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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王蕾

　　摘要　借鉴行为科学理论,从读者角度,采用实证方式,找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效果

的影响因素,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用于分析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必要条件对阅读行为的影响作

用.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阅读推广活动中的自主支持、结构支持和参与支持对提升读者阅读

动机和阅读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确定了提高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有效性的影响因

素,并为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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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推广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发展战略,也是高

校图书馆的核心服务之一.阅读推广作为研究课

题,深受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国内有关阅读推广的

研究已涵盖了阅读推广的各要素,但关于高校阅读

推广活动效果的研究较少,且研究视角多为阅读推

广活动的组织者,以读者为研究视角的论文更为罕

见.对此现象国内多位学者在研究中均曾提到,例
如,王波曾指出“该转换研究视角,从读者的角度,用
实证方法来评估和重新设计阅读推广活动的研究几

乎没有”[１],朱春燕注意到“对阅读推广环境下读者

的阅读心理、阅读行为等缺乏系统深入研究”[２],杨
婵也提到“阅读推广还没有深入到对活动客体———
读者的心理和读者的收获进行研究,没有对活动自

身的运动规律进行研究”[３],梁向波建议“要注重阅

读行为研究,用科学的研究结果来制定合适的阅读

推广形式”[４],陈幼华认为“只有对读者的阅读行为

有深入了解和把握,而且在研究方式上较多借鉴认

知科学、行为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采用实证或实验的

方式,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研究阅读动机、行为、体验、
效果等的关系特征,由此产生科学的阅读推广实践

性策略或服务建议,才能推动阅读推广工作科学有

效地开展”[５],等等.
阅读推广的深层意义是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增加阅读数量,增强阅读能力,培养阅读习惯,所以

阅读推广活动的效果不能只从活动组织者的视角进

行研究,仅从到馆人次、图书借阅数量、数字资源的

浏览次数和下载量来观察,而需要更多地从读者角

度对阅读推广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估.本研究将借鉴

以上学者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

广有效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１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阅读行为发生的核心驱动力与阅读动机直接相

关,因为读者的阅读行为都是在一定的阅读动机支

配下产生的.阅读动机是反映阅读需求、引起阅读

行为、满足阅读愿望的内部动力.阅读动机属于心

理性动机[６].对阅读动机的研究,是对读者阅读心

理研究的最重要环节,抓住了读者的阅读动机,就能

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因势利导地做好图书馆宣

传与阅读推广工作[７].现代心理学认为:动机是促

进个体从事各种活动的内在原因.动机与行为活动

是相对的概念.动机是引起个体活动、维持该种活

动并促使其朝向某一目标的内在作用.对于有些高

校学生来说,由于缺乏阅读动力,导致阅读行为较为

滞后[８].本研究探索阅读推广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即是探索阅读推广活动对提升读者阅读行为、阅读

动机的影响因素,而进行阅读行为动机的研究则需

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展开,有效的研究理论是自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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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论.

１．１　自我决定理论的主要内容

自我决定理论(SelfＧdeterminationTheory)认

为个体的行为与动机有直接关系.根据自我决定理

论,人类有三种基本和普遍的心理需要:自主需要、
胜任需要和关联需要[９].首先,个体必须感受到他

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追求什么,而不是被迫地去做某

件事,这是自主需要.自主是个体感到自由,并能够

选择自己的行动、决定自己的行动和计划.其次,个
体需要感到有能力去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能
够掌握对各自来说既非高不可攀亦非轻而易举的任

务,这是胜任需要.胜任感是个体感到对自己的动

作有控制感,有机会和精力去练习、扩展和表现个体

的能力.最后,个体也需要感到他们与周围的人存

在有意义的联系,这是关联需要,关联感是需要感到

自己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当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和

关联需要得到满足时,人们会感到有动力并愿意参

与活动[１０].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康奈尔(ConnellJP)提出了

环境、背景对于满足自我决定理论中个体内在三种

心理需要的支持条件,根据满足三种心理需要的支

持条件构建了关于心理需要对敬业度的动机模

型[１１].模型提出环境、背景提供了满足三种心理需

要的支持条件,即促进自主感的自主支持、促进胜任

感的结构支持,以及促进关联感的参与支持.这三

项支持条件将对应提高个体的三种心理需要的满足

水平,从而影响个体的内部动机,以及从事种种活动

或任务的情绪、行为意向、实际努力程度和结果[１２],
该模型提出后,很多研究均基于此模型.

