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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行为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实施
阅读学分制的动力研究∗

□王新才　谢鑫

　　摘要　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开设了阅读学分课程,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存在着来自理念和实

践层面的阻力.由高校图书馆具体负责实施阅读学分制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能有效克服阻

力,产生持久的内生动力.从阅读行为视角出发,高校图书馆实施阅读学分制的具体推动力可以

进一步细分为阅读主体动力、阅读对象引力和阅读环境推力,从而构建起完整的动力生态系统,
促进阅读学分制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阅读行为　高校图书馆　阅读学分制　动力

分类号　G２５１．５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０

１　引言

动力是在工作、事业进程中起推动作用的力量,
动力要素健全与否,要素间关系协调与否,决定了它

们能否克服阻力而产生正向合力推动工作的顺利开

展.阅读学分制是指依据高校学分制规定和相关创

新学分认定办法,由特定机构制定学生阅读学分的

具体实施方案,指导学生通过阅读等形式的课程获

取相应学分的制度.它的目标是引导和促进学生阅

读,提升其文化素养.因此,阅读学分制必须是以阅

读为中心的;就现实可操作性而言,从阅读行为视角

出发对其实施动力进行分解并构建完整动力生态系

统也是阅读学分制工作能顺利进行下去的关键

所在.

２　阅读学分制的实施现状及阻力

学分制作为与选课制相适应的学校教学和学生

学习量的计算和管理制度办法,产生于１９世纪下半

叶的哈佛大学,随后推广到世界范围内.我国的引

入始于五四时期,因有利于形成“以学为本的培养机

制”“学生学习的动力机制”“专业建设的优化机制”
“教师教学的竞争机制”[１],从而改善教学质量,推行

素质教育,学分制管理已在我国高校普遍实施,且已

有不少高校都根据学分制的原则进行了阅读课程的

实践探索.
在国外,韩国江原大学于２００１年推出了与阅读

学分制相似的措施,即本科入校新生读书认证制

度[２].作为毕业认证制度之一,该制度要求选择读

书认证的学生需阅读一定数量的书籍或参加读书活

动,达到规定的积分点数,并在读书认证计算机评价

系统(CRBT)室通过考核后方准予毕业.除江原大

学外,网络中未能检索到国外其他类似案例,一方面

是英汉对译偏差的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国外的阅读

素养培养大多在高中阶段基本完成”[３],国民具有高

度的阅读自觉性、浓厚的阅读兴趣和较强的阅读能

力,他们自小养成的阅读习惯伴其一生,自然无需过

多的干预和指导.以美国为例,它自殖民地时期即

已开始注重阅读教育,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又从政策

立法、统一的内容标准、评估标准和建立高质量教师

保障四项措施入手开展了阅读教育的全面改革[４],
陆续提出了多个阅读计划与法案,成立了国际阅读

协会及全美阅读小组等专业机构,推动阅读教育进

一步向系统化、全民化、优质化、法律化迈进.
相比之下,国内阅读学分制的实践与报道更为

丰富.根据笔者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对我国高校教务网站

２７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武汉大学教学改革建设项目«基于大学生素质培养的图书馆服务创新研究»(KG２０１５７３)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王新才,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３９６０Ｇ１３４３,xincaiwang＠１６３．com.



2
0

1
7

年
第1

期

表１　“２１１工程”大学实施阅读学分制情况表

学校 学分类型 内容及考核标准 学分 评定机构
方案发

布时间

湖北大学 奖励学分 公开发表作品(包括文学作品、读书心得等) ２—６分 所在学院 ２００４年

武汉理工大学 课外培养计划 阅读课外书籍３本(３０００字,附教师评价) １分 学院学工办 ２００５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本科生课外学分 选择应读书目,写出该书要点或读书札记
１分/部,

