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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ersity library director should build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sciousness in the “Thirteen-Five” period, constructing multi-dimensional consciousness and arousing execute positive
energy, providing top design for the library development, making prospective, innovative and
challenging strategic plan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This is to ensure that the university library
maintains a strategic advantage in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nd leads the new normal. In particular,
open consciousness improves open service,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drives innovation services,
green consciousness favors green service, shared consciousness promotes shared services, coordination consciousness achieves coordination services, and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s. The university library director should
work earnest from the tiny jobs, providing diverse service for the users and multi dimensional
support for the teaching, learning and studying. The university library director should flexibly apply the subconscious promoting principle to timely cope with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be ready
for new challenges. 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Interne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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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图书馆在“十三五”时期需树立多维度意识，对图书馆的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审时度势地执行具有
前瞻性、创新性和挑战性的战略规划，以保证大学图书馆在各组织中保持战略性优势并引领新常态。尤
其是开放意识重视开放服务、创新意识驱动创新服务、绿色意识青睐绿色服务、共享意识促进共享服务、
协调意识达成协调服务得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密切相联。从细微做起，
脚踏实地为用户提供多元化服务，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多视角支持。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及时应对新的挑
战，促使大学图书馆在互联网时代全面转型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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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三五”时期大学图书馆既要谋发展，更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作为重中之重，依势而谋、顺势而动、趁势而上，不断开启新的航程，勇于创新与变革，不断为学校教
学和科研提供多视角服务与支持。互联网已改变人类世界的空间轴、时间轴和思想维度，在“互联网+”
时代，把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渗透到大学图书馆的创新发展之中，还需树立多维度意识，以意识推
进服务，以服务促进发展。及时动态地把发展的新理论、新思路、新举措运用到大学图书馆服务中去，
加速大学图书馆在“十三五”时期的转型变革与超越发展。

2. 理论辨析
“意识”代表认知。“多维度意识”一指“意识”到不止只有一个维度的能力。在我们的意识中成
为多维度，必须忆起我们之内的潜能——扩张我们的意识觉知超越我们物理平面的维度。意识到我们人
类自己是多维度存在体是无论如何都要跨出和实践的[1]。人类是一种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
动物[2]。人们的一些思想和重要行为是需要自我激发和自我决定的。而潜意识，则是指人类心理活动中，
不能认知或没有认知到的部分，是人们“已经发生但并未达到意识状态的心理活动过程”。
“多维度意识”二指“维”是一种度量，意为方向；0 维是点；1 维是由无数的点组成的一条线；2
维是平面世界，由无数的线组成的面；3 维是立体世界由无数的面组成的体；4 维是一个时空概念，由三
维空间加上时间构成四维空间；5 维是“超意识”；N 维就是 N 条直线两两垂直所形成的空间；多维就
是多条直线交叉所形成的空间；因人类现只能理解到 3 维，所以后面的维度可通过数学理论构建。在量
子力学目前仍在建立的膜理论，认为宇宙是 11 维的(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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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uild the multi-dimensional
表 1. 树立多维度意识
内容

轴

维
0维

特点

多维度意识(重点√)

拓展服务

点

自主意识

自助服务

1维

长

线

服务意识

新型服务

2维

长、宽

面

开放意识(√)

开放服务

3维

长、宽、高

立体(静态)

空间意识

空间服务

4维

长、宽、高 + 时间

时空(动态)

移动意识

移动服务

5维

折叠

冥想和祈祷

创新意识(√)

创新服务

N维

N 条直线两两垂直

空间

文化意识

文化服务

多维

多条直线交叉

空间

合作意识

合作服务

11 维

宇宙

膜理论

信息意识

信息服务

技术与管理

超前意识

智慧服务

生态环境

绿色意识(√)

绿色服务

资源整合

共享意识(√)

共享服务

跨界协作

协调意识(√)

协调服务

潜意识力量

潜意识

挖掘服务

……

无限

3. 树立多维度意识
巴尔扎克认为：“一个能思想的人才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在他的著作《转
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中强调：“图书馆能力大小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其智慧。”人们的冲
动/欲望、情绪、感受及其有意识的控制相互联系起来，扩展到超越个体的范围，而伦理准则和范围也可
看作人们体内平衡机制(如确保生存的新陈代谢)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延伸[3]。“十三五”时期大学图书
馆的发展模式正在从资源驱动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如何充分利用大学图书馆的资源、技术、空间、人
才及运维等诸多要素，不断为用户提供不同需求的服务，乃是延伸从文献服务、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
智慧服务的深化过程。着力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上践行是拓展服务的创
新之举。

