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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阅读推广模式研究∗

□王彦力　刘芳兵　杨新涯

　　摘要　阅读推广近年来成为图书馆工作的热点.文章分析了北京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

等高校的图书馆的一些精彩的阅读推广案例,总结出以多媒体技术、新媒体平台、大数据推广理

念、游戏式推广、业务流程再造为支撑的五种基于信息技术的阅读推广模式,认为图书馆如果能

有机地将这些推广模式相结合,将大大提升阅读推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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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推广不仅在近年列入政府工作,也是图书

馆工作的热点,对于传承经典文化、弘扬阅读风尚、
提高阅读水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倡导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他认为书籍是人类传承文明的主要

载体,用闲暇时间来阅读是一种享受,也是拥有一种

财富,可以说终身受益,因此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

式,把它与工作方式相结合,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

力量,而且会增强社会的道德力量[１].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开始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图书馆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也提到“政府

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免费开展公益性讲座、培训、
展览等阅读推广活动”[２].

但是如何高效、有效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使之

实现全民阅读的目标,是图书馆一直以来关注的热

点[３],本研究在大量分析阅读推广案例的基础上,总
结了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阅读推广模式,希望借助

信息技术提高推广效率.

１　研究背景与信息环境分析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获取信息、利用

信息的环境也发生重要变化,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定

位图书馆、创新文献服务模式、塑造上进的公众形

象,是图书馆行业如何利用信息技术的重要课题和

当务之急,因此积极地将各种信息技术应用于阅读

推广,是各个图书馆普遍采用的策略,并已取得较明

显的成效.

１．１　实践和研究现状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

作指导委员会举办的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

案例大赛总决赛顺利举办,大赛收到来自全国１８０
多所高校图书馆的４５６个参赛案例,其中３８个案例

在决赛现场竞选,１１８个优秀案例参加了决赛现场

的海报展示[４].在这些案例中,笔者关注到,大多数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有效提高了读者关注度和推广

效率,如获得一等奖的６个项目中,四川大学图书馆

将时下最流行的微视频形式融入推广工作,创造了

“微拍电子书”这一富有创意的活动.北京大学图书

馆以３０本经典书籍为推广对象,推出了一幅幅还原

经典场景的阅读摄影模仿秀.武汉大学图书馆将经

典书籍与学生热爱的游戏相融合,设置不同风格的

闯关关卡,使读者在玩游戏的同时加强了对经典图

书的学习.
在应用信息技术于阅读推广这个问题的研究方

面,国外的研究较少,曼索•罗德里格斯(Manso－
Rodriguez)等通过对读者行为和相关信息技术工具

的分析,考察了西班牙一些公共图书馆和相关机构

所推出的阅读推广技术工具,指出网络环境下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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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俱乐部开展阅读推广的特点,这些活动充分利用

了博客、社交网络进行共享,应当在所有图书馆大力

推广[５].丽莎•马丁(LisaMartin)等讨论了如何使

用基于网页的游戏作为宣传工具,提出了适用于大

学图书馆的一种实用的、以价值为导向的方法,即开

发信息素养游戏并用于宣传推广[６].华晓琴(XiaoＧ
qinHua)等通过对中国“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进行

