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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营销品牌升级实施策略

———以厦门大学图书馆“LibraryGo”为例

□龚晓婷　肖铮　周绍彬　林俊伟　黄国凡∗

　　摘要　近年来,国内图书馆营销成效卓著,涌现一批各具特色的品牌营销项目,高校图书馆

成为品牌营销的生力军.随着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应不断探索、挖掘用户需

求,提升服务,推动营销品牌升级.２０１８年初,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年度报告项目“圕:我和你”成功

升级为“LibraryGo”,通过这一营销案例,详述了营销品牌升级的策略:引入新思路、挖掘新内容、
设计新风格、应用新技术、传播新媒体.未来图书馆品牌营销的趋势是将 “以用户为中心”的营

销活动,转变为主动契合、参与社区或校园整体发展的营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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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图书馆品牌营销与品牌升级

近年来,面对新技术、新环境、新需求带来的挑

战,我国高校图书馆积极面对、勇于探索,稳健发

展[１],图书馆营销生动活泼,屡见新意.全国高校图

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

案例大赛已分别举办两届,这两项赛事成为高校图

书馆品牌活动的孵化器.获奖案例中涌现不少品牌

项目,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读花间人博雅”阅读

摄影展、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光影阅动”微拍电子书、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鲜悦”主题活动等,这些品

牌已经成型,并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在国际图书馆

协会 联 合 会 (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Library
As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以下简称IFLA)的国

际营销奖评选活动中,我国高校图书馆表现抢眼,屡
获大奖.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武汉

大学等图书馆的获奖项目成为国际知名的营销案

例,其共同的特征是特色鲜明、持续开展、借助新媒

体平台进行强势推广,形成了独有的营销品牌.
图书馆的品牌营销是指图书馆通过多种服务模

式或平台,将优质营销内容整合为特定主题,借助媒

介进行营销推广,以提升图书馆影响力为目的的营

销类型[２].成熟的营销品牌,需要长时间持续投入,
更需要根据用户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对营销战略

进行调整,同时引入符合时代特点的新兴营销手段,
为品牌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３].

我们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营销实践中,通过聚

焦服务对象、丰富服务内涵、提升服务品质,实现了

多项服务的品牌化营销,如曾获第１３届IFLA 国际

营销奖第二名的“圕时光”[４].在品牌营销实践

中,我们充分认识到,品牌营销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确立营销的特色与辨识度,即确立营销的存在

意义与独特价值;二是创造与整合品牌要素;三是培

育、维护、适时升级[５].
从品牌的建立到品牌的升级,是图书馆品牌营

销的必由之路.根据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依托多

年运营“圕时光”的经验,结合馆员的创意,我们在

２０１８年初针对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年度报告项目“圕
我 和 你”进 行 了 全 面 的 品 牌 升 级,推 出 了 以

“LibraryGo”[６]为主题的年度报告,取得了良好的

营销实效.关于图书馆营销的品牌升级,国内迄今

未有文献进行研究与分析,我们以“LibraryGo”为
样本,完整记录这一品牌升级的具体过程,期望能抛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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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引玉,为其他图书馆的品牌营销提供借鉴与参考.

２　图书馆营销品牌升级实例:LibraryGo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概念的普及,数据统计分析、

数据挖掘和数据可视化等相关技术的发展,以数据

揭示用户阅读旨趣、提供个性化服务、推广图书馆品

牌,成为行业关注的热点.２０１３年初,上海图书馆

发布«２０１２阅读报告»,将上海市公共图书馆读者一

年的阅读情况以简洁生动的信息图呈现于公众面

前[７],国内高校图书馆此后亦纷纷发布年度数据报

告信息图表,为社会大众了解图书馆提供了全新视

角.热闹之余,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各馆的数据大同

小异,前端平台同质化,营销效果参差不齐等[８].谷

诗卉等对比了２０１６年３２家图书馆的年度报告,指
出部分报告内容相对简单,缺乏设计感,与用户之间

缺少互动,建议提高报告的视觉效果、创新性及与读

者的交互性[９].
自２０１４年起,厦门大学图书馆发布了４次年度

报告,２０１８年初,我们策划发布了第５次年度报告,
从主题、内容、设计、技术、传播等方面针对这一项目

进行了全面的品牌升级.

