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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推荐书目

模式及效果调查研究∗

□黄颖　杨贺晴

　　摘要　调查国内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推荐书目现状,分析其传播效果影响因素与读者

体验,引导高校图书馆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提升图书馆影响力.对“２１１工程”及“９８５工程”高

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１７１篇推荐书目进行分析,并以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展开读

者调研.研究表明,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推荐书目应加强线上线下互动,注重客观评分、真

人推荐、专门专类推荐,需进一步丰富推荐书目的资源与形式,同时结合各类指数,把握用户关注

热点.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微信　推荐书目　东北师范大学

分类号　G２５２．１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０

　　书目推荐一直是图书馆开展读者服务、资源推

荐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近年来微信公众平台(以
下简称“微信”)的兴起与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

馆通过微信发布推荐书目.由于微信具有不间断推

送、素材多样、互动性强、传播面广等特点,利用微信

推荐书目已经成为图书馆资源推荐、对外宣传、阅读

推广的重要手段之一.

１　高校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研究现状

近年来,关于高校图书馆微信服务的研究很多,
也有专门针对微信书目推荐的研究成果.２０１５年,
刘静通过对１７所高校图书馆微信书目主题名称与

信息完整程度的调查,分析其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建

议和对策[１].２０１６年,朱芳研究了基于微信实现专

业书目推荐的方法,分析了制约专业书目推荐的因

素,并初步设计了书目推荐系统[２].其他研究多为

从总体上对高校图书馆微信服务展开多角度的分

析,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微信书目推荐.例如,万慕晨

等借助 WCI指数对“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微信的

研 究 中 发 现,图 书 推 荐 占 阅 读 推 广 类 信 息 的

２０３７％[３];田蓉等统计了一年内“９８５工程”高校图

书馆微信书刊推荐发文量、阅读量、点赞量[４];徐彩

霞等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微信对于纸类图书“资源分

享”的几种形式,相当于微信推荐书目的形式,包括

文字简介式、书评式、互动式、借阅 PK 式[５].综上

可见现有研究多围绕高校图书馆微信服务的总体情

况、营销策略、实践经验等展开,少有对高校图书馆

微信推荐书目的专门调研与案例分析.

２　高校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现状调查

２０１７年６月,笔者利用微信手机端逐一检索,
统计出全国１１２所“２１１工程”及“９８５工程”院校图

书馆中开通微信公众号的图书馆有９７所.为了解

高校图书馆微信书目推荐的最新动态,进一步利用

“清博指数”的“微信月榜”[６]功能汇总９７所高校图

书馆微信在２０１７年２－７月每月阅读量排行位于前

３００名的推送文章,在１８００篇文章中查找微信推荐

书目,去除只提供网址而不列举书目的文章,共搜集

到１７１篇有效书目.通过分析发现接近半数(４７
所)的图书馆通过微信发布推荐书目,大多为单篇图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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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推送(１５１篇,８８％),多篇图文推送时多放置在图

文２的位置(１３篇,９％);其中８所图书馆为微信推

荐书目开设了专门栏目,分别为东北大学的“好书时

间”、北京师范大学的“京师书韵”、同济大学的“品读

会”、福州大学的“悦读”、华东师范大学的“ECNU
人文大书架”、武汉理工大学的“安图乐阅”、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的“每周一书”和山东大学的“爱读书”
“好书推荐”“书单来了”“小图推荐”“小图整理”等.

通过对微信推荐书目主题、发布时间等信息的

统计分析,初步了解到高校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的

基本情况.
(１)微信推荐书目的主题多样.１７１篇推荐书

目可分为１７类主题(见表１).其中综合类主题书

目最多(６７篇),其次为文学类书目(２１篇)和心理情

感类书目(１４篇).阅读量排名前１０位的微信推荐

书目中,有７篇为综合类书目,２篇为文学类书目,１
篇为生活类书目,阅读量统计见表２.
表１　“２１１工程”及”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主题统计

