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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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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507
摘要：阅读是知识交流、经验传递的重要方式，在高职院校中，进行阅读推广是十分有必要的。本
文从高职院校图书馆受众为研究的出发点，分析了其阅读时间、读者偏好以及阅读舒适区等；据此提出
高职院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实践特点。通过分析高职院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不足并提出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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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in Reading Promotion in Librarie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LI Yan-ping
(Library of Guangdong Aib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07, China)
Abstracts: Reading is a significant way for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experience transmitting. It is of
great necessity to promote read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began with the target audience in librarie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s its research starting point. Then it analyzed other reading time, reader performance and
reading comfortable zone. It then proposed the practice features of reading promotion in librarie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d improvement measures by analyzing the shortcomings of reading promotion
in librarie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阅读是人们相互交流与经验分享的重要方法，

者用在阅读电子文献的时间增长比例极大，达到

同时也是提供人员素质、传承文明的方法，推广全

62%。在数字时代，构建起用户的阅读需求与丰富

民阅读活动可以说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特殊

的电子文献资源之间的桥梁是极为必要的， 用户在

文化手段。也是因为阅读的重要性，我国及许多国

浏览、选择性、非线性的阅读方式所花的时间比例

家都开展了种类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

有了较大比例的提升。由于网络文本的来源范围

高职院校图书馆在阅读的推广实践中，取得了

广、题材范围广、且多以超文本方式来展现，因而

一定的成绩，已经成为图书馆界的一支重要主力。

读者也较多地采用跳跃性阅读，图书馆在进行阅读

但是在数字时代下，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引导

推广时应当考虑这些新特性。

广大师生重视并提升阅读效率，是当前所有高职院

1.1.2

校所要重视的问题。

养成中，用户已经习惯了纸本文献的阅读，目前只

1 高职院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有较少数的人享受在线阅读的过程 [2] 。这种现象的

1.1 高职院校图书馆读者的阅读倾向
1.1.1

读者阅读时间变化

读者依然偏向纸本文献

在长期的阅读习惯

主要原因在于，当阅读纸质文献时，读者会经常性
[1]

根据黄晓斌等 调研发

的注释和回读，且在阅读过程中很快完成标注；然

现，高中生在毕业以后的学习生活中，用在阅读活

而相对于纸质阅读，在电子阅读过程中，标注和回

动中的时间基本没有变化；而在数字媒体时代，读

读则比较困难。即便对于使用程度较为积极并且认
为电子书方便的学生群体，他们也仅仅是在完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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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读者明白电子型

下 2 个方面：第一，常设机构的缺失。在许多高职

文献标记书签可以方便后期查阅以及重温，但是由

院校，一般都是临时安排馆员负责阅读推广机构，

于使用习惯的原因，真正会偶尔使用电子标记书签

只有开展活动时才临时组建，未能将此定位为常规

的读者仅为 44.9%。长久以来，读者更加习惯于在

性的基础服务，更没有成立指导委员会来对各项工

触摸具有真实感触的纸本文献上留下阅读记录的痕

作进行专门指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推广

迹，例如问题、自己的理解、书签等等。有一定数

组织工作的开展。第二，学生机构的缺失。在大部

量的读者会考虑所处的阅读环境，如所处的是公共

分高职院校没有成立学生阅读协会，有的设立了但

1.1.3

阅读记录和地点偏好

[3]

场合、旅行途中或者私密场合 。在不同的情景

也只是形式化的，在调动学生积极性上存在很大不

下，读者需要考虑其所阅读的载体，如纸本文献或

足，因此，阅读推广活动的效果也差强人意。

阅读器是否便于携带，以及是否方便做记录。以此

2.2 阅读推广活动主题单调
高职院校图书馆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虽然形

决定选择纸本文献或电子文献。
1.2 高职院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方式演进

式非常多，但是主题却比较单纯，无非就是竞赛

1.2.1

传统的文化节目依然是图书馆的主导活动

类、书评类、讲座类等等。总体而言，就是形式单

近些年，全国许多高校都开展了各类读书活动，如

一，没有创新，对于学生的吸引力明显不足，特别

读书秀、读书季等，无论是哪一种阅读活动，都受

是一些高职院校图书馆在对活动进行规划时，只是

到了广泛重视。而这些活动当中，占主导地位的非

根据惯例或传统思维，不能及时与读者进行沟通，

阅读推广莫属，并且在阅读推广上也颇有成就。

缺少双向交流机制，也不会站在学生角度，以学生

例如，从 2006 年起，清华大学就已开展与阅读

的兴趣、需求为基础进行开展。因此，活动的参与

推广相关的图书馆服务宣传活动，指定每两年的 10 月

者数量常常比较少，且阅读推广活动效率低下。实

[4]

为阅读宣传月 ；而广西大学也从 2003 年就开展了
[5]

书香十月活动等 。当然，高职院校也不落后，广
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从 2008 年起，每年的 4 月
[6]

际上，这些创新能力不足也和缺少专业人才是有着
密切关系的。
当前，我们国家并未构建起图书馆从业人员资

23 日－5 月 23 日被定为读书月 。每年图书馆都开

格证制度，对进入图书馆工作的要求不统一，导致

展一系列的活动，如“你选书，我买单”现场推荐

工作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再加上福利和待遇比较

图书，读者选好之后图书馆购买，待加工好之后通

少，无法吸引高素质与高学历人才加入到图书馆的

知大家来借阅以及给优秀读者颁奖等。可见，阅读

工作队伍中，直接影响阅读推广工作的开展。

在普通高等院校图书馆受到了广泛重视。但是，这

2.3 信息化阅读推广不足

些活动中，主要还是以传统方式的阅读推广为主
[7]

