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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流派及其分析∗

□王丹　范并思

　　摘要　在倡导“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阅读推广成为近年来图书馆界的一大研究热点.但

是阅读推广的基础理论研究十分薄弱,基本概念尚未统一.根据学者们提出的阅读推广概念,作

者梳理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的流派,将其划分为４个大类、８个流派:使命类(使命说)、实践类(活

动说、工作说、服务说、实践说)、休闲类(休闲说)和学科类(“阅读学”说、“传播学”说),并对每个

流派的性质作分析,以促进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阅读推广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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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公民的学习能力和信息素养越发受到重视,“全民阅

读”已经成为信息社会的共识.在此背景下,各个图

书馆都在积极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回顾过去二十多

年的图书馆事业,除了信息技术给图书馆服务带来

的变化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

的主流服务,阅读推广的发展带来新的理论问题,对
于阅读推广的研究正在形成新的图书馆学理论领

域[１].近年来,关于阅读推广的探索已经成为图书

馆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以中国知网为信息源,选用“阅读”、“推广”为主

题词,通过逻辑与组配,对图书情报领域阅读推广的

研究文献进行检索.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６日,共
检 索 到 相 关 文 献 ２５７４ 篇,将 文 献 数 据 导 入

CiteSpaceⅢ软件,对关键词作词频统计,结果如表１
所示.

表１　阅读推广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阅读推广 １０９５

２ 图书馆 ４２７

３ 高校图书馆 ３８７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４ 公共图书馆 ３５６

５ 全民阅读 ２２２

６ 阅读 １０５

７ 经典阅读 ６７

８ 大学生 ６０

９ 少儿阅读 ６０

１０ 阅读推广活动 ４４

１１ 推广 ４２

１２ 阅读服务 ３８

１３ 读者服务 ３８

１４ 数字阅读 ３４

１５ 策略 ３４

１６ 青少年 ３２

１７ 阅读指导 ３１

１８ 阅读活动 ３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阅读推广是频次最高的关键

词.从大学生、少儿阅读这两个高频词可以看出,目
前阅读推广的主要研究对象为这两个群体.从阅读

推广活动、阅读服务、读者服务、阅读指导、阅读活动

等高频词可以看出,该领域十分重视实践研究,这对

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不难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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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阅读推广这一发展迅速、倍受关注的新兴领

域,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关于阅读推广的概念、价值、
目标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阅读推广是

一个应用性领域,但与其他应用领域一样,阅读推广

领域存在许多基础理论问题,这类问题包括阅读推

广“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以及阅读推广服务的

目标和方向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奠定阅读推

广理论自觉的基础[２].而在理论研究范畴中,阅读

推广概念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概念是思维的基

本单位,是认识的起点,是建构人类社会的基础,如
果没有概念,与人交流、学习、思考将会变得不可

能[３].对阅读推广的概念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阅

读推广的基本属性、本质特征,有助于帮助图书馆人

对阅读推广进行正确的定位.
目前,有不少学者都根据丰富的理论知识或实

践经验,客观地描述了阅读推广的概念,形成了不同

的流派.流派形成是学科繁荣的标志,也是学科走

向成熟的标志.梳理流派有助于学科向纵深发展,
推动实践的前行.我们尝试梳理阅读推广领域基础

理论的流派,并对不同流派的性质作分析,以促进阅

读推广基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阅读推广实践提

供理论支持.

２　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的流派分析

２．１　使命类———使命说

使命说的代表人物是曾任深圳图书馆馆长的吴

晞.他在«任务、使命与方向: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

作»一文中,从宏观角度出发,指出阅读推广是图书

馆的根本性任务,是图书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
图书馆行业生存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４].吴晞馆

长将阅读推广上升到图书馆使命的高度,是具有充

分的理论依据的.２００３年,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

部发布报告———«未来的框架»,作为政府指导图书

馆事业的重要政策指南文件,该报告提出“阅读是所

有文化和社会活动的首要任务”,并将“阅读推广和

促进非正式学习”作为三个新的图书馆现代使命的

首要使命[５].«公共图书馆宣言»将开展阅读活动列

为重要使命之一,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核心”:以下

重要使命与信息、读写能力、教育和文化相关,是公

共图书馆服务的核心:支持和参与针对不同年

龄层展开的读写能力培养和计划,必要时主动发起

此类活动[６].２０１１年,国际图联素养与阅读专业委

员会发布«在图书馆中用研究来促进素养与阅读:图
书馆员指南»,这是该委员会发布的唯一指南.指南

指出,国际图联坚信图书馆在促进识字和阅读中占

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这是他们的使命之一.
同时这也是所有类型图书馆的使命,无论是学院图

书馆、公共图书馆,还是专业图书馆、科研图书馆、大
学图书馆甚至国家图书馆[７].

