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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创新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规划与设计∗

———以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

□王宇　王磊　吴瑾

　　摘要　只有不断地开拓新方法和新形式,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才能取得实效.沈阳

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围绕拓展阅读推广主体、深化阅读活动内涵、广辟活动传播渠道、着

力推广数字阅读、注重阅读推广成效这五个方面展开,探索了一条效果显著的阅读推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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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了阅读推广委员

会,倡导图书馆人顺应信息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千
方百计推动阅读推广的可持续发展.目前,高校图

书馆的阅读推广已从以往自发的、局部的、补充式和

应景式的服务,发展成为最能体现图书馆核心价值、
最具活力和最受欢迎的图书馆时代潮流[１].高校图

书馆努力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阅读推广的方法与形

式,使阅读推广活动更为丰富多彩.沈阳师范大学

(以下简称沈师大)图书馆坚持持续发展的理念,面
向创新,走出了具有本馆特色的阅读推广之路,使图

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成效显著.２０１６年荣获中国

图书馆学会“２０１５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奖”.这里

以沈师大图书馆近两年开展的阅读推广工作为例,
探讨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创新的路径和方向.

１　整合多方资源,拓展推广主体

１．１　设立阅读推广部

沈师大图书馆十分重视阅读推广工作,面对纸

质图书借阅量及新书利用率逐年下降的情况,２０１５
年４月,正式成立了阅读推广部来开展阅读推广工

作.阅读推广部由副馆长主管,抽调馆内精干力量

分别成立资源组、影视组、基地组和社团组４个小

组.资源组负责纸质资源推介;影视组负责经典影

视推介;基地组负责对接院系开展系列活动;社团组

负责组织学生.每个小组专司其职,协同所在部门

制定阅读推广计划,策划方案,共同开展阅读推广活

动.这种“矩阵型”的机制有利于减少阅读推广工作

的专门人员的数量,同时充分发挥各馆员的才智,通
过不同部门人员的合作,锻炼了他们相互合作和沟

通的能力,带动了全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激发他们

对这项创新服务工作的参与热情.

图１　２０１５年图书馆成立阅读推广部

１．２　组建阅读推广人团队

为使阅读推广工作进入常态发展的轨道,２０１５
年策划组建了阅读推广人团队.即在全校师生群体

中,通过公开招聘、院系推荐、专家邀请相结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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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别从学术宗师、教师、辅导员、图书馆员、学生

五个层面聘用阅读推广人.首批阅读推广人团队的

架构是:首席阅读推广人贺绍俊,鲁迅文学奖获得

者,当代文学评论大家;青年教师王力春,沈师大国

学达人,“兰亭书院”和“子矜国学会”创办者;金星老

师,法学博士,“鲤鱼读书沙龙”主持者;魏泽、刘君杰

老师,辅导员,大学生的良师益友;胡永强老师,馆
员,“好书角”和“新书架”负责人;芦金梅老师,馆员,
“读者协会”负责人;学生阅读推广人３名.共聘任

了１０位阅读推广人.２０１６年读书文化节期间,图
书馆聘任了第二批阅读推广人.在面向全校师生继

续选拨的同时,将视野扩大到社会,聘请了国内知名

作家鲍尔吉原野、«光明日报»辽宁记者站站长毕

玉才、沈阳著名企业家刘奇.这些阅读推广人均热

爱阅读、善于阅读、热心公益、志愿分享,乐于参与推

动全民阅读的事业.他们是各个层面读者的代表人

物,在担任阅读推广人之前,就一直致力于阅读推广

事业,用实际行动和高尚人格影响并感染身边的每

一个人.他们正式担任图书馆阅读推广人之后,开
展了读书沙龙、专家讲坛、经典书目推荐、真人图书

分享等一系列主题活动.这些阅读推广活动交相辉

映,以点带面,联接一体,凝聚无穷力量,不断唤醒读

者阅读的热情.