最高４分
所在班级 ２００５年

郑州大学 创新学分 提交必读书目读书笔记１篇(不少于３０００字) １分
创新学分专家

评审委员会
２００６年

贵州大学 第二课堂学分 阅读指定书目,撰写心得体会(２０００字)
０．５分/次,

最高４分
素质拓展办公室 ２００６年

河海大学 素质拓展学分 课外读书,提交论文(３０００字) １分 － ２００８年

东南大学 毕业学分 参加８次文化素质教育讲座,撰写２篇读书报告 １分 － ２００８年

浙江大学 第二课堂学分 参加１０次“读书沙龙”活动,撰写１篇读书报告 ０．５分 本科生院学务处 ２００９年

中国矿业大学 科研创新学分
科研创新,针对某一问题撰写读书报告 (５０００
字,附教师评价)

１分/次,

最高２分
学院 ２００９年

华中农业大学 课外学分
参加８次讲座 １分

阅读推荐书籍,撰写读书笔记 ０．５－１分

学工部、校团委、

各学院
２００９年

东北大学 创新学分 课程学习过程中,通过考核(提交读书报告) １—２分 课程指导老师 ２０１０年

西南大学
名著阅读通

识教育学分
阅读名著,撰写读书笔记,参加结业考核 ２分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

育办公室联合教务

处、学生处、团委、图

书馆等

２０１２年

北京邮电大学 课外活动学分

学术讲座
０．２分/次,

最高２分

经典阅读
０．２分/册,

最高１分

图书馆 ２０１４年

的调查,“２１１工程”高校中有１３所实施了阅读学分

制.从表１可以看出,尽管各校的学分类型以及评

定机构多有区别,但实际考核内容却大同小异,主要

包括阅读书籍并撰写读书报告和参与指定次数的讲

座、读书沙龙两类;其他“２１１工程”高校虽未明确制

定阅读学分政策,但部分设置了人文素质教育学分,
如厦门大学规定拿到１５场讲座的纪念章且提交１
份学习心得者,中南大学规定参加讲座并撰写有关

论文、总结者,均可获得相应学分.在非“２１１工程”
院校,阅读学分制也有不少实践案例,如浙江财经学

院于１９９７年开始推行读“百本书”活动,并于２００１
年将此活动正式纳入学分制管理,学生在毕业前读

完百本书即可获得３个学分,否则不能毕业[５];此
外,黑龙江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扬州大学、山东理工

大学、重庆师范大学、温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

分校、武昌分校)、襄樊学院、新疆农业大学、广东工

业大学等都有相关政策措施.
总体而言,阅读学分制的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

理论上讲,它具有学分制的基本优点,“减少了课时,
缓解了优秀素质教育师资的紧张和缺乏,摆脱了灌

输式的课堂教学,提高了学习效率”[６];从高校实际

反馈看,它有效地影响和干预了学生的阅读行为,在
培养学生阅读意识、提升阅读能力、丰富文化生活、
提升文化素养等方面都有促进作用,基本上能达到

它的设计初衷,也由此赢得了教育界、图书馆界的关

注.但是阅读学分制的实施与发展依然存在问题与

阻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理念方面,我国阅读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

体系不够完善.前文已述,国外国民阅读教育开始

于幼儿时期而完成于高中阶段,且理念明确,系统完

３７

阅读行为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实施阅读学分制的动力研究/王新才,谢鑫
StudyontheImpetusofImplementingtheReadingCreditSystembyUniversityLibrariesfromthePerspectiveofReadingBehavior/WangXincai,Xie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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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虽然我国在大学前也开展了阅读教育,但始终

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的

阅读技巧更多是为了满足考试需要,在功利目的的

驱动下,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自我教育意识的培养不

足.所以,高校推出的阅读学分制作为前期阅读教

育的补救和延伸,本身就具有“先天缺陷”,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学生选课和阅读的积极性.加之对教育

理念、使命的认识不足以及对阅读学分课程与其他

学科教育、通识教育等培养模式关系的认知模糊,高
校容易出现应试教育、填鸭式教学以及机械重复劳

动等现象,进而影响到阅读学分制的规范性和独

立性.
实践方面,由于目标定位的不同,目前高校阅读

学分制的实施主体及实际运作各有差异,其中多有

不尽合理之处.实施和评定机构中不乏诸如学生所

在班级、学生工作办公室等非专业教师和教学单位,
同时,学分认定环节具有主观性,成果评价难以量化

细化,这将影响教学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客观性,也可

能会使教学流入形式主义的误区.此外,课程模式

和激励措施相对单一,很少做到区别对待不同水平

的学生,部分学校甚至违背学分制的实施原则,变自

主选择为强制要求,大大增加了学生阅读的心理负

担和抵触情绪,单纯依靠压力推动,缺乏有效的宣传

推广模式,都阻碍了阅读学分制的专业化与可持续

发展.

