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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未成年人分级阅读推广实践研究∗

———以四川大学图书馆“圕蒙学堂”为例

□邹艳　姜晓　孙诗

　　摘要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是全民阅读推广的基础,高校图书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充分

发挥校园学术文化优势,针对未成年人结合图书馆特色资源,开展有层次、有深度、有特色的未成

年人阅读推广.四川大学图书馆“圕蒙学堂”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实践,即是以分级阅读为理论,借

鉴国内外先进的阅读推广模式和经验,开展了多年龄层次、多知识结构、多媒体综合阅读的立体

阅读活动(课程),是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深化和拓展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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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一个人的成长包括生理的成长和心理的成长.
生理的成长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心理的成长,需要成

人的更多引导和帮助.阅读,是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成长的一种重要方法.２０１１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

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即明确提出鼓励图

书馆开展儿童图书阅读活动、为儿童阅读创造条件、
培养儿童阅读习惯等[１].目前,我国未成年人阅读

服务主要由公共图书馆承担,但公共图书馆人力物

力资源有限,服务范围有限,难以满足未成年人文化

需求,迫切需要高校图书馆的共同参与.随着高校

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服务,社会对高校图书馆参与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２０１７年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指出“国家鼓励

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向公众提供全民阅读

服务”,包括高校图书馆在内的全民阅读设施管理单

位“应当与各级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校加强合作,支持

和帮助学生利用全民阅读设施开展校外阅读活

动”[２].２０１８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图书馆(室)
规程»建议中小学图书馆(室)也应积极与“高等学校

图书馆开展馆际合作,实现资源共享”[３].２０１９年,
在“未成年人阅读、学习与赋能国际研讨会”上,华东

师范大学范并思教授进一步指出,高校图书馆开展

未成年人阅读服务,“是高校图书馆深度介入全民阅

读的重要举措,也是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的最佳

切入点”[４].
由此可见,高校图书馆开展未成年人阅读推广

服务,既符合未成年人与中小学校教育的需求,也是

高校图书馆自身在“全民阅读”背景下自身教育职能

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体现,更是我国高校图书馆

拓展和深化社会阅读服务的趋势和方向.

２　我国高校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服务现状及问题

随着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服务,沈阳师范

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越来越

多的高校图书馆已积极参与到未成年人服务当中.
从现有文献来看,我国高校图书馆未成年人阅

读推广实践已建立一定基础,如哈尔滨师范大学图

书馆为青少年、儿童提供了自习、阅览空间[５],西南

交通大学图书馆与犀浦镇政府、社区和多家公司共

同建立“九里故事小屋”和“柳园青青故事小屋”两处

少儿阅读推广活动基地[６],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与

广西科技大学社区、柳州市图书馆等共同组建“儿童

家园”[７],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与本校初等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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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绘本馆[８],厦门大学图书馆注重未成年人服务

工作,走出校园面向青少年开展公益阅读基地建设,
将未成年人迎入校园和图书馆,为其游学、培训等提

供志愿服务[９],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图书馆专

辟区域开设“童书馆”,以阅读积分的形式开展儿童

阅读服务[１０].
我国高校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尽管取

得了一些成果,但仍然存在三个不足之处:(１)高校

图书馆主体地位和优势特色体现不足.在针对未成

年人的阅读服务中,以基础性服务为多,有特色的深

层次的服务相对欠缺;(２)分级阅读指导不足.不少

高校图书馆虽也开展了“故事会”等阅读活动,但在

活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未能就不同阶段的未成年

人认知特点和阅读需求进行深入分析论证,阅读推

广针对性不足,影响了推广效果;(３)对未成年人数

字化等多元阅读的指导不足.在阅读推广中,以传

统阅读为主,对未成年人数字阅读、移动阅读方面的

专门引导不足.如何发挥高校图书馆的主观能动

性,提升未成年人阅读服务质量,还有待更深层次的

思考与探索.

