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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吸引大学注意力视角的阅读推广探析

———以“书小白阅读养成记”为例

□杨鲜艳∗　戚红梅　施薇

　　摘要　大学校园的活动过剩,使学生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从开发大学生注意力的角度,归

纳出“洞察学生内在需求、依据需求策划活动、推广活动获得关注”这一适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

策略,并结合案例“书小白阅读养成记”,对此策略的运用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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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学生注意力成为阅读推广中的稀缺资源

注意力资源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理查德兰百姆

(R．A．Lanbam)提出的,他在１９９４发表的文章«注
意力的经济学»中提到:“未来经济将是眼球争夺战,
谁能吸引更多注意力,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效益和财

富”.自此,经济、管理、教育等领域开始关注注意

力,重视注意力.
国内图书馆界关于注意 力 的 研 究 最 早 见 于

２０００年,在«注意力资源与图书馆信息服务»一文

中,作者杨熔认为不被注意到的信息没有真正的价

值,图书馆的优质信息服务必须与读者的注意力资

源相关联[１];柯平在«从“注意力经济”看图书馆用户

需求»一文中提出,图书馆要通过挖掘和激发读者的

内在需求,形成读者对图书馆资源的注意力,引发其

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行为,才能做好信息服务[２];从卫

东、刘磊等从挖掘馆藏资源、提供个性化服务等方

面,就提高读者注意力作了相关论述和分析[３－７].这

些研究都集中于借助注意力资源,提高图书馆的基

本职能———信息服务.
与信息服务相比,阅读推广属于图书馆提供的

增值服务,并非在校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必需品,另一

方面,校园文化活动琳琅满目、各式各样,活动资源

极其丰富甚至过剩,在此双重挑战下,阅读推广活动

要想有声有色地开展,更需要赢得学生的关注、博取

学生的眼球.与图书馆拥有的其他资源相比,大学

生注意力成为阅读推广中的稀缺资源、首要资源.
遗憾的是目前较少将阅读推广与注意力相关联的文

献.笔者结合实际工作和案例,探析在阅读推广工

作中如何开发大学生的注意力资源,期望能够提高

阅读推广活动的质量和成效.

２　开发大学生注意力资源的策略分析

注意力属于个体的潜在意识倾向.当大学生由

于某种刺激而产生内在需求时,便形成获取有用信

息的动机,并驱使其进行有选择的认知,表现为对客

观事物的判断具有倾向性、选择性[８].将此理论演

绎在阅读推广中,可以判定,开发大学生的注意力资

源,需要关注三个要点:①洞察学生内在需求;②依

据需求策划活动;③推广活动获得关注.其中,学生

的内在需求是出发点和灵感源泉,活动是满足其需

求的核心载体,宣传推广是目标实现的高效途径,三
者结合,才能相得益彰,事半功倍.

２．１　洞察学生内在需求

千篇一律、毫无特色的活动很难激发学生的兴

趣.图书馆推出的活动要具备吸引力,前提是要求

馆员潜下心来,通过细心观察、访问调查以及分析借

阅数据等,明晰对象的需求.学生的特征不同,需求

自然不同[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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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观察角度,可将学生按照如下标准

分类:①阅读积累:读者成长历程不同,阅读积累有

多有少.对于具备良好阅读习惯和基础的学生,他
们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书友,能够各抒己见、思维碰

撞;对于想读书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坚持到底的这

一部分学生,他们则渴望有一个陪伴型、养成型、督
促型的读书组织.②到馆频次:经常到馆的学生,除
了文献需求外,最大的享受莫过于服务热情、环境宜

人、装饰雅致,他们心底需要图书馆成为一处港湾;
而对于置身馆外的读者,数字资源的丰富和便捷应

该是对图书馆的最大希冀.③钟意读物:每个学生

都有自己特别着迷的一类读物,或是经典文学、人物

传记、中外诗词,或是科普作品、悬疑推理、科幻星际

等.大学生期望能召唤志同道合的同龄人,所以任

何一类粉丝聚集起来,都是特别稳定的一个读者群

体.图书馆针对某一类别作品开展阅读推广,并以

作品的特点量身打造卓有成效的推广方式,则能强

烈吸引特定人群的眼球.除此以外,还可以根据读

者性别、年级层次、学科专业等对学生进行分类,挖
掘更多需求信息.