主题分类 篇数 所占比例 主题分类 篇数 所占比例

综合 ６７ ３９％ 学习方法 ６ ４％

文学 ２１ １２％ 传记 ４ ２％

心理情感 １４ ８％ 影视 ４ ２％

诗歌诗词 ９ ５％ 特藏 ３ ２％

历史 ７ ４％ 童年 ３ ２％

地理环境 ６ ４％ 哲学 ３ ２％

旅行游记 ６ ４％ 绘本 ２ １％

生活 ７ ４％ 政治经济 ２ １％

人文 ７ ４％

表２　“２１１工程”及“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

阅读量排名前１０篇

排名 微信公众号 主题 推荐书目标题
阅读量

(次)

１ 中山大学图书馆 综合 嘿,你的假期书单 ４２０３

２ 武汉大学图书馆 综合
都 毕 业 了! 还 读 什

么书?
３１７９

３ 四川大学图书馆 综合
图书馆 冷 书 榜 | 你 全

看过算我输!
３０１２

４ 武汉大学图书馆 生活
粉红预警 | 你,准备好

了吗?
２４８９

５
南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图

书馆
综合 新书推荐:«北纬７８°» ２３１５

排名 微信公众号 主题 推荐书目标题
阅读量

(次)

６ 山东大学图书馆 文学
小图整理||«朗读者»第

一期书单
２３０８

７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文学
我发了一条５９秒的语

音给你
２２４３

８ 武汉大学图书馆 综合
慢慢丨猫眼看世界(附

推荐书单)
２２０６

９ 厦门大学图书馆 综合
豆瓣读书２０１７上半年

热门高分图书榜
２０９４

１０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综合
微书展|你今天很好看!

(文末有福利)
２０５８

　　(２)图书馆微信书目推荐当日发布时间多为图

书馆工作时间,而在校园的休息时间发布的较少,发
布时间统计情况见图１.

图１　微信书目推荐当日发布时间段分布图

(３)微信书目推荐的图书种数多为１０种及以

下.单篇书目推荐图书种数在１０种及１０种以下的

书目篇数最多,共计１３３篇,占所有书目的７８％.
其中,推荐１种图书的书目最多(３３篇),其次为５
种(１４篇),再次为３种(１３篇).推荐图书种数１１
－２０种的２１篇,２０－５０种内的１２篇,５０种以上的

４篇.
(４)微信推荐书目的信息欠完善.推荐书目的

信息包括图书信息和馆藏信息两部分.对图书信息

的统计发现,高校图书馆对图书著者、封面、简介的

提供情况较好,有８８％的推荐书目提供了图书著者

信息,８６％提供了图书封面,８１％提供了图书简介.
但出版信息不够完善,仅４１％的书目提供了出版社

名称,２５％提供了出版年份.统计馆藏信息发现,推
荐书目对馆藏地的揭示不够完善,且绝大多数推荐

的是纸质图书,鲜有提供电子书资源的.７３％的书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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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提供了索书号,４９％的书目提供了馆藏地,同时提 供馆藏地和索书号的书目仅占４６％,有２７％的书目

图２　“２１１工程”及“９８５工程”院校微信推送书目数、平均阅读量、平均点赞数统计

提供了索书号但未提供馆藏地,读者在图书馆获取

图书位置时需再次检索.另外,仅有５篇书目提供

的是电子书资源,包括超星电子书、歌德电子借阅

机、微刊等.结合两项信息,完整提供了著者、出版

社、索书号、馆藏地、封面、简介仅有３２篇,占１９％,
这３２篇书目来自１１所高校图书馆,包括华东师范

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宁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

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师范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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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江南大学等图书馆.
(５)微信书目阅读量与点赞数呈正相关关系.

将高校图书馆作为行参数,推送书目数、平均阅读量

作为列参数,推送文章数量统计见图２.推送书目

数指２０１７年２月１日－７月３１日各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在“清博指数”当月推送前３００中推送书目的总

和.由图２可知,山东大学的书目数最多(２０篇),
东北师范大学(１１篇)位列第二,武汉大学图书馆

(１０篇)位列第三.平均阅读量是将该图书馆发布

书目的阅读量求和后取的平均值,四川大学、武汉大

学、厦门大学排名前三.平均点赞数是将所有推送

文章点赞数求和后取平均值,四川大学仍然遥遥领

先,随后分别为石河子大学、郑州大学.由于无法确

定各图书馆关注读者数目之间的差距,单凭平均阅

读量、点赞数判断书目宣传效果是有失公允的.但

从图２中可知,平均阅读量与书目推送数量关系不

明显,但与平均点赞数的变化规律趋于一致.
(６)微信推荐书目的原创性较高.１７１篇书目

中,仅有１９篇书目为原文转载无删改,其中湖南大

学图书馆转载文章频率最高(７篇).有１０篇书目

参考了网络、媒体的书目,如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

学都曾发布的“校长书单”即来自人民网微博在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发布的“只推荐一本书,２９位大

