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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及其常态化发展

□李薇∗

　　摘要　在比较、分析阅读推广形象大使涵义的基础上,通过网络调研法和文献调研法,归纳

出阅读推广形象大使的产生来源主要有:借助名人效应选择、紧扣目标受众群体评选、虚拟形象

代言创设三种形式,提出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塑造的重要意义及对其人选的思考例证,以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论述了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常态化发展的具体做法和经验,
认为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应注意创意、宣传、持续、激励四方面要素.

关键词　高校　阅读推广　形象大使　品牌塑造　常态化

分类号　G２５２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３

　　在我国,政府和社会各部门对阅读的意义有着

越来越深入的认识,从党的十八大首次将“开展全民

阅读活动”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到“倡
导全民阅读”连续３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再到

“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到“推动全民阅读”,并将

其列入国家八大文化重大工程之一,以国家战略的

高度推进国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１].党和国家领

导人也十分重视全民阅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读
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

滋养浩然之气”.李克强总理说:“读书不仅事关个

人修为,国民的整体阅读水准,也会持久影响到整个

社会的道德水平”[２].无一不充分体现了全民阅读

推广在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为了推进全民阅读工

程的发展,“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应运而生,他们为阅

读推广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是目前阅读推广工作

不可或缺的促进形式之一.

１　“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及其产生来源

１．１　“阅读推广形象大使”与“阅读推广人”
在全国各地各部门举办的丰富多样的阅读推广

活动中,“阅读推广形象大使”成为其中一个耀眼的

名词.要特别说明的是,“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并不

等同于时下流行的“阅读推广人”:前者中“大使”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借指为推动某项事业的

开展而做推介、宣传等工作的代表性人物:爱心大使

|绿色环保大使|奥运形象大使[３].阅读推广形象大

使起着重要的阅读推广与宣传作用,是依托本人较

强的社会影响力与人格魅力为所代言的单位或者活

动开展相关的推广宣传工作,其目的是带来社会阅

读风气的改良并形成相应的品牌效应.而后者,中
国图书馆学会在２０１４年“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中

也给出了定义:阅读推广人是指具备一定资质,能够

开展阅读指导、提升读者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专

职或业余人员[４].显然,阅读推广人最主要的作用

是推广和指导阅读,强调运用专业性的方式传递阅

读价值观念.笔者认为两者相比较而言,共同点都

是为了更好地开展阅读推广,激发全民对阅读的关

注和热情,不同点则是前者更倾向于宣传示范,后者

更倾向于专业指导.

１．２　阅读推广形象大使的产生来源

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又称阅读形象大使、读书形

象大使、阅读形象代言人等,目前国内阅读推广形象

大使的产生来源基本有三种形式:
一是名人效应.借助名人效应,选择热心公益

事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公众影响力、在读书教育领

域有研究实践经历、怀揣阅读基本主张的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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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名人促销”.如,２０１１年首届“北京阅读季”活
动聘请苏士澍、毕淑敏等社会知名人士担任读书形

象大使[５];２０１４“书香江苏阅读论坛”上,江苏全民

阅读活动领导小组聘任朱永新、曹文轩、徐雁等文化

名人为“书香江苏形象大使”[６];“２０１６齐鲁阅读季”
启动仪式上,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先生、茅盾文学

