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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宣传推广体系的构建与思考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

□萧群∗　刘雅琼　张海舰　赵飞

　　摘要　从组建跨部门团队、以创意吸聚人气、强调品牌化运作、在重要节点开展针对性宣传、
整合宣传渠道进行差异化传播、鼓励用户参与、寻求多方合作支持等方面,介绍北京大学图书馆

的宣传推广工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论述高校图书馆宣传推广体系的构建,并探讨宣传推广工

作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明确战略定位与规划、践行“全员宣传推广”理念、关注用户需求、培养全球

视野和创新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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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图书馆、使用图书馆、爱上

图书馆,是图书馆界经久不衰的一个课题.除了在

资源和服务方面苦练“内功”之外,积极主动的宣传

推广也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的

迅速发展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深刻地改变了图书

馆的生存环境:一方面,信息服务产业的崛起与成

长,造就了图书馆强大的竞争对手,网络搜索引擎、
数据库供应商、负载广告的免费学术资源提供商等,
都直接在与图书馆争夺用户.另一方面,用户获取

信息资源的方式日益丰富便捷,其信息需求也逐渐

多样化、个性化,对图书馆的依存度不断下降.面对

外部环境的冲击以及用户需求的变化,图书馆必须

以用户为中心,大力开展并创新宣传推广工作,主动

介绍并不断改进资源与服务,以获取更多的用户支

持,提高图书馆的用户认可度与影响力.
近些年来,国内很多图书馆均非常重视宣传推

广,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践,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的

“爱上图书馆”系列微电影、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圕
时光”毕业生电子账户、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地铁图书

馆项目“M 地铁图书馆”、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的

阅读推广项目“读书天”、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毕

业生寄语活动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同时我

们也应看到,目前部分宣传推广活动为“嘉年华”式
的集中活动模式,缺乏系统性、可持续性.因此,如
何建立宣传推广的长效机制,持续扩大图书馆的影

响力和受认可度,是每个图书馆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一直

十分重视宣传推广工作,近年面对入馆人数和借阅

册次的下降趋势,更是将宣传推广纳入图书馆的整

体工作中.２０１１年底,馆里正式成立跨部门的宣传

推广小组,负责全馆宣传推广工作的系统规划、设
计、组织、实施,以期塑造“厚积、博识、创新、温暖”的
图书馆形象,提升图书馆的资源利用率和用户满意

度.下面就结合北大图书馆的具体实践,探讨如何

构建高校图书馆的宣传推广体系.

１　北大图书馆的宣传推广实践

１．１　组建跨部门团队,加强制度建设

鉴于宣传推广对于图书馆的重要性,有必要将

其定位为图书馆的常规工作,因此需要相对稳定的

　　∗ 通讯作者:萧群,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８４９６Ｇ１３５６,xiaoq＠lib．pku．edu．cn.

① 据北大图书馆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入馆人次分别为２２９０８８１、２８４６１２、２１４９３４５、２３３６６９８、２１６２８７８,外借册次分别为

７７７３４９、６９７７８１、６０６５４３、５９１５４２、５２９６４１,基本都呈现下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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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团队.同时,宣传推广与图书馆其他业务相辅

相成,涉及各个部门的活动,因此在组织机制上,北
大图书馆成立了跨部门的工作小组,由主管副馆长

牵头,学习支持中心副主任担任组长,从综合管理与

协作中心、学习支持中心、研究支持中心、资源建设

中心、特藏资源中心等部门抽调有特长、有兴趣的馆

员,并邀请阅读推广、古籍等方面的专家担当顾问,
共同参与配合开展宣传推广工作.

组员分工方面,依照业务内容的不同,宣传推广

小组主要下设三个分小组,平时各自负责阅读推广、
社交媒体、创意活动,若遇大型活动则全体参与.制

度建设方面,一是例会制度:小组每学期初召开全体

会议商讨工作计划与分工,学期末则总结成果与不

足,此外学期中会根据工作安排不定期召开活动策

划会等,通过“头脑风暴”等方式筹划、设计各项活

动;二是针对流程较为清晰的工作制定实施办法,明
确工作目标、内容、分工、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以加

强工作的规范性,如拟定了“社交媒体运营办法”等.

１．２　关注用户需求,以创意吸聚人气

大学校园生活非常丰富,社团活动、专家讲座、
文艺演出等每天都在争夺着学生们有限的注意力,
图书馆的宣传推广活动很容易被淹没其中.为了在

活动“丛生”的大学校园里脱颖而出,北大图书馆细

致研究用户需求,根据他们的身心特点和兴趣点,有
创意、有特色地进行宣传推广.