学校长都推荐了什么?”,或如哈尔滨工程大学图书

馆发布的“美国顶尖大学生们的十大必读书目”等.
其余１４２篇书目多属原创书目,占８３％.这些书目

多数由各馆图书馆员根据书目主题、读者兴趣、到馆

新书、畅销排行、馆内活动等原则挑选而成.有两所

图书馆采用了推荐人并由其推荐书目的形式,分别

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的“真人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京师书韵”的教授推荐.

３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模式简介

２０１５年４月,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开通微信公

众平台,起初的发布内容包括“馆情馆讯”“讲座活

动”“资源服务”等.２０１６年４月开始发布微信推荐

书目,平均每周推荐１篇.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５日－２０１７
年７月１５日,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共发布书目

６４篇,推荐图书４２８种,主题包括“心理”“生活”“文
学”等１３类.在综合国内高校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

特点的基础上,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书目形成了

“正文＋推荐书目＋往期索引”的固定模式,并对内容

的编辑制定了内容准则和格式准则(表３和图３).
微信推荐书目的主题选择最为重要.应根据读

者的特点、兴趣、需求选取主题.高校图书馆微信的

用户多为在校大学生,其阅读特点为碎片化和功利

化.因此微信推荐书目主题要贴近校园生活、紧跟

时事热点,体现出对学习生活、社团活动、求职就业

的有用性和有益性.
标题、摘要、封面是对书目主题的直接体现.标

题的选择十分关键,一篇内容优秀的书目很有可能

因为过于平淡的标题而被错过.东北师范大学图书

馆微信推荐书目尝试借助场景化传播方式,经常在

标题中使用“你”的字眼,让受众产生带入感,如“愿
诗与花香常伴你左右”.

图３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书目、往期索引样例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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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书目编辑准则

内容准则 格式准则

主题 贴近校园生活、紧跟时事热点

标题 言简意赅、有吸引力
２０个字以内,系列书单前

缀统一,如＃校长书单＃

摘要 延伸标题含义、预示书目内容 ５０个字以内,可回行

封面 与标题、内容相关
清晰、美观,无多余logo,

最佳分辨率９００∗５００

正文
原创、生动有趣、弘扬正能量、

可读性强
图文并茂、避免大段文字

推荐书目
书名、封面、作者、出版社、索

书号、馆藏地、简介

信息准确、封面清晰、无多

余logo、排版简约

往期索引
用关键词概括往期书目信息,

并添加超链接、每期更新
蓝色１２号字

　　正文的作用在于深入主题,引导读者思考与阅

读.移动阅读具有“阅读行为的移动性”“阅读内容

的丰富性和浅表化”“阅读时间的碎片化”等特点[７],
因此,微信书目推送的正文撰写要选择易引起读者

共鸣的角度切入,并通过生动形象的叙述、描写、讨
论深入主题,与书目衔接.正文的行文格式要避免

采用密集的大段文字,排除阅读障碍,吸引读者短时

注意.
推荐书目是发布的核心.除了要求书目的信息

准确以外,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还规定了三种书目

来源:(１)与阅读相关的学协会、单位推荐的书目.
如中国阅读学研究会“阅读年度校园读物推广好

书”、南京大学«南大读本»之“中外经典悦读书目”、
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组织专家编制的«大学生阅

读书目»等.(２)媒体、出版社定期发布的好书榜单.
如“百道网好书榜”“亚马逊图书排行榜”“凤凰读书”
等.(３)根据书目主题在“豆瓣读书”中选取内容相

关且豆瓣评分在８分以上的图书.同时,推荐书目

还要满足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有馆藏的条件.东北

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书目推荐的每本书均会标注索

书号、馆藏地信息,方便读者获取.