１．２　阅读推广的相关定义

研究者从微观或宏观角度、结合内容与目标对

阅读推广给出了一些定义.微观上,阅读推广是让

读者进行多元阅读实践,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增加

读者的阅读数量,增强阅读能力,培养阅读习惯的一

种宣传策划活动,同时也作为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

作与服务内容.宏观上,阅读推广是进行阅读推广

空间营造、平台创建,提高社会的阅读普及度、公民

素养、民族软实力、民众阅读兴趣和习惯,增强阅读

影响力度的一种文化事业活动.本研究将以读者为

研究视角,聚焦微观层面的阅读推广.

１．３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模型

构建

从微观层面上,判断阅读推广活动的效果,即观

察一系列的阅读推广宣传策划活动后,读者的阅读

行为是否增加,是否形成积极的阅读习惯,从心理学

的角度可以转而研究其阅读意向是否增强.行为意

向(BehaviorIntention)是指行为人对于采取某项特

定行为的主观机率的判定,它反映了个人对于某一

项特定行为的采行意愿[１３].
本研究通过考察自我决定理论对读者阅读意向

上的预测,来分析阅读推广效果的影响因素.根据

自我决定理论可知,读者的阅读意向取决于其自身

的内部动机,读者的内部动机取决自主需要、胜任需

要、关联需要,当这三种心理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

下,才能对应较高的阅读意向.同时,根据康奈尔提

出的研究理论与关于心理需要对敬业度的动机模

型,可知阅读推广活动提供的自主支持、结构支持、
参与支持将对读者的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关联需要

产生影响,进而决定了读者的阅读意向.
根据以上逻辑,本研究构建了高校图书馆阅读

推广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模型

２　研究思路与理论假设

２．１　自主支持和读者的阅读意向

阅读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吸收信息的过程,而
是一个能动的、积极思维过程[１４],是一项非常私人

化的行为,读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阅读需求、兴趣定制

符合自己个性化的阅读计划与目标,实现知识的获

取与吸收.这种“私人定制”的行为方式,缺乏监督

管理机制,自主感较弱的读者很难做到自主与持续,
所以侧面要求读者具备更高的自主性要求、更强烈

的阅读意向,所以读者的自主需求对于进行主动的

阅读行为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作用.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的相关内容,本研究提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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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１(H１):阅读推广活动提供的自主支持正向影响

读者的阅读意向.目前,已有的阅读推广相关研究

结论中对应的自主支持可归纳为:
(１)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阅读选择.阅读推广要

遵循推荐阅读的主题、类型、目标群体、角度多样化

原则[１５],通过扩大自由阅读权来激发读者的阅读

兴趣.
(２)对读者的需求、选择给予认可和支持.作为

高校图书馆要基于大学生的潜在心理需求来定制阅

读推广计划[１６],开拓私人订阅服务,允许读者根据

个人的阅读需求定制阅读资源[１７].
(３)鼓励读者的主动性.阅读推广要引入激励

机制引导阅读[１８],利用读者个人积分奖励制度、利
用榜样效应、名人效应、阅读学分制等来激活激励机

制,促进读者的阅读热情,对于读者的主动阅读行为

予以鼓励.
(４)提升读者的阅读保障.做好阅读推广需要

从馆舍、资源、服务等多视角优化阅读环境,具备人

力保障、管理保障、技术保障、物质保障[１９],给与读

者人性化的阅读环境与尽可能小的阅读压力.
(５)帮助读者形成阅读行为与目标、价值的联

结.阅读推广策划要多站在大学生的角度思考问

题,倾注人文情愫,体现人文关怀.名师讲座、形式

多样的导读和推荐书目工作,要起到塑造人格、陶冶

情操、感悟教化的作用,让适合的阅读书目转变读者

的人生态度,逐步引导他们走向正常的阅读学习状

态,达到阅读推广的目的[２０].

