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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活动策划及实施效果评价

□师晓青∗　王瑞敏　张进

　　摘要　基于深阅读理论,山东大学(威海)图书馆策划组织实施了主题为“读书不孤单—百日

读书挑战”的深阅读活动.活动分阶段晋级打卡和多环节干预性服务的设计,体现出新型深阅读

推广的基本路径:创造相遇,丰富体验,回归对话.根据活动统计结果分析发现,深阅读活动开

展,要从方法上引导,且还需要导师荐读点评、深挖主题内涵、动态评估调整,从而确保深阅读活

动高质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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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国家在加强文化建设过程中,对通过阅读提升

国民整体素质和社会活力寄予厚望.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２０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倡导全民健身和全

民阅读,使全社会充满活力、向上向善.”[１]近年来各

高校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中积极创新,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对于培养大学生阅读习惯和兴

趣,提升其综合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数字时代,
大学生不乏新阅读和浅阅读,而对于通过阅读提升

认知能力和思考能力的深阅读相对缺乏.大学生是

具有较强自学能力和文化基础的群体,如何引导他

们走向更高层次的深阅读,是我们进一步推进阅读

推广工作的重要方向.
阅读推广是对深阅读价值的选择和挖掘的干预

式、介入式的服务工作.关于深阅读问题,以李桂华

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近年撰写的系列学术论著已经

形成比较系统的认知.李教授基于生成认知理论,
将深阅读定义为“读者这一具有心智能力的有机体

与适合其阅读条件的对象相遇,在适宜的情境下产

生积极的行为动力,进而发展而来的高参与度的阅

读行为”[２].结合已有研究文献,李桂华认为,深阅

读的意义可以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加以阐释.在

引导读者的深阅读过程中,必须要给予读者丰富的

个体体验,使读者在发展自身能力的同时,精神和心

灵得到滋养,生命更有质感.从社会层面来看,深阅

读是通过反思文本与自身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关

系,进而重塑自我[３].即深阅读过程中读者通过其

深度参与,不但完成功能性知识的学习,也能在道德

实践意识领域展开学习,通过多重渠道的社会交流

与社会需要相协调.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虽然深阅读的本质不会改

变,但读者阅读行为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基于对

深阅读本质和意义的理解以及对当前阅读行为转变

的思考,李桂华认为,面向新型深阅读的阅读推广工

作的基本路径包含三个方面:创造相遇,丰富体验,
回归对话[２].创造相遇,即捕捉读者对阅读素材的

兴趣,帮助读者在信息海洋中寻找中意的文本,这是

为深阅读创造机会;丰富体验,即通过丰富其阅读环

境体验,使读者充分享受深阅读的乐趣;回归对话,
即利用新型社交技术强化读者的阅读参与,唤起学

习和思考,促进认知发展,提升阅读对于个体和社会

的双重价值.
综上所述,深阅读理论,使我们在深阅读推广工

作中能高度重视活动的策划设计,通过这种干预性

服务,努力为读者深阅读创造机会,让读者尽享深阅

读的乐趣,促进读者的认知发展,以尽可能地实现其

个体和社会的双重价值和意义.结合当前山东大学

的“强院兴校”建设战略,图书馆也力求将理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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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践,深入推进阅读推广工作.为此,山东大学

(威海)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组联合学生读书社团

“阅微读书会”,在２０２０年春季学期组织实施了以

“读书不孤单—百日读书挑战”为主题的深阅读打卡

活动.笔者结合工作,就深度阅读活动案例设计及

实施效果进行系统分析总结,与业界同行们一起探

索有效促进深阅读的方法策略.

２　深阅读打卡活动方案设计

本次深阅读活动以李桂华老师的深阅读理论为

指导,以培养阅读习惯和兴趣、促进思考和认知为目

标,由图书馆阅读推广两位专职馆员和“阅微读书

会”社团四名骨干组成活动策划小组,精心设计策

划,来自文学院、法学院和图书馆的四位社团指导老

师担任顾问.因为是首次策划深阅读活动,为了确

保质量控制,我们设想以学生自愿报名的形式组成

不超过５０人的阅读活动小组,根据２１天黄金法则,
分主题阶段、逐步推进深阅读.

