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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拉理论”视角下高校大学生参加
阅读推广活动的动因分析

□胡陈冲∗

　　摘要　推－拉理论为高校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动因分析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理论框

架,文章以高校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情况为研究对象,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和实际访谈数

据,尝试从推－拉理论的视角论述促使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内外推力与拉力因素.在此

基础上对高校图书馆如何强化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行为的产生提供建设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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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政府和社会一直积极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的深

入开展,并取得显著成效[１].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

家发展战略,被列为“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重大文

化工程之一.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大学生为目标

群体的高校图书馆与时俱进、高度重视并强化阅读

推广服务,积极开展旨在改善和提升大学生阅读素

养的各种推广活动.大学生作为高校图书馆的最主

要受众,不但是评价阅读推广活动质量的主体,是阅

读推广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也是阅读推广活

动真正价值的获得者[２].大学生对阅读推广活动的

认同感、参与度和满意度也直接影响着开展此类活

动的效果和意义.因此,以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

动的情况为研究对象,考察分析大学生为什么选择

参加阅读推广活动? 何种动力因子促使他们参加阅

读推广活动? 怎样推动更多大学生参加此类活动?
探索这些问题,对于高校图书馆富有成效地组织策

划阅读推广活动,促进大学生主动参加阅读推广活

动,从而提升其阅读素养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基

于此,笔者尝试从推－拉理论的视角,借助文献资料

和实际访谈数据,探讨促使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

动的内在推力和外在拉力因素,为高校图书馆策划

和开展更为有效的阅读推广活动提供参考.

２　理论背景

２．１　阅读推广及其研究概况

当前,阅读推广的研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实践的发展更在不断“倒逼”着阅读推广研究的

深入和提高[３].范并思认为阅读推广是一种活动化

的具有明显干预特点的新型图书馆服务形式,主要

是以各种活动为表现形式,比如,读书会、新书展、知
识竞赛等[４].郑章飞认为,阅读推广是为了激发读

者阅读需求,而阅读推广活动是对阅读本身进行推

广,也是图书馆的一种自我推广方式[５].范并思的

研究以宽阔的视野深入分析了关于阅读推广的基础

理论、实践、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６－８];一些研究利用

实证调查分析对阅读推广的现状、存在问题进行分

析并提出改善建议[９];还有研究对阅读推广的发展

趋势、研究进展进行探索[１０].可以看到,多数研究

成果主要针对阅读推广的现状、问题、改善方法、研
究进展和发展趋势等进行描述性或实证分析,而以

阅读推广的服务对象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专项研究

很少见,探讨分析促使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

心理、环境等内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只是零星地简

单论及[１１].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出发,以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情况为研究对

象,对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这一行为产生的动

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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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最早可追溯到拉文斯坦(E．G．

Ravenstein)的“迁移定律”.拉文斯坦认为社会中

的个体受歧视和受压迫所产生的心理压力以及气

候、生活条件的不合适都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因素(推
力),他的观点被认为是人口转移“推拉”理论的渊

源.赫伯尔(R．Herberle)第一次系统地对“推－拉

理论”的概念作出解释,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于迁出地

的推力(外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内拉力)共同作用

的结果.博格(D．J．Bogue)进一步对推力和拉力影

响因素进行阐述.他认为从运动学的观点看,个体

迁移是两种相反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些在

迁入地起主导的改善生活条件等积极因素为“拉
力”,它吸引人口不断流入;那些在迁出地起主导的

对个人发展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为“推力”,
它促使人口向外迁出.可见,上述学者主要强调外

部因素在迁移中的作用.李(E．S．Lee)在其«迁移

理论»中系统总结了“推力－拉力”理论,他认为影响

迁移行为的因素有４种: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如环

境、教育资源)、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如家庭、环境、
人际网络)、中间障碍因素和个人因素(如心理、需
求、利益),指出了迁出地和迁入地各自都有推力和

拉力两类因素.李将个人因素和中间障碍因素引入

到了包含内外部因素的解释框架中,即劳动力的流

动和迁移是内部推力(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中间

障碍(距离远近、文化差异等)和外部拉力(用人单

位、政府政策等)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１２－１３].
推－拉理论参考了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与心理学

等学科的观点,包含从宏观到微观、从外部到内部的

全面因素,不仅成为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

论之一,还被应用于旅游、留学生跨国流动、高校毕

业生就业流动等研究领域[１４－１７].同时,有学者将

“推－拉理论”引入到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中,
阐述了推 － 拉理论应用于分析读者群体的合理

性[１８].对大学生读者而言,选择参加图书馆开展的

阅读推广活动而不是学校的其他活动的行为,这种

选择和权衡的行为可视为一种“推－拉”过程产生的

结果,但目前对于将“推－拉理论”应用到高校大学

生读者群体的相关研究尚有待开展.

