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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世界阅读日开展读书月活动的调研与启示
——以“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例
杨萌
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江苏 苏州 210009
摘要：通过访问“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主页、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从宣传渠道、活动周期、活动主
题、活动内容等方面对图书馆围绕“4•23”世界阅读日开展的读书月活动进行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各
高校的读书月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如读书分享会、图书展览、技能竞赛、数字资源培训、专
家讲座等。但是存在活动宣传力度不足，活动信息分散，缺乏信息聚合，缺少学生主体参与，缺乏活动
效果评价及意见反馈等问题。笔者提出应加强宣传力度，以学生为主导，使其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
与；设置读书月专题网站，树立读书月活动品牌；掌握读者需求，针对性开展读书月活动。以期为今后
高校图书馆举办读书月活动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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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Reading Month Activity Based on “4•23” World Reading Day Taking the Libraries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YANG Meng
(Library of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0009, China)
Abstract: By browsing the homepages, microblogs and WeChat Public accounts of librarie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activities of Reading Month conducted by the libraries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
“4•23” World Reading Day from aspects of publicity channels, activities cycle, activity theme and activity
content.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ctivities of Reading Month of various universities were rich and
varied, such as reading sharing sessions, book exhibitions, skills competitions, digital resource training, expert
lectures, etc. However, there we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activity publicity, scattered activity information,
lack of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lack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lack of activity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public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with students as the leading role, so as to change passive
acceptance to active participation; set up a special website of Reading Month and establish a brand of activities
of Reading Month; grasp the needs of readers and carry out targeted activities of Reading Month,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activities of Reading Month held by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World Reading Day; Reading Month;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libraries
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4 月 23 日为“世
[1]

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中提到图书馆“是

界读书日” 。很多国家在这一天或者其前后 1 周、

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希望国

1 个月的时间内开展丰富多彩的相关活动。习近平

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
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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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2] 。高校图书馆作为大学生的第二课堂，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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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承担起引领阅读观念，传承校园文化的职责。大

月活动安排。其中，2 所高校仅在图书馆主页上发

部分高校图书馆以“4•23”世界阅读日为契机，开

布读书月信息，占 5.3%；17 所高校仅通过微信公众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本文对我

号发布读书月信息，占 44.7%；19 所高校同时使用

国 42 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在 2019 年 4 月 23 日

图书馆主页和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占 50.0%。共

前后举办的读书月活动进行调研，分析其特点及存

有 7 所高校图书馆在主页设置了读书月专题网页，把

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以期为其

历届读书月活动进行整理汇总，以便读者随时访问。

他高校图书馆举办读书月活动提供借鉴和参考。

2.2 活动周期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开展读书月活动的周期

1 调查情况

主要有 3 种，第一种时长 1～3 天，有 5 所高校，占

1.1 调查对象
笔者以 2017 年我国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

13.2%；第二种时长 1～2 个月，有 29 所高校，占

改革委联合公布的 42 所“双一流”高校作为调查对

76.3%；第三种时长 3～9 个月，有 4 所高校，占

象，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

10.5%。例如，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5]、兰州大学图

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书馆[6]的读书月活动从 3 月份持续到 12 月份；哈尔

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

滨工业大学图书馆[7]从 3 月份持续到 10 月份；同济

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大学图书馆[8]从 3 月初持续到 6 月底。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

2.3 活动主题

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

38 所高校图书馆中有 21 所高校图书馆专门针

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

对读书月活动制定了主题及活动方案，例如，北京

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华

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读书月主题是“品味经典•沐浴书

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

香” [9] ，南开大学图书馆的读书月主题是“百年芳

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国

华，共享悦读”[10]，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11]的读书

防科技大学、东北大学、郑州大学、湖南大学、云

月主题是“悦读•温故•图新”等，这些活动都使用

[3]

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大学 。“双一

了文学色彩鲜明的语句表述主题名称。其余 17 所高

流”高校图书馆代表着国内图书馆的发展水平，能

校图书馆的读书月活动主题没有使用修饰性的语言

反映读书月活动推广的现状。

表达，如东南大学图书馆 2019 年的读书节活动名称

1.2 调查方法

为“东南大学第十一届读书节——让读书成为一种

笔者逐一访问 42 所高校图书馆主页及微信公众

习惯”[12]，使用这种延续性的语言描述，可以让读

号，搜集 2019 年 4 月 23 日前后各个图书馆在其主

书月活动有连贯性，使读者能够保持兴趣。

页和微信平台上发布的读书月活动信息，包括读书

2.4 发布形式

月活动周期、活动主题、活动内容、活动总结及主

举办读书月活动的 38 所“双一流”高校中，有

页是否设置读书月专题网页等。

35 所高校是先以列表形式预告活动安排，然后再分

1.3 调查结果

别发布分场活动的具体细节，占 92.1%；其余 3 所

42 所高校图书馆中，有 38 所图书馆举办了读
书月活动，占 90.5%。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湖南

高校直接以图片形式发布读书月活动海报。
3 “双一流”高校读书月活动内容分析

大学图书馆、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没有在主页和微

每所高校图书馆的读书月活动各有不同，表 1

信公众号上发布与读书月相关的信息，可能是选择

显示，在读书月期间开展最多的活动是读书分享

其他方式如在校内张贴海报的形式宣传读书月活

会、书画展览、技能竞赛、数字资源培训讲座和专

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仅有 1 篇题为“世界

家讲座。

[4]

阅读日|最是书香能致远” 的推文。
2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读书月活动形式分析
2.1 宣传渠道

3.1 读书分享会
读书分享会属于图书馆的延续性活动，会定期
举行，每期选择不同的书目，由老师或学生分享关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38 所“双一流”高校图书

