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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是一个长期发展且涉及面较广的培养过程,有效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育人功能和
学风建设优势,是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学风建设是高校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
校园的主题,它是一所大学精神面貌的体现,而高校图书馆作为大学的三大支柱之一在推动学院服务育
人、学风建设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高校图书馆的优势特点、功能作用及建设
方式,从服务育人、学风建设等角度,探讨进一步提高高校图书馆管理及使用水平的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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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is a wide range of training process which needs long term development. I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deepen education reform and promote quality education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ervic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libra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advantages of study styl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 is the theme of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campu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a university.
As one of the three pillars of the universities, librar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ervice education of the colle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practical plan of furthe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and using level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by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functions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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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建设,对高校大学生强化专业知识
掌握和综合素质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2 高校图书馆服务育人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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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学习意向,分阶段、有重点、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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