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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研究·

基于简易信息聚合技术的图书馆立体阅读推广
服务模式研究
谭衡亚，李慧芳*，杨建，粟之敦，文洁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7
摘要：本文阐述了图书馆立体阅读推广服务的内涵与意义，以及简易信息聚合（RSS）技术对图书馆
立体阅读推广服务的促进作用。分析了图书馆立体阅读推广模式的构建要素（主体、用户、渠道、载体、
活动）
，从树立品牌、阅读引导、多方合作 3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构建策略，基于 RSS 技术的实际应用，
提出该服务模式的实现方式。并以重庆大学图书馆为例，对该阅读推广服务模式的实际应用进行介绍。
关键词：图书馆；立体阅读；简易信息聚合；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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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Library Three-dimensional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Mode Based on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Technology
TAN Heng-ya, LI Hui-fang*, YANG Jian, SU Zhi-dun, WEN Jie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library three-dimensional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mode, and promotion of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RSS) Technology to this mode. It
analyzed the construction elements of this mode (subject, users, channels, carrier, activity), proposed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strategy from brand building, reading guidance and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wa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RSS reader, By setting library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mode.
Key words: library; three-dimensional reading;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RSS); service mode
在当前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浪潮下，科技更新速

式，体现出多层次、创造性的特点，并且更加系统、

度不断提高。目前纸质图书阅读量逐渐下滑，更多的

立体。图书馆通过开展多样化的阅读推广活动，如

读者开始借助互联网等技术来获取信息。这表明当前

展现某一作品的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或者将某篇文

人们更加追求阅读的行为是否实用，是否有便捷的信

章的原著和译著进行对比展示等，能够提高读者的

息获取方式。图书馆应通过阅读主题推荐等方式吸引

阅读兴趣，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图书馆开展多种

更多的读者，做好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工作。

时空交换的方式，采用多媒体技术，运用多样化的

1 图书馆立体阅读推广服务

形式来进行阅读主题的推广活动，这种活动的模式

1.1 图书馆立体阅读推广服务的内涵

就称为立体阅读。
[1]

立体阅读是图书馆对阅读进行推广的一种模式 ，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图书馆传统的图书服务思维方

1.2 图书馆立体阅读推广服务的意义
如今图书馆可以将立体阅读作为一种重要的信
息传播媒介，并根据需要不断进行拓展。立体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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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展开的，且以整合图书馆资源为主要任务。当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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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试图通过多样的方式来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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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阅读。立体阅读有十分丰富的媒介，并改变了传

阅读推广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图书馆可以借助

统的阅读方式，提倡将传统阅读与新兴媒介结合起

RSS 这种简易信息聚合阅读器，促进立体网络空间发

来，进而为读者提供更为立体、快捷、个性化的信息

挥其真正的作用，构建立体网络阅读平台，进而解决

服务。立体阅读是图书馆提高读者理解能力，并促进

阅读信息的时效性问题，以此促进立体阅读服务的顺

图书服务质量提高的有效途径。

利推广。

2

3

简易信息聚合对图书馆立体阅读推广服务的促进

基于简易信息聚合技术的图书馆立体阅读推广服

务模式构建

作用
根据立体阅读的相关概念，在开展立体阅读服务

3.1 模式的基本要素

过程中需要多媒体技术、图书以及互联网等多维度材

图书馆基于 RSS 的立体阅读推广服务模式的构

料的相互配合，并且需要与主题活动相关工作人员的

建要素，具体包括主体、用户、渠道、载体、活动

积极参与。但是由于互联网技术以及人力等方面的限

等 5 个方面。图 1 为图书馆基于 RSS 技术的立体阅

制，当前图书馆在开展立体阅读时还存在一些问题，

读推广服务模式的大体架构。其中主体是开展立体

如没有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无法及时向读者提供

阅读推广活动的组织结构，如图书馆专门的推广部

实时阅读信息等。而采用嘉年华的阅读方式，虽然可

门、学生志愿者等，他们为推广活动的实施提供了

以吸引读者的目光，但很难满足读者对新知识的需

保障。用户为阅读推广活动的参与者，如教师、学

[2]