２．２　结构支持和读者的意向

阅读推广活动的客体即读者需要满足两个条

件,一是需求,二是能力[２１].能力即对应胜任需要,
读者不仅需掌握精读、略读、快读、默读和听读的技

能,懂得使用数字化资源,还要具备对读物的选择能

力和阅读的持久性等.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的相关内

容,本研究提出假设２(H２):阅读推广活动提供的结

构支持正向影响阅读意向.
目前,已有的阅读推广相关研究结论中对应的

结构支持可归纳为:
(１)微阅读服务.阅读推广活动应利用新媒体

发布微内容,满足高校读者碎片化的微阅读需求,激
发读者的兴趣和持续关注[２２],变碎片化阅读为可持

续的阅读体验,让经典适应微阅读[２３].
(２)阅读指导.阅读推广要以引导为主,大学生

的阅读行为中普遍存在功利性、应试性和浅阅读等

问题,需要引领和指导[２４].高校的阅读推广活动不

仅要“授人以鱼”,而且要“授人以渔”,通过阅读指导

教会学生阅读,让学生学会进行探究性的、建构性

的、能够自我检验和控制的有效阅读方法,使其阅读

的过程不仅是知识探究和建构的过程,还是不断检

验和掌握学习方法、提高自学能力的一个过程[２５].
阅读推广人要对阅读者进行理论和方法、书目推荐、
阅读技能的沟通和传授,更要引导读者在接受的同

时进行再改造和创新[２６].
(３)增进互动.阅读推广需重视互动,构建多元

主体之间互动的环境,强调阅读推广活动的“参与

性、互动型与分享性”[２７],采用多种形式的互动交

流,通过线上、线下立体式的互动拉近读者与图书馆

的距离[２８],要重视微信用于阅读推广活动中的线上

互动功能[２９].
(４)有针对性、差异化的阅读推广策略.高校读

者在专业知识储备、信息素养、研究层次、需求等方

面存在差异,阅读推广需坚持分众化推广策略,开展

满足不同读者个性化需求的阅读推广服务[３０].

２．３　参与支持和阅读意向

自主支持和结构支持都发生在人际关系中,这
些人际关系的质量能够增加自主需要和胜任需要被

满足的可能性,并且,阅读行为中的读者同样渴望心

理上的关联需要被满足,希望获得阅读同伴、图书馆

员、其他多元主体的关心与投入.根据自我决定理

论的相关内容,本研究提出假设３(H３):阅读推广活

动提供的参与支持正向影响阅读意向.
目前,已有的阅读推广相关研究结论中对应的

参与支持可归纳为:
(１)读者参与.充分利用读者资源,发挥读者的

主观能动性,让读者从纯粹的旁听者或围观者变成

阅读推广活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通过成立阅读推

广志愿协会或与大学生社团合作等形式共促阅读推

广,加强读者与图书馆之间的沟通,从读者的反馈了

解当前学生读者的最新阅读需求和变化.构建基于

社交网络的群组式阅读推广模式,利用社交群组,在
阅读过程中发挥群体能动力[３１],充分发挥“朋辈效

应”,通过群组成员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实现推广

的目的.
(２)馆员参与.阅读推广活动中,读者并不是主

导者,组织者或图书馆员才是活动的主导者[３２],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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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图书馆稳定的阅读服务馆员团队的参与是对阅读

推广活动质量和连续性的有效保证.在阅读推广的

过程中,图书馆员需准确定位身份角色,扮演好道德

引导者、活动设计者、组织管理者、沟通激励者、反思

创新者等多重角色[３３].
(３)更多主体参与.阅读推广需跨机构、跨行

业,多方合作,提升影响效果,借助名人效应建设阅

读推广队伍,加强各类阅读推广人之间的参与、协
作[３４],构建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环境,使原本单向

的人书对话,变成多元、立体的讨论,并逐渐成为一

种多元社交方式[３５].