２．２　依据需求策划活动

阅读推广中以学生需求“激活”馆员的创新灵

感,策划直抵心底的阅读推广活动.创新和被重视

是获取注意力的有效途径[３].苹果前总裁乔布斯认

为“企业的目标是去创造那些用户需要但表达不出

来的需求”,阅读推广也一样,应根据读者的不同需

求,策划有针对性、有创意的方案,活动应该追求小

而精而不是大而全.活动过程中能实现读者被重

视、引发共鸣并满足其内在需求.
在２０１６年的“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

案例大赛”中,一等奖案例“冷技术,热服务———四川

大学图书馆微信创新实践”,以微信用户需求为开发

导向,在技术上开放创新,快速响应学生需求,原创

“摇一摇电子书”、“借阅信息提醒”、“毕业照片”等多

个功能模块,只为满足用户对官微的切实需求;同为

一等奖的案例“北京大学嵌入科研过程的研究数据

管理服务体系”,则是针对科研一族,推出了包括需

求与现状评估、数据共享和发布、宣推与培训、注册

与关联、工具服务等五个方面的数据管理服务体系,
满足了用户在科研过程中获取文献、数据的需求;而
获二等奖的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案例“助燃梦想、
绽放青春———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是针对在

校的双创一族开展的,通过专业双创培训、打造创客

空间等方式整合资源,全方位满足这个特定群体的

特定需求,同时将创新创业作为一个校级重点项目

持续研究[１０];在空间改造方面,各馆百花齐放、各有

千秋,比如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打造的“八角书斋”
是集展览、阅读、沙龙于一体的经典空间再造,成为

闲适舒心、放松心境的沉浸式阅读场所,满足了到馆

读者对图书馆的建筑环境要求[１１].
上述阅读推广案例中,无一不体现读者需求驱

动活动策划这一理念.阅读推广的活动形式千姿百

态、各式各样,具有无限的可拓展空间,不管以何种

形式开展,只要能满足特定读者的特定需求,活动就

具有一定的受众基础和开发潜力,有切实的支撑点

和落脚点,而非空中楼阁,徒有其表.

２．３　推广活动获得关注

宣传推广的目的是为了跨越信息隔阂,将精心

筹备的活动信息传递给读者.在现今校园文化活动

信息过剩的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图书馆为学生诚

心打造的活动,只有巧妙恰当地推广,才能精准、迅
速地传递给学生,吸引目标群体的注意力.

推广的方式灵活多变,可以结合具体活动内容,
有的放矢地利用各种媒介.例如东北师范大学的

“书随影行”活动,就是以电影展播为初始点,结合图

书、音乐、沙龙、讲座等营造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

阅读环境,而活动能取得热烈反响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借鉴了电影行业的“映前广告投放”商业模式,活
动前都推出引人入胜的微视频,得到目标爱好者的

关注[１２];北京大学的“书读花间人博雅”则是别出心

裁地借助３０幅西洋名画的已有魅力,以３０本经典

书籍为推广对象,让学生惟妙惟肖地还原了经典阅

读场景.此活动一经推出,就聚焦了业内目光,被成

功推广,还受益于其表现形式借鉴了近年如火如荼

的“真人模仿秀”形式[１３].因此,宣传推广阶段,馆
员需挖掘活动中鲜明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特点,并
对其进行重点营销推广,阅读推广活动才能赢得学

生的关注.

３　案例分析———书小白阅读养成记

３．１　案例简介

“书小白阅读养成记”(下文简称书小白,小白是

新手、初学者的意思)是由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原创

的养成类读书活动,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３日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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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专注于陪伴大学生养成阅读习惯,以做任务、赢
积分、升等级为基本思路,构建专有微信公众平台,
线上集提交作业、上墙展示、推荐作品、问答互动于

一体,线下配以沙龙、微讨论、观影等现场活动,只为

陪伴读者体验悦读瞬间.书小白开通半年来吸粉

９００多人,图文推送１７０余次,正逐渐被打造成一个

有归属感、有特色、超纯粹的读书平台.正如宣言所

示“我们,只引导渴望读书的你与一个美丽的习惯渐

行渐近”.

３．２　书小白的注意力策略

书小白推出后,能够在为数众多的校园活动中

脱颖而出,赢得学生关注,其主要原因是在筹备活动

时,较好地遵循了“洞察学生内在需求→依据需求策

划活动→推广活动获得关注”这一完整的注意力营

销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锐意进取,驱动活

动内涵不断完善发展.

