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图书馆主题展览服务模式探索与实践

——以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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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面向学者维度的特色资源特点



手稿

剪报

照片

荣誉证书/奖杯

手稿：学术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手写文字记录，包括日记、书信、

书稿、文章、笔记、随笔等；

资源特点：以学者为维度的馆藏特色；

信息资源具有专业化、系统化以及集中化；

图书

（一）资源类型



（二）集成分析重要性

资源特点：专业性强、类型多样，但信息之间是分散、孤立的

重要性： 对于全方位揭示学者的研究以及传承学者的研究精神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意义：（1）全面探究并分析学者不同信息资料之间的关联性；

(2)进一步对图书馆的丰富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将“藏得深”的信息知识传递给相关研究者；

(3)全面提升文库服务特色，切实发挥文库传承学术经典、弘扬科研精神的作用；

(4)探究新的图书馆服务方式，将信息揭示与推广进行关联分析



02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主题展览评析



汤诚通过对“上海高校展览资源共建共

享联盟”中十个成员馆相关展览业务负

责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图书馆的馆藏特别是特藏图书，利用

率低，需要图书馆相关人员将它们挖掘

出来，推送给读者看，而展览服务则可

以恰好满足这一需求，可以做到让读者

更加深入地了解图书馆的馆藏，从而更

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



麻省理工学
院图书馆

哈佛大学贝
克图书馆

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图
书馆

以实体展览为主

展览内容包括历史文档、照片、稀有书籍、地图、艺术品、

文物以及艺术作品等

以实体展览为主，网站仅提供相关介绍

在深度挖掘方面对展览内容进行了尝试；

展览版块清晰、信息资源内容涵盖图书、书籍、手稿等类型，

同时将资源列表详细列出；

实体展览和在线展览并存

展览内容涵盖多个角度，目前主要有42个在线展览；

挖掘资源背后的故事；

已被证明对于教学及科研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在线展览为主

（一）国外高校图书馆展览组织现状

实体展览（Libraries Exhibits）、在线展览（Online Exhibits）或者两者形式并存

特点：形成了较为完整、全面地展览服务运行体系



北京大学
图书馆

清华大学
图书馆

中国人民大
学图书馆

网上展厅+实体展览

展览内容涵盖图书馆服务的年度分析报告、阅读摄影展、针

对某一主题的资源展示等，以图片切换形式进行；

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实体展览

展览内容涵盖图书馆服务概况、校园文化生活、日常业务活

动主题展等；

网上展厅展出的数字展板提供相关资源的馆藏索书号等内容

网上展厅+实体展览

展览内容以学者个人学术成果展为主；

与院系进行合作，完成相关实体展览内容；

网上展厅提供馆藏资源的索引号，包括图书馆、照片、手稿等；

网上展厅+实体展览

（二）国内高校图书馆展览组织现状

实体展览、网上展厅或者两者形式并存

特点：较少高校图书馆基于主题展览（包括实体展览和在线展览）开展相关知识服务；展览形式、展览角度和资

源挖掘深度存在较大差异



03 基于人大文库资源的主题展览服务



1 2

 由于学者的学术研究内容具有延续性，

因此以学者为中心，横向或纵向地组织

学术研究成果，形成“研究演进专著”；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具有相对集中和

相似的科研环境、知识结构等，因此以

高校特定的领域学者为视角，有助于帮

助广大师生发现潜在的隐性知识，激发

其科研兴趣。

以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获奖学者为例；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获得该项

荣誉的学者共有八位，八位学者在

各自的专业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研究成果丰富，资源类型多样，为

展览的组织与构建奠定了丰富的资

源基础。

展览主题的确定



展览内容的组织

个人成长历程
不同时期学术研
究观点

不同时期学术研
究观点

个人研究特色

其他成就、爱好等

结合人大文库所收藏的学者图书（附签名）、手稿、剪报、照片、期刊、奖杯等实物

资料，将展览的内容定为：以学者学术轨迹为基点，从学者的个人概况、学术研究脉

络、研究观点、主要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特点、个人兴趣爱好等内容，划分为五个版块



展览内容的组织

汇总提炼

汇总各类信息资源，

如图书、期刊论文、

采访报道等，从中提

取分析学者的学术研

究观点；

同时结合人大文库所

收藏的特色馆藏资源，

组织其学术研究脉络；

与学者本人不断进行

沟通，对展览主题以

及展览内容进行再三

斟酌，确保展览内容

的准确性与严谨性

与学者本人确认

或是学者研究助理、

学者的学生，亦或是

与学者研究相关的专

业教师，通过有专业

学科背景的教师协助，

则可以更好地有助于

提升展览内容的深度

和广度的揭示

与学科团队合作



展览版块的构建

展览内容 内容概述
01|拳拳报国心 求学与归

国

用以诠释邬沧萍早年的求学经历

02|厚积见胆略 创新人口

学

对邬沧萍研究中国人口学的契机以及研究观点、研究成果

进行展示

03|未雨即绸缪 老年学之

父

用以揭示邬沧萍在花甲之年对老年学的学科架构体系的完

善，以及概括介绍邬沧萍针对老龄化问题提出的法律体系、

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健康维护等各方面的学术研究观点

04|治学路漫漫 老有所为

用以阐述邬沧萍在耄耋之年亲身践行健康老龄化、积极老

龄化的理念等内容

05|海纳容百川 视野与眼

光

主要以邬沧萍出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推动中国人口学、

老年学研究的国际化为视角，用以揭示其学术研究特点以

及个人研究特色

学者：邬沧萍教授是中国人口学和老年学

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编著的《人口统计学》

和《社会老年学》经世致用，为解决世界

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制定人口计

生政策和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做出了卓越

贡献。

展览主题：一“生”一“老”之说



展览版块的构建

学者：罗国杰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

的伦理学家、哲学家，是新中国伦

理学事业的奠基者，也是中国马克

思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理论的创建者.