比如,以往的阅读推广多通过展板介绍图书的

基本信息和主要内容,形式单一、容易让人审美疲

劳,用户需要的是更丰富的观展体验.因此,２０１４
年４月北大图书馆借鉴广受大学生青睐的“图片模

仿秀”形式,策划了“书读花间人博雅———２０１３年好

书榜精选书目/摄影展”(以下简称“书目/摄影展”),
在推荐３０本好书的同时对应展出３０幅模仿西洋读

书图的摄影作品.这些照片以“阅读的少女”为主

题,通过优雅的读书场景传递“书读花间人博雅,腹
有诗书气自华”的阅读理念,一开展就吸引了众多读

者驻足观看.２０１５年４月,北大图书馆推出“‘知书

知脸也知心’阅读摄影展”,引入欧美新兴的一

种宣传图书的活动———书脸,通过“人书嫁接”的摄

影方式,营造妙趣横生的视觉效果.该活动也以其

新颖的形式,获得了读者的极大关注.
再比如,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完善、

内容全面,但也存在用户学习兴趣不足等问题.而

游戏对于用户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如果将图书

馆的资源与服务、信息检索利用等知识分解到“好
玩”“有趣”的游戏环节中,寓教于乐,就能巧妙地宣

传图书馆,使用户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知识技能.

２０１３年,北大图书馆与IEEE北京大学学生分会、信
息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会联合举办了“密室逃生”活
动,将时下流行的密室解谜游戏搬到图书馆,在剧情

和谜题中自然地嵌入图书馆的有关知识,让参赛者

在闯关解谜的过程中更加了解图书馆.该活动以悬

疑精彩的剧情、极富挑战的谜题吸引了广大师生的

目光,两天时间内共有７００多名来自不同院系的同

学报名参与.

１．３　强调品牌化运作,打造精品活动

在宣传推广中,品牌是树立形象、实现长期可持

续宣传的重要方面,因此要树立品牌意识,打造个性

鲜明、辨识度高的图书馆品牌,“北大读书讲座”即为

北大图书馆的一项很有特色的品牌活动.
北大读书讲座定位为知名学者与青年学生分享

阅读经历和人生智慧的校园人文素养活动,邀请各

个领域颇具声望、有影响力的名师大家,围绕某种或

某类图书,畅谈读书体会和创作心得,交流治学经验

和人生感悟.以“书、阅读”为中心的主题定位,使得

北大读书讲座在开办之初就与学校里的其他讲座区

分开来,拥有较高的品牌辨识度.从２０１２年世界读

书日举办第一场讲座算起,北大读书讲座已走过四

年多的时间,逐渐从名不见经传发展到拥有大量“粉
丝”,成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品牌活动.据粗略统

计:截至２０１６年４月,北大读书讲座共举办３２场,
参与总人数为７６８０人,平均每场听众为２４０人.从

讲座的视频点播次数来看,除了三场讲座的主讲人

未授权视频公开之外,剩余２９场讲座的校内在线点

播总次数为３４４９次,平均每场点播１１９次.
北大读书讲座以其鲜明的主题定位、丰富的讲

座内容,已成为北大一个颇具分量的系列讲座品牌,
有力塑造了图书馆积淀深厚的文化形象.

１．４　抓住重要节点,开展针对性宣传

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

“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

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１].对高校图书馆而

言,新生入学、毕业季、世界读书日、馆庆等特殊节点

都是开展针对性密集宣传的绝佳时机.
北大图书馆的具体做法有:(１)每年九月初,图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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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通过新生入馆培训、迎新墙、新生推荐书展、电
影展映等活动,帮助新生认识图书馆.(２)六、七月

份的毕业季,开展毕业墙留言、发放纪念书签与借阅

历史卡、照片征集等多彩的活动,送上图书馆的祝

福.(３)“４２３”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更是北大图书

馆宣传推广的重头戏,从２０１２年起,每年图书馆都

会组织一系列有创意的主题活动,如:２０１２年４月

至５月,举行了主题为“读书读出好心情”的推荐图

书展览、主题图书讲座、网上图书展览、图书漂流、
“学科咨询日”等一系列活动.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６月,
以“人间四月读书天”为主题,将年度“未名读者之

