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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十年进展（2005-2015）
李武，王丹，黄丹俞，王政

摘要 随着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的不断推进，相关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学术视野。文章采用内容分析

法，并结合Citespace软件，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和研究产出三个维度梳理和总结了图书馆阅读

推广理论的十年进展。研究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规模、

深度和广度，但也存在一些研究上的盲区和不足。今后的研究可在阅读推广的基础理论研究、具体

的人群对象和规范的研究方法等层面加以完善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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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cade of Advances in Reading Promotion in Library
Studies（20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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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in reading promotion by libraries, researcher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heoretical work. Drawing upon content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by
Citespace,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d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reading promotion studies in the last
decade in terms of three dimensions, researchers/institutions, research contents and outcomes.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researcher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on this topic in both breadth and depth levels, but there
were also several limitations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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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世纪 90年代，国际图书馆界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一方面大力开展图书馆营销推

广活动，提升图书馆的公众认知度；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以活动为主要特征的新型阅读服务，

提升公众的阅读意愿与阅读能力。图书馆阅读推广是我国图书馆界对图书馆营销推广和图

书馆新型阅读服务的统称，图书馆界推动阅读、扫盲、终身学习或非正式学习的各种服务，

特别是新型的、活动化的服务，均可纳入阅读推广的范畴[1]。2003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将

全民阅读工作列入年度计划；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阅读推广委员会。2006年，中

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原新闻出版总署等 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

动的倡议书》。在国家政策和行业学会的推动下，我国图书馆人对阅读推广倾注了极大的热

情。阅读推广服务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图书馆间迅猛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图书馆事

业新一轮发展与变革的新引擎。

相应地，对阅读推广理论的探讨也在同一时期进入学术视野，学术界和实践界都表现

出了浓厚的兴趣。201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换届，新一届阅读推广委员会增设多个专业委

员会，其中包括阅读推广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阅读推广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任务之一

就是跟踪和引领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的发展。事实上，多篇旨在梳理阅读推广理论研究进

展的综述性文章已在近两年来陆续发表，比如李杏丽等根据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三大

期刊全文数据库，对 2004—2014年我国阅读推广论文进行计量分析[2]。这些研究为了解我

国阅读推广理论研究进展提供了帮助，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对检索词的选择往往缺乏

全面的考虑，现有研究大多只是选择单一的“阅读推广”作为检索词，或者简单地将其与“图
书馆”进行逻辑的匹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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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全面、系统地勾勒我国阅读推广研究的全景，课题组组织图书馆阅读推广理

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四位成员，试图设计更为严谨的数据采集方案，结合内容分析法和可

视化展示方法，以客观和直观的方式揭示该议题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和研究产出三个维

度上的研究特点。作为一种文献形式，期刊及其期刊论文在学术交流体系中一直占据着核

心地位，期刊论文也确实能够有效地表征特定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成果[3]。因此，本研究将

期刊论文作为分析我国阅读推广研究十年进展的基本依据。

1 数据采集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数据库（CNKI）。经过前期多次检索

和分析，确定的数据采集策略如下:首先，利用“主题=阅读推广OR阅读促进”这一检索式

获取相关记录，并从被引次数排在前 100位的论文中提炼高频关键词。其次，将这些高频

关键词提交给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邀请委员们对这些关键词提

出调整意见（包括增加或删除关键词）。最后，在前两个步骤的基础上，确定用于本次检索

的关键词，即包括“阅读推广”在内的 15个关键词。

在确定检索词之后，构建检索式：主题=[（阅读推广+阅读促进）OR 主题=（全民阅

读+阅读指导+阅读服务+数字阅读+经典阅读+阅读疗法+绘本阅读+亲子阅读+儿童阅读+
少儿阅读+青少年阅读+大学生阅读+老年人阅读）*（阅读推广+阅读促进）］，同时将出版