２．４　自主支持、结构支持和参与支持

由于自主支持和结构支持都发生在人际关系

中,这些人际关系的质量能够增加自主需要和胜任

需要被满足的可能性,所以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参与

支持有可能同时体现在自主支持和结构支持中.此

外,自主支持与结构支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自
主支持中对鼓励读者主动性、帮助读者形成阅读行

为与目标、价值联结、向读者提供阅读保障的实施渠

道中包含了结构支持中的阅读指导与互动.再有,
自主支持、结构支持、参与支持这三种满足读者内在

心理需要的支持条件,全部由外界环境、背景即阅读

推广活动所提供,所以本研究认为这三种支持条件

之间存在相关性,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４(H４):自主支持与结构支持,两者正向显

著相关.
假设５(H５):自主支持与参与支持,两者正向显

著相关.
假设６(H６):结构支持与参与支持,两者正向显

著相关.

３　研究设计与方法

３．１　问卷开发与设计

本调查问卷的开发设计遵循以下流程:首先,基
于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以及阅读推广活动的特征

开发待测变量量表.量表的测量题项采用李克特

(LikertScale)５级评分法,确立４个构念,根据４个

构念设计测量题项,本调查问卷以待测变量量表为

基础(见表１),形成初始问卷的各个问答题项,测试

问卷达到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后确定最终的调查

问卷.

表１　本研究待测变量量表

潜变量 编码 测量题项

自主支持

(Autonomy

Support)

AS１ 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阅读选择

AS２ 对读者的需求、选择给予认可和支持

AS３ 鼓励读者主动性

AS４ 提升读者的阅读保障

AS５ 帮助读者形成阅读行为与目标、价值的联结

结构支持

(Structure

Support)

S１ 微阅读服务

S２ 阅读指导

S３ 增进互动

S４ 针对性、差异化的阅读推广策略

参与支持

(Participation

Support)

P１ 读者参与

P２ 馆员参与

P３ 更多主体参与

阅读意向

(Reading

Intention)

RI１ 有意向对本次阅读推广的资源进行阅读和使用

RI２ 有意向对今后阅读推广的资源进行阅读和使用

RI３ 有意向在今后增加对本馆各类资源的阅读和使用

３．２　问卷发放与数据回收

研究问卷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共计发放

７７８份,其中线下问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进行

现场发放,回收６０４份,占问卷总数的７７６３％,线
上问卷主要通过问卷星、微信公众号、电子邮箱等形

式向本校读者投递,回收 １７４ 份,占问卷总数的

２２３７％.通过对有效问卷进行甄别,本次问卷调查

共采集有效问卷５９４份,有效率为７６３５％.

３．３　描述性统计分析

５９４份样本数据中的年龄构成方面,２３－３０岁

之间的读者占７４７４％,１８－２２岁之间的读者占

２２８３％,３０岁以上的读者占３０３％;学历背景方

面,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的读者各占２７２７％、

６５９９％与６７３％.学科专业类别方面,人文类专

业人数占总人数的 ７２４６％,社会科学类专业占

２１７３％,管理类专业占３３６％;读者阅读的动机呈

多样化,选择专业提升的占５８４５％、启迪智力的占

５７９％、研究探索的占１４％、消遣娱乐的占８６９％、
补充生活常识的占９１７％.以上数据说明本问卷

调查的抽样群体集中在研究生、人文类专业、出于专

业提升和研究探索为阅读动机的读者.

３．４　信度、效度分析

由于测量题项基于文献研究与理论思考,量表

本身在进行实际测量时会产生误差,只有当测量量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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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通过检验达到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才能确保问卷

有意义、研究具有价值和科学性.通过统计工具

SPSSStatistics２２,以及 SPSSAmos２１的测量,本
问卷CronbachsAlpha值为０．８６１,表明本问卷总构

念 (所 有 题 项 )的 信 度 较 好,且 每 个 构 念 的

CronbachsAlpha值均大于０．７(见表２),表明问卷

每个构念的组成题项信度较好[３６].其次,通过观测

测量量表内部的问项信度(IndicatorReliability),与
内部一致性(InternalConsistencyReliability),问项

信度的标准为标准化因子载荷量大于等于０．７０[３７],
内部一致性的标准需要观测构念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其值需要大于等于０．７０[３８].本研

究经计算与检验,每个构念信度(CR)大于０．７０(见
表６),说明测量题项内部一致性良好,且所有标准

化因子载荷量均大于等于０．７０,说明测量量表内部

的问项信度良好.
表２　本研究测量量表相关指标测量计算结果

潜变量 测量项编码
Cronbachs

Alpha

构念信度

(CR)

