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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生命周期”的角度构建全流程的阅读推广模式

□李杉杉∗　高莹莹　邓稳健

　　摘要　读者的阅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阅读推广服务也不能停留在激发读者阅读兴趣

的表层上,应该从读者发展的角度动态地看待问题,从而实现推广服务的深入性和系统性.以南

京工业大学图书馆“阅读实验室”推广案例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读者“阅读生命周期”的阅读推

广模式,将阅读推广服务嵌入读者阅读动机—阅读思考—阅读分享—创新实践的整个阅读生命

周期,构建全流程的阅读推广体系,引导读者完成从“浅阅读”到“深阅读”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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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列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

措.自２０１４年起,全民阅读已连续６年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这标志着倡导和推广全民阅读已逐步成为

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１].图书馆作为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开展阅读推广服务已成

为其重要职能之一.２０１８年初,阅读推广作为“全
民阅读”重要举措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

馆法».
近年来,国内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也开

展得如火如荼,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随
着时代的发展,大数据、新媒体、社会化、创新创业等

新技术新环境的影响,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碎片化、数字化、社会化、实用

性、功利性和体验式已成为当代读者的主要阅读特

征[２].这些变化为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带来

了新的挑战.为了满足新阅读环境下读者的需求,
国内各大高校图书馆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

创新活动,例如微博/微信导读、真人图书馆、名人推

荐、在线书评、影视作品展览、微拍、游戏、话剧、竞赛

等[３].这些形式新颖的阅读推广活动,极大地吸引

了新一代读者的阅读兴趣,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然而,笔者认为国内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表

面上百花齐放,但其最大的问题是活动焦点过于集

中在激发读者阅读兴趣上,却忽略了活动的系统性

和深入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产生了什么感悟? 存在什么困惑? 这些问题在阅读

推广的过程中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读者的阅读过

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阅读推广活动也应该从

读者发展的角度动态地看待问题.因此,本文借鉴

国外“以读者发展为中心”的阅读推广理念,从读者

“阅读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种动态发展

的阅读推广模式,将阅读推广服务嵌入读者阅读动

机—阅读思考—阅读分享—创新实践的整个阅读生

命周期,最终形成一个全流程的发展体系,为我国高

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１　“以读者发展为中心”的阅读推广理念

阅读推广活动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并逐步

形成了系统的发展体系和成熟的发展理念,对我国

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１９９５
年,英国开卷公司(OpeningtheBook)主管瑞秋
婉里尔(RachelVanRiel)提出了“读者发展”理
念,主张积极介入阅读过程,增强读者的阅读信心与

兴趣,提升读者的阅读选择能力,并为其分享阅读体

验创造机会,促进读者创造活力的发展[４].同年,美
国教育专家朗德伯格(Lundeberg M A)首次提出

“连接学习”(ConnectedLearning)的概念,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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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一系列以“连接学习”为基础的数字阅读推广

活动.“连接学习”强调将兴趣、同辈群体文化和学

术目标与成就整合在一起,以达到优化学习的目

的[５].无论是“读者发展”还是“连接学习”均以读者

自身发展为中心,国外的许多阅读推广活动也都遵

循了这一理念.例如,美国的“新生共读计划”是美

国高校一项传统的阅读推广活动,该活动注重将共

读图书与新生课堂内容相结合,新生通过提交论文

或视频的方式分享阅读见解和观点,并通过课堂讨

论、辩论、情景模拟等方式,帮助新生提高学术交流

与沟通技巧,构建共同学术社区[６].“你的媒体”
(YOU Media)是美国公共图书馆２００９年启动的数

字阅读推广项目,该项目为青少年提供了在成人导

师的指导和同伴的协作下写作和分享诗歌,参与和

评论电子游戏,制作音乐、视频、平面设计等数字产

品的机会,并在网站上公开展示学习成果,鼓励青少

年发现并追求自己的兴趣[７].“探索学习”(Quest
toLearn)是由非营利性设计工作室与纽约市公立中

学合作开发的一个基于游戏学习的协作空间,在这

里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项目任务、组建团队,导
师以顾问的身份指导学生根据项目需求查阅学习资

料,学生则通过在项目过程中不断地创建、测试和迭

代来完成深度阅读的体验,并在协作中形成新的创

意和数字产品[８].总之,“以读者发展为中心”的阅

读推广理念注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身的知识、思
维和能力的动态变化,重视从方法上指导“阅读过

程”,提倡同辈间的“阅读分享”,鼓励读者激发“创造

思维”,最终达到促进读者终身学习的目的.

