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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阅读与图书馆阅读推广∗

□胡永强

　　摘要　针对当前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遇到的经费短缺、关注度低、思维固化等问题,引入“众

筹”理念,将众筹与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结合,提出一种新的阅读推广模式“众筹阅读”,为阅读推

广工作注入新的动力,让更多的人主动亲近阅读、参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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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家对阅读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书
香中国”、“书香社会”已然成为国人共同奋斗的一个

目标,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团体都在为推广阅

读而努力,各种阅读推广的方式层出不穷,不断丰富

阅读的内涵与意义[１].伴随“众筹”这种商业模式的

崛起,其衍生品“众筹阅读”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为
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一份新的助力.

１　众筹的产生及运行模式.

１．１　众筹的产生

众筹是一种大众通过互联网相互沟通联系,并
汇集资金支持由其他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活动的集体

行动[２].众筹起源于美国,２００５年成立的 Kiva平

台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众筹网站.而众筹的兴起

源于２０１２年美国政府通过的«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

案»(JOBS),JOBS使得众筹彻底脱离“非法集资”的
阴影,众多众筹网络平台纷纷出现.２０１１年,众筹

首次引入国内,“点名时间”、“天使汇”等为最早成立

的中国众筹网站[３].
众筹模式需具备四个基本要素:众筹项目、项目

发起者或融资方、众筹网络平台、投资人.其工作原

理为:由项目发起者通过平台展示其项目,投资人根

据自己对项目的判断和实际需求决定是否投资.众

筹模式的核心是众筹平台,它连接着项目发起者和

投资人,并担负着信息沟通、资金募集监督、项目汇

报执行等任务.

１．２　众筹的运行模式

目前,众筹主要有三种运行模式:借贷与股权投

资模式、预售模式、捐助模式.借贷与股权投资模式

主要应用于中小企业的资金募集,其回报是以股权

或现金的形式来实现的,美国 Earlyshare就属于这

种模式.预售模式是融资方在产品或服务创造出来

之前将其放到平台上进行资金募集,回报方式即为

该产品或服务.捐助模式通常用于公益项目的募

集,并没有物质或资金上的回报[４].

２　众筹阅读的内涵

２．１　众筹阅读的概念

众筹阅读是众筹在图书馆阅读推广领域的一种

应用与延伸.它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和新媒体技术,
由项目发起人或机构就某一与阅读相关的项目在平

台上进行募集,社会公众或机构根据自己的需求和

意愿选择参与的众筹行为.众筹阅读是图书馆开展

阅读推广的有效方式与手段.

２．２　众筹阅读的分类

众筹阅读是利用众筹推动阅读的运作模式,借
助众筹商业运作模式的分类,根据参与者的目的,我
们可以将众筹阅读分为三类:

２．２．１　捐助式众筹阅读

是图书馆最常采用的众筹阅读方式,更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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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的公益性.捐助者即投资人,其捐助行为是公

益性的,不求回报的.捐助式众筹阅读是由传统的

图书馆捐赠发展而来,有很多相同点,例如公益性、
自愿性等,但其又与传统捐赠有很多不同,一是规范

性,众筹阅读有严格的捐助流程,必须由募捐的机构

或个人,提出募捐申请计划书,详细说明募捐的原

因、数额以及募集财物的使用方案;二是公开透明,
众筹阅读筹集完成后,其资金财物的使用,投资人有

权进行监督,了解详细的使用情况,项目发起者也需

就项目完成情况向投资方及时通报,接受监督;三是

捐助式众筹阅读多为短期行为,项目会预先设定时

间,到期后无论是否达到项目预期目标,都不再接受

捐助.２０１４年由北大９１级校友发起的“元坊村蒲

公英乡村图书馆”项目便是捐助式阅读比较有代表

性的案例,通过１５２位筹资者的捐助,元坊村及周围

村落的小学生们圆了他们的阅读梦想[５].２０１６年４
月１３日,太仓市农民工子弟小学通过众筹网发起

“书香伴我行”公益阅读募捐项目,至４月３０日,共
有１６１位筹资者捐助,顺利解决了１９８０名左右农民

工子弟的课外阅读问题[６].

２．２．２　联盟式众筹阅读

是由项目发起人就某一阅读相关项目借助众筹

平台寻求合作和同盟者的众筹模式,与借贷、股权投

资模式类似,筹资人与投资者各取所需,筹资人通过

众筹完成阅读项目的实施,投资者通过完成阅读项

目获得预期利益回报.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

与诚品书店、中国基金博物馆、苏汇读书会、品阅书

吧、四叶草咖啡、赛富互联网金融孵化器等单位达成

共识,打造园区阅读联盟,在这些地方为公众提供诸

如免费购书、免费读书、免费沙龙等各类公益阅读活

动[７].通过这种联盟式众筹阅读模式,独墅湖图书

馆拓宽了阅读分享的社会网络,完成了图书馆在阅

读空间和阅读推广理念上的延伸与扩展;同盟单位

与企业也藉此提升了社会形象与文化品位,同时图

书馆将读者群与同盟单位共享,为其带来人气的迅

速增长,从而实现资金上的回报,可谓是名利双收.