年限制在“2005-2015”，将专辑导航选项限制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课题组于 2016
年 8月 2日在 CNKI数据库中实施检索，共获取 3370篇记录。通过人工删除无效记录（包

括会议报道等非学术性论文和与主题无关的论文），保留 2775条有效记录。

随后，本研究对 2775条数据进行编码，囊括的变量及属性包括:①作者所在省份（1=

安徽省；2=北京市……）；②作者所在区域（1=东部地区；2=中部地区；3=西部地区）；③

作者所在机构［1=高校院系/研究机构；2=公共图书馆（不含少儿馆）；3=少儿图书馆；4=

大学图书馆；5=学院图书馆；6=中小学图书馆（含高职类）；7=专业图书馆；8=其他］；④

合作关系（1=独立完成；2=两人合作；3=三人合作；4=三人以上合作）；⑤论述人群对象（1=

所有人群；2=未成年人；3=大学生；4=特殊群体；5=其他；其中，4.0=所有特殊群体；4.1=

残障人士；4.2=医院病人；4.3=患有心理疾病的人群；4.4=农村贫困人群；4.5=老年人；

4.6=少数民族；4.7=外来人员；4.8=监狱犯人；4.9=女性读者）；⑥期刊级别（1=CSSCI期

刊；2=非CSSCI期刊）；⑦论文被引情况（1=未被引；2=被引次数为1-5次；3=被引次数为

5次以上）。

具体的编码工作由两位研究者独立完成，历时 1个半月，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

两位编码员分别对同样的 50篇论文进行试编码，然后通过比对编码结果，最终确定基本的

编码规则，编制了《阅读推广论文编码规则及注意事项》手册。在第二阶段，两位编码员

根据该手册对所有论文进行逐条编码。两位编码员的编码差异主要体现在“作者所在机构”
和“论述人群对象”这两个编码维度上。对于编码存在不一致的问题，本研究通过编码员面

对面讨论协商的方法给予解决[4]。在数据分析阶段，统一采用独立性卡方检验处理涉及的

差异性分析问题。利用皮尔逊卡方值的大小判断两个变量是否独立；如果卡方检验结果达

到显著，借助调整化残差值估计法进一步判断研究变量是在哪些选项上存在显著差异[5]。

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对阅读推广论文进行梳理的同时，本研究也借助CiteSpace软件以可

视化形式展示研究结果，包括对研究议题的提炼、对研究机构和作者的共现分析。对于

CiteSpace的数据，做了两个方面的处理:①在机构共现分析中，统一排名靠前的机构的名

称，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②在作者共现分析中，人工筛查发文量靠前的作者，根据来源

机构和搜集资料甄别作者的同名不同人现象并做相应处理。另外，由于“阅读推广”这一关

键词的频次太高，在研究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中隐藏这一关键词，以显示更多重要的关键

词。在研究机构和作者共现分析中，均选择最小生成树算法，数据抽取对象为 top30。在关



《图书馆论坛》2016 年第 12 期

3

键词共现分析中，设定阈值为 4、3、20，选择最小生成树算法。

2 研究主体

2.1 作者所在省份和区域分布

如图 1所示，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者的地域分布较为广泛，各个省份非常不均衡。

