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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院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与经典案例分析
——以广州中医药大学阅读推广活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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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文章分析了阅读推广的必要性，着重介绍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经典案例“悦读
中医”，并提出了构建阅读评价机制对活动效果进行全方位评价，加快新媒体推广步伐以提高阅读推广
效率。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经典案例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7)01-0057-04

Analysis on Reading Promotion and Classic Cases of Libraries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Taking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in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s an Example

ZHU Jia-ling
(Library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reading promotion, focused on the classic cases of reading

promotion in Library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Enjoy Reading TCM”, and proposed
that some mechanism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new media promotion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ading
promotion.
Key words: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braries; reading promotion; classic cases
中医药院校肩负着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
的历史使命。读书、师承、临证是中医人才培养的
[1]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有所借鉴和帮助。
1 阅读推广的必要性

主要模式，其中读书是师承和临证的基础 。读什

“阅读危机”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挑战。据

么书，怎么读书应是促进中医药阅读推广的重要突

2016 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三次全国

破口。为此，作为辅助中医人才培养的资源和服务

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成年国

的提供者，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多年来不断实践

民 人 均 纸 质 图 书 阅 读 量 4.58 本 ， 人 均 每 天 读 书

摸索，发挥资源和阵地优势，在中医药阅读推广的

19.69 min ，远远低于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2]。

方式方法上进行创新，举办了在师生中反响热烈的

由于就业压力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网络的迅速

阅读推广活动，把对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落

普及分散了时间和精力，作为最该读书的大学生也

到实处。本文以“悦读中医”之星评选活动为例，

因读书少而显知识储备不足。

分析我馆的阅读推广活动，以期对推动中医药高校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蔚然成
风，自 2014 年开始“全民阅读”已连续 3 年写入国

基金项目：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2016 年度创新创

家政府工作报告。2016 年 2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业教育研究专项（SKCX1610）

总局根据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起草了《全民阅读促

作者简介：朱佳伶，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情报分析与研

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开始征求意见，全民阅

究。E-mail: 125545125@qq.com

读已进入立法程序[3]。

• 58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eb. 2017

Vol. 41

No. 1

早在 2005 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便开始进

音”和“中医好视频/动画”是阅读推荐书目后创作

行阅读推广活动的实践。一方面，当代大学生阅读

音频和视频/动画作品悉数报送全国参赛。阅读形式

观念淡薄、功利阅读、浅阅读的现状令我们感到十

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是吸引杏林学子的一大亮点。

分忧虑，学生阅读多以课业学习、技能训练为目

2.3 “悦读中医”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的，余暇追求快餐阅读获得轻松，而忽略通过阅读

2.3.1

进行深思、自省；另一方面，图书馆的发展身处瓶

各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

颈，作为收藏人类最丰富智力成果的知识宝库，在

了进一步扩大活动影响力，我馆联合了党委宣传

网络信息的冲击下，传统服务项目需要更新，以文

部、校团委共同牵头举办。每届活动都专门成立

化建设为突破口，探索新时代阅读推广的方法和途

“悦读中医”评选活动组织机构，邀请校内中医名

径成为我们探索的新课题。

家担任评审专家，给予活动有力的支持。

2 阅读推广案例分析

2.3.2

2.1 “悦读中医”活动的背景

门之一，将此项活动列入重要工作日程，成立工作

成立活动组织机构

活动得到了学校领导、

制定详细方案，统筹规划

我馆作为牵头部

从 2014 年开始，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

小组制定方案，统筹规划，精心组织，细致地制定

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联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

了初赛到决赛一系列评选活动的整体方案，与党委

中医药报社、《生命时报》社、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宣传部、校团委以及二级学院各方进行了极为细致

合会、中国中医科学院面向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及

的沟通和交流，以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各类中医药相关机构连续三年共同开展了三届全国