３　高校图书馆实施阅读学分制的必要性及内生动力

３．１　现实需要

武汉大学图书馆的统计数据(图１)显示,近５
年来,本、硕、博三类学生的图书借阅量持续走低,其
中本科生最为明显,５年间人均借阅量减少６册①.
图书馆的借阅量下降暴露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图

书馆的资源利用率降低,相当一部分文献资源变为

流通率、利用率极低的“长尾”无人问津.这并非个

别现象,据报道,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借阅量从２００６
年的１０７万本锐减至２０１４年的６２万本,创１０年来

历史新低[７],下降幅度达４２％,而且这还尚未考虑

２０１２年以前扩招的情况;李化明对淮北师范大学图

书馆的调查也表明,该馆２０１１年的图书借阅量只有

２００８年的６３％左右,过刊则只有３５％左右[８].不仅

纸质资源如此,数字资源的利用也不理想.教育部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我国

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购置费逐年攀升,馆均购置

费从２００６年的７８万涨到２０１４年的２３９万元[９],但
蔡屏将近些年高校数字资源利用率的调查汇总后,
发现我国高校的数字资源利用率仍在较低的水平线

徘徊[１０],并未能和数字资源量的增速相一致.仍以

武汉大学图书馆为例,目前馆藏电子图书已占到馆

藏资源总量的４９．２％②,数量上比纸质图书多出

２０１万册,但在数字阅读已成为我国国民主要阅读

方式的２０１５年[１１],读者在图书馆下载的电子书仅

２１６６９册,在总借书量５５７２０２册中只占很小一部

分.这些数据令人不无担忧,它们所反映出的问题

已违背图书馆“藏书为用”的原则,造成了资源的严

重浪费,将进一步影响到图书馆职能的实现和公众

形象的塑造与维持.

图１　武汉大学近年来各类型读者人均借阅册数变化趋势

二是我国国民阅读,尤其是大学生阅读存在不

足,这种不足不单是数量上的,也是质量上的.２０１３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阅读为４．７７本,有数据

称,当年韩国国民的平均阅读量为１１本,法国为２０
本,日本为４０本,以色列竟达到了６４本.美国 The
OpenSyllabusProject数据库项目收集了各大学过

去１５年以来超过１００万项课程和图书的阅读信息,
在其公布的数据中,专业书除外,«理想国»«共产党

宣言»«利维坦»«君主论»等书籍长期占据榜单前

列[１２],类似的具有国际视野、普遍意义、思想深度的

中外经典却较少进入中国大学生的阅读范围.笔者

统计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２０１５年北京大

学、南开大学等９所著名高校图书馆的借阅排行榜

数据,获得最高关注度的是«平凡的世界»«藏地密

４７

阅读行为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实施阅读学分制的动力研究/王新才,谢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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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中所有武汉大学相关数据均来自武汉大学近年来图书馆

统计报表,后不再注明.
武汉大学馆藏资源包括纸质图书、电子图书、数据库、非书

资源、纸质期刊、电子期刊等６类,计１６５１万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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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盗墓笔记»以及武侠小说等文学语言类作品和

