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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介绍了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推广的重要性及意义，分析了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推广的现状，
从依靠网络新媒体构建中医经典文献交流社区、建设中医经典文献主题网站进行知识推送、建立中医经
典文献阅读应用程序开展移动阅读等角度阐述了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推广服务方式，以此促进微媒体时代
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推广服务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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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reading and promotion of TCM
classics,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of reading and promotion of TCM classics, and explained th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methods of TCM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uilding a TCM classic exchange
community by relying on new online media, building a TCM classic theme website for knowledge push, and
establishing TCM classic reading applications to carry out mobile reading, etc., so a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s of TCM classics in the era of micro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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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文化扶持力度的加大，面向全民构

化的传播特点，成为当前网民信息生活中不可缺少

建学习型社会、知识型社会成为了重要的任务，全

的部分。中医经典文献也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运

民阅读逐渐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吸引广大人

用微媒体开展阅读推广服务，将优秀的中医药文化

民群众积极参与，阅读与民众的工作生活紧密联系

传播出去。

起来。同时，全民阅读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如阅读

1 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推广的重要性及意义

缺乏专注度、浅阅读、快餐化，时尚文化、流行文

中医经典文献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

化、网络文化吸引了民众的注意力，蕴含着丰富历

积极作用，借助微媒体进行传播和推广能构建良好

史文化和中医药知识的中医经典文献却鲜有问津。

的中医文化氛围，帮助人们认识中医药的社会价

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医经典文献与现代

值，对中医文化形成清醒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

化社会的阅读方式脱节。微媒体时代的到来，给图

微媒体时代中医经典文献的阅读推广服务模式进行

书馆中医经典文献的阅读推广提供了解决方案，微

研究，对中医经典文献进行推广，将中西医放在平

媒体凭借其良好的交互性、即时性、高效性及大众

等的地位上，推进中西医协调发展[1]。
微媒体时代中医经典文献推广对我国医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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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及越

竖版右读，与现代使用简体字、横版左读、有标点

来越多样的信息传播方式使人们越来越关注网络空

的阅读方式有着极大的区别，会给读者阅读带来巨

间中的流行文化、时尚文化，人们逐渐忽视了中医

大的困扰。读者在阅读中医经典文献时会感受到阅

经典文献具有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社会价值，

读方式上的差异，很难深入理解古文的具体含义[4]。

也就造成了人们的价值认知逐渐趋向物质化、利益

阅读中医经典文献的读者大多是中医学爱好者，古

[2]

化，对待传统中医药文化缺乏精神信仰 。因此，

文阅读理解能力不足，很难理解古文的具体意思，

有必要加强中医经典的阅读推广，在全社会范围内

导致他们在阅读古文时望而却步。

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激发人们阅读中医经典

第二，对中医经典文献的价值存在认识误区。

文献的热情，消除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偏见，传承

在目前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及智能手机的影响

优秀的中医药文化。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推广能向读

下，读者的功利化阅读倾向严重，除了重视课堂学

者传递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借助

习之外，还需要将大量精力用于专业考试上，很多

中医药文献这一知识载体向读者传播优秀的中医药

读者去阅读各类考试用书和专业工具书，很少会抽

文化，加强人们对中医药知识的认识与理解，在全

时间阅读中医经典文献这些“闲书”，对中医经典

社会构建崇尚中医、学习中医、信仰中医文化的良

文献的价值存在认识误区，甚至认为阅读中医经典

好氛围。

文献就是在浪费时间 [5] 。这种认识误区是读者没有

2 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推广现状

体会到中医经典文献博大精深的内容，中医经典文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阅读、碎片

献包含了大量先人留下来的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中

阅读、移动阅读等阅读方式的兴起，图书馆纸质书

医药知识，对扩大读者眼界，增强在中医药方面的

籍逐渐受到冷落，纸质书籍借阅量呈现快速下滑趋

修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势，而作为传统中医药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医经典文

第三，微媒体的发展使读者更倾向移动阅读、

献，借阅者更是少之又少。以江西中医药大学图书

快餐化阅读。在微媒体的影响下，读者更希望借助

馆为例，其中医经典文献书库为开放式阅览室，师

智能手机、移动终端随时随地获取知识信息，更习

生读者可以在书库内自由借阅，书库内不仅藏有数

惯用电子设备阅读书籍，但是由于中医经典文献是

千本线装中医药古籍，还藏有《中华大典•医药卫生

文言文体例，需要读者用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理解

[3]

