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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文化建设中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
刘洁玲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507
摘要：本文分析了在高校文化建设中开展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必要性，剖析了高校文化建设与图书馆阅
读推广的关系，指明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实施条件。面向高校文化建设需要，提出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
可行途径，不仅要进行组织管理体系的构建，还要加强软硬件建设，并实施多样化的阅读推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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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necessity and relationship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pointed out the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d that the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li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ing of soft and hardware,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versified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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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不断进步，短时间

的阅读量上升了 0.38 本，到 2013 年升高到 4.77 本；

内高校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高校面临着同

在成年国民中，2013 年的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

质化严重的问题。衡量高校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校

也比 2012 年略有提高 。虽然从统计数字上来看有

园文化，这也是高校进行校园建设的重点之一。校园

所进步，但超半数的成年国民认为自身的阅读数量还

文化是高校精神面貌的展现，所以高校的竞争不止是

远远不足。有学者对福建中医药大学的大学生借阅情

教育质量的竞争，很大意义上还是文化建设的竞争。

况进行分析发现，借阅人数逐年增多，但图书借阅量

[2]

[3]

作为世界性话题，阅读已逐渐上升到国家工程的

并未增加 。由此可见，我国国民阅读量较低的问题

层次。学校的阅读推广活动不仅可以为学生营造良好

一直存在，国家采取了很多方法但并未取得预期效

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氛围，还能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

果。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党的十八大以及 2013 年

从而使学生的读书态度变得更为积极，这对良好阅读

的政协会议都提到了阅读活动的推广问题，2013 年

习惯的养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阅读推广和阅

甚至将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次。因此，诸多高校

[1]

读普及，图书馆有责无旁贷的责任 。深入开展图书

越来越重视图书馆的阅读活动，并与自身文化建设联

馆阅读推广，不仅使图书馆的功能得到强化，还极大

合起来，试图做到二者并举。

地影响了校园文化建设。

1.2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重要性

1 高校文化建设中开展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必要性
1.1 高校文化建设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民整体意识提高，人们渐渐认识

阅读活动在图书馆中的推广，不仅发挥了图书馆
的基本职能，还对高校文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图书
馆是广大师生的第二课堂，是学习空间的提供者，是
[4]

到在个人提升和进步中阅读的重要意义。2012 年及

文化建设的阵地。但高校师生的阅读现状不容乐观 。

2013 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 1 年间

对于学生而言，阅读多为完成作业和应付考试，自主
阅读能力差，缺少探索和钻研知识的能力。在日常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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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要么选择专业书籍，要么选择实用书籍，

3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实施条件

如计算机、英语等。阅读知识面的狭窄，在学生知识

3.1 图书馆建设是重要基础

拓展的过程中极为不利。针对上述情况，图书馆进行

在高校文化建设中，图书馆阅读推广是系统工程

阅读推广作为一种工具助力高校文化建设，在形成高

之一。作为阅读推广的主要部门，图书馆要努力加强

校师生读书氛围中起到引导作用，推动校园文化建

自身建设，从而保证图书推广活动的顺利进行。从实

设。作为高校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阅读尤其是图书

施角度来看，图书馆要从以下方面着手。⑴要使图书

[5]

馆阅读推广对促进高校文化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

馆的信息资源愈加丰富化。图书推广活动开展的重要

2

前提是要有丰富的馆藏资源。社会经济在发展，科学

高校文化建设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关系

2.1 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阅读文化

技术在进步，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也随着信息资源的增
[7]

阅读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大学

多而愈加丰富 。信息资源的丰富不仅表现在内容

生学习和读书的场所，图书馆阅读推广可以促进阅读

上，还表现在文献资源的形式上，目前除了传统的纸

文化的形成。校园文化建设有多种体现方式，阅读最

质文献之外，还涌现出大量的数字馆藏资源。所以，

为简单有效。阅读方式的不同会对学习效果产生直接

高校图书馆在管理上也要随之改变，不仅要管理纸质

影响。良好的校园文化离不开良好的阅读文化。校园

文献资源，还应建设数字信息资源，通过数据库的建

文化有助于学生的阅读理念更为健康向上，良好的阅

立，提供给广大师生利用数字馆藏资源的平台，构建

读氛围、有效的阅读引导能有力保障校园文化传承。

出完整的图书信息资源库。⑵为师生提供良好的阅读

2.2 有助于塑造学校精神文化

环境以促进阅读。良好的阅读环境兼具有软硬件的建

作为高校文化中心，高校图书馆有着良好的环境

设，不仅要建设相应硬件设施，还要建设完善的功能

和丰富的馆藏资源，是学生们学习、阅读最主要的场

标识牌和导航系统，使图书馆真正成为师生的“心灵

所。在高校图书馆中，有专业人才从事阅读指导和文

栖息所”。⑶图书馆的服务观念要转变，服务质量要

献整理，可以针对读者提供个性化的阅读指导服务。

增强。在阅读推广服务上，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服

在开展阅读推广时，高校图书馆要完成其作为倡导者、

务观念，把读者作为服务对象，尊重其地位，维护其

[6]