２　新阅读环境下读者阅读画像

“以读者发展为中心”的阅读推广活动的关键在

于读者,需要对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进行精

准把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媒体、大
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社交网络、创新创业等新技

术新环境大量涌现,对读者的阅读环境产生了巨大

的冲击,以手机阅读、网络阅读为主要方式的新媒体

阅读成为新时代读者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阅文集

团的阅读调研报告显示超七成移动端数字阅读用户

为２６岁以下的年轻人,９５后用户占比高达４２％[９].
由此可见,作为网络原住民的９５后已成为新阅读环

境下的主力军.笔者面向５００余名９５后在校大学

生发放阅读需求调研问卷,根据调研结果,对９５后

读者进行阅读画像(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９５后读者阅读画像

阅读画像 阅读调研结果

兴趣 阅 读 是 阅

读原动力

７１％的读者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阅

读内容,而不是被动接受别人推荐的东西

在休 闲 娱 乐 的

同时,重视图书

内容的实用性

４１％的读者会选择与专业相关的图书教材或

教辅类图书,３５％的读者会选择与自身发展相

关的图书(如职场类、经管类、技能类等),７３％
的读者会选择休闲类图书

数字 化 阅 读 成

为 主 要 阅 读

方式

８５％的读者会选择采用电脑、手机、电子书阅

读器以及IPAD等电子产品进行阅读

喜欢 采 用 主 动

探索 的 方 式 获

取知识,并产生

独到见解

６３％的读者愿意在读完一本书后,以书评的方

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乐于 形 成 社 交

圈,并能够在圈

子中进行交流、

分享与合作

６９％的读者选择在朋友圈、QQ 空间或网络社

区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想或发表原创内容

愿意 将 自 己 的

创新 想 法 付 诸

实践

７０％的读者对图书馆的创客空间很感兴趣,希

望多开展一些创客方面的活动

３　阅读生命周期

从９５后读者的阅读画像可以看出,他们眼中的

阅读不仅仅停留在读书的层面,而是一个需要思考、
交流、实践、创新的过程,它分为多个不同的阶段,每
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目的与需求.如果我们从生命

周期的角度来审视整个阅读过程,就会发现阅读也

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完整生命周期的过程,它包括

阅读动机、阅读思考、交流分享、创新实践四个不同

阶段,这也就构成了所谓的“阅读生命周期”.阅读

动机阶段是信息输入的阶段,读者会对自己感兴趣

的主题进行初步了解,根据需求收集各种信息资源,
明确自己的阅读方向和目的;阅读思考阶段完成了

信息向知识的转化,读者在阅读资源的过程中不断

思考,产生自己的见解;交流分享阶段实现了从知识

到创意的跨越,该阶段读者会乐于在社交圈中分享

个人观点,在与同伴交流的过程中碰撞出新的灵感;
创新实践阶段打通了从创意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
该阶段读者将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创意通过实践最终

形成自己的知识产品,从而获得个人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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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于“阅读生命周期”的阅读推广模式———阅读

实验室

阅读是人类相互交流、分享经验、合作创新的重

要方式.图书馆对于新阅读时代的读者来说,不再是

简单的藏书借阅的物理场所,而是一个混合着各种资

源的“实验室”,促使读者不断地思考、发现、创造与分

享[１０].因此,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阅读生命周期”的
阅读推广模式———阅读实验室(如图１所示).在这

里,读者是实验主体,亲身参与并体验这种奇妙的化

学反应.阅读资源是实验原料,这里的阅读资源不仅

包含人文经典作品,还应包含专业阅读资源、网络信

息资源以及读者生成内容等.阅读推广活动就是实

验过程中的催化剂,引导读者完成整个阅读生命周

期,实现从信息资源到创新知识产品的转化.

