书库
                                        （密集书库、 高密度仓储）；

─ 开放，方便使用；

─ 舒适，以人为本；

─ 安静学习，互动交流



图书馆建筑的评价指标

适用性   安全性    经济性   美观性   舒适性

权重分别为： 

  0.3102     0.2913     0.1156     0.1300     
0.1529 

 



清华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法学馆



 注重图书馆的实用性

─ 做好功能布局的设计：主要是用的，其次是看

的；

     西方国家图书馆空间的利用率为67%， 我们很

多新馆的利用率不到50%

─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不必强调标志性；

关肇邺先生：“我始终怀疑把“创新”作为衡量一个建

筑设计主要标志的观点，重要的是得体，而不是

豪华和新奇”

4、现代图书馆的空间设计要求



5、图书馆建设的注意事项

 馆方积极参与图书馆的建设

─ 建筑提倡开放式设计。

─ 成立建筑小组，馆长关心，专人负责

      贝聿铭：“有好业主才有好建筑”

─ 写好设计任务书，要详略得当，提的太具体也会束缚建

筑师的发挥； 还要重点看扩初设计



5、图书馆建设的注意事项

 模数式图书馆与多元化

─ 重新审视模数式：“模块式”，“生态建筑”

─ 天井和庭院是中国的优秀传统，自然采光，通风为主

─ 照明控制，顶灯和桌灯的关系

─ 楼宇智能化，可以控制照明和空调、电梯等

─ 玻璃幕墙、高层建筑，建设和使用成本都高



5、图书馆建设的注意事项

 关注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 图书馆大门的防寒、防暑

─ 照明控制，顶灯和桌灯的关系

─ 家具式样、色彩、摆设、活动性

─ 指示标识系统

─ 文化氛围的营造

─ 男女厕所数量的平衡，位置的隐蔽



家具也可以吸引人



其他館舍空間改造

 



5、注重细节，家具也可以吸引人



6、图书馆与学校的的目标一致

  台湾大学图书馆









7、空间管理宽容也是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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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欢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