４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模式效果

分析

４．１　微信推荐书目分析

４．１．１　推荐书目基本情况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按主题可分

为１３类,包括“综合”“外国文学”“心理”“名人纪实”

等(见表４).以社会科学类主题为主,各类主题及

篇数占比较为均匀.
表４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主题及篇数

书目主题 篇数 占比 书目主题 篇数 占比 书目主题 篇数 占比

综合 １５ ２３％ 情感 ４ ６％ 诗歌诗词 ３ ５％

外国文学 ９ １４％ 生活 ４ ６％ 学习方法 ３ ５％

心理 ６ ９％ 职场 ４ ６％ 历史 ２ ３％

名人纪实 ５ ８％ 科技科学 ３ ５％ 中国文学 ２ ３％

地理旅行 ４ ６％

　　其中综合类书目发布篇数最多.综合类书目多

为系列发布,如“校长书单”“好书中的好书”“干货来

了”,每个系列发布书目的篇数为２－７篇.外国文

学类也为系列发布,如“我从书中来”“品书知日本”
均为外国文学书目,因此发布篇数较多.

４．１．２　图文转化率情况分析

图文转化率是衡量微信文章影响力的重要指

标,计算公式为“图文转化率＝阅读数/送达人数”.
图文转化率越高,说明微信对用户的吸引力越强,微
信公众号传播效果越好.平均而言,微信推送的单

篇文章的图文转化率为１０％,能够达到２０％的很

少[８].根据统计,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６４篇微信

推荐书目图文转化率的均值为１１％.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

推荐书目图文转化率的分布呈“橄榄型”,图文转化

率在１０％ 及以上的书目有 ３５ 篇,占书目总数的

５５％.图文转化率在５％－１０％的有２３篇,占书目

总数的３６％.说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推荐

书目虽然总体上符合阅读量基本规律,但仍存在较

大提升空间.

图４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６４篇推荐书目图文转化率分布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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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影响推荐书目传播效果的因素分析

微信推荐书目的主题是书目传播效果的首要影

响因素.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推荐书目排名前１０
位的书目多为综合类与社会科学类主题(表５),平
均转化率为１９％.但有关科学与科技类的３篇微