４．１　模式框架

４．１．１　阅读动机阶段:精准把握阅读兴趣,激发读者

阅读动力

兴趣是９５后读者阅读的核心动力.９５后读者

是追求个性化的群体,图书馆“千人一面”的阅读推

广模式无法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在“阅读

动机”阶段,阅读推广活动的目的是精准把握读者的

阅读兴趣.图书馆是读者参与阅读活动的主要场

所,拥有相对真实全面的读者年龄、性别、专业、教育

程度等基础信息数据,还可以通过调研和数据挖掘

的方式获得读者参与阅读活动的内容、时间、地点、

方式等阅读情境数据以及读者搜索、浏览、下载、评
论、反馈等阅读行为数据[１１].通过对这些大数据的

采集、分析和处理,可以构建读者的阅读画像,从而

精准把握读者阅读兴趣,并通过读者个性化服务内

容的定制与推送,有效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此外,
图书馆可以根据阅读画像对读者进行定位,将读者

分为不同的阅读兴趣群体,并与相应的学生社团合

作,有针对性地策划阅读推广活动,最大化地激发读

者的阅读动力.

４．１．２　阅读思考阶段:兴趣结合学术目标,引导读者

深层次阅读

９５后读者的阅读更具功利性,他们阅读最直接

的目的是在学校、社会和职业上取得成功.因此,
“阅读思考”阶段可以通过阅读推广活动的设计,让
读者发现自己的兴趣可以和学术研究、社会参与以

及职业机会联系在一起,引导读者开展深层次阅读,
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更多思考和感悟.首先,可以利

用学科馆员的力量,通过建立学科博客,将图书资

源、数据库资源以及网络资源等相关学科的所有信

息系统整合,并通过开展新书推荐、专家书评、资源

使用技巧培训、学术导读等活动,帮助读者快速准确

地获得学术资源并进行深度学习.其次,可以将“阅
读教育”嵌入专业课程,根据教师课程的教学目标进

行嵌入式阅读内容的跟进,开展专业阅读指导,创造

探索性学习的氛围,培养读者的创新意识[１２].此外,

图１　基于“阅读生命周期”的阅读推广模式———阅读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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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开展“阅读导师”活动的方式,邀请相关领

域的专家、学者或学科馆员作为“阅读导师”参与读

者的阅读过程,与读者共同阅读,面对面地交流互

动,促进读者对阅读内容的深层次理解.

４．１．３　阅读分享阶段:创造阅读交流环境,促进读者

知识分享

社交分享是９５后的刚性需求,他们热衷于在朋

友圈和网络社区发表个人观点和原创内容,从而得

到认同感和价值感.因此,在“阅读分享”阶段,阅读

推广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为读者提供进行阅读交流和

知识分享的平台,帮助读者将思想和感悟通过知识

分享和头脑风暴转化为创新的灵感,从而构建新的

知识结构.这种交流分享的方式可以是书友会、读
书俱乐部、读者沙龙等线下形式,也可以是微信阅读

圈、在线阅读讨论小组和虚拟阅读分享空间等线上

形式.图书馆可以开设多个小型实体阅读空间,鼓
励爱书的发烧友们聚集起来组建书友会,定期开展

读者沙龙活动,一起分享、交流、探讨自己的读书心

得.也可以建立虚拟阅读分享空间,使不能到现场

参加活动的读者可以在虚拟网络阅读社区交流读书

心得,表达自己的困惑,提出自己的见解.线上线下

活动方式的结合,使阅读交流活动的开展突破了时

间空间的限制,进一步扩大了读书活动的影响范围.
此外,还可以将书友会和真人图书馆活动相结合,邀
请专家学者参与读书会活动,与读者共同分享阅读

感悟和写作心得,并就焦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一

步拓展和打开读者的思路,提升阅读的品质.