于图书的故事，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定期举办的

馆主要通过图书馆主页、微信公众号发布宣传读书

“人图领读者”活动，学生参加讲座还可获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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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字资源培训讲座

作坊”，每期都邀请“阅读导师”与学生交流阅读

数字资源是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心得，分享阅读体会，引领学生延续文脉与传统，

分，为了让读者深入了解和有效利用图书馆的数字

发掘和传承学术精神，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

[14]

。有

资源，图书馆会在读书月期间集中开展数字资源培

些高校在读书月期间邀请年度阅读达人作读书分

训讲座，让读者更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完成科学

享，如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邀请在“2018 年度西安

研究。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在近两个月的读书月

交通大学阅读数据”榜单中的阅读达人与广大读者

期间，分别在 2 个校区各举办了 7 场信息素养讲

[5]

座，助力全校师生的科学研究[20]。

交流读书心得 。

3.5 专家讲座

表 1 2019 年 38 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读书月活动内容
序号

活动内容

图书馆邀请专家学者给师生做学术报告和演

高校数量（所）

1

读书分享会

29

讲，内容涵盖科学技术、历史文化、经济金融等多

2

图书展览

23

个领域。专家们传授渊博的知识，讲述丰富的阅

3

技能竞赛

20

历，让读者身临其境，增长知识和见识，了解读书

4

专家讲座

16

的意义，感受阅读的乐趣，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

5

数字资源培训讲座

16

式。例如，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开展的“与名师相

6

现场体验

15

约•每天 30 分钟——讲座•打卡活动”[21]；南开大学

7

开幕式

9

图书馆举办的“丽泽讲堂”，邀请《大学图书馆学

8

读者之星评选

6

报》执行副主编王波讲述学术论文撰写及投稿技巧

9

视听欣赏

5

的讲座[10]；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启真讲坛”，

10

读者福利

5

邀请刘焕彬院士开讲“创新之源——把知识转化为

11

年度阅读报告

3

智慧”[19]。
4 读书月活动存在的问题

3.2 图书展览
图书馆联合图书采购商或出版社举行书展活

4.1 宣传力度不足

动，读者不仅能在校园内看到心仪的书籍，拓宽视

任何一项活动都需要大力宣传才能让读者了解

野，方便自行购买；还可以将书展上有价值的书籍

并参与。目前读书月活动一般采取线上宣传和线下

推荐给图书馆，使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更好地满

宣传方式，线上宣传主要利用图书馆主页、微信公

。浙江大学图书馆每年会推出春季

众号等发布读书月信息，一般在图书馆主页发布整

港台原版学术图书展，大部分为近三年出版的港台

个活动安排，具体细节多用微信发布，笔者发现与

足读者的需求

[15]

学术新书，其中不乏重磅级丛书

[16]

；南京大学图书

馆举办了春季人文社科类经典图书展

读书月相关的微信推文的阅读量和点击量并不乐
观，一方面可能是微信的推文量很大，读书月活动

[17]

。

信息很容易淹没在众多信息中；另一方面可能是因

3.3 技能竞赛
38 所高校举办的技能竞赛主要包括检索大赛、

为微信文案设计不够鲜明，未能吸引更多读者。线

摄影大赛、抖书大赛、诵读大赛、征文大赛等，这

下宣传一般采用张贴海报或者图书馆放置展板的形

种形式改变了传统单一的阅读模式，开展形式多样

式，这种形式不能覆盖学校所有区域，有些读者可

的竞赛可更加灵活地利用图书资源，激发大学生对

能会错过这些宣传。图书馆应该充分利用新媒体，

阅读的兴趣。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举办的抖书大

最大化宣传读书月活动。

赛，结合现代热门的抖音平台，选取馆藏图书，让

4.2 缺失学生主体

；

笔者调研时发现，“双一流”高校图书馆读书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的读者书评大赛，属于读书月

月活动的推广主体中，仅清华大学图书馆以学生社

的品牌活动，读者根据自己读过的书籍，撰写读书

团为主体模式开展[22]，其余高校多采用以图书馆主

笔记或读后感，活动还设有相应的奖项，通过这种

导，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等职能部门

形式，让大学生思考科学，领悟人生，逐渐形成爱

协办的模式。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是具有活力的

读者用抖音进行介绍或者发表读后感、推荐等

[19]

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

[18]

群体，不能只把学生当作被服务者，学生最了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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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想法、兴趣点，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策划出更有

品牌是图书馆的无形资产，有助于读书月活动的可

创意、更适合学生的活动。

持续发展。

4.3 读书月信息分散

5.4 掌握读者需求，针对性开展读书月活动

大多高校图书馆的读书月活动细节分散在图书

从读者需求考虑，真正以读者为中心开展活

馆主页的通知公告或微信群消息中，而且多是只呈

动。馆员应该提前制定读书月活动计划，分阶段做

现 1 次，没有对读书月活动细节的整理和再加工，

读者调研，如可以发起读书微信话题，让读者参与

缺乏信息聚合。读书月活动每年都会举办，是图书

讨论，对交流比较多的图书做读书分享会，邀请相

馆宝贵的资源。读书月每场活动的照片、视频等，

关专家做深入解读；还可通过分析读者行为数据如

都可以保留下来，对每年的读书月活动进行总结，

借阅数据、进馆数据、电子资源使用数据等，获取

方便读者随时查看活动情况，这样有利于读者对活

读者的潜在阅读需求；结合时事热点，并根据学校

动持续关注和积极参与。

专科特色，策划适合本校读者的读书月主题。

4.4 缺乏活动效果评价及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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