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第 43 卷第 3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25 •

【引文格式】李建梅,苗婷秀.中医药高校图书馆读书日实践活动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9,43(3):2529.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读书日实践活动的调查与分析
李建梅，苗婷秀
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目的
方法

调查我国中医药院校图书馆读书日实践活动的现状，并提出完善读书日活动的策略。

通过访问图书馆主页及微信公众号，重点查看图书馆主页的“新闻动态”“公告消息”“馆内公

告”等反映图书馆工作情况与服务动态的栏目，以及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各类消息，了解各馆开展读书日
实践活动的现状。结果

对 24 所中医药院校图书馆读书日活动的组织部门、开展时间、举办届次、主

题名称、宣传方式和项目内容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活动的举办届次差异较大，开展时间相对单
一，活动主题鲜明，项目内容丰富。结论

为使学校的读书文化活动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议成立活动

工作小组，加强活动举办的连续性，活动内容应与大学生的专业发展、能力提升、兴趣爱好结合起来，
引入品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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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Practice Activities of Reading Day in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 Jian-mei, MIAO Ting-xiu
(Library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e activities of reading day in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To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perfecting activities of reading day.
Methods By visiting the library homepages and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s, and focusing on the columns
reflecting the work and service dynamics of libraries, such as “news dynamic”, “announcement news” and “inlibrary announcement”, as well as various kinds of news pushed by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e activities of reading day in libraries were known. Resul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s, time, sessions, theme names, propaganda methods and project contents
of the activities of reading day in 24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sessions of
the activities were quite different, with relatively similar time, distinct themes and rich project contents.
Conclusion In order to make reading cultural activities play a greater role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suggested to set up activity working groups to strengthen the continuity of the activities. The contents of the
activitie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bility improvement and
hobbies, and the concept of brand should be introduced.
Key words: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braries; activities of reading day; professional training; brand
近年来，全国多所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以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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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以提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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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阅读氛围，提升校园阅读文化建设。作为促

通过访问 24 所中医药院校图书馆网站及微信公

进阅读的有效形式，读书活动在高校开展得有声有

众号的方式，获取各馆开展读书日实践活动的相关

色。本文以我国本科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作为研究对

信息，重点查看图书馆主页的“新闻动态”“公告

象，调查读书日活动的实践现状，并提出完善读书

消息”“馆内公告”等反映图书馆工作情况与服务

日活动的策略，以期为中医药院校图书馆的读书日

动态的栏目，以及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各类消息。调

活动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查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 日－12 月 12 日。

1 资料与方法

2 结果

通过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的“全

调查发现，24 所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2018 年

国高等学校名单”检索到中医药高等学校有 40 所，

开展读书节或读书日实践活动的图书馆有 22 所，占

除独立院校及专科院校以外，普通高等本科中医药

24 所图书馆的 91.7%。2018 年 22 所中医药院校图

院校有 24 所，将其作为调查对象。

书馆举办的读书日活动见表 1。

表 1 2018 年我国 22 所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举办的读书日活动
学校名称
广州中医药大学

活动时间
3－12 月

活动主题

活动内容

本草相宜，开卷有益

文化展览：纪念李时珍诞辰 500 周年展、“展本草古韵，传中药精髓”冼建春老师中药

（第十四届）

摄影图片展
图书馆推广活动：图书现场采购、数字资源培训讲座、图书和数字资源现场推广、找本
书“书海寻宝”、第八届“图书馆杯”广东大学生英语口说大赛
学生社团活动：“蕴文化、行中药”中药文化产品创意大赛、创意中药彩绘大赛、本草
故事讲座、第五届悦读中医、真人图书馆、中医养生沙龙

福建中医药大学

4－5 月、10－

世界读书日

世界读书日活动（4－5 月）：1 小时讲座、数据资源展示会、图书现采、名师讲座、

11 月

书香满杏苑（第十四

“BookFace”摄影大赛、朗读者比赛

届）

“书香满杏苑”读书月活动（10－11 月）：1 小时讲座、数据资源展示会、师生阅读促
进会、图书专题展、第二届书声琅琅（配乐朗诵比赛）、“超星杯”Fulink 信息检索大赛

北京中医药大学

4 月 23 日

无

图书资源的发现与利用、SCIE 数据库如何助力科研

南京中医药大学

4－5 月

绿杨红杏春意闹，立

“尚书讲坛”系列讲座、国医大师干祖望纪念室对外开放、让你我在朗读亭遇见、第四

志宜思正当时（第九

届信息检索大赛、“问津课堂”信息素养专题讲座、第四届“你送书、我买单”图书荐

届）

购推广活动、杏林文物知多少、“梦回红楼，重温经典”、五月寻书大赛、诗词大会

成都中医药大学

4 月 23 日

书香涵脉、润泽心灵

读者之星评选、图书捐赠、好书分享、体验移动图书馆

辽宁中医药大学

4－12 月

历害了，我的图书馆

购书零时差活动、常见问题答题有奖活动、图书馆知识竞赛及图书定位大赛、数据资源
应用系列讲座、经典电影欣赏、最佳读书人奖评选、读书分享会、阅读比赛、“蝴蝶幻
梦”有奖征文、21 天打卡计划、掌上英语争霸赛