４．１．４　创新实践阶段:提供创新实践机会,助力读者

知识产品生成

９５后是乐于实践和创新的一代,他们阅读的最

终目的是希望把自己的创意和灵感通过实践过程形

成自己的知识产品,从而获得个人成就感.因此,在
“创新实践”阶段,阅读推广活动的目标是通过为读

者提供创新实践的空间、设备和资源,帮助读者在导

师的指导和同辈的协作中实现由创意灵感向知识产

品的转化.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可以嵌入“创客

空间”,利用“创客空间”的资源和设备为读者提供将

创意付诸实践的机会.例如,读者可以利用“创客空

间”的３D 打印设备制作与文学作品相关的文创产

品,还可以利用“创客空间”的数字媒体技术设备制

作一些游戏、视频、平面设计等数字产品.图书馆可

以通过创办阅读推广刊物的方式,为读者提供发表

原创作品的平台.阅读推广出版物作为校园原生阅

读资源,将学科专家意见与学生优秀原创作品有效

整合,充实和丰富了阅读活动的文本资源,有效支持

了读者自主学习的开展.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创

新创意大赛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创新知

识产品的机会,使读者在阅读和创新的过程中获得

自我成就感.

４．２　支撑体系

４．２．１　阅读推广团队是核心

阅读推广团队是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核心.基

于“阅读生命周期”的阅读推广模式需要培养一支

“精英式”的推广团队,团队需要阅读推广馆员、读者

服务馆员、学科馆员和信息技术馆员的共同参与.
团队采用扁平化、项目制的管理方式,由阅读推广馆

员负责项目的组织和策划,读者服务馆员负责读者

阅读数据的调研及配合项目的开展,学科馆员负责

项目进行过程中的阅读指导和学科兴趣小组的组建

等工作,而信息技术馆员则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所

涉及的网络平台和新媒体工具的开发和维护.团队

成员之间各尽其能、协同合作,保证项目进行的每个

环节衔接紧密,最终达到服务读者阅读生命周期全

流程的阅读推广目标.

４．２．２　新媒体技术是利器

新媒体技术是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利器,在基

于“阅读生命周期”的阅读推广过程中读者需求的深

度挖掘、阅读资源的精准推送、阅读活动的宣传与推

广以及阅读分享平台的构建等环节都离不开新媒体

技术的支持.因此,图书馆应整合内部技术力量,并
借助外部技术优势,与一些新媒体技术公司开展广

泛合作,共同开发一些应用于阅读推广活动的网络

平台、社交系统、APP等新媒体工具,促进阅读推广

活动向网络化、社会化转型.

４．２．３　多方合作机制是基础

多方合作是阅读推广活动开展的基础.基于

“阅读生命周期”的阅读推广活动需要与学生社团、
专业教师、学校管理部门以及社会阅读推广团体的

广泛合作.然而,目前大多数图书馆与上述机构团

体的合作都是针对某个项目的偶然性合作,缺乏持

久性和规范性.因此,急需在校园内构建阅读推广

联合组织,以图书馆为核心,吸纳学生团体、学校相

关管理部门作为组织成员,并鼓励发展校内专家、学
者、专业教师以及有相关兴趣爱好的学生作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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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人加入组织,并与社会阅读推广团体开展广泛

合作,最终构建系统化、规范化的多方合作机制,推
进高校阅读推广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４．３　实践案例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从
面向研究群体的学科阅读推广服务和面向社会大众

的经典阅读推广服务两个方面,诠释了如何将阅读

推广服务嵌入读者的整个“阅读生命周期”,从而形

成阅读推广服务的全流程发展模式.

４．３．１　实践案例一———“创客阅读实验室”
图书馆创客教育从某种程度上也承载了阅读推

广的使命,“创客阅读实验室”的目标是将阅读推广

活动与创客项目相结合,引导读者在项目进程中完

成对学术资源的深度阅读,最终实现从知识到创新

产品的转化.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开展的“环保生物酵素制

作项目”就是“创客阅读实验室”模式的一个典型案

例.首先,图书馆对读者的阅读需求进行了广泛调

研,结合对系统中读者借阅数据的分析发现,学校理

工科学生对专业相关的图书教材或教辅类图书的阅

读需求较高,学校优势学科生物化工类图书的借阅

率逐年增长.精准把握读者的阅读需求,并将阅读

需求与学术目标相结合,图书馆与学生团体共同策

划了“环保生物酵素制作项目”.在项目启动阶段,
通过多种新媒体形式对项目进行了宣传,在线招募

组建了创客小组,发布研究任务,设计项目实施方

案.在项目实施阶段,图书馆为创客小组提供了文

献资源和实验场地,派出专业馆员引导学生查阅和

精读相关文献资源.此外,还邀请了生物制药学院

专业导师开设有关环保生物酵素的科普讲座,并对

学生创客项目进行指导.通过学生创客与导师间的

头脑风暴与协同合作,不断改进实验方案,最终完成

了包括美容水果酵素、衣物清洁酵素、农业肥料酵素

在内的多种生物环保酵素产品的制作.在项目完成

阶段,图书馆为学生创客提供了作品展示的机会,分
别在校园和社区举行了环保生物酵素产品义卖活

动,活动深受广大师生和社区居民的欢迎,对学生创

客的环保酵素作品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４．３．２　实践案例二———“人文阅读实验室”
通过调研发现,９５后读者获取信息、积累知识

