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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馆属学生社团,拓展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工作∗

———以华侨大学图书馆文化传播部的实践为例

□刘君霞

　　摘要　介绍了华侨大学图书馆设立文化传播部,组建馆属初醒读书会、迩雅汉服文化社,开

展阅读推广、文化传承活动的经验,包括确定主题、活动开展、活动总结等,并基于这些实践,探索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及文化传承工作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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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是高校图书馆的天然职责

与重要的工作内容[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明确提出:“图书馆应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开展

阅读推广等文化活动”;“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在学校

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２].
国内很多高校图书馆对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进行了

有益探索,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创意为先,实效为

王”阅读推广活动[１];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书随

影行”阅读活动[３];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昊阅书

社对传统文化的传承[４],均取得了一定成效.大多

数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及随意

性,还没有形成常规性可持续开展的工作模式.为

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职能,华
侨大学图书馆创新机构设置,专门设立“文化传播

部”,并以该部为组织管理部门,组建隶属于图书馆

的特色学生社团,安排专职馆员,配套专项文化活动

经费,面向全校开展阅读推广及文化传承工作,取得

了良好成效.本文以华侨大学图书馆文化传播部的

阅读推广及文化传承实践为例,探索高校图书馆阅

读推广及文化传承工作的长效机制.

１　成立文化传播部与组建馆属学生社团的意义

１．１　成立文化传播部的意义

阅读推广作为一项体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工

作,不应该是季节性的、运动性的,应该被纳入图书

馆的常态业务范畴,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并逐渐形成适合本校的阅读推广路径[５].华侨大学

图书馆根据多年的工作实践,突破传统观念以及传

统的阅读推广模式,于２０１３年初设立了文化传播

部,安排专职馆员,负责阅读推广及文化传承工作.
图书馆员是阅读推广、文化传承的策划者、组织

者和实施者,其能力直接影响着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文化传承的成效[６].成立文化传播部,将负责阅读

推广及文化传承的馆员集中在一个部门,便于工作

的总体规划,为常规化、可持续性开展相关工作提供

了保障.文化传播部职责明确,即通过集中培训提

升馆员相关素养与能力,协调图书馆各部门资源与

力量,与外单位沟通、组织、开展阅读推广及文化传

承创新工作.自从设立了文化传播部,阅读推广及

文化传承工作逐渐成为我馆服务项目中的亮点.

１．２　组建馆属特色学生社团的意义

我们通过工作实践以及调研考察发现:高校图

书馆不像各教学院系那样,对学生具有直接的指令

关系,图书馆组织的各种文化教育活动无法硬性要

求学生参与,主要靠学生的兴趣自愿参加.一般来

说,学生社团以自身的兴趣爱好组织活动,具有较大

的随机性及随意性,与图书馆的文化传播工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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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配合,这也是一直以来高校图书馆难以与非

馆属学生社团完美合作、有效开展阅读推广与文化

传承活动的原因之一.为实现图书馆文化传播工作

的系统化及常规化,我们突破高校图书馆与学生社

团随机合作的传统模式,以图书馆文化传播部为挂

靠指导部门,先后组织成立了初醒文学社、初醒读书

会、迩雅汉服文化社等特色学生社团.馆属学生社

团的成立,便于图书馆系统管理、指导学生社团开展

文化传播工作,也能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体
现学生在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并有利于将活动广泛深入地宣传到校园的每一个角

落,促进校园文化建设.

２　组建馆属初醒读书会,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２．１　初醒读书会的组建

根据工作需要,２０１３年,图书馆文化传播部与

学校社团管理部门沟通,成立了初醒读书会,在学校

社团管理部门备案,成为学校认可的正规学生社团.
文化传播部的馆员担任初醒读书会的指导老师,读
书会设一名社长,两名副社长.社长负总责,副社长

协助社长组织安排活动.在初醒读书会内部设置了

管理部和宣传部,每个部门设正副两名部长.管理

部负责社团成员纳新、培训以及活动的组织、协调等

管理工作.宣传部负责活动的海报制作、活动报道

等宣传工作.社长、副社长、部门正副部长组成初醒

读书会理事会,社团理事会负责活动的策划,然后分

派任务、具体实施.
我们将阅读推广活动分为经典传承型和时尚创

新型两类.经典传承型活动主要包括主题读书沙

龙、主题人文讲座、主题影视沙龙等.时尚创新型活

动的主题及方案由文化传播部的老师跟初醒读书会

的同学讨论策划.