通俗作品.同时,在数字时代,阅读对象和阅读方式

的变革正悄然改变阅读习惯,使得以接受知识为导

向的传统文本阅读、精读在数字时代得到了某种消

解.据李新祥研究,数字时代超过八成的读者认为

泛读增加[１３],大学生阅读也存在浅化、娱乐化和碎

片化等影响阅读质量的趋势.可见,张学军关于疏

远经典名著、阅读退化已成为大学生阅读中的显著

问题的结论虽基于２００９年的观察[１４],却仍适用于

当下,这种情况不利于大学生素养的提升和思维的

锻炼,也与大学教育的精神旨趣不合,无法满足社会

对具备自我教育、终身学习意识的人才的需求.
总之,高校图书馆与学生普遍陷入了一种“危

机”.虽然这种危机有来自客观环境的原因,但从主

体而言,大学生的阅读兴趣低迷、阅读方式改变、阅
读缺乏适当引导降低了图书馆的利用率,图书馆的

安于现状、服务和教育职能发挥不足又反过来迟滞

了学生阅读状况的改善,可以说二者互为因果,形成

了恶性循环.危则思变,图书馆应当积极采取措施

遏制目前状况的继续恶化,填补大学阶段的阅读教

育缺位以改善当下情况的计划也应该早日提上高校

教务部门的工作日程.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以及现

实的需要,前文所列高校开始尝试阅读学分制方案.

３．２　内生动力

高校的教学由教务部门负责设计规划,择定具

体的教学单位落实执行.实施主体的选定不仅关系

到此后的具体运营流程,还关系到能否克服发展过

程中的阻力.阅读学分制无论从学生角度还是从高

校图书馆角度看,都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图

书馆来说,它能通过促进学生阅读来提升文献资源

利用率,还可以促使图书馆将阅读的教育、推广纳入

已有服务体系,实现自我转变、标本兼治,正是图书

馆突破困境的得力措施.图书馆作为危机的当事者

之一,因其生存需要与利益关切,及其对实现自我价

值和使命的渴望,因而有了自发的长久的内生动力,
这足以成为阅读学分制实施的基本驱动力,支持其

长期工作,精益求精,并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以自身的

优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来自理念和实践层面

的阻力.
首先在理念层面,高校图书馆素有“第二课堂”

“没有围墙的大学”之誉,图书馆的性质决定了它可

以并且也应当积极主动地承担起教育职责,投身于

阅读教学中;同时,它的性质又不同于开设专业课程

的教学单位,这有利于它专注于其一贯坚持的素质

教育、人文关怀等内容,理清阅读学分课程与其他专

业课程的关系,保证阅读学分制的独立性.其次在

实践层面,高校图书馆有其他主体不可比拟的优势:
第一,高校图书馆与图书文献和阅读行为有天然联

系,庞大的馆员队伍在长期的馆藏建设、学科服务等

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科研和教学经验,为阅读学分

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师资基础,有助于实现“专业人做

专业事”.第二,高校图书馆的工作时间和现有馆舍

资源、文献资源可以作为课程开设的物质基础,减少

了课程建设中的资金投入.第三,相较于高校其他

机构,图书馆对学校资源的整合和调动能力更强,容
易形成以教务部门为支撑,以图书馆为主导,其他教

学单位、各学院分馆配合的多方联动模式.第四,目
前众多高校图书馆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

动,如北京大学的“书读花间人博雅”,清华大学的专

题书架,武汉大学基于卡通形象“小布”的阅读推广

活动等,在学生和社会中形成了品牌效应,这些节点

性活动可以作为阅读学分制的基础,阅读学分制也

可以弥补它们在长时性方面的不足.

４　高校图书馆实施阅读学分制的推动力

在阅读学分制实施基本模型(图２)中,行为与

主体一一对应,高校图书馆属于核心主体,学分阅读

(阅读学分)处于中心位置,阅读学分制的良好运营

离不开图书馆和学生的互动以及图书馆与教务部门

的配合.因此,要想将学生和图书馆两个主体完整

地融入考虑之中,系统地理解阅读学分制的推动力,
促进阅读学分制从“应急”措施向专业化教学转变,
就必须加强对阅读行为的理解.阅读学研究坚持阅

读行为是阅读主体和阅读客体辩证统一的观点,换
言之,阅读是主体在阅读意愿的驱动下,从客观材料

中获取信息的过程和行为.阅读学分制的实施不仅

影响了阅读意愿,还重塑了阅读环境与阅读对象,使
原有的阅读机制变得相对复杂,其具体推动力的分

析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

４．１　阅读主体动力

阅读主体动力主要取决于作为阅读主体的学生

对阅读学分制的接受程度.一门公选课要长久开设

和不断发展,必须赢得学生的支持和欢迎,阅读学分

制亦是如此.所以,从短期而言,实施阅读学分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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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高校图书馆实施阅读学分制模型

