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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共同体视域下经典阅读服务的新形态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读马拉松”为例

□汪聪∗　陈立人　胡希琴　张海舰　别立谦

　　摘要　在充分了解当前图书馆经典阅读活动特征的基础上,将经典阅读服务置于知识共同

体视域下审视,探寻高校图书馆经典阅读服务新路径,并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办的“阅读马拉松”
活动为例,展示图书馆如何通过知识共同体模式推进经典阅读,促进校园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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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高校图书馆作为服务于教学、科研的综合性保

障体系,兼具教育职能、信息职能和文化职能,促进

阅读文化建设和社会知识交流是其主题之一.研究

发现,目前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文化活动以经典阅读

为主,呈现出由书目推荐等单一活动方式向复合创

新式活动转变的趋势,走向立体化、多元化[１].２０１６
年初,教育部印发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在第六章“服务”中对高校图书馆提出了文化要

求,明确指出图书馆应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同
时还要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２].在“双一流”建设

的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应担负起更多责任,把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与校园文化建设放在同等高度,在校园

全环境育人概念中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具体到阅读

服务而言,就是要结合自身资源和服务优势,紧跟阅

读行为变迁,为读者提供具有整体性、引领性、复合

性的文化活动,设计立体化的阅读服务框架,创新经

典阅读服务模式,引导青年学子养成健康正确的阅

读习惯和思维习惯,加强阅读交流及协作,形成知识

共同体,从而激发其阅读兴趣,达到自主阅读效果.
鉴于此,本文将促进经典阅读置于知识共同体视域

下审视,探寻阅读服务新路径.

２　经典阅读活动呈现的特征

２．１　阅读活动的“立体化”趋势

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经历了“针对读者到

馆的传统纸质阅读—网络用户的数字化阅读—手持

电子阅读器阅读—手机用户的微平台互动体验—面

向新时代读者的多元化立体阅读”五个演化阶段[３],
立体阅读代表了当前图书馆阅读文化的发展态势.

２００７年同济大学图书馆举办“同济人著作展”,采用

立体展示的活动思路,总结经验,提出“立体阅读”概
念,即“图书馆利用设施和人才综合优势,举办展

览、讲座、演出,集读者阅读、馆员互动等各种形式

为一体,围绕一个主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系列

活动”[４].立体阅读强调特定主题下阅读活动的形

式多元化,载体多样化能够衍生出更多阅读可能性,
“立体化”已逐渐成为阅读活动的主流特征和经典阅

读促进的组合套装.
立体阅读模式又可分为偏向于服务主体执行和

侧重于服务对象体验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如辽宁

大学图书馆开展的“中华传统经典立体阅读之旅”[５]、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奉天烽火盛京记忆”以及

同济大学图书馆的“立体阅读 & 读者服务月”[６],服
务主体(图书馆)结合传统阅读、信息技术、新兴媒介

载体,多角度、多形式开展系列关联活动,整合资源、
整体宣传并推送给图书馆用户.另一种类型如上海

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交图行阅”、广西师范大学图书

馆的“读行山水”[７]、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IＧShare暑

期游学阅读”[８],要求服务对象(读者)在阅读的同时

走出去,亲身游历书中内容,再通过交流讨论、撰写读

书报告等加深理解,是一种体验式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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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领读模式下的“交互性”趋势

阅读活动虽然转向立体,囊括展览、讲座、征文、
知识竞赛、讨论会、读书报告等一系列形式,但仍缺

少联系主体与对象的纽带,读者间交互不够深入,部
分图书馆在讲座形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领读者”
模式,以经典文本领读及现场即时交流互动,实现文

化传承与阅读素养提升的双重内涵.２０１７年佛山

市图书馆推出“佛山领读者”服务项目,从本馆已购

电子资源中评出普及率高的书籍作为阅读书目,邀
请社会各领域有影响力的读书人担任“领读者”,每
位“领读者”分享观点与阅读感受,下发阅读任务并

发起讨论,利用名人粉丝效应构成宣传影响力,形成

阅读社群,建立阅读生态圈[９].
高校图书馆服务对象主要是高校师生,所形成

的阅读社群以学生为主,因而高校图书馆以领读模

式举办立体化的经典阅读活动,所邀请的“领读人”
一般都为学术明星,如校内知名学者、校外特定领域

知名专家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大读书讲座”活
动,邀请哲学家周国平,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范晔、
龙协涛,图书馆学者王波,作家李银河、杨廷玉、梁晓