了调查,发现７４．３６％的图书馆利用视频方式宣传

和推广图书馆资源和服务,利用移动图书馆和微博

进行推广的也分别占６９．２３％和５８．９７％[７].
国内关于应用信息技术于阅读推广的研究有一

些成果.谢蓉提出阅读２．０的概念,认为是 Web２．０
理念与方法在社会阅读中的应用,图书馆要有效地

进行图书宣传,就应积极探索新的阅读推广方式,如
与读者互动、与豆瓣网双向互检的 OPAC２．０的运

用、海量信息的整合及一键搜索、众多 web２．０工具

的混搭,以及在区域图书馆范围内共享[８].谢蓉还

通过对社会化网络、电子阅览器借阅和移动图书馆

这三种典型阅读推广方式的探讨,提炼和总结数字

时代几种初露端倪的阅读推广模式[９].高灵溪对社

会化媒体在阅读推广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调查分

析,提出了不同类型及不同条件的图书馆在阅读推

广中利用社会化媒体的策略[１０].数字资源是阅读

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卜冰华通过对８４１所本科院

校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设、网络基础设施、阅读推广

活动开展等方面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高校图书馆

在数字资源的阅读推广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阅读

推广的优化措施[１１].
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应用于阅读推广是图书馆

近年来关注的热点.苑世芬提出图书馆开展新媒体

阅读推广的四个策略:利用新媒体完成阅读价值观

的转换、与传统阅读推广相结合、发挥传统文化的影

响力、发 挥 图 书 馆 对 时 代 热 点 问 题 的 阅 读 影 响

力[１２].郭文玲在对１０所图书馆的微博统计数据进

行分析后,提出图书馆微博应倡导明确的阅读推广

理念、建立一体化的阅读推广体系、设置条理化的阅

读推广话题、打造形象化的阅读活动直播平台、创建

有温度的阅读推荐平台、形成主流化的阅读热点引

导平台等建议[１３].韩怡华研究了全媒体时代的阅

读推广,探索从图书馆网站建设到图书馆开通微博、
微信服务,从手持电子阅读器外借到电子书二维码

扫描外借,可以看出图书馆为了满足日趋多样化的

阅读需求,正在不断地突破信息技术水平[１４].
在新技术理念对阅读推广的影响方面,王天泥

引进了IBM 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分析方法———“３A５
步”,即在掌控信息(Align)、获悉洞察(Anticipate)
的基 础 上,增 加 行 动 (Act)、学 习 (Learn)、转 型

(Transform)环节,将重点放在行动力.他分析了该

方法应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可行性及价值,探讨

阅读推广的实现流程[１５].黄志琴则从高校图书馆

的电子资源储备、云服务平台构建以及云服务在线

虚拟人力资源这三个方面对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阅

读推广进行了分析,建议构建新型云阅读服务模式,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多元化的移动数字阅读推广

策略[１６].

１．２　信息技术环境及特点

当前的信息技术环境已经给阅读推广提供了足

够支撑,如云计算、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微博、微信、
社交网络、游戏式学习、体感技术、二维条形码、在线

教育等,这些基本上都可以应用于阅读推广工作.
而在技术平台的应用上,越来越向移动互联网和云

平台发展,以微博为例,截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我国微博

用户规模为２．０４亿,网民使用率为３０．６％,而手机

微博客用户数为１．６２亿,占总体的７９．４％,比２０１４
年底上升了１０．７％[１７],基本上已经成为用户使用的

主体,因为微博在移动端为用户提供了全新体验,具
有更强的用户粘性.将信息技术应用于阅读推广,
和传统推广方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色,主要

体现在:

１．２．１　覆盖面广

传统的阅读推广活动,如经典导读讲座、读书分

享会,参与者往往只有几十、上百人,而通过信息技

术构建阅读平台,可以达到上万读者参与,不仅包括

图书馆的正式读者,还可以面向社会公众、图书馆同

行等,阅读推广的实际效果非常明显.

１．２．２　效率高

一是工作效率高,通过信息技术构建的阅读推

广系统和平台,通常能完成整个阅读推广活动的读

者报名、推广活动、统计分析等工作,馆员不需要每

个过程都介入,今后还能重复使用,因此工作效率

高.另一方面,系统可以轻松将活动的各个环节的

信息告知全部读者,推广效率高.

１．２．３　对读者的吸引力大

通过多媒体、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在线游戏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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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构建的阅读推广活动,或者通过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平台进行推广,正是读者关心和经常利用的

技术方式,因此对读者的吸引力更大,参与度高.

２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阅读推广模式及案例

２．１　多媒体技术推广模式

多媒体技术是计算机对文本、声音、图像和视频

等多种媒体的综合处理能力.多媒体技术使信息变

得更加直观和有吸引力.在阅读推广的各种活动

中,往往都会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宣传、推广、
留存记忆,其中也不乏一些独特的创意,形成以多媒

体技术为核心的阅读推广模式.
在图像技术方面,北京大学图书馆推出“书读花

间人博雅:北京大学图书馆好书榜精选书目/阅读摄

影展”活动,引入读者喜闻乐见的名画模仿秀形式,
以“精选书目＋阅读摄影模仿秀”的方式宣传好书,
并在馆内和网络上同步展出,传递“书读花间人博

雅,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阅读理念,吸引了众多读者

的目光.据统计,图书馆官方微博相关话题的阅读

量超过２８万,大部分被推荐书的借阅量均有提升,
说明该活动有效推动了读者的阅读行为,取得了实

际效果[２１].
在音视频技术方面,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光影阅

动———微拍电子书”活动,以“微”和“拍”为两个立足

点,通过微博、微信等渠道展现内容精炼、创意闪亮

的６０秒阅读推荐微视频,融合视听等多媒体元素,
提升阅读推广的趣味性,吸引更多读者了解并参与

到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中来[２１].而利用微电影

的方式进行阅读推广,是各大图书馆经常利用的手

段,如清华大学的«爱上图书馆»系列短剧,北京大学

的«天堂图书馆»微电影,都有极大的影响力.