根据行为心理学的研究,人们形成新习惯或理

念并得以巩固至少需要２１天的重复.其中,１－７
天为第一阶段,会表现为“刻意,不自然”,即需要十

分刻意地提醒自己;７－２１天的重复后,习惯基本养

成,这个阶段会表现出“刻意,自然”,即还需要有意

识地控制;到了２１－９０天这个阶段,就会表现为“不
经意,自然”,即习惯成自然,已经达到了无需意识控

制的境界.这就是人们所称的２１天黄金法则[４].
我们组织的本次深阅读活动,在遵循２１天黄金

法则的同时,结合实际加以适度灵活创新,即按照

“悦读—成长—逐梦—知行—明德”５个主题阶段,
每阶段２１天,组成１０５天的持续阅读.为了在“４

２３世界读书日”进行闭营总结活动,活动实际进行

１０２天,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至４月２３日.每

个阶段根据主题,按照必读、荐读和自选读物相结合

的方式挑选推荐书单,其中,必读书单结合阶段主

题,以阅读方法指导类、励志类、心理健康类读物为

主;荐读书单以经典小说读物为主.挑战证书要求

累计阅读量达到２０册;阅读打卡方式为每周不少于

三次的读书笔记上传.
本次活动具体打卡设计是:参与者在每个阶段

开始制定阶段阅读目标计划,以每阶段阅读４册为

基础打卡任务,完成者获“读书不孤单—百日读书挑

战星”证书;以分享书评、推荐阅读为晋级方式,每撰

写１篇书评获得一颗星,三颗星为上限.此外,为增

强讨论交流热度和深度,每周五组织一次线上读书

分享会,结合阅读方法、阅读兴趣、阅读思考、热点新

闻等精选讨论话题.本次活动精心设计,主要体现

出以下几个特点.

２．１　体现深阅读推广三路径理论的环节设计

活动以日签促读和推荐书单创造阅读情境,努力

帮助参与者与合适的阅读对象相遇;以笔记点评和话

题讨论激发阅读兴趣和阅读主动性,提高阅读参与

度;以书评荐读促进思考广度和交流深度.聘请文学

专业背景的馆员参加话题讨论,点评读书笔记,形成

阅读方法指导,以保证阅读活动质量和进程监管.

２．２　基于内容的灵活打卡形式设计

以上传读书笔记为打卡方式,对于笔记内容没

有具体的要求和限制,可以是经典片段展示,可以是

读书心得记录,也可以是阅读感悟体验分享.这种

基于内容的灵活打卡形式,是着力引导参与者选择

具有挑战性的读物深入阅读和思考,提高阅读感受

力.打卡时间在活动设计的２１天内没有限制,方便

参与者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安排阅读时间,自我调整

阶段阅读量.

２．３　基于习惯养成的阶梯式晋级设计

活动全程设计１０５天,时间上具有挑战性,为了

保护参与者的阅读热情,充实阅读主题内涵,分为５
个２１天周期的分阶段晋级.根据２１天黄金法则效

应,参与者完成一个阶段的打卡阅读,就会对阅读形

成心理依赖.如果能持续坚持５个阶段的百日阅读

挑战,就会形成非常稳定的可以伴随终身的阅读

习惯.