图２　第二批阅读推广人聘请

１．３　发挥学生社团的引领作用

早在２０１０年９月,图书馆成立了“读者协会”,
属于本校学生在自愿基础上自发组织而成、按照章

程自主开展阅读活动的社团组织.读者协会打破了

年级、院系和学科的界限,吸收兴趣爱好相近的同

学,发挥他们在某方面的特长,开展有益于阅读的活

动.目前,读者协会的规模逐步扩大,并打造了三大

品牌活动:即每周二晚的“共读一本书”读者沙龙;每
周三晚的 HT英语角;每周四晚的真人图书馆活动.
除此之外,还不定期举办阅读演讲、读书征文等竞赛

活动.读者协会不仅只是图书馆内的活动的主要参

与者,它担当的是全校乃至校外大学生阅读推广的

使者;不仅给自己创造了阅读的机会,同时还发挥了

影响、传播、感染身边人热爱阅读的引领作用,将他

们的阅读理念分享给身边的同学们.读者协会成为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推动者.

１．４　联合学校职能部门协同工作

沈师大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一直坚持“一
个核心,多方合作”的思路.所谓一个核心,是指最

大限度地发挥图书馆对读者进行阅读推广的核心作

用,推广主体主要是图书馆;多方合作,是指充分地

发挥全校有关部门的力量,包括校党委宣传部、学生

处、教务处、校团委、校工会以及各院系等相关部门.
例如,每年举办读书文化节,活动以图书馆阅读推广

部为主导策划,由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团队、学校职能

部门、学生社团以及社会力量等几方面共同参与.
读书节的开幕、闭幕仪式,学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

处长以及各学院领导,都能到场指导活动、参与活

动,并给予专项活动经费支持.这已成为沈师大图

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力量源泉.

１．５　争取社会资源助力阅读推广

沈师大图书馆在开展阅读推广时,不囿于校内

资源,主动寻求与社会媒体等部门合作,收到良好的

效果.首先,借鉴、借力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

动,与辽宁省图书馆合作开展“甲午战争１２０周年特

展”“战火中的铿锵玫瑰———抗日巾帼英雄图片展”.
其次,与民间读书会合作,如与“子矜国学会”合作,
联合开展读书沙龙活动.其三,联合社会志愿者,开
展真人图书馆活动,如与“盛京文华工作室”“辽沈海

归精英联盟”等合作,分享阅读理念以及学习、求职

经验.其四,与社会媒体合作,丰富阅读推广活动的

内容,如邀请«环球时报»首席记者谷棣做客真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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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分享海外采访经历,与«时尚生活导报»联合打

造小学期生活课堂.其五,与实体书店合作,邀请热

销图书作者,如漫画大师王泽、剑桥男神邓楚涵等,
与大学生读者品读作品.其六,面向社会聘任具有

一定影响力,并且乐于参与阅读推广工作的人士,如
知名作家鲍尔吉原野、«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毕玉

才、沈阳著名企业家刘奇.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带动

和指导读者阅读.

２　创新推广形式,深化活动内涵

２．１　阅读推广常态化

为了使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图书馆将阅读推

广活动划分为读书季、毕业季、迎新季、文化季四个

时段.①读书季(每年的４月到６月),历时两个月,
围绕当年读书节的主题而开展的丰富多彩的阅读活

动.如２０１５年读书节的“书香伴春日阅读正当

时”,开展活动２０余项.②毕业季,一般是结合大四

学生即将毕业的时段,开展各种阅读推广活动.如

“‘学长开讲’真人图书馆”“考研听我说”“‘书海留

痕’借阅记录私人订制”“送你可以带走的图书馆”
等.③迎新季,是在新学期新生报到后,围绕“新生

如何利用图书馆”所开展的入学教育活动.如“最美

的遇见沈师大图书馆初体验”“大学那些事儿新

生推荐阅读书目”“梦想时光机写给四年后的自

己”“左图右书图书馆卡通形象征集”等多项活动.

④文化季,基本贯穿于整个下学期,围绕系列主题内

容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如２０１５年文化季以“阅
古读今中国传统文化品鉴之旅”“向忱讲坛:做好

中国人,共图中国梦”“特藏珍品古籍展”“中国传统

文化影片展播”等为主题,开展了１０余项活动.