奖获得者张炜先生受聘担任“山东全民阅读形象大

使”[７].
二是受众群体.紧扣目标受众群体,选择热爱

阅读、善于阅读、充分了解阅读受众的身份、职业、年
龄等特点,并且愿意身体力行帮助别人阅读的形象

大使进行“榜样促销”.如,２０１３年“CCBF中国上海

国际童书展”推出“阅读推广形象大使”评选活动,热
情邀请小读者和家长积极参与[８];２０１５年中国(武
汉)期刊交易博览会襄阳分会场开幕式上,十位最爱

读书的市民“阅读形象大使”新鲜出炉[９];２０１６年７
月,重庆启动全民阅读推广大使评选活动,不限年

龄、性别、户籍与职业,只要对阅读充满热情,对阅读

建设有一定影响贡献,在重庆生活、工作和学习２年

及以上的人群皆可参评[１０].
三是虚拟形象.创设虚拟形象代言,也可理解

为高度人格化的卡通形象代言,其拥有生命力、价值

观和独特的个性,在形象上符合读者的审美习惯和

代言的造型标准,给人别具一格视觉感受的同时又

能得到大家的喜爱.如,２０１２年武汉大学图书馆设

计推出的虚拟形象代言人“小布”,围绕“小布”形象

制作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还将“小布”渗透到图书馆

的各项推广服务中;清华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１０年设计

出虚拟机器人“小图”,将图书馆经常碰到的、广大

师生或网友经常咨询的上万条问题植入小图的汉语

语料库,由其代言实时虚拟参考咨询服务[１１].

２　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塑造

全民阅读,青年先行.作为文化价值传承的主

体,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高校大学生的阅读状况直

接关系着民族的精神状态和人文素质,关系着国家

文化建设的前途和命运.可如今,在网络媒体的大

肆冲击下,一直以来读书最盛行的高校阅读状况开

始令人担忧,浅阅读、功利性阅读、碎片化阅读以及

各种阅读困惑导致的负面效应使大学生群体逐渐接

近或者已经处于浮躁状态.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阅

读,提高大学生的阅读指数和阅读水平,需要各高校

努力打造优秀的阅读推广队伍,积极开展丰富多彩

的阅读推广活动,同时更需要注重创设品牌效应,打
造品牌文化.

２．１　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

品牌,是源于市场经济营销领域的一个概念范

畴,对产品意味着质量、信誉的保证,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产品价值以及企业自身形象和服务水平[１２].
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开始注重品牌效应,将品牌

推广作为阅读推广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这种背景

下,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应运而生并自然而然被

赋予了品牌标志的色彩.确实,阅读推广形象大使

本身就是一种品牌,是学校的一个“符号”,也是图书

馆的一张名片,它使高校图书馆的品牌形象迅速崛

起,更容易激发大学生的参与热情,更具有公益形象

且扩大阅读推广的影响力.

２．２　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的人选

在对高校阅读危机的关注中我们发现,如今让

人堪忧的绝不单单是“阅读危机”本身,更是它背后

所折射出的人文危机和精神缺失.加强对大学生阅

读活动的引领和推广,阅读形象大使的作用至关重

要,不但宣传示范作用不可低估,更能营造校园劝读

的良好氛围.
(１)高校领导.
高校是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阵地,高校领导理

应率先垂范成为阅读推广形象大使,身体力行地倡

导阅读,亲力亲为地带动建设书香校园.上海交通

大学校长张杰就亲自担任“阅读推广大使”,向学生

推荐«共享经济»«苦难与辉煌»«南渡北归»等书,并
邀请学生阅读推广使者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探秘”
校长的私人书架,亲切交流读书感悟[１３].西南交通

大学校长徐飞在就职演说时说的第一个内容就是

“大学是关乎学问的,学生的第一责任是读书”.他

亲自抓经典阅读,组织团队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充分

调研,耗费大量心血,推荐出经过岁月和时间考验、
真正称得上“经典”的大家之作.他希望每一个西南

交通大学的学子在四年间都能完成９６种人文思想

著作的阅读.这一读书活动受到西南交通大学师生

的广泛欢迎,校园的读书氛围日趋浓厚[１４].像这样

爱读书、善读书且胸怀助推之志、倡导之意的高校领

导,为推进全校阅读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是当之无愧

的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代表.
(２)学校名师.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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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不乏师德高尚、博览群书、学术精湛、深受

学生喜爱的教师,名师的读书见解和其所推荐的书

籍都会引起莘莘学子的广泛关注,引领校园读书的

主流.在大学生眼中,名师是知识的储备库,是某专

业领域的行家,在阅读的喜好和专业书籍的选择上

很容易受到名师的潜在影响.如上海交通大学开展

“名师课外导读”活动,邀请多位名师向大学生们推

荐阅读书目,为１２位名师拍摄导读微视频,并通过

年轻人喜爱的新媒体平台每月推送一期,后续还分

期开展院士、教授、名家等课外导读活动,以名师效

应推动学生阅读行为[１５];泰山医学院宫梅玲研究员

推荐“贴近心灵”的读物引导学生走出人生困境;中
央民族大学郭英剑教授在学生中开展“同读一本书”
活动,每年向刚入学新生推荐一本好书阅读,并就所

推荐书籍开展系列读书活动,帮助大学生培养良好

的阅读习惯,为学生四年的大学生活留下美好的回

忆[１６].这样的名师自身有知识、好读书、读书多,对
学生有极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他们的阅读倡导行