本研究将作者所在的省级行政区（以下简称省份）分为五个梯队。

图1 研究论文作者省份分布图

第一梯队为江苏（341篇，12.3%）和广东（300篇，10.8%）。这两个图书馆事业最为

发达的省份的发文数量占比均超过 10%，累计达到 23.1%，可谓阅读推广研究最高产和最

活跃的地区。

第二梯队包括河北（200篇，7.2%）、浙江（168篇，6.1%）、河南（166篇，6.0%）和

山东（149篇，5.4%）四个省份，占比均为 5%-10%，累计占比 24.6%。由此可见，位于中

部的河北、河南表现不凡，比肩于东部的浙江和山东。

第三梯队共有 6个省份，发文数量占比为 3%-5%，累计达到 23.7%。这些省份包括辽

宁、北京、湖北、广西、吉林和湖南。其中，北京（128篇，4.6%）在该梯队中仅次于辽

宁。

第四梯队囊括的省份数量最多，达到 13个（陕西、上海、四川、黑龙江、江西、福建、

安徽、贵州、重庆、山西、天津、新疆和内蒙古），各省份发文占比均为 1%-3%，累计占

比 25.3%。其中，上海（67篇，2.4%）在该梯队中仅次于陕西。

剩余的 6个省份（不包括台湾）属于第五梯队，包括云南、海南、甘肃、宁夏、青海

和西藏。这些省份在阅读推广研究方面的整体实力非常薄弱，各省份的发文占比均不到 1%。

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6]。

从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无疑是阅读推广研究的主力军，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1606篇，

57.9%），超过半壁江山。其次是中部地区（685篇，24.7%）；西部地区的论文数量相对较

少（481篇，17.3%）。需要说明的是，有 3篇来自我国台湾，不计入上述三大地区。从时

间发展的维度来看，东中西三大区域在 2010年以前针对阅读推广议题的理论研究进展缓

慢，而且区域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这一点在 2008年以前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图 2所示，

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自 2010年以来，三大区域的阅读推广研究都得到了蓬勃发

展。其中，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最快，论文数量近乎呈直线上升趋势。中部和西部的年度

发文增长幅度基本持平，但由于西部地区的研究基础较为薄弱，所以整体发文数量不如中

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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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5-2015年东中西部阅读推广研究论文数量增长趋势图

2.2 作者所在机构分布

作者所在机构分布见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从研究机构的性质来看，大学/学院图书

馆是阅读推广研究的主力军，大学图书馆和学院图书馆的发文量旗鼓相当，二者发文总数

达到 1252篇（45.1%）。紧随其后的是公共图书馆，发文量占比 30.8%，其中少儿图书馆的

发文量仅占 3.3%。高校院系/研究机构的发文量排在第三位（530篇，19.1%），这些论文绝

大多数来自各高校的信息管理院系。另外，包括中小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在内的其他机

构也贡献了将近 5%的发文量。

表1不同性质的研究机构发文频率及其占比

频率 百分比

高校院系/研究机构 530 19.1
公共图书馆（含少儿馆） 856 30.8

公共图书馆（不含少儿馆） 764 27.5

少儿图书馆 92 3.3
大学/学院图书馆 1252 45.1

大学图书馆 618 22.3

学院图书馆 634 22.8
其他 137 4.9

中小学图书馆（含高职类） 49 1.8

专业图书馆 45 1.6
其他（如党校图书馆） 43 1.5

很明显，将近 80%的阅读推广论文是由活跃在图书馆的从业人员发表的。这是一个非

常值得关注的现象。由此验证阅读推广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领域，相对于专职科研人员，

图书馆工作者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反而具有较好的研究优势，包括分享工作案例、总结经验

教训。近年来，阅读推广工作在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全面铺开，大量的实践活动为研

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基础。遗憾的是，虽然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阅读推广活动如火如荼，

成为阅读推广实践领域中最为活跃的分支之一，但与之对应的少儿图书馆发文量仅占

3.3%，中小学图书馆发文量仅占 1.8%。相对于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不含少儿馆），

这两类机构的发文量占比明显落后，这一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参考研究机构的共现图谱（图 3），可以判断在各大类型机构中发文比较活跃的具体机

构。在大学/学院图书馆系统中，主要是河北联合大学图书馆、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和北京

大学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系统中，主要是南京图书馆、广州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在大

学院系/研究机构中，主要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中山大学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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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此外，图 3表明，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少，大多倾向于独立发文；现

