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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学科主页”的学科服务探讨
——以厦门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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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是一项与用户深度融合，强调知识性、时效性的专业工作，而将

受众面广泛、操作简单的技术引入到学科服务中，可以深化学科服务的效果。作者在文献回顾的

基础上，将用户、馆员、资源三大要素通过“微信+学科主页”的模式有效联结起来，从而发挥出微

信即时通讯、学科主页沉淀知识的作用，真正使两者的优势得以体现，进而为学科服务工作搭建

一个满足专业性要求的技术生态系统和自我完善的工作体系。通过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几个专业

分馆的实践，此模式在学科服务活动周期与数量、参与者人数与互动反馈方面均产生了良好的

效果。

关键词 学科服务 学科主页 微信社交媒体

分类号G25

DOI 10．16603／j．issnl002—1027．2017．02．009

学科服务作为研究型高校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

作内容，服务效果与用户体验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

系。好的学科服务用户体验，至少应该做到时效性、

便捷性与专业性的统一。微信是一种广为国人使用

的即时通讯工具，它在智能手机中的覆盖率超过

90％[1]，将微信作为沟通渠道做好学科服务，可以很

好地满足时效性与便捷性的要求。但是，微信中传

递的信息亦表现出了碎片化、非体系性特点，于是将

其与“学科主页”相结合，则可以克服微信用于学科

服务的弱点，从而满足学科服务的专业性要求。

1文献回顾

为了获得更多更权威的查询结果，笔者使用“微

信”与“图书馆”两个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中

进行篇名检索，且限定来源为核心期刊与CSSCI，得

到128篇文献(2016年5月30日)。从研究的时间

角度来看，国内图书馆利用微信的研究始于2013

年[2]。从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

面：①将微信与图书馆本身工作相结合，提升图书馆

各项服务的可访问性[3]，主要涉及资源查询、书刊流

通、在线咨询、通知通告、移动图书馆[4]、学科服务等

方面；②将微信看作等同于微博的新媒体营销工具，

服务于图书馆品牌宣传或传播方面的研究口1；③以

微信本身为研究对象，找出微信的运行发展规律[6]，

以期能够从技术上提高它为图书馆所用的效率；④

对微信在图书馆中运用的方方面面的数据进行宏观

上的统计[73、分析与评价Ⅲ，以解释微信在图书馆行

业中的使用效果[9]。

国内讨论微信用于学科服务的文献并不多，仅

有的两篇文献，分别研究了通过微信实现学科服务

的营销策略[10|，以及对微信用于学科服务的可能性

及可开展的微信功能[11|。这两篇文献均属于描述

性研究，而没有对微信用于学科服务的模式及其应

用作更深人探索。

为了解国外的研究，我们使用检索策略ti(We—

Chat)AND ti((1ibrary OR librarian OR Subj ect

Service))，在ProQuest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LISA)数据库中查询，结果只命

中一篇文献，且为国内研究人员在国外发表。我们

分析认为，由于微信是中国的即时通讯工具，虽然国

*通讯作者：张广钦，ORCID：0000—0001—9220—5377，zgq@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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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献中没有专门讨论微信用于图书馆服务的文

献，但同类的社交媒体工具或社交网络在图书馆中

的运用则同样为研究者所关注。于是，我们分别使

用Twitter、Facebook、YOUTube、wiki、blog、social

media在检索表达式中替换掉WeChat进行检索，发

现国#bx,-J社交媒体用于图书馆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近六年。这些文献涉及到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社

交媒体在图书馆的品牌宣传[1 2]及营销[1 3]中的运用、

挖掘可呈现的馆藏资源[1 4|、以社交媒体作为新的信

息源、图书馆社交媒体的伦理风险[1朝(隐私性、准确

性、准人、知识产权、隐私与信息自由的关系[】阳等)、

社交媒体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实际运用、社交媒体

在图书馆中运用的技术分析[1川、同一图书馆不同社

交媒体账号用户关注度不同的分析、社交媒体在图

书馆的阅读推广中的推进作用[1引、作为沟通工具的

使用[1钉等。从查询结果中，我们尚未发现国外有专

门对各类社交媒体用于学科服务的研究。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国内外，图书馆如何应用社