首要问题是通过口碑、“福利”诱发学生的选课兴趣.
从２０１５年全民阅读报告来看,近七成的国民希望开

展阅读活动[１５],根据已开设阅读学分课程高校的反

馈,阅读课程的确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这表明阅读学

分制的实施有其受众基础.但阅读学分制与阅读本

是二位一体,从长期而言,其实施还需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以阅读兴趣带动选课兴趣.实际上,这两种

兴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作阅读的两种既区别又联

系的动机.曾祥芹等认为,读者最初的阅读动机都

是来自外界环境[１６],它可能是奖励刺激或硬性要

求,表现出非主动非自发的特性,当经过阅读教育的

培养之后,就逐渐衍变成为一种主动自发的动机,阅
读也就成为了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自觉追求和无需引

导的自发行为.相应地,单纯为获取学分而选课可

以看作是初始阅读动机,因热爱阅读而选课可看作

是主动阅读动机.阅读学分制要想长久实施,达到

理想化的教学结果,就必须依靠阅读主体的这两种

动机共同形成巨大的动力,以初始阅读动机为始,以
主动阅读行为为终,以选课兴趣诱发为始,以阅读兴

趣培养为终,不断持续地通过教学催生这种变化并

反过来促进教学提升.
为此,高校图书馆首先应明确阅读教育的理念

和使命,阅读学分制既不同于学生自由阅读,也不同

于以往的嵌入式阅读教学和专业培养中的文献研

读,它具有自身的独立特性和价值追求,图书馆要理

顺阅读学分制与前期阅读教育以及大学其他培养模

式的功能关系,做到彼此协调互补,形成较为完备的

培养体系.其次,着重提升教学的专业化、规范化水

平,向深层次拓展,尤其要重视对阅读主体的研究,

包括素质类别、生理机制、心理动力等,需进行前期

调查以求数据支撑,重视课程反馈以不断完善教学

方案,避免因教学方式的偏差挫伤学生的积极性.
此外,图书馆还应该做好现有活动资源的衔接、整合

和优化工作,避免出现活动多而杂、浮于浅层的局

面,在重点加强阅读学分课程推介的同时,继续做好

对阅读本身的宣传和推广,促进个体阅读需求的增

长,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从根本上使阅读学分制走

上良性的发展道路.

４．２　阅读对象引力

阅读对象主要是指纸质或数字的图书、期刊、杂
志等阅读物.阅读学分制的基本任务是建设阅读学

分课程体系,以阅读书目为基础,以多种形式的活动

为补充,将阅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阅读行为的

发生.因而学分阅读的对象不仅包括了狭义的阅读

物,还囊括了广义的读书报告、讲座、真人图书馆以

及分享交流会等形式多样的以提高文化素养为目的

的课程内容.如果说阅读主体动力关注的是客户问

题,那么阅读对象引力则着眼于产品本身,“产品”是
否具有吸引力从根本上关系到“市场广度”,关系到

学生选课及阅读与否的问题,也就由此决定了阅读

学分制能否顺利实施.图书馆具有保存文献资源的

职能,不断丰富资源类型、增加资源总量、优化资源

结构是其核心工作,所以它在实施阅读学分课程、提
供阅读物、组织阅读活动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开设学分阅读课程就是将现有