３．２．１　锁定目标、明确需求

(１)扎根目标群体.书小白的目标人群非常明

确,就是活跃在校园里的那一批怀揣读书愿景,梦想

自己能侃侃而谈、下笔有神,而目前却由于种种原因

没能如愿的这一群体.与已经拥有良好阅读习惯的

学生相比,他们更需要被关注,而且他们数量庞大、
遍及校园,依此目标群体开展的活动,具有非常广泛

的群众基础.
(２)明确群体需求.小白们最迫切的需求是什

么? 不是阅读资源的伸手可取,也不是阅读环境的

宁静雅致,而是一种内心的牵引和支持.小白需要

关注,尤其是源自图书馆的关注,能激发他们读书的

心底愿景;小白需要引导,他们会迷茫、彷徨,读书容

易半途而废,有节奏地引领更容易坚持;小白需要陪

伴,一路阅读,一路收获,有同辈陪伴分享,有老师见

证成长,不急于求成,而是一段水到渠成的读书

旅行.

３．２．２　策划活动、特色鲜明

(１)设计养成路线.结合对象特征,设计小白成

长路线为“书小白→书小生→书小儒→百分大咖”,
小白们可以提交阅读瞬间图片、朗读音频、读书感

悟、沙龙发言,以赢取积分、获得晋升.在阅读习惯

养成期间,听、说、读、写不同侧重地体现在“书海撷

趣”“思考的孤岛”“智慧的火花”“星火燎原”四个成

长阶段,多样选择,多维训练.
(２)自主创建媒介.目前校园内师生使用率最

高的媒体平台非微信公众号莫属,因此,书小白选此

为媒介,并自主创建同名公众号.在这一专属读书

平台上,一方面小白们可随时随地提交作业,与馆员

问答互动,毫无障碍和难度,另一方面,平台每日推

送的图文皆出自小白们,包括经典书评、自撰美文、
推荐电影或音乐等.这里是小白们产生共鸣和思维

碰撞的自由舞台,这里有引导、有陪伴,也有督促和

鼓励.这些落实到每个人的互动和帮助,正是书小

白区别于市面上其他读书公众号的根本所在.
(３)引入理念契约.已有研究表明“理念型心理

契约”可以激励个体更好地履行自己的承诺[１４].鉴

于此,在学生有意加入书小白养成计划的那一刻起,
就与图书馆签订理念契约,并为其赋予唯一的小白

编号.事实表明,在这个体系内,编号已成为小白们

格外珍重的一种存在,也是最简洁直接的读书契约

提示.
(４)特色反馈体系.学习是个长期过程,需要经

年累月的积累,很多人无法坚持是因为没有及时收

到学习情况反馈.心理学家C．C．罗西与L．K亨利

通过实验得出“及时知道自己的学习成果对学习有

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且及时反馈比远时反馈效

果更好”[１５].在书小白中,个人提交的作业均会被

及时统计并予以赞赏和鼓励,且每周发布积分榜单,
在这个专属平台上,及时反馈得到非常有效的应用.

(５)拓宽内容维度.阅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纸

质书籍,能够提供知识、拓宽视野、提升素养的有声

读物、电影、音乐、沙龙等都可以作为一种学习内容.
因此,除了公众平台上的各种互动外,书小白还有线

下微讨论、观影、沙龙等补充形式,只为小白们能享

受多方位、立体化的读书氛围.
(６)保障运营人员.书小白作为一个引导读书

的组织,其长期有效的运营离不开志愿者的倾心奉

献.在读物选择和表达方式方面,学生更懂学生,且
他们的语言更具感染力,对读物的解读也能别具一

格、清新脱俗.目前,书小白有志愿者十余人,各有

所长、配合无间,有力地保障了日常运营.

３．２．３　全力推广、用户皆知

在宣传推广方面,书小白紧扣两个要点:
(１)小白在哪里,宣传就在哪里.小白们数量庞

大,遍及校园,因此,宣传出现在全校军训大会上、宿
舍宣传板上、餐厅广场前、LED 大屏里,只为多渠

道、全方位地将信息传递给需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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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品质,图发展.书小白的粉丝有一部分来自

熟人推荐,赢得用户的喜爱并得意广泛分享,与其兢兢

业业的服务读书的态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品质是最

靠谱的推广.不炫技、不张扬、赢口碑、谋远景.

