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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导读短视频”制作探究

□隋红岩∗

　　摘要　针对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碎片化阅读习惯,探索引导大学生深度阅读的导读短视

频策划与制作手段.导读短视频选题和策划可以从分析研究大学生的阅读需求、发挥品牌作者

效应等方面入手,提高导读短视频的阅读推广功效.导读语是导读短视频的主体,其撰写可采取

掇菁撷英式导读、评论赏析式导读、制造悬念式导读;背景视频是对导读语的辅助和衬托.导读

短视频制作应当注意规避版权侵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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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国内高校图书馆普遍面临一个严峻的

问题,即进入数字时代以后,大学生传统意义上的课

外经典书籍阅读量急剧下降.曾翠等对新媒体环境

下浙江省５所高校大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调研,
发现大多数学生的阅读以浅阅读、泛阅读为主,追求

功利性,缺乏深层次的学习[１].沈雪等对大学生的

阅读行为进行了研究,调查显示阅读碎片化的现象

普遍存在于各专业学生中,同时其阅读行为也呈现

出一定的功利性[２].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４８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２１年６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８．８８亿,占网

民整体的８７．８％.不同年龄段网民中,２０－２９岁网

民占比为１７．４％,在所有年龄段群体中占比位列第

三位,但２０－２９岁年龄段网民对网络音乐、网络视

频、网络直播等应用的使用率在各年龄段中最高,分
别达８４．１％、９７．０％和７３．５％[３].新媒体环境下,大
学生群体已经成为短视频的收视主力群体.

面对短视频风口,图书馆界对高校图书馆入驻

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运用短视频开展阅读推广的意

义、可行性、发展现状和应用前景等方面做了积极的

探讨,提出了高校图书馆运用短视频开展阅读推广

的路径和策略.如牛国强分析了图书馆利用短视频

App开展阅读推广的优势和可能面临的挑战,提出

了打造图书馆短视频公号与“自媒体”读者的互动体

系、建立创意导向和跨领域短视频推广内容制作及

评价机制等策略[４];龚雪竹对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

书馆在抖音、快手、哔哩哔哩三个平台的短视频运营

体系和营销策略进行了分析,得到了短视频营销是

拓展图书馆服务的必然选择等启示[５];孙英月提出

了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环境、建立推广效果评价机制、
培养微视频阅读推广人等促进高校图书馆微视频阅

读推广的策略[６].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平台选择、
推广方式、队伍建设、效果评价等方面,虽有研究涉

及短视频的生产制作,如李景成介绍了微视频的制

作生产流程[７],但也是点到即止,对于如何制作内容

精良的短视频以提高阅读推广的成效仍有待深入

探讨.
从利用短视频开展阅读推广的实践来看,高校

图书馆入驻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短视频平台仍处

于起步阶段.以面向年轻用户的哔哩哔哩为例,用
“图书馆”为关键词在哔哩哔哩进行检索筛选,仅检

索到高校图书馆机构认证用户２２个(数据统计截至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日).高校图书馆短视频账户发布的

内容,主要围绕图书馆使用技巧和服务、信息素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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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阅读推广、活动预告、图书推荐等,且视频的播放

量、点赞量、转发量、收藏量等都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是促进大学生深度阅读任重而道远,另

一方面是高校图书馆短视频制作的艰难摸索,高校

图书馆要如何将具有碎片化特征的短视频和深度阅

读这看似矛盾的新媒体和传统阅读行为结合起来,
制作出能吸引大学生群体注意力的短视频,进而引

导大学生产生深度阅读的主动意识呢? 基于对这一

问题的思考,本文提出了一种以激发阅读兴趣,促进

深度阅读为目的的导读短视频的制作思路,以期为

高校图书馆在新媒体环境下与时俱进开展阅读推广

提供参考.

２　导读短视频的概念辨析

导读短视频,是指在融合媒体尤其是移动终端

上传播的,时长从十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针对目标

受众需求,采用图书内容评论、著者介绍、中心思想

解析等方法,激发目标受众兴趣,引导目标受众阅

读,以达到促进深度阅读目的的视频内容.导读,是
指导、引导、辅助阅读的意思.导读重在“导”,其作

用是通过指导引领,提出疑惑、激发兴趣、引发思考,
达到促进阅读的最终目的.

目前,各家出版社、书店、阅读推广人等已陆续

入驻短视频平台,制作经典书、畅销书推荐短视频,
一些研究文献将这类短视频称为“荐书短视频”.

“荐书”和“导读”的客体看似都共同指向“书”这
一信息载体,但荐书短视频以荐书为目的,制作主体

比较宽泛,可以是负有公益教育职能的图书馆,也可

以是以图书营销为目的的出版机构或图书销售公

司,二者在市场行为的功利性和发挥教育职能的公

益性之间是有差别的.对于服务人才培养的高校图

书馆来说,荐书只是一种阅读推广方法和手段,促进

大学生阅读才是目的,在此意义上,“导读短视频”的
提法似乎更为贴切.