为能赢得学生的响应和支持,为建设书香校园积极

发挥着唤醒、助力的作用.
(３)优秀学生.
高校的领导和名师都是在学校中具有相当地位

或名气的人物,他们担任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完全能

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及影响力引领大学校园的阅读

风尚.但在这里,我们最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同伴教

育”.据调查,青年学生的阅读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其中４３％的被调查者坦言,他们想阅读某本

书多是受到朋友谈论该书籍的影响[１７].对学生而

言,年龄相仿、知识背景相近的年轻读者同伴之间的

影响更易于接受.因此,由同龄的优秀学子担任阅

读推广形象大使,让其与受众目标群体之间达到有

效契合,能很好地集聚吸引力,激发大学生的阅读兴

趣.具体来说,就是在学生群体中推出看得见的身

边的榜样,让那些热爱阅读且在阅读中成长起来、乐
于分享读书心得、品学兼优的学生成为同伴阅读的

明星人物.
(４)社会名人.
高校的阅读推广形象大使人选有条件的也应面

向社会,社会上的知名学者、媒体名人、成功企业家、
出版部门等优秀人才均可胜任阅读形象代言人的角

色,他们有资格、有能力、愿担当、热心公益、乐于分

享,能为高校学生做阅读推广形象大使,既是一种责

任,也是一种荣誉,高校图书馆理应积极吸纳,让他

们既发挥宣传示范作用,又进行切身阅读体验指导,
是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人选的发展方向.

３　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的常态化发展

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发展、积累的过程,塑造并

管理好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可以辐射出长期有

效的全民阅读影响力.高校的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

牌要体现自身价值需要一定的平台,即活动形式和

内容.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打造阅

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持续吸引广大读者的注意力.
下面结合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的具体实

践,探讨如何提升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的活

力和吸引力,提高读者参与的热情,以促进形象大使

品牌的常态化发展.

３．１　阅读 推 广 形 象 大 使 品 牌 常 态 化 发 展 的 具 体

做法

(１)“伯乐荐千里马”———阅读推广形象大使选

拔出炉.
作为学校２０１６年大学生读书节的主打活动,图

书馆精心策划“阅读推广形象大使”选拔方案.亮点

之一,即形象大使的推荐可采取“自荐”或“他荐”两
种方式,若是通过“他荐”而成功当选为全校阅读推

广形象大使的,其推荐人将获“伯乐奖”.此举目的

在于激发全校师生共同参与,把荐贤举能由少数人

的责任变为多数人的行动,真正选出学生大众认可、
能充分发挥阅读推广作用的形象大使.这一创新之

举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并引起强烈反

响.经过学院和班级、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推荐,近百

名热爱阅读、积极向上、才艺出众的学生有机会在初

赛中向大家讲述自己在阅读中成长的故事.经过专

家和大众评审,２０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总决赛.决

赛环节分为知识问答、爱书推荐和书模表演,选手们

各显所能、各尽其才,以最佳的气质、最亮丽的风姿

赢得阵阵掌声,很好地诠释了“胸藏文墨虚若骨,腹
有诗书气自华”.经过激烈角逐,１０名热心公益、成
绩优秀、富有书香气息的学生最终胜出,成为学校首

届“阅读推广形象大使”[１８].这些学生形象大使乐

读书,善学习,愿分享,在学生群体中具有他人不可

替代的巨大优势和潜力,为阅读推广工作注入了新

的活力.
(２)“镜头下的阅读”———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向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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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推荐好书.
“每天徜徉在图书馆的书海中,阅读推广形象大

使在旁人眼中是什么样呢?”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６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刚刚出炉,图书馆就趁热打