２．２　新媒体平台推广模式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微博和微信为主的

新媒体平台成为广泛使用的阅读推广模式,具有技

术门槛低、快播迅速、受众面广等特点.
目前各大图书馆已经普遍开通微博和微信服

务,也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关注.据统计,图书馆利用

微博开展的服务中,用户互动占１４．８９％,通知公告

占１７．９４％,信息推送占１２．２１％,纸本书推荐占１２．
６０％,活动开展占２９．７７％,数据库资源推荐及服务

占１２．６０％[１８],后面三项均与阅读推广相关.微信

则更利于图书馆开展各项文献服务宣传和阅读推

广,因为其开放机制可以承载图书馆的业务办理,如
读者导读、文献搜索、业务提醒、各种活动的推介、二
维码占座、二维码门禁、经典阅读书目推送等.

２．３　大数据理念推广模式

随着大数据理念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图书

馆日益重视日常业务中产生的大量用户数据、借阅

数据、访问数据,遂产生基于大数据理念的阅读推广

模式.
上海图书馆自２０１２年开始,每年给读者发一封

个性化的年度阅读账单,历数读者的阅读足迹,根据

借阅图书的数量,读者会获得文青、极客、书虫等称

号.此账单还包括上海图书馆的读者每人平均借阅

书本册数、借阅量最大的读者借过多少册、借阅频率

最高的书被多少读者借过、上海市中心图书馆的规

模等统计数据.随着账单,上海图书馆也会不失时

机地为读者推介各项贴心服务.
自２０１３年开始,厦门大学图书馆为毕业生送上

毕业贺礼“圕时光”,分五个部分:“缘起、初恋、故
事、书单、告别”,五幅美丽的插画配上优美文字,犹
如一本画册,将毕业生在图书馆内的足迹和借阅数

据用讲故事的形式展现出来,文艺范中带着温馨,受
到了毕业生热捧[１９].清华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

学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等也有类似的毕业生

服务.

２．４　游戏式推广模式

游戏式推广因其强有力的参与性优势,创新了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内容,成为图书馆界的一股新鲜

活力.游戏式推广通过设计多样性和互动性的网络

游戏来与读者进行沟通,各种游戏通过有趣的、个性

化的互动设计,既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又能把图书馆

的阅读推广信息推送给读者,收到极好的效果.
例如武汉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１２年推出虚拟馆员

小布”,将其融入阅读推广,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２０１４年以“小布”为主角,推出新生通关游戏“拯救

小布”,推介图书馆服务,２０１５年以“经典阅读”为主

题推出“拯救小布之消失的经典”,上线一个月的参

与人数就达到９３１人、４３００多人次,８５％的读者表

示这种活动方式对经典阅读起到了很好的推广作

用.以游戏的形式推广阅读,使读者在参与答题活

动的过程中自觉、主动地关注、搜集整理、学习有关

经 典 名 著 的 知 识,潜 移 默 化 地 接 受 经 典 阅 读

教育[２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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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２０１１年清华大学图书馆推出“排架

也疯狂”游戏,读者需要根据图书的索书号,将随机

出现的图书按照正确的排架方法进行排序,培养读

者在图书馆能够正确地将图书归还到书架上的能

力.２０１４年重庆大学图书馆推出“我的任务”游戏,
设定了很多读者需要完成的任务,如登记电子邮箱、
关注图书馆微信、发表书评、推荐图书、参加志愿者

活动、门禁签到等,完成后获得相应的积分奖励,吸
引了上万名读者的积极参与.２０１４年电子科技大

学图书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类似３D 游戏的

虚拟化导览系统,包含虚拟漫游、照片墙、知识地图、
知识闯关四个模块,如在“虚拟漫游”模块,读者用鼠

标可以在虚拟图书馆的每一个借阅区随意驻足和参

观,此模块帮助读者加强对图书馆布局和功能的

了解[２１].