平均方差萃取

(AVE)

自主支持 AS１－AS５ ０．８７６ ０．９７２ ０．８７３

结构支持 S１－S４ ０．７９３ ０．９６２ ０．８６２

参与支持 P１－P３ ０．７５１ ０．９５５ ０．８７８

阅读意向 RI１－RI３ ０．８６６ ０．９６７ ０．９０７

　　 效度验证,经检验,问卷包含 １５ 个题项,其

KMO值为０．８５３,巴特利球形显著性为０．０００,说明

问卷的内容效度良好,该组问卷获取的数据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其次,收敛效度的验证,即测量相同构

念问项间的相关性要高.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

法进行因子提取,最大方差法旋转５次迭代收敛后

进行提取,问卷１５个题项成功归并为四个因子(见
表３),因子可解释的累积方差值达到６９１７１％.

通过统计工具SPSSAmos２１对问卷数据进行

测量后,计 算 出 每 组 测 量 变 量 的 平 均 方 差 萃 取

(AVE),AVE大于等于０．５０则说明量表的测量题

项达到了良好的收敛效度[３９].经计算与检验,每个

构念的平均方差萃取(AVE)均大于０．５(见表２),说
明量表的测量题项达到了良好的收敛效度.

最后,区别效度,即测量不同构念问项间的相关

性要低,采用各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AVE)的平方

根来验证,每个构念的平均方差萃取的平方根必须

大于它与其他的相关,才可说明该变量区分效度良

好[４０],经检验,每个变量的 AVE值平方根均大于它

与其他的相关(见表４),符合要求,说明本研究测量

量表的区分效度良好.
表３　因子成分提取

潜变量
成分

１ ２ ３ ４

自主支持１(AS１) ０．８０４

自主支持２(AS２) ０．８１０

自主支持３(AS３) ０．７１７

自主支持４(AS４) ０．８０６

自主支持５(AS５) ０．８３８

结构支持１(S１) ０．７４４

结构支持２(S２) ０．７２８

结构支持３(S３) ０．８１１

结构支持４(S４) ０．７６８

参与支持１(P１) ０．７９８

参与支持２(P２) ０．８６６

参与支持３(P３) ０．６７６

阅读意向１(RI１) ０．７９１

阅读意向２(RI２) ０．８３７

阅读意向３(RI３) ０．７２９

表４　每个构念的平均方差萃取的平方根与其他构念的相关

自主支持 结构支持 参与支持 阅读意向

自主支持 ０．９３４

结构支持 ０．１５２ ０．９２８

参与支持 ０．２２０ ０．３３８ ０．９３７

阅读意向 ０．４１３ ０．３１４ ０．２１５ ０．９５２

４　阅读推广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模型实证分析

４．１　模型适配度检验

首先,对构建模型的适配情况进行检验,以验证

模型的合理性,以及探究模型中各变量间的数量关

系,进行路径分析.模型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trucＧ
turalEquationModeling,SEM),潜在变量包括,自
主支持、结构支持、参与支持、阅读意向,测量变量即

本研究测量量表进行测量的问答题项.SEM 统计

技 术 分 析 采 用 协 方 差 形 式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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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arianceＧbasedSEM),以变量的协方差结构进