声等诸多领域的名家导师解读经典、分享阅读、畅谈

创作、对话交流[１０];中山大学图书馆举办的“中大学

人论著沙龙”,邀请本校学者,携其专著或学术作品,
从专业视角分享自己在科研工作中的思维、方法及

故事,并设置互动交流与访谈环节[１１];沈阳师范大

学图书馆开展“经典十日谈”,聘请校外专家学者,为
学生推荐１０部经典名著,通过１０场沙龙带领学生

精读作品[１２].毫无疑问,以学术明星为中心开展相

应的沙龙活动,具有较强的号召力,能够以较高水准

引导学生形成阅读观,交流质量也能够得到保证.

２．３　媒介融合中的“复合性”趋势

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的思想雏形由

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Ｇ
ponte)提 出,其 创 建 的 MIT 媒 体 实 验 室 (MIT
MediaLab)也传达了“传播与资讯通讯科技终将汇

聚合一”的愿景,“媒介融合”的学理概念则是由伊契

尔索勒普尔(IthieldeSolaPool)１９８３年在«自
由的技术»一书中正式提出,即“各种媒体呈现多功

能、一体化趋势”[１３].随着网络环境和信息技术的

快速迭代,媒介融合逐步向纵深化发展,媒介融合背

景下的阅读方式呈现出多渠道、全方位、精准化等特

征,经典阅读服务也呈现复合性趋势,即媒介复合、

行为复合、价值复合[１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开拓阅

读活动新方向,展开对电影艺术的深度阅读,通过

“播放文化电影＋导演、主创、电影学者对谈＋电影

艺术分析讲座”,以影视欣赏带动书籍阅读.纽约市

布什维克图书俱乐部(BushwickBookClub)将阅读

和艺术创作结合起来,以一本书为主题,集结词曲作

者、艺术家、厨师等,创作出一首新歌(或视觉艺术、
音乐、舞蹈、小吃等),通过艺术创作、现场表演、片段

朗读、影像插播、书籍交流、线上论坛交流等形式向

观众演绎经典文学作品,用阅读激发创作,又藉由创

作丰富阅读体验[１５].深圳图书馆通过技术完善线

上渠道,集成线上微平台、官网、深圳文献港 APP
等;拓展线下渠道,打通总分馆、成员馆、城市自助图

书馆、社会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与共享,线上和线

下渠道相得益彰,帮助读者在更丰富的阅读场景下

收获交流价值、娱乐价值等复合价值[１６].

３　融合阅读活动发展趋势的共同体模式

３．１　概念与发展

共同体(Community)是指人/团体在某种共同

条件或共同利益下结成的集体组织[１７],有三个基本

要素:共同目标、身份认同与归属感[１８].在经典阅

读领域,技术变革使得阅读环境转向多元和复杂,很
多专家学者不断探索知识在新环境下的行动路径,
“共同体”概念也慢慢清晰.李桂华认为深阅读本质

上可解析为三个维度:行为上的高度参与,阅读文

本、阅读态度和阅读环境的相互关联,良好阅读预

期、积极阅读行为动力的促进和发展.因此,新型阅

读推广工作推进应遵循三条路径:创造相遇、丰富体

验、回归对话[１９].该理念体现出了“共同体”的内

涵,即服务主体(如图书馆)创造服务对象(读者)之
间的相遇,使群体置于共同目标环境,丰富阅读体

验,从而使读者产生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并通过专家

引领回归对话.张泸月提出将有相同阅读特征或目

标的读者,借助虚拟化工具,围绕特定阅读任务建立

起“阅读共同体”,通过深度协作关系和协同阅读,加
强阅读的归属感,激发阅读行为,促进阅读习惯养

成,实现阅读价值[２０].朱原谅等认为经典阅读推广

包括书目推荐、阅读交流、阅读推广项目、阅读共同

体四种模式,指出阅读共同体是由专家引领、阅读推

广人组织、读者参与并相互影响,具有强烈协作关系

和激励措施并构建共同体文化的模式,其目的是在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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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阅读空间中提升读者能力、养成阅读习惯、获取