星”颁奖典礼、“阅读与精神生活”讲座作为读书日活

动的重头戏,并在此期间穿插举办“好书中的好书”
推荐书目展、经典电影展映、图书漂流等.２０１４年４
月至５月,以“书读花间人博雅”为主题,组织了北大

读书讲座、年度未名读者之星评奖、推荐书目/阅读

摄影展、“书籍之美”视频节目展映、换书大集/图书

漂流、“别让手机控了你”等活动.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５
月,以“读书最宜燕园春”为主题,开展北大读书讲

座、“２０１４好书榜精选书目暨“知书知脸也知

心”阅读摄影展、“脱机自习日”、未名读者之星评奖

等活动.经过几年的发展,北大图书馆的“世界读书

日”系列活动已成为北大校园文化中的一个特色活

动,拥有较高的知名度.(４)２０１２年北大图书馆１１０
周年馆庆期间①,开展“图书馆的瞬间与永恒”有奖

征文,并拍摄了纪念微电影«天堂图书馆».该微电

影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４日首发,首月点击率即突破２０
万次.(５)从２０１５年起,每年图书馆都在年初推出

“年度数据秀”的展板版与电子版,以生动活泼的图

文风格盘点上一年的图书馆工作,发布与读者密切

相关的数据,增强读者对于图书馆的关注、了解.
此外,针对大学生较为关心时事的特点,馆员应

对社会上、校园里的新闻头条、热点事件保持敏感

度,适当地切合社会热点开展宣传推广活动.比如,
北大图书馆在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马
上在当期的读者报上刊登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的推荐专辑;在泰戈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１００周年

之际,图书馆与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

学印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研究生会等联合举办“泰
戈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１００周年纪念日图文展”,展
出有关泰戈尔的馆藏图书与影视作品等[２].

１．５　整合宣传渠道,进行差异化传播

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新工具、新平台层出不

穷,图书馆在进行宣传推广时,应思考如何整合包括

传统渠道在内的多种资源,以获得全新的推广效果.
一方面,诸如展板、海报、传单、实体展览等线下的宣

传方式富有冲击力、体验感强,但受众相对较少;另
一方面,时下流行的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具有传播迅

速广泛、互动性强等优势,图书馆有必要与时俱进,
努力对接用户的信息接收渠道,在社会化媒体中增

加能见度.
北大图书馆在宣传推广中,注重运用多种媒体

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在多平台上进行

多落点、多形态的传播[３].比如,图书馆每次举办推

荐书目展等活动时,除了通过海报、宣传折页等方式

进行宣传,还会在北大新闻网、未名 BBS、图书馆主

页、官方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发布活动预告,并通过

微博等与网友交流互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

体化宣传,扩大活动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值得指

出的是,每个平台的特性各异,北大图书馆在宣传推

广时会据此选择不同的发布内容,进行差异化宣传.
比如,利用报纸、杂志、北大新闻网等传统媒体刊发

活动的新闻报道,采用比较正式、专业的行文风格;
而在官方微博、微信上发布活动消息时,文案较为活

泼,适当采用网络热词,以贴近青年学生,而且会实

时报道活动的进展、花絮等,并积极与网友互动.

１．６　鼓励用户参与,寻求多方合作、支持

用户参与是图书馆构筑良好用户关系的重要方

法和途径,是充分利用用户知识和挖掘用户价值的

基石[４],对于图书馆宣传推广的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此外,馆外力量的支持也能为宣传推广的长期发展

注入更多活力.因此,北大图书馆在宣传推广工作

中,积极创造机会让用户参与,也努力寻求与馆外其

他机构的合作.
一是与校内学生及社团合作.比如,图书馆举

办的两次阅读摄影展都是邀请北大摄影学会的成员

担当摄影师,他们的才华和创作激情为活动增色不

少;北大读书讲座吸纳了北大国学社、耕读社、图书

馆之友等学生社团的成员作为志愿者,参与讲座的

组织;“脱机自习”、“别让手机控了你”均是与北京大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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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２０１３年新发现的史料证明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于１８９８
年,所以２０１２年其实是建馆１１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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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青年网络发展协会合办;«天堂图书馆»是图书馆

与北大艺术学院的学生团队合作策划和拍摄;“密室

逃脱”也是与IEEE北京大学学生分会、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研究生会合作举办,同学们的奇思妙想使得

活动异常精彩.二是与校内外相关机构合作,比如

部分北大读书讲座会邀请北大新闻网的记者到场记

录、写稿;与腾讯文化合办周国平、周氏兄弟的讲座

“当代艺术和感觉主义———艺术与哲学的跨界对

话”,等等.这些合作丰富了北大图书馆宣传推广活

动的创意,扩大了其辐射面与影响力.