图３　沈师大图书馆的卡通形象:书小管

２．２　活动形式创新化

阅读推广活动只有具有特色和不断创新,才能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图书

馆在以书展、图片展、影展、报告、交流、竞赛等传统

阅读推广形式的基础上,融入游戏、微旅行等充满乐

趣的流行元素,同时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拓展推

广渠道,达到引领阅读的效果.创新型的活动如:①
读书季中的“向忱讲坛”:邀请«亮剑»的责编董保存

大校、孔子传人孔祥林、明明德教育基金会办公室主

任刘奇、锦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魏金国等开讲.②
真人图书馆:沈阳军区后勤史馆徐文涛大校讲“重温

革命记忆延续红色精神”;十年徒步中国的雷殿生

老师讲“信念的力量”等.③各种展览:举办“硝烟中

的红色记忆”著作展、“战火中的铿锵玫瑰”图片展、
“战争中的峥嵘岁月”影片展.④竞赛:举办“书海寻

径,辩途争霸”主题辩论赛、“品一抹古韵,绘一路人

生”读书计划大赛、“以书为友,以书会友”大学生读

书爱书推荐活动.⑤走读:２０１５年读书文化节期间

带领大学生走读“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张氏帅府、
满铁奉天公所旧址等１０余处文化建筑,探寻历史遗

迹、增强爱国情怀.⑥游戏:举办“寻找遗失的代码”
活动,设计“深入敌营”、“争分夺秒”等七个环节,带
领读者穿越战火纷飞的年代.参赛选手需通过寻找

线索、检索数据库、预约学习空间、使用移动图书馆

等多种考验,在游戏中寻找检索与阅读的秘径.⑦
新媒体平台推广:开展微信好书推荐、微信美文朗诵

聆阅等,让阅读无处不在.

２．３　强化专业阅读

专业阅读是大学生读书的重点,必须加以重视

和强化.图书馆以信息素养教育为平台,通过信息

检索比赛、论文写作大赛等活动开展专业性阅读推

广.主要活动有:①第六届本科生信息检索技能大

赛,首届论文写作大赛.②“快乐听讲座,轻松拿学

分”的新功能体验系列、论文写作指导系列、资源推

广系列活动.③２０１５年秋季资源检索与利用培训,
一是新功能体验系列:走进苹果,走进IOS、３D打印

的世界、多媒体制作入门、视频编辑技巧、光与影的

世界、摄影技巧培训、Photoshop入门.二是论文写

作指导系列:word的排版与设计、论文开题与立项

前的文献调研、文献管理软件、论文写作与投稿指

南、论文相似性检测知识、国研网.三是资源推广系

列:包括图书馆资源与服务介绍、中文电子期刊、中
文电子图书、外文电子期刊、原文传递服务与免费学

术资源、移动图书馆.同时,配合大学生主修专业,
不断评介、推荐经典新书,开展文献传递和指导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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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深化主题阅读

注意克服多主题推广的分散性,经常开展围绕

一个主题的阅读推广活动,有益于打造内涵丰富、持
续性强、常规化的“深阅读”活动.图书馆陆续开展

了“莎士比亚作品”“鲁迅作品”“创新创业”“国家

珍贵古籍”“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等主题阅读活

动.如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８０周年而开展的“读长征史铸中华魂”主题阅

读活动:①制作了“红色追寻不忘初心———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专题”大型宣传展板,分为“史料

忆往昔”、“细读铸魂魄”、“影像说故事”、“答题寻足

迹”等部分;②举办“读长征史诗”主题书展,歌德电

子书长征专题同步上线;③影音鉴赏空间推出“书影

暗香”读好书赏佳片活动,同时播出中央电视台的八

集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④请本校教授李福岩做

“长征”专题讲座;⑤推荐宣讲家网站、中国知网等各

大网站推出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专题»等网站纪念

活动;⑥举办“答题寻足迹———跟着老红军,重走长

征路”主题知识有奖竞赛.用文字和图片再现史料

中记录的历史,追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

举,让大学生重历那艰苦卓绝、硝烟弥漫的岁月,将
长征精神内化于骨髓、血脉之中,脚踏实地去丈量属

于自己的长征路.通过一系列的主题阅读活动,有
目的地解决某个问题的深入阅读,主要是为了拓展

学生的历史知识,更好地履行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发
挥第二课堂的辅助作用.

