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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视角的图书馆阅读推广创新

———以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

□王宇　刘偲偲

　　摘要　从主题的选择诠释、活动的组织实施、活动的实践路径、活动的绩效评价等几个方面,
考察了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基于地域文化元素＋重要主题的阅读推广模式.提出抓住关键要

素、形式兼容并蓄、形成推广体系、全媒体参与等活动体验的同时,坚持真实准确、追求推广目标、
服务教学科研、弘扬地域文化等,倡导“因地制宜”的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模式或路径,促进图书

馆阅读推广向普及化、常态化、持久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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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变革,阅读推广已然成

为图书馆服务的主流.图书馆人顺应社会发展给图

书馆带来的挑战,持续推动阅读推广的发展,使阅读

推广从以往自发的、零星的、补充式的图书馆服务,
发展为图书馆服务中最具活力的、充分体现图书馆

核心价值的、自觉的图书馆服务[１].特别在读书节

期间,各个图书馆无不竭尽所能推出活动,集中展示

图书馆文化.纵然如此,图书馆的阅读推广现状仍

不容乐观,尤其是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形式大多

借鉴与效仿欧美等活动模式,缺乏创意和超越.中

国地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顽强的生命力、
博大的蓄积力、强劲的凝聚力以及丰厚的积淀是无

与伦比的,它的内容包罗万象,资源取之不尽,为图

书馆阅读推广的“创”与“变”提供了各种选择.

１　地域文化及其阅读推广意义

１．１　“地域文化”的概念

地域文化逐渐成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时尚创意

与选择.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概念,是指由某种自

然地理环境所构成的空间,具有悠久历史和经济、政
治、文化等较强人文属性的空间地域概念,是文化形

成的地理背景,其范围可大可小.地域文化中的“文

化”概念,是指长期形成的,人类具体的、历史性、精
神性、社会性的活动与成果,包括历史遗存、文化形

态、社会习俗、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等,它在一定的地

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而形成.可以是单要素的,
也可以是多要素的.因此,“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

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

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的

表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独特性),较强的稳定性

和发展传承性[２].
“地域文化”包括有形的地域文化与无形的地域

文化.前者是指比较具体的,以实物存在的遗迹、遗
物等;后者是比较抽象的,如学术思想、风俗习惯、典
章节庆、民间艺术等[３].图书馆应注重开拓具有地

域文化元素的阅读推广.

１．２　地域文化阅读推广的意义

图书馆开展地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具有理论

的科学性、实践的适用性和操作的可行性,在图书馆

文献资源建设以及地域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
(１)完善和丰富馆藏文献资源.
一是基于资源:图书馆有收集地方文献、地方特

藏的职能,开展地域文化阅读推广,资源方面包括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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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专家和真人资源得天独厚,优势明显.二是整合

资源:对各种媒体资源随时分类收藏、展示,地域文

化推广活动有利于摸清家底、整合资源,构建专题数

据库,固化资源的有机联系,实现多媒体整合,方便

教学科研的开发利用.三是创造资源:活动过程中,
必然要补购资源,创造展览资料、演讲资料、口述史

料、媒体报道资料等,进而丰富地方文献和特色收

藏,完善资源建设,实现良性循环.
(２)开拓和创新阅读推广载体.
通过地域文化与校园阅读相融合的形式,充分

利用身边资源创造阅读推广的新模式,让阅读推广

活动形式更加多样,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入,提高了阅

读推广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容易得到受众的认同.
通过“接地气”的地域文化阅读,拉近与受众的距离,
增强受众对地域传统文化的好感度,产生亲近感和

自觉性,并留下深刻的阅读印记.
(３)促进阅读推广的多元合作.
由于地域文化阅读推广是配合地方发展理念与

发展需求的“正能量”活动,是地方全民阅读活动的

一部分,需得到多方的支持与帮助.通过活动的宣

传,可吸引政府、媒体及社会各界对阅读推广的重

视、配合,乃至在资金、人才以及合作机制等方面的

大力支持,有效推进各界阅读推广的多元合作,促进

其长效机制的形成,推动阅读推广向规模化发展.
(４)打造阅读推广知名品牌.
通过创意地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探寻出鲜明