有的少数合作情况多发生于高校院系和图书馆之间，来自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

院系的作者都与同城其他机构的人员开展了少数的合作研究项目。

图3 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2.3 核心作者及合作关系

如图 4所示，在阅读推广研究领域，发文量较高的作者有：河北联合大学图书馆的王

景文、李东、李杏丽、王艳和黄晓鹂，北京大学的王波和王余光，南京大学的徐雁，华东

师范大学的范并思，深圳图书馆的吴晞，泰山医学院图书馆的宫梅玲，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的曹桂平，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的王梅，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的惠涓澈，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图书馆的谢蓉，大连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付婉秋等（以上顺序不分先后，未根据频

次排）。这些高产作者分布于高校图书馆、高校院系和公共图书馆。

图4 研究者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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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阅读推广的研究论文以独立撰写为主，独立撰写的论文占 76.8%（2132篇），而

合作完成的论文只占 23.2%（643篇）。其中，两人合作是最为常见的情况（401篇，14.5%）。

三人合作的论文共计 177篇（6.4%），三人以上合作的论文共计 65篇（2.6%）。显然，论

文的数量随着合作者人数的增加呈现大幅度递减趋势。从作者共现图谱来看，大多数核心

作者倾向于独立撰写，只有极少数作者基于工作和地域便利性开展合作工作。比如，河北

联合大学图书馆的王景文、李杏丽、李东、王艳、高玉洁、黄晓鹂和唐品倾向于与馆内其

他研究者合作撰写论文[7-8]。至于跨机构类型和跨地域省份的合作论文更是凤毛麟角。比如，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的谢蓉曾与来自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等

机构的作者积极展开过合作研究[9-10]。

3 研究内容

3.1研究议题

从图 5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两大前

沿阵地，“全民阅读”“阅读疗法”“经典阅读”等议题是阅读推广研究中热门关键词。结合

Citespace软件的分析结果和人工查阅论文，可以将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的重要议题归纳为

七个方面：阅读推广基础理论、全民阅读推广、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公共图书馆阅读推

广、阅读疗法、经典阅读推广和数字阅读推广。

图5 研究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3.1.1阅读推广基础理论

阅读推广的基础理论问题包括基本概念、服务属性、目标群体、核心目标及阅读推广

视阈下的阅读行为与阅读文化研究等，即阅读推广“是什么”“为什么”“应该怎么做”这类问

题，解决阅读推广的服务目标和价值定位[11]。王丹和范并思在《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

流派及其分析》中对我国从事阅读推广研究的主要学者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

吴晞、王余光、范并思、徐雁、于良芝、王波、张怀涛、万行明、谢蓉等众多学者从各自

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背景出发，均尝试过对阅读推广的内涵、外延和性质等问题进行理

论探讨，文章认为阅读推广理论研究已经初步形成百家争鸣、多种理论流派共存的现状，

但是尚未形成主流的、统一的理论共识[12]。

3.1.2全民阅读推广

图书馆是倡导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等基本理念的中坚，是联系群体阅读和个体阅读的

桥梁[13]。关于全民阅读的研究内容多聚焦于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在推进全民阅读

推广中的制度保障、角色定位和模式构建问题。有学者尝试从理论和政策法规层面对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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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广的社会意义和有效实现进行探讨[14][15-16]，也有学者从诸多具体的案例分析和比较

研究中呈现全民阅读推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17]。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在全民阅

读推广方面更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相继推出《中国阅读报告丛书》《阅读推广丛书》等

系列丛书。徐雁主编的《全民阅读推广手册》《全民阅读参考读本》、王余光和霍瑞娟主编

的《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均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1.3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

高校图书馆是阅读推广研究和实践的前沿阵地，是整个图书馆阅读推广体系链条上举

足轻重的一环。依托高校图书馆的实体平台、庞大的大学生目标群体和高等院校较高的理

论水平优势，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领域呈现出研究者数量多、发文量大的特点。专家

学者们有的从大学生阅读现状调研[18-19]、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机制[20]、高校图书馆阅

读推广案例分析[21]等方面进行分析；有的将阅读推广的理论成果应用到高校图书馆阅读推

广实践活动中进行实证分析[22]；有的探究如何将新媒体和新兴科技应用到高校阅读推广活

动中[23]。总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覆盖面广、层次深，实现了实践和理论的有机结