3.1. 自主意识催生自助服务
0 维是点，喻形成自主意识。自助服务它能够增强用户的自主意识；促进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突
破时间空间限制、延伸图书馆的服务；有助于保护读者隐私；减少人工干预并降低人工出错率；以及降
低人工人员成本[4]。例如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每层都有图书自助借还机并配有图书杀菌机(附说明：成小
图教您如何给图书杀菌？)，更有卡通宣传(图书杀菌机快给你的图书“洗个澡”！)，潜移默化地达到训
练用户自助动手能力，提升了潜意识不依赖法则[5]。这种“导引式”自助服务值得大力推广。

3.2. 服务意识倡导新型服务
1 维是由无数的点组成的一条线，喻由流通、阅览、参考咨询等为标志的传统服务，向以学科服务、
情报服务、移动服务、数据服务、出版服务、智库服务等为特征的新型服务节点连成线而形成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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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新型服务乃是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使命所然，大学图书馆需保持对技术的敏感度，从满足用户的需求
出发，想出新点子，开创新服务，产生新生长点，形成新竞争力，服务理念要新锐：
1) 借助大数据之趋势，实现服务向以数据为中心的实证型、密集型、创新型服务方式转化。
2) 依托大数据之手段，实现知识服务和智慧服务，进而提升服务创新能力。例如：上海图书馆推出
电子阅读器外借、“阅读护照”、电子阅读对账单、“云中上图”等多项服务，以技术服务双升级带动
用户体验“新阅读”。
3) 凭借大数据之分析，及时发现潜在用户需求，通过统计、分析、挖掘和识别用户的隐性需求，达
到对服务流程进行全方位的升级与再造。
4) 乘着大数据之东风，及时调整服务方式，以期达到驱动服务能力提升与管理模式变革，加大支撑
教学、科研、管理、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服务通道，例如慕课(MOOC)、学科服务等。
5) 针对大数据之环境，实现服务性定位、技术与服务融合、智库中定位等过程体验，把智慧服务落
实到实处。

3.3. 开放意识重视开放服务
2 维是平面世界，喻在 1 维服务线的基础上外加社会服务线组成面而形成开放意识。在实现习总书
记“中国梦”的愿景下进行环境扫描，大学图书馆当以卓越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在努力培养青年学子的同时，还应进行开放服务，让大学图书馆成为一个集资源、智慧、服务于一体的
场所，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与互动。“十三五”时期大学图书馆当以积极向社会开放。据悉，在美国每
年举办的图书馆评奖中(包括大学图书馆)，获奖图书馆都无一例外地要求必须重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
1) 留场所。美国新建成的北卡州立大学图书馆就预留了四分之一的场所向社会开放，且临时的研讨
室和活动区便于社会团体及企业员工与大学教师、研究生商讨合作。
2) 创理念。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更是创立一个理念，即帮助纽黑文(即耶鲁大学所在地)成为“人人
读书的城市”。
笔者认为，中国大学图书馆完全有义务为社会服务，尤其是地处大学城，可酌情向周边社区开放，
成为游人参观的“景点”和“没围墙的大学”。同时，扩大服务范围可为周边企业、社区提供服务。例
如中国计量大学图书馆能在浙江省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5 书香东部湾“最美图书馆”评选活动
中喜获开发区“最美图书馆”荣誉称号，就是因近年来有效拓展了大学图书馆的社会服务范围：一是整
合资源优势，为周边企业、社区提供一系列文献资源服务，累计为下沙企业提供标准文献及学术文献传
递服务 1000 多篇；二是连续举办 5 届向周边金沙农工子弟学校捐书献爱心活动，累计捐赠图书 2000 余
册及 2300 余件文体物品；三是陆续举办青春作家刘同、北大最励志双胞胎苑子文、苑子豪兄弟等多场讲
座，出现下沙高教园区学子八方云集，千人会场一票难求的局面；四是充分利用学校特色，与专业学会
合作，开办计量设备技术及设备应用专题研讨会等，深得社会对中国计量大学图书馆服务的充分肯定！