３　四川大学图书馆未成年人分级阅读推广实践

四川大学图书馆以年龄分级阅读、多知识结构

分级阅读、多媒体综合分级阅读等方式,以“圕蒙学

堂———四川大学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成长训练营”
为特色阅读推广服务,开展了立体多元的未成年人

阅读推广活动.

３．１　分级阅读研究

分级阅读(LeveledReading)理念最早起源于欧

美一些英语国家,用于英语阅读,在多年的阅读实践

中,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的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获
得广泛认可,且至今已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分级阅

读体系和标准.分级阅读概念引进我国的历史较

短,且中文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能直接使用英文

分级阅读的标准.２００８年,广东南方分级阅读研究

中心成立 ,颁布了«儿童分级阅读内容选择标准»和
«阅读水平评价标准»,这是我国首个少年儿童阅读

分级标准.２００９年,接力儿童分级阅读研究中心成

立,并于首届中国儿童分级阅读研讨会上,推出了

«儿童心智发展与分级阅读建议»和«中国儿童分级

阅读参考书目»,这是在我国分级阅读标准下推出的

首批参考书目.此外,一些著名的教育培训机构如

“学而思”等,也有自己的分级阅读标准和实践.总

体来看,我国分级阅读理论体系搭建相对滞缓、研究

主体行业结构单一、标准制定公信力不足等问题,在
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未成年人分级阅读推广的开展.

北京师范大学王泉根教授认为,国内读书界、教
育界、出版界在分级阅读理念与实践中存在着认识

上的差异,因此结合了国外成熟经验并针对我国现

状,提出了分级阅读的四项基本原则:(１)服务大多

数孩子原则,即指面向智力发育“适中”的少年儿童,
这是社会上最广大的少儿群体;(２)群体性差异原

则,即年龄越小,群体间差异越大;(３)量身定制原

则,即因材施教;(４)儿童本位原则,即一切以儿童为

中心,一切从现实的儿童实际出发,为儿童精神生命

的健康成长服务[１１].四川大学图书馆“圕蒙学堂”
阅读训练成长训练营,即以王泉根教授“分级阅读四

原则”为理论基础,开展面向未成年人的阅读推广

工作.

３．２　“圕蒙学堂”———四川大学图书馆未成年人分

级阅读推广实践

“圕蒙学堂———四川大学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

成长训练营”,围绕“品百年老馆,读万卷藏书”的文

化旨趣,充分发挥四川大学学术优势、资源优势、文
化优势和人员优势,借鉴分级阅读理论,通过设计一

系列感官体验丰富的阅读课程和阅读活动,让未成

年人通过眼看、嘴读、耳听、手动来唤起多个感官对

阅读的体验,力求层层递进地实现阅读层次的深入.
在结合中小学校相关科目课程标准基础上,引导未

成年人进行深度阅读,深度思考,深度探索,在“启
蒙”中激发兴趣,在“阅读”中形成语感,在“涵泳”中
浸润精神,构建提升未成年人阅读素养、人文素养、
信息素养的多层次培养体系.

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大小和知识结构不同,针
对未成年人阅读素养、文化素养、信息素养三大核心

能力,“圕蒙学堂”组织策划三大系列阅读推广活动,
即:针对提升未成年人家庭阅读力的“书香川大亲

子悦读”;针对未成年人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

教育的“圕蒙课堂”;针对未成年人感知全媒体时代

多元阅读,进行信息素养启蒙的“科学夏令营”(见图

１).

３．２．１　“书香川大亲子悦读”系列

亲子阅读作为未成年人早期阅读兴趣和阅读习

惯培养的重要方式之一,是目前被世界各国广泛采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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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四川大学图书馆“圕蒙学堂”结构示意图

纳的一种家庭阅读方法和教育方式.“书香川大
亲子悦读”系列活动提倡“让孩子爱上阅读,让家长

专注陪伴”,通过传播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示范有效的阅读策略,推进家庭亲子阅读向纵深发