典》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等大型丛书 。

其内在含义，更需要精读。

如此丰富的中医经典文献资源，应该被医药相关专

3 微媒体时代开展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推广服务

业的师生读者大量借阅，而实际情况是除了一部分

微媒体是信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指微信、微

中医药相关专业的在校师生会使用这些馆藏资源查

博、手机 APP 等借助移动互联网进行信息传输的工

询相关资料之外，其他专业的读者极少。伴随手机

具，它们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模式，提高了阅

阅读应用程序（APP）、网络阅读的兴起，这些中

读过程中信息传播与交流的质量。微媒体的数字化

医经典文献的阅读量也在逐步减少，应引起图书馆

功能使中医经典文献中的信息资源以数字化的方式

高度重视。

呈现在微媒体的数字终端，而移动互联网良好的跨

若凝聚传统中医药知识与智慧的中医经典文献

时空性使读者能更加便捷地获取知识资源，也拓展

仅用于收藏，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研究价值和社会价

了中医经典文献资源的传播渠道。借助微媒体多元

值，在全民阅读中不能得到有效推广和应用，不能

化的信息传播功能，能音图并茂地展现中医经典文

发挥中医经典文献作为中医药知识文化传播载体的

献中的内容，帮助读者深度地学习与理解，激发读

最大效益，会导致图书馆收藏的珍贵中医经典文献

者阅读的兴趣。微媒体友好的交互界面也更能促进读

资源形成巨大的浪费，也给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者深度理解中医药知识，促进读者进行深度交流[6]。

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微媒体时代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推广服务模式

中医经典文献之所以得不到有效的阅读推广，
主要由以下 3 个方面原因导致。
第一，古文晦涩难懂，阅读困难较大。中医经
典文献包括大量的繁体古文、文言文，没有句读，

需要从交流社区、知识推送、移动阅读 3 个角度进
行构建。
3.1 依靠网络新媒体构建中医经典文献交流社区
网络新媒体是微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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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经典文献进行阅读推广服务的重要载体，使用网

资源，拓展服务领域，使大众能快速进行信息阅

络新媒体构建中医经典文献阅读交流社区是提升阅

览，方便读者从经典中医文献中快速获取中医药知

读推广服务效果的重要方式，通过构建中医经典文

识，了解中医药文化。作为重要信息服务机构的图

献交流社区带动良好的中医经典文献阅读热潮，激

书馆要想有效开展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推广服务，就

发人们阅读中医经典文献的热情和兴趣，促进中医

要参与到移动互联网变革大潮之中，积极借助移动

药文化更高效的传播。同时，具有中医经典文献阅

互联网技术建立移动阅读 APP，传播中医经典文献

读兴趣的读者能带动起民众更大的阅读热情，更能

资源。移动阅读 APP 主要针对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

激发其他读者阅读中医经典文献的欲望，有助于形

的读者，帮助他们随时便捷地获取中医经典文献资

成全民性的中医经典文献阅读热潮。相应的阅读社

源。移动阅读 APP 建立的关键技术在于网关的移动

区应秉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调动用户的积

格式转换，将中医经典文献转化成可供智能手机识

极性，针对不同阅读社区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兴趣偏

别显示的格式，在建立过程中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

好，开展特色化的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指导服务，并

习惯、手机显示效果、移动通讯能力等，选择适合

注重结合新媒体平台的功能特点开展知识交流、经

读者阅读习惯的版面样式，开展个性化的移动阅读

验分享、个性化推送等服务，激发读者对中医经典

服务，使读者高效地接受信息，便捷地阅读。

文献的阅读热情，保障读者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4 小结

3.2 建设中医经典文献主题网站

微媒体时代构建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推广服务模

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构建中医经典文献主题网

式，关键在于发挥微媒体平台的作用，借助网络信

站进行知识推送是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推广服务过程

息技术、APP 开发技术、新媒体技术，从电脑端到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目前还没有针对中医经典

移动端设置多种阅读推广服务终端，方便用户便捷

文献资源进行主题知识推送的专业网站，在采用网

地接受中医经典文献中的知识信息。同时，根据读

络技术、新媒体技术建设中医经典文献主题知识推

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偏好主动推送中医经典文献，

送网站的基础上，也要在微媒体平台上开设专业的

并以通俗化的语言对经典文献进行深入浅出地解

主题知识宣传栏，对中医经典文献中的知识资源进

读，保障读者能深入理解中医药传统知识，从中汲

行推广。中医经典文献主题网站要设置不同的栏

取智慧，达到良好的阅读推广服务效果。

目，如中医经典文献原文阅读、中医经典文献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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