求。这与图书馆没有充分应用网络技术有关 。

生等，并倡导用户的主动性与交互性。阅读推广的

简易信息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平台即为渠道，如图书馆自建渠道以及新媒体平台

RSS）技术是一种订阅互联网上信息的方式，就像订

等 。立体阅读推广的载体有电子书或者纸质图书

报纸、杂志、短信服务一样，通过 RSS，您可以订阅

等，这是进行阅读推广的必备条件。而多样化的活

互联网上感兴趣的内容。该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实现

动形式是阅读推广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活动开展

[3]

[4]

信息在线共享 。使用 RSS 技术时，首先需要下载并

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

安装 RSS 阅读器，仔细观察一些网站，可以看到被标

3.1.1

记为“XML”或“RSS”的橙色图标；点击黄色的 RSS

中，不仅需要构建完善的组织结构，即推广活动的主

阅读器订阅，会在浏览器中新打开一个网页（这个网

体，也需要加强与其他结构的沟通与合作，并吸引更

页有可能全部都是代码）；直接复制网址，然后在个

多的志愿者参与其中。图书馆作为阅读推广的主体毋

人电脑的 RSS 阅读软件上选择增加订阅选项，粘贴网

庸置疑，但也需要健全的组织机构提供保障。因此，

址，输入网址名称，点击确定，设置更新此订阅时间、

图书馆不仅需要加强对阅读推广的重视，也需要各部

目录等。这样一个 RSS 阅读器就订阅成功。当需要时，

门加强协作与交流 。同时图书馆可以发挥自身吸引

直接通过该 RSS 本机客户端浏览网页内容，在线阅

志愿者的优势，让读者志愿者参与到阅读推广活动中，

读，随时获取所需的信息。在不打开网页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地激发读者的兴趣。

读者也可以利用 RSS 搜索工具来阅读相关网站内容。

3.1.2

主体

图书馆在开展立体阅读推广活动过程

[5]

用户

虽然图书馆并没有固定阅读推广的主

RSS 的应用空间较大，我国一些图书馆已经利用

要用户群体，但依然以学生和教师居多。目前部分图

RSS 技术开展了相关的阅读服务工作，并将 RSS 技术

书馆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仅将对象限定为学生，忽视

应用于立体阅读服务中。当前 RSS 技术已经为图书馆

了教师群体的需求。实际上教师也是数量庞大的阅读

宣传栏
组织机构

报纸杂志
网站论坛
其他自建渠道
渠道

用户

载体

传统载体
电子移动载体

微博
微信

品牌活动

其他第三方平台
图 1 图书馆立体阅读推广服务模式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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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且教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阅读倾

代人更加热衷于网络阅读，图书馆要充分利用该趋势

向，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因此，

来开展网上立体阅读推广工作。网上推广主要形式是

图书馆在开展阅读推广实践时应该将教师纳入重点

“读媒”，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一是开展数字

用户中。

化资源阅读服务，读者可以选择常用的数字化阅读器
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互动，并改

来浏览所需内容；二是构建图书馆官网，借助推荐阅

变传统的推广方式，能够在提高阅读者兴趣的同时减

读书目和构建网络沟通平台的方式，打破空间与时间

少推广实践的阻力。目前大部分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实

限制，让读者加深对推广主题的理解；三是利用微博

践多在校园内开展，与阅读者沟通有固定渠道，如宣

等社交网络工具积极进行立体阅读推广，如可以开通

传栏、网站论坛等。在新媒体的应用方面还较为少见，

微博来发布相关阅读资讯，还可以同时转发各类与阅

如还未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因此，图书

读相关的微博信息，以吸引读者前来浏览；四是构建

馆不仅应该利用固有的推广渠道，也应该充分借助新

移动图书馆，用户可以从移动终端设备上对图书馆资

媒体，让渠道得到拓展。

源进行查阅，并可以获取阅读和业务查询等服务。在

3.1.3

3.1.4

渠道

载体

在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
[6]