而独特的地域阅读推广品牌,打造彰显地域文化特

色的活动形式标签和定位,并加以完善、复制开展与

宣传造势,以此传承地域文化的独特精神和内涵魅

力,让受众群体了解并学习家乡优秀文化,有助于塑

造地方独特的文化精神,促进地域经济文化的平衡

发展.
(５)促进地方经济振兴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东北地区经济振兴,沈

阳有“共和国的长子”之称,是东北振兴的焦点.沈

阳地域的高校图书馆对于推动地方文化振兴责无旁

贷.图书馆开展的地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可更好

地传承和保护具有沈阳特色的历史文化,发展和弘

扬沈阳现代都市文化,促进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增
强社会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东北地方经济的振

兴具有重要意义.

１．３　地域文化阅读推广的现状

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早在上世纪初

期就开展了各种针对地域文化元素的国民阅读活

动,但均是公共图书馆的活动.如美国的“大阅读”
活动中,各州的图书馆也是根据本州的特色选择推

荐书目,如推广«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州,就是种族矛

盾比较突出的州[４].可见,阅读推广中的地域文化

色彩比较浓重.
在我国地域文化阅读推广中,同样是公共图书

馆比较活跃,各馆注重立足本地文化元素开展阅读

推广,并且不断树立地域文化品牌.如北京图书馆

以“阅读＋行走”的方式开展“名家带你逛北京”活
动,由知名学者带领百姓游览北京历史名胜古迹、名
人故居,促进百姓深入了解北京历史,加强对社科、
文史书籍的阅读[５].上海图书馆打造的“上海图典”
“上海文典”等地方特色数据库,推出了«石头谱写的

文明———近代上海石印»«传统年画的绝响———小校

场年画»等大型经典文献纪录片[６].吉林省图书馆

开设“文化吉林”讲坛,开展“文化吉林———天下书香

读书会”活动,四川图书馆开展的“巴蜀讲坛”公益讲

座,河南图书馆的“河南地方戏”阅读推广等等.除

省图书馆外,地市级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也比较

活跃,如辽宁省丹东图书馆,立足地域文化的“红色

历史文化”“本土名家名作”“山水民族民俗文化”等
阅读推广活动[７].绍兴图书馆举办的“兰亭书法节”
“绍兴黄酒”等活动,建立了鲁迅、柯灵等绍兴籍名人

专题文献资料库等[８].这些公共图书馆立足地域文

化元素开展阅读推广,通过科学策划,创新实施,取
得了良好的推广效果.

相较于公共图书馆,一些高校图书馆在地域文

化特色数据库建设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如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天津文化艺术特色数据

库”[９]、天津商业大学图书馆的“近代天津商业文化

数据库”、运城学院图书馆建设的“河东文化专题数

据库”、内蒙古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内蒙古阴山文化

特色数据库”和镇江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的“镇江文

化专题数据库”等,均打造出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数据

库,为阅读推广提供了本地文化资源的网络平台.
高校图书馆真正以地域文化为推广目标的案例

不多,具有区域文化元素和全国性影响的标志性品

牌比较乏见,相对活动开展较好的有天津财经大学

图书馆等几家.例如,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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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馆内资源潜力的同时,积极寻求与本地文化机

构的合作与交流,结合天津地域的曲艺、话剧等典型

特色,开展主题漫画展、成立“思扬读书会”、举办话

剧比赛等,其开展的“书与剧的碰撞,你与我的思扬”
话剧设计,获得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

大赛一等奖[１０].又如,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以“中
原文化伴我行”“传播中原文化,品读名家经典”等为