２．２　经典传承型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

阅读经典是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提升综合素

养的最有效方式,故而图书馆坚持通过主题读书沙

龙、主题人文讲座、主题影视沙龙等系列阅读推广活

动来促进、引导大学生阅读经典.我们规划每学期

开展三场主题读书沙龙、三场人文讲座、三场影视沙

龙.三种类型的活动穿插进行,每两周安排一次.
沙龙及讲座的主题从经典书目中选择,由文化传播

部的指导老师根据大学生通识教育的指导思想来确

定,或与初醒读书会理事会的同学们在学期初商讨

确定.

２．２．１　以阅读经典为主题的读书沙龙

(１)阅读书目的选择与宣传.
大学生应该了解中西文化的精髓,而中西文化

中经典的代表作包括«道德经»«论语»«西方哲学史»
等,所以我们将某学期的三场读书沙龙主题策划为:
«道德经»读书沙龙、«论语»读书沙龙、«西方哲学史»
读书沙龙,每场读书沙龙的活动周期为两周,由初醒

读书会的同学先期制作海报.如«道德经»读书沙

龙,我们推荐的版本为«给年轻人读的道德经»,海报

在读书沙龙日两周前张贴,同时通过图书馆主页、官
方微博、微信,初醒读书会的 QQ 群、微信群等全方

位宣传.«道德经»的阅读推广宣传遍布校园,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２)互动交流.
宣传两周之后,按照海报确定的时间、地点举办

读书沙龙.初醒读书会的同学确保有１０人以上参

加,要求相关同学提前认真阅读«给年轻人读的道德

经»,准备发言.其他有兴趣的同学自由报名参加.
这样,保证读书沙龙活动有１０多名同学作为中坚力

量,现场讨论交流阅读心得,避免了冷场.读书沙龙

由初醒读书会推荐一位同学主持,文化传播部的指

导老师参与并进行点评、指导.对发言积极,有内

容、有思想的同学奖励一本«道德经»并颁发证书.

图１　主题读书沙龙活动现场

(３)整理保存.
读书沙龙举办之后,组织积极发言的同学座谈,

邀请其将发言的内容整理成书面文件提交图书馆存

档.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同学们深入体会经典图书

的内涵,并且还提高了其总结、写作能力,也为今后

图书馆开展类似阅读推广活动提供了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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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主题人文讲座、影视沙龙

关于人文讲座,以主题为“推广儒家文化思想”
的讲座为例,我们首先进行信息查询,确定主题和主

讲人选名单,邀请对儒家文化有研究的专家做主题

讲座,同时请主讲老师给同学们推荐相关阅读书目

并给予一定的阅读指导.主讲老师对相关主题有多

年研究,讲座中将自己的研究精华讲述出来,让认真

听讲的同学受益匪浅,节省了大量的盲目阅读时间,
提高了阅读效率.讲座后,同学们根据主讲老师的

指点,进一步阅读原典,收获更大.
关于主题影视沙龙,经指导老师与初醒读书会

的同学们商讨,决定选择由经典图书改编的电影作

为影视沙龙的主题,通过形象生动的光影观感来指

导阅读.如２０１６年上半年,我们组织的三场影视沙

龙主题为:«了不起的盖茨比»、«小王子»、«安娜卡

列尼娜».

２．３　时尚创新型阅读推广活动

在每年的４月２３日———“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前后,我们会组织时尚创新型阅读推广活动.此类

活动的关键要素是“创意”、“策划”、“教育意义”,前
两个要素是近些年所有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的图书馆

的普遍认识[６],此外,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应

该体现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在策划时要考虑到

活动的教育意义.我们组织的时尚创新型阅读推广

活动,２０１５年为“创意书评”,２０１６年为“诵读会”.