集成各类网络资源的过程中，图书馆应该做好读者数

推动下，图书馆的信息载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

字阅读的引导工作，让读者获取更多有价值的资源，

图书馆在阅读推广实践中不仅应该利用纸质阅读载

以提高立体阅读的有效性。

体，也应该借助现代科技来丰富阅读载体，如通过

3.2.3

手机、互联网等进行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实践，以

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其他机构联合起来，一起进行

满足现代人的阅读需求。当前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

立体阅读推广实践，即馆外立体阅读推广，这样可以

是相互分离的，图书馆应该做好电子阅读的数据统

让活动规模得到拓展，并吸引更多的读者。具体实践

计与推广工作，并依托数字加工等技术来发现更多

措施包括两种。一是加强与其他图书馆的交流合作，

的阅读载体。

建立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联合开展“图书漂流”等系

增强合作与交流，确立多方合作的保障机制

图书馆开展立体阅读推广服务的实例

列立体阅读推广活动。二是加强与其他机构的交流合

说明，品牌活动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这是因为开展

作，如出版、文化机构等，联合开展精品图书展览等

品牌化的活动，不仅可以在读者中形成较大的影响，

活动。通过多样化的推广形式，充分整合与利用各机

也可以保持活动的传承性，并为活动的后续开展创造

构的资源，真正实现资源的利用价值。

条件。开展品牌阅读推广活动要求新颖有创意，并且

3.3 模式的实现条件

3.1.5

活动

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对图书馆工作人员

根据 RSS 技术的应用原理，图书馆可以运用 3 种

的创意、营销能力等有较高要求。

方式来实现立体阅读推广服务。

3.2 模式的构建

3.3.1

借助 RSS 信息聚合服务模式

图书馆可以依

立

托 Web 技术开展信息聚合服务，对专属学科的 RSS 数

体阅读推广首先以图书馆为核心主体，主要的推广形

据源进行搜集整理，并利用 RSS 聚合工具构建专门的

式有“读书”和“读人”两种。在开展推广活动中，

信息聚合门户，进而为用户提供阅读推广服务。并在

应该做到精心策划调研，充分掌握读者的阅读兴趣和

RSS 聚合门户中管理各种立体阅读资源，然后借助网

爱好。同时在选题策划方面应有所创新，尽量选择质

页导航为用户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阅读者只需要进

量高、读者爱读的作品作为主要推广内容，在宣传推

入 RSS 聚合门户导航页面，就可以获取与立体阅读主

广过程中多与读者互动。通过上述措施，可以保障立

题相关的所有内容。

体阅读推广服务的顺利实施。

3.3.2

3.2.1

精心调研策划，树立立体阅读推广品牌

建立阅读博客空间

随着博客的产生与发

在按照惯例开展立体阅读活动时，还可以在这些

展，催生了 RSS 这种简易信息聚合阅读器。图书馆可

活动中有目标、有选择地树立立体阅读品牌，以激发

以结合 RSS 的特点来构建立体阅读博客空间，让读者

读者参与的积极性。比如在“读书”活动中将“图书

与图书馆、读者与管理员之间形成立体的交流关系，

漂流”树立为活动品牌，或构建相关“图书漂流”网

进而构建一个立体阅读交流社区。让对阅读主题感兴

站，进而让图书资源得到高效利用。

趣的读者之间能够有效交流沟通，并且分享最新热点

3.2.2

集成网络资源，发挥数字阅读引导作用

现

信息，把握多种文献资源之间的联系，以此获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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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通过“书友会”增强与读者的互动

感兴趣的阅读信息。
近年来，

重庆大学图书馆构建了“书友会”组织，让教师

很多图书馆开始借助 RSS 技术进行个性化信息推送

和学生参与其中，并在各种活动中与这些教师和学生

服务，并在聚合门户构建中更加注重个性化。图书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同时基于 RSS 信息聚合门户开设

馆可以借鉴这种个性化信息服务模式，根据用户的

了网上虚拟“书友会”，通过积分奖励、书评等方式

需求建立相应的特征信息库，并将基于 RSS 的图书

与读者进行在线交流，在与读者互动中促进了立体阅

馆立体阅读服务模式分为信息获取与存储、RSS 应

读推广的有效开展。

用、个性化服务、系统管理几个模块来进行构建，

5 小结

3.3.3

借助 RSS 的个性化信息推送功能

在了解读者需求的基础上，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立

图书馆构建基于 RSS 的立体阅读推广服务模式，

体阅读推广服务。

属于一项具有挑战且长期性的工作。图书馆不仅应该

4 应用实例

结合 RSS 的特点来合理精心策划，还需要借助互联网

本文以重庆大学图书馆为例，对基于 RSS 的图

等新技术来保障阅读推广实践的可操作性，不断拓展

书馆立体阅读推广服务模式的应用进行阐述。该馆

立体阅读推广渠道，吸引更多的读者加入，以便更好

将信息服务作为基准，坚持文化育人的服务理念，

地促进立体阅读的深入推广。

将读者作为服务中心，结合 RSS 的应用特点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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