交媒体的研究是当前的热点之一，包括微信在内，讨

论社交媒体用于图书馆学科服务的成果尚不多见。

2模式构建

学科服务的本质可以归结为是馆员、用户和资

源三方之间的互动，主要解决学科资源信息如何在

馆员与用户之间传递、交互。学科服务向来鼓励馆

员与用户之间的深入交流，目的就是深化交流、促进

传递。这种不断往复的过程可以使学科资源信息的

质量逐渐升级，进而，学科服务也呈现出正向、螺旋

上升的过程。在实践中，不但要考虑在模式中的通

道建设和技术构架，更要注重学科服务工作中的内

容管理及用户体验，二者是工具与对象、通道与内容

的关系，相辅相成。

2．1 模式结构

我们在实践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以用户、资源

(分为经过系统整理的“学科资源”与零散且分布广

泛的未经整理的“泛学科资源”)和馆员为要素，使其

在“微信+学科主页”这个具有生命力的通道中运

转、发酵，不断生产出知识资源的学科服务模式。

该模式中三大要素的流转是循环升级的，任何

一个均可作为运作的起点。现以馆员为起点，介绍

模式的运作流程。

馆员设定某一特定选题，以这些选题为中心，策

7()

划、整理各类适合在公众号发布的学科相关资源资

讯或活动信息，如学科活动通告、学科人物介绍、原

创作品展示、学科资源推介等。这些内容或者来源

于学科馆员自身的知识储备，或者来源于与用户交

流所得的需求点，或者是相关专业学生的要求，所有

这些统称为图l中的“泛学科资源”。其在流转初

期，可能存在深度欠缺、方向偏差或内容零散不系统

等问题，但会在通道循环中过滤、升级，逐步得到修

正、整理和完善。这个环节要利用好那些具有专业

背景的用户，他们不仅是“泛学科资源”的受益者，同

时也是提供者，甚至可以通过他们对“泛学科资源”

进行初步筛选。

用户l、

名7苫≮，／％一7 型 ＼＼埋黼
／／ ＼弋夥罡 趴

馆员 卜⋯⋯⋯⋯⋯一蕊：葛西-⋯⋯⋯⋯笋 泛学科资源

图l “微信+竿科主页”模式结构图

由图1可以看出，微信及学科主页在各要素互

动中的枢纽作用以及对于学科内容完善的升级作

用。“泛学科资源”通过馆员的筛选、策划、加工整理

后，最终以“微信+学科主页”的形式沉淀为系统的

学科资源，而学科资源则是通过先微信、后学科主页

的形式送达用户。通过公众号的推送，用户在不经

意中获取资讯，而我们的学科内容也得以更广泛地

接触“终端用户”。从信息被推送那刻起，用户对这

些内容的所有反馈，甚至他们的忽略，对于我们来说

也都是可以用于采集、分析的有价值的数据。这些

反馈主要包括：①学科活动报名、到场情况、现场热

度；②推文阅读量、点赞数、评论数、评论内容；③菜

单点击数量；④学科主页关联内容的点击量等。这

些反馈又能够对最终产品——“系统化学科资源”的

进一步提纯和后续选题的启发有极大促进作用。

2．2技术组合：微信+学科主页

微信对于用户的价值不单单体现在即时上，还

体现在基于此技术框架为馆员与用户提供了进一步

交互的无限可能性。借助“即时”，用户可以第一时

间、零距离地触及图书馆推送的资讯；借助推文内的

¨。一_年垛2期

大乎围音镩孚稚

万方数据



基于“微信+学科主页”的学科服务探讨／李剑等
Discussion on the Subject Service based on“WeChat+Subject Homepage”／Li Jian et al