3.4. 空间意识再造空间服务
3 维是由无数的面组成的立体世界，喻由不同服务面组成空间而形成空间意识。空间意识可成为纯
粹空间形式的展示场所，是未来“连接一切”时代的想像空间。O2O 流空间理论认为，不仅是书，而是
精神生活在线下的映射而围绕学习、交流、创造和所有意识活动的多维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早在
2010~2013 图书馆规划中就提出“发展多功能的、有吸引力的图书馆空间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6]。无疑，创建具有综合功能的：流通图书馆、社区中心、书店、咖啡吧、活动空间、社交中心、新的
信息素养基地和“创客空间”等，能使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与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通过创作和三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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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模型来展示他们的科研成果。显然，营造智能化空间环境和打造多功能空间服务，乃是大学图书馆“十
三五”期间的重要工作。

3.5. 移动意识衍生移动服务
4 维是生活中所面对的 3 维空间，再加上时间所构成的空间，喻形成移动意识。手机已成为人体器
官的延伸，成为“指尖上的图书馆”，微信平台让人机融合达到最佳体验。互联网已将“活在当下”变
成“活向未来”，实现从当下到未来的动态联动。如今大学图书馆已聚集 4G 用户，同时开启 5G 时代的
发展变化环境。今后学术成果的动态化传播将会成为未来 5 至 10 年的发展态势。未来以手机为代表的智
能终端将出现融合化、微型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移动智能终端的功能将会与眼镜、手表等穿戴设备
融合。智慧图书馆将是移动与发展并存。

3.6. 创新意识驱动创新服务
5 维是与生俱来的多维度，通过冥想、祈祷和臣服于高阶意识的折叠，形成知识创造螺旋，喻形成
创新意识。爱因斯坦曾感言：“灵感并不是在逻辑思考的延长线上产生，而是在破除逻辑或常识的地方
才有。”说明只有开发想象力才能唤醒创造力。党的十八大习总书记反复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提出创新发展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形势下，凸
显创新的牵引作用已成必然，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必将贯穿整个“十三五”时期。创新意识催生创新服务：
1) 被誉为现代奇迹[7]的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图书馆于 2013 年底启用，2014 年获美国斯坦福研究图书
馆创新奖[8]。这个智能图书馆可谓撬动了地球的杠杆，激励大学图书馆进行创新性发展。
2)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采取的六大行动之一便是建立特藏修复中心，积极引进国外标准化的工作规范
和流程，筹备“国家级古籍保护修复中心”申报工作，对外开展修复咨询与技术服务，推进原生数字资
源建设。
3)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改革方向是由好奇心驱动创新活力激发，到由使命驱动创新能力提升。大
学定位就是引领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引擎和源泉。
无疑，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改革创新都为中国大学图书馆带来新一轮突破与发
展启示，他们是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者，由原来的“跑跑者”成为“并行者”再到
“领跑者”，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3.7. 文化意识引领文化服务
N 维是由 N 条直线两两垂直所形成的空间，喻由多种文化交汇而形成文化意识。大学图书馆必须注
重价值观取向，及时传播正能量并与国家乃至学校的文化相一致，起着引领传承文化、繁荣校园文化的
重任，并将愿景、使命、价值观得以充分体现。例如中国计量大学图书馆积极配合学校开展的“大学生
文明修身”和“一楼一品”环境文化建设，努力营造“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校园文化氛围。
尤其在每年定期举办的“书香校园”书画现场交流活动中，既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又为广大爱
好书画的师生提供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着实是一场生动校园的美育课堂，彰显图书馆第二课
堂的作用，浓厚了校园文化。

3.8. 合作意识敦促合作服务
多维是由多条直线交叉而形成的空间，可喻是由多种服务形态交叉而形成合作意识。如今全球图书
馆的合作意识空前广泛，这些由多种服务形态交叉而建立的责任与合作机制，必将创造出更加和谐的共
同运作关系，达到合作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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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馆馆合作。2CUL 的合作成为美国图书馆界馆馆合作的楷模[9]，这是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与哥伦比
亚大学图书馆在安德鲁•梅隆基金会资助下积极开展的一系列深度合作。
2) 与学科教育机构合作。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进行合作，这是我国有史以
来国内大学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学科教育机构的强强联手并首开先河。
3) 与出版商合作敦促出版服务。
4) 馆际合作共享数据、智库等服务。