2.3.3

“悦读中医”活动。

医”主题网站，用于分享和推广活动相关内容，包

开通活动主题网站

我馆开通了“悦读中

作为全国首批 4 所中医药高等学府之一，广州

括参赛方式、最新消息动态、推荐书目阅览、获奖

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我校）肩负着中医药人才培

作品展示等。在推广活动和促进阅读的同时，为广

养和中医药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我们认为这项活

大在校师生、中医药行业从业者提供了解活动内容

动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激发年轻学子对中医药文

和关注中医阅读的专题平台。“悦读中医”会作为

化和经典阅读的兴趣大有裨益。同时，专业学术和

我校校园文化品牌活动长期开展下去，持之以恒地

医学人文相结合的阅读推广，可以成为实现阅读推

推动弘扬“阅读中医”的风气，打造书香校园，主

广创新的突破口。为此，我校积极响应、踊跃参

题网站也让中医经典阅读和学习有一个更好的延

与，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三届活动都获得了最

续。

佳组织奖。我馆作为该活动校级评选的牵头方和承

2.3.4

办方，三年来精心策划、组织，在校园内掀起了一

在沿袭传统模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图、声、

股“学中医”“读经典”的读书热潮，受到师生们

光、电等多种媒介全方位、立体地展示活动内容，

的广泛好评，活动也将作为我校品牌文化活动长期

充分依托学生的主体力量，采取了实体宣传、课室

开展下去。

宣传、摊位宣传和网络宣传等多种宣传方式。实体

2.2 “悦读中医”活动的形式

宣传主要包括手绘海报的展示、大型海报的张贴、

全媒体多方位宣传

全媒体时代，宣传工作

“悦读中医”活动的总体目标是以活动促阅

传单派发、树挂宣传、横幅与竖幅的放置和草地宣

读，形式是从推荐阅读书目中选取图书阅读后创作

传等方法。其中，树挂与草地宣传极富创意，让人

作品参加评比。作品形式不断推陈出新，从第一届

眼前一亮。课室宣传则是在各个课室利用课间时间

单独的“文章”题材到第三届创新为文章、音频、

进行多媒体 PPT 播放以及宣传单的派放。摊位宣传

视频/动画 3 种类型，并分“中医好感悟”“中医好

是在学校生活区门前设置摊位，并发放宣传单。网

声音”和“中医好视频/动画”3 个组别进行遴选。

络宣传则是利用图书馆网页、“悦读中医”主题网

“中医好感悟”是由参赛者从推荐阅读书目中选取

站、微信、微博、电子邮件、校广播台等新媒体平

心仪图书进行阅读并撰写读书心得，经过校级初赛

台进行宣传，活动每一阶段都在以上媒介及时发布

挑选部分优秀作品参加校级决赛。校级决赛采用学

动态消息，让读者能够随时随地了解活动进展。上

生演讲答辩、中医药专家点评指导的模式，决赛产

述种种宣传方式显著提高了活动影响力、读者知晓

生的一等奖报送参加全国赛区角逐。“中医好声

率和参与度，全校学生纷纷踊跃报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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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悦读中医”活动的特点

趣选书阅读。由共同兴趣为纽带，组成阅读兴趣小

3.1 服务理念的创新：从推荐阅读到引领阅读

组，共同阅读，分享心得。为适应当前教学模式转

图书馆承担思想导向、信息导播的教育职能，

变、青年读者的社交模式转变的新趋势，我馆为读

给读者以引导和启迪是实现其自身价值的重要途

者提供了软硬件支撑，如设置“悦读中医”研修室

径。本次活动中，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充分发挥

供读者们阅读研讨。研修室内覆盖 WIFI ，配备电

了引导和启迪读者的作用，图书馆员联合出版社、

脑、投影仪，环境优雅舒适，学习氛围浓厚，为读

高校学者帮助读者在海量的图书资源中找到优秀的

者搭建交流分享的空间和平台，鼓励阅读爱好兴趣

阅读资源，结合专业性与学生读者的兴趣，推出有

相似的读者结成小组，共同阅读，相互交流，以交

价值的导读书目，通过鼓励学生撰写读书心得、创

流和分享促进阅读。

作音频或视频作品来引导深度阅读。并在读书心得

3.3 活动内涵的深化：深度阅读促进深入思考

中挑选优秀作品以演讲的形式与师生分享，搭建了

“中医好感悟”以撰写读书心得、演讲答辩、

师生交流的平台，促进了学生阅读、学习和思考，

专家指导的活动模式促进读者深入思考，名家教授

真正实现了从推广阅读到引领阅读。

对青年读者进行指导及双向交流，帮助读者在阅读

3.2 活动形式的创新：兴趣阅读才能“悦读”

