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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构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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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对“互联网＋”时代图书馆阅读方式进行了分析，包括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和阅
读应用程序等。在此基础上，对“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及其构建目标进行了阐述，包
括促进图书馆阅读服务均等化、创新图书馆阅读服务内容及供给方式。最后着重从设置国家读书日、推
动数字出版、健全法律政策系统、创新服务模式等角度，提出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的构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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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Reading Ecosystem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WU Hong-mei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ollege, Guangzhou 51054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d reading modes in the libraries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including
digital library, mobile reading and reading APP. On this basis, it expounded library reading ecosystem and its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under the “Internet ＋” environment,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library
reading services, and innovating library reading service content and supply method. Finally,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library reading ecosystem was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setting up national reading day, promoting
digital publishing, perfecting legal policy system and innovating service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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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信

样化的手段推进图书馆阅读，促进人民群众养成爱

息技术从业者提到“互联网＋”概念，“互联网

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时代的来临，以创新颠覆的方式给社会各领域

1 “互联网＋”时代图书馆阅读方式

带来了全新发展机遇，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媒体的出现，

式，也创新了商业模式，使经济生产和社会管理更

“互联网＋”时代的图书馆阅读方式也发生了变

便捷。“互联网＋”从信息产业领域的专业术语转

化，数字图书馆、电纸书、阅读应用程序（APP）

变为社会各行业追捧的热点词语，被纳入 2015 年政

成为了阅读新常态。

府工作报告，作为一种新的商业形态成为国家未来

1.1 数字图书馆

发展规划。与此同时，“提倡图书馆阅读，提高全

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工具广泛应用到图书馆领

民素质”在中央年度文化工作座谈会被再次提起，

域，数字图书馆成为了重要的知识枢纽，在“互联

“推动图书馆阅读”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网＋”环境下成为了人们阅读的主要方式。学者们

[1]

“建设书香社会” 。“互联网＋”与“图书馆阅

认为，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互联网＋”与阅读

读”紧密结合，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构建完善的阅读

的结合促进读者在图书馆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享受

生态系统，有助于发挥“互联网＋”的功能优势，

到最新奇的阅读方式，借助智能显示设备享受数字

创新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方式，以丰富的内容、多

技术带来的完美阅读体验。在这个前提下，数字图
书馆分为 2 种构建模式：⑴图书馆利用数据库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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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进行数字化建设，提高馆藏资源储量，解决

负责生产优质的阅读资源。这个环节主要涉及到图

图书馆实体藏书空间有限的问题。⑵简化版的数字

书出版商、学术资源发行机构等。在“互联网＋”

图书馆：通过构建知识数据库，以移动共享方式将

环境下，阅读资源不仅局限于纸质图书，还包括各

线上图书馆终端设置在公共空间，可满足人们碎片

种数字资源、电子文献等。⑶阅读服务机构。在阅

[1]

化阅读的需要 。这两种数字图书馆模式成为当前

读生态系统中，图书馆、书店、图书类电子商务平

民众进行数字阅读的主要方式，使图书馆阅读更为

台、数字阅读平台是主要的阅读服务机构，通过对

灵活、便捷。

图书科学筛选与组织，为读者提供阅读服务。⑷读

1.2 移动阅读——电纸书

者群体。这里指全体民众，是阅读生态系统的服务

电纸书是移动阅读的代表形式，利用油墨显示

主体，主要职责是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学会科学

技术显示书籍内容，能给读者一种阅读纸质书籍的

读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感受。主要优点是安全舒适、对人眼睛没有过大伤

2.2

害，具有便携性、较强的格式兼容性，可显示绝大

目标

多数种类的书籍。在信息时代，电纸书成为了民众

2.2.1

阅读的主要方式，每年电纸书产品销售额达到数亿

环境下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的服务对象是全体民

元，促进图书馆阅读从最早的油墨版本电纸书发展

众，因此，面向不同阅读群体要考虑其服务内容。

到现在的数字阅读器。目前国内外市场有多达数十

阅读系统构建的核心意义在于推动图书馆阅读服务

种电纸书，如 Kindle、汉王电纸书、掌阅 iReader 电

均等化，使每个民众具有均等接受阅读的机会。如

纸书等。一台电子阅览器就是巨大的书籍数据库，

目前乡村图书馆只服务农村留守群体，如何满足外

尤其是现代电子阅览器均已实现了无线上网和数字

出流动人口的阅读需求要慎重考虑。可利用信息技

显示功能，电纸书已成为个人图书馆，随时随地满

术，基于“互联网＋”开发移动阅读媒体，满足不

[2]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构建
促进图书馆阅读服务均等化

“互联网＋”