3.9. 信息意识推进信息服务
11 维是指在量子力学，目前仍在建立的膜理论认为宇宙是 11 维的，可喻形成信息意识。大学图书
馆当以满足用户多样性而形成承上启下、层层递进的方式来牵引信息素养教育应需，逐步实现优化策略，
达到从搜索到发现到个性化自主学习到互动学习的过渡，推进信息素质培养，有必要构建多层次、立体
化的信息素养教育模式：
1) 对大学生进行嵌入式与启发式并行的信息检索相关课程教学。
2) 对研究生进行创新式的学术导向式指引，搞专题讲座，毕竟信息素养则熔信息意识、能力和方法
于一炉，既继承了目录学的意识和方法优势，又将信息检索的技能发挥到极致[10]。
3) 对于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保障式对接，建专题数据库并进行学科服务等。
4) 对决策者进行前瞻式的推送情报服务等。

3.10. 超前意识畅想智慧服务
超前意识又称未来意识，是相对于传统意识、现实意识而言。大学图书馆不泛有先行者：
1) 英国林肯大学图书馆长 Penny Carnaby 女士，2011 年初任职后致力创新转型，将图书馆改造成
LTL，还设计出一个“2020 远景规划”，提出了 12 个假设。如今 LTL 正从畅想变为现实[11]。
2)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陈进馆长提出新目标是到 2020 年打造出“智慧图书馆”——成为触手可及、
灵活感知的“泛在智能图书馆”。智慧图书馆(smart library)是建立在智能技术以及其他各种新技术和管
理理念基础上的新一代图书馆。这些用潜意识进行了预言，还巧妙地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把思维塑造
成了全新的模式，寻找着未来一切可能的机遇，张开想象和信念的翅膀来重建更加灿烂的人生[12]。
目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界业界正在广泛讨论和大力探索智慧图书馆的概念、理论、模式、技
术和最佳实践，超前意识已从概念走向了现实。

3.11. 绿色意识青睐绿色服务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有一句名言：“若图书馆有花园相伴，我别无所求。”他强调的是图书馆与环
境的关系，如今人们对绿色环境的青睐程度越来越高，“绿色”已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的
一个词语，甚至成为本世纪的主流：绿色意识、绿色环境、绿色标志、绿色设计、绿色学校……。
“十三五”时期大学图书馆可结合周边的生态环境，注重与周边景观的和谐，创造出绿色图书馆建
筑与大自然共生的模式，让人有置身于大自然中有晨读的感觉。例如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座落在浙江
省杭州市西湖区的象山生态环境之中，建筑物的多面外墙攀爬着蔓藤植物，既遮阳又美化。别开生面的
是在绿色草坪上还停放一辆绿皮火车，里面有咖啡吧和书画展，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整个象山校
区到处是绿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点，处处是建筑与自然的和谐搭配，绿色环保理念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完全是一种养眼的文化享受，更是绿色校园的经典之作，促进了绿色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很值得效仿。
大学图书馆在进行馆内空间改造时，要充分考虑墙面及顶棚的装璜，应选用注有绿色环保标志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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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减少室内空气的污染程度。在实实在在搞好绿色建设的同时，还应积极做好绿色宣传工作：例如
经常更新“绿色”网站，适时挂出“绿色”植物标牌，文明规定“绿色”行为规范，把馆内环境变成具
有家的温暖、大自然的清新场所，不断吸引读者到图书馆来接受“绿色”理念，感染“绿色”氛围[13]。

3.12. 共享意识促进共享服务
共建知识库、共建馆藏是当前美国图书馆界发展的一个大趋势，通过共建可以寻求新的发展机制[14]。
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领域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高峰期，将不同公共文化机构的数字资源整合到统一
的平台供用户检索、浏览和获取，提高资源获取过程中的用户体验满意度已经成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共识
[15]。“十三五”时期要求大学图书馆加大数字化和数字馆藏建设，加大共建共享及馆际合作力度，例如
美国加州大学一个合作性馆藏发展模式﹣共享印本项目[16]，就充分发挥了共享多方资源的作用。
大学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并开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甚至超越图书馆界的合作才能把资源共建共
享共赢工作推向更高层次，从而推动大学图书馆开放政策出台[17]。针对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大学图
书馆界可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图书馆开展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建立“丝绸之路图书馆联盟”，
建设“丝绸之路数字图书馆”，共同保护、利用与展示丝绸之路文献，促进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交流互
鉴[18]，达到互利共赢共享还需任重而道远。