主题,策划组织了涉及“中原文化”的图书漂流、征文

比赛、新书导读、知识竞赛、“南阳作家群”报告、编辑

出版«绿茵文苑»等活动[１１].此外,华北电力大学图

书馆开展的“印象保定”大型文化展览,是对地方文

化阅读推广的探索.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开展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雕版印刷技艺展演活动”
大型读书活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融入高校

经典阅读推广[１２].可见,高校图书馆以地域文化为

视角的阅读推广值得开拓.
其他类型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实践中,关注地域

文化元素方面的不多.相对而言,一些基层公共图

书馆或社区举办的青少年阅读活动往往能从地域文

化特征出发.如新疆自治区额敏县图书馆举办的

“弘扬新疆精神”民族团结讲故事比赛等[１３],辽宁省

西丰县图书馆开展的“开心农场”阅读活动,使儿童

与家长共同体验本地农业生态知识.通过开展丰富

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间接地推动本土文化发展是

阅读推广的重要目标之一.总之,目前图书馆的地

域文化阅读活动现状不容乐观,在对地域文化的认

识和阅读活动策划理念等方面需要加强.

２　以地域文化为“书”创意阅读推广

如前所述,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文化,
它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永远读不完的书.沈阳师

范大学(以下简称“沈师大”)图书馆在阅读推广工作

实践中,发现了地域文化这本“真书”的阅读推广价

值,先后开展了“奉天烽火盛京记忆”“满清文化”
“东方鲁尔”等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色的阅读推广活

动,有效开拓了地域文化阅读推广的路径,将校园阅

读与社会阅读紧密结合,地域文化“真书”阅读与图

书馆文献阅读紧密融合,收到意想不到的推广效果.
下面以 “奉天烽火盛京记忆”阅读推广活动为例

详细说明.

２．１　主题的选择与诠释

２０１５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弘扬抗战精神、激发爱国热情、
传承家国情怀,成为全国的主旋律.沈阳,是日本在

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是日本

侵华战争的爆发点,也是清算日本战犯罪行的最后

审判地,作为抗战历史文化名城,她见证了中华民族

从羸弱走向富强.图书馆紧扣时代脉搏,选择以沈

阳“地域文化”为阅读目标,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的社会大背景,将
阅读推广定位为“奉天烽火盛京记忆———纪念抗

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主题阅读”,聚焦“沈阳地域文

化”特点导向,紧扣“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主题,集
中推荐和提供图书馆相关主题信息资源.每一本图

书、每一张照片、每一部影片、每一位嘉宾、每一个历

史遗迹都紧紧围绕“沈阳地域历史”和“抗战胜利”主
题开展.让当代大学生学历史、知荣辱,加深对脚下

这片土地的了解,将爱国主义教育植根于大学生的

阅读生活.
活动的设计理念是面向创新思维、着眼因地制

宜、探索地域文化、促进校园阅读.在立足地域文化

元素基础上专人策划、科学组织各种主题阅读,以地

域文化主题阅读促进文化知识积累,以文化探寻激

发阅读兴趣.通过一系列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
通感式的阅读活动,引导大学生阅读行为,使其有所

读、有所思、有所悟、有所为,回归阅读、享受阅读、爱
上阅读,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质量、增强阅读能

力、收获阅读成果,在阅读中铭记战争风云,传承城

市历史文化,延续地域民族精神.

２．２　活动的组织实施

图书馆对“奉天烽火盛京记忆”主题活动进行

了精心的组织策划和稳健实施.①组织设计:由图

书馆阅读推广部专人负责策划和研究落实,一是理

念创新:精心打造真正基于地域历史文化“真书”的
立体阅读.通过书展、图片展、影展、报告、走读、交
流、游戏、竞赛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二是

形式创新:结合地域文化元素,将微旅行、游戏等充

满知识与兴趣的活动形式融入阅读,调动学生参与

热情,达到引领阅读的效果.②时间设计:“奉天烽

火盛京记忆”活动选择了２个月有余的时间跨度,
从４月初启动到６月中旬结束,避开了３月份安排

学习的“繁忙季”,也避开了期末“备考季”,有利于大

学生集中精力参与阅读活动.③书目选择:围绕“抗
战胜利主题”选择本馆收藏的抗战题材精品图书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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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余种,实施专区专架展读.④遗迹选择:图书馆