合。

3.1.4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

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面对的是所有年龄分层和社会阶层的公民，其研究内容自

然和全民阅读推广研究呈现出相当程度的重合，主要探讨的议题是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社

会制度保障，如何有效推进全民阅读战略。除了普适性的阅读推广研究，公共图书馆阅读

推广研究领域还涉及两个重要的分支——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和特殊群体阅读推广。大体来

说，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包括对目标群体的阅读行为剖析[24]、图书馆中立性原则和介入

性干预的探讨[25]、图书馆开展小众化阅读推广策略研究[26-27]、中外研究理论和实践成果比

较、案例分析[28-[29]，等等。另外，相对于针对特殊群体开展的阅读推广研究，针对未成年

人的研究数量更为丰富，研究角度也更为多样——亲子阅读、绘本阅读、儿童阅读、少儿

阅读、青少年阅读往往是该主题领域下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

3.1.5阅读疗法/阅读治疗

20世纪 90年代末，“阅读疗法”的概念从西方引入我国。沈固朝撰文介绍了英美图书

馆员将阅读资料用作治疗工具的实践[30]，王波则从另一种视角论述了我国源远流长的图书

治疗实践和思想[31]。两位学者几乎同时开启了我国图书馆界阅读疗法研究的滥觞。自引进

以来，该领域呈现出特色明显的研究特征。比如，王波从阅读疗法的概念辨析、原理、类

型等方面逐步深入，撰写了多篇有关阅读疗法的论文，也出版了阅读疗法方面的理论专著
[33][34-35]；宫梅玲团队主要探究阅读疗法解决抑郁症、大学生心理问题等实际症状的方法和

机制[36-37]。；王景文和李东等学者主要通过实证方法进行案例分析和量化分析阅读疗法的研

究热点与服务创新[38-39]。

3.1.6经典阅读推广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古训、遵先法的民族，非常重视前人圣贤的论说。图书馆以其专业

性、权威性和独有的丰富资源应当成为经典阅读活动的主要阵地。经典阅读推广提倡图书

馆采取推荐经典书目、开办经典导读讲座、组织读书小组和开展征文评选等活动来推动国

民多接触经典著作，提高阅读经典的热情，目的是通过对优秀经典书籍的阅读，推进传统

文化传承和人文素养教育，实现人类知识的继承和发展。本领域的研究内容涵盖面较广，

以探索实践为主，从探究经典阅读的社会意义[40]到 “经典”内涵外延的界定[41]；从开展经典

阅读推广的广泛策略[42-43]到特定群体的经典阅读推广[44][45-46]，从传统模式的经典阅读推广
[47]到网络环境下经典阅读的推广模式创新[48]。

3.1.7数字阅读推广

“数字阅读”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阅读方式，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是图书馆开

https://libvpn.ntu.edu.cn/kns/popup/,DanaInfo=epub.cnki.net+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ae%ab%e6%a2%85%e7%8e%b2&scode=0888064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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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元化阅读推广的趋势之一。数字阅读推广大致有两种类型的预期：①为了顺应年轻一

代数字原住民的阅读习惯和媒介依赖，利用其熟悉和喜爱的阅读媒介，为其提供正确引导，

提升阅读内容质量，从而有效提高阅读热情；②为了帮助传统一代跨越数字鸿沟，冲破阅

读障碍，能顺利使用新兴媒介进行数字化阅读。在数字阅读日益兴起的大背景下，图书馆

需要加强对数字阅读的研究，才能正确把握用户的阅读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数字阅读推

广。因此，有关数字阅读推广的研究大多围绕这两种预期——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的比较

分析[49-50]、数字阅读的行为特征探究[51]、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的模式及策略

研究[52][53-54]等。

3.2 论述人群对象

阅读推广研究的论述人群可大致分为“所有人群”“大学生”“未成年人”“特殊群体”“其
他”这几类。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除了所有人群之外（960篇，34.6%），大学生和未成