２．１　引入新思路

原有的年度报告主题为“圕我和你”.“圕”虽
然表达了“图书馆”之义,却显得晦涩、不响亮;“我和

你”虽然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但这样的温情表达不

适合年度报告的宏观主旨.
我们在征求多方意见后,将２０１７年的图书馆年

度报告主题更改为“Librarygo”.“Library”是“图
书馆”之义,“Go”的词义丰富,在«英汉大词典»(第
二版,陆谷孙主编)中,“go”作为动词的释义就有４７
种之多.“Library”与“Go”的多种组合,描述了图书

馆的多样功能与服务,形象揭示了图书馆发展的多

元状态.
国际图书馆界已有多个与“Library”和“go”相

关的图书馆营销项目.如“LibraryGo”是美国明尼

苏达州圣保罗公共图书馆为所有４００００多名圣保罗

公立学校学生启动的一个虚拟图书卡计划[１０];“liＧ
brariesonthego”是 一 个 在 线 图 书 馆 的 网 站 标

语[１１];“GoLibrary”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机构(NaＧ
tionalLibraryBoard,Singapore)的一个宣传推广

网站[１２],该机构每月出版 TheGoLibrary和 Go
Kids杂志;“Discover&Go”是美国多家公共图书馆

的推广计划,提供即时在线访问博物馆、科学中心、
动物园、剧院及其他有趣的当地文化场所的免费和

低价门票[１３];“LibraryＧOnＧTheＧGo”是美国国家医

学图书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个“图书馆在线”
项目[１４].

２．２　挖掘新内容

以“LibraryGo”为主题,我们梳理了厦门大学

图书馆的运行数据,将２０１７年的图书馆年度报告分

为以下几部分内容:
(１)LibraryGoUP(向上的图书馆).
这部分内容展现图书馆一年来的发展.如过去

一年中图书馆的入馆总人次、阅读推广活动场次、馆
藏资源、社交媒体粉丝数等,这些数据都有较大幅度

的增长.
(２)GotoLibrary(一起去图书馆).
近年来,图书馆的空间已由信息共享空间演变

为学习共享空间(LearningCommons).通过建设

能动型学习(ActiveLearning)空间,国内有不少大

学图书馆为自主学习和交流合作提供了新场所[].
读者到图书馆除了借书,还可以借用kindle电纸书、
雨伞、耳机、棋牌、照相机等,图书馆也不只是单纯的

阅读空间,还可以听讲座、看展览、自习、研讨、看电

影、拍照片、复印扫描文档等,和同伴一起学习与

交流.
(３)LibraryGo(智慧图书馆).
随着“智慧社会”的发展[１５],借助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图书馆提供了移动服务、
电子资源、文献传递、预约催还、到期提醒、在线咨询

等智慧化服务.这部分内容反映了图书馆的创新

发展.
(４)LibraryGo(图书馆走出去).
去哪里? 到用户中去! 随着高校“双一流”建设

的推进,图书馆的服务嵌入学科,学科馆员变身为讲

师、培训师,走进专业课堂主讲信息检索课;针对教

师的用书需求,图书馆开展了SONGSHU(送书,谐
音为“松鼠”,活动标识为一只运送快递的小松鼠)服
务;读者在外地,还可利用快递还书.多样化的便捷

服务提升了用户的体验.
(５)GowithLibrary(和图书馆一起成长).
这部分内容是针对读者和社会各界的致谢.学

生助理和志愿者们是图书馆的好帮手.各界人士热

心捐赠,读者通过各种渠道建言荐书,由此,图书馆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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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馆藏日益丰富,文化底蕴日益厚重.

２．３　设计新风格

此前,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年度报告均采用扁平

化设计风格.随着 AR(增强现实)科技的普及、设
计趋势的改变,越来越多的设计师青睐全屏背景的

设计,多凭借大图、真实场景照片作为背景纹理吸引

用户的眼球,“LibraryGo”年度数据报告的设计风

格采用了全屏背景大图搭配文字的方式,通过图书

馆实景照片,更容易让读者产生带入感和场景感.
每个主题模块选择的照片不单作为背景图,在版

式设计上将照片背景和数据内容相融合,照片本身也

成为信息内容的一部分.照片、文字在视觉与内容方

面同时发挥作用,两种元素组合互补即可构建一个富

于吸引力的页面.在设计上统一对照片背景进行了

加暗处理,仅选用白色作为文字数据信息及主题图标

的色彩,这种明显色差对比,使数据信息引人注目,整
套设计也更具有可读性和整体性(如图１).