信推荐书目平均图文转化率仅为５．８％.这是由于

东北师范大学属综合类师范类大学,社会科学、文史

类学生多于理科学生,读者对社会科学类主题有

偏好.
表５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图文转化率前１０篇

主题分类 文章标题 发布时间
送达

人数

阅读

人数

图文

转化率

学习方法
如何优雅地进行期末

复习
２０１７/１/６ ５７８９ １３３２ ２３０％

综合 国庆看什么? ２０１６/９/２９ ４９９０ １０９３ ２１９％

地理旅行 亲,你真的旅行过吗? ２０１６/７/５ ３７６２ ７６３ ２０３％

情感
愿你获得爱情,同时享

受孤独
２０１７/２/１４ ５８７０ １０８９ １８６％

名人纪实
今天是“双十一”,习大

大却讲了他
２０１６/１１/１１ ５３６８ ９７２ １８１％

综合
干货来了! 双十二可

以这么过
２０１６/１２/１２ ５６４８ １０１０ １７９％

心理 童鞋,你人缘不错哦~ 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５３９６ ９５８ １７８％

职场

嘿! 当＃校庆＃遇上＃
教师节＃,我知道你也

在为明天有点小激动!
２０１６/９/９ ４７５３ ８４３ １７７％

综合
干货 来 了 [No．２]寒

假;我马上就到!
２０１７/１/１１ ５８２５ １０２８ １７．６％

综合
听说,成绩好的人都有

一些好习惯
２０１７/７/６ ６９１８ １１５３ １６．７％

　　影响推荐书目传播效果的因素还包括发布时

间、标题与正文内容,这三者是否契合与统一对传播

效果而言十分关键.
比如,实践中发现,属于同一主题的两篇书目其

传播效果也可能会有很大差距,尤其体现在图文转

化率、朋友圈分享率上.以情感类主题的两篇书目

为例,分别是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４日发布的“愿你获得爱

情,同时享受孤独”[９]和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发布的

“做世界的水手,游遍所有的港口”[１０].两篇均为单

图文推送,不存在图文位置差异的问题;推荐书目均

为４种且国内外图书均有涉及,不存在书目语种差

别.但前者的图文转化 率 为 １８６０％,后 者 仅 为

４４０％.同时,在朋友圈分享率方面,微信后台显示

第一篇书目１７％的阅读来源为朋友圈,而第二篇仅

为１％.企鹅智库发布的«２０１６微信影响力报告»中
指出,在投票“向朋友圈或好友转发文章时你的决策

理由 是”中 排 在 前 三 名 的 答 案 是:内 容 有 价 值

(４８８％)、内 容 有 趣 (３９２％)及 情 感 触 动

(３８６％)[１１].
导致两篇书目阅读量差距的原因有以下３个方

面.第一,从发布时间上看,第一篇书目发布的时间

为西方情人节,书目主题与之非常契合.第二篇则

较为随机.第二,从标题上看,两篇标题字数相当,
但第一篇书目的标题显然更“接地气”,并直接地表

达了书目的主题,又兼具了读者的两种情感状态,易
与读者产生共鸣.相比之下,第二篇书目的标题并

不明确,容易让读者产生困惑.第三,从内容上看,
第一篇书目加入了有节日气氛的流行音乐,在正文

部分引用了古人表达爱意的诗句,均为亮点.第二

篇书目开篇介绍标题引自电影«死亡诗社»,但在推

送首页的封面是船舶,标题、封面、正文衔接不够紧

密,整篇推送吸引力较弱.第二篇书目正是对发布

时间、标题、正文内容契合程度的忽视,从而导致其

图文转化率较低、分享率较低.

４．２　读者阅读体验调研

４．２．１　调研设计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读者阅读推荐书目的体

验,采用了问卷调研的方式.问卷设计包括５个方

面,共１２题,含基本情况、书目设计效果、读者兴趣

及来源、书目获取行为、建议和意见(表６).
表６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问卷设置

问题 选项

１．您的学历是? 本科、研究生、研究生以上

２．您点击阅读书目的频率是?
一 直、经 常、有 时、很 少、通 常

不会

３．您在每期书目中至少有１本感

兴趣吗?
一直、经常、有时、很少、从不

４．您对感兴趣的某书目通常采取

的行动是?

去获 取、记 录 以 后 再 获 取、不

记录

５．您想阅读书目是,会优先从图书

馆获取吗?
总是、有时是、很少是

６．您对哪些书目主题感兴趣?

情商、人际交往、励志、科技、心

灵、旅行、名人传记、自然地理、

学习方法、情感、女 性、友 情 自

律、奥斯卡原著、摄 影、职 业 规

划、创业、其他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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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选项

７．您对以下哪些图书类别感兴趣?
文学、文 化、流 行、生 活、经 管、

科技

８．您会点击文末的“更多主题书

单”吗?
总是会、有时会、很少会

９．请您为图书馆的微信推荐书目

评分(矩阵量表,每项１－５分)

有用程度、视觉传达效果、书目

的基本信息完善程度、推荐语的

吸引力、书目的数量适度

１０．您对以下系列书目的了解程度

是? (矩阵量表,每项１－５分)

诺贝尔奖、共读一本书、干货来

了、扫码看书、校长书单、我从书

中来、好书中的好书

１１．以下几种推荐书目的来源,对

您的影响从大至小依次是? (排序

题)

老师朋友等熟人推荐、读书类微

信号及微博等推荐、一些书评及

售书网站如豆瓣读书等、书籍作

者推荐其他书目、其他

１２．您对微信书目有什么意见和想

法? (开放题)

　　此次调研选择在线发布的方式,借助“问卷星”
生成问卷链接附在一期推荐书目的“阅读原文”处.
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４日在微信发布,４８小时内共回收

有效问卷４７份.虽样本数据量较少,但投放的目标

性、精准性强.

４．２．２　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推荐

书目受众的主体为在校本科生,占８１％.研究生读

者仅占１９％.

１．书目设计效果的调研从点击阅读书目频率、
书目评分、点击文末关键词频率、对系列书目了解程

度４个角度展开.
(１)点击阅读书目频率分析.４５％的读者选择

了“有时”;选择“很少”的读者比例为１９％;选择“一
直”“经常”的读者比例相同,均为１７％;选择“通常

不会”的读者为２％(图５).说明半数以上的读者并

没有形成点击书目的习惯,点击阅读行为具有随

机性.
(２)书目评分分析.通过矩阵量表计算书目评

分各项从高到低依次分别为:书目的基本信息完善

程度(３．９１分)、图文的视觉传达效果(３．６７分)、推荐

语的吸引力(３．４７分)、有用程度(３．４４分).可见,东
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一直坚持的标明

“馆藏地”“索书号”准则受到了读者认可.但对书目

的推荐语缺乏一定的吸引力,这也是导致读者认为

书目有用性较差的原因之一.