二维码、“阅读原文”的链接、公众号菜单、文本交互

等方式，感兴趣的用户可以进一步、深入地了解更多

相关信息。同时，用户在微信公众号内的任何操作、

作用对象都会在后台留下详细的、可供追溯及分析

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何种资

讯对于用户是有价值的，以便进一步深挖、整理。

当然，微信公众号还具有信息碎片化的特点，用

户对于公众号文章的定位也在于碎片阅读。因此，

在其内部难以对资讯进行系统地整合，用户在检索

调用时也较为不便。

为此，笔者在实践中引入“学科主页”这个工具，

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学科主页”是一个功能

性页面的统称，以网页形式呈现，嵌人很多定制式的

程序、工具，具有生长性，便于更新。

基于易于开发、管理、维护的考虑，我们选用了

相对成熟的开源博客程序作为主要工具。在博客

内，文章是内容存储的基本单位，适用于所有形式内

容的存储。系列文章又可使用标签、分类等方式灵

活地组织。用户也可通过标签、分类、搜索等功能自

由地检索利用。这些功能有效地弥补了微信公众号

在资源的存储、检索等方面的缺点。

工具本身并无太多技术难点，该组合的可贵之处

在于完整地贴合用户体验的自然流转，保证体验更具

沉浸性。利用微信每次可发多条信息的特性，以图2

用户行为数据
．_p·∥一‘

，J●●

学科活动为例：配大图的首条信息作为活动本身介

绍，题图及标题力求简练、一语中的、具备较强吸引

力，唤起用户对于活动基本信息的了解欲望。余下各

条在形式上通过规范的标题命名规则，保证整体排版

美观；内容上则分列活动的各项具体内容。各条消息

的微信内页则通过“阅读原文”的链接指向学科主页

的相应内容。在学科主页上，除了微信推送过的内容

之外，还包含经过甄别、整理而成的资源体系。

所有内容都经微信这一枢纽进行推介，也经由它

进行筛选、沉淀，最终将淘选出的精华整合于学科主

页。两个工具、特别是微信自带的功能丰富的数据统

计后台(如图2左侧部分显示)，可以让学科馆员精细

地分析用户对于每条消息的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

配合学科活动现场的签到记录、不定时的问卷调查

等，可以形成一整套细致的用户数据分析体系。

2．3模式特点

此模式以微信公众号为枢纽，最终把学科馆员、

用户和知识资源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学科馆员

深入了解、搜索、分析、评估、选择有价值的信息资

源，进行统一的分类整理、标引建库，分析、组织、集

成、定制各类信息系统和信息服务，在统一的平台上

提供学科信息跟踪和数据服务、开展课题服务和信

息分析、进行学科研究咨询和学术交流、保存与管理

学术成果等。

夕
矽舅

再赢淼～～⋯一一一／／

封_●■’●_I

图2“微信+学科主页”模式的技术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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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以及传统的学科服

务方式相比，这种“微信+学科主页”的学科服务模

式在要素和通道方面体现出了如下特点：

(1)要素(业务内容)方面。

形式鲜明。多元化且动静相宜的形式，一方面

有助于学科活动常态化，深度挖掘与学科相适应的

各类活动，在主题活动中收集、整理资料的同时也是

在积累用户；另一方面，按照模式流程有条不紊地对

学科信息资源进行搜集、呈现、储存、分类。

业务属性明显。体现出了明显的学科性、专业

性、知识性和资源性；同时，增加了用户参与的技术

入口，为丰富和校验相关内容提供了可能。

效率提高。提高了学科资源建设及利用的效

率，通过新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对用户的需求及时

做出反应，还能即时推送信息；把本来相对枯燥的资

源积累工作转化为精致的每日推送，增强了互动性、

项目性以及可视化的美感。

双向体验。提升了用户体验，用户不再被动地

接受信息，而且还可以在交互中及时进行学科咨询，

甚至可以参与学科服务。

凝聚团队。构建了集学科馆员、专业师生、美工

以及普通馆员于一体的学科服务团队，增加了他们

之间的“粘性”。

(2)通道(技术手段)方面。

实时响应。使用“微信+学科主页”的模式提供服

务，学科服务群体成员间的交互性更强，突破了时间障

碍，能够做到实时响应；编辑便捷。这个模式的推送效

率高，不仅仅体现在速度快上，更表现在便捷的编辑工

具的利用，使得信息的内容质量得到了保障。

穿透力强。微信是目前国内最为流行的社交软

件，所以“微信+学科主页”可以方便地扩大用户的覆

盖面，为扩大学科内容关注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效果直观化。通过新技术和工具，可以直接看