阅读推广部选择确定了沈阳市内和近郊与抗战相关

的历史遗址,分期分批组织大学生“阅读游学”观瞻

历史遗迹.⑤阅读“真人”:实行阅读文献与“真人图

书”相结合,聘请专业名家教授６人,用珍贵的文献

和史料再现沈阳抗战历程,揭示沈阳在中国抗日战

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⑥活动拓

展:为了训练提高大学生的信息技能,设计了题目为

“寻找遗失的代码”的游戏活动,分为“深入敌营”“争
分夺秒”等７个环节,带领读者穿越回到战火纷飞的

年代.⑦激励机制:为促进活动的成功开展,设置了

自我激励、组织激励、物质奖励等各种激励政策.活

动策划结束,随即进行设计精美的活动宣传品,通过

大屏幕、海报、展板、网页、微博、微信等多种方式广

泛宣传,吸引大学生踊跃参与.

２．３　活动的实践路径

针对“奉天烽火盛京记忆———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７０周年”地域主题阅读,共设计了６大篇章、１３
项精彩活动.通过“看”“听”“写”“行”“创”“寻”等多

种形式回顾抗战历史,了解抗战知识,激发大学生的

家国情怀.
(１)“回望历史”.①推出“硝烟中的红色记忆”

图书展,展出了«抗战:必须铭记的历史记忆»«中国

的抗战»«光荣记忆»«东北东北»«跨越太平洋:中美

联合抗战纪实»«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最后的记忆»«抗战纪实»等抗战经典图书１００余

种.②推出“战火中的铿锵玫瑰”抗日巾帼英雄图片

展,展出以抗联第一个女无线电报务员、抗联“全能

女战士”陈玉华为首的巾帼英雄图片２０多人.③推

出“战争中的峥嵘岁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
周年影片展,共播放«南京南京»、«太行山上»、«兵临

城下»等２０余部影片.通过图书、图片和影片的集

中阅读和展播,吸引读者对抗战题材作品的关注,通
过阅读浏览回望抗战历史,了解和掌握了中华民族

曾经遭受屈辱的历史和前赴后继、英勇抗争的民族

气节.
(２)“聆听故事”.在文献展读基础上,邀请６位

相关知名人士开展讲座和真人图书馆.① 邀请

２０１０年度感动沈阳十大人物,沈阳军区后勤史馆馆

长徐文涛大校与大学生一同重温抗日英烈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②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董保存大校,全
景解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始末.③“新现实主义”代

表作家、享誉文坛的文学诗人何顿,讲述广受赞誉的

抗战小说«来生再见»蕴含的民族精神.④辽宁省委

党校文史部主任王建学教授用珍贵的史料再现沈阳

抗战历程,揭示沈阳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⑤致力沈阳地域文化研究十

余年的罗云天讲述沈阳历史,宣传盛京文化.实现

读者面对面聆听大师声音,深扎抗战历史的记忆.
(３)“重温记忆”.所举办的“硝烟中的红色记

忆”图书展,“战火中的铿锵玫瑰”图片展和“战争中

的峥嵘岁月”影片展活动,将文字、图片、声像并举,
无不让阅读变得更加立体、生动和凸显,受到全校大

学生的广泛关注,十多个院系自发组织师生前来观

展.经过社团和读书会组织读书沙龙交流讨论活动

心得,挖掘地域文化精神内涵,重温革命记忆,延续

红色精神.
(４)“走读文化”.是对地域文化“真书”身临其

境的深度阅读.带领大学生走读“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张氏帅府”“满铁奉天公所旧址”“中共满洲省委