行分析,通过定义一个因子结构来解释变量的共变

关系,是在正态概率模型下以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

计求解,共线性问题威胁低,可以检测理论的适用

性,适合进行理论模型的检测.
研究使用统计工具SPSSAmos２１进行模型的

构建与检验分析.模型构建为三因一果的结构研究

模型,潜 在 自 变 量 自 主 支 持 由 ５ 个 观 测 自 变 量

(AS１、AS２、AS３、AS４、AS５)所组成,潜在自变量结

构支持由４个观测自变量(S１、S２、S３、S４)所组成,
潜在自变量参与支持由３个观测自变量(P１、P２、

P３)所组成,潜在因变量阅读意向由３个观测因变量

(RI１、RI２、RI３)所组成.就模型的解释力而言,自
主支持、结构支持和参与支持三个潜在变量对阅读

意向潜在变量的整体解释能力 R２为５９％,表明模

型解释潜在变 量 程 度 良 好.研 究 使 用 统 计 工 具

SPSSAmos２１进行模型的适配度检验,模型适配度

检验结果见表５.
表５　模型适配度检验

指标 标准 结果 是否符合

卡方自由比值(CMIN/DF) [１,３] ２．４５１ 是

拟合指数(GFI) ＞＝０．９ ０．９２０ 是

比较拟合指数(CFI) ＞＝０．９ ０．９４０ 是

增值拟合指数(IFI) ＞＝０．９ ０．９４１ 是

规准拟合指数(NFI) ＞＝０．９ ０．９０４ 是

非规准拟合指数(TLI) ＞＝０．９ ０．９２５ 是

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 ＜０．０８ ０．０７０ 是

　　研究采用７个适配度判定指标来判断本模型是

否达到良好的适配标准,通过表５中反映的模型各

适配度判定指标所得值和适配良好标准值的比较,
可以看出该模型全部适配指标均在合理接受范围

内,达到良好适配的标准.由此可见,本研究提出的

模型与问卷所得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４．２　模型路径分析与相关分析结果

根据适配度验证结果体现模型良好适配情况,
通过对模型中各潜变量间路径系数、相关系数以及

显著性进行检验并加以分析,具体检验结果、系数值

见表６.

表６　模型潜变量间路径系数、相关系数以及显著性检验结果

路径关系
路径系数

(Estimate)
T值

(CR值)

显著性

(P值)

相关系数

(Estimate)

自主支持→阅读意向

(AS→RI)
０．４１３ ８．２３０ ∗∗∗

结构支持→阅读意向

(S→RI)
０．３１４ ４．９８９ ∗∗∗

参与支持→阅读意向

(P→RI)
０．２１５ ３．２６８ ．００１

自主支持↔结构支持

(AS↔S)
０．１５２ ２．８４３ ．００４ ０．１９９

参与支持↔自主支持

(P↔AS)
０．２２０ ３．８２５ ∗∗∗ ０．２８８

参与支持↔结构支持

(P↔S)
０．３３８ ５．７３１ ∗∗∗ ０．４８７

注:∗∗∗表示在．０００水平上(双侧)达到显著.

４．３　研究结论

４．３．１　阅读意向

就因变量阅读意向而言,自变量自主支持、结构

支持和参与支持均能够对其产生积极影响,路径系

数均大于０,且影响效果显著,显著性sig值．０００水

平上(双侧)均小于０．００５,达到显著.从路径系数分

析结果(表６)可以看出,影响效果按照从大到小依

次为自主支持、结构支持、参与支持.研究结果与研

究假设一致,验证了自我决定理论在阅读意向上的

预测效果,假设１、２、３验证成立.由此可知,通过加

大阅读推广活动中的自主支持、结构支持以及参与

支持程度可以提高读者内部的阅读意向,起到促进

阅读推广效果提升的作用,且自主支持对读者阅读

意向的影响作用最大,说明在阅读推广活动中要加

强和重视自主支持.

４．３．２　自主支持、结构支持和参与支持

就模型中３个自变量自主支持、结构支持和参

与支持而言,路径分析结果(表６)显示,３个自变量

之间的两两对应路径系数均大于０,且影响效果显

著,显著性sig值．０００水平上(双侧)均小于０．００５,
达到显著.通过本研究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以相

关程度效果量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出,自主支持与结

构支持两者相关系数值为０．１９９,自主支持与参与支

持两者相关系数值为０．２８８,均系数值为正,介于０．１
与０．３之间,两者成低度相关;结构支持与参与支持

两者相关系数值为０．４８７,系数值为正,介于０．３与

０．５之间,两者成中度相关[４１].以上数据证明了假

设４、５、６验证成立.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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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优化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建议

