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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院校特色阅读推广活动探讨
——以湖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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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湖北 武汉 430065
摘要：阅读推广是高校图书馆重要职责之一。中医药院校具有明显的学科特色，结合学科特色及读
者阅读习惯开展有效的阅读推广活动是中医药高校图书馆一直在探索的重要课题。文章介绍了湖北中医
药大学图书馆开展的特色阅读推广活动，如“读书月”系列活动、“知书林”讲堂、《本草中国》纪录
片展播、“书苑杯”辩论赛、“发现中医古籍之美”系列讲座及校领导荐书等，指出阅读推广活动的实
施主体为学科馆员、学生社团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推广途径有微信及微博等新媒体、传统阵地推广模
式、与社团和学校其他部门合作方式等，并从学科馆员制度的建设、学生志愿者团队的管理、新媒体运
营的良性发展等方面反思，希望能为中医药院校特色阅读推广活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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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haracteristic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Taking the
Library of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s an Example
YI Fu-hong, LI Wang*, SHI Hui-cong, JIA Jia
(Library of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han 430065, China)
Abstract: Reading promotion is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obvious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To combine the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ders' reading habits to carry out effective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xplore.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of the library of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uch as “Reading Month” series of events, “Zhishulin”
Lecture, China’s Materia Medica documentary show broadcast, “Shuyuan Cup” debate competition,
“Discovering the Beauty of Ancient TCM Books” series of lect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school leaders,
pointed out that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are mainly implemented by discipline librarians, student clubs and
related functional departm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ion channels include new media such as
WeChat and microblog, traditional position promotion models, and cooperation with clubs and other
departments on campus. It also reflect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librarian system,
management of the student volunteer team, and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edia operation, with a purpos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haracteristic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braries; characteristic reading promotion; new media
自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倡导全民阅读
第一作者：伊富红，E-mail: yifuhong.123@163.com

以来[1]，“全民阅读”已连续 4 年列入政府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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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在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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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倡导全民阅读”提升为“大力推动全民阅读”

书馆通过对辩题的把控来引导整个辩论赛的走向。

[2]

。由此可见阅读的重要性已经从国家层面被认

结合本校特色，通过在辩论赛程中穿插中医药相关

可。作为高校的三大支柱之一、大学生的第二课

的辩题，引导读者深挖中医药文化内涵。不论是策

堂，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和

划者还是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都需要通过不断的

义不容辞的责任。相较于普通高校，中医药院校具

学习、思考，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达到了促进中

有更鲜明的特色，突出表现在更加注重文化尤其是

医药文化传承的目的。另外，该活动的亮点是，完

中医经典的传承和发展。结合学校、学科特色及师

全由图书馆志愿者协会学生自主策划、实施，图书

生的阅读习惯，开展有效的阅读推广活动是中医药

馆只提供意见指导和场地支持。

高校图书馆一直在探索的重要课题。

1.4 “发现中医古籍之美”系列讲座
中医药古籍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1 特色阅读推广活动策划
湖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

了进一步提升中医学子对中医古籍的兴趣，提升读

从 2013 年开始，每年 4 月份均以“世界读书日”的

者的素养，我馆结合古籍特色馆藏，为对中医古籍

契机举办阅读推广活动暨“读书月”系列活动，至

感兴趣的读者提供现场讲座和使用指导，让读者能

今已成功举办五届。“读书月”期间，我馆为读者准

亲近中医药古籍，近距离感受古籍之美，更加热爱

备了包括讲座、辩论赛、知识竞赛等在内丰富多彩的

中医药文化。

各类活动。毫无疑问，好的活动创意对阅读推广的

1.5 校领导荐书

[3-5]