图５　读者点击阅读书目频率

(３)点击文末关键词频率分析.文末关键词即

为往期索引,用关键词概括往期书目信息,并添加超

链接、每期更新,读者可以通过点击关键词直达相关

书目.设置文末关键词的本意是为读者查找书目的

提供便利,但调查显示效果并不理想,有５３％的读

者选择“很少点击”,有４２％的读者选择“有时”,仅
有４％的读者选择“总是”.关键词或许不是往期索

引设置的最佳方式.
(４)对系列书目了解程度分析.根据矩阵列表,

读者对系列书目的了解程度排序依次为:共读一本

书(３．５８分)、校长书单(３．２７分)、扫码看书(３分)、
干货来了(２．８９分)、诺贝尔奖(２．８４分)、好书中的好

书(２．７８分)、我从书中来(２．６２分).前两名的书目

中均与“人”密切关联.“共读一本书”系列书目是配

合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共读一本书”活动而发布

的,该活动连续多次开展,在读者中影响范围较广.
“校长书单”在书目引入大学校长作为推荐人,因此

吸引了大量读者.这个排序体现出了社交传播的本

质———关于人的传播.

２．读者兴趣及影响从感兴趣图书比例、感兴趣

图书类别、感兴趣主题比例、书目来源影响力４个角

度展开.
(１)感兴趣图书比例分析.关于每期微信推荐

书目中至少有一本感兴趣的概率,有１５％的读者认

为“一直有”;１９％的读者认为“经常有”;选择“很少

有”的为１９％;选择“从未有”的为４％;但更多的还

是选择“有时有”,为４３％.
(２)感兴趣图书类别分析.从读者感兴趣的图

书大类上调查可以发现(图６),东北师范大学图书

馆的读者对文学、文化类的图书兴趣最浓厚,占总体

比例６２％.这与学校的专业分布与学科设置有一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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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关系,也与市场上畅销书的分布较为相关.

图６　读者感兴趣的图书类别

(３)感兴趣主题比例.考虑到学校情况与校园

文化,结合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书目的发布情

况,对读者感兴趣的书目主题提供了多达１８个选

项,多为社会科学类主题,且设置为可多选题,各主

题比例如图７所示.除了“创业”主题外,图中各主

题比例十分接近,说明读者感兴趣的主题并无明显

偏好.但从侧面也说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

书目并没有哪个或哪些主题特别受读者欢迎.

图７　读者感兴趣书目的主题比例

(４)书目来源影响力分析.根据调研,对读者阅

读的影响力从大到校为依次为“老师朋友等熟人推

荐”“读书类微信号及微博等推荐”“一些书评及售书

网站如豆瓣读书等”“书籍作者推荐其他书目”“其
他”.结果显示微信书目推荐应加强关于“人”在书

目中的作用,这也是目前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

书目推荐欠缺之处.

３．书目获取行为从获取意愿、获取途径２个角

度展开.
(１)获取意愿分析.根据调研,遇到感兴趣的书

目,有１６％的读者会主动获取,有６７％的读者会选

择“记录下,以后再获取”,有１７％的读者选择“不记

录,忘了就算了”.这说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

微信推荐数目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阅读推广的功能.
(２)获取途径分析.根据调研,读者会优先从图

书馆获取感兴趣书目的比例分别为:总是(５４％)、有
时是(４３％)、很少是(３％).可以说,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在宣传馆藏资源方面起到了积

极作用.
另外,调研中搜集到的读者建议和意见包括:希

望可以附上电子资源的链接;提高推荐书目的质量,
多推荐专业书籍和经典;分类推荐图书,兼顾学科;
对书目的介绍不够,推荐语不够吸引人;希望能更加

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希望多利用留言功能,加强

与读者的互动等.