年人是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两大人群对象，分别为 1098篇（39.6%）和 578篇（20.8%）。

特殊群体在总人群中占比不高（123篇，4.4%）。另外，还有 16篇（0.6%）无法归纳到上

述任何类别中。

虽然针对特殊人群的论文比例并不高，但这一群体是阅读推广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人

群，所以，本研究把具体的人群类型细分为医院病人、残障人士、农村地区居民、老年人、

监狱犯人等。如表 2所示，医院病人是最受关注的特殊群体（34篇，27.6%），其研究者主

要来自医院图书馆。另外，残障人士（尤其是盲人）、农村贫困人群和患有心理障碍疾病的

人群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阅读推广研究者的关注。

表2 具体特殊人群的频率及其占比

频率 百分比 频率 百分比

医院病人 34 27.6 女性读者 8 6.5

残障人士 17 13.8 老年人 5 4.1

所有特殊人士 16 13.0 少数民族 5 4.1

农村贫困人群 16 13.0 外来人员 5 4.1

心理障碍人群 15 12.2 监狱犯人 2 1.6

通过独立性卡方检验分析，发现阅读推广研究论文所论述的对象在不同时段、不同区

域和不同机构类型中均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列出关注对象在不同时段的

分布及占比表格。研究表明:①在时间维度上，在 2010年前后，“大学生”一直是最受关注

的人群对象，且各时段占比相对稳定。“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这两个群体的受关注度稍

有波动——相较于 2010年之前，2010年以后“未成年人”受到的关注稍有上升，而“特殊人

群”的关注度稍有所下降（参见表 3）。②在地域维度上，东中西部这三个区域关注的群体

比例类似，从高到低依次为大学生、所有人、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从各个群体的纵向数

据变化来看，东部地区较其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关注度更高，中部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

更加关注“大学生”，而西部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更加关注“特殊人群”。③在机构性质维度

上，通常意义上的所有人是所有机构都最为关注的两大对象之一。除此之外，高校院系/
研究机构和大学/学院图书馆最关注的人群对象是大学生，公共图书馆最关注的是未成年

人，其他类型机构最关注的则是特殊人群。显而易见，各类型机构所重点关注的人群对象

与他们的不同职能定位和服务对象非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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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论述对象与时段的交叉表
论述对象

所有人 未成年人 大学生 特殊人群 其他

2013-2015
计数 680 420 753 67 12
年限级别中的比例（ %）35.2 21.7 39.0 3.5 0.6
调整残差 1.0 1.8 -1.0 -3.7 .5

2010-2012
计数 193 120 208 29 2
年限级别中的比例（ %）35.0 21.7 37.7 5.3 0.4
调整残差 .2 .6 -1.0 1.0 -.7

2010年之前
计数 87 38 137 27 2
年限级别中的比例（ %）29.9 13.1 47.1 9.3 0.7
调整残差 -1.8 -3.5 2.8 4.2 .3
计数 960 578 1098 123 16
年限级别中的比例（ %）34.6 20.8 39.6 4.4 0.6

4 研究产出

4.1 发表的期刊

随着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逐渐升温，相关期刊论文发表的阅读推广论文数量逐年递

增。2005-2015年累计发文2775篇；其中，核心论文共521篇（18.8%），非核心期刊供2254
篇（81.2%），非核心期刊的发文数量明显高于核心期刊的发文数量。结合机构类型的角度，

发现大学/学院图书馆在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发文数量占所有论文的比例分别是44.4%和

48.2%，公共图书馆对应的数据分别是31.1%和29.6%，高校院系/研究机构对应的数据分别

是19.1%和19.2%。换言之，不管是哪类机构，其发表在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的文章比例

大致相当。来自高校院系/研究机构的作者在发表核心期刊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

基于所有期刊的统计表明，在发文量排在前十位的期刊中，除《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图书馆杂志》《图书情报工作》之外，其他 7种期刊都是非核心期刊。表 4分别列出了在