旧址”“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等１０余处文物保护单

位和文化建筑,这些遗址景观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构

成与精神传递.通过走读目睹了中国从苦难走向光

明,见证了中国从衰弱走向强盛,让大学生重新认识

了盛京沈阳这座文化城市,原来历史就在他们身边,
只是他们从未发现.探寻历史遗迹,增强和平教育

和爱国主义情怀.
(５)“抒写情怀”.倡导大学生积极发布微博、微

信,抒发参与阅读活动的感受、体会,并提出意见与

建议.举办以“铭记抗战历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为主题的楹联创作大赛,楹联创作内容分为“学”
“创”“展”３部分,吸引读者踊跃参与.发挥大学生

的设计才能,释放大学生的无限创意,崛起精神在笔

端自然流落,将爱国情怀植入心底,将所感所思融入

行动.
(６)“寻找秘径”.是寓信息技能于游戏之中的

训练活动.题目为“寻找遗失的代码”读书嘉年华活

动,设计“深入敌营”“争分夺秒”等７个环节,以小组

(３人)为单位报名参赛,在奔跑中寻找线索,在合作

中获得灵感,在解谜中发现真相,带领读者穿越回到

战火纷飞的年代.参赛选手需通过寻找线索、检索

数据库、预约学习空间、使用移动图书馆等多种考

验,在游戏中寻找检索与阅读的秘径,提升利用图书

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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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活动的绩效评价

沈师大图书馆“奉天烽火,盛京记忆”阅读活动

精彩呈现,从六个维度打造立体的“地域文化＋主题

阅读”推广活动,形式新颖、成效显著.
(１)读者参与度.地域文化主题阅读活动深受

读者欢迎,２０余个院所４０００多名学生参与其中,并
给予高度评价.活动期间,大学生对相关抗战题材

作品高度关注,图书借阅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提升

２５％;抗联巾帼英雄图片展受到广泛关注,１０多个

院系自发组织师生前来观展;影片展累计观影人数

达１６００余人;１０场讲座与报告济济满堂,座无虚

席;楹联创作大赛,参赛作品近２００幅;实现一部佳

片,意蕴隽永,涤荡心灵;一段岁月,破烂壮阔,刻骨

铭心;一种精神,震撼历史,辉映未来的愿景,对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莘莘学子实现了领略地域文化的浩

瀚渊博以及亲近家国、热爱沈阳、喜欢阅读的心灵

洗礼.
(２)活动实效性.图书馆通过创意阅读本土文

化的独特性活动,促使某一专题馆藏文献的阅读流

通量猛增,形成了某一特色服务的差别优势.这种

推广优势就是“品牌”———“地域文化阅读”推广品

牌.它受到读者踊跃参与和高度评价.①读者评

价:“地域文化主题立体阅读改变了传统纸质阅读的

既定刻板印象,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对战争历史和

沈城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书画、光影、文字、真
人图书,阅读原来不止一种可能.图书馆的活动,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让我们体会到:阅读,原来是如此

纯粹而充满乐趣的一件事情.”②媒体关注:辽宁电

视台、沈阳电视台、辽宁教育电视台、出版社、报社以

及校园电视台、大学生记者团都对活动进行了跟踪

报道.③获得奖项:２０１５年辽宁省首届阅读推广案

例大赛,“奉天烽火盛京记忆———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周年主题阅读”荣获一等奖;２０１５年,在教育部高

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举办的首届全国高

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中,本案例荣获全国二

等奖.④取得荣誉:２０１６年９月,图书馆荣获中国

图书馆学会“２０１５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奖”.

３　地域文化阅读推广感知与探知

３．１　地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感知

在阅读推广活动中,弘扬地域文化是图书馆人

的责任.在阅读推广工作中应充分挖掘地域资源,

坚持内容创新.地域文化元素＋主题阅读,能够打

破校园阅读与多主题推广的分散性,有益于打造有

深度、内外结合、移植复制、常规持续的“深阅读”
活动.