图１　“LibraryGo”的一页:gotoLibrary

２．４　应用新技术

“LibraryGo”年度报告分为三部分:图书馆年度

运行数据、图书馆各项服务年度统计、读者的新年目

标;整体功能主要是前端界面的展示和互动.我们采

用了前后端分离的框架,前端采用 Vue．js来开发,后
端使用Laravel搭建数据交互 API.Vue．js是一套易

于上手的提供高效数据绑定的前端组件库,能够快速

构建丰富效果的 Web页面.我们将数据内容生成图

片后,使用左右滑动的效果来展示,如此在各种终端

上能够一致地展示内容.Laravel框架则搭建了包含

身份认证接口、年度数据获取接口以及新一年目标保

存接口的服务端应用.前后端采用常见的JSON格

式的数据进行交互,便于进行数据处理.
服务器部署方面,考虑到发布后短时间内将有

大量用户查看网站,我们用一台 Nginx服务器和三

台 Apache服务器部署负载均衡策略以应对高并发

的情况.具体做法是用三台Apache部署应用服务,
前置一台 Nginx服务器来做反向代理,将用户流量

均衡地引导至三台应用服务器.因为应用中图片静

态资源较多,所以在 Nginx服务器上也配置了静态

资源(包括图片、CSS文件和JS文件)的缓存,以减

少应用服务器的访问压力.

２．５　传播新媒体

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社会化发展,网络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微博、微信等新媒体

平台已成为图书馆信息的主要发布渠道及连接读

者、服务读者的重要媒介,粉丝群、朋友圈扩大了信

息传播半径,将信息更加精准地辐射到读者群中.
我们与学校官方新媒体平台联合,将“LibraryGo”
图书馆年度报告通过学校的微博、微信发布,有效扩

大了信息受众面.另一方面,由于年度报告中展示

了个人年度数据,讲述了过去一年中读者和图书馆

之间的故事,呈现了读者努力程度排名,激发读者留

言设定个人２０１８年的小目标,引导读者将“Library
Go”分享到朋友圈,晒出个人榜单(如图２)并邀请好

友比拼排名.图书馆的年度报告中引入个人数据,
相当于赠予读者的新年“彩蛋”,增强了读者的参与

感,显著提升了报告的关注度和传播度.为保持该

项目的关注热度,我们还在图书馆官方微信号菜单

栏的显著位置常设“LibraryGo”菜单项,方便移动

用户随时点击查看.
由于新思路、新内容、新风格、新技术与新媒体

的助阵,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年度报告营销品牌实现

了强势升级,在营销效果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据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２日的数据显示,“LibraryGo”的微博

阅读数达１．７万,微信阅读数达２．３万,点赞数２２３,
微信菜单点击量 ３４４７ 次,年度报告浏览量共计

１２３７５人次,登录查看个人榜单的读者共计７００８
人,留言设定个人小目标的读者共计４９９人.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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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读者个人年度榜单样例

３　图书馆品牌营销趋势:从“以用户为中心”到“转
向外部”

IFLA国际营销奖自２００２年设立以来,致力于

图书馆营销,是国际图书馆界品牌营销的重要推手,
每年的获奖项目也成为国际图书馆营销的风向标.
第１５届IFLA国际营销奖于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８日揭

晓[１５],从获奖项目(见表１)来看,IFLA 所推崇的图

书馆营销类型正呈现这样一种趋势,将图书馆以往

“以用户为中心”提供高品质服务的理念,转变为依

托信息与资源优势,了解社区人群普遍关注的问题,
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推动社区向前发展.相应地,对
于大学图书馆而言,不仅需要继续担当校园学习、教
学、知识、文化服务中心的职责[１６],也应对外部环境

的“持续变化”给予密切关注和快速响应,在服务和

营销模式方面进行创新与转型.这与美国图书馆协

会近年来倡导服务 转 型 的 “转 向 外 部”(Turning
Outward)策略如出一辙[１７].