。结合中医药院校注

“校领导荐书”活动是希望借助榜样的力量，

重中医经典传承和发展的特色，我馆推出了一系列

邀请校领导为莘莘学子推荐图书。校领导荐书，一

特色阅读推广活动，在全校师生中获得广泛好评。

方面可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增加受众数量；另一

1.1 “知书林”讲堂

方面也可以促进馆藏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的流通

成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7 年 4 月，我馆推出高端学术讲座系列——

率，吸引更多读者到馆借书。同时，中医院校领导

“知书林”讲堂。邀请有造诣的中医药方面的专家

多具有中医药学科背景，推荐的图书大多涉及到专

学者为读者进行讲座和现场交流，让读者在获取中

业经典，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进中医学子在阅读

医药知识的同时，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中医药大家的

中增进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和传承。

人格魅力。第一期邀请到全国著名中医泰斗、国医

2 阅读推广实施主体

大师李今庸教授，围绕“学中医，读经典”为师生

成功的阅读推广活动主要依赖于 3 个方面：一

进行精彩讲座，闻讯而来的听众挤满了整个报告

是活动创意是否有趣、有益且能吸引读者；二是活

厅，读者在认真聆听大师教诲的过程中感受和发现

动实施过程中各方面资源的协调和统筹配置；三是

中医药文化的魅力。该活动达到了弘扬中医药文

对活动推广宣传途径的掌控。这 3 个方面都离不开

化、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目的，受到全校

人，离不开团队。为了更好的实施活动，我馆建立

师生热烈欢迎。

了以学科馆员和学生社团为核心、学校其他相关部

1.2 《本草中国》纪录片展播

门为辅助的梯级团队，全方位覆盖教师和学生 2 个

相较于单一的文字、图片或者音频信息，制作
精良的视频具有更好的信息传达能力，对读者来说

层次的用户，并且这个体系是在不断完善的。
2.1 学科馆员

往往有更大的吸引力、感染力。中医药文化有着数

学科馆员是指图书馆设专人与某一个院系或学

千年的历史，其中有大量值得中医学子了解和挖掘

科专业作为对口单位建立联系，为用户主动地有针

的优秀内容。基于此，我馆精心挑选了国内首档大

对性地收集、提供文献信息服务[6]。我馆从 2014 年

型中医药文化系列纪录片——《本草中国》在“读

开始实施学科馆员制度，根据院系专业和规模以及

书月”期间放映，以增进中医学子对中医药文化的

馆员专业背景合理配置馆员，学科馆员直接加入院

了解，增强对中医药文化的信心和自豪感，并且坚

系内部群，随时接受院系老师的参考咨询，承接查

定传承中医药文化的信念。

新、查收及查引（指查找论文的收录和被引用情

1.3 “书苑杯”辩论赛

况）需求并发布图书馆的活动资源服务信息。通过

该活动是图书馆每年阅读推广的保留项目，图

学科馆员体系，可以有效覆盖院系教师和研究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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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读者群体。同时，该群体对院系本科生群体有

3 阅读推广途径

强大的导向和示范作用。因为院系教师和研究生群

3.1 采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进行阅读推广

• 53 •

阅读推广活动的成效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推广手

体会将从学科馆员那里得到的有用信息进一步推广
给学生，起到了扩大受众的效果。

段的选择和使用。只有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和用户使

2.2 学生社团

用习惯，不断创新推广手段，才能抓住用户，达到

学生社团在图书馆实施特色阅读推广过程中发

向用户宣传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吸引用户参与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协助图书馆策划实施各

的目的[8-9]。为了更好地推动特色阅读推广，我馆于

类活动 [7] 。通过与学生社团的合作，能够有效覆盖

2016 年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来宣传和推广图书馆的

普通学生群体，进一步扩大阅读推广的范围和影响

阅读推广活动、资源及服务。图书馆志愿者协会也

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 2012 年起相继开通了新浪微博及微信公众号，用

我馆下设专门服务于图书馆的志愿者团队——

来宣传图书馆的资源、服务及活动信息。与传统的

湖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志愿者协会。该协会成立于

网页宣传相比较，微信微博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2012 年，由一群热爱图书馆事业的学生读者自发组