知识、实现价值,并以实验方法证明阅读共同体是经

典阅读服务最理想的模式[２１].郑清文在研究中指

出,高校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的支持方式除了资源

与支架保障,还需要动态培育生成一个支持性的实

践共同体,从而推动新知识产生[２２].邵魁德认为高

校图书馆应该要构建“知识学习共同体”,为读者提

供多元知识资源储备和人文环境,促进读者协作与

交互,实现服务转型[２３].吴琦磊等指出随着科技的

迅猛发展,下一代高校图书馆要积极培养并建立一

种“参与、分享、学习”的“知识交流共同体”[２４].

３．２　经典阅读服务情境下的知识共同体模式

知识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概念发端

于“共同体”一词,是其在新语境下的重构,由约翰
拉吉 (JohnGerardRuggie)在１９７２年引入国际关

系研究中,知识共同体即由某一知识领域相互关联

的行为体组成的整体[２５].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
知识共同体用来联系复杂变量之间的关系,属于一

种对待复杂关系的认知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并不等

同于“知识社群”或“知识社区”,其更强调共同目标,
成员关系更加紧密,具有更强的自发性,知识背景和

行为动机也更多元化[２６].
适用于图书馆经典阅读服务的共同体,应当具

备图书馆开展阅读服务的各要素,随着阅读环境走

向多元化.本文认为,相比于“阅读共同体”,“知识

共同体”概念更全面、更包容,能够准确地表达复杂

环境下的阅读行为,也能够体现出高校图书馆知识

服务的发展趋势.知识共同体模式的阅读服务并不

是一种推翻重建,而是综合了共同体“共同目标、身
份认同、归属感”三大基本要素和当前阅读活动“立
体化、交互性、复合性”特征的一种融合性发展.

因此,图书馆及其经典阅读服务应当围绕提供

知识的服务与促进读者知识的吸收来构建共同体.
如图１所示,图书馆提供与知识资源有关的服务,读
者有获取知识的诉求,领读者有传播知识的方法,通
过搭建立体化的阅读平台,将三者置于同一目标情

境,读者在社区中获得一种身份认同,再由名师专家

领读,分享其高屋建瓴的感悟,读者有置身于金字塔

尖的归属感,这样构成一种完整的知识共同体.共

同体内成员在特定主题和共同阅读情境之中,参与

到阅读活动各个环节,在领读导师合理引导下,成员

之间产生真实有效的互动,在交流与感悟中加深对

于文字的认识,获取其中所蕴含的隐性知识,使阅读

活动真正成为学习支持与知识资源的延伸服务,承
担新时代图书馆的使命.

图１　经典阅读服务情境下的知识共同体

４　知识共同体模式在高校经典阅读服务中的应用

４．１　活动简介

面对互联网时代阅读快餐化、碎片化的现实,北
京大学图书馆整合资源、打通渠道,联合北京大学网

络文化建设与网络思政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

简称网教办)、校友企业北京云舒写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云舒写),举办了以“悦读悦青春”为主

题的“阅读马拉松”活动,该活动邀请学校不同学科

领域的名师领读经典著作,掀起新一轮校园深阅读

热.活动统筹线上线下,以线上为入口,拆解学习任

务,量化学习内容;以线下为支撑,名师答疑解惑,深
化学习效果;打通线上线下流程,引导“持久性”和
“接力式”的阅读,让阅读更便捷更科技,以达到读者

独立自主且怀着兴趣阅读的效果.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２０２０年５月,活动共推出１７本书,举办线下沙龙/
讲座１７期,具体如表１所示.

