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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空间视域下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的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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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空间视域下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的构建是必然趋势，图书馆在发展中要注重从多个方
面进行阅读推广空间的构建，以此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本文分析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构建的必要
性，阐述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的构建要素，主要有阅读对象、承载形式、空间服务、空间管理，最后
着重从环境建设中提供归属感、资源建设中增强舒适度、服务创新中提升阅读素养、提升馆员素质等层
面提出了图书馆构建阅读推广空间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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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Space under the View of Cultural Space
ZHANG Xiang-pin
(Yichang Yiling District Library, Yichang 4431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space is inevitable trend under the view of cultural
space. Th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eading promotion space should be paid from multiple asp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users’ need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space and expounded the construction elements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space, mainly including reading objects, forms, space services and space management. Finally, it
proposed the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ng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space from the aspects of focusing on
provid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enhancing comfort in resource construction,
improving reading literacy in service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libr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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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日常的生活内容属于第一空间，工作地方
为第二空间，公共休闲的地方为第三空间。如果使

1 文化空间视域下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构建的意义
1.1 缓解公众压力

用第三空间对图书馆进行描述，并不能很好地表述

图书馆自身的公益性、社会性决定了图书馆的

图书馆自身特性。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能够更好适

定位。图书馆构建阅读推广空间要与文化空间相符

合图书馆发展的特点，更好地符合图书馆自身的文

合，更好地发挥其文化休闲的功能，缓解公众压

化意义或者是气质。公共空间较重视主体之间能够

力，满足公众在文化方面的诉求。

进行平等交流，以此形成公共意见，从而可以实现

1.2 满足用户需求

[1]

文化之间的交流，突出显示图书馆职能 。图书馆

文化空间视域下的图书馆构建阅读推广空间，

发展中在内涵和功能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不仅能

不仅拓宽了图书馆服务范围，还能够发挥图书馆的

够更好地凸显文化空间，还能够显示出空间的公共

新职能，通过给用户提供相应的服务满足其求知、

性和文化性，建立平等、自由的平台，通过多种形

情感、审美方面的需求。

式满足公众在文化方面的需求。

2 文化空间视域下图书馆阅读空间构建要素
2.1 阅读对象

作者简介：张祥品，E-mail: bett1122@163.com

阅读对象指各种形式载体上的文献资源。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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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纸媒仍有阅读需求，阅读空间需要能够和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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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秩序，最大程度上保障各种阅读活动能够有序

书结合起来，以此为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如今

开展，包括常规性的服务管理和读者的知识管理。

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使得文献资源的载体已经从原来

常规性的服务管理主要是在阅读场所中进行的人

的印刷形式转变为电子形式，人们的阅读行为也由

员、文献管理等，管理工作的开展是为了更好地构

原来的纸质载体形式的阅读转变为当前数字化阅

建有序的阅读环境，使阅读空间能够满足广大读者

读。由于文献载体的多样化及阅读工具的不断发

的需求。对读者的知识管理即是要及时了解读者在

展，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图书馆阅读空间

阅读方面的需求，为读者提供知识获取、开发等活

的形式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可以满足读者对不同载

动的服务。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图书馆对读者提供

体阅读内容的需求。

的服务中，有一些服务内容并不是读者需要的，这

2.2 承载形式

些服务不仅会使读者感到困扰，也是对图书馆资源

阅读空间载体形式的不同主要是阅读空间在表

的一种浪费。为此，图书馆对读者知识进行管理是

现形式上的不同，阅读空间可以是抽象，也可以具

非常必要的，图书馆要收集不同用户的信息，通过

体，可以是基于现实，也可以是虚拟的阅读空间。

对信息进行分析，引导读者进行文献的检索，以此

阅读空间的不同表现形式会对阅读行为产生一定的

开展阅读空间的深层次阅读。

[3]

影响 。在现实阅读行为中，读者可以在阅读空间

3 文化空间视域下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的构建策略

中阅读、浏览相关信息；在数字化阅读空间中，可

3.1 环境建设中提供归属感

以进行文献资料的搜索、下载等行为。随着数字化

图书馆的环境建设主要是指在物理空间方面布

的不断发展，图书馆阅读对象的载体形式也不断发

局的完善，不仅仅是从外部设置方面进行布局，还

生变化，从传统较为经典的阅读形式、深层次阅读

从内部的功能部分进行布局设计，以此为广大读者

转变为当前的浅阅读、碎片化阅读、移动阅读等方

提供相对舒适的阅读空间、氛围，满足用户自身的

式，使得人们的阅读更加多元化和广泛化。这些形

需求。外部环境的设计主要是指图书馆在地理位

式的变化对传统图书馆的发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置、建筑设计等方面的设计，内部环境的设计主要

主要包括在阅读方面的舒适度、自由性、休闲性

是从文化氛围人性化角度进行设计 [5] 。图书馆物理

等，这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阅读空间和形态发

环境设置中休闲、舒适是其基础保障，只有在物理

生变化。阅读空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化，传统的阅读

环境部分进行科学划分，才能够更好地满足读者多

空间逐渐向虚拟化的阅读世界进行转化，绿色阅

元化文化的需求。合理构建图书馆空间，利用各种

读、多元化空间阅读逐渐成为当下阅读的主要形

社交平台开发图书馆的互动空间，通过多样化空间

式，图书馆文化阅读空间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图书

的设置来推动图书馆阅读推广。

馆的发展。

3.2 资源建设中增强舒适度

2.3 空间服务

资源建设主要包括信息和人员建设两方面。图

阅读空间服务是指图书馆在发展中为了更好地

书馆文化空间资源建设划分为静态和动态 2 个方

满足读者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图书馆在发展中一

面，静态资源的开发相对重要，但是也要将各种资

方面充分利用各种文化资源，以各种文化元素来满

源进行结合，尤其要关注新媒体网络资源的利用。

足读者不同的需求，另一方面坚守自身理念、文化

读者是否有效利用信息资源基于对图书馆资源的了

导向，不断引导读者向积极健康的方面进行发展，

解。图书馆文化空间的建设要注重信息资源的方便

[4]

不断完善读者自身理念 。阅读空间服务是为图书

获取，以便使得用户能够在文化空间氛围内以最快

馆更好地开展各项活动提供便利。随着全民阅读推

的速度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 [6] 。图书馆要从平台建

广的不断发展，图书馆除了提供最为基本的文献服

设入手，以此更好地构建图书馆的文化空间。还要

务、咨询服务等，还应提供更多服务，开展阅读活

注重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提升服务质量，保障人才

动，吸引读者，引导读者阅读，在服务中不断深化

队伍的素质，以此更好地构建图书馆的资源建设。

和拓宽阅读理念。

3.3 服务创新中提升阅读素养

2.4 空间管理
阅读空间管理是指维护图书馆阅读空间保持一

文化空间视域下的图书馆本身具有丰富的内
涵，既可以从物质层面开展各项活动，也要能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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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层面为读者提供相应的文化服务 [7] 。从空间服

能够更好地发挥阅读推广的作用，服务方式也更加

务、虚拟服务等方面开展各项工作，以图书馆为核

多样化，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服务。此外，图书馆阅

心不断做好服务理念的创新，以使得读者的阅读素

读推广空间的构建还要注重从环境、资源等方面做

养也能够进一步提升。

好相应的规划，以此促进图书馆的持续健康发展。

3.4 提升馆员素质，促进阅读推广的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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