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8

年
第4

期

“小而美”的阅读推广
———以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图书馆为例

□潘攀∗

　　摘要　文章简要概括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中人力、场地、经费方面的困难,进而引入以局部

创新、互动式为特色的“小而美”的阅读推广思路.着重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图书馆书

展形式的阅读推广案例,给出有针对性的、易于操作的阅读推广策略:策划极简而多样的小型书

展,尤其注重跨部门合作、师生读者共同参与、线上线下互补.此外还关注到利用微信公众号发

布书讯、利用还书车“匿名”互推、灵活渗入式的阅读推广等.
关键词　“小而美”　阅读推广　高校图书馆　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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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阅读推广已由高校图书馆的创新服务

发展为常规服务.但在长期的工作实践、走访调研、
同行交流中,笔者发现,对阅读推广感到有心无力甚

至不知如何起步的高校图书馆亦不占少数.本文简

要概括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难点,进而引入“小而

美”的阅读推广思路,并通过对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

校区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的详细分析,为期待搞好

阅读推广的高校图书馆提供有针对性的、易于操作

的阅读推广策略.

１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面临的困境

部分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面临一些客观条

件的限制,如人力不足、场地受限、经费缺乏等.人

力不足包括馆员、读者两方面.馆员方面,因专业背

景原因或者未经过较为系统的阅读推广训练,不擅

长策划与创新阅读推广活动;读者方面,除考试季

外,各高校平时到图书馆的人数多呈减少趋势,无形

中减少了能够积极参与阅读推广活动并从中受益的

读者数量.场地受限表现为部分高校图书馆的建筑

年代较早、装修陈旧,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大规模翻

新,很难如商场书店、独立书店那样营造出文艺气息

浓郁的、吸引年轻读者的环境氛围.在经费方面,高
校图书馆作为非营利机构,原本就无太多经费支持

各项活动的开展,在阅读推广这一新兴且评估办法

尚未成型的服务方面,短期内尤其难以获得专项

拨款.
由于人力不足、场地受限、经费缺乏,很多高校

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面临重重困难.人员配

备、馆舍改建、活动拨款虽然必要,但如长期等待,势
必导致图书馆无法尽快为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读服

务.因此,图书馆应积极设计和策划适合现有空间

的阅读推广活动,达到以少胜多的目的.

２　“小而美”的阅读推广思路

２．１　理念来源及思路

２００９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亚洲太平洋经

济合作组织(AsiaＧ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简
称 APEC)峰会上阐释了未来世界“因小而美”的概

念(SmallisBeautiful),海外贸易联合会创始人刘智

勇则将“SmallisBeautiful”弘扬为“SmallandBeauＧ
tiful”,意即“小而美”.深圳市海猫跨境科技有限公

司总裁刘海波认为,“小而美”的特点是细分、精准、
极致,如果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走“大而强”的路

线,可选择并坚持“小而美”[１].“小而美”的核心是

从关注价格、规模转向关注消费者、品质和多样性.
相对于大品牌商,“小而美”的店铺更容易形成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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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创意留住受众[２].
由此可以进一步归纳,在电子商务领域,“小而

美”指的是对消费者的需求给予更大满足,针对需求

做出局部创新.“小而美”注重情感因素,注重长尾

多样性和互动性,注重可持续发展[３].随后有学者

研究小微电商出路时,认为“小而美”即是服务差异

化、产品多样化和个性化定制[４].
笔者将“小而美”这一理念移用到阅读推广领

域,指的是图书馆在有限的条件下,不以拨款、馆员

数量增长为前提,直接而积极地进行局部创新,以期

对读者的阅读需求给予更多满足.在实施“小而美”
的阅读推广过程中,特别重视与读者的亲密互动,并
重视分析读者的前期建议和后期意见,及时调整方

案;推广形式极简而多样,且不拒绝面向小众的

策展.

２．２　可行性

针对上述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面临的困境,“小
而美”的阅读推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这些

困难.
首先,“小而美”的阅读推广以小型书展为主,辅

以其他灵活的推广方式.通过本文介绍的案例我们

会发现,小型书展需要参与的馆员人数不多,且有流

程可循,可复制性较强.其他推广方式可以贯穿在

资源建设或读者服务的工作流程中,费时极少.同

时,跨部门合作也符合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部门边界

逐渐消失这一发展趋势[５].而读者的参与策展等于

扩充了人力,这也是“小而美”的阅读推广极具特色

的地方.
在场地和经费方面,因地制宜、“四两拨千斤”是

最好的策略.在图书馆馆舍改建受限的前提下,不
妨从布置供阅读推广使用的展台、书架开始.能够

优先升级添置一组书架固然会为图书馆增加新意,
如果任何添置都存在困难,甚至也可以移用现有的

阅览桌、报刊架等进行装饰、组合.本文介绍的“小
而美”阅读推广实例,所需支出一般仅为海报等文印

费用.