２．４　促进深阅读的干预性服务设计

阅读本是一种个体行为,实现深阅读与阅读的

内容、情境、个体感受力有关.为了有效促进活动参

与者达到深阅读状态,活动策划高度重视干预性服

务的设计.一是参与者须在 QQ阅读群建立个人开

放式相册,上传读书笔记,互相点评笔记,表达阅读

感悟和体验乐趣;二是以撰写书评的方式推荐分享

作为星级证书晋级打卡考核指标,促进阅读思考;三
是定期组织读书分享会,交流读书心得和感悟,促进

认知发展;四是在参与者中推选阶段负责人,负责发

布阅读日签,阶段末评测阅读效果,有利于形成群阅

读文化,互相鼓励与鞭策.这种干预服务渗透在整

个活动过程中,有利于让深入阅读产生群体效应[５].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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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深阅读打卡活动结果统计与分析

受疫情影响,学生居家网课学习,缺少文本性教

材和图书,学习多有不便,因此本次活动实际仅有

３３名自愿报名者参与了百日阅读打卡活动.其中,
一颗星证书获得者９人(２７．２％),两颗星证书３人

(９％),三颗星证书４人(１２％).表１分五个阶段,
分别详细统计了参与人数、上传笔记、撰写书评、阅
读来源和阅读数量,便于直观了解活动过程存在的

问题.其中,上传笔记是参与者阶段内上传笔记累

计数,阶段重读数是阶段内参与者共读一本书的数

量,书单阅读量是参与者阅读活动书单推荐数量.
从各项统计数据看,活动周期内人均阅读图书达到

９．９本,人均打卡笔记达到３０．４次.２２个(６６．６％)
参与者撰写书评推荐,书评推荐效果明显,本次活动

共阅读３２９册,其中１２８册是重复阅读,重读比例达

到了３８．９％.如图１所示,９４．４％深阅读打卡参与

者非常享受阅读过程,７７．７％的参与者认为丰富了

课外知识,拓展了阅读视野,６６．６％的参与者通过活

动对阅读产生更浓厚的兴趣,５５．５％的参与者通过

阅读与交流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还有一些参与

者认为对自己的交友及与人沟通都有所帮助.
表１　阅读打卡五阶段分项目数据统计

活动

阶段

参与

人数

(人)

上传笔

记数

(次)

书评推荐 阅读量

参与

人数

(人)

推荐

册数

(册)

数量

(册)

阶段

重读数

(册)

书单

阅读量

(册)

自选

阅读量

(册)

１ ３３ ３６８ ４ １１ １０３ ４０ １０ ９３

２ ２０ ２２３ ８ ２１ ７９ ２２ ８ ６５

３ １８ １９２ ５ ９ ５１ １６ ３ ４７

４ １５ １３６ ０ ０ ５５ ２５ ６ ４９

５ １４ ８５ ５ ８ ４１ ２５ ３ ２１

合计 ３３ １００４ ２２ ４３ ３２９ １２８ ３０ ２７６

图１　阅读活动获得的收获

３．１　深阅读活动环节设计效果评价

３．１．１　干预服务对完成深阅读计划有显著促进作用

为了督促参与者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并以打

卡的方式坚持阅读,我们在设计活动时制定了一系

列干预措施,活动负责人每日发布阅读日签,书友互

相点评,指导老师互动点评,制定阶段阅读计划,参
与者互相点评激励.活动结束后的调查显示,这些

设计都对参与者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可以帮助其成

功挑战阅读计划,相比较而言,制定阶段阅读计划具

有更显著的效果.
本次深阅读活动最受读者欢迎的环节是话题讨

论和书评推荐,与活动策划初衷相符,话题讨论和书

评荐读对阅读广度和深度均有推动作用,如图２所

示,话题讨论和书评荐读各占３３．３％,比例最高,而
且这两个环节是有一定门槛的,需要有一定思想、较
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虽然话题讨论环节组织

者倾注了较多精力,但参与者以听众和读者的方式

取得收获也是必须肯定的.