(１)抓住关键题材.在策划阅读推广活动时应

注重选材:一是创意性,创意是阅读推广的前提,活
动只要创意到位就成功了一大半.二是聚焦性,将
读者的注意力从海量馆藏聚焦到有主题有故事的小

范围馆藏,锁定小部分有吸引力的馆藏进行宣传推

荐.三是科学性,推广活动策划科学有序,服务周全

到位,活动善始善终.四是目的性,以达到推荐本馆

的信息资源,提高文献的流通量与利用率,进而实现

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质量、阅读能力、阅读效

果这４个范畴的目的.
(２)形式兼容并蓄.活动的选择策划,既要充分

考虑读者专业需求,又要结合馆藏资源;既要基于地

域文化素材,又要结合专业学科建设;既实现各种阅

读文化的交融,又实现图书馆服务职能;在推广展示

地域文化精神特征的同时,加强读者对自己脚下这

片土地历史文化变迁的了解,启发读者对地域文化

学习研究的兴趣与灵感,收到阅读推广激发读者上

进的活动成效.
(３)举一反三,形成体系.地域文化阅读推广一

次成功,可以举一反三、激发众多主题的阅读推广,
盘活各个领域的资源,围绕地域文化元素确定不同

主题,形成阅读推广体系,坚持常态化.沈师大图书

馆的“奉天烽火,盛京记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

年”“满清文化: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东方鲁

尔:装备制造业的‘共和国长子’”等推广方案,都是

举一反三的作用,围绕地域文化形成了特别的阅读

推广体系.
(４)全媒体参与.活动从宣传到实施采取全媒

体参与的方式,将图书馆现在掌握的信息流手段进

行最大化利用.依靠各类技术支持平台,线上推荐

书目,线下展览阅读;线下真人讲座,线上影像传播;
线下研讨实践,线上交流体验,体现的是全方位融

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乃至通讯的全面互动、媒
体之间的全面互补,实现跨媒体推荐,全媒体推广.
活动对媒体的综合运用,实现了投入最小,传播最

优,效果最大.
(５)树立品牌.图书馆不应拘泥学习、模仿、借

鉴国内外的现成经验,而是积极面向开拓创新,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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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与超越的理念,打造本馆独特的活动形式,总结

各种策划经验,树立优质推广品牌.民族的即是世

界的,地域文化阅读是特色、是风格、是亮点、是面向

社会的大阅读,活动搞得好,也会产生全国性的

影响.

３．２　地域文化阅读推广问题探知

结合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氛围,积极大胆探

索服务新模式,促使创新能力契合时代需求,借助开

展阅读推广,加深对服务转型的认识与理解,进而潜

心研究,探索新知,是高校图书馆研究之必需.
(１)坚持真实准确.地域文化元素视域下的阅

读推广不是任人打扮的少女,活动的选题应有一定

的标准,必须坚持其地域性、真实性,即确是本地域

曾经存在过或发生过的事情,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这样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同时,策划地域文化元素的阅读推广,必须有丰

富的馆藏文献资源作保障,如缺乏所选主题方面的

各种文献,推荐书目和图文声像资料连本馆都没有

收藏,拿什么来指导阅读和支撑活动? 因此,活动避

免夸张,不能人为制造和勉强贴合,否则就导致误导

广大学生,玷污地域文化的意义,也失去阅读推广的

价值.
(２)追求推广目标.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其他行

业阅读推广的最大区别在于,阅读推广的直接目的

是提高馆藏的流通量和利用率,基于这个直接目的,
间接实现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以及提高

读者的阅读质量、阅读能力和阅读效果的作用.阅

读推广即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
此外,地域文化的阅读推广不能随意而为,为了提高