２．３．１　“创意书评”活动

(１)确定主题.
“创意书评”旨在鼓励学生用创造性的语言推荐

自己阅读过的印象最深的书,评选出来的优秀书评

短语,可以引导更多的读者阅读被评图书.
(２)活动开展.
“创意书评”活动为期一个月.第一、二周为书

评征集期.初醒读书会的同学提前制作海报,海报

内容包括投稿要求、投稿邮箱、征集时间等信息,要
求书评短语富有创意,字数不超过１００,评论的对象

为经典图书.第三周为评审期,第四周为颁奖及获

奖书评短语宣传期.为了扩大影响范围,吸引更多

学生参与,图书馆提供专项文化活动经费,对获奖作

品给予奖金奖励.除了在网络媒体及学校海报栏张

贴海报等常规宣传方式外,我们还特别申请在每个

学生宿舍门口张贴小海报.文稿征集结束后,指导

老师与初醒读书会的同学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初

审,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终审.
(３)活动总结.
此次书评征集活动,共收到３００余篇稿件,评选

出１０条优秀书评短语.获奖书评短语被制作成了

海报,其电子版也通过图书馆网站主页、微信、微博

等多种媒体渠道进行宣传.１０条获奖书评短语分

别对１０本经典图书作了创意推荐.通过创意书评

活动,吸引在校读者广泛参与,于潜移默化中有效推

广了经典图书的阅读.

２．３．２　“诵读会”活动

(１)确定主题.
“诵读会”活动的目的是通过青春的身影及朗朗

书声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倡导经典阅读

及有声诵读,活动场地为图书馆外的小广场及校园

的紫藤长廊.
(２)活动开展.
为营造活动氛围,约定报名参加诵读会的前５０

名,每人赠送一件文化衫.在诵读会前一周张贴海

报,同时推荐诵读的经典书目.指定一名同学作为

诵读会主持人.诵读内容为海报指定的经典图书章

节,采取单个同学诵读及集体诵读形式.
(３)活动总结.
诵读会活动结束后,在馆内进行随机问卷调查,

共收到１１０份答卷,调查表明活动赢得了师生的广

泛好评,朗朗书声、亮丽的校园文化衫,吸引了众多

同学的注意,营造了浓厚的读书氛围.

图２　２０１６年４月经典诵读会活动现场

３　组建馆属迩雅汉服文化社,开展文化传承活动

３．１　迩雅汉服社的组建

为更好开展文化传播部规划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活动,我们组建了馆属学生社团“迩雅汉服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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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该社由对中华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同学组

成,其组织管理模式与初醒读书会相同.自２０１３年

迩雅汉服文化社成立以来,我们组织了一系列活动,
包括汉韵文化图片展、大学生中国书画作品展、中华

传统节日文化活动、中华传统文化礼仪讲座等.其

中汉韵文化图片展每年组织一次,分别为汉传统服

装图片展、中华传统乐器图片展、中华传统节日礼仪

图片展等.大学生中国书画作品展也是每年组织一

次,与汉韵文化图片展分别安排在上、下半年.中华

传统节日文化活动主要选择在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

开展,如２月份的花朝节、５月份的端午节、８月份的

中秋节等.