铁,以“镜头下的阅读”为活动主题,鼓励学生同伴用

细腻的镜头、独特的视角聚焦图书馆,捕捉每位形象

大使阅读的美好时光,在展出１０位形象大使为书模

的摄影作品的同时,对应进行每位大使的“好书推

荐”.该活动的创新点在于将好书推荐和阅读推广

形象大使的阅读魅影相结合,上传网络后引发了众

多学生的围观和膜拜:“没想到看书还可以这样唯

美.”“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秀外慧中’.”“跟着

‘形象大使’一起读书,保证不挂科啊!”
(３)新生入馆教育———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带你

走进图书馆”.
入馆教育是新生入学伊始对图书馆进行全面了

解及接受阅读教育的关键环节.以往进行培训的讲

解员全部由图书馆馆员担任,虽然介绍详尽,但由于

教师的特殊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会让学生有一定的拘

束感.经过反复酝酿,图书馆在“论书季”就做足准

备,由阅读推广部、采编部、流通部等分别对阅读推

广形象大使进行“图书馆服务形象礼仪”“«中国图书

馆分类法»基本知识”“图书馆规章制度”“数字图书

馆”“图书借阅流程”等多项内容的培训,并进行实地

操作、演练,使形象大使在成为图书馆“服务明星”的
同时,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新生入馆教育引导解

说员[１９].
“各位同学,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图书馆.我

是今天带领大家参观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形象大使,
来自”.９月初,随着一声声亲切的自我介绍和

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形象大使学长学姐以交流互动、
导游解说的方式利用 PPT 向全体新生详细介绍了

学校图书馆的基本概况、馆藏数量及分布、读者公

约、借阅流程、电子资源获取的途径和方法等,还展

示了近一年来图书馆开展的各种卓有成效的阅读推

广活动.整个过程中,学生被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声

情并茂的引导解说深深吸引,对图书馆的资源与服

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现场气氛十分活跃[２０].入馆

教育结束后,图书馆对新生进行了随机访谈和问卷

调查,结果普遍反映这样的培训方式好,作为形象大

使的学长、学姐们的引导和解说让大家感觉很亲近,
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４)“榜样在身边”———阅读推广形象大使“真人

图书”.
真人图书馆是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个开放、互动

的“阅读”平台.２０１６年６月,学校图书馆特邀阅读

推广形象大使作为真人图书,并将真人图书的主题

通过微信、海报、广播等形式进行宣传.消息一传

开,马上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甚至教师前来报名

预约.因活动名额有限,凭券入场,大家为能与心中

的偶像实现近距离交流,使出浑身解数,通过拨打电

话、微信、QQ 等多种途径预定入场券,更多的同学

则在第一时间赶到图书馆服务咨询台排队领券.
活动现场,阅读推广形象大使首次以“榜样真人

书”的身份走向读者,通过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探
讨彼此间感兴趣的话题,分享学习经验、成长经历和

生活感悟.“很喜欢图书馆举办这样形式新颖的活

动,与‘形象大使真人图书’的交流非常愉快.”在场

的学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对活动赞誉有加.“读
书的过程非常有趣,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很真实

的去了解人与事物,并且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对自己

感兴趣的事情提出疑问,更加直接的获取知识.”“希
望这种活动能够经常举行,相信会有更多的同学愿

意参与其中.”
(５)读书分享———阅读推广形象大使“约你共读

一本书”.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对话,阅读的最大乐趣就是

交流的乐趣.共读一本书,能为同一范围内的读者

提供共同话题,进入共同的阅读旅程,营造一个充满

磁性的“阅读场”.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计

划于２０１６年“品书季”携同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发起

“约你共读一本书”活动.此次指定的参考书目为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出的«开卷畅销书排行榜

(２０１６．３．２１—２０１６．３．２７)»“非 虚 构 类”的 １０ 本

书[２１].由１０位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各选一本,将其

“约你共读”书目精心设计制作成图文并茂的展板,
内容包括作者生平、作品简介、馆藏信息、电子书下

载等版块,还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微信平台、电子显

示屏等方式广泛宣传.到了约定时间,选择与对应

的形象大使共读一本书的学生将通过读书沙龙的形

式寻找对话支点,谈阅读感受、收获和困惑,在碰撞

中提升,在分享中成长,让共读推动深度阅读.