２．３　“推－拉理论”是解释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

动动因的可参考框架

基于上述,如果将推－拉理论运用于大学生参

加阅读推广活动这一行为产生的动因分析过程中,
那么,该行为的“迁出地”“迁入地”如何解释? 该行

为的推拉因素分别是什么? 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

题.在查阅了涉及读者参与阅读推广活动影响因素

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积累的经验,我们认

为大学生从“迁出地”———不参加或没能参加阅读推

广活 动 的 消 极 状 态 或 原 始 状 态 “迁 移”到 “迁 入

地”———选择参加此类活动的状态,可看作是多种内

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内外动力因素应该包

括:读者个体因素(心理、需求、禀赋等)、图书馆主体

因素(活动属性、组织要素、制度规则等)、外部环境

因素.从运动学的观点来看,这一行为选择与人口

迁移一样,都受到了推力和拉力的作用.其中“推”
的因素是大学生个体生理心理特征等方面的内部推

力,它使大学生产生参加活动的意愿或需要;“拉”的
因素就是吸引大学生的开展活动的主体及环境条件

等外部拉力,它使大学生在特定时间内选择参加此

类活动而非其他活动.上述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

最终促成大学生参加活动这一行为的发生.
综上,借鉴推－拉理论解释框架,大学生参加活

动的内部推力主要包括:个人因素,即个人心理和发

展需求因素;外部拉力,即环境因素(如政策环境);
主体因素(如活动主题、奖励制度);中间障碍为活动

时空要素、信息渠道通畅度、个人禀赋.对这几个因

素再进行细化,构建出的参考框架如图１所示.我

们认为,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这一行为的产生

是在克服中间障碍的前提下,在以下多种内外推拉

力因素共同作用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当然,推力有

正负推力,拉力也有正反拉力,文中主要分析的是促

使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驱动力,即正推力和

正拉力,并在下文的分析中进一步验证这一框架中

各要素的可行性.

３　“推－拉理论”视角下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

的动因分析

３．１　相关数据来源及方法

数据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和实际深入访谈获

得.一方面,通过文献查阅,搜集大量参考资料.另

一方面,根据分析框架,拟定相关问题,形成访谈提

纲,并于２０１６年４月的“天美读书月”期间先后与大

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咨询和访谈,以获取大学生参加

阅读推广活动动因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实际访谈中,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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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校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动因参考框架图

被访对象为天津美院各专业大一至大四的５０名大

学生.其中,男生２０名,女生３０名;大一至大四各

年级被访谈者的数量分别为１０、２０、１５、５.数据来

自于有针对性的、面对面的深度访谈,具有真实有效

性,虽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基本上能较详实和准

确地反映出促使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内外动

力因素,因此具备一定代表性.

３．２　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推力因素

(１)心理特征是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内

推动机.
大量研究表明,在阅读推广中应注重探究读者

心理:有研究论及图书馆只有持续研究读者心理和

阅读行 为,才 能 深 化 和 细 化 阅 读 推 广 等 服 务 工

作[１９].张淼的调查研究显示,阅读推广应该在了解

读者阅读行为与心理的基础上,探索适于未来的阅

读推广服务模式[２０].郭文玲通过调查数据论证个

人兴趣是促使大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主要动力[２１].
周迪、熊婵通过实例表明契合读者阅读心理的活动

能够激发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２２].这些都表明,
满足兴趣爱好等心理需要是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

动的正向推动力.
访谈中也发现,９２％的受访者表示兴趣爱好是

促使他们参加活动的动因之一,且有７６％的人将此

因素视为推动其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最重要因素;

３２％的受访者认为好奇心是促使其参加阅读推广活

动的推动因子之一;有４６％的受访者表示,对图书

馆的正面认同感是促使他们参加活动的主要因素之

一.有研究也认为,读者对图书馆的正面认同感有

助于增加对图书馆的情感依赖,从而倾向于产生利

用图书馆的积极性[２３].相关研究发现,从众心理也

是推动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又一内在推力因

子.梅秀秀等通过调查发现,“周围人参与少”成为

阻碍阅读推广的最大因素[２４].张政法表示,出于安

全感或信任感等动机,个体在信息接受中往往会采

取与周围群体一致的心理和行为倾向[２５].访谈中

有一部分大学生也表示,当看到或获知舍友、同学等

周边的人参加阅读推广活动时,也会倾向于选择参

加活动.总体上说,个人的兴趣爱好、好奇心、对图

书馆的认同感及从众心理等内在推力因子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大学生主动参加阅读推广活动,差别在于