组织者和实施者的使命 。作为弘扬校园阅读文化的

权益，以优质的服务满足其阅读需求，让图书信息资

主要手段，阅读推广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到了强有力

源能通过这些师生读者为社会做贡献。

的支撑作用。在阅读文化的形成中，图书馆是塑造者，

3.2 机构和政策支持是关键保障

可以帮助读者产生阅读兴趣，从而进行阅读活动。
2.3 有利于打造校园品牌文化
校园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提升学校办学实力和

应成立专门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机构，为阅读推广
保驾护航。比如有些高校试点成立了阅读推广委员
会，该委员会直接领导者是图书馆副馆长，具体事务

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大学办学理念、基础设施建设、

负责人是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同时设置宣传组、策划

管理和教学模式日益趋同的今天，打造具有鲜明性格

组及执行组等，由具有专业特长的图书馆馆员组成小

的校园品牌文化已经成为当前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组成员 。阅读推广委员会负责活动宣传材料的设

的重要目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开展对于营造学

计、活动推广方案的策划以及调查和评价阅读活动

校浓郁的人文氛围，提升学生和教师的精神境界，形

等。在高校文化建设中，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开展需在

成优良的教风和学风等都能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

调研后进行统筹安排，详细计划，这是系统的工作，

用，进而对打造校园品牌文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只有机构和政策支撑着图书馆

另外，校园文化品牌的打造，与校园文化的多样化相

阅读推广，才能得到多部门配合，阅读推广才会顺利

辅相成，在多样化基础上构建品牌，在塑造高校文化

进行。

品牌的同时提高了高校的内在软实力，从而让校园文

4

化发挥其聚光效应。校园文化品牌使阅读活动的多样

4.1 构建组织管理体系

性和丰富性得以保障，因此，高校图书馆要找好着力

[8]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可行途径
高校应构建阅读推广组织管理体系，该体系越完

点，通过开展一系列书香沙龙活动、校园读书节等大

善，资源整合效率越高，校园文化的塑造就会越顺利。

型系列活动，以阅读推广为契机，行之有效地打造校

在进行组织管理体系的构建时，要有牵头负责的部门

园文化品牌，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联合其他部门进行构建，并采用现代化手段促进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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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校园文化建设，统筹领导，合理规划校园文化建设

引用户，从而使用户对图书馆产生依赖而达到提升阅

的每一个细节，合理打造具有品牌特色的高校文化。

读率的目的，最终优化了图书馆形象。

4.2 加强软硬件建设

价值

目的

图书馆硬件建设包括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和丰富
图书馆文献资源。图书馆馆舍设计可以尽量充满文化

图书馆服务
推广

图书推广
对象

阅读内容
推广

用户分析

优化图书馆
形象

用户特点
及需求

气息，使学习氛围高雅、人文、舒适。丰富图书馆文
献资源要充分考虑数字阅读的发展态势和读者的不

图书馆

传播

生成
内容

同需求，不仅要及时补充纸质文献资源，还要扩充数
字化文献资源，进行信息交流平台、移动图书馆的构
建，把价值含量高和准确的信息和知识推送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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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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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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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设计出一种阅读推广平台的理想结构图，
见图 1。

阅读

参与活动

基于社会化媒体的阅读推广平台
图 2 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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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高校文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其中在高校校园文
化建设中，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开展还需要以图书馆建
设、政策支持为基础，通过构建必要的组织管理体系、

图 1 阅读推广平台结构示意图

加强所需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开展多样化的阅读推广

图书馆的软件建设包括提高图书馆员的业务能

方式等途径来促进校园文化建设。总之，高校文化建

力和业务素质，关心图书馆员的职业倦怠，可以进行

设需要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高校图书馆发挥职能也

培训学习、继续教育和业务交流等。鼓舞图书馆员的

需要进行阅读推广。为了满足读者需求和适应时代要

士气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手段，促使图书馆员团结奋

求，图书馆要加强自身建设，确保阅读推广顺利进行，

进，提升凝聚力，为读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形成良好的阅读氛围，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

4.3 开展多样化的推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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