２　北大图书馆宣传推广的效果与经验总结

２．１　效果评估

从２０１１年底正式成立至今,北大图书馆的宣传

推广小组已连续举办五次“４２３世界读书日活

动”,累计举办推荐书展１０余场,读书讲座３２场(据
统计,参与总人数为７６８０人).截至２０１６年４月６
日,图书馆官方微博、微信、人人网主页这三大自媒

体共有粉丝５９５６９人,其人气和影响力还在不断上

升.此外,宣传推广小组还组织了 “密室逃生”、“脱
机自习”、“信息检索达人大赛”、“‘行读燕园’摄影大

赛”、“‘你心中的北大图书馆’设计创意大赛”、“年度

数据秀”等活动,获得了诸多用户的关注和认可.
为了解宣传推广活动的实际效果,北大图书馆

在每次活动结束后都会及时检视宣传实施的过程、
收益和效果.尽管对于图书馆理念等方面的宣传是

一个长期的“润物细无声”的过程,短期内无法量化

其影响,我们仍可针对部分具体活动开展效果评估.
比如,在每次推荐书目展后,北大图书馆都会对比展

览前后图书的借阅数据.图１是针对“‘知书知脸

也知心’阅读摄影展”中重点推荐的１１种书所做

的统计,其中带波点的柱体代表这种书自入馆到展

览前平均每两个月的借阅量,实心柱体代表该书在

展览的两个月期间的借阅量,可以看到,大部分书在

展期中的借阅量都有所提升.这说明本次活动有效

地推动了读者的借阅行为.

２．２　经验与启示

(１)确立宣传推广理念:宣传推广首先是一种理

念,其次才是方法和手段.宣传推广的理念贯穿于

工作的全过程并起着指导作用,直接影响宣传推广

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北大图书馆的宣传推广理念

为:①“用户导向”,即以用户为中心开展宣传推广工

图１　“‘知书知脸也知心’阅读摄影展”

中１１种重点推荐书的借阅册次对比图

作,通过各种活动满足用户的现有需求,并适时引

导、刺激新的用户需求;挖掘用户价值,鼓励用户参

与.②“全员宣传”,即强调宣传推广不是某一个小

组、某一些馆员的任务,每位馆员都是图书馆宣传体

系的一部分.全体馆员都应不断提升工作能力、改
善服务态度,为图书馆塑造良好形象贡献一份正

能量.
(２)制定宣传推广策略:搞好宣传推广活动需要

讲究策略,北大图书馆主要的宣传策略有:①重视读

者需求,结合其特点与兴趣点开展有创意、有特色的

活动.②加强品牌建设,培育若干辨识度高的精品

活动.③借助热点事件、重要时间节点的东风,适时

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推广活动.④充分利用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的各自优势,构建全媒体宣传网络.⑤
邀请用户参与,与用户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宣传推

广注入更多活力.

３　高校图书馆宣传推广体系的构建

宣传推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传播行为.根据

传播学的理论,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有传播者、受传

者、讯息、媒介、反馈[５];借鉴上述理论,并结合宣传

推广实践,北大图书馆构建了包括宣传者、宣传对

象、宣传内容、宣传渠道、宣传策略、评价机制等要素

相互作用的高校图书馆宣传推广体系.

３．１　宣传者

为了能够系统规划、持续开展图书馆的宣传推

广工作,需要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工作团队,负责图

书馆的整体形象设计、活动策划与组织实施,并制定

相应的工作制度、规范.
从个体层面而言,每位馆员的言行举止、服务态

度、工作能力等均代表了图书馆的形象,因此从某种

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图书馆的宣传者.图书馆有必

要将宣传推广的理念传达给每一位馆员,使其贯彻

到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高质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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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服务践行宣传推广.

３．２　宣传对象

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宣传推广的主要对象为

在校读者.为了达到较好的效果,宣传推广应按照

不同维度(如教师或学生、新生与老生、低年级学生

与高年级学生)对用户进行细分,并通过问卷调查、
访问和访谈、活动调研等方式了解不同用户群体的

特点、需求,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推广.

３．３　宣传内容

一般来说,图书馆宣传推广包括职能宣传、资源

宣传、服务宣传、活动宣传、品牌宣传、公益宣传等六

个方面[６].无论是针对哪个范畴的宣传,都必须重

视内容建设.因为优质的内容是宣传推广的关键,
只有好的内容才有助于塑造图书馆良好的社会形

象,并引起目标用户的兴趣,进而予以分享和传播,
使用户成为图书馆宣传推广的一部分.