图４　“读长征史诗”主题书展前言

３　推广数字阅读,重新定位职能

３．１　聚焦数字资源建设

加强数字资源建设是全媒体时代图书馆发展的

必然趋势.沈师大图书馆从１９９６年购入第一张清

华同方学术期刊光盘起,就没有停下数字资源建设

的脚步:①数字资源采访经费比例已超过纸质资源,

２０１４ 年 度 图 书 采 购 经 费 中 数 字 资 源 已 占 到

５８９５％,２０１５年度电子资源已占到６２８６％.②
２００５年率先实施学科馆员制度,深入各院系为教师

推送数字资源是其重要职责.③启动“送数字资源

到教师书房”行动计划,为近千名教师安装了 VPN,
使教师在家里也能访问数字资源.④图书馆一楼装

置了两块大屏幕,全天播放当日数字新闻.⑤２０１１
年１０月开通了东北第一家移动数字图书馆.⑥先

后建立了沈师大文库、沈师大机构知识库.⑦各个

楼层均设置了液晶电视机、博看自助阅报机、歌德电

子图书借阅机等.⑧开辟以ipad、kindle阅读器为

主的数字阅读专区.⑨开辟以电钢琴、电留声机为

主的数字音乐图书馆.⑩为全校师生代办国家图书

馆的读者卡,使他们可以远程使用国家图书馆的

１７５个国内外数据库,以补充馆藏数字资源的不足.
全面营造数字阅读氛围,实现了数字阅读的品牌化、
立体化、专业化,让数字阅读无处不在.

图５　图书馆引进的电子设备

３．２　打造数字阅读空间

近年来,人们的阅读习惯及阅读方式呈现出数

字化、多样化、碎片化的趋势.阅读环境的打造是读

者阅读习惯养成的必要条件.阅读推广就要从打造

数字阅读环境入手,开展以数字资源为切入点的阅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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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推广活动,再造学习共享空间.沈师大图书馆学

习共享空间的规划与建设工作启动于２０１２年,首先

从理念、机制、管理、文化、服务方面进行全新定义与

设计,具体方案是:一个空间、二个平台、三个中心、
四个定位、五个支持和六项举措.完全打破传统概

念与格局,历时３年,完成了大流通改造,建立了一

站式服务模式.全力打造了经典诵读、读者研讨、语
言交流、创意展示、书画作品欣赏、微课录制、音乐欣

赏、多媒体制作、写作指导、新功能体验、影音欣赏、
信息素养等１２个学习研究共享空间,营造了很好的

数字阅读环境,实现 Wifi全覆盖.将图书馆变成了

人员、技术、设施和资源整合在一起的动态空间,成
为全校的学习中心、教研服务中心、知识中心和文化

中心.统计显示,学习共享空间一学期的预约数量

已超过１万人次.数字阅读空间的打造,旨在围绕

学校的发展战略,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着力建设一个

更加开放、舒适、便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智慧型图

书馆,提供给读者的是新环境、新形象、新服务、新
体验.

图６　音乐鉴赏和创客空间

３．３　搭建阅读互动平台

一切有利于大学生个性阅读的因素都是构成阅

读互动平台的要素.沈师大图书馆已将馆员、读者、
图书之间的三维互动,看成是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

的基础和必备功能.阅读互动平台的主要特点是:

①开馆时间每周不低于９０小时,假期每周开放５
天,网上资源服务每天２４小时开放.②设立网上咨

询台、网站地图,开展书评、论坛、征文、辩论、竞赛等

活动.③网站设有资源荐购、问卷调查、读者协会、
图书荐购、金点子、交流互动、特别推荐等栏目活动.

④２００９年创办了读者服务工作简报———«图苑知

讯»,成为读者与图书馆沟通的新渠道.⑤２０１０年

开通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共发布广播３０００余条,现
有粉丝３１００余人;２０１３年开通微信公众平台,现有

粉丝１５５４４人,共推送消息８２２条.⑥２０１３年,自
主开发“沈阳师范大学信息素养教育自主学习平

台”.图书馆强大的互动功能,让阅读变得更简捷、
更有趣味性,在把握自主原则、对话原则和整合原则

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阅读互动平台,将阅读、评论的

权利交给学生,让他们在发现、探讨、争辩中张扬

个性[２].