展.该系列活动共分为三大板块,部分活动列表见

表１.
(１)“书声琅琅亲伴共读”.为不同年龄段的

儿童家庭设计不同的导读方法,引导孩子们通过读、
诵、演、玩、做、绘等多种途径,让文化通识与艺术体

验融合,激发阅读兴趣,感知语言魅力,促进儿童观

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
(２)“童言童语创意写作”.为６－８岁初学写

作的儿童专门设计,活动以儿童喜爱的绘本为范文,
通过故事引领、图画观察、语言模仿、留白想象、构思

借鉴等方法,在绘本讲读过程中,帮助孩子建立起阅

读(输入)与写作(输出)之间的桥梁,引导孩子将阅

读的积累化为文字的表达,让孩子由“悦读”走向“悦
写”.

(３)“说疑解惑家长课堂”.这是由学者、教
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共同建设的一个有温度、有
深度的亲子阅读社区.围绕“阅读,我们可以和孩子

做什么”这一中心命题,共同探讨亲子阅读相关

问题.

３．２．２　“圕蒙课堂”系列

该系列是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兴趣,结合图

书馆学、文献学等相关专业知识,以及四川大学图书

馆特色馆藏空间和馆藏资源而精心设计的阅读推广

课程.该系列单次活动持续时间约１小时,时间短,
内容精,分为“圕萌小课”(面向幼儿园至小学阶段未

成年人)和“圕蒙小课”(面向中学阶段未成年人)两

种.其中“圕萌小课”注重与儿童的好奇心和生活实

践融合,确保儿童对书籍文化的接受程度;“圕蒙小

课”则以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为主,注重指导青

少年在“学”中探索,在“思”中开悟,成长为具有批判

和反思意识的成熟的阅读者.其主要课程见表２.
表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书香川大亲子悦读”系列部分活动列表

活动类别 活动主题

书声琅琅

亲伴共读

花笺古韵———造纸术专场

皮影流年———四川皮影戏专场

奇妙印刷之旅———谷雨节气专场

椿萱含情———母亲节、父亲节专场

战争与和平———迎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专场

雅扇清风———品中华扇艺,承巧手匠心

烟雨青瓷———绘水墨空灵,享美美与共

纸寿千年———承翰墨灵韵,盼花好月圆

风骨茗茶———采一树风光,传千载茶香

丝行万里———赏物华天宝,邀殊方共享

童言童语

创意写作

让情绪立起来

把事件写具体

多角度观察事物

用想象玩转特征

用新鲜打扮四季

说疑解惑

家长课堂

亲亲孩子亲亲书———儿童发展特质与阅读

阅读,我们可以和孩子做什么?

“大语文”教育下,我们该如何亲近母语?

表２　“圕蒙课堂”系列主要课程一览表

课程板块 课程主题

书海探秘

“变”与“不变”———中国图书馆简史

图书排列的秘密———图书分类与检索方法

图书馆里那些好玩的机器———图书馆现代设备

图书馆里的“秘密花园”———阅览室、书库之外的图书

馆空间

书林寻宝

书与技术———书籍印刷、装帧演变史

此情可待成追忆———馆藏古籍雕版导赏

沧海遗珠———古籍流传聚散专题系列

“印”里春秋———历代藏书印导赏

书韵墨香

雕版印刷体验

活字印刷体验

线装书制作体验

拓片体验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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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科学夏令营”系列

该系列源自２０１２年起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

教育部共同主办,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铁路总公司等支持的青少年高校科学

营活动.每年在暑期资助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万余

名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的优秀高中生走进重点高校、
企业、科研院所,参加为期１周的科技与文化交流活

动.“圕蒙学堂科学夏令营”是“全国青少年高校

科学营四川大学分营”的重要环节之一,旨在为即将

升入大学的高中生开展信息素养启蒙的通识教育,
着重于全媒体时代背景下数字、移动等多元阅读感

知和培养.该系列主要课程见表３.
表３　“科学夏令营”系列主要课程表

课程板块 课程内容

理论部分 信息素养通识课程

实践部分

实体图书馆体验

移动图书馆体验

学术资源与信息检索实践

３．３　活动特色

四川大学图书馆在多年的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实

践中,逐渐形成了以下特色:

３．３．１　依托大学文化高地,立足馆藏特色资源

“圕蒙学堂”依托四川大学校园文化高地和丰富

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源,结合高校科研团队的最新教

学和科研成果,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为学

堂宗旨,带领未成年人步入多彩的文化文明殿堂,使
学堂的课程和活动都具有浓郁的“川大特色”.