的方式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探索,他们具有强烈的

自我创作意愿.因此,“人文阅读实验室”的目标是

将人文教育与阅读推广活动联结起来,以阅读、创
作、实践、挑战为主线,引导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深度

阅读,最终帮助读者实现从阅读他人作品到生成自

己原创作品的转变.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长期以来都非常重视学生

人文阅读素养的提升,开展了一系列的人文经典阅

读推广活动,主要包括“名家讲堂”“真人图书馆”“读
者沙龙”“读书会”“文创大赛”和“文学刊物”等.首

先,图书馆通过“名家讲堂”和“真人图书馆”活动邀

请知名专家学者、青年教师、成功校友以及热心读者

开设讲座,宣传经典人文阅读,推介文学经典作品,
通过“读书、读人”的方式激发读者阅读兴趣.随后,
通过创建“读者沙龙”,为读者提供进行阅读分享和

思想交流的平台,并派出专业馆员引导读者对经典

文学作品进行深度阅读.积极发展文学社、话剧社、
摄影协会等人文类学生社团参与阅读推广活动,通
过组建各类“读书会”进一步开展阅读延伸活动.在

读书会活动中,读者通过排演话剧、创作微小说和诗

歌等文学作品、设计文创产品等形式完成对经典文

学作品的深度阅读体验,并生产自己原创的知识产

品.随后,图书馆通过举办“文创大赛”和开办“文学

刊物”的方式为青年学生提供展示原创作品、实现自

我价值的机会.例如,图书馆举办了“书偶创意设计

大赛”和“小豆书制作”等活动,鼓励读者基于阅读进

行艺术再创作,围绕经典名著和读书故事,设计与书

有关、与阅读有关的文创作品.图书馆还创办了校

园阅读推广刊物«劝业乐学»,为青年学生和教师提

供了发表原创作品的平台,促成了师生通过写作活

动交流阅读体验的机制,并将读者优秀原创作品进

行有效整合形成特色馆藏.

５　总结与思考

基于“阅读生命周期”的阅读推广模式,对照读

者阅读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阅读推广活动的

策划和组织,可以确保阅读推广活动有目标、有步

骤、有体系地开展,改变了传统阅读推广活动松散盲

目的状态,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借鉴意义.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

题,例如具备新媒体素养的阅读推广人才非常紧缺,
阅读推广活动内容还需进一步细化和扩展,缺乏系

统的阅读推广评价工具和指标,与校内外各部门间

的协同合作机制尚不完善等.在今后的研究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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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养多元化阅读推广人才、构建科学的阅读推广

评价体系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阅读生态体系等几个

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不断对该阅读推广模式进行

优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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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theComprehensiveReadingPromotion
ModefromthePerspectiveoftheReadingLifeCycle

LiShanshan　GaoYingying　DengWenjian

Abstract:Readingisa dynamicprocess．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should notonlyfocuson
stimulatingreadersinterest,butalsobevieweddynamicallyfromtheperspectiveofreaderdevelopment,

inordertomaketheservicedeepandsystematic．TakingNanjingTechUniversityReadingLabasanexamＧ
ple,thepaperproposesadynamicdevelopmentreadingpromotionservicemodebasedonreadersreading
lifecycle．Itembedsreadingpromotionserviceintoreaderswholereadinglifecycle,whichincludesreading
motivation,readingthinking,readingsharingandinnovationpractice,inordertosetupthewholeprocess
ofreadingpromotionsystemandleadthereadertoleapfromtheshallowreadingtodeepreading．

Keywords:ReadingPromotionActivities;UniversityLibraries;ReadingLifeCycle;OverallProcess;

Innovation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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