４．２　活动设计

４．２．１　读者视角

(１)进入阅读环境,获取阅读资源.读者通过线

上或线下渠道了解活动后,可经由二维码/链接从宣

传页面进入报名页面.报名后,登入阅读平台,查看

活动说明并获取电子书,加入相应班级,参与阅读交

流、阅读打卡等任务.
(２)参与线下沙龙/讲座和线上答疑.阅读一段

时间后,读者可报名参加线下的沙龙/讲座,和领读

导师共同探讨阅读文本,活动视频在图书馆多媒体

资源平台可供回顾;线下活动结束后,感兴趣的读者

可以报名参加助教组织的线上答疑和讨论.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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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阅读马拉松”各期主题及领读书目

主题 导师 阅读书目

科学作为天职 李猛 «学术与政治»

«魔山»的时代印痕 黄燎宇 «魔山»

到底什么是艺术史? 朱青生 «詹森艺术史»

哈姆雷特中的“鬼” 吴飞 «哈姆雷特»

家庭与中国社会 周飞舟 «生育制度»

菲利:一个承前启后的犯罪学家 白建军 «犯罪社会学»

歌德的«浮士德»,兼谈西文经典

阅读
谷裕 «浮士德»

文学中的世纪与全景 戴锦华 «２６６６»

认识自我以及我们生存的这个

世界
毛利华

«改 变 心 理 学 的 ４０
项研究»

环境与人 韩茂莉
«中 国 环 境 史:从 史

前到现代»

经世致用 柳春蕊 «曾国藩家书»

亘古通今 张帆 «万历十五年»

启蒙的另一面 张辉 «拉奥孔»

«“三八节”有感»与女性主义的

原点问题
贺桂梅 «“三八节”有感»

身体与语言 董豫赣 «身体的语言»

某科学的«三体»读法 陈江 «三体»

史事与人事 邓小南 «陈龙川传»

　　(３)形成阅读习惯,得到阅读奖励.读完一本书

后,读者在规定时间内提交阅读报告,并阅读下一本

书,阅读积分靠前的同学还有机会参评奖学金.从

活动参与流程来看(见图２),各个步骤清晰且具有

连贯性,读者只需按照活动指示拆解任务,循序渐进

地完成阅读计划即可.参与者在虚拟班级中,可打

卡积分,可分享自己的读书感悟,也能回答别人的读

书困惑,还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和荣誉证书,成就感大

大提升.

４．２．２　图书馆视角

(１)活动准备阶段.每学年初,图书馆、北京大

学网教办、云舒写三方的组织者都会详细研讨活动

相关事宜,做好准备工作.其中,图书馆是活动组织

主体,网教办是活动协作主体,云舒写则提供阅读平

台的技术支持以及“好读书”奖学金的资金支持.图

３展示了图书馆的活动组织情况,在邀请专家并确

定书籍后,通过微信、微博、图书馆主页、线下海报等

渠道进行总体宣传和活动预热,将图书数字化后上

传至北京大学教参电子书平台,同步购置纸质图书

作为现场积极交流者的激励,并准备好阅读任务、活
动流程等信息嵌入到阅读平台.

(２)活动实施阶段.图书馆统筹组织活动宣传、
班级管理、线下沙龙/讲座、讲座录制并上传馆藏平

台、线上答疑讨论、活动总结等步骤,保障活动的正

常运转.
(３)活动延伸阶段.通过主题书单、展览、读书

报告等形式打造立体化的阅读体验,并开展“好读

书”奖学金评选,引导和鼓励多读书、读好书的风气.
活动组织统筹线上线下,延伸阅读空间,还充分利用

图书馆的教参电子书平台、多媒体资源平台等,将活

动内容嵌入其中,提升读者使用图书馆的效率,进一

图２　读者参与活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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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介图书馆资源和服务,加强图书馆在校园文化

建设中的作用.

图３　图书馆活动组织

４．３　阅读平台功能分析

线上交流、打卡、提交作品等步骤都在阅读平台

内进行,因此平台的功能设定至关重要,平台有两个

关键功能———任务功能和交流功能,图４展示了平

台的功能页面.

图４　阅读平台功能页面

任务功能主要包括:阅读目标和流程展示、阅读

任务分解、阅读打卡以及阅读报告提交.在任务功

能设计上,平台将每本书单独设置页面并列表化,放
置于“我的课程”菜单中,进入课程详情页,有“说明、
计划、名师、资料”四个模块(图４左侧部分).其中,
“说明”模块(图４中间部分)包含导读安排、电子书

获取路径、用户名修改、打卡说明,“计划”模块将阅

读任务分解成“开始阅读—讲座—讨论—书评”多个

步骤;“名师”模块详细介绍领读导师;“资料”模块则

放置延伸资料.
交流功能主要包括:班级内自主交流和助教组

织的答疑探讨.在交流功能设计上,平台引入班级

群模式,参与者加入班级后可在群内自由讨论交流,

在班级群内报名后则可进入答疑页面.答疑页面设

置了主交流区和围观区(图４右侧部分),已报名人

员在主交流区即时交流探讨,未报名的围观人员则

在页面右侧以半透明化弹幕显示(可设置关闭弹

幕),助教可以选取围观区的精华讨论或共性问题在

主交流区展示和探讨.