“地域文化书”的阅读质量,必须重视阅读的内容和

品位,面对广博的地域文化之书也需要挑选、择善推

广,引导阅读.
(３)服务教学科研.在全民阅读工程中,阅读推

广是图书馆的天职和永恒的使命,高校图书馆应坚

持将阅读推广职能化、系统化和常态化.同时要判

断图书馆阅读推广范围界限,将常规服务与阅读推

广区分开来.在开展地域文化阅读推广时,必须将

学校教育目标和专业培养方向与地域文化资源特色

相契合;必须在兼顾图书馆职能和读者需求基础上,
将畅销新书、休闲类书籍的阅读推广和严肃的学术

类、教学类书籍的阅读推广相融或交替进行,聚焦于

某部分馆藏,打造经典时尚的地域文化阅读推广活

动,发挥图书馆服务教学科研的职能.
(４)弘扬地域文化.地域文化阅读推广要将本

校学科建设、馆藏资源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结合起来.
图书馆要整合本地域历史文化的大量相关文献信

息,以阅读推广为目的,收集关联本地的历史文化,
挖掘各类离散资源中蕴藏的文化传统与精神气质,
真实反映当地文化的状况,宣传本地文化与其它地

域的不同之处和特色之点,营造阅读推广的地域特

色和个性化服务空间,发挥高校教育职能对于地域

文化的影响力,系统加深大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

知和理解,关注研究的重点和薄弱点,引导大学生阅

读研究并弘扬传承地域文化,为促进地方经济建设

贡献力量.
(５)尊重阅读性格.俗谚说“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人们的借阅特征与地域特征是有关联的.不同

地域的人,由于环境和生存方式不同,导致思想观

念、人文历史和文化性格特征也不同,因此各地阅读

性格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山东地域的阅读书目不

会去大力推广阅读新疆的歌舞文化,如果人们包括

大学生连自己脚下这片生存土地的历史文化都没读

过,一定会受到揶揄.地域阅读推广要尊重客观阅

读性格,注重养成阅读习惯,只要是正确阅读了就会

有所提高,至于是何地的“阅读性格”读何地文化的

书都无关紧要[１４].
(６)促进创新创业.当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还

在方兴未艾之时,“创客运动”又悄悄来到图书馆身

边,这也为图书馆服务转型和图书馆人创新服务提

供了契机.图书馆“创客”的发展以及“创客空间”的
打造,同样需要地域元素,需要地域资源(物力、人
力、平台)的支持,“创客运动”的深入发展离不开地

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土壤,地域文化也是促进高校“双
创”教育发展的重要元素.

４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地域文化元素开展的阅读推广,
是助推地域文化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模式.个

别图书馆为“点缀”“应景”“作秀”开展的所谓阅读推

广都是“浮云”,只有真正开发利用馆藏资源,为教学

科研和人才培养提供常态化的优质服务才是“王
道”.活动内容选择应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

心发展的规律,从学校实际出发,根据学情、生情特

点来制定阅读推广计划,力戒随心所欲,浅尝辄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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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化”.同时,活动的开展不能只看读者参与人

数和社会反响程度,还要看与高校图书馆的任务和

宗旨的切合度;在推广的方式上不能人云亦云,亦步

亦趋,要以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力追求多样拓展,要以

超越的气势创造属于本馆品牌的推广模式或路

径[１５],这不仅是高校图书馆策划阅读推广的选择之

一,也是图书馆实现创新转型服务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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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novationofLibraryReadingPromotionfromthePerspectiveofRegionalCulture
—ACaseStudyofShenyangNormalUniversityLibrary

WangYu　LiuSisi

Abstract:Basedonthestatusquooflibraryreadingpromotionwithregioncultureelements,thepaper
introducesthepatternofregionalculturalelements＋importantthemeofShenyangNormalUniversityliＧ
braryreading,fromaspectsofthemeselection,activitiesorganizationandimplementation,performanceeＧ
valuationandsoon．Whilefocusingonseizingthekeyelements,formingpromotionsystem,fullyinclusive
andequitableinallmediaatthesametimetoparticipateintheactivitiesofexperience,itproposedtopurＧ
suittrueandaccuratereflection,toputforwardpromotiongoals,tosupporttheteachingandresearch,to
promoteregionalculturalissues,whileadvocateinnovationoftheclassicreadingpromotionmodeorpath,

promotethelibraryreadingtothepopularization,normalization,persistent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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