３．３．２　践行“深身阅读”理念,构建多层次课程

体系

“深身阅读”是四川大学图书馆在多年的经典

阅读推广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结合新媒体时代学生

阅读现状和问题,创新性提出的阅读理念,强调以

“深阅读”为目的,配合“身阅读”的多重阅读体验,从
听、说、读、写、悟五个方面充分调动读者耳、口、眼、
手等感官去感知多元文本,内化知识,从而达到心的

感悟,努力实现“读书、悟理、立德、树人”的知行合

一.“圕蒙学堂”借鉴分级阅读的理念和方法,通过

系列阅读课程和阅读活动,在“启蒙”中激发兴趣,在
“阅读”中形成语感,在“涵泳”中浸润精神,构建了未

成年人阅读素养和能力的多层次培养体系.

３．３．３　聚焦中华传统文化,厚植历史人文底蕴

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能否对自己的民族、国

家有认同,取决于他是否能理解和融入本民族的文

化.中华传统文化教授的目标在于了解中华文化知

识、把握中华民族精神、践行知行合一理念[１２].“圕
蒙学堂”积极引导未成年人在阅读、参观与实践中,
聆听中国故事,了解传统文化,溯源民族精神,体悟

中华智慧,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润泽心灵、颐养

品性、升华境界,最终成为有中国根基的世界公民.

３．３．４　启蒙信息素养教育,奠定终身学习能力

伴随着全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阅读也呈现出

多元化的渠道,呈现出数字化、多样化、个性化等特

征.“圕蒙学堂”与时俱进,在四川大学图书馆面向

全校学生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基础上,将授课对象

由“在读的大学生”拓展为“未来的大学生”,以“全媒

体时代背景下数字、移动等多元阅读感知和培养”为
教学目标,引导同学与时俱进,利用多元化的渠道,
展开多元化的文献检索与阅读,奠定终身学习能力.

３．４　活动效果

“圕蒙学堂———四川大学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

成长训练营”创立于２０１４年,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丰

富活动内容,完善活动体系,并积极与公共图书馆、
绘本馆、博物馆、中小学校、幼儿园展开合作,通过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的方式,主
要面向成都及其他西部地区的亲子家庭和未成年人

开展.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圕蒙学堂”已形成较为成

熟的分级、分众、分类阅读系列课程(活动),«图书馆

报»、搜狐网、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网等多家媒体

曾多次进行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影响力.
其中,“书香川大亲子悦读”系列共举办１８期２１
场活动,共计有１０００余组家庭参与;“圕蒙课堂”系
列共举办５５期,共计４０余所学校９０００余名未成年

人参与,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将“圕蒙课堂”列为校

本、园本课程;“科学夏令营”共计开展６期,为来自

全国各地１０００余名优秀高中生开营授课,成为“全
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四川大学分营”训练的必备环

节之一.

４　不足与改进———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

对比分析

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服务

相比,四川大学图书馆“圕蒙学堂”在服务理念、体系

构建、服务模式、服务对象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通过对比分析中外两家高校图书馆未成年人分级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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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推广实践的异同,可以更好地发现四川大学图书

馆未成年人分级阅读实践的优势与不足之处.