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中发文排在前十的期刊名单。在核心期刊中，《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发文量最高（85篇），这是因为该刊自 2010年起开辟“少图空间”“阅读与书评”等专栏，刊

物风格贴合图书馆实践工作，促进了阅读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图书馆杂志》《图书

情报工作》《图书馆建设》也属于较早关注阅读和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期刊。《图书馆论坛》

则开辟“阅读推广”专栏，近年来也吸引了大量关于阅读推广研究的优秀稿件。在非核心期

刊中，《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的发文量最高（232篇），占非核心期刊发文量的 10.3%；

紧随其后的是《河南图书馆学刊》《内蒙古科技与经济》，两者的累计发文量与《科技情报

开发与经济》大致相当。

表4 发文量排在前十的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列表
序
号

核心期刊 非核心期刊
期刊名称 频率 百分比（%） 期刊名称 频率 百分比（%）

1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85 16.3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32 10.3

2 图书馆杂志 73 14.0 河南图书馆学刊 129 5.7

3 图书情报工作 59 11.3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114 5.1

4 图书馆建设 50 9.6 图书馆学刊 89 3.9
5 图书馆论坛 46 8.8 新世纪图书馆 78 3.5

6 图书与情报 42 8.1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71 3.1

7 图书馆 38 7.3 河北科技图苑 57 2.5
8 大学图书馆学报 36 6.9 山东图书馆学刊 56 2.5

9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36 6.9 图书馆研究 48 2.1

10 现代情报 23 4.4 图书馆学研究 4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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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生的影响

统计分析期刊论文的被引频次，可以客观地说明该期刊论文总体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

度，以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55]。在所有的阅读推广研究论文中，被引频次达到5
次以上的论文（515篇）属于学术影响力较高的科研成果，占总体比例的18.6%；1151篇
（41.5%）的期刊论文被引频次为1-5次；1109篇（40%）的期刊论文从未被引用。从论文

发表的期刊可以看出，非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虽然多（2254篇，81.2%），但影响力小，

仅有278篇（10.0%）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被引次数达到5次以上。另外，从机构类型的角

度来看，数据分析表明，来自不同类型机构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在学术影响力方面并没有

显著差异。也就是说，相对于来自图书馆业界的文章，由高校院系/研究机构发表的论文在

整体上并没有更强的学术影响力。

从被引频次可以看出，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相互关注程度比较分散。考虑到被引次数

与发表年限有关，本研究区分三个时段（发表时间在5年以上、发表时间在2-5年、发表时

间在2年以内），考察各个时段的高被引论文。初步的考察发现，在发表时间在5年以上的高

被引期刊论文中，针对阅读本质与全民阅读等议题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其中彭

斐章等人撰写的《阅读的时代性与个性》具有绝对的权威影响力[56]。在同一时期，对于阅

读推广基础理论的研究尚属于泛述性研究，处于萌发阶段，郑章飞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理

论与实践研究述略》[57]和范并思的《图书馆学与阅读研究》[58]被广泛引用，可谓奠定了阅

读推广理论研究的基石。在发表时间在2-5年的高被引期刊论文中，阅读推广模式与策略研

究是研究热点，《图书与情报》《图书情报工作》《图书馆论坛》相继发表了关于高校阅读推

广、少儿阅读推广、数字阅读推广模式的理论文章，展示了阅读推广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

实践性研究特色。近2年内发表的高被引论文则预示了阅读推广研究在一定成程度上回归到

了对基础理论的探索。范并思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的文章被引频次显著高于其他研

究成果，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在经过多年探索后，阅读推广的基础理论问题终于引起了研