根据本研究结论,结合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在

阅读推广活动方面的实践,对优化高校图书馆阅读

推广活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加大阅读推广的自主支持.为读者提供更

多的阅读选择,通过扩大读者的自由阅读权来激发

读者的阅读兴趣.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根据其需

求调整阅读推广内容[４２].通过设立阅读激励机制,
如实行阅读情况转化学分制、评选阅读之星、开展相

关阅读竞赛等方式鼓励高校读者的阅读主动性.提

升读者的阅读保障,加强硬件设施维护,完善文献与

电子资源体系的建设,加强人力资源保障,建立专门

的团队对阅读推广进行统筹策划、管理、组织、协调

与评价,创建优良的馆舍环境,可借鉴中山大学图书

馆的经验,在活动期间取消“限时限量”的流通借阅

规定,为读者提供更自在的阅读体验与最小的阅读

压力.无论以导读推荐、读书沙龙、名师讲座还是真

人阅读等形式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都要帮助读者形

成阅读行为与个人目标、价值的联结,起到陶冶情操、
感悟教化、开阔视野、启迪思维、塑造人格的作用.

(２)加大阅读推广的结构支持.开展微阅读服

务,向读者推荐经典短文,将经典的著作拆解为可控

小片段进行推送,打造微阅读形式,以充分适应高校

读者碎片化的时间利用方式,变碎片化阅读为连贯

的阅读体验,实现完整的知识获取.向读者提供积

极地阅读指导服务,定期举办馆内资源讲座,帮助读

者充分熟悉图书馆的各种馆藏资源和服务内容,引
导读者快速、有指向性、顺利地获取知识,提高馆藏

利用率的同时避免读者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遭遇迷

航.增强阅读推广活动的互动性,将活动形式打造

得活泼有趣,促进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增进图书

馆员与读者间的及时沟通、指导、反馈.开展针对

性、差异化的阅读推广,即对于读者个人进行最佳阅

读任务挑战,要充分调研读者的需求,针对同一主题

的阅读推荐应综合分析其知识结构差异,从易到难

进行分类与说明,满足不同学科、不同能力、不同需

求的读 者 选 择 切 合 的 资 源 进 行 延 展 性、探 究 性

阅读[４３].
(３)加大阅读推广的参与支持.提升读者参与,

充分利用读者资源,通过学生会、社团、阅读达人或

成立阅读推广志愿团队作为阅读推广的组织者、策
划者,形成强大的校园影响力.此外,开展社交阅

读,潜移默化中影响、鼓励同伴深度阅读,互相交流,
互相协助,互相推广,凝聚读者间的情感,促进彼此

认同,实现有效阅读.提升馆员参与,武汉大学图书

馆王新才馆长将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定义为“馆员

与读者间的文献互动,馆员是阅读推广活动的主导

者”[４４],足见馆员的参与、投入尤为重要.阅读推广

中,图书馆员应加强服务意识,积极引导、帮助读者

对各类馆藏资源进行探索、获取,让读者顺利实现思

想与知识体系的构建.拓展、加大更多主体参与,加
强阅读推广活动的宣传,顺应信息时代发展,不断探

索信息新技术,积极引进新兴媒介,将实体宣传与媒

体宣传相结合,寻求多方支持、合作,扩大阅读推广

阵营,将校内的校长、院长、教师、学者,校外的媒体、
机构、作者、专家等等引入阅读推广活动的参与主

体,给阅读推广活动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实现跨越性

提升,形成更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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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Effectivenessof
ReadingPromotioninUniversityLibraries

WangLei

Abstract:ThispaperaimstodeterminethefactorsofimprovingthereadingpromotionactivitieseffecＧ
tivenessinuniversitylibrary,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futurereadingpromotionresearchandtoindiＧ
catethedirectionfortheuniversitylibrarytocarryoutthereadingpromotionactivitieswithaclearpurＧ
pose．Basedonthetheoryofbehavioralscienceandfromtheperspectiveofreaders,itusesempiricalmethＧ
odstofindout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effectofreadingpromotionactivitiesinuniversitylibraries,

andconstructsaSEMtoanalyzetheeffectsofthenecessaryconditionstocarryoutreadingpromotionacＧ
tivitiesonreadingbehavior．DatabasedanalysisshowsthatthethreeconditionsofreadingpromotionactivＧ
itieswhichareautonomysupport,structuralsupportandparticipationaltogetherhadpositiveinfluenceson
thereadingintentionand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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