３．２　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需要常态化运作

阅读推广形象大使的品牌塑造是对读书再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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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之举,值得推广.但就目前状况来看,无论是

各地市、各部门还是各大高校开展的阅读推广形象

大使选拔或聘任活动,大多只是简单地将其等同于

应时应景地举办一个热门活动,让人感觉就是走个

形式、夺人眼球而已.从后续来看,无论是推广力度

还是推广手段都存在明显不足,少见实质性的行动,
没有形成常态化的运作,这样的活动表面轰轰烈烈,
实际对广大读者的阅读影响并不大,更谈不上深入.
这不仅是广大读者的遗憾,更是全民阅读推广的尴

尬.因此,探索实践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的常态

化发展,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引导全民感受读书的

魅力,是当下迫在眉睫的工作.

４　思考与启示

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的品牌塑造和推广产生

了倍乘效应,尤其是青年学生形象大使开展阅读推

广,通过各种平台向同龄人宣传阅读的乐趣,分享阅

读的收获,带动更多的同伴爱上阅读,走进图书馆,
取得实效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目前面临的

问题是,高校图书馆每年都会因为一批学生的毕业

离校造成受众的部分流失,如果不注重品牌的常态

化发展,不树立起品牌的良好形象,发展新受众就会

受到阻碍.因此,要促进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的

常态化和有效性发展,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１)创意.
一个好的品牌的生存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其创意.虽然不少高校图书馆都在开展阅读推广活

动,但究其创意却不属于自己.好的创意固然可以

借鉴参考,但要想拥有独具特色、属于自身的标志性

品牌,必须结合实际情况“量身定做”.另外,一成不

变的活动形式也容易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使形象

大使品牌面临老化的危机.为避免这一现象出现,
必须紧随时代的发展与读者需求的变化不断推陈出

新,适时变换和创新阅读推广的主题、形式、内容等,
才能持续地吸引读者参与.

(２)宣传.
除了在活动形式和内容上寻求创意之外,宣传

的时机和手段也是相当关键的.要善于利用各种方

式在事前策划宣传,在事中和事后及时跟进,扩大影

响,比较常规的做法:一是在图书馆门前广场或大厅

显眼处,利用宣传栏、展板、电子显示屏等开展常规

宣传;二是通过与校团委及各二级学院沟通、合作深

入到院系或学生社团进行宣传;三可以利用图书馆

主页、学校新闻网和官方微信平台、广播站等媒体来

宣传.
(３)持续.
一个具有好创意的阅读推广虽然能够吸引大众

眼球,但如果没有保持活动的持续性,那么再热闹的

活动也容易被人看作是一场“秀”,不利于打造品牌

效应.持续可以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开拓及深化,
如上文所述 “阅读推广形象大使”之系列活动,也可

以是同一主题之重复,如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推

出的“书香四季”阅读推广主题活动,从２０１４年开始

到现在已连续推出三年,每一次推出都结合一年的

四季特点开展相应的阅读活动,把“书香”真正融进

了每一季、每一天,在广大师生中具有较高的影

响力.
(４)激励.
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的工作应通过有效的激

励机制充分调动积极性,对优秀的形象大使要给予

物质或精神上的表彰奖励,积极营造舆论氛围,激发

其参与阅读或从事阅读推广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同

时可以为他们增加借书量和借阅时间,邀请他们参

与图书推荐和采购等,还可以寻求学校相关职能部

门的支持,以社会实践的方式为学生形象大使增加

学分,不断激发他们的活力.

５　结语

高校图书馆创新阅读推广形式,通过形象大使

品牌进行运作,打造具有特色的服务名片,不失为一

项与时俱进、卓有成效的创新之举.这不仅为高校

的阅读推广注入了新鲜血液,拓展了活动范围,进一

步唤起广大学生的阅读兴趣,更能达到长期、持续、
深入地推广阅读的目的,为各高校的阅读推广工作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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