３．４　提升数字阅读能力

在全媒体时代,掌握数字阅读能力很重要.图

书馆除了打造数字阅读体验空间外,从入馆教育、通
识课程、专题讲座、嵌入式教学、网络课堂等五个层

面提升大学生的数字阅读能力.①通识课程:从

２００７年起开设本科生“文献信息检索”通识选修课,
累计课时２６４０学时,受教育人数达３７８１人;２００９
年开展嵌入式教学,目前共嵌入３０门课程,与１１门

课程保持长期嵌入合作.２０１５年共开展嵌入式教

学４２次,接受教育的有１３２９人次.累计开展３００
余场嵌入式教学,受教育人数达８２００余人;开设研

究生“文献信息检索”公共必选课,截至２０１５年,共
授课２１个班次、６３０学时,受教育人数达９３６人;编
写信息检索教材３部.②专题讲座:２０１１年开始以

“微讲座”模式,向院系教师推荐最新数字资源以及

数字资源获取的新方法等;２０１２年设立学科馆员

日,深入到院系现场解答,解决教师移动阅读、远程

访问、资源使用、文献传递政策等问题;２０１５年１２
名学科馆员举办新功能体验、论文写作指导、资源推

广三大系列的２２个主题的５０场培训,参与读者

１５００余人.③组织竞赛:２０１０年以来连续６年举办

本科生信息检索大赛,如“读秀杯”“中国知网杯”“超
星杯”“博看杯”“万方杯”等赛事.从２０１４年起,连
续两年举办研究生信息检索大赛.④策划活动:嵌
入四季活动中,读书季:读书嘉年华之“移动阅读体

验”;毕业季:“送给你一个可以带走的图书馆”;迎新

季:“迎新游园会”;文化季:“音沁墨香”经典短剧大

赛.在提升大学生数字阅读能力的活动中,坚持经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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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阅读与数字泛读并存、浅阅读与深阅读互存、碎片

化阅读与整体性阅读同在,千方百计地培养大学生

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

４　广辟传播渠道,蔚成阅读风气

４．１　设计活动宣传品

图书馆开展各项阅读活动,都非常重视对活动

的宣传报道.我们根据阅读活动的主题、规模、时间

等情况,将阅读活动分为特别活动、专项活动、常规

活动,进行动态性宣传报道.每次开展特别活动或

专项活动,阅读推广部人员都要认真确定宣传标语,
精心设计海报、展板,并加工细作,做好活动的深度

报道.如“奉天烽火盛京记忆”“修典传世复古

流芳”“阅古读今”“红色追寻不忘初心”等大型活

动都制作了２×８米的大型展板,配有活动介绍和图

片,摆放在图书馆大厅,每天映入读者的眼帘,起到

宣传和引导阅读的作用.对于图书馆每天的常规性

服务,如培训、讲座、好书角、新书架、每周晚间的所

有活动,都有宣传板、海报、通知之类的宣传报道,常
规动态性报导无处不在.为阅读推广活动营造氛

围、造势给力,确保阅读推广取得实效.

４．２　微信、微博平台推送

图书馆开通了微博、微信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

式,构建了与读者之间更好的沟通与管理模式.微

博、微信平台自开通以来利用率一直很高,它的特点

是任何阅读活动信息都在不间断推送,比宣传品更

为方便自如,这种微服务方式广泛宣传阅读推广活

动,其信息特别引人关注,既能让读者掌握活动信

息,又能吸引读者参与其中,如推送的“寻找遗失的

代码”“好书推荐”“沈师校长林群推荐书目”“首席阅

读推广人贺绍俊教授寄语”“放假了,把图书馆带回

家”等,都有大量的点击数据.２０１５年３—７月的推

广数据显示:微信公众平台推送信息２３１条,关注人

数９０９４人;微博推送信息４１９条,粉丝总数１９８７
人.读者可以通过客户端组建的个人社区,实现即

时分享,具有不可替代的宣传效果.

４．３　网页、大屏幕滚动播报

图书馆大厅二楼高处,面对入口左右安装两块

约１．５×４米的大屏幕,一块用来“当日新闻播报”,
全天候播报全国新闻;一块用来播报通知,为阅读推

广工作的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举办业界大型

会议、专业培训班、外请专家作学术报告、邀请名人

作真人图书馆等特别活动或专项活动,都要在校园

网主页的校内新闻、校内广播站、图书馆网页及馆内

大屏幕等载体上通知报道.大屏幕是滚动播报,每
天的重要活动无遗漏,与其他宣传形式兼播并举,为
读者提供即时性、多形式的宣传报道.这种方式向

读者不断传达着信息,让更多的读者及时地获得最

新信息,是一种完全无纸张的环保宣传,展示着一种

动态美,并且不会引起读者的不满,不会产生抵触心

理,实现宣传与信息交流就在身边的效果.