到用户的关注数量和程度、清晰地了解用户属性及

其获取信息的终端或者途径等，而这些都有利于我

们开展用户数据分析、及时完善学科服务内容、提升

用户体验水平。

3实践应用及实施效果

3．1 实践应用

厦门大学图书馆是以总分馆制运行的，专业分

馆都建在相关学院或附近，且配备具有相应专业背

72

景的学科馆员。目前，信息工程分馆、艺术分馆、法

学分馆分别开设了学科服务微信公众号：tLecture、

书山艺境、Law一点，涉及信息素养、学科人物、学科

活动、我的原创、资源推介、学科前沿等学科服务模

块。下面以艺术分馆“微信+学科主页”模式的学科

服务为例，简述一下我们是如何从微信的一次图片

推送“升级”到一场学科活动，最后整理到学科主页

的互动过程。此过程主要沿着“三条线”来进行。

(1)馆员——泛学科资源——用户。

在此过程中，馆员与泛学科资源间的关系是互

相影响的。一方面，来源于所藏作品、学院师生、书

刊、网络的诸多方面的艺术学科资源不断影响、提升

学科馆员的专业水平；另一方面，学科馆员对资源进

行初步整理，根据学院、学科、图书馆的实际情况，通

过微信周期性地推送油画、漆画、国画、雕塑等各类

艺术形式的图片资源供师生学习、鉴赏。

(2)用户——馆员。

通过上一个过程，馆员可以根据用户参与、反馈

等结果，策划学科服务的线上线下活动。比如，学科

馆员通过分析用户的微信留言、阅读量、点赞等反馈

信息和个别沟通，发现大家对于漆画的关注度较高。

于是，馆员即刻做出响应，收集漆画相关信息，与专

业教师沟通，策划以漆画为主题的学科沙龙活

动——“漆艺术的偏见”，然后组织参考书、漆画作

品、实操工具等泛学科资源，协调馆员和学生实施具

体工作：邀请专家、确定时间、场所、活动流程、制作

海报、线上线下宣传并提前推荐信息资源、现场分

工等。

(3)馆员——学科资源——用户。

在前面两个过程结束后，馆员要将各类泛学科

资源整理为规范化、系统化的学科资源，为用户提供

更专业的服务。通过对漆画主题的泛学科资源的组

织、推送以及相关活动的开展，馆员将在此过程中涉

及的所有泛学科资源进行系统化筛选，最终将正确

的、规范的、学术的、经典的漆画学科资源整理到学

科主页上。而用户在学科主页上获取的学科资源相

对于零散的泛学科资源，更具权威性和集约性。

通过这个过程，利用“微信+学科主页”的学科

服务架构，完成了一次有关漆画专业知识与活动的

“升级循环”。从最初通过“微信”的泛泛推送，再通

过收集用户反馈、互动参与等环节，最后经过馆员的

专业化工作，将泛化的漆画专业知识“升级”成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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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科主页”上的系统化漆画知识。随着不断积