在阅读推广实践领域,越来越多图书馆开始将

阅读推广作为使命纳入战略规划.艾迪生公共图书

馆在战略规划中称自己的使命是培养对阅读的热

爱,推动终身学习[８].广州图书馆将“促进各年龄群

体培养和保持阅读习惯,营造良好的社会阅读氛围,
使阅读成为公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自

己的使命,纳入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发展规划[９].
在当代社会,公共图书馆的扫盲、信息素养教育

与培养阅读兴趣的使命都具有比较强的感召力[１０].
使命说将阅读推广定位为图书馆的使命、根本任务,
将其作为图书馆核心价值的体现,有助于各图书馆

将阅读推广纳入行业宣言或战略、政策类文件,形成

管理自觉,在图书馆管理中对阅读推广进行顶层设

计,在服务方向的把握、服务项目的策划、服务资源

的组 织 等 一 系 列 问 题 上 进 行 统 筹 规 划 和 总 体

部署[１１].

２．２　实践类

２．２．１　活动说

活动说的代表人物有张怀涛、王余光、王波等几

位学者.在阅读推广实践领域,往往以丰富多彩的

活动的形式推广阅读,比如:知识竞赛、真人图书馆、
读书会、亲子阅读、朗诵等,阅读推广最鲜明的特征

就是活动化.因此,图书馆学界不少学者都认为阅

读推广顾名思义就是指阅读推广活动,目的在于促

进全民阅读.在此基础上,王余光、王波更重视活动

的质量,认为这一活动是有规划的,需要精心策划.
活动说起源于国外,国外不少研究中都出现活动说.
例如在美国图书馆协会发布的媒体专家评估系统术

语词汇表中,对“阅读推广”这一专业术语的描述是:
阅读推广,鼓励独立自主选择学习或休闲的任何项

目或活动[１２].

２０１２年,李国新、于群共同编纂的«公共图书馆

业务培训指导纲要»中,出现了活动说,“阅读推广是

指图书馆通过开展各种阅读活动,向广大市民传播

阅读知 识,培 养 市 民 的 阅 读 兴 趣,促 进 全 民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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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１３].

２０１５年,张怀涛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总结１０
余位学者提出的阅读推广概念的基础上,给“阅读推

广”下定义:阅读推广顾名思义就是推广阅读;简言

之就是社会组织或个人为促进人们阅读而开展的相

关活动,也就是将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阅读活动推

而广之;详言之就是社会组织或个人,为促进阅读这

一人类独有的活动,采用相应的途径和方式,扩展阅

读的作用范围,增强阅读的影响力度,使人们更有意

愿、更有条件参与阅读的文化活动和事业[１４].同

时,他还从阅读推广活动的视角出发,提出了阅读推

广实施的６个步骤:明确主旨、创造条件、周密运筹、
协作推进、打造品牌、提升自己.

王余光与课题组成员经过４年的调研与研究,
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设学习型社会与图书

馆的社会服务研究”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公共图书馆

阅读推广的概念:由公共图书馆独立或者参与发起

组织的,普遍的面对读者大众的,以扩大阅读普及

度、改善阅读环境、提高读者阅读数量和质量等为目

的的,有规划有策略的社会活动[１５].可以看出,阅
读推广作为一种活动,其规划与策略的重要性正渐

渐受到重视.阅读推广的开展并不是随意的、即兴

的,其对图书馆的场地、设施、资金和人力资源等都

有较高的要求,因此需要进行统筹策划和总体部署,
这也是王余光与前两位学者观点的不同之处.

活动说的最新研究成果即王波在«阅读推广、图
书馆阅读推广的定义———兼论如何认识和学习图书

馆时尚阅读推广案例»中提出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概

念:图书馆阅读推广是指图书馆通过精心创意、策
划,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海量馆藏引导到小范围的有

吸引力的馆藏,以提高馆藏的流通量和利用率的活

动.王波认为,图书馆人可以通过这三点判断图书

馆阅读推广的边界,同时,他还指出这个定义规定了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关键要素是“创意”“策划”,所有

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都有一定的创新性[１６].
活动说涵盖了阅读推广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前