３　“小而美”的阅读推广案例分析

以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图书馆为例,具体

介绍如何进行“小而美”的阅读推广.
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图书馆自２０１５年１０

月起,布置小型甚至微型书展,至今已有１６次.除

学校寒暑假期间书展周期略长外,基本保持平均每

月有新展.充分考虑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在外

语语言文学类文献方面的收藏特色,图书馆策划的

阅读推广以人文学者、翻译家为核心,用多种细化的

形式推广其作品、译著等.
表１　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图书馆

举办书展情况(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时间 书展主题

２０１５．１０ 致敬大师———草婴译著文献展

２０１５．１１ 青春是美丽的———巴金文献展

２０１５．１２ 沈从文生日,图书馆阅读推广“微”活动

２０１６．０１ 社科新书展

２０１６．０３ “明河社”版金庸作品小展

２０１６．０３ 宋词之旅

２０１６．０５ 所有的怀念须回归作品———杨绛作品展

２０１６．０７ 品书知日本———日本文化主题书展

２０１６．０９ “２０１６诺贝尔文学奖由你选?”

２０１６．１１ 鲁迅的“民国萌”

２０１７．０１ 社科新书展

２０１７．０３ 傅雷作品展

２０１７．０３ “赏世界诗歌于上外”书展

２０１７．０４ “读享世界”———上外人互享书展

２０１７．０５ 汪曾祺的戏、文、书、画

２０１７．０６ 品书知日本———日本文化主题书展

３．１　快速反应式阅读推广

在该类下又可细分为三种.
(１)突发事件.包括作家、翻译家的突然离世,

也包括其他社会事件.这类阅读推广活动往往事出

意外,无法预先准备.难点在于必须迅速做出反应

并准备文案.
例如,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４日,翻译家草婴先生逝

世.考虑到草婴先生在俄罗斯文学翻译方面的卓越

贡献,且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有着极为紧密

的联系,图书馆果断抓紧周末时间进行策划.由一

位馆员检索出草婴译著,撰写简洁的先生小传,取书

与交付打印同时进行.周末过后,题为 “致敬大

师———草婴译著文献展”的小型书展呈现在读者面

前.展台布置在图书馆一楼过道一侧,采用的是一

张闲置的小主席台.这是图书馆第一次尝试小型书

展.草婴先生的译著馆藏量其实并不大,仅２０余

本.但是一旦将图书请到台前,引来师生读者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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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几本旧版译著也迎来了入藏以来的首次

出借.
此类“突发事件”策展还包括２０１６年５月的“所

有的怀念须回归作品———杨绛作品展”.其特色是:
为了解决杨绛先生的作品馆藏纸本数量不多的问

题,馆员在宣传中强调了电子书阅读.因为有限的

纸本图书被借出后,其他读者预约借书需要等待,这
个过程可能会消弭阅读热情.适时地推广电子书检

索和阅读方法,对于书展式阅读推广是一种很好的

形式补充.
(２)快闪来袭.表现为仅存在一天(甚至更短)

的微型书展,用“过时不候”的方式引起读者的阅读

兴趣.
例如,１２月２８日是沈从文先生的生日,虽然当

月另有其他已经策划好的主题图书展,馆员仍然推

出了当日活动.文案非常简练:“今日是沈从文生

日,凡于今日借沈老书籍,且于元旦后再归还者,可
得明信片一张”.这次的“快闪”书展摆放在图书馆

进门处的总服务台.图书总数不到２０本,给读者一

种“比手快”的感觉,也表达了阅读“不拖延”的主张.
将还书时间稍作限制,目的是给读者一段真正与书

相伴的时间,避免过于游戏化的当场借当场还,提高

真实阅读的可能性.
(３)插空衔接.指的是在学期阅读推广计划之

外,在两次较为有计划、有时效性的阅读推广之间,
安排一次相对即兴、随性的小型书展活动.

例如,２０１６年春季学期,图书馆计划准备一次

以宋词为主题的阅读推广,因整体活动要与学校宣

传部配合协调,须安排在３月下旬,其时距开学已有

近一个月.为了不使开学期间展台空置,而３月１０
日又逢金庸先生寿诞,馆员临时策划布置了“插空”
式的书展———“贺‘大侠’寿诞,‘明河社’版金庸作品

小展”.借此机会,将密集书库中少有师生借阅的香

港明河社出版的繁体竖排金庸作品集推广给读者.
微型书展为期一周左右,虽然整体借阅量并不大,但
其中«飞狐外传»(上、下)、«倚天屠龙记»(一)同样实

现了借阅次数零的突破.