４．４　共同体模式的体现

“阅读马拉松”活动中的知识共同体由读者、协
助者(包括图书馆员、领读教师、助教等)共同构成,
成员在阅读过程中通过线上线下充分沟通、交流产

生阅读兴趣,并通过共享传播观点、创造新知识,共
同完成阅读目标,形成交互促进的人际网络和知

识流.
阅读平台传达了“共同阅读目标”,在活动之初

就明确阅读任务,包括阅读时间、阅读思考、阅读交

流、阅读报告等,以任务分解促成目标实现;以班级

和社区的形式构建起“身份认同”;通过线上交流答

疑,线下名师指路、共同探讨的方式加深阅读对参与

者产生深层次的吸引力,提升阅读黏性,从而建立起

“归属感”.同时,活动注重“立体化”的阅读设计,通
过讲座、沙龙、展览等方式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阅

读体验.以各领域明星教师作为领读者,线上同好

作为交流和分享者,提升阅读的“交互性”.活动也

注重“媒介复合”“行为复合”以及“价值复合”,充分

利用移动端 APP、图书馆教参平台(电子书)、多媒

体资源平台(视频)等媒介促进阅读,利用微信、微
博、图书馆主页、学校官网、实体海报、学生宿舍电子

屏、短信等渠道促进活动传播,在活动过程中积极推

动共同体之间的对话和联结,推动阅读的多样性,培
养阅读习惯,提升阅读质量,实现阅读的复合价值.

４．５　活动运行及成效

(１)时间跨度大,覆盖面广.１７本不同领域的

书,主题涵盖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社会学、心理

学、法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从多个角

度对图书增进认识、促进交流,增强了阅读体验.
(２)受众广泛,传播迅速.参与活动的学生覆盖

全校大部分院系,线上 APP已开设３０多个阅读班,
班内阅读累计１７０００余人,线下开展沙龙/讲座１７
期,参与人数１８００余人,讲座视频播放量６５００余人

次,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近３０万.
(３)参与度高,效果显著.相关活动得到积极响

应和参与,线上踊跃发言,并通过写读书报告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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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阅读见解.以第一本书«科学作为天职»为例,
有７７人在班级内分享读书感悟、激发阅读探讨,在
助教组织的答疑中,发言数达１１１５条,提交读书报

告共３１份.线下也有不少同学反馈,跟随计划读完

了大部分书,在交流互动中重构了自己的阅读方法

论和阅读习惯,对“持久性”阅读的兴趣被重新点燃.

５　小结

５．１　经验与启示

(１)阅读服务应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引
导青年学子形成健康正确的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８年５月２日的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对新媒体时代青年的学习提出要求,“学习

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不能满足

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２７].高校图书馆

作为精准采集、揭示、组织、利用、传承人类知识和世

界文明的机构,既为学校使命服务,又为文化繁荣服

务[２８].“阅读马拉松”活动的开展之所以受到广泛

欢迎,也正是由于它针对网络时代普遍存在、师生共

感的快餐式、碎片化阅读问题,将经典阅读作为永恒

的主题,以名师引路,以同好携手,引导青年学子学

习经典阅读方法,循序渐进深入阅读,养成阅读经典

的习惯,以阅读育人.
(２)做好顶层设计和主题规划,提高服务的可持

续发展性.在活动开展之初,图书馆和网教办就探

讨制定了长期的活动计划,并就活动流程及系统功

能等进行详细探讨和设计,每年组织者还会齐聚一

堂,总结经验并推进新学年阅读工作.“阅读马拉

松”活动从２０１７年开始举办,至今已连续开展３年,
并将继续延续下去.“马拉松式”的阅读是精神文化

之旅,而阅读活动的开展也需要有马拉松之精神,以
长远、系统的规划使阅读更具生命力和持久性.