此外,茆意宏提出:“随着音视 频、虚 拟 现 实

(VR)等媒介技术的发展,阅读正逐渐演变为全媒介

阅读,包括图文阅读、音视频阅读、虚拟现实阅读等.
在读物形态上,信息的表达符号形式逐渐由文字转

向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的物理载体逐步由印刷

纸本过渡到电子设备、移动终端等”[８].导读短视频

所引导阅读的读物形态并不局限于传统的阅读媒

介,可以是传统的纸质文本,也可以是新媒体时代的

视听媒介,甚至是超越传统信息载体的全新读物

形态.
就现阶段而言,纸质图书仍然是学生群体深度

阅读所主要依托的阅读媒介.尽管导读短视频仍无

法脱离“书”这一读物形态,但其不仅仅专注于纸质

书和电子书的推荐,而是致力于引导受众对某一知

识点发生兴趣,产生对某一科学知识、某一人物、某
一历史片段或者是某一学术观点的认知需求,并因

此产生通过纸质书或电子书寻求答案的自觉要求,
从而推动受众从“碎片化阅读”向深度阅读转化.

３　导读短视频的选题与策划

３．１　研究大学生的阅读需求和特点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群

体,因此,导读短视频推广书目挑选应当建立在对大

学生群体阅读特点的充分研究上.
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不同类型大学的学生

在阅读上各有特点.虽然一些研究成果由于年份、
高校特色等因素,无法全面反映各个高校不同专业

的本科生和硕博研究生的阅读情况,但对于导读短

视频选题仍有参考价值.如曾翠等对１３８３名大学

生进行阅读情况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大学生最喜欢

的阅读类型选项中,选择人数最多的为小说/经典著

作/哲学 历 史 类,为 ９０６ 人,占 有 效 样 本 数 的

６５５１％;第二是选择实用书籍/工具书/教科书/计

算机类,为５６０人,占有效样本数的４０．４９％[１].刘

静坤对某高校三个学年的整体借阅数据进行分析后

认为,该高校的课外阅读最受欢迎的图书前三位是

文学、经济和历史、地理[９].
高校图书馆制作导读短视频的重点之一是推广

大学生的课外阅读.目前,在有关阅读推广的研究

中,对大学生群体的阅读状况、阅读习惯和阅读需求

等方面的研究已非常成熟.高校图书馆导读短视频

制作者可以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选择课

外阅读书籍制作导读短视频,提高导读短视频在目

标受众中的接受度和传播效果,进而促进大学生深

度阅读.

３．２　强化视觉吸引力

导读短视频要牢牢抓住目标受众,离不开优质

的内容,但决定一段视频是被直接划过还是观看下

去的,往往是视频的前几秒,因此视频内容“第一眼”
对于能否激起受众的兴趣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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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划制作导读短视频时,要注意在封面的标

题和文案上下功夫,确保在前几秒就吸引受众,留住

受众.比如近些年在短视频平台十分受大众欢迎的

读书博主都靓,所发布的一条关于冰心的短视频,获
得１３８．２万点赞.视频以“处在鄙视链最底端的民

国女作家冰心”为题,将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冰

心与“鄙视链最底端”联系在一起,成功激发大家的

好奇心,再以封面文案“你们知道冰心究竟干了什

么,才让这么多作家不喜欢吗?”辅助说明,进一步吸

引大家点击观看.标题和文案要精心设计制作,但
不能哗众取宠,沦为“标题党”,而是要将所介绍作者

或作品中能吸引目标受众的某一点提炼出来,引发

受众进一步探索阅读的欲望和兴趣.

３．３　重视图书作者的品牌效应

发挥品牌作者效应,是畅销书营销中的常用策

略.品牌作者,是指有知名度的作者.品牌作者往

往是影响读者选择图书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有品

牌价值的作者必然有其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比如喜

欢悬疑小说的人会把东野圭吾当成一个品牌;喜欢

武侠小说的人会把金庸当成一个品牌;喜欢青春文

学的人会把韩寒当成一个品牌.品牌价值越大的作

者,其作品越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高校图书馆导

读短视频制作者可以借助品牌作者效应,从当下具

有一定热度的品牌作者入手展开阅读推广,根据潜

在读者群的分类,有针对性地选择作品,结合大学生

群体阅读需求制作导读短视频.