２．５　业务流程再造推广模式

业务流程再造是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的系统工

程,根据读者和阅读推广的需求,利用信息技术对原

有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和完善,以全新的信息系统改

善读者的体验,这种方式也被各图书馆普遍应用于

阅读推广.如中山大学图书馆对纸质图书的借阅量

不再限制,提出“阅读无止境,借阅不限量”的口号,
长沙市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通过和书店合

作,开发专门的手机 APP,市民在书店选书、查重后

可由图书馆买单,市民阅览后归还到图书馆即可.
业务流程再造模式的阅读推广应用广泛、效果显著,
仅举三个典型案例:

２．５．１　读者证卡的激活

近几年来,一些图书馆开始改变原来的借阅证

办理和使用的业务流程,读者拿到借阅证后,不能立

即借阅图书,需要通过简单的培训甚至考试才能激

活读者证功能,这对于新读者对图书馆概况、规则的

初步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例如中山大学图书

馆和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登录图书馆门户后,须阅

读图书借阅规则和电子资源使用规则,并补充常用

电子邮箱和电话信息等资料,方可完成激活.湖南

大学、云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盐城工学院等高校

的图书馆,要求新生参加网络培训并通过考试,才能

开通图书借阅权限,在借阅权限开通之前,读者不能

借阅图书,但可以进入图书馆阅览或上自习.

２．５．２　书评系统的业务流程再造[２１]

重庆大学图书馆的书评系统是一个典型的业务

流程再造案例.书评对于阅读的提升、引导、指导具

有重要作用,因此图书馆专门开发了书评系统,评价

页面就在 OPAC和读者个性门户中,系统会对借阅

而没有评论的图书进行提醒,引导读者直接对图书

进行评论,参与到馆藏资源的评价.为了能让更多

读者参与到图书评论中,以此促进阅读,图书馆对于

业务流程进行了大量的优化和改革.首先构建了虚

拟的书友会,加入书友会的读者,享受的借阅待遇和

普通读者不一样,拥有更大的借阅权限,但是对所借

阅图书的评论成为借阅流程中的必须环节,不评论

不算归还;其次推行荣誉制度,系统设计了较完善的

积分办法,按照积分累计情况将读者分为童生、秀
才、举人、贡士、进士和状元六个等级,让读者因为阅

读而产生荣誉感;最后采用了必要的激励机制,如举

行“阅读达人”、“每月书生”评选,给予一定的物质奖

励(如书卡、U盘等),每月选择优秀书评公布在官方

微博上,“推荐书评”也将有机会发表在馆刊、馆报或

单独刊印的图书推介资料中,系统中的积分可用于

兑换小礼品、图书借阅册数等.通过上述业务流程

再造,截止到２０１５年底,已有书评１８．２万余条,且
基本上都是进行流程优化后的２０１１年后产生的,有
效地促进了馆藏借阅.

２．５．３　电子阅读器和其他设备的借阅

为了消除读者利用信息的障碍,推广数字资源

阅读,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昆明理工大学

图书馆等改变图书馆只能借阅纸本图书的惯例,为
读者提供 Kindle、ipad、笔记本等电子阅读器或电子

设备的借阅.

３　五种基于信息技术的阅读推广模式的应用分析

上面对五种基于信息技术的阅读推广模式进行

了梳理,并简要阐述了各种模式的具体方式和方法.
但读者对于这些推广模式是否接受并表示满意? 笔

者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读者对各种阅读推广模式的

欢迎程度.

３．１　读者欢迎度

２０１６年１月,重庆大学图书馆发放了关于阅读

推广的调查问卷２００份,回收１６６份.参与问卷的

读者中,教职工占７．２％,本科生占５０％,研究生占

５１．８％,校友或社会读者占２．４％,基本能反映图书

馆的读者情况.对于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推出的新

媒体平台,３８．６％关注了微博,４４．６％关注了微信,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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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两种模式依赖于平台自身的普及面,被
读者接受的速度很快.在业务流程再造中构建的虚