表１　２０１８年第１５届IFLA国际营销奖前１０名项目一览

名次 营销机构及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１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

NYC Public Library Youth
FineAmnesty

一个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滞纳金豁

免项目.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纽约公共图

书馆、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和皇后

图书馆针对青少年读者的借阅卡提

供了一次性的特赦,活动通过直接

推广、邮寄印刷品、社交媒体等途径

进行营销,有４万余名青少年读者

重新启用了借阅卡.

２
新西兰因弗卡吉尔市图书馆

KeepingupwiththeLibrariＧ
ans

该馆馆员以“紧跟图书馆员”为名,
进行了一次即兴的模仿秀,拍了一

张模仿时尚杂志卡戴珊家族十年纪

念封面照的图片,发布在 Facebook
页面,以幽默和隐喻的方式,为图书

馆创造一种社会化的形象,得到了

大量的点赞和转发.

３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国家和大

学图书馆

GreetingsfromZagreb

一个基于古城旧明信片的“问候”移
动应用.通过创新方法建立数字文

化产品,将文化遗产(萨格勒布市旧

明信片)、技术和旅游结合起来,编
制了一个移动应用程序,针对通常

不了解图书馆数字项目的本地人、
游客和普通大众,在古城明信片的

帮助下穿越克 罗 地 亚 首 都 萨 格 勒

布,进行历史漫步.

４
加拿大卑诗大学图书馆

２０１７ British Columbia HisＧ
toricalNewspapers

“卑诗省历史报纸”的数字化与开放

获取.项目收集了全省历史文献的

数字化版本.地方报纸反映了社区

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是社区成员和

学者的重要信息来源.

５

德国经济学中央图书馆

ImageCampaignforZBWfor
thetargetgroup of EconoＧ
mists

针对经济学家用户群的图片广告.

６
中国广州图书馆

GuangzhouNewYearPoetryGala
新年诗歌朗诵联欢会.

７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

BA Information For Africa
(BAIFA)

非洲信息开放获取.

８
中国重庆图书馆

NightofGrimmsFairyTales
“格林童话之夜”亲子阅读活动.

９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地区科

学图书馆

LibraryontheGrass

草地上的图书馆.构建了一个线上

和线下的文化交流空间.在这里,
读者可以阅读书籍、与朋友交流、玩
桌面游戏和户外游戏,同时也是创

意会议和音乐节目的开放空间.

１０
菲 律 宾 大 都 会 － 达 吉 番

(MetroＧDagupan)学院图书馆

WordsontheWall

“墙上的语词”多语言推广活动.将

多种语言符号张贴在图书馆内显眼

的地方,旨在推广和促进图书馆服

务以及当地语言的保存.

４　结语

转型和创新是高校图 书 馆 发 展 的 持 续 推 动

力[１８],“转向外部”是“以用户为中心”理念和行动的

升级.高校图书馆品牌营销的基础在于图书馆对于

自身定位和用户需求的把握,更在于扎实做好服务

内容,使品牌活动有口皆碑.而在图书馆创新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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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过程中,品牌营销需要不断推陈出新,适时扩大

受众、拓展内涵、深化底蕴,进行品牌升级,进一步提

高品牌的层次和影响力,持续为读者创造价值,使读

者更为了解图书馆,爱上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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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StrategyofLibraryMarketingBrandUpgrade
—Taking“LibraryGo”ofXiamen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

GongXiaoting　XiaoZheng　ZhouShaobin　LinJunwei　HuangGuofan

Abstract:Inrecentyears,domesticlibrary marketinghas madeoutstandingachievements,asa
numberofdistinctivelibrarymarketingprojectsemerginganduniversitylibrariesbecominganewforce．
WiththedevelopmentofmobileInternetandbigdatatechnology,librariesshouldcontinuetoidentifyuser
requirements,improveservicesandpromotethelibrarymarketingbrand．Atthebeginningof２０１８,theanＧ
nualreportproject“Library:YouandMe”oftheLibraryofXiamenUniversitysuccessfullyupgradedto
“LibraryGo”．ThislibrarymarketingcaseillustratesthestrategyofbrandupgradeindetailssuchasnewiＧ
deas,newcontent,newdesignstyle,newtechnologyapplicationandnewmediacommunication．Thetrend
oflibrarybrandmarketinginfutureistotransform “userＧcentered”marketingactivitiesintomarketing
practicessoastoparticipateintheoveralldevelopmentofacommunity．

Keywords:LibraryMarketing;MarketingBrand;Brand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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