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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研究·

基于高校读书节推广全民阅读工作的实例探析
邵怡，高华，孙雅楠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高校图书馆丰富多彩的读书节活动，对进一步提升大学生阅读能力、积极推广全民阅读起到
了积极作用。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迄今共举办 6 届读书节活动，鲜明的主题、丰富的节目、优质的编
排是活动成功的保障，但是还需要建立长效发展机制，多方参与，增强互动程度。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全民阅读；阅读推广；读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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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f Promoting Nationwide Reading Based on Reading Festival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AO Yi, GAO Hua, SUN Ya-nan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Various activities in reading festival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create positive effects on
further promoting reading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and actively popularizing nationwide reading.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s hosted 6 times of reading festivals. Vivid themes, abundant
programs and high-quality arrangement are the guarantee for success. However, long-term develop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multi-participation and more interaction.
Key words: library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nationwide reading; reading promotion; reading festival
近年来，全民阅读理念被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

除了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我馆在宣传工作上也寻求

馆倡导并付诸实践。为了更好地培养大学生阅读习

新的思路。除了利用网站、校报、广播站、海报、

惯，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提升读者阅读水平，全国

传单等传统宣传方式，我馆还积极利用微博、微信

各个高校依托图书馆、发挥学校自身优势特点，开

广泛宣传读书节活动，很多师生在参加活动的同时

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读书节活动。本文以南京中

也纷纷关注我馆微信，获取图书馆活动动态和资源

医药大学图书馆开展 6 届读书节活动为例，提出全

推广等信息。

民阅读发展的规划和建议。

1.1 读书节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1 读书节是宣传全民阅读的实践活动

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而图书馆则对

全民阅读活动如火如荼地在各大高校图书馆举

高校文化的创新和传承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我馆

行，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目标明

通过读书节活动，开设“尚书讲坛”“电子资源检

[1]

确的重要文化系统工程 。我馆于 2010 年举办了第

索大赛”“南中医学子必读百本图书”等项目，将

一届读书节活动，截至 2015 年，已经成功举办了 6

学术最前沿的热点问题、检索文献的实用技巧、不

届。每届活动大概延续 2 个月，吸引了上千名读者

断丰富的馆藏资源推送给广大师生，让更多的人拥

积极参加。特别是近 2 年，在学校领导和全体馆员

有掌握知识的机会与方法。图书馆文化像春雨一

的努力下，读书节活动越来越丰富，“珍贵古籍一

般，渗透到学校科研与教学的各项工作中，经过不

日展”“影视剧中医药找茬”“今天我是管理员”

断分析、选择、吸收，进而衍生出高校新的文化体

“你选书我买单”等活动，形式新颖，参与度高，

系，具有超前性和先导性。

充分体现了我馆普及文化、快乐阅读的服务理念。

1.2 读书节为社会营造更好的育人氛围
高校图书馆文化不仅对大学生具有引导、教

第一作者：邵怡，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及高校图书馆

育、激励的功能，同时也通过自身的挖掘，承担起

阅读推广。E-mail: njucmshy@njucm.edu.cn

更多阅读推广的社会担当 。我馆通过读书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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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走出学校，将“爱读书、读好书”的理念传播

此为活动的主导思想，开展各类读者活动。另外，

得更远。我馆在读书节期间，接待周边幼儿园、中

通过表 1 中参与读者的人次也可以看出，我馆宣

小学学生参观，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优秀书籍的熏

传、组织读者的工作逐年进步。特别是 2015 年的

陶和感染；我们的馆员走进社区，为广大群众开设

活动，打破常规的宣传模式，利用新媒体的宣传方

讲座，将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传播开来；我馆将部

式，通过微博、微信不断为活动造势，获得了喜人

分杂志期刊赠送给偏远地区的学校，让更多的人能

的效果。

从书籍中拓宽知识面、提高自身素质。

2.2 丰富的节目是活动的灵魂
读书节每年都在举行，各类活动的同质化问题

1.3 读书节为学校和图书馆提升知名度
在一年年工作中，我馆的读书节活动日趋成

越来越严重，对读者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弱。传统的

熟，秉承阅读促和谐、文化促发展的理念，读书节

书展、讲座、书友会、读书心得比赛等活动越来越

走进了一届届学生的心里，成为师生心目中的文化

难吸引参与者的兴趣。我馆针对这类问题，积极发

盛宴。每年 4 月，全校师生都期待图书馆的各项活

挥馆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不断创新栏目，同时在

动。不仅如此，许多媒体也纷纷关注我馆的活动。

内容编排上也努力使各项活动连贯衔接，反映读书

2014 年我馆举办的“珍贵古籍一日展”活动受到了

节特色，呈现出较强的吸引力。

省内众多媒体的争相报道，《扬子晚报》更以头版
[3]