图２　对深阅读打卡活动各环节的喜好度

３．１．２　书评荐读可以激发深阅读内在动力

深阅读也需要一定的环境和内容的启发和引

导,在活动组织策划之初我们根据阶段主题精选了

一份由必读(２册)加荐读(４册)组成的推荐书单.
同时,鼓励参与者自选读物完成阅读,书单推荐的包

容性设计,给参与者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因为以

书评荐读作为晋级打卡方式,既可以鼓励参与者撰

写书评推荐读物,以书评的形式展示阅读的思考,又
可以引发阅读书评者对评论作品的阅读兴趣,这都

能有效激发其深阅读的内在动力,实际效果很好,书
单推荐之外的自主选择和书评互荐书单达到了总阅

读量的９０％.同时,统计发现书目的重复阅读率占

到书目数的３８．９％,一方面说明书单按主题推荐设

计较合理,另一方面也是笔记浏览点评和书评荐读

产生良性互动的体现.互评与书评推荐结合促进了

交流深度,开阔了阅读视野,达到了深阅读活动设计

的预期目的.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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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笔记互评设计增加了阅读新体验

群相册上传读书笔记打卡,群成员互相点评,指
导老师也参与其中,浏览并点评笔记促进学习交流,
彼此鼓励促进.比如,在访谈中了解到,个人上传笔

记数量达到１００的某位同学,在活动中坚持每天阅

读并上传笔记,她认为指导老师和其他参与者的点

评是对其最大的认可和鼓励,让她备受鼓舞.在后

续的调查中了解到,多数参与者认为这种基于阅读

内容和感悟的交流,对点评者和被点评者而言都是

阅读思考的促进,该环节设计使参与者获得了很好

的阅读体验.

３．１．４　话题讨论设计锻炼语言沟通与表达能力

话题讨论是阅读打卡活动的口语交流环节,每
周定期一次的话题讨论,在疫情期间以腾讯会议或

QQ群线上交流形式如期开展.在活动第一阶段的

线上话题讨论与交流中,参与者略有陌生感.但是

随着阅读打卡活动的推进,通过浏览笔记增进了解,
相互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深入.有同学在访谈中表

示,非常喜欢每周五的线上话题讨论,因为爱读书而

相聚一堂、畅所欲言,互动很好.每期话题都由活动

指导组老师精心设计,既紧扣阅读主题,又贴近生活,
所有话题内容具体如表２所示.其中,疫情期间居家

防疫类话题,更是使参与者在阅读活动中获得温情

关爱.

３．２　本次活动结果统计中发现的问题

３．２．１　考核设计要找到阅读数量和质量的平衡点

活动后期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对阅读量和深阅

读量进行分类调查统计.阅读量是参与者本次活动

中的阅读册数,深阅读量是参与者本次活动中以增

强自己的思辨能力、拓展某方面的知识为目的的阅

读册数.从参与者的阅读量和深阅读量统计来看,
阅读数量和阅读质量呈反向关系.在整个阅读打卡

过程 中,阅 读 量 １—４ 册 的 有 １３ 人,其 中 ８ 人

(６１５％)完成了深阅读;阅读量１３—１６册的有８
人,其中仅１人(１２．５％)完成深阅读.可见,参与者

的阅读数量越多,深阅读人数比例越低.这给我们

设定阅读评价指标带来了启示,那就是在促进深阅

读活动中,要找到数量和质量的平衡点,减少对熟读

数量的要求和考核.

表２　话题讨论内容

序号 讨论日期 精选话题

１ １月１７日 如何在假期保持良好的阅读习惯?

２ １月２４日

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过个平安年.分

享«那不勒斯四部曲»电子版,想讨论问

题的可以发群里哈.

３ １月３１日

你是否会因为一本书而喜欢上一个作

者,继而去读作者其他的作品? 你平时

如何挑选书呢?

４ ２月７日

书海泛舟经年,有没有哪一本或者几本

书,最让你觉得自己的世界被扩展了

呢? 是什么书呢?

５ ２月１４日

你曾在书中读到过哪些令人神往的地

方或者场景呢? 是落英缤纷的世外桃

源吗? 是光怪陆离的魔法世界吗?

６ ２月２１日
书籍与友谊之间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曾经感动于哪本书描写的友谊呢?

７ ２月２８日

读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有哪些

奇妙的收获与经历呢? 线上上课已经

两周了,你对疫情的控制看好吗,你希

望什么时候开学呢?

８ ３月７日

从小到大,这些年你都在读哪些书? 分

享一下你对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的看

法.八月长安抄袭爆出,你是怎样看待

写作抄袭的呢?