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

同民众的个性化阅读需求。图书馆在阅读服务中具

1.3 阅读 APP

有重要地位，要不断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科学合

随着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阅读 APP 成为图书

理配置阅读资源，使阅读资源供给均等化、阅读服

馆阅读的主要方式。目前，市面上移动阅读 APP 有

务均等化。如合理配置各级图书馆，包括乡村阅览

很多，如掌阅 iReader、QQ 阅读、趣小说、懒人听

室、农民阅读室、职工阅览室、社区图书馆等，尤

书等，都是具有巨大读者群的移动阅读软件。使用

其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加强落后地区图书馆阅

阅读 APP，实质上是使用掌上图书馆，众多精彩的

读支持力度，构建完善的“互联网＋”图书馆阅读

杂志、小说等都可以免费阅读，成为“互联网＋”

生态系统，实现图书馆阅读服务均等化。

环境下人们最普遍的阅读方式。在信息时代，人们

2.2.2

更加倾向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不再依赖书

馆阅读生态系统的构建不仅要向读者提供阅读服

籍，而是借助网络工具、智能手机完成，阅读 APP

务，也需提供信息服务、文化服务、知识服务等，

无疑是最佳选择。

尤其是在当前“互联网＋”环境，要全面发挥互联

2

网工具的优势，应用互联网平台为读者提供多种信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及构建

创新图书馆阅读服务内容及供给方式

图书

目标

息服务和知识服务，使图书馆阅读更有趣味，为社

2.1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

会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发挥“互联网＋”的功能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是一

就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创新图书馆阅读服务

整套生态系统，涉及到一系列流程及环节。具体包

模式，使传统阅读更加人性化、便捷化，使读者享

括：⑴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它们是整个生态系统

受数字阅读的良好体验。例如，杭州市图书馆全面

的神经中枢，需要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制定有关图

利用“互联网＋”的功能，借助支付宝开通网络阅

书馆阅读的制度、政策、管理条例、管理方案等，

读渠道，与蚂蚁金服开展合作，开通线上信息查

为图书馆阅读开展提供制度保障。政府首脑还要以

询、图书续借办理、预约检索等服务，成为全国首

身作则，带头进行阅读，做好阅读示范工作。⑵阅

个借助支付宝钱包建立移动互联网服务窗口的公共

读资源生产机构。这是阅读生态系统的基础，主要

图书馆，使图书馆阅读更为便捷、高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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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构建路径

提高全体民众对阅读法律的认识，为图书馆阅读生

3.1 设立国家读书日，利用互联网媒体宣传

态系统构建提供依据 [6] 。同时，政府在法律政策系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的构

统构建过程中，要保障相关资金投入，为图书馆阅

建，很大程度上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宣传，也是

读开展提供物质保障。

普及图书馆阅读意识，使民众自觉进行阅读。政府

3.4 顺应数字阅读潮流，创新图书馆服务模式

部门可以设置国家读书日，利用互联网媒体加大宣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图书馆发展带来了

传力度，向民众普及阅读理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

机遇，图书馆阅读开展离不开数字技术、数字资源

来看，设置国家读书日对普及和推广图书馆阅读是

的支持，要不断适应“互联网＋”时代的阅读潮

十分重要的。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于 2001 年设立了

流，根据读者需求和馆藏资源革新要求，积极收藏

“美国图书节”，成功举办了数届；日本国家图书

纸质文献资源，建立完善的馆藏资源管理体系，加

馆设立了“公民阅读日”，推动公民进行阅读。我

快传统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不断采购和更新电

国深圳、苏州、上海等城市也设立了读书日，有效

子资源，加强网络信息设施建设，打造虚拟馆藏[7]。

推动了市民阅读。通过设置读书日，使阅读进入民

在“互联网＋”情景中，图书馆可利用互联网工具

众生活，借助互联网媒体宣传，如微信公共服务平

开展读者交流会、读者沙龙、名家讲课等活动，重

台、微博、新媒体平台，普及图书馆阅读理念，提

视对读者阅读的指导，给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

[4]

高公民阅读意识 。

的读者提供不同种类的书籍，使广大读者会读书、

3.2 积极推动数字出版，加快网络出版

读好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的构

4 结语

建还要积极推动数字出版，加快网络出版。我国数

“互联网＋”时代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的构建

字出版事业起步晚，发展时间较短，但发展速度较

使图书馆阅读服务均等化，每个公民都具有均等享

快。在当前“互联网＋”环境下，书籍出版商要牢

受阅读的权利与机会，使阅读成为民众的日常习

牢抓住机遇，推动传统出版模式向数字化出版转

惯，有利于文化素质的培养。应积极推进图书馆阅

型，全面利用互联网技术及工具，在市场竞争中建

读，促进公民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立优势。注重推动网络出版事业发展，移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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