拟书友会,只有１３．３％的读者加入,说明业务流程

的变化,读者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假如有两类活动摆在面前:各种现场活动和通

过网络和手机参与的各种在线活动,６７．５％的被调

查者选择了后者,证明了基于信息技术的推广模式

对读者更有吸引力.在列举的现实和网络的阅读推

广形式中,读者的期待值依次是:与经典图书相关的

电影欣赏(１６．９％),定期通过邮件推送与专业和兴

趣相关的图书(１４．８％),构建一个和现实图书馆一

样的虚拟图书馆,并具有一定的服务和阅读功能

(１４．６％),推出与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相关的微电影

(１４．３％),与经典阅读有关的微博和微信推送(１２．
８％),举办和阅读相关的摄影展览或比赛(８．６％),
为促进阅读而修改图书馆业务流程或借阅规则

(８％),宣传和推介与图书馆有关的小游戏(５％),举
办阅读交流分享会(５％),可见基于信息技术的阅读

推广模式最受欢迎.

３．２　受众面

基于信息技术的阅读推广的受众面比传统模式

更广.业务流程再造推广模式和大数据理念推广模

式的受众,是使用常规文献业务的广大读者,其规则

的变化和提醒都能影响到全体正式读者.多媒体技

术推广模式的对象包括在线读者和到馆读者,若有

创意,能吸引大量读者参与.游戏推广模式的受众

面相对较小,仅限在线用户中对游戏感兴趣者.新

媒体推广的受众面依赖于图书馆对微博、微信平台

自身的推广,受众面不仅包括图书馆读者,也包括社

会公众,是不可忽略的推广模式.

３．３　技术难度和实施成本

业务流程再造模式具有最高的技术难度,不仅

要重新梳理业务流程,而且要对业务管理系统进行

重新设计、开发,对于目前大多数使用商业产品的图

书馆来说,个性化的需求、对数据库底层的变更往往

难以实现.游戏式推广的技术难度次之,除了要创

新游戏脚本,设定游戏情节,还包括大量的系统开

发.大数据推广需要图书馆构建统计分析模型和展

示模板,有一定的二次开发量.多媒体技术推广则

相对简单,而新媒体因为使用公共网络平台,普通用

户均可利用.
实施成本往往和技术难度相关联,业务流程再

造最高,不仅包括开发成本,还包括管理和服务成

本,新媒体平台的成本最低,除微信服务号外基本免

费.各个图书 馆 可 以 根 据 自 身 的 实 际 情 况 进 行

应用.

４　实践关键点与展望

信息技术和阅读推广都有各自特点,两者结合

的阅读推广,务必发挥各自优点,弥补各自不足,方
能发挥最大效应.通过对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多个

阅读推广案例的分析,我们认为实践的关键点有以

下四个:

４．１　构建信息技术推广的顶层设计

五种基于信息技术的阅读推广模式,各有优缺

点,读者的喜爱程度也不同,实施的成本有差异,因
此各个图书馆必须结合服务对象、本馆特色,进行信

息技术推广的顶层设计,将五种信息技术推广模式

有机结合,分步骤实施.

４．２　加强与读者的沟通

因为各种原因,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中读者的联

系方式往往不正确或者没有及时更新,而在阅读推

广活动中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和读者进行沟通和联

系,特别是使用频率较高的手机号码和电子邮件,因
此阅读推广系统的设计,务必通过激活、业务确认等

各种手段,收集准确的用户联系方式,保证与用户沟

通的畅通,以便及时将活动的内容、过程告知读者,
动员读者参与.

４．３　读者参与

Web２．０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系统设计过程

中,可以充分让读者参与到阅读推广中来,从而大大

提高推广的效率,如在新媒体平台中,多开展鼓励读

者转发的活动;在业务流程再造中,通过构建社会化

网络来提高读者的参与度等.

４．４　必要的激励机制

图书馆设计的阅读推广活动一定要有必要的激

励机制,才能有效吸引读者,如奖励以特别定制的小

礼品,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票;也可以是虚拟的

等级、积分、排行榜等,让读者有一定的荣誉感.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各个领域纷纷向互联网转

型的时期,一些传统的图书馆服务已经吸引不了读

者,其关注度和利用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迫切需要

转型和优化.本研究发现开展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

阅读推广工作,让读者自觉地广泛接受并积极参与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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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各种活动,能够有效地提高阅读推广的效

率,提高读者利用图书馆的素养和能力,提高图书馆

核心业务的服务质量,这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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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adingpromotionisakeyworkofboththegovernmentandlibrariesinrecentyears．Inthe
contextoftherapiddevelopmentoftheinformationsociety,howtousethelatestinformationtechnolog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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