我馆在每年的活动组织与编排上得到了越来越

头条报道了整个活动 ；2015 年 4 月 23 日读书节开

多的历练。特别是近 3 年的读书节，形式和内容上

幕式，《南京日报》的微博及时报道了活动内容；

有了很大层次上的提高。第四届有寻书上架活动、

南京十八频道的记者也专程到馆采访古籍部的专

倦书归巢活动、南中医学子必读百本图书、读书沙

家，在黄金时段播报了我馆的读书节活动。读书节

龙、国学比赛；第五届有珍贵古籍一日展、电子资

活动让学校和图书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更多的人

源检索大赛、诗歌诵读、我和图书馆的故事摄影比

愿意走进图书馆，从书籍中找到更多的乐趣。

赛、书签设计；第六届有影视剧中医药找茬、今天

2 成功举办读书节的要素

我是管理员、图书荐购活动、读书节闭幕晚会、

2.1 鲜明的主题是活动的方向

“人间四月天，旧书焕新颜”古籍修复等。

图书馆举办读书节的宗旨是为了传播正能量，

第六届举办的“影视剧中医药找茬”活动吸引

传递信息情报，开发智力资源。优秀明确的主题可

了众多学生的注意力。我馆组织学生找寻各类影视

[4]

以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印象、提升读者的感知 。在

剧、广告、书籍中的中医药知识错误，请我校中医

我馆领导的支持和所有馆员的努力下，每年读书节

学、中药学的专家教授甄别，并配以通俗易懂的文

活动都紧紧围绕一个鲜明主题，并根据主题编排内

字说明，最后以视频的形式展现出来。该视频还上

容、组织活动。6 届的读书节主题详见表 1。

传至优酷平台，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中药知
识。第五届的“珍贵古籍一日展”不仅吸引了广大

表 1 2010－2014 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读书节主题
参与人次

媒体，同时也在南中医学子中引起非常大的反响。

爱读书，读好书

1000

于是我馆顺应学生要求，在第六届读书节活动中开

2011 年 4－5 月

且行且思，近仁近贤

1000

展了“人间四月天，旧书焕新颜”古籍修复活动，

第三届

2012 年 4－5 月

杏林春雨书飘香

1200

让学生亲身体验修复古籍与现代书的各个步骤。

第四届

2013 年 4－6 月

书语岐黄，墨香杏林

1400

2.3 优质的编排是活动的保障

第五届

2014 年 4－6 月

修身明德，悦读天下

1500

读书节各类活动的编排是对不同项目进行创造

第六届

2015 年 4－6 月

悦读悦美悦时尚，书香

2000

性的安排，使活动能够连贯衔接、反映读书节特

届次

活动时间

第一届

2010 年 4－5 月

第二届

活动主题

浸润好时光

[5]

色，呈现最大的吸引力 。我馆举办的每个读书节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馆的读书节活动的宗旨是

活动，在策划、宣传、操作 3 个方面一直都是精心

引导读者，培养阅读习惯，倡导“多读书、读好

编排，每个活动都紧紧围绕当年的读书节主题，同

书”的学习理念，同时兼顾南中医学校特色，将中

时各个活动紧密联系，而不是孤立和单一地举行。

医药文化融入到整个读书节的活动中来。每个成功

例如我馆举办的“今天我是管理员”活动，在活动

的活动，必须有鲜明的主题作为行动的方向，并以

前期我们首先请学校记者团的记者对我们的馆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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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日工作的追访，详细记录馆员工作的各个细

层浏览取代了纸质书带给读者的深度思考，许多大

节，并在校报、学校微博、微信上宣传报道。这个

学生把快餐式、跳跃式、碎片式的阅读当作习惯。

活动不仅在广大师生范围内传播，同时也被江苏省

针对这种现象，图书馆有义务将正确的阅读方法教

教育厅的微信转载，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宣传。后期

授给广大读者。由此我馆在组织活动期间，将把强

我们招募学生体验的时候，得到了众多学生的积极

化阅读指导功能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不仅提倡“读

响应。因为活动反响巨大，我馆决定每个学期都举

好书”，更要把“怎么读好书”“怎么系统高效地阅

办这个活动，希望更多的同学了解图书馆工作，使

读”“如何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巧妙地穿插在活动

用图书馆资源。再如我馆 2015 年读书节的闭幕式是

的各项环节中去 。

一台精彩纷呈的晚会，晚会节目有武术表演、古典

3.3 读书节活动需要更多的经费支持

[7]