期策划、准备工作、协作推进、后期评估等.然而阅

读推广并不完全是“活动”.阅读推广实践领域最早

的形式是推荐书目,这是一种静态的服务,并非动态

的活动.推荐书目属于阅读推广的范畴,至今仍是

许多图书馆日常推广阅读的一种方式.刘勇和郭爱

枝以浙江农林大学图书馆为例,介绍了该馆开展的

图书漂流、知识竞赛、编制推荐书目等阅读推广实

践,他们认为,推荐书目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重要方

式之一,在引导大学生阅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７].
活动说将阅读推广定位于活动,而活动的“动态性”
局限了阅读推广的范围,无法将静态服务涵盖在内.
同时,活动说不利于从宏观的角度对阅读推广进行

研究,容易导致阅读推广实践领域的服务碎片化.

２．２．２　工作说

工作说的代表人物是万行明和王辛培,这两位

都是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学者.２０１１年,万行明根

据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阅读推广———助推图书馆腾

飞的另一支翅膀»中首次较全面地提出阅读推广的

概念:阅读推广即推广阅读,就是图书馆及社会相关

方面为培养读者阅读习惯,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提升

读者阅读水平,并进而促进全民阅读所从事的一切

工作的总称[１８].这一概念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苏
海燕、周佳贵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均引用了该概念.

２０１３年,王辛培指出,阅读推广是图书馆、出版

机构、媒体、网络、政府及相关部门等为培养读者阅

读习惯、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提升读者阅读水平、促
进全民阅读所开展的有关活动和工作[１９].

显然,工作说不仅涵盖了阅读推广的动态活动,
也涵盖了包括推荐书目在内的静态服务,比活动说

更加全面地描述了阅读推广的概念.从工作的角度

描述阅读推广的概念,有利于增强图书馆人的阅读

推广意识,将阅读推广视为日常工作积极推进,在阅

读推广工作中发扬职业精神,使阅读推广活动规范

化、制度化.

２．２．３　服务说

服务说的代表人物是范并思.他曾多次强调,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服务的一种形式,研究图书馆阅

读推广,首先需要将其当作一种图书馆服务[２０].他

在«阅读推广的理论自觉»中指出,阅读推广是近年

兴起的新型图书馆服务,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图书馆

的一种主流服务[２１].
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是图书馆界对于自己的责任

或使命的一种系统的说明,以规范、简洁的语言表达

图书馆人的职业信念[２２].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的

一种服务,必然要符合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国际图

联发表的«IFLA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战略计划»阐述了国

际图联的核心价值,“认可信息、思想、作品获取自由

的原则,以及«人权宣言»第１９条关于言论自由的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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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类、社团、组织出于社会、教育、文化、民主、经
济等方面的目的和需求需要广泛和公平地获取信

息、思想和作品的信仰”[２３].美国图书馆协会公布

的１１个图书馆核心价值中,包括了“获取”、“民主”、
“智识自由”[２４].但是,当智识自由和平等获取产生

冲突的时候,又该如何解决呢? 图书馆在开展阅读

推广活动时,尤其是针对特殊人群开展阅读推广活

动时,往往需要干涉读者的阅读行为,才能达到较好

的推广效果,而这一行为又与“智识自由”的核心价

值自相矛盾,这一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 对此,范并

思教授认为,阅读推广需要介入式服务,阅读推广服

务的重点对象是特殊人群,由于特殊人群无法正常

利用图书馆,如果图书馆员缺少深度介入的主动精

神,这一人群不可能像普通读者一样接受图书馆服

务,甚至可能完全被排斥在图书馆服务对象之外,因
此表面上看介入式服务可能违背中立原则,实际上

它正是对普遍均等服务的补充.范并思还认为,对
特殊人群提供特殊服务是公共图书馆服务走向成熟

的标准[２５].
虽然不少学者都默认阅读推广是一种服务,但

并没有从该角度出发对阅读推广下定义.服务说将

阅读推广定位于图书馆的一种服务,从而提出阅读

推广的服务形式、目标人群、价值基础,全面描述了

阅读推广的内涵.对于近现代图书馆,图书馆服务

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亦是图书馆立足于社会之

本[２６].服务说为图书馆人提供共享的、基本的理

念,有利于图书馆人在实践中共同遵循普遍开放、平
等服务、以人为本的图书馆服务原则[２７],共同遵循

图书馆核心价值观,以特殊人群为重点积极推进阅

读推广服务的展开,从而保证图书馆服务的公平性.