究者的高度关注。

表5 不同发表年限的高被引论文列表

序

号

题名 作者 作者单位 发表期刊 发表

年

被引

次数

发表年为2005-2010

1 阅读的时代性和个性 彭斐章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 91

2 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活动中的作用于对

策探讨

洪文梅 佛山市图书馆 图书馆理论

与实践

2009 90

3 从台湾阅读推广活动之现状谈公共图书馆

之间阅读指导服务

陈书梅 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 图书馆建设 2006 88

4 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研究述略 郑章飞 湖南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论坛 2010 86

5 图书馆学与阅读研究 范并思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 图书与情报 2010 82

发表年为2011-2013

1 图书馆阅读推广亟待研究的若干问题 王波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图书与情报 2011 159

2 我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所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研究

吴高等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图书情报工作 2013 94

3 中国少儿阅读现状及公共图书少儿阅读推

广策略研究

丁文祎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图书与情报 2011 79

4 数字世道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研究 谢蓉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图书馆论坛 2012 74

5 国外高校图书馆推广阅读文化的实例及启

示

程文艳等燕山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建设 201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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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年为2014-1015

1 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 范并思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 68

2 阅读推广的理论自觉 范并思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4 22

3 近五次我国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总数 卢宏 江苏省委党校图书馆 图书情报知识 2014 21

4 移动互联时代的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策略

——基于社会化阅读的启示

刘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图书馆论坛 2014 20

5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机制研究——以同济

大学图书馆立体阅读为例

李园园 同济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学研究 2014 20

5 总结和展望

在某特定时间点对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进行回顾和评价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自我反省也是学科或研究领域发展成熟度的一种表现[59]。本研究通过系统收集和整理

2005-2015年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内发表的有关阅读推广的研究论文，从研究主体、研

究内容和研究产出三个维度分析了我国阅读推广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研究发现，图书馆

阅读推广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规模、深度和广度，但也存在一些

研究上的盲区和不足。今后的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和深化。

5.1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完善阅读推广的议题框架

阅读推广是一个实践性强、应用特征明显的研究议题，目前相当数量的研究也聚焦于

阅读推广活动本身的层面，比如国外阅读推广阅读的经验介绍、阅读推广的工作经验总结。

尽管近两年来，以范并思为代表的研究者试图回答阅读推广的内涵和价值这类根本性问题，

但关于推广阅读的基础性学理研究工作仍然有待提升。今后的研究重点要完善阅读推广的

议题框架，从回答阅读推广的本质入手，提出这一研究领域需要回答的核心命题。与此同

时，要突破基于国外案例介绍和自身工作经验总结的研究层次，提炼阅读推广领域具有相

对普遍性的规律和特征，比如阅读推广的模式、流程和评估原则。

5.2深化对特定人群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从服务人群对象的角度来看，阅读推广在坚持惠及和服务全面原则的同时，需要重点

保障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的阅读权益。目前关注的主要对象为大学生和未成年人，而对特

殊群体的关注度比较低。这点在今后的阅读推广研究工作中需要引起充分重视，研究者要

在继续关注未成年人人群的同时，提高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同时应该就每类具体人群开展

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以特殊人群为例，出于生理原因、社会原因或其他诸多不同的原因，

特殊人群内部差异巨大，研究者应就具体人群开展深入研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提出有

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切实提高研究结论对阅读推广工作的指导意义。

5.3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提升学术成果的价值意义

目前阅读推广理论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非核心期刊，这固然与阅读推广本身议题有一定

的关系，但恐怕最为主要的因素应归结于论文的学术质量。一篇优秀的论文应该是运用规

范的研究方法回答具有理论或实践价值的研究问题。目前大多数阅读推广的论文往往缺乏

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以阅读推广领域较为常用的案例分析方法为例，多数论文只是简单

地介绍或罗列一个或多个相关案例。事实上，案例研究法与问卷、实验等方法一样，都需

要遵循规范的研究程序和步骤[60]。研究发现，多数阅读推广论文都是独立完成的。一般来

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61]，研究者在今后也可考虑以合

作的形式，共同努力，共同探索，切实提升学术成果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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