４．４　学生组织的口碑相传

在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引导下,沈师大校园

内自发的学生社团越来越多,如“读者协会”“子矜国

学会”“党建协会”“春芽公益社团”“晨星文学社”“鲤
鱼读书沙龙”“阳光直播室”“古生物博物馆志愿者协

会”“导游风采学会”等,都是积极发挥正能量、促进

阅读学习的学生组织,每次搞活动都离不开图书馆,
与图书馆有密切联系,对图书馆的各项活动都具有

很高的认同感.故而,它们的负责人都很关注图书

馆开展的各项阅读活动,通过他们的口碑相传,各种

信息在教室、寝室、食堂等空间不胫而走,在学生中

间形成共识,这种源自于学生的传播力量不可低估,
尤其在网络快速普及的今天,口碑相传越来越显示

出其强大的力量.

５　注重用户体验,坚持实效为王

５．１　注重信息的对称性

沈师大图书馆十分重视用户的阅读体验,格外

关注阅读推广的实际效果,努力摒弃“应景”式的阅

读推广方式.为改变图书馆比用户占有信息多、用
户处于信息劣势地位、阅读推广信息单向推送的信

息不对等现象,注重以用户为中心,探索互动性、参
与式的阅读活动形式,各项活动积极征求和采纳用

户的推荐与建议,实现心理交感和行为交往过程中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往返活动,达成主体与客体之间

的沟通.如成立的阅读推广人团队,会实现各个层

面的传播、倡导和引领作用;搭建的交流互动、读者

问卷调查、图书荐购和读者座谈会等,以及２０１３年

自主开发的“沈阳师范大学信息素养教育自主学习

平台”(获辽宁省文化厅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图书馆应

用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各种互动平台,都是为了体现

自主原则、对话原则和参与原则等,让每个参与主体

都拥有尽量完全的信息,实现双方信息的对称性,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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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才能真正成为“上帝”,阅读推广才能真正有效.

５．２　提升用户的满意度,提升阅读推广的实效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过程充分体现信息对

等,调动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读者踊跃参与,活动

效果才能显著提升.２０１４年度新采进图书的利用

率较上一年度提升了１２％;２０１５年５月读书文化节

期间,图书的借阅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提升２５％;专
题推荐图书的借阅率近７０％,如“职场加油站”专题

书架推荐图书１２０本,借出９２本,借阅率为７６．７％;

２０１５年读书文化节参与阅读活动的人次创新高,达
到６３００余人次.２０１５年开展了社会“游学阅读”活
动,举办了大学生画展、大学生书法展、雕塑学院毕

业作品展、国学会“子矜社”创意书签展、大学生服装

设计展、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大学生摄影作品展、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动植物标本制作校内

选拔赛作品展等专业竞赛活动.由于图书馆的阅读

推广进入常态化,阅读推广活动不断推陈出新,激发

了读者的阅读热情,得到读者对图书馆服务的信赖

和赞赏,２０１３年以来的６次读者调查问卷显示,读
者对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和全方位服务的满意度均达

到９９．９９％甚至百分百,大学生们回馈的都是感动、
满意和赞扬.

５．３　重视推广的实效,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对于检验和评价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效果,
图书馆不以自我感觉良好来定论,而是从图书馆与

读者双方角度来设计阅读推广活动的评价体系,活
动有没有实效,读者评价起决定作用.每项活动都

及时总结和开展读者调研,了解读者对推广活动的

实际感受,调查读者需要什么样的阅读推广[３],进而

选择正确的令读者信服的理论与实践路线,并探索

长效机制和持续发展机制,保障阅读活动具有时效

性、创新性、发展性和较高性价比.因此,沈师大图

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在理念、创意、策划、口号上更

胜一筹,往往让读者高度认可,得到读者的踊跃配

合.正如读者评价的“书画、光影、文字、真人图书,
阅读原来不止一种可能.图书馆的活动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贴近生活,让我们体会到:阅读,原来是如

此纯粹而充满乐趣的一件事情.”另有读者借用阿根

廷诗人博尔赫斯曾经说过的话:“如果有天堂,天堂

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４]来赞誉母校图书馆.沈师

大图书馆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图书馆打造成每一位

读者的天堂!