展览主题：著道德文章育天下英才

展览内容 内容概述

01|与哲学结缘 信念坚定 对罗国杰早期从事哲学研究的缘由以及求学经历进行介绍

02|社会德治 修齐治平

用以阐述罗国杰教授立足现实，对社会传统道德和中国革命道德建设

的关注以及相关研究观点、研究成果等内容

03|马克思伦理学 生命与信仰

揭示罗国杰教授对新中国马克里主义伦理学做出的贡献以及其相关学

术研究成果等内容

04|咨政服务 经世致用

对其走进中南海，纵论历代治国理政经验之得失的咨政服务进行介绍，

体现其将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发展紧密结合的研究特色，诠释一个学

者对国家、社会、民族的责任情怀等内容

05|言传身教 知行合一

通过简要介绍罗国杰教授与其学生的相处之道，用以揭示罗国杰在教

学和生活中的道德修养体现



展览现场图



展览现场图



04 主题展览效果的追踪与分析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调查对象包括：本硕博、教师、教辅

及其他

 共收集到68份有效问卷，涵盖人群类

别多样化且较为均等



（一）展览整体必要性与效果分析

基于所有调研对象的

展览必要性分析

基于所有调研对象的

展览效果评估01 02



基于所有调研对象的展览必要性分析

 教师群体对自己熟知的学者了解程度极高

 只有少量的院系行政人员和博士研究生比较了解或熟知该学者

 绝大多数本科生对学者的了解程度不高

综合两类数据可以看出展览的必要性，展览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汇总和整理学者的学术研究

成果、梳理研究轨迹，同时有助于本硕博学生更好地了解或熟知人大学者及其个人风采。



基于所有调研对象的展览效果评估

 本次展览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其中超过

97%比例的调研对象对本次展览给予了

满意

 32.35%的调研对象认为通过此次学者展

览，可以很好地激励自己进行学术研究；

 42.65%的调研对象也给予较高的认可度；

 共75%人群认为学者学术成果展览对于

自己进行学术研究具有激励效果



（二）基于不同类别调研对象的展览内容分析

基于不同类别调研对

象的展览版块兴趣度

分析

基于调研对象的展览资源

类型的兴趣度分析01 02



基于不同类别调研对象的展览版块兴趣度分析
 所有教职工对于学者的个人成长历程呈现出浓

厚的兴趣，其中教师、博士研究生、本科生中

均占有80%以上的比例；

 就学术研究观点方面，教师和硕士研究生更关

注；

 对于学者主要研究成果方面，教师和本科生较

为关注；

 对于个人兴趣爱好版块，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

相对而言具有较高的比例关注度。

 整体而言五个版块内容均具有较高比例的关注

度

 其中个人成长历程版块引发的关注度最高，其

次是学术研究观点以及主要成果版块



基于调研对象的展览资源类型的兴趣度分析

教师更倾向于关注照片以及手稿，其次是

展览文字介绍；

本硕博学生，均更为关注展览中照片，其

次是展览文字和手稿等内容；

本科生具有43.75%的比例对于展览中呈现

的报纸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具有超过50%的比例对

于展览中的文章具有浓厚的兴趣；



（四） 展览后期作用评估分析

关于展览资源类型的后

续关注度分析

关于展览内容的后续关

注度分析
01 02



关于展览内容的后续关注度分析

本次展览结束后，超过86%的调研对象具有

进一步阅览相关资源的意愿，其中博士研

究生、行政人员达到了100%，硕士研究生

也具有92%的比例表达了继续阅览相关资源

的意愿。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次展览对于图书

馆馆藏的揭示、特色资源的开发以及图书

馆服务模式的创新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

用。



关于展览资源类型的后续关注度分析

展览结束后，大家倾向于关注手稿、文章以及图书，

其次是照片；

该结果与广大师生对于观展过程中所感兴趣的资源

类型存在一定的差异；

照片更好地起到了辅助广大师生了解学者，在了解

了对应的学者后，广大师生想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学

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学术研究特点，则对于图书以

及文章、手稿类资源类型需求量更大；



05 主题展览服务模式的构建



依托高校自身的学科定位与学科优势

凸显学科馆员专业特色

聚焦用户需求

主题内容针对性

馆藏资源深度挖掘

非书资源的关联分析

主题脉络的深度揭示

深度与广度知识的结合



高校学科特色 师生科研需求

确定展览主题

组织展览内容

兼顾学科性
与艺术性

与院系学科
团队合作

兼顾多类型
信息资源

确定展览形式

追踪展览效果

馆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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