３．４　利用重要节日和重大事件节点

当前,利用重要节日和重大事件节点进行专题

策划,已经是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常规动

作”.导读短视频作为阅读推广的一种手段,在策划

制作时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并加以拓展.比如,一些

上映后十分叫座的影视作品可以带动年轻观众,尤
其是大学生对影视作品所呈现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的

浓厚兴趣,成为相关导读短视频选题制作的最佳时

机.如«金刚川»«长津湖»等影片的超高上座率会激

发年轻观众的爱国热情,并引发大学生对抗美援朝

战争深入了解的兴趣.高校图书馆导读短视频制作

者可以此为契机,适时推出一些诸如«中国人眼中的

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等中外军事

和历史专家撰写的朝鲜战争相关著作加以宣传推

广,引导大学生就这一主题展开深度阅读.

４　导读短视频的制作

导读短视频通常由导读语和背景视频两部分构

成.导读语是导读短视频的主体,是“灵魂”,而由图

像、音乐等组成的背景视频则是对导读语的辅助和

衬托.可以说,导读语是导读短视频的“立身之本”,
是导读短视频是否成功,能否实现制作者“导读”初
衷的关键.

４．１　导读语的撰写

导读语的撰写可以考虑采用以下几种格式.

４．１．１　掇菁撷英式导读

掇菁撷英式导读是从原著中寻找最精彩的章

节、段落,或者原著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中最有代表

性的词句,作为展开描述的切入点,然后将原著中的

主要观点加以提炼,辅以自己的解释或介绍性语言,
形成导读语.试以日本作家山下英子的«断舍离»为
例.«断舍离»首先抛出“东西要用才有价值”的观

点,可以从这个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观点开始阐述,
引发受众共鸣,然后用三四分钟的时间提示性地介

绍作者的一些主要观点,如:三种扔不掉东西的

人———逃避现实型、执着过去型、担忧未来型;以自

我为中心,把时间轴放在当下等等.这样就基本形

成了导读语的中心内容.这是阅读推广中的一种比

较经典的导读方法,是在原著“内容简介”基础上的

升华,主要依赖导读短视频制作者对推荐读物中心

思想的理解和精萃的撷取,经适当加工,引导阅读.

４．１．２　评论赏析式导读

评论赏析式导读从自身特点出发,跳出“内容简

介”的框架,不纠缠于学术性、专业性评论,多以随笔

形式展开,可以分享阅读心得,也可以评论作者的思

想或介绍相关的掌故,语言简洁又生动活泼,以达到

吸引受众关注的目的.如读书博主都靓在推荐«追
风筝的人»时,先用卡夫卡的名句“好书会像是刀子

插入你的心脏”作为开场白,引出“«追风筝的人»就
是这样一本书,故事里的主人公因为对朋友的背叛

而深深自责,但后来终于在直面内心的脆弱和自私

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１０].随后,都靓用原著中关

于往事不会被埋没的原话,结合自己的感悟,提出

“成长的本质就是一场自我救赎”“当我们接纳了不

完美的自己,也就遇见了另一个完整的自己”[１０].
这类导读短视频就是制作者用最精炼的语言,对原

著的思想、价值“点到为止”,引起受众的兴趣后将更

多的阅读心得留给受众自己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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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制造悬念式导读

这是利用受众的好奇心将其注意力引向某一类

著作或某一知识点的制作手法.例如我们要推荐几

部有关苏德战争的书籍,可在短视频标题中以“二战

中苏联最大的秘密是什么”先抓人眼球,然后以讲故

事的方式将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场态势娓娓道来:
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德军三个集团军对苏联

全面进攻;苏军顽强抵抗,节节败退;德军逼近莫斯

科,苏联军民浴血奋战,夺取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

利.在经过渲染性的铺陈后,乘势将话题引入颇有

争议的“苏联的最大秘密”:德军于１９４３年突然宣布

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万人坑”,以此

发难,攻击苏军秘密屠杀波兰军队和政治精英;苏联

予以否认,并严正批驳.至此,导读语推出由北京新

星出版社出版的«卡廷惨案真相»;也可以引出另一

个“最大的秘密”,即苏联能最终全面战胜德国法西

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 导读语可以引向北京东

方出版社的«哈里曼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等著作.其次,还可以设问: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军为什么溃败?”然后简要叙述

战争之初的概况,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向“东线文库”
之«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等著作.

导读语的撰写并无特定格式.对于高校图书馆

导读短视频制作者来说,撰写导读语是一个将原著

细细“咀嚼”“消化”和“反哺”的过程.如何从原著中

提取精华去吸引目标受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读

短视频制作者的阅读感受、心得.制作者通过自身

在书海中的深度阅读,从而获得创作灵感,应当是导

读语撰写出上乘之作的重要途径.