２．２．３　共读式众筹阅读

是直接作用于阅读本身的一种众筹方式,项目

发起的目的即为寻找志同道合的投资者共同推动阅

读,筹资者与投资者是伙伴关系,其项目回报方式类

似于股权众筹,大家均参与阅读项目的实施与管理,
共同完成阅读活动.采用这种众筹方式的以书店居

多,如２０１５年河北石家庄市的尚学书社,采用“１０
本图书入会”的众筹方式,迅速筹集到２万余册图

书,凡参与者均可免费阅读店内图书[８];浙江苍南县

的“半书房”同样采取众筹的方式,每位合伙人捐献

１００册以上的图书,便可以共享书香,免费参与书店

组织的读书沙龙、名家讲坛等活动[９].

２．３　众筹阅读的特征

２．３．１　开放性

众筹阅读区别于传统阅读方式最显著的特征就

在于具有非常好的开放性.阅读自古以来一直是个

性化行为,止庵曾说过“读书是私人的事情”,然而当

今社会的浮躁和过快的节奏,让这件本来“私人的事

情”变得愈加艰难,个人读书很难长期坚持下来.众

筹阅读将读书变成了一种群体行为,提倡很多人共

同推动和完成阅读,互相鼓励,互相监督,互相交流,
让阅读变得更简单,也更容易坚持.

２．３．２　便捷性

众筹阅读的便捷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操作

环节的简便快捷,众筹阅读项目的发起人与投资人

在一个平台上直接交流,省去了中间环节;二是资金

管理的便捷,投资人对于阅读项目的投资可直接通

过网络平台进行支付,省略了筹资人以往通过金融

中介筹集资金的繁琐手续和高昂中介费用[１０].

２．３．３　易入性

众筹阅读的易入性指的是准入门槛较低,对于

项目的筹资人和投资人在参与资格上并没有具体的

要求,是真正面向大众、依托大众的阅读推广模式.
例如西南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在众筹网发起的

“绘墨成书,筑爱为梦”和平村小学图书室捐建计划,
筹资目标３０００元,一共７８人参与,捐资额从１元到

５００元不等,其中捐资１元的有４４人,占到了参与

人数的５６％[１１].

２．３．４　透明性

众筹阅读从申请到募集完毕都是在网络平台上

完成的,项目实施进程也是公开的,投资人可全程监

督,杜绝了募集钱物的滥用,具有良好的透明性和公

开性,从而能够吸引投资人积极参与.

２．３．５　交互性

众筹阅读项目的交互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项目的发起人与投资人可通过众筹平台进行实

时沟通;二是项目的投资人可参与到项目进程中,亲
身体验;三是阅读众筹不同于其他商业众筹,它本身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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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集众人之力,完成一项阅读目标的行为,尤其是

共读式众筹,更加注重阅读过程中的相互交流和

分享.

２．３．６　公益性

众筹阅读的公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众筹

阅读项目自身的公益性.笔者统计了众筹网与阅读

相关的项目,在３７１个众筹阅读项目中,纯公益项目

为３１８个,占８５．７％.在这些项目中,投资者所得

到的收益都是象征性的,例如众筹网“蒲公英飞扬计

划之乡村校园公益小书屋”一共提供了６种回馈投

资人的方式:电子感谢信、公益视频短片、电子明信

片、活动照片、台历、文化衫,其实际价值远远小于投

资人的投入[１２].二是众筹阅读对于图书馆公益化

进程的推动.作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
主体,本应以“公益为本”的图书馆近年来却不断传

出“卖座”[１３]、“卖书”[１４]的负面新闻,主要原因还是

经费不足.而众筹对于图书馆来说提供了经费筹措

的更好渠道,图书馆也应该利用好这一渠道,梳理资

源和服务,对于可以众筹的项目做好规划和设计,主
动积极立项,从而摆脱经费尴尬的局面,回归公益化

本质.

２．３．７　高效性

众筹阅读与商业众筹相同,对项目的投资时间

具有严格控制,预设时间过长,会严重降低投资人的

期待值;预设的时间过短,又会引发投资人对其实施

质量和完成效果的担忧,造成众筹失败.北京师范

大学黄国彬老师曾对国外的图书馆众筹项目做过统

计,在１１６项众筹成功的图书馆项目中,一个月左右

的筹资时长占到了总项目的６３％,因此一个月的投

资时长已经成为众筹时长的一个惯例[１５].