４．１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未成年人分级阅读服务

概述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服务主

要由图书馆古籍特藏部(DepartmentofSpecialColＧ
lections)Cotsen儿童图书馆(TheCotsenChildrens
Library)组织开展.该馆拥有大量的古籍文献和特

藏资源,包括１５世纪以来的珍本童书、手抄本、艺术

品、生活用品、教具等[１３].利用这些特藏资源(含数

字资源),图书馆在为大学教学科研服务之外,也为

未成年人、亲子家庭、社区、中小学校等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 线 上 线 下 阅 读 活 动,并 形 成 了 少 儿 系 列

(Youth Programs)、课 堂 系 列 (Classroom
Programs)、科研系列(ResearchCollection)、在线展

览(OnlineExhibitions)四大主干(见图２).其中少

儿系列和课堂系列体现出明显的分级阅读推广的特

点.少儿系列根据不同年龄孩子的特点,为０－１７岁

孩子分别设计了阅读交流活动,包括游戏、小故事会、整
本书阅读会、书评活动、写作指导、写作大赛活动等;课
堂系列有“时光旅行１０１”项目(TimeTravel１０１).

在“时光旅行１０１”项目之前,普林斯顿大学图

书馆成功开展了的“Costen走进课堂”项目(Costen
intheClassroom),针对K－５年级(即幼儿园至小

学阶段)儿童分级设计,由图书馆员进入社区学校为

未成年人授课,已有研究者曾对该项目予以专门研

究和介绍[１４].“Costen走进课堂”项目于２０１７年结

束,现今的“时光旅行１０１”项目即起源于此[１５].“时
光旅行１０１”项目主要面向４－１２年级(覆盖了小学

高年级至中学阶段)未成年人进行,围绕新泽西州的

历史和图书馆收藏的书籍、货币、广告、家居用品、书
信、券书等特色资源,设计了五大主题课程,串联起

中世纪、殖民时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相关历

史,让图书馆资源同时也服务于中小学课程,同早期

的“Costen走进课堂”项目相比,“时光旅行１０１”项
目的服务对象年龄不仅扩展到了中学阶段,服务的

学校也扩展到了新泽西州以外.

４．２　相似之处

四川大学图书馆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

未成年人阅读服务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在服务

理念上,以分级阅读为基本方针,积极建设、开发、利
用图书馆特色资源,以灵活丰富的形式开展未成年

图２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未成年人分级阅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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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阅读活动.第二,在体系构建上,图书馆围绕未成

年人及亲子家庭的阅读、写作、信息素养三大核心能

力培育,结合幼儿园、中小学校教育的需要,嵌入多

学科的分级阅读主题课程,使图书馆教育与学校教

育相结合.第三,在服务模式上,采取“走出去”和
“请进来”相结合.图书馆既接待未成年人读者,也
派馆员深入幼儿园、中小学校开展活动和课程.

４．３　不足之处

第一,缺少专门的未成年人阅读空间和文献资

源收藏.美国许多公立图书馆(研究型大学图书馆)
都辟有儿童特藏,这些图书馆依托本馆特藏,开展儿

童阅读服务[１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也拥有

自己的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献特藏.我国的一些师

范类院校由于教育专业的相关需求,图书馆也设有

绘本室等专门的空间和资源.四川大学图书馆“圕
蒙学堂”所用阅读材料,多来自馆员从各方面获取的

资源整合,未能有专门的相关特藏.

　　第二,缺乏更加明晰和科学的分级阅读标准指

导.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相关服务的设置是以全国

性质 的«州 共 同 核 心 标 准»(CommonCoreState
Standards)及地方性质的«新泽西州核心课程内容

标准»(NJCoreCurriculumContentStandards)为
分级阅读参照标准.«州共同核心标准»对未成年人

的相关要求涵盖了自幼儿园到高中阶段(K－１２),
对各级各类文本的阅读与写作都有明确、清晰的要

求.２００９年发起至今,包括新泽西州在内的全美４６
个州和特区、地区以及国防部教育处(Department
ofDefenseEducationActivity)采用了此标准[１７].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汉语分级阅读标

准,四川大学图书馆“圕蒙学堂”的课程和活动设置

虽以王泉根教授“分级阅读四原则”为参照,但在课

程(活动)目标和文献选择上,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多,
急需更加明晰科学的分级阅读标准指导.