２．２．４　实践说

实践说的代表人物是谢蓉、刘炜和赵珊珊.这

三位学者在«试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的构建»一文

中提出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概念:图书馆阅读推广

是图书馆利用其信息资源、设备设施、专业团队和社

会关系等各种条件,鼓励各类人群成为图书馆的读

者,并培养其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或提升其信息

素养的各种实践.他们认为,图书馆服务的特点在

于其使命就是促进阅读,因此上述定义将“读者发

展”作为其明确而坚定的目标,将“信息素养”的培育

也作为阅读推广的重要目标,并且将图书馆所做的

各种“努力”都纳入阅读推广的范畴[２８].

实践说可以认为是对活动说、工作说和服务说

的一种有效综合,因为关于阅读推广的活动、工作以

及服务都属于阅读推广实践.实践说以更加开放、
包容的态度描述了阅读推广的概念,扩大了阅读推

广的外延,拓展了阅读推广的研究范畴,有利于把阅

读推广作为一项普遍的图书馆服务进行推行[２９].

２．３　休闲类———休闲说

休闲说的代表人物是于良芝.休闲说起源于西

方高校图书馆,祖哈(Zauha)指出,在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

间,阅读推广是美国高校图书馆员的重要职能之

一[３０].１９２７年,爱荷华大学图书馆的管理者指出:
“图书馆建议学生每周都花一部分时间去阅读与日

常学习和工作无关的书籍”[３１].爱荷华大学图书馆

在图书馆、宿舍以及校园里人流量多的地方(例如学

生会)都设立了休闲阅览室,阅览室里存放的书籍一

般都是能使学生产生兴趣或具有励志作用的当下流

行图书[３２].爱荷华大学图书馆并不是当时唯一推

广休闲阅读的高校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宣传»一书

中介绍了许多高校图书馆设立休闲阅览室的案例,
包括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

书馆以及史密斯学院图书馆等[３３].这些都对当时

美国的阅读推广产生极大影响.从那以后,美国图

书馆界对专业阅读的重视有所下降,反之越发重视

休闲阅读的推广.在１９３０－１９４０年间,许多学者都

开始研究大学生应在休闲阅读上花费多少时间为

宜,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３４].至今,休闲

阅读在美国高校图书馆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可以看出,休闲说在西方高校图书馆中表现较

普遍,这对我国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于良芝在«图
书馆阅读推广———循证图书馆学(EBL)的典型领

域»一文中指出,根据图书馆界从事阅读推广的经

验,图书馆阅读推广主要指以培养一般阅读习惯或

特定阅读兴趣为目标而开展的图书宣传推介或读者

活动.于良芝认为“培养阅读习惯或兴趣”这一目标

决定阅读推广试图影响的通常是休闲阅读行为,即
与工作或学习任务无关的阅读行为,这是因为,与工

作或学习任务相关的阅读,其目标是解决工作或学

习中的问题,它既然主要受任务驱动,便不易受阅读

推广的影响[３５].
显然,休闲说并没有将专业阅读的推广活动纳

入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范畴,而这与近年来高校图书

馆开展的以教学、科研、文化等为主题的阅读推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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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悖.虽然在西方图书馆界休闲阅读是阅读推广

的主流,但在我国休闲说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杨

莉、陈幼华和谢蓉认为,传统的阅读推广通常定位于

“休闲阅读”,而究其阅读能力而言是不分内容的,阅
读推广在专业领域也同样需要,她们强调高校图书

馆阅读推广走专业阅读推广之路是提升图书馆核心

价值的必然趋势[３６].王波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

的学术类书籍、教学类书籍的阅读推广活动为例,强
调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满足师生的教学、科研和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其主业,满足师生的休闲消遣只

是其副业,同样,大中型公共图书馆也有服务于地方

教学科研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使命,阅读推广仅

影响读者的休闲阅读行为也是远远不够的[３７].

２．４　学科类

２．４．１　“阅读学”说
“阅读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徐雁.他秉持“学习

之道,阅读之理,中外古今同一”的基本文化理念,将
阅读文化学与阅读推广相融合,结合阅读推广实践

活动,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民阅读推广”的三个内涵:
(１)对于社会群体来说,各行各业各阶层人员都应该

成为阅读推广的对象;(２)对于社会个体来说,阅读

将是一种人生全过程的阅读,要牢固树立“活到老,
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精神;(３)无论是公益性的图书