各因素间“推”的强化程度有所差异.
(２)个人发展需求是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

的内驱力.
访谈发现,分别有９０％和８６％比例的受访者表

示提升阅读能力、开拓视野及扩充知识等需求是参

加阅读推广活动主要驱动力;５４％的学生表示为了

今后各方面发展而参加此类活动.这显然表明大学

生作为社会个体,同样具备理性经济人的特点,倾向

于从是否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面考虑是否参加阅读

推广活动.可以说,个人发展需求因素对大学生参

加阅读推广活动具有推动作用,阅读推广活动重视

服务对象的内心需求,更能激发其参与的意愿.当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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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的目标群体对阅读推广有不同的需求[２],需
要在今后深入系统的实证研究中进一步来验证.

３．３　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拉力因素

(１)环境因素是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外

部诱因.
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环境因素包括了学

校环境、人际环境(人际网络)和政策环境三方面.
首先,在全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逐渐具备了多元

化阅读推广渠道和立体化信息服务,学生接触并了

解到各种信息服务的机会越来越多,各种实体和虚

拟信息平台都成为学生了解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渠

道.此外,近几年来,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日益常

态化,为在校大学生营造出良好的阅读氛围,成为拉

动他们参加活动的引导力.５０位受访者中,有４９
位都表示良好的学校氛围和空间环境成为他们选择

参加此类活动的重要拉动因子.其次,人际环境对

大学生参加活动同样具备一定拉动作用,在学院老

师、同学及学生社团的介绍和告知下,大学生对参加

活动持积极态度.受访者中,有３２位表示经社团或

同学介绍后会选择参加活动.第三,政策环境对促

使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具有精神拉力作用.全

民阅读政策的宣传贯彻,越来越契合民众诉求,全民

阅读观念深入人心,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大学生了解

高校阅读推广服务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为阅读

推广活动的开展和推进提供了契机和动力.访谈中

有学生表示,国家对全民阅读在政策层面上的强化

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学校图书馆开展阅

读推广活动的看法,一般会积极了解图书馆的相关

活动.总的来说,上述环境因素潜移默化地提高了

大学生主动阅读的意识,符合大学生的内心诉求,对
拉动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２)主体因素是拉动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

的关键因子.
主体因素,具体来说是以高校图书馆为主体组

织策划的阅读推广活动及其各要素的总和(见图

１).
首先,活动属性即阅读推广活动的形式、主题等

是大学生参加活动最关键的外部拉动因子.关绍伟

认为,选择有创新、有吸引力、贴合大学生需求的活

动主题是读书活动成功的重要因素[２６].相关研究

也表明,通过改变阅读推广的形式和内容,激发读者

的阅读兴趣是常见的有效的阅读推广方法,陈旧的

形式无法满足读者需求,更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

力[２７].访谈中,５０位受访者都表示,图书馆开展阅

读推广活动的主题、内容是影响他们参加活动的最

重要外部因素.
其次,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顺利有效开

展,离不开人员、资源等因素的合理调配.学校及各

院系的积极配合、经费支持和大学生社团的主动参

与,都能够提高阅读推广活动的影响力,扩大其辐射

范围,吸引更多学生参加此类活动.图书馆在活动

前期的宣传力度和宣传效果直接影响读者对活动的

知晓度和认同度.受访者中就有３１位表示信息不

通畅成为了阻碍其参加活动的因素之一.访谈中分

别有２０位和１６位受访者表示,图书馆员的良好态

度和活动前期宣传均会对他们参加活动产生积极影

响,如果从组织者的服务中获得了较高的认同感和

满意度,就会提升他们参加活动的积极性.此外,有

２３位受访者表示活动开展的时长也是影响他们参

加活动的又一拉动因素.可以发现,组织要素的合

理优化对拉动大学生参加活动具有正面效应.
第三,奖励制度是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

激励性因子.曾旗、高金章在«管理学»一书中认为,
人的行为表现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所受到

的激励程度,激励水平越高,行为表现越积极,行为

效果也越大[２８].相当多的实践研究都表明,图书馆

在阅读推广活动中引入激励奖励机制,对读者积极

参加活动具有促进作用[２９－３２].在访谈中也发现,有

３５位受访者表示图书馆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设置

奖金、奖品等物质奖励或证书等精神奖励,是促使他

们参加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可以看出,设置相

关的奖励制度在促进大学生积极参加阅读推广活动

上具备较强拉动作用.