第三,缺少大学师生志愿者的深度参与.普林

斯顿大学图书馆的未成年人阅读服务,不乏本校大

学生的深度参与.如面向９－１３岁少年儿童的童书

书评活动(TheCostenCritix),小作者每月都可以

辩论或沙龙形式与编辑会谈,而这些编辑正是普林

斯顿大学的学生.中学生可以在“十字口咖啡”
(CrossroadsCafé)活动中,在校内外各咖啡屋里,与
本科生主导的各个阅读小组进行跨文化背景、跨专

业的交流,这样的阅读小组里还有不少留学生、大学

研究人员[１８].四川大学图书馆“圕蒙学堂”从课程

(活动)策划、组织到实施各个环节,基本由图书馆馆

员承担,缺少院系师生的深度参与.

４．４　改进措施

４．４．１　加强特藏资源建设,创新多元空间设计

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一方面需要更加深入挖

掘现有馆藏文献资源并进行有效整合,用于未成年

人阅读服务;另一方面应拓展资源收集渠道,通过图

书捐赠、与海外教育学院合作购置等方式,逐步建立

未成年人文献专藏.在空间优化方面,充分利用现

有技术条件和馆舍空间,在不影响图书馆日常工作

和保证高校师生学习环境的前提下,与工会、院系等

积极合作,合力创建可用于未成年人阅读服务的共

生互荣的多元阅读空间.

４．４．２　关注中文分级阅读理论成果,优化细化课程

(活动)内容

分级阅读,难在标准.欧美等国儿童分级阅读

已形成多种分级阅读体系和标准,并广泛用于实践

当中.中文分级阅读体系和标准虽未统一,但也在

逐步完善之中.２０２０年８月,由中国书刊发行协会

牵头,联合中国教育装备协会及多家出版社研制,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负责起草的«３－８岁儿童分级

阅读指导»行业标准编制工作在北京启动,意味着我

国儿童分级阅读即将拥有行业标准.因此需要专业

馆员关注最新理论成果,并将之积极运用于“圕蒙学

堂”之中,将课程进一步优化、细化,从而淬炼品牌,
提升品质.

４．４．３　调动高校师生参与热情,拓展志愿服务路径

要做好高校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充分体现高

校特色,不应仅仅依靠高校图书馆一己之力,还当以

图书馆为核心阵地和服务平台,在现有勤工助学和

志愿服务的基础上,积极调动全校各院系师生参与

志愿服务,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和长处,通过成立大

学生导读团队、教师导读团队等方式,为未成年人带

来更加立体和优质的阅读服务.

５　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教育部、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明确提出,
要“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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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中的综合

实力”[１９].２０２０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
议»),«建议»站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高

度,着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明
确提出了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要使“社会文

明程度得到新提高”[２０].四川大学图书馆作为“双
一流”高校图书馆,在做好为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全民阅读示范基地”作
用,参与地方公共文化建设,努力将校园文化浸润至

周边社区乃至整个城市.图书馆“圕蒙学堂”特色阅

读推广服务,虽以未成年人阅读推广为切入点,但出

发点有二:一是满足青年教师家庭阅读需求,增强青

年教师凝聚力和对学校的归属感;二是提升大学生

志愿服务能力,深化立德树人教育引导.这正是“圕
蒙学堂”作为高校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服务与

公共图书馆同类服务的区别所在.为了不影响在校

师生正常使用图书馆资源,“圕蒙学堂”更多利用晚

间、周末、寒暑假等时间,以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开展

面向校内外未成年人家庭的深度阅读服务,迄今已

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成年人阅

读推广模式,其探索与实践得到了学校相关部处、校
工会、青年教师以及社会读者的广泛支持和肯定,是
四川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全覆盖”目标的拓展

和深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图书馆开展包括未

成年人阅读在内的社会化服务,必须是在空间、资源

等方面优先保障校内师生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

文献需求和服务需要的前提下,有限开放,量力而

行,切忌一味跟风,本末倒置.因此,如何根据自身

客观情况和资源特色,正确处理好服务教学科研与

服务社会之间的矛盾,找准面向社会开放服务的发

力点,仍是高校图书馆需要继续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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