５　建议与启示

５．１　线上线下,增强互动

微信作为一个社交平台,具有强社会关系交流、
弱信息发布的特点.互动性、用户粘度是微信的重

要优势.受众与平台互动的方式之一就是推送文章

后的留言讨论.微信推荐书目目前对文章留言的定

位是“读者写建议或意见”“其他推荐”,并没有意识

到留言的互动功能.比如可以设置一些有趣的议题

邀请读者讨论.也可充分利用留言,开展线上活动

阵地,结合线下的奖励政策,激励读者阅读,并跟进

某本书或某系列书的阅读,如发表读书心得、举办

“短书评”活动、“共读一本书”等.把微信推荐书目

做成一个完整的、有互动的阅读过程.

５．２　客观评分,真人推荐

据统计,目前高校图书馆微信推荐书目较多为

原创性,尽管推荐的书目可能是馆员精心挑选的,但
微信书目却给人以随意的感觉.而相比之下,注明

推荐人、推荐来源的书目给人的可信度较高,如东北

师范大学的“校长书单”、山东大学的“朗读者书单”.
推荐人是名人、学者,会增强书目的可信度;推荐人

是学生、图书馆员,会增加书目的亲切感.既然微信

推荐书目参考了网站评分、媒体书单、熟人推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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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在微信书目中的每本图书注明评分信息、推荐

人信息、推荐语、书目来源,保证书目质优的前提下,
书目纳入越多“人”的要素,越易为“人”所用.

５．３　专门专类,教师指点

微信公众平台是兼具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于一

身的,受众分化程度高是其一大特点,高校图书馆微

信号的受众主体是在校大学生.而调研发现,高校

图书馆的推荐书目存在不能兼顾学科(文学类过

多)、专业性不强(读者课余时间有限,不能读太多课

外书,更希望推送和专业学习有关的书)等问题.所

以,图书馆可尝试联络各学院,邀请不同学科的教师

为学生推荐书目.通过采取专业书目和普通书目穿

插发布的模式,进一步有针对性地丰富微信推荐书

目.教师推荐尤具光环效应,学生看了书目更有可

能采取阅读的实际行动.专门专类地推荐图书,也
可避免出现书目杂乱的情况,有助于形成微信书目

的体系,提升微信书目的利用率.

５．４　丰富形式,资源多样

微信作为网络媒体,具有超文本的功能,作为大

众传播平台又需要提供足够丰富的内容.根据统

计,微信推荐书目仍以图文形式为主,少有采用音

频、视频穿插.２０１７年上半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

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大火,一些高校图书

馆反应敏捷,在推荐书目时加入由读者朗读的音频,
反响热烈.微信书目推荐可以留意所列书目是否有

相关影视、音频资源可以插入编辑,以此丰富书目形

式.同时,推荐的书目应不局限于馆藏纸本图书,在
高度碎片化的生活节奏中,微信读书这样的服务,正
在让碎片时间增值[１２].近年来很多图书馆都引进

了移动图书馆设备与资源,微信书目具备提供在线

阅读的条件.另外,推荐特色资源、特藏资源也是微

信书目待挖掘之处,这些资源更能体现各馆的特点

与风格,值得推广和推荐.

５．５　关注指数,把握热点

前文统计发现高校图书馆在微信书目推荐的运

营水平和能力上参差不齐,发布数量、书目信息差别

较大.高校图书馆微信书目推荐馆员需明确自身排

名,如通过“清博指数”的相关统计、图文转化率分析

等,学习图书馆界、出版界微信书目的优秀案例,切忌

闭门造车、随意运营.同时,微信推荐书目与传统书

目相比时效性更强,高校图书馆微信书目推荐馆员应

加强对时事热点、校园新闻、网络素材的关注,通过幽

默活泼的行文,让微信书目更富趣味性、可读性、实用

性.另外,要特别注重发布的具体时间,通过特定日

期发布、节假日发布、夜间整点发布等,保持微信书目

的新鲜度,拉近与读者距离,保持用户粘性.

６　结语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是高校图书馆提供服

务、塑造形象的重要平台.高校图书馆微信推荐书

目具有独特的优势,以自身丰厚的优质文献资源为

依托,不仅可以充分挖掘馆藏资源、彰显馆藏特色,
而且可以提供深入的、学习型的阅读服务.高校图

书馆应加强对微信推荐书目的重视,创新模式,致力

于校园阅读氛围的创造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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