一般来说，当前图书馆的资源包括文献及信息

体，以推广纸本文献为主体来推动和实现活动 。

化资源。信息化资源又称为数字资源，具有体积

1.2.2

新型媒体的推广方式正在逐渐受到重用

小、容量大、检索易等特点，但成本比较高，需要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许多图书馆都开始利用新

依靠计算机来完成。而纸质的文献资源则成本低、

[8]

技术对阅读活动进行推广 。如微博、阅读客户

阅读方便。由此可见这两者各具优势，未来的图书

端、QQ 等的运用，吸引了大批的网络阅读人员。

馆应该是一种复合型的图书馆，是将纸质与电子信

很多高职院校开通网络图书馆，经常发布一些好书

息结合的图书馆。但是，当前的高职院校则更重视

[9]

介绍、新书推荐等信息 。读者可通过移动设备等

传统的纸质资源阅读推广，信息化阅读推广工作虽

登录图书馆，随时查阅各类图书资源与信息。

已开展，却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而这些

2 高职院校图书馆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问题都是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优化的。

虽然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的图书馆都开展了各

2.4 阅读推广活动周期长

式各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

高职院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有一个明显的特

与预期目标仍有一定距离，总体来说学生的阅读情

点，即呈现活动阶段性、周期性，且时间长，常常

况还是不够理想，分析原因在于以下 4 个方面。

以“月”“季”的形式出现，集中在一年的某时间

2.1 阅读推广主体机构缺失

段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周期长可以说是阅读推广活

当前阅读推广的主体机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

动全年缺少总体性规划的一种必然体现，更是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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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 2012 年自己读的书，还写下了自己的读书心

各大院校希望可通过大型的、集中的活动来提

愿，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对图书馆的建议。此外，在

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激发他们对阅读的兴趣，例

该校开展的“书海寻宝”活动中，有共计 100 多人

如，在新学期开始时就会针对不同年级、专业的学

参加了该活动，速度最快的选手仅仅用了 3 分 40

生拟定详细的个性化阅读的推广活动，但却没有顾

秒，就找到了 8 本图书内的“宝藏”，可见读者对

及到学生的感受。只有通过正向和顺应读者需求的

于图书馆的了解程度还是较为深入的[11]。这些创新

引导，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才可以更好地开展。

的推广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好评，让推广活动达到了

3 高职院校图书馆推广改进措施

吸引读者的目的。

3.1 健全阅读推广组织机构

3.4 优化信息化平台

第一，构建阅读推广指导委员会。这里的推广

伴随信息化资源在图书馆所占比例的不断增

委员会指的是具有指导性质的组织，是由阅读推广

加，信息阅读指导也成了关键所在。高职院校图书

专员所组成的，同时在高职院校中设有专门负责日

馆需要不断加大与院系方面的合作，开展一些新课

常指导和工作部门。作为活动执行者，高职院校图书

程，如阅读指导课程、文献检索课，讲授网上资源

馆可进一步成立阅读的指导部门，并设置相关岗位，

查询的技巧等，通过系统化课堂训练提升学生数字

如阅读推广岗位、兴趣收集小组等，对学生读者的

阅读的能力。

心理及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对其阅读情况、

同时，高职院校图书馆还要为读者提供良好的

需求等进行整理并分析，拟定出合适他们兴趣的推

数字阅读环境，吸引读者走入图书馆中享受数字阅

广活动，并且各学院间也要建设起相应的工作组，

读。加大资金投入，配备多屏显示器、电子报纸等

对本专业的学生实施具有针对性的阅读指导工作。

设备，填补传统纸质图书阅读方式的不足，满足数

第二，构建学生阅读的自由组织。例如可以构
建阅读协会、阅读社团等，充分扩大阅读推广的参
加主体，这样可以大大提升大学生的阅读能力，同
时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

[10]

字阅读的需求。
4 结语
高职院校图书馆是信息服务以及教学的重要场

。一般来说，阅读社团

所，要充分发挥自身信息资源优势，有效开展阅读

或协会包括了领导团队、阅读推广部门、服务部门

推广服务工作，努力创新服务模式，丰富阅读服务

等（目前鼓励学校社团与图书馆开展合作，学生社

的各项内容，引导学生开展广泛阅读，并且合理运用

团中均由学生担任所有职务），同时在全校各个不

图书馆资源，为全方位提高学生素质做出一定贡献。

同的专业构建起阅读的分会，可以定期推荐好书，

高职院校图书馆只有在将学生的真实需求同自

以书会友，开展讲座等等。

身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办出适合学生需求的优质阅

3.2 丰富阅读推广活动内容

读推广服务。随着阅读推广工作的持续开展，图书

科学设计活动周期以线下活动为基础开展活

馆的服务也能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动。虽然在许多高职院校都开展了形式并不多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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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针灸》杂志每册 25 元，全年 300 元，邮发代号：2-53；《针刺研究》杂志每册 25 元，全
年 150 元，邮发代号：82-171。全国各地邮局均能订阅。
如当地邮局订阅困难者，请直接与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期刊中心发行部联系，或到我部淘宝网店
购买，淘宝网店店铺名称：针灸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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