累，艺术分馆将结合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特色，建成

具有厦门大学特色、关注度高的实用艺术知识库，有

效地辅助学校的艺术教育。

3．2优势与不足

学科服务的一大难点，在于学科馆员的专业知

识更新速度不够快，导致馆员与用户之间的沟通大

部分局限于基础资源推介，能够深入者不多。使用

微信公众号提供学科服务，则需要持续稳定的内容

推送，这就要求馆员常态化、深入主动地与用户交

流、策划学科活动及整理资源。在此过程中，馆员对

于用户、学科的了解将不断加深。

(1)优势。流转在整个模式“生产线”上的原材

料、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具有以下特点：①即时性，体

现在学科前沿资讯、最新知识工具、数据库资源推

介、阅读推广或相关学科活动等内容的及时通告；②

交流性，表现为在线咨询或交流；③数据化，建立相

关课件、学科专题资源、机构仓储、学者库等；把历次

学科活动或专题推广所累积的资料，通过二次加工

而形成主题性资源；④可检性，经过长时间积累，势

必会形成具有本校学科特色的资源库，要用合适的

技术手段进行存储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分类和标引。

(2)问题。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有待提

高的地方。比如，要进一步加强对技术的使用，发挥

信息素养教育

周期 数里 受众人数 反馈／互动

开学季／读者 4场，专题讲 觋场，约200 11次；现场、
活动月 座 八 电邮、驰

妙
9场，专题讲

94次；现场、
座、学科活 现场，约350

两周一次 电邮、Q。、网
动、信患推 人

页、微信
匮

微信和学科主页的优势；线上互动还有待加强；视频

信息的推送是个弱点；在学科主页建设上，网络技术

构架要朝生物化发展，要能不断随着工作内容或技

术革新而演化、更新。

(3)评估。为了评估“微信+学科主页”模式在

实践运行中的效果，我们以一个学期为单位，对单个

学科采用此模式前后的服务数据变化进行了对比。

从图3可以看出，在“微信+学科主页”模式下，

学科服务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序，而且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和馆员的专业水平，增强了馆员与用户之间

的资源性互动。该模式的运行，不仅能在制度上保

障馆员的自我提升，而且还能让更多的学科用户参

与进来，进而从内外两方面提升了学科服务的水平。

4 结论

从“微信+学科主页”模式的运行原理来看，其

运行过程也是学科服务工作重新理顺思路、丰富工

作内容、提升用户体验的过程。微信与学科主页二

者结合，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可以更好地实现学科服

务的最大价值。在利用“微信+学科主页”模式开展

学科服务时，一定要应用到微信“即时”的优势，同时

也要解决其数据碎片化的问题；而学科主页的引入，

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0

学科资源建设

周期 数里 参与者 反馈／互动

19个条目

每学期 (课件、FA日 馆员 较少、希后
等)

妙
40个条目

频率高、反应
(溧件、FA日 馆员、师生

每月 快、及时修正
、专题资 、美工

、视觉效果好
源)

用户体验：提高参与度，增强互动性，反馈及时有效j

馆员业务：工作效率提升、学科工作活动频j戈高，更具主动性。

图3“微信+学科主页”模式应用前后的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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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之前的学科服务平台，使用了微信后，平

台变得更加友好；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相对静止的学

科服务平台而言，“微信+学科服务”模式使平台成

为一个动静相宜的新体系。此系统一方面可以通过

微信将推介性的、新闻性的、交互性强的内容或服务

推送给用户，另一方面，也实现学科服务网站对资料

性、积累性、可数据库化的知识进行存储、展示、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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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ubject Service based on“WeChat上Subj ect Homepage”

--Taking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y’s Practice as an Example

ki Jian Chen Junjie Zhang Guangqin Chen Mengyi

Abstract：University Library Subject Service is a professional work which is deeply integrated with us—

ers．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and timeliness．The application of concise technology which has

wide audience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bject Services．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the au—

thors discuss the effective way to combine“users。librarians and resources”these three elements through

the“WeChat+Subject Homepage”model．This way can fully play the function of instant messaging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Then build a professional technical ecosystem and a self—improvement work sys—

tem for Subject Service．Through the practice in several branches of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y，this model

shows good effect in the coflrse of the Subj ect Service activity，such as in terms of cycle and quantity，num—

ber of participants and interactive feedback．

Keywords：Subject Service；Subject Homepage；WeChat；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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