具有更贴近当下用户获取信息的习惯、发布内容更

织，旨在加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协

方便快捷、扩散速度更快、与用户的沟通更及时、

会主要职能包括 2 个方面：一方面，协助图书馆处

发布信息的形式更多样活泼等优势。事实证明，通

理各项基本业务，包括上书整架、电子阅览室值班

过新媒体进行阅读推广可以取得良好成效。

等，为保证图书馆的正常开放时间做出了贡献；另

3.2 通过传统阵地推广模式进行阅读推广

一方面，积极通过各种途径向广大读者推广图书馆

除了使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方式进行阅读推

的电子资源及纸质馆藏等各种资源。参与并协助举

广之外，我馆还设有传统的阵地推广模式，例如，

办“读书月”活动，并围绕图书馆的资源利用积极

通过图书馆网站主页、学科馆员服务群和图书馆服

开展相关的实践活动。在协会的大力配合下，图书

务 QQ 群并结合设计制作并分发“读书月”活动海

馆成功举办了“读书月”系列活动，新生入馆教育

报、通过图书馆电子显示屏发布活动公告等线下实

活动等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目前，协会已在图书

体推广的方式进行阅读推广。

馆指导下成功举办了多次全校范围的图书漂流、

3.3

“书苑杯”辩论赛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活动。

读推广

通过与社团和学校其他部门合作的方式进行阅

事实上，图书馆志愿者团队为图书馆的阅读推

为了进一步扩大阅读推广的受众和影响力，图

广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引入学生志愿者团队参与

书馆积极与学生社团和学校其他职能部门合作。比

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和活动本身就是一项阅读推广。

如与校广播台合作，通过校园广播的方式对“读书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图书馆和读者受益，协会成员

月”每周的活动进行预告，并对活动内容和效果进

也增进了对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了解，学会了利用

行报道。既提升了活动的影响力，也为校广播台提

图书馆资源的方法，提高了信息素养，同时也锻炼

供了素材，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和参与到活动中，是

了自己的各项能力，是一种多赢的图书馆阅读推广

一举多得的推广模式。再比如通过校领导荐书这种

实践方式。志愿者团队的管理以学生自治为基础，

方式，使阅读推广活动具备了部分自上而下推广的

由图书馆为其提供活动指导及场地等方面的支持，

性质，可以进一步提升阅读推广的效果和参与度。

以图书馆业务和各种阅读推广活动为纽带进行联

通过新媒体手段与传统阵地推广模式相结合，

结。

图书馆学科馆员与学生社团、学校其他职能部门这

2.3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

几个途径相结合，基本可以使阅读推广活动全方位

在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中，学工处、团委

覆盖院系老师和学生这两大读者群体，达到良好的

等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职

推广效果。

能部门掌握大量的学生资源，包括各种学生团体。

4 对中医药院校特色阅读推广活动的思考

一方面可以为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提供一个直接面

通过“知书林”讲堂、《本草中国》纪录片展

对用户的入口，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阅读推广活动提

播等各种特色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我馆在中医药

供人员支持。

院校特色阅读推广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积累了一

• 54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些有益经验，但是在特色阅读推广的实施过程中，
也发现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4.1 学科馆员制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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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要结合中医药学校特色推出更多有效的阅读推
广活动，不仅要注重学科馆员制度的建设，而且要

虽然实施学科馆员制度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

深化与学生社团的合作，注重学生志愿者团队的建

然不够完善。比如工作内容还是比较单一，大部分

设以及与学校相关机构的合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

停留在发布信息和回复简单的参考咨询方面。学科

长处和优势，共同完成阅读推广活动。同时，在新

馆员对特色阅读推广活动的创意和策划方面还是比

媒体运营方面，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源，才能对

较薄弱。另外，尚未明确建立分级馆员制度，无法

中医药院校的特色阅读推广活动和中医药文化传承

充分发挥专业馆员的优势和作用。

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

4.2 学生志愿者团队的管理

参考文献

将图书馆志愿者团队引入图书馆阅读推广体系

[1] 中国政府网.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文字实录)[EB/OL].(2014-

对扩大图书馆阅读推广受众、提升图书馆阅读推广

03-05)[2017-11-17].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03/05/

效果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无论是团队

content_2629550.htm.

的管理、活动的推进还是对学生持续自我发展的关

[2] 新 华 社 .2017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 全 文 ） [EB/OL].(2017-03-16)

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在团队管理方面，以

[2017-11-17].http://www.gov.cn/premier/2017-03/16/content_

学生自治为基础的管理方式有其局限性，比如在纳

5177940.htm.

新过程中，新成员的院系和专业结构受到面试人员

[3] 许天才,杨新涯,王宁,等.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多元化趋势研究——以首

的影响，容易造成新成员集中分布在少数几个院

届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大赛为案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6,60(2):

系；在后期活动过程中容易因院系课程或活动安排

82-86.

导致协会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甚至由于部分专业学
生大三要搬校区，导致管理层断层。
4.3 新媒体运营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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