３．２　立体联合式阅读推广

“立体联展”指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图

书馆与松江校区图文信息中心(简称松江馆)联合

布展.
松江馆大厅拥有足够的布展空间,于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与巴金故居等单位联合举办 “巴金图片文献

展”;于２０１７年３月与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

等单位联合主办“傅雷手稿墨迹纪念展”.如果能够

进行馆际合作或与出版社、文化机构等合作,将实物

展品与馆藏结合起来实现“立体阅读”,当然会令书

展更加生动、吸引读者[６].但若实物布展只能安排

在一个校区或馆舍,则其他校区的图书馆可同样通

过主题检索形成书单,布置与实物展馆遥相呼应的

小型书展.这样既做到了多馆同步策展,也确实能

够惠及不方便至实物展馆的师生.在上述两次立体

联展中,配合松江馆的“巴金图片文献展”,虹口校区

图书馆推出了“青春是美丽的———巴金文献展”.
“青春是美丽的”这个标题与同期推出的巴金作品翻

译比赛同题呼应.

３．３　“胸有成竹”式阅读推广

这一类可细分为两种.
(１)相对固定的阅读节目.包括在世界诗歌日、

世界读书日、诺贝尔文学奖发布日进行相关图书、作
家的推广活动,其“固定”性表现在分别可于每年的

３月、４月、１０月策划推广,使阅读活动富于延续性

和长效性.
在图书馆的计划中,上述时间点分别对应了“春

天读诗”“读享世界”“猜诺贝尔文学奖”等阅读主题.

２０１６年３月的“宋词之旅”,是图书馆第一次结

合微信公众号进行阅读推广宣传.因此在文案语言

上,更为贴近年轻读者,也使用了当时的流行语进行

编写,如:“在正统文化之外,传统文人也寻觅着玻璃

心的 安 放.文 人 士 大 夫 心 里 苦,文 人 士 大 夫 不

说———他们填词.”这次书展以宋词文本、词人、词
学、文化研究为主,兼顾唐五代词.并特别推出叶嘉

莹先生讲词著作若干种.做到了整体和个别并重.

２０１７年３月,同样是诗歌主题,名为“赏世界诗歌于

上外”.这次书展与微信公众号推送结合得更紧密,
因为推送是贯穿整个书展期间,而非一次性宣传.
每一次的推送标题以一个语种来代替“世界”二字,
例如,“赏法语诗歌于上外”等等.从馆长到院系教

师再到学生,都参与到读诗录音中来.
在２０１７年的世界读书日到来之前,图书馆发起

了“互享书单”的微信推送.师生读者直接在这篇推

送下留言自己想与全校师生分享的书名和理由.近

百人参与了留言.最终形成的书单成为上外图书馆

４．２３“读享世界”书展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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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一般在１０月初揭晓.图书馆于

２０１６年９月推出“２０１６诺贝尔文学奖由你选?”书展

及微信推送,将可能获奖的作家作品集中展出.并

于奖项揭晓后,及时撰写微信推送补充介绍鲍勃
迪伦,以弥补其作品当时在国内出版不多、馆藏更有

限的遗憾.
这部分固定的阅读节目,图书馆员特别重视的

是与读者的互动.
(２)精心准备的文学“大咖”推广.每个学期开

学前,馆员会制订本学期阅读推广计划提纲,提纲中

一般会包括一位重点推广的文学“大咖”.例如,“鲁
迅的‘民国萌’”同题书展与微信推送,“汪曾祺的戏、
文、书、画”书展以及«再使风俗淳»微信推送.推广

特点是:注重前期资料准备,力求推广文案的原创

性、趣味性和知识性,力求真正引起读者的借阅兴

趣.这部分策划的确需要部分馆员有较为出色的文

字功底.在馆员力有不逮的情况下,可通过提前向

读者约稿来完成.