馆,还是商务性的书店,都应对所藏、所销读物进行

全品种的积极推广,努力使所有图书资源都被人们

消费[３８].徐雁与其友生们共同编纂的«全民阅读推

广手册»和«全民阅读参考读本»,其主旨理念就是为

当前面对以网络、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子阅读设备

为载体的新阅读时潮或迷恋、或困惑、或焦虑不已的

读者,提供知性的读本和理性的指南,两书都集纳了

最为新颖、实用、权威的古今阅读学和中外阅读推广

的信息,重视纸本经典图书,重视儿童导读和面向未

来阅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３９].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阅读受到强烈冲击,

正面临十分关键的转型期,而阅读推广的发展给了

传统阅读一个重要的转型契机.一直以来,中国阅

读学研究会在全国各地积极举办读书活动,促进全

民阅读.阅读学侧重于研究人的阅读行为与阅读过

程,在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中,新书推荐、读书会等

活动的举办都需要阅读学理论的科学指导,读者的

阅读行为、阅读动机、阅读过程的研究等也都与阅读

学息息相关.

阅读推广是一个新兴领域,需要广泛汲取阅读

学、教育学、传播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先进理论,以
促进自身发展.专注于阅读学研究的曾祥芹认为,
“图书馆学”与“阅读学”是血脉相系的两个姊妹学

科,应该在全民阅读推广的社会大舞台上分工合作、
各擅胜场.他还认为,如果我国图书馆学界人士和

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善于汲取“汉文阅读学”的知识营

养,能够自觉地运用“科学阅读观”来指导社会大众

的阅读实践,同时阅读学界又能深入掌握“现代图书

馆学”的专门知识,在全民阅读推广的丰富实践中来

进一步发展“汉文阅读学”,那么中华民族阅读文化

的伟大复兴就一定大有希望[４０].

２．４．２　“传播学”说
“传播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谢蓉、刘开琼.２０１２

年,谢蓉开创性地提出:阅读推广活动从本质上可以

归结为一种传播活动,符合传播学的一般原理.她

还认为,根据传播学理论,任何阅读推广活动不外是

对推广主体、阅读者、阅读对象以及推广媒介等要素

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进行一定的设计、组合、组织和配

置的结果,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达成诸如“促
进知识分享、提升精神层次、获得有用信息以及愉悦

身心”等阅读目的[４１].

２０１３年,刘开琼将拉斯韦尔的五 W 传播模型

应用于阅读推广,指出阅读推广的五类要素:Who
(谁)、SayWhat(说了什么)、In WhichChannel(通
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以及 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出阅读推广的

概念:阅读推广是推广主体、阅读者、阅读对象以及

推广媒介等要素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设计、组合、组织

和配置的结果,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让阅读成

为人们实现知识分享、提升精神境界、获得有用信息

以及愉悦身心的一种渠道.阅读推广主体是阅读推

广活动的组织者;阅读者要解决“向谁推广阅读”的
问题;阅读对象主要是指阅读的客体,解决的是“推
广什么”的问题;推广媒介即推广手段,指采取什么

手段向阅读者推广阅读资料[４２].
姜利华认为,拉斯韦尔的五 W 模式有其局限

性,没有相应的反馈渠道和机制,没有揭示传播的双

向和互动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模型必须具备反馈

的渠道,只有及时收集和处理反馈信息,才能更进一

步地推动阅读推广活动的有效开展,因此应该增加

反馈机制和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沟通,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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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地推动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构成一个循

环的过程[４３].
“传播学”说将传播学理论(特别是拉斯韦尔的

五 W 理论)应用于阅读推广这一新兴领域,将阅读

推广当作一种传播活动进行研究,得到了吴高[４４]、
张婷[４５]等多位学者的认同,对阅读推广的后续研究

产生较大影响.近年来,基于传播学理论对阅读推

广进行研究的论文不断增加.王琳根据英国、美国

的国家婴幼儿阅读推广项目,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
出基于拉斯韦尔５W 传播模式的婴幼儿阅读推广方

案,其内容包括以青少年阅读推广委员会为推广主

体,以阅读礼包为推广内容,以现场活动和网络媒介

为推广渠道,以０—３岁婴幼儿为推广对象,以期实

现我国所有婴幼儿出生即阅读、阅读无障碍的目

标[４６].李臻从我国残疾人阅读推广的现状入手,对
影响其发展的障碍进行分析,根据拉斯韦尔５W 理

论,构建我国残疾人阅读的推广模式[４７].
推广即推而广之,阅读推广就是将阅读推而广

之,使更多的人得以接触、获取.传播学是研究人类

传播行为以及传播过程中的规律的学科,传播学的

理论可以为阅读推广带来新鲜、实用的思维,比如如

何推广阅读、如何促进双向互动、推广效果研究、阅
读推广受众者研究等.传播学与营销学是密不可分

的两个学科,整合营销传播之父、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唐舒尔茨曾提出著名的命题:“营销即传播、传播