藏书无选择地塞给学生,重点还是在于提供藏书以

供学生选择阅读,提供丰富的阅读活动使学生感受

阅读的乐趣和收获,这才是长久发展之道.
为此,高校图书馆应在充分了解学生阅读兴趣、

需求和能力的前提下,利用学科服务、嵌入式教学积

累的丰富工作经验,结合专业培养计划以及大学生

素养提升的需要,开列相应的经典书籍书目,尝试个

性化推荐,吸引读者选课阅读,进馆借阅.同时也应

做好基础工作,继续加强文献资源馆藏建设,提升服

务水平,确保文献资源的可获取性.另外,图书馆还

应丰富授课形式,不仅通过课堂讲授理论知识或开

列书单让学生自行阅读,还要有意识地与学校、图书

馆现有的阅读活动———诸如读书分享、图书漂流、书
评比赛等相结合,优化课程内容,增强阅读活动的趣

味性、宽松度,以提升“产品”质量来拓宽“市场”,吸
引学生自愿地参与到阅读学分课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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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阅读环境推力

任何阅读行为都是在一定的阅读环境中完成

的,良好舒适的环境有助于阅读者产生愉悦的心情,
从而取得良好的阅读效果.图书馆的馆舍宽敞明

亮,文献资源丰富,文化氛围浓厚,和其他场所相比

有明显的优势;新时期很多高校图书馆选址在校园

核心区域,交通便利,在内外环境的设计上充分体现

审美价值,成为大多数学生阅读的首选场所.在数

字时代,高校图书馆应该在生态环境、功能环境、设
施环境三方面继续加强建设,贯彻现代科技与信息

融合的理念,突出数字化信息服务、学术交流、舒适

娱乐等功能[１７],为读者提供舒适的阅读和上课环

境,以自身的硬件建设来推动阅读学分制的实施.
阅读环境不仅仅指实体环境,还包括我们所处

的非实体环境,在阅读学分制中它更多地指向外围

环境,主要具象化为国家政策、社会文化和学校风

尚.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向

阅读社会迈进的目标,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地区

和国家相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阅读推广活动,我国

也参与其中.１９９７年,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教

委等９部委共同提出实施“倡导全民阅读,建设阅读

社会”的“知识工程”,２０１４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
已连续两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２０年间,一系

列的政策举措自上而下地在社会中掀起了阅读推广

的浪潮.趁此潮流,在学校方面,很多高校提出了

“书香校园”“文化校园”的建设口号,阅读学分制作

为建设“书香校园”的有机组成部分,易于赢得学校

教务部门的支持和学生的关注.社会、高校良好的

阅读氛围对阅读学分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样

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学生更易主动地参与阅读学分

课程.

５　结语

总之,阅读学分制的实施是高校图书馆和学生

共同参与的行为.图书馆改善自身利用现状、实现

教育服务职能的渴望是图书馆负责实施该制度的基

本出发点和驱动力,但是如果没有学生的参与,就没

有阅读,更无从谈起学分制,故此从阅读主体、阅读

客体及阅读环境三方面进行的推动力分析更具有现

实意义,这些构成如图３的完整的生态动力系统.
在此系统的支持下,不仅能够克服原有发展过程中

的阻力而形成巨大的正向合力,还能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教学相长”,使阅读学分制健康地可持续发展.

图３　高校图书馆实施阅读学分制的动力系统

当然,阅读学分制从概念提出到方案设计再到

实施落地,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单有动力来源还

不够,还需积极催发动力.在实际运营中,作为高校

教学管理机构的教务部门还需要进行详细的规划,
制定科学可行的阅读学分制政策以及严格的制度流

程,全力支持图书馆阅读学分课程的开展,多方联

合,使阅读学分制真正地实现其设计初衷,达到良好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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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ImpetusofImplementingtheReadingCreditSystembyUniversity
LibrariesfromthePerspectiveofReadingBehavior

WangXincai　XieXin

Abstract:Currently,severaluniversitiesinourcountryhaveofferedthereadingcreditcoursesandhave
achievedsomeeffects;howevertherearestillresistancesatconceptualandpracticallevels．Itisnecessary
foruniversitylibrariestoshouldertheresponsibilityofimplementingreadingcreditsystem,whichcanalso
overcometheresistancesandgeneratelastingimpetus．Fromtheperspectiveofreadingbehavior,theimpeＧ
tuscanbefurthersubdividedintoinitiativeofreaders,theattractivenessforreadersandthecontributionof
thereadingenvironment．Bythisway,acompleteecosystem willbeconstructedtocontributetothe
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readingcredit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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