３．４　“有福坐读书”时期的阅读推广

“有福坐读书”指的是寒暑假期间的阅读推广

活动.
寒暑假是高校师生工作、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时

间节点,张弛有度的假期时光可以令师生以更好的

状态投入新学期.高校阅读推广不应忽略这一特殊

的时间段.图书馆经过两年的实践,已形成了一定

的布展规律,这类书展特别重视视觉装饰效果,从局

部体现阅读推广空间的多元美感和文化氛围[７].
例如,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７年寒假前,图书馆推出了以

“社科新书”为主题的书展.馆员有意选取较为宽泛

的主题,营造假期中“开卷有益”的读书氛围.具体

做法是将前一年第四季度(尤其是１１月、１２月)出
版的社科新书作为考察对象,结合馆藏,参考“百道

好书榜”,遴选书单并进行布展.在展台环境方面,
注重“读新书迎新春”的时令氛围,布置预先从读者、
馆员中征集的手写春联.这一策划也在师生微信朋

友圈中引来晒图好评.
而这两年的暑假前,恰逢全国高校共同参与“品

书知日本”征文大赛.因此馆内布展以与日本文化

相关的图书为展品,特别重视发挥纸质装饰品的视

觉效果.比如用文字云软件将书名生成茶壶形状

(以日本茶道代表其文化)、手掌形状(代表日本设

计),以 A４纸打印;或者以沉重的黑色加粗隶书渲

染推理主题,以彩色明快的多种字体错落排列日本

女性作家名字,也有以竖排楷书书写那些姓名被冠

以奖项的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
同样都以 A４纸打印.最后将纸质印刷品夹到绳上

悬系于展区,形成飘逸错落的效果,其下方对应的正

是相关主题的图书.在活动经费方面,实际上只出资

打印海报两张,其他 A４纸彩印若干.布展用时也非

常短.但视觉效果典雅活泼,深具日本风格(图１).

图１　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图书馆的

“品书知日本———日本文化主题书展”

３．５　其他简便易行的推广方式

在书展以外,下述几种简便易行的阅读推广方

式和思路可作为“小而美”的阅读推广策略的补充.
(１)利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发布书讯.上文已

经介绍了微信推文在书展类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宣传

配合作用.同时应注意到,这不仅是一种可以与实

体小型书展相辅相成的推广方式,更可以灵活运用

于新书的发布.微信推文可以与采编部形成推广关

联.新书购进,主题多元,除了提到的利用寒暑假推

广主题宽泛的“社科新书”,还可以定时或不定时推

送一套、几本甚至单本新书.因此,利用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可以令从事图书采编工作的馆员直接与读者

互动,新书资讯的传播更加方便而高效.零散的书

讯可以每周、每月发布,积少成多.形成规律后,同
样有助于阅读推广的长效发展.

(２)利用图书馆还书车“匿名”互推.馆内自助

借还机旁的还书车也是客观存在的“小而美”的阅读

推广的途径.我们知道,经过设计的书籍摆放可以

提高图书流通率[８].而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读者还

回的图书在走向下一个管理流程之前,一般会在书

车中暂存几小时至半天、一天时间不等.因此,馆员

可定时将这部分图书短暂而合理地展示给所有到馆

读者.本校师生借过的图书,在一定程度上极易引

起共鸣,产生连锁效应.这无异于师生之间“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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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与推广.根据实践,馆员仅对这部分图书做

一次如“书脊向外”的摆放,就可以起到增加借阅次

数的作用.不因短暂而忽视展示“还回未及上架”的
图书,坚持则能收到显著的效果.

(３)灵活渗入式的阅读推广.例如,随着移动通

讯的发展与普及,曾经分布于校园、生活区的IP、IC
电话亭除极其特殊的应急情况外,显得无用武之地.
如能与相关投放部门进行协调,将电话亭稍作修饰,
作为配合图书馆阅读推广主题的图书漂流点,又促

进了环保,一举两得[９].把阅读推广渗入到校园步

道乃至生活区,也是“小而美”的阅读推广.

４　小结

“小而美”的阅读推广注重创意和互动,可以在

方方面面汲取灵感,进行局部创新.它包括但不仅

限于小型书展.而书展的分工与实施流程可简化如

图２所示.

图２　“小而美”的书展分工与实施流程图

书展离不开图书馆内外合作和读者的共同参

与,线上与线下互为补充,变通呈现在具体活动中,
这就是“小而美”的阅读推广的特色.以此能够较快

较好地弥补人力、场地和经费方面的不足.

　　除了因时因地、极简而多样地策划小型书展,其
他“小而美”的阅读推广方式也值得关注,诸如利用

微信公众号发布书讯、利用还书车“匿名”互推、灵活

渗入式的阅读推广等,在今后的实践中有待进一步

探索.
“小而美”的阅读推广简便易行.其目的在于:

第一,活动先行,见到效果,方可期待进一步的改

革———包括高校图书馆今后的活动预算,更包括推

进阅读推广工作评估办法的落实.第二,以小见大,
美在细节,真正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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