４．２　背景视频制作

对高校图书馆而言,导读短视频的背景视频制

作可以自行拍摄,也可以通过收集音视频资料,运用

剪辑软件(如Premiere、EDIUS、剪映、会声会影等),
围绕短视频所选图书的类型和风格特点,以及导读

语的“启、承、转、合”,设置相契合的视频画面和背景

音乐,作为阐释原著中心思想、勾勒时代背景、渲染

故事情节的艺术手段,以迎合受众的可视性需求.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内容生产的不断发展,短视

频的制作技术已相当成熟,在视频拍摄技巧和剪辑

处理技术方面,许多专著都有详尽介绍,本文不再赘

述.导读短视频的核心在于“导读”,背景视频既要

起到对导读语的烘托甚至升华作用,又不能喧宾夺

主,将受众的目光完全吸引到视频画面上而削弱了

导读的效果.所以对于不同类型和风格的导读读

物,背景视频需配合导读语采取不同的制作手法.
比如“评论赏析式导读”胜在以生动的语言引发受众

的情感共鸣,建议采用“主播出镜播讲”的背景视频

样式.对于出镜主播,高校图书馆可以通过打造网

红馆员、选择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教师”或者

“名人大家”等等,吸引学生的关注度.介绍原著中

心思想的“掇菁撷英式导读”,视频画面比较多样.
以«断舍离»为例,可选择堆满杂物的室内环境、作为

对比的整齐干净的室内场景、精神饱满的年轻人等;
也可采用沙画或板绘的形式,背景视频并不要求完

全切合主题.而对于“制造悬念式导读”,则可采用

剪辑影视(动画)作品片段,或影视作品剪辑片段与

自行摄制素材混剪合成的背景视频样式.

５　导读短视频制作应注意规避侵犯版权

当前,短视频侵犯版权的现象引起社会关注.
导读短视频分导读语和背景视频两个方面.高校图

书馆导读短视频制作者撰写导读语,并利用新媒体

开展阅读推广,属于书评和图书介绍,符合我国«著
作权法»第２４条第２款所规定之情形,是对作品的

合理使用.
导读短视频的背景视频有时会采用图片或影视

作品片段加字幕解说配合主播讲解的制作样式.这

种制作样式因为需要剪辑或录制他人作品,可能触

及对他人作品的复制和未经许可使用等问题.尽管

导读短视频的背景视频,是为了对图书主题思想、故
事和人物的时代背景进行艺术烘托,配合导读语吸

引受众注意力,但制作者应当谨记著作权保护的注

意义务,避免对权利人造成损害,努力坚持独创性原

则,以规避侵权风险.

６　结语

导读短视频是新媒体时代阅读推广的新探索.
目前,高校图书馆利用短视频开展阅读推广仍处于

起步阶段,虽然部分高校图书馆已有所实践,但与几

大短视频平台中读书推介内容受欢迎的情况相比,
整体差距较为明显,这也是本文未能以高校图书馆

开展导读短视频实践为依据总结经验教训,而是着

重于对短视频平台上较为成功的读书推介、文史知

识等短视频内容进行分析、借鉴、探索和启发思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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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因此,高校图书馆运用导读短视频开展阅读

推广亟待实践拓展和深化.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馆

员队伍逐步年轻化和高学历化的有利条件,选取“经
典系列”和当下颇受大学生欢迎的读物作为导读短

视频制作开端,在实践中摸索适合高校学生阅读需

要的导读短视频发展之路,丰富和发展大学生阅读

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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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atthefragmentedreadinghabitsofcollegestudents,thispaperexploresthe
planningandproductionofintroductiveshortvideotoguidecollegestudentstoreaddeeply．ThetopicseＧ
lectionandplanningofintroductiveshortvideocanstartfromanalyzingandstudyingthereadingneedsof
collegestudentsandgivingfullplaytothepopularauthoreffectetc．soastoimprovethereadingpromotion
effectofintroductiveshortvideo．Introductionisthebasisofintroductiveshortvideo,whichcanbewritten
intheformofsketchingoutthemainideaoftherecommendedbooks,comment,andappreciationandcreaＧ
tingsuspense．Backgroundvideoistheauxiliaryandfoilofintroduction．AndweshouldalsoavoidanyposＧ
siblecopyright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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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trolledDigitalLending(CDL)isanemergingmethodthatallowslibrariestocirculatea
digitizedtitleinplaceofaphysicaloneinacontrolledmanner．CDLcangivelibrariesandpatronstheoption
ofaccessingmaterialsinamoreflexiblemanner,butitbreaksthebalanceofinterestsofrelevantpartiesin
thetraditionalpublishingecosystemandcausesgreatlegaldisputes．Thispaperdescribestheoriginsand
implementationsofCDL,expoundstheattitudesandactionsofvariousstakeholders,discussescurrent
controversiessurroundingCDL,itspotentialpromiseandperils,andfinallysomesuggestionstobalance
theinterestsofrelevantpartiesandreconstructthebalanceofpublishingecosystemareputs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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