3.13. 协调意识达成协调服务
仔细梳理各意识之间的关系可发现：各意识之间并非孤立的，无论是点和直线的，还是平面、立体
的，或是移动、冥想的，甚至是直线垂直、直线交叉的，更有宇宙乃至超前、绿色的，共享至无穷的，
它们都是紧密围绕服务意识这条主线而进行工作的。其实各意识之间既可交叉，也可平行；既可激发，
更可超越。如果说服务意识是一棵大树主干的话，那么，其它意识就是它充满智慧的一个个枝杈。况且，
大树主干越粗壮越挺拔，各枝杈也就越丰满，更何况各意识之间还能贯通。反之，如果服务意识削弱了，
其它意识便会随之减弱甚至消失。因此，正如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所言：“服务，是图书馆的根本宗旨。”
也就是说，服务是图书馆的立馆之本和发展之基。只有为用户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才能为教学和科研提
供多视角的支持。要让服务意识始终成为“新常态”，那么，多维度意识就要不断激发，不断完善，并
协调形成之。
同理，在实际工作中既要注重协调发展，还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最大限度地调动馆员
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发展目标：
1) 建立共同价值观。努力在图书馆馆员之间培植协作意识和谅解精神，竭力在全体馆员中建立起统
一于图书馆组织目标之下的共同价值观。
2) 树立大局观念。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系，积极营造各部门相互配合、支持、信任、谅解的统一性
和协调性之氛围，增强馆员间的合作，树立全馆上下一盘棋的大局观念。
3) 参与跨界协作。例如中国计量大学图书馆积极参与 2017 年由《中国计量》杂志社和中国计量大
学共同承办的“5·20 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海报征集活动；微信平台内容紧扣“计量与交通”主题，着
力体现“交通需要计量，计量服务交通”；与学校相关部门协作宣传“智慧城市、智能交通”、中欧班
列、北斗导航、机场调度、港口计量、物流、交通能源等科普知识，从而推动计量知识在青年学子中的
普及，彰显计量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重要作用。

4. 运用潜意识力量挖掘馆员潜力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认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不是在物理学领域，而是在精神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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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人类的潜意识在信仰的触动下所产生的力量。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储存着无尽的潜意识力量，它可
以战胜一切问题。”华人励志成功学大师陈安之感言：“潜意识的力量无所不能，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都
运用潜意识的力量。”“十三五”期间正是探讨领导技能的研究除强调诚实正直、沟通交流和人际交往
等传统的技能外，还注重在新环境下挖掘新的领导技能，如愿景、移情、情商、授权、政治与战略能力
等[19]的大好时机。大学图书馆馆长不仅要有战略定力、全局视野、科学规划，还要针对用户需求、人才
竞争、技术支持、生态环境、资源融合等要素进行探讨，更要对第一代图书馆(藏书空间 + 阅览空间)、
第二代图书馆(开架空间 + 活动空间)、第三代图书馆(促进知识流通、创新交流环境、注重多元素养、激
发社群活力)以及智慧图书馆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变化进行探究，深入探索智慧图书馆对馆员能力的新要
求，抓好以图书馆员为核心要素的能力建设，充分运用潜意识力量挖掘馆员潜力，全面打造专家型馆员
与团队，利用智能技术组建具有国际视野的科研团队，群策群力地打好组合拳以驱动大学图书馆不断超
车并迅猛发展。

5. 结语
大学图书馆如何在“十三五“时期寻求生存和发展呢？勇于树立多维度意识，改变思维模式，不断
改进服务形式，尽量满足教学与科研在新范式下的用户需求，转变馆员角色[20]乃是关键所在。与此同时，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注重挖掘员工所具有的优势，对激发员工潜能及提升员工工作态度和工作绩效具
有重要的作用[21]。大学图书馆只有将馆员的职业生涯推向高潮才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分析和解决当前和
未来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服务功能与服务效果，致力于我国高校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将
宏观发展趋势与微观图书馆业务实践紧密结合[22]，既是发展战略上的全新机遇，更是重要挑战。力争在
思想和行动上统一到发展理念上来，崇尚创新引领发展，注重协调把握大局，倡导绿色回应师生，厚植
开放互利共赢，推进共享殷惠用户，不断提高贯彻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重塑新思维、新战略、新方
法去迎接新挑战，必将促使大学图书馆的全面转型与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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