３　图书馆众筹阅读的开展

众筹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目前已经被国

内外图书馆借鉴并应用到日常业务工作中,对于图

书馆的业务创新与开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

而,目前已经完成的图书馆众筹项目多集中于公益

性活动上,例如小型图书馆的捐建、急缺图书的募集

等,还有就是一些图书馆特色项目的打造,如种子图

书馆、工具图书馆等.真正将众筹理念应用到图书

馆阅读推广工作中,却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我们

可以从众筹的三个环节入手,探索图书馆众筹阅读

的开展方式.

３．１　众筹阅读项目的发起

选取合适的阅读项目对于图书馆开展众筹阅读

至关重要,只有选取合适的项目,才能吸引社会公众

的关注和支持,保证众筹的成功.在项目的选取和

准备上应注重以下两个方面.

３．１．１　立意上要有创新性

众筹阅读是众筹的一种衍生品,是众筹理念在

阅读推广上的具体应用,它保留有众筹的大部分特

征,因此,一个众筹阅读项目的成功必须在创新上有

所突破,能够吸引足够的社会公众或机构的关注,才
能得到相应的支持.众筹阅读可以在形式上创新,
如新媒体阅读、走读、协同阅读等;可以在阅读对象

上创新,如以人为书(真人图书馆)、以历史为书(参
观博物馆)、以城为书(走读城市);也可以在阅读成

果上创新,不再拘泥于阅读心得、读后感,而是举办

关于阅读内容的知识竞赛、名章名句诵读等.

３．１．２　项目的操作要符合规范

众筹之所以能够摆脱非法集资的阴影,能够得

到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和推广,规范性是至

关重要的,众筹阅读同样如此.从内在需求上来说,
一个众筹阅读项目想获得足够的支持,必须以规范

性来获得支持者的信任,有了信任,投资人才能够放

心投资;从外在环境来说,如今的众筹模式具有非常

严格的操作规范,从项目申请到项目审核通过,再到

项目资金的监管、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每一个环

节都有明确的规定,以保证投资人的利益不受侵害

和项目的顺利实施.

３．２　众筹阅读平台的选择

众筹平台是为众筹项目发起者和投资人等提供

服务的专业网站,也是众筹的基础与依托.众筹平

台信誉的好坏、影响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众筹项目的

成功率.众筹阅读对于平台的选择同样遵循这条规

律,只不过,众筹阅读基于自身的公益性,在平台选

择上多了一些可能性.

３．２．１　商业众筹平台

商业众筹平台是众筹阅读的最主要渠道,国内

支持众筹阅读项目的比较知名的商业众筹平台主要

有众筹网、追梦网、淘宝众筹、京东众筹、腾讯乐捐

等.据统计,目前与图书馆众筹阅读相关的项目,多
集中于众筹网和追梦网两个平台.图书馆在选择商

业众筹平台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①正规性,即众筹

平台的手续要齐备,拥有实施众筹的合法资质,各个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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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操作程序合乎规范.②信誉度,即众筹平台

拥有良好的信誉,没有违规操作的行为和记录.③
知名度,即众筹阅读所选择的平台必须要有较大的

知名度,因为众筹阅读项目对于投资人并没有实质

利益的回报,所以其吸引到的投资者多为愿意为阅

读推广贡献力量的社会公众,每笔投入相对商业众

筹都是很微小的,要想完成众筹目标就必须聚拢足

够的人气,也就需要平台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才能实

现这一点.此外,无论何种形式的众筹阅读,参与的

人越多越好,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众筹阅读的意义.

３．２．２　自建众筹平台

众筹阅读虽然衍生于商业众筹,具有商业众筹

的基本要素,但因其自身的特性,在众筹平台的选择

上并没有商业众筹那么严格,自建众筹平台相对于

商业众筹平台,操作上更加方便灵活,项目完成时间

更短,更容易得到投资人的关注.对于满足以下条

件的众筹阅读项目可以通过自建众筹平台或是依托

图书馆自身的网站来实现:①筹集对象不能是钱、
财、物,以免陷入非法集资的误区.众筹阅读是一种

阅读推广的方式,可以募集阅读推广活动的创意、阅
读活动人员的参与,也可以是阅读体会和评论等等;

②众筹阅读所面向的群体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范

围,例如高校图书馆发起的招募阅读推广人活动,限
定在本校师生中进行招募,其项目就可以在图书馆

的网站上或自建众筹平台上完成;③众筹阅读项目

的发起人必须是图书馆团体,不能以个人名义发起.