舞蹈、汉服展示，同时也有读书节活动参与者的演

图书馆不断挖掘自身潜力，举办活动的辐射面

讲及颁奖环节，“影视剧中医药找茬”活动的视频

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开展活动所需的

成果展示更把晚会推向了一个高潮。这个晚会不仅

经费问题也越来越困扰着图书馆这样的公益部门。

仅带给学生一个视觉盛宴，也是 2015 年读书节的成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技术情报支持部门，所有经费

果总结。由此可见，读书节活动的编排工作是整个

都依靠学校财政拨款。而读书节活动的举办，从场

活动成功的保障。

地、设备、宣传、奖品各个环节，都需要经费。我

3 读书节活动存在的问题

馆既往举办读书节因为缺乏经费支持，只能靠馆员

3.1 读书节活动要吸引更多读者

发挥聪明才智，充分利用馆内现有资源，而读书节

众所周知，举办读书节最困难的就是如何提出

需要的一些小礼品也只能依靠数据库商赞助。2015

好的活动创意。读者对于活动的要求越来越高，特

年，通过我馆领导的不断呼吁，学校拨了专门经费

别是高校图书馆面对的读者群体是高校教师和大学

组织读书节活动，当年图书节活动在宣传和品质上

生，他们有良好的知识背景，见识更多，眼界更开

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例如“影视剧中医药找

阔，所以他们对图书馆的要求也更高。传统的讲

茬”“今天我是管理员”“人间四月天，旧书焕新

座、展览、读书交流会等很难让师生们投入更大的

颜”古籍修复等活动都精彩新颖，学生的参与度明

[6]

参与热情 。为了吸引更多读者，我馆在举办活动

显提高。特别是读书节闭幕式晚会，在容纳 300 余

前期，大量走访各个学院，发放调查问卷，充分调

人的报告厅，灯光音响设备一流，整个晚会高潮迭

研广大师生的需求和关注点，通过分析寻找每年的

起。它不仅仅是一场晚会，更是 2015 年读书节活动

学术热点；在筹划活动期间，多次开会讨论各个活

最好的成果报告。

动的项目创作策划、可操作性等问题，还有场地、

4 开展读书节工作带来的思考

设备、人力、预算等诸多要素也要协调管理；活动

4.1 需要长效发展机制

实施过程中，我馆会委派专人负责各项活动工作，

高校图书馆一直都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是

从现场主持到摄像拍摄活动现场照片、撰写通讯

学校教育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体现教

稿，每一项工作都反映了组织者的决策领导、协调

书育人的工作职能，我馆顺应形势开展读书节活

管理、资源利用等技巧和能力。在组织读书节活动

动，截至 2015 年我馆已经举办了 6 届。每一年参加

中，馆员特别是年轻馆员得到了充分锻炼，在工作

的学生都对活动记忆犹新，有毕业生表示图书馆读

中挖掘自身潜力，找到更多工作乐趣。

书节活动是他大学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坚持

3.2 读书节活动的阅读指导功能有待加强

才有发展的后劲，才能将读书理念传播给更多的读

高校图书馆面对的主要对象是大学生，读书节

[8]

者，所以长期坚持举办读书节是非常必要的 。我

活动大多以宣传馆藏资源、倡导读书理念为主，而

馆决定将此项活动坚持办下去，

对大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和提升阅读能力的指导还有

4.2 需要建立多方参与体系

很大提升空间。从我馆发放的问卷调查和走访结果

我馆开展读书节活动，常与学校团委、学生部

来看，许多大学生仍欠缺正确有效的阅读方法。网

门紧密配合。如果扩大合作范围，争取更多的部门

络时代带来的“浅阅读”让读者的阅读发生了巨大

参与进来，读书节活动将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图

变化，阅读变得越来越轻松便捷，手机、iPad 的浅

书馆可以与各学院的专家教授合作，根据不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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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期对读书的质与量进行考核，而教师通过课题渗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的使命与职责，高校图书馆

透，课下留下必读书目，把大学生的课外阅读纳入

在推广专业知识、提升大学生阅读能力和文化素养

教学的基础工作中去。图书馆也可以与学校各个学

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图书馆人应该加强学习，

生团体合作，参与组织朗读社、国学社等学生社团

运用新的技术手段与方法，为图书馆的阅读服务提

组织的活动，设置专题项目，提高图书馆在学生中

供新的方式；同时也将眼光放得更远，善于调动和

的知名度。图书馆还可以利用社会力量，与数据库

运用一切可以团结合作的力量，将高校图书馆的读

商、出版商、媒体等社会机构合作，共同举办读书

书节活动组织得越来越成熟，让读书节成为全民阅

节活动，通过社会舆论引导，壮大声势，提高规

读推广活动中一个永恒的话题。

模，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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