５．４　阅读推广工作的社会影响

沈师大图书馆经过不懈努力,阅读推广活动开

展得有声有色,创造了具有本馆特色的阅读推广品

牌,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反响.
(１)案 例 获 奖:２０１５ 年 “阅 燃 星 火  共 享 书

香———阅读推广人行动计划”实践案例,荣获由中国

图书馆学会、韬奋基金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

新华书店协会主办,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

员会等多家单位承办的“出版界图书馆界全民阅读

年会”征集案例二等奖;２０１６年９月荣获中国图书

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在广东省东莞市举办的首届

“阅读推广青年论坛”最佳音视频奖.２０１５年“奉天

烽火盛京记忆———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地域文

化阅读活动,荣获“辽宁省首届阅读推广案例大赛”
一等奖,同时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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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这是业界对沈师大图书馆阅读推

广工作的鞭策.
(２)专题报告:２０１５年７月,王宇馆长应邀在第

四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三

次工作会议上作题目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

的规划与设计”的报告,介绍了本馆阅读推广系列工

作的经验.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吴瑾副馆长应邀在辽宁

省图书馆学会举办的“辽宁省公共图书馆全民阅读

推广工作培训班”上作了“沈阳师范大学阅读推广人

行动计划”案例分享报告.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王宇馆长

应邀在辽宁省图书馆学会主办的数字化阅读研讨会

上作了“打造数字阅读环境,提升数字阅读能力”的
专题报告.２０１６年初至现在,王宇馆长应邀先后在

全国各种阅读推广会议上作关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

广的报告,如“图书馆数字阅读的实现路径”等专题

报告１０余次.这是业界对沈师大图书馆阅读推广

工作的鼓励.
(３)科研成果:在馆领导的带动下,２０１１年以来

图书馆共获得相关方面的省级科研项目１０余项,如
辽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高校图书馆对社

会开放服务研究”(L１２ATQ００１)、辽宁省社会科学

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辽宁文化软实力与图书馆全民

阅读研究”(L１３ATQ００３)、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

课题“东北振兴视阈下高校图书馆多元化阅读服务

研究”(２０１７lslktyb－１６３)等,在核心期刊发表专题

论文近２０篇.由中国社会科学等出版社出版«全民

３８

面向创新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规划与设计/王宇等
UniversityLibraryReadingPromotionDevelopment/WangYu,etal．



2
0

1
6

年
第6

期

阅读新常态发展策略探索»«全民阅读从创新发展中

走来»«全民阅读发展简史»等相关著作５部.这是

出版界对沈师大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认可.
(４)集体荣誉:沈师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多

次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辽宁电视台、沈阳电视台、
辽宁教育电视台、出版社、报社、校园电视台、大学生

记者团对多次不同主题的阅读推广活动进行了跟踪

报道.在媒体的宣传促进下,沈师大于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四次荣获沈阳市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颁发的沈阳市“书香校园”荣誉称

号.２０１６年９月,中国图书馆学会下发«中国图书

馆学会关于命名全民阅读示范基地、表彰２０１５年全

民阅读优秀组织奖和先进单位奖获奖单位的决定»
(中图学字[２０１６]７４号文件),沈师大图书馆荣获中

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１５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奖”.这

是社会对沈师大图书馆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鼓动

与促进.
综上所述,沈师大图书馆一贯秉持图书馆是一

个不断生长的社会有机体,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不
断创新阅读推广的新模式,积极应对阅读转型时代

的新挑战,努力实现图书馆的自我价值,助力学校人

才培养和文化传承,赢得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地位.
图书馆不仅关注国家阅读推广的政策法案和社会活

动现象,而且注重阅读推广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
追求活动实效,不停留在排场和参与人数等表面指

标上,不搞应时、应景或运动型活动.为实现真正的

阅读推广而建立专门部门、专职推广人团队和可持

续发展的推广体系,旨在让大学生回归阅读、享受阅

读、爱上阅读,养成阅读习惯、增强阅读能力、收获阅

读成果;达到推荐本馆的信息资源,提高文献的流通

量与利用率;进而倡导并促进图书馆打造具有本馆

特色的经典阅读推广模式和实现路径,促进图书馆

阅读推广向普及化、常态化、持久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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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LibraryReadingPromotionDevelopment

—ThePracticePathoftheLibraryofShenyangNormalUniversity

WangYu　WangLei　WuJin

Abstract:Readingserviceofuniversitylibraryshouldcontinuetodevelopnewmethodsandnewforms,

inordertomakethereadingpromotionactivitieseffective．ShenyangNormalUniversitylibraryreading
promotionpracticedevelopedwiththefollowingfivemajorthemes:extendingreadingpromotionbody,

deepeningthereadingactivitycontent,creatingcommunicationchannels,strengtheningthepromotionof
digitalreading,andpayingattentiontothereadersexperience,thustoexploreanefficientpathofreading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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