９ ３月１３日
你怎样看待“听书”? 本次共同读书分

享过程中,你收获了什么呢?

１０ ３月２０日
你有没有因为书而想去远方,或者因为

某个到不了的远方而读书呢?

１１ ３月２７日
请分享你参加活动的读书故事? 拖延

症有没有绊住过你读书的进度?

１２ ４月３日

常常会看到 “我 收 藏 等 于 我 学 习 (运
动),我下载等于我读完书”的说法,你
怎么看? 可以说说对于最近“全民rapＧ

per”的看法吗?

１３ ４月１０日
上周热爆话题瑞幸造假事件热爆,大家

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１４ ４月１７日
现在微博上对方方一片骂声,那么大家

如何看待方方日记呢?

１５ ４月２３日 在本次活动中,印象最深的是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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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阅读活动时间周期不宜过长

从表１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进,活动每一阶

段结束之后都有人退出,到第四阶段已不足一半,说
明作为活动,百日阅读周期时间太长.本次活动寒

假前一周组织宣传,寒假正式启动,但是前期由于疫

情对人们生活、心理产生的巨大影响,分散了参与者

的时间和精力;后期又正值中期考核,学习任务加

重,时间上的冲突导致课程负担重的学生被迫放弃

后面的阅读计划,这是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

五阶段和每阶段三周时间对于不少同学来说也是时

间过长,按照经济学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效率下降,
深阅读的质量无法持续保持.因此,阅读周期时间

应该适当缩短到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之间,分为三阶

段,每阶段两周时间比较科学合理.

３．２．３　挑战成功率较低,深阅读效果低于预期

本次读书打卡活动仅有４２％的参与者坚持完

成打卡,与活动预期有一定差距.后期我们做了调

研和访谈,活动参与者大多数认可阶段阅读计划、群
内小伙伴的激励和群内工作人员提醒的积极作用.
其中,在未能完成挑战者访谈中了解到,除了时间、
精力等外在因素,还有一个突出的因素是阅读中遇

到困难而放弃,这说明参与者阅读素养参差不齐,活
动设计应该考虑这个因素,特别是在话题讨论中需

要注重阅读方法交流指导.

４　深阅读打卡活动实施的几点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以促进深阅读为目的的阅读打卡

活动的不断总结,综合各个环节因素,对于在阅读打

卡活动中如何促进深阅读形成以下几点实施建议.

４．１　遵循深阅读规律,首先要从方法上引导

深阅读是人类一项高级认知活动,是自我认知

的螺旋式循环提高过程,循序渐进、读思结合、读用

相促、主题精读是深阅读技巧的基本概括.大学生

要增强学习的自主能力,就要掌握较好的阅读方法

和技巧,以提高阅读效率.因为参与者阅读能力和

水平不一,本次活动第一阶段必读书目是«如何阅读

一本书».信息反馈显示,所有参与深阅读活动者都

认为,这本书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帮助自己掌握了阅

读技巧.

４．２　导师荐读点评对于深阅读具有重要作用

调查显示,阅读打卡过程中,指导老师参与互动

点评和线上讨论对参与者形成深阅读习惯有积极的

影响.因为我们在活动开始前,积极联系聘请知识

宽广、文化修养较高,又热心于学生指导工作的老

师,作为阅读荐读专家.他们对作品的独到分析和

高质量点评,激发参与者的阅读兴趣和深入讨论.
此外,以后的活动中也可以尝试吸收以往阅读活动

中发现的部分有丰富阅读积累的学生担任阅读引导

人,因为学生的阅读思考和点评更容易产生共识.