(３)积极推动知识共同体的形成,促进交流和合

作.知识共同体的交流和分享能够提升阅读体验,
图书馆应该结合自身资源和服务优势,搭建平台,通
过名师引路,多话题、开放式讨论,激发读者阅读兴

趣,发挥图书馆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联合阅读服务

力量,加强和学校、院系、社会的合作,构建校园阅读

的多元服务链,共同推进书香校园的建设.
(４)以用户需求为基础,探索新技术、新形式、新

方法.随着网络环境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阅读载体

和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阅读的内核并没有

发生变化,作为阅读促进者的图书馆,不应当被技术

工具绑架,而应该拥抱变化,成为主动者,从容面对

融合型阅读的新生态,在了解需求的基础上,发挥工

具的便利性作用,创造融入读者生活方式的阅读体

验,为阅读发展和文化传承提供新的可能.

５．２　改进构想

(１)促进共同体间的紧密协作,形成团队合力.
“阅读马拉松”活动通过共同体模式,推动了知识传

播和流动,但参加活动的仍是少数群体,线上同好分

享交流也具有实践上的松散性特征,比如参与人员

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或动机中途放弃,完全靠自主

可能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可以考虑在知识共同体

内部根据学习风格实行异质化分组,实现共同体的

分组自我管理和团队协作,加强共同体的紧密性,促
进跨学科的交流.

(２)重视知识创造功能,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

化.“阅读马拉松”活动中闪现出很多思维碰撞和知

识互动,包括线上和线下探讨、读书报告等,但这些

知识传播范围却还很窄,比如同学们的读书报告仅

仅是小范围内部分享,名师讲座的内容没有实现文

字化,成果的固化还很不足.在后续活动中可以考

虑积极推进读书报告的分享,比如在微信公众号、微
博等渠道展示;加强活动文献成果整理,比如将线下

讲座转录成文字等.
(３)增强阅读的现场感,丰富阅读的内涵.在

“阅读马拉松”第三期沙龙“到底什么是艺术史”的现

场讨论中,领读者朱青生老师构想了未来的建筑空

间,他以课堂阅读空间举例,认为未来的空间更具包

容性、更自由,是可以随着知识流动而充分被调动、使
用和改变的.“阅读马拉松”活动虽然拓宽了线上空

间,但仍然是以文字为本位,无法给读者带来太多想

象性和现场感.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期待利用

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VR)、增强现实(AugＧ
mentedReality,AR)等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视觉

技术,打造更智慧、更具现场感的阅读空间.而当下

图书馆阅读空间的打造或改造中,也应当在基本阅

读需求之上,考虑阅读的流动性和人文性,塑造有温

度、有趣、有共鸣的线上或线下阅读空间.在阅读活

动中,部分书籍阅读时可以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以目前立体阅读中比较成熟的“游学”等方式带领读

者在课堂中感受“有字之书”,在实践中感受“无字之

书”,实现阅读现实呈现与理论价值内容之间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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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使图书馆成为“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
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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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FormsofClassicReadingServicefromthePerspectiveofEpistemicCommunity
—ACaseStudyof“ReadingMarathon”inPekingUniversityLibrary

WangCong　ChenLiren　HuXiqin　ZhangHaijian　BieLiqian

Abstract:Basedonthe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ofitscharacteristics,thispaperexaminesthe
currentclassicreadingserviceinthelibraryfromtheperspectiveoftheepistemiccommunity,exploresthe
newpathofreadingactivitiesintheuniversitylibrary,andtakesthe“ReadingMarathon”activityhosted
bythePeking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toshowthereadingpromotionandthepromotionofcamＧ
pusculturethroughthemodeofepistemiccommunity．

Keywords:EpistemicCommunity;ClassicReading;ReadingService;PekingUniversityLibrary

２５

知识共同体视域下经典阅读服务的新形态/汪聪,陈立人,胡希琴,张海舰,别立谦

　　　NewFormsofClassicReadingServicefromthePerspectiveofEpistemicCommunity/WangCong,ChenLiren,HuXiqin,ZhangHaijian,BieLiq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