４　借助并强化推－拉力量,促进大学生参加阅读推

广活动行为的产生

上述分析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大学生参加阅读推

广活动动因的参考框架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可以认

为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这一行为的产生是多种

正推力和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结果也表

明,在推－拉力作用的过程中,推力的作用显得直接

和主观,它是参加活动这一行为产生最初始的动力

因子,如果没有个人内在推力的驱使,那么再优越的

外部环境也可能无法促使个体积极行为的产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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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受到内在推力后,外部拉力显现出至关重要

的作用,它成为大学生通过参加活动真正获得内心

满足感的一个有效通道,愉悦满意的参与过程具有

进一步强化推力的作用,使大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后续活动中去,因而有助于形成阅读推广常态

化发展的良好局面.因此,对高校图书馆如何有效

地借助“推力”,强化“拉力”,提升大学生对阅读推广

活动的参与度,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１)挖掘读者资源、重视把握读者心理的内在推

力作用.
在的新信息环境下,读者应被视为图书馆的基

本资源之一[３３－３４].读者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利于提

升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首先,图书馆只有

深入了解大学生的心理特征,提高对他们心理行为

的理解和预测能力,才可能掌握大学生对何种阅读

推广活动感兴趣、哪类活动对他们吸引力大,从而有

针对性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其次,真正了解读者

需求的还是读者本身,图书馆有必要根据预期效果

和阅读推广计划,定期对读者进行阅读调查、访谈等

数据挖掘工作,以掌握读者的心理特征,在这一过程

中,应强调分析不同读者群的特征和阅读需求的动

态变化.活动后,注重调查大学生的满意度、认同感

和阅读效果,获得的调查数据可以为今后开展阅读

推广活动提供决策参考.
(２)克服中间障碍,借助推拉力量调动大学生参

加阅读推广活动的积极性.
信息不通畅、时间冲突、空间距离等中间障碍因

素,都可能造成大学生无法参加阅读推广活动.只

有排除各种中间障碍因素的影响,才能调动大学生

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积极性、提高他们参加活动的

可能性.访谈中发现,信息不通畅是造成大学生没

能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实践中,
首先有必要加大宣传力度,畅通线上线下多重宣传

渠道,使在校大学生能够随时随地接触到活动信息,
避免因为信息不通畅而导致学生没能参加活动.其

次,做好推广活动的前期调查,通过纸质或网络调

研,掌握大学生有意愿参加活动的最佳时间段和校

区,最大限度地减少时空要素对大学生参加活动的

制约.第三,正确把握大学生的阅读层次和个人禀

赋(包括人口学特征).现实中,每一位大学生的阅

读素养和个人禀赋显然存在差异,也必将形成不同

层次的群体特征,在设计活动时,有必要针对不同群

体的特征策划不同的推广方案.例如,开展各种对

受众进行细分的小型阅读推广活动,更容易产生共

鸣、激发内心需求,增强其参加活动的意愿.
(３)搭建立体化环境,创新阅读推广项目,强化

外部拉力的吸引作用.
首先,多视角优化各种环境因素,对于营造良好

阅读氛围及培养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具有积极作用.
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充分利用媒体环境、人际环

境、政策环境的辐射影响力,构建社会－学校－图书

馆三大空间维度协调互补的立体化阅读环境,有利

于在校园中营造出浓厚的阅读氛围,于潜移默化中

激发和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鼓励更多大学生参与

阅读推广活动,使他们不仅能成为活动的接受者,也
成为活动的推广者.其次,高校图书馆应合理调配

各种要素,不断优化、创新服务形式,开展立体化阅

读推广[３５].其中,组织策划多样化的符合大学生需

求的阅读推广活动,主题是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因

素,有创意的主题能更好调动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满
足他们求知、求新、求趣的需求和动机.当前大学阅

读推广活动中涌现出的研读经典、知识竞赛、悦读之

星评选等形式,寓教育性和娱乐性为一体,引起大学

生的浓厚兴趣,激发他们参加活动的热情.总之,高
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致力于打造精品活动,凝聚

大学生注意力,才能使他们对活动产生向心力———
即外部拉力产生的效果.而这些对于在今后逐步建

立起一个人人要阅读、会阅读、爱阅读、享阅读的书

香校园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５　结语

文章尝试运用推－拉理论构建一个可参考的理

论框架,为分析高校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动

因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为高校图书馆有效地组织策

划和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参

考.当然该理论参考框架中各层次的划分以及各个

因素的选取、界定、补充和应用都还需要科学系统的

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分析和检验,这其中包括对各种

动力因子相关性和有效性的研究,对大学生参加阅

读推广活动的影响因素建立模型并进行分析和检验

等,这些问题将留待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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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ushＧpulltheoryprovidedaframeofreferenceforthedynamicfactorsanalysisofcollege
studentstoparticipateinreadingpromotionactivities．Takingcollegestudentsasthestudyobject,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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