３．２　花朝节文化活动

(１)确定主题.
迩雅汉服文化社共组织了三次花朝节文化活

动.一般在学期初由社长提交活动策划案,经图书

馆文化传播部的指导老师审核后实施.三次花朝节

活动分别组织了祭祀花神礼仪表演、制作花灯、彩纸

剪裁装饰花草树木等活动.
(２)活动开展.
迩雅汉服文化社的同学自备汉服,活动需要的

道具材料由管理部的同学用图书馆提供的文化活动

经费购买,海报的设计制作及宣传由宣传部的同学

负责.活动日一周前制作好海报进行宣传,海报上

留有迩雅汉服文化社的微信公众号,同学们通过关

注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活动.活动日在现场张贴图

片,介绍花朝节的知识及礼仪.汉服文化社的同学

身着华美的汉服,在图书馆门前广场形成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服饰与文

化的美,具有极强的视觉吸引力.活动事先准备好

制作花灯的各种材料,同学们现场制作花灯.为充

分展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我们特地准备了笔墨及

中国画颜料,擅长书法及国画的同学可以在制作的

花灯上书写毛笔字或绘水墨画.
(３)活动总结.
花朝节花灯制作活动吸引了百余名同学参加,

共制作了５０余盏花灯,制作好的花灯由制作的同学

带走.同学们在活动中体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

美及文化内涵,传播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图３　２０１６年花朝节活动海报

４　开展阅读推广及文化传承活动的思考

４．１　对成立文化传播部及馆属学生社团的思考

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职

能,设置独立的文化传播部,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具
体实施,才能提高效率,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工作的

系统化、可持续开展.此外,开展阅读推广及文化传

承活动,需要思考对大学生读者的教育意义,这对负

责相关工作的馆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具

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阅读能力、组织能力、教育能力

等.高校图书馆要引进开展阅读推广及文化传承工

作的高素质人才,同时组织相关馆员培训,提升其综

合素养及能力.
图书馆拥有自己组建的学生社团,便于组织管

理及开展活动,同时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

性,体现了学生在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活动中的主

体地位.此外,学生社团成员来自不同院系,能将活

动广泛宣传深入到校园的各个角落,促进阅读与文

化传承的普及推广.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及文化

传承工作具有多样性,而学生社团有其自身的兴趣、
爱好、倾向,文化传播部的老师需对社团骨干进行图

书馆常识、活动策划、社团管理等方面的指导,指导

要因势利导,既结合文化传播工作规划,又要充分发

挥学生社团的兴趣特长,根据社团的特色开展活动.
既要鼓励、支持学生的创造性,又要使活动符合图书

馆的职能,形成系统化、常规化、长效性的阅读推广

及文化传承工作模式.

４．２　对阅读推广活动的思考

经典传承型与时尚创新型阅读推广活动之间没

有明显的界限.有些时尚创新型的阅读推广活动可

以沉淀、转化为经典传承型,经典传承型的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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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改变一下策划方案及活动流程,也可以转变为

时尚创新型.高校阅读推广活动的核心在于对读者

产生吸引力和影响力,聚焦优秀图书,提高馆藏的流

通量和利用率.策划是否周详、组织是否有序直接

影响到活动的效果.
本文中提到的“创意书评”活动,可能会出现优

秀书评短语推荐的书籍不在本馆典藏范围内,我们

启用紧急购书程序,购买相关书籍入库.高校图书

馆的图书收藏量比较大,经典、优秀的图书一般都有

收藏,征稿时我们规定针对偏门、冷门以及休闲娱乐

性的图书的书评短语不在优秀奖评选范围之内.此

外,馆藏图书一般副本量比较少,在阅读推广时无法

满足师生的借阅需求,我们一般尽量选择本馆电子

书库里已有的资料.建议在高校图书馆设置经典特

藏阅览室,将荐读活动中推荐的图书多备副本保存,
便于读者借阅,经典阅览室特有的阅读环境有助于

提升阅读推广活动的效果.

４．３　对文化传承活动的思考

迩雅汉服文化社是由热爱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中

华传统服装的同学组建的,他们本身比较关注服装

及传统礼仪的外在美.文化传播部的指导老师既要

尊重社团同学的兴趣爱好,又要引导他们关注服装

礼仪表象背后的文化内涵,在活动的主题确定及规

划上给予一定的指导.比如２０１６年２月份的花朝

节文化活动,同学们的活动规划中只有穿汉服、做花

灯的环节,指导老师要求在活动现场张贴文字、图
片,介绍节日的相关知识,在活动中还加入毛笔书法

及中国画元素,强化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

传承.
高校图书馆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不仅仅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要考虑到世界历史

文化以及现当代文化,可以引导汉服文化社策划组

织西方传统文化及中西现当代文化活动.有些文化

活动超出了迩雅汉服文化社的活动范围,文化传播

部可以在策划好活动主题之后,邀请校内其他学生

社团或学院来合作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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