４．３　深挖主题内涵,展现深阅读魅力

阅读打卡是一场活动,但是也应该有明确的文

化主题,以主题内涵吸引学生参与并坚持下来.本

次读书打卡活动的主题是“读书不孤单”,全程由阶

段负责人在读书群里发布阅读日签,营造不孤单的

氛围,阶段负责人还保证在群里第一时间回复、应答

所有阅读交流和提问.图文并茂的阅读日签让人赏

心悦目,精心遴选的励志抒怀的阅读箴言让参与者

产生共情体验,产生归属感.本次活动调查显示,

４４４％的参与者认为自己坚持阅读是源于阅读日签

的提醒和督促,比较喜欢阅读日签这个环节,后续访

谈中了解到,部分参与者也采用类似办法提醒自己

完成当天的任务.由此可见,内在的气质才是引人

入胜之处,阅读活动中不断凝练内涵,才能持续发

酵,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４．４　动态评估调整,确保深阅读活动高质量实施

本次深阅读活动的干预性服务强调务实性,突
出针对性、灵活性.在每一阶段结束后,活动策划组

都要在线开会,上一阶段负责人总结阅读和打卡情

况,汇总书单和笔记,提出有待改进的建议.下一阶

段的负责人就会根据上阶段信息反馈,提出应对措

施和方案,以保证活动热度不减.如在活动第四阶

段的阅读效果最不理想,感觉部分同学有些懈怠,根
据这一情况,第五阶段开始前,负责人积极组织线上

讨论,鼓励坚持,阅读效果又有所回升.再比如在阅

读日签的制作中,起初只有图片、日期和读书会Logo,
后来增加了阅读箴言和活动主题,经设计改进和内容

丰富后的日签更具有组织感召力和文化渲染力.

５　结语

本研究成果是依据李桂华老师深阅读理论所开

展的深阅读打卡活动的初步实践探索和总结.活动

结果说明,在指导老师的积极引导下,深阅读活动改

善了阅读质量,获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参与者的自

我认知,其精神得到升华.尤其在信息冗余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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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数字时代,提倡和推动深阅读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深阅读活动才刚刚起步,深阅读活动方案

如何科学设计和系统开展,有待于我们阅读推广人

深入实践,积极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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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１００周年暨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学科发展论坛隆重举行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８日,“百年积淀,再启华章———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１００周年暨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学科发展论坛”在
武汉大学新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

百年来,信息管理学院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大师云集、群英荟萃;桃李满园、英才辈出.信息管理学

院几代学人薪火相传,谱写了中国图书情报档案学与信息管理教育史上如诗如画的壮丽篇章;始终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为国家

的信息化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作出了突出贡献.
国际顶级信息学院联盟(iSchool)等国际组织和国外高校代表通过视频方式祝贺信息管理学院１００周年以及在国际化办

学和国际交流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中国台湾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图书馆、北大信息管理系、北京交通大学等单位的代表对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

华诞表示祝贺,高度肯定了信息管理学院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认为信息管理学院引领和推进了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
要铭记老一辈学者的历史贡献,共同推动信息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

信息管理学院青年教师和学生代表向老教师代表彭斐章、邓铭康、王昌亚、谢灼华、王秀兰、詹德优、胡昌平、张玉峰、马费

成、邱均平、张荣山、沈祥兴、李建民、孙更新、傅西平敬献鲜花,表达对老教师们的敬意与感谢.
杰出系友周旭洲深情回忆了在信息管理学院７年求学的美好时光,表示将通过不间断的捐资助学,回馈母校和学院,为学

校和学院建设贡献力量.
围绕学院１００周年暨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学科论坛,信息管理学院于１０月１７日先后举办了研究生科研成果展、彭斐章

邓铭康先生向武汉大学捐赠签约仪式暨«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新书发布会、“文华赋”纪念石揭幕仪式、«韦棣华»专题

纪录片首映式、武汉大学与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出版学学科发展研讨会、档案学专业发

展硕士博士座谈会和校友座谈会、信息管理科学系专业认知讲座等相关活动.１８号下午,举办了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学术前

沿研讨会、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人才培养研讨会、院友献智母院发展研讨会、保密人才培养研讨会、电子商务一流学科建设与

发展研讨会以及信息管理学院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发展交流会等系列活动.((通讯员:邓胜利、董克)
———节选自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网站:http://sim１００．whu．edu．cn/info/１０４４/１６０９．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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