３．４　宣传渠道

如上所述,全媒体时代的宣传推广渠道非常丰

富,有横幅、海报、宣传册、传单、广播电视等传统方

式,也有微博、微信等线上宣传平台.这些渠道各有

优势,要达到最佳宣传效果,就需要根据宣传对象和

内容的特点,在综合考虑宣传场合、时机等环境因素

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渠道.

３．５　宣传策略

宣传策略是开展宣传推广工作的指南,包括如

何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如开展环境分析、确定目标

受众、明确宣传主题)、选择宣传时机、制定活动方

案、明确人员分工、整合不同宣传渠道等,应根据馆

情、用户特点等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以期达到宣传

效果的最大化.

３．６　评价机制

宣传推广活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读者的关注

度和满意度如何,都是图书馆需要关注的问题.应

设计一套合理的评价指标,通过问卷调查、读者访

问、数据统计等方式,评估活动的实际效果,找出哪

些活动的反响较好,可继续坚持,哪些活动应改进甚

至取消;并总结活动的经验教训,形成评估报告,为
以后的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综上所述,在高校图书馆宣传推广体系中,宣传

者作为开展宣传推广工作的主体,根据特定的宣传

目标确定宣传内容、定位宣传对象,制定相应的活动

策略,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展开宣传,并在活动结束后

进行效果评价,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为下一次

的宣传推广做准备.

４　高校图书馆宣传推广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宣传推广工作对于图书馆的积极意义已无须赘

述,而图书馆形象的塑造并非几次活动就能达成,因
此宣传推广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

(１)明确战略定位与规划:宣传推广应作为图书

馆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深入到图书馆的全面管理与

运营中,而不是小范围、零碎的一两次活动.为了长

远地、彻底地开展这项工作,一份战略计划是必不可

少的.国外许多高校图书馆在宣传推广方面都有详

细、系统的战略计划,比如美利坚大学图书馆将宣传

推广规划纳入到图书馆的整体战略规划中,包括环

境扫描、图书馆使命描述、目标用户选择、营销目标

设定、营销活动方案、评估等.此外,还会针对某一

特定的营销活动制定详细可操作的计划,包括策略、
步骤等内容[７].

(２)践行“全员宣传推广”理念:应认识到每位馆

员都是图书馆的形象代言人、宣传推广的一分子.
可通过宣讲、培训、激励等多种方式,帮助馆员们建

立宣传推广意识,学习营销、传播等领域的知识与技

能,改善自身的言谈举止、工作能力、服务质量.
(３)关注读者需求:在不断创新形式、提升宣传

推广效果的同时,高度重视读者需求的变化趋势,有
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改进图书馆的资源建

设和读者服务工作.
(４)培养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借鉴各国图书馆

充满创意的宣传推广案例,并保持对于技术环境和

读者需求的敏感性,以创新精神不断开拓宣传推广

工作的思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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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暨研讨会”在辽宁大学成功举办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６－１７日,“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暨研讨会”在辽宁大学举行.辽宁

大学党委副书记郭长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读者服务创新与推广工作

组组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出席会议并致辞.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读者服务创

新与推广工作组副组长、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顾萍,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图

书馆副馆长宋姬芳以及全国１２０所高校的图书馆馆长、书记、馆员和３０个参赛单位的决赛选手共３００人参

加会议.开幕式由辽宁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宁宁主持.
郭长义副书记向各位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辽宁大学的建设发展给予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对此次大

赛和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本次大赛和研讨会,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以“阅读推广,推
动文化传承创新”为主题,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战略部署和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举措.相信通过此次活动,必将极大地推动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理论研究和

实践创新,进而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届大赛分初赛、决赛两阶段.全国共有１１８所高校图书馆参加初赛,有３０所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案例进入决赛.决赛中,参赛队充分展示了各高校图书馆独具特色的工作成果.最终评审出一等奖５项、二
等奖１０项、三等奖１５项.辽宁大学图书馆、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参赛案例喜获一等奖.

在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及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的３位专家分别

以“让图书馆成为大学的精神家园———清华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创新服务实践”、“热情读者的培养与校园阅

读推广创意策划”及“阅读文化空间的设计与实践”为题作了主题报告,并同与会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本届大赛暨研讨会由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读者服务创新与推广工作组、中国高等教育

文献保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辽宁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辽宁大学图书

馆联合承办.(来源于辽宁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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