即营销”.从这个意义上讲,李超平提倡的与公共图

书馆宣传推广密切相关的图书馆营销理论也属于传

播学的范畴,值得“传播学”说借鉴.李超平认为,对
于公共图书馆而言,营销与宣传推广要达到的目标

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提高利用率,公共图书馆实施营

销首先要建立在对用户需求的调查之上,根据用户

需求设计营销“产品”,然后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营

销该“产品”,最后需要对营销效果进行评估.李超

平还指出,由于我国图书馆实践领域还没有真正接

受“营销”这一术语,许多公共图书馆宁愿设置“宣传

推广部”而不是“营销部”来实施事实上相当接近于

营销理念的种种方案与活动[４８].实际上,营销理论

在非营利性组织也同样适用,１９９７年国际图联成立

“管理与市场营销委员会”,２００１年起启动国际图联

营销奖,说明图书馆营销在国际图书馆界是一个广

泛使用的术语,我国图书馆人应真正接纳营销理论,
在阅读推广实践中积极引进营销学先进思想,用科

学的理念指导实践,将大大提升阅读推广的效果.

３　结语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多种理论共存是十分普遍

的现象.我们梳理了阅读推广领域基础理论的成

果,将其划分为以下４个大类、８个流派:使命类(使
命说)、实践类(活动说、工作说、服务说、实践说)、休
闲类(休闲说)和学科类(“阅读学”说、“传播学”说),
每个类别都有不同的性质.

(１)使命类.它从宏观角度出发,将阅读推广上

升到图书馆使命的高度,可以认为是其他类别的指

导理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阅读推广实践领域,
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将阅读推广这一使命纳入战略规

划,而使命说的提出有助于更多图书馆加入这一行

列,从而对阅读推广进行科学管理、顶层设计,避免

阅读推广服务的碎片化,以实现更佳的推广效果.
(２)实践类.阅读推广活动、为促进阅读推广所

做的一切工作、阅读推广服务都属于阅读推广实践,
因此这４个流派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必须遵守图书馆

的核心价值,这为图书馆人的阅读推广实践提供了

基本的、共享的理念,这一类型的研究成果能直接为

阅读推广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３)休闲类.它借鉴了西方图书馆界以休闲阅

读为主体的阅读推广,认为阅读推广试图影响的是

与工作或学习无关的阅读行为[４９].虽然休闲说在

我国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与我国各图书馆(尤其是

高校图书馆)近年来开展的专业阅读推广活动相悖,
但休闲阅读在西方高校图书馆的重要地位值得图书

馆人深思.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心理素质

逐渐下降的背景下,推广休闲阅读有助于激发大学

生的课外学习兴趣、缓解学业压力、提升心里素质,
是高校图书馆的职责所在.

(４)学科类.它将与阅读推广息息相关的学科

的先进理论应用于阅读推广领域,丰富了阅读推广

领域的基础理论.图书馆界是阅读推广研究的主

体,但并不是唯一,阅读推广倍受出版学、教育学、心
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这一新兴领域在未来的研

究中需要广泛汲取这些相关学科的先进理论,以丰

富其基础理论,促进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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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GenresofBasicTheoryintheFieldofReadingPromotion
WangDan　FanBingsi

Abstract:Inthebackgroundofnationwidereading,readingpromotionhasrecentlybecomeoneofthe
topresearchtopicsinthefieldoflibraryscience．ButthestudyonbasictheoryinthefieldofreadingproＧ
motionisveryweak,withthebasicconcepthasnotbeenagreedcommonly．Accordingtotheconceptof
readingpromotionraisedbyresearchespreviously,thepapertriestoreviewthebasictheoryinthefieldof
readingpromotion,dividesitinto４categoriesand８genres:vision(missiongenre)、practice(activitygenre、
workgenre、servicegenre、practicegenre)、leisure(leisuregenre)、subject(readingscience、spreadscience),
andanalyzesthesecategoriesandgenresbasedontheirattributes,inordertopromotedevelopmentofthe
basictheoryandtoprovidesupportforthepracticeinthefieldofreadingpromotion．

Keywords:ReadingPromotion;Concept;AnalysisonGenres

９２

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流派及其分析/王丹,范并思
AnalysisonGenresofBasicTheoryintheFieldofReadingPromotion/WangDan,FanBing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