中提高，学以致用。“中医好感悟”在初赛中偏重

阅读是一种个人的精神操练和心灵净化，理应

读者的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决赛中则加强了师生

让人愉悦，使人澄明，令人畅快。“悦读”也是本

交流。选手就中医经典中体会到的医术医德、人生

次活动极力倡导的，为此我馆在活动形式、内容、

智慧等与广大学子与评委分享，评委专家纷纷从各

软硬件设施等方面都力求创新，帮助学生重拾对中

自的学术研究、从医经历出发，对选手的作品细致

医的兴趣和阅读的乐趣。

点评，并从如何阅读中医经典著作，如何学习中
为成长于网络时代的年

医，如何看待中医在当代的发展，甚至如何撰写读

轻读者提供电子书籍，一方面为读者节省寻找资源

书心得，如何演讲等等方面，给予选手指导，使得

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也在各图书馆减少复本量

整个活动成为中医名家与年轻学子交流的平台，参

的情况下，为读者开展兴趣小组、集体阅读和讨论

赛选手与现场学生从中医药前辈们的悉心指导中获

的新方式提供物质基础。同时，借此次活动之机，

益匪浅，拓宽了自身的眼界与思维。这种师生间的

我馆大力推广数字阅读服务，与新媒介的浅阅读、

交流互动是对中医阅读和教育内涵的进一步深化。

碎片化阅读争取更多读者参与其中。

4 阅读推广的发展建议

3.2.1

3.2.2

开拓数字阅读服务

兴趣与阅读结合激发阅读兴趣

单调乏味的

4.1 完善阅读推广的评价机制

图书推荐已不能在当下校园引起反响，多样化的主

阅读推广活动是否成功，在活动进行中就能直

题形式才是阅读推广发展的主流。活动形式吸引眼

观判断，但是效果的持续性才是关键。因此建立阅

球，活动内容特色鲜明，符合当下学生的兴趣点和

读推广活动的评价机制十分重要。目前还没有评估

关注点，才能让读者从推荐阅读到兴趣阅读再到爱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指标体系，设计科学的、全

上阅读。“悦读中医”活动在内容形式上创新，推

面的、兼顾图书馆和读者需求与反馈的指标体系至

出了“中医好感悟”“中医好声音”“中医好视频/

关重要。针对图书馆层面，活动举办后借阅量、到

动画” 3 种参赛形式，读者阅读相关书籍后，可结

馆人数、访问量、数字资源的浏览量、下载量等变

合自身的兴趣和特长创作参赛作品。这种创新形式

化情况都是很关键的标准 [4] 。而基于读者的需求和

让读者在阅读中不但收获了专业知识，而且体会到

反馈层面，读者对阅读推广活动的意见、对推荐书

了发挥自身兴趣特长的快乐感、成就感和满足感，

目的评价以及阅读后是否有收获等也应是重要的评

真正让“阅读”成为“悦读”。

价指标。高校图书馆应该建立活动评价机制，根据

3.2.3

阅读兴趣小组开辟阅读新模式

我馆为读者

提供推荐书目内的纸质书籍和电子书，同时采购指

数据及读者意见改进完善阅读推广内容和形式[5]。
4.2 加快新媒体推广步伐

定书目之外由读者推荐的自己感兴趣的中医药类书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

籍，并在图书馆内设置了“悦读中医”阅览专区陈

阅读习惯，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阅读与

列相关书籍。推荐书目与自行选择相结合，读者兴

传播优势，结合馆藏资源特点开展有自身特色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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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推广服务，为读者构建完善的网络阅读交互社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EB/OL].

区，充分发挥读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实现读者自

[2016-02-15].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8/

组织自传播的阅读推广新生态。

2795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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