３．３　书小白的实践解析

３．３．１　小白成长类别分析

图１是活动开展以来,参与阅读养成记的小白

成长的类别及其百分比.显然,在相同活动背景下,
小白成长与个体特性密切相关.对大多数小白来

说,倾向于有条不紊地以提交阅读瞬间图片或者音

频为主的长线阅读;而少数喜欢快速晋级、乐于体验

不同任务环节的小白则是通过优质书评、读书沙龙、
特约供稿等方式升级为小生、小儒甚至是百分大咖.
由此可见,活动的进阶途径多样化,更有利于保持用

户的注意力,避免单调重复.

图１　小白成长类别及其百分比

３．３．２　功能菜单应用分析

公众平台不仅可以推送图文消息,还可以设置

功能菜单,统计各菜单的应用情况,如表１.其中最

受小白欢迎的是与图书馆对接的“我的图书馆”,实
现查询、预约、委托等功能;其次是与活动相关的信

息获取、积分查询等.实践表明,嵌入具体的常用功

能是实现公众号增值、增强用户粘性的方法之一.
目前与图书馆相关的业务都集中于“我的图书馆”,
后续可以将使用频繁的子菜单,如查询、续借、预约

等,独立释放出来,简化步骤,优化用户体验;另外可

以增加好书推荐功能,将公众号“书单来了”“豆瓣读

书”等推荐的优秀读物整理展示,以解决小白存在的

选书困难症、闹书荒等问题.
表１　公众号功能菜单应用次数统计表

菜单名称 我的图书馆 小白攻略 活动概要 优选书单

应用次数 １３６３ ８０７ ６７０ ６５２

菜单名称 积分查询 我要上墙 导师征集 我要谏言

应用次数 ５３３ ２５４ ９１ ６５

３．３．３　活动成效分析评价

就小白们而言,这项活动打造了一个纯粹的陪

伴式读书平台,既引导陪伴、又督促鼓励.平台推送

图文１７０余次,皆为小白的自撰美文、推荐电影或音

乐等;收藏并展示经典书评９２篇;提交图片、音频

１６００多次;沙龙、观影２０多场.围绕公众号,图书

馆营造了专属小白的生态圈,而小白们也乐在其中.
就组织者而言,在常态化运营、品牌化经营的过

程中,深化服务理念的同时还能提高服务素质、推动

服务转型.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流通、技术、文献等

部门通力合作,组成阅读推广专项小组,使更多馆员

有机会深入读者群、倾听读者心声并设法满足其需

求,让图书馆的服务更接地气.

３．４　书小白的前景规划

新闻媒体的注意力资源具有短暂性、临时性,而
阅读推广活动的注意力资源是持续的、可贵的,一旦

失去,再次获取需要花费更多的心血.因此,书小白

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格外珍惜已经获取的用户注意

力,不断为小白们创造价值,具体可从如下着手:
(１)联合社团、协同创新.９月迎新季、１１月摄

影大赛等与学生社团合作的活动,能激发小白的活

跃度.因此,可与学生社团合作开展话剧、朗诵、书
法比赛等,丰富活动内涵.

(２)精心设计、导师征集.逐渐成长的小儒和大

咖,根据个人意向,可以申请导师征集.在这个体系

内,转换角色,由被引导变身为引导者,可以有力地

体现其自我成长价值.
(３)开发 APP、小白联盟.小白广泛存在于全

国各大学校,开发一款通用 APP,不仅能惠及更多

的书小白,还能联合业内精英,群策群力.用集体智

慧打造品牌联盟.

４　结语

大学生的注意力资源是阅读推广中不可忽视的

要素,也是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服务新的着力

点.笔者结合“书小白阅读养成记”活动,思考并归

纳出“洞察学生内在需求、依据需求策划活动、推广

活动获得关注”这一注意力营销策略,以期能为高校

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
在服务不断变革的时代,图书馆应紧跟大学生的需

求变化,针对特定群体,制定对应策略,把个人成长

需求与图书馆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阅读推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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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既要开发注意力资源,又要保持注意力资源,
用创新赢得读者关注,用品质增强用户粘性,提高活

动的成效和质量,让读者成为切实受益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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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ReadingPromotionfromPerspectiveofUndergraduatesAttention
—Taking“HelpShuXiaoBaiReading”asaCase

YangXianyan　QiHongmei　ShiWei

Abstract:TheoverＧabundanceofcampusactivitiesdivertedundergraduatesattentionawayfromthe
readingpromo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refocusingundergraduatesattention,amarketingstrategy
wasproposed,whichcomposedofapperceivingtherealdemandsofstudents,planningtheactivitiesbased
ontherequirementsandactivelypromotingtheactivities．TheHelpShuXiaoBaiReadwasintroducedasa
caseofimplementingthemarketing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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