④项目流程必须严格按照商业众筹的流程执行,不
能流于形式.

３．３　众筹阅读的回馈方式

众筹阅读是一种众筹行为,就必然对投资者有

所回馈,按照众筹阅读项目的性质,我们可以分为三

类:一是感谢类,主要适用于捐助式众筹阅读,对于

投资者的回馈有感谢信、带有活动标识的小礼物、众
筹阅读项目的照片或录像等;二是荣誉类,主要适用

于联盟式众筹阅读,图书馆可授予投资者各种荣誉

称号,调动公众参与阅读的热情,如“图书馆阅读推

广人”、“图书馆阅读达人”、“最佳合作伙伴”、“荣誉

馆员”等;三是资格类,主要适用于共读式众筹阅读,
对于投资者可奖励参与资格,如真人图书馆、读书沙

龙等[１６].

３．４　众筹阅读在图书馆的具体应用

众筹阅读对于图书馆乃至整个众筹领域来说都

是个新的概念,目前与图书馆相关的众筹案例多集

中于捐建偏远贫困地区的学校图书馆或图书室.结

合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众筹阅读还有很多的应

用形式可以尝试.

３．４．１　读书沙龙

读书沙龙是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比较常见的一

种方式,无论规模大小都会遇到两个问题,资金和听

众.资金包括主讲人的费用、前期宣传的费用、空间

和设备使用费等;而听众有时候是被安排来参加,对
沙龙内容不感兴趣,现场气氛会比较尴尬.运用众

筹阅读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
发挥众筹的高效、便捷和易入的特点,在每一场举办

之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发起众筹,筹集举办读书沙

龙所需费用,金额不限,而回馈方式则是参加沙龙的

资格.如果众筹成功,则沙龙按计划进行.如果众

筹失败,可以有几种应对方式:一是考虑取消此次沙

龙,因为众筹的失败从侧面证明了观众对于主讲人

或沙龙主题的不认可;二是与主讲人协商,缩小沙龙

的规模,或是增加回馈的力度,如主讲人的签名赠书

等;三是更换主讲人或沙龙主题,再进行众筹.目前

国内图书馆尚无采用众筹阅读的方式来举办读书沙

龙的先例,但苍南县的“半书房”采用众筹的方式举

办名家沙龙,短短几天内得到了４３７名来自１０多个

省份的热心书友支持,筹得资金１１．４万元,他们举

办的名家沙龙甚至邀请到了余世存、郭初阳、郑也夫

等知名学者[１７],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３．４．２　经典阅读空间

经典阅读是阅读推广的精髓与根本,阅读推广

活动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引导读者走近经典,爱上阅

读.但是,目前国内只有少部分图书馆建立了经典

阅读室等经典阅读空间,其遇到的阻碍无外乎经费

和人员两种:经典阅读空间的建立需要改造空间和

基础设施、购买经典藏书,重新布局内部装饰,空间

建立以后,更需要专业教师进行导读,带领读者领略

经典的魅力,使其克服对于经典内容艰深的畏惧.
凡此种种,都需要大量经费与人力的支持,而大部分

图书馆每年获得的经费显然无法支持这一工程,所
以需要通过众筹的方式集众人之力,让经典阅读有

所依托、顺利开展,同时也为图书馆经典阅读活动的

开展做了免费宣传,聚拢了人气[１８].

３．４．３　图书共读

图书共读是近两年图书馆开展比较多的一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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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利用众筹阅读极高的交互性,以一本书为主体聚

集读者,相互交流和分享,互相促进和激励,养成坚

持读书的良好习惯[１９].共读活动的众筹方式有两

种,一种筹集的是大家共同参与的意愿,并无经济利

益在内,依靠互相监督和鼓励完成众筹阅读,目前大

多数图书馆开展的共读均是这种形式;另一种是有

实际利益反馈的共读,即参与共读的读者需要缴纳

一定数额的押金,如果不能完成阅读任务,没有坚持

到底,则押金不予返还,由其余坚持到最后的其他人

均分.这种共读方式制约性更强,效果也更好,但因

涉及经济利益,与阅读本身的公益性不符,目前已经

少有应用了.

４　结语

众筹在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中的应用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目前开展的众筹阅读主要集中于阅读

活动形式和设施方面的众筹,阅读内容的推广还缺

少有效的众筹案例.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各个

图书馆的大胆实践,众筹阅读将为图书馆开展阅读

推广工作提供更多思路上的创新和经费上的支持,
依靠群体的力量,汇集社会的支持,让阅读为越来越

多的人所重视,成为推动国家和民族不断进步的源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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