长春中医药大学

4－5 月

无（第十五届）

你选书我买单、第二届“经典诵读”赏读会、走近古籍遇见中医、继学讲堂、数据星空
你我其中、“剔旧期刊义卖，走近特教儿童”、“书舒抖音，杏林回声”、“遇见你，
分享吧”

天津中医药大学

10－11 月

书阶志远，悦满天中

信息资源研究系列讲座、书展、中文数据库的检索与应用、网络文献检索技巧、文献检
索思路之进阶检索

安徽中医药大学

4 月 25 日

无

“旷世经典与文明传续”专题报告会

湖南中医药大学

4－5 月

“美可达”读书节

“千金杯”最美朗读者、博雅命题作文大赛、博才之星选拔大赛、考研启蒙大讲座

（第七届）
云南中医药大学

河南中医药大学

2018 年 4 月－

岐黄引路、健康青春

东西南北诵岐典吟诵大赛、翰墨涟漪抄书接力、最美中医书签设计大赛、名家讲座、十

2019 年 12 月

（第五届）

佳书香宿舍评选、中医朗读者展演等

4－11 月

阅读点亮梦想，书香

“循证医学知识仓库”专场培训、SCI 专题数据库培训、医学信息素养系列讲座、“读好

成就人生

书、提素质”图书推荐、阅读征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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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学校名称
贵阳中医药大学

活动时间
4－9 月

活动主题

活动内容

阅读伴我行，知识促

第二期图书漂流活动、名家大讲堂、第二届“超星杯阅读之星”评选、超星阅读卡伴我

成长（第十届）

读书行、第二届“码上寻书”、资源讲座、读者座谈会、新书推荐、与基础医学院联合
举办“春风送书香系列活动”（书声琅琅之朗诵、春光暖暖勤晒书、才情满满制书签）

广西中医药大学

4－12 月

八桂书香（第四届）

读书活动 21 天阅读挑战赛、信息检索比赛、名家讲坛、分享读书心得交流会、中华诗文
朗诵大赛、写给图书馆的三行情书、资源讲座

湖北中医药大学

3－5 月

无（第六届）

微视频展播、图书推荐榜、阅读之星评选、数据库资源讲座、东壁斋开放周、书苑杯辩
论赛、“杏林春暖、音韵流长”大型经典朗读周活动

江西中医药大学

4－5 月

无

明湖春满书香醉、镜湖有声诵读竞赛、“知网杯”搜索竞赛、阅读之星、诵读之星

陕西中医药大学

4－5 月

无（第三届）

“你承诺、我豁免”图书逾期豁免、“阅你想阅”读者图书荐购、书海寻宝活动、电子
资源使用、打卡 CNKI 研学平台、悦读好感悟暨 2017 年度阅读达人颁奖

山东中医药大学

4－5 月

无

CNKI 研学平台打卡活动、中国故事英文诵读大赛、你选书我买单、书法特展、读书达
人、快乐的传统读书法——中华吟诵入门

山西中医药大学

4－5 月

无

你荐书我买单、免费赠书、数字资源推广活动、图图是我家之快速找书活动、“超星
杯”云舟专题创作大赛、“恋上图图”之数字资源知识竞赛

甘肃中医药大学

河北中医学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

4－5 月

4－6 月

4－5 月

传读书精神，承读书

数据资源讲座、数据库产品摆展推介会、图片文字猜谜、库克音乐进课堂、Notefirst 高效

文化、展读书风采

管理你的文件、书库寻宝

悦读伴我行（第四

好书分享、百科知识竞赛、数据库讲座、诵读青春朗读大赛、60 年图书历史长河展览、

届）

“知网杯”文献检索大赛、你选书我买单、板报评比

迎评促阅，E 动青春

数字资源现场推广体验活动、个性化数据资源培训讲座活动

（第五届）

学

2.1 活动时间

界读书日”举办读书日活动；也有些是不连续的，

为迎接每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22 所

只是某年为庆祝“世界读书日”举办特别活动。此

图书馆读书日活动举办时间多集中在每年的 4－5 月

外，未见有读书节或读书日活动相关信息的 2 所图

份。除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安徽中

书馆，其中浙江中医药大学只是 2018 年未见，但查

医药大学 3 所图书馆只举办一日的专题活动外，其

到 2017 年有开展第十一届读书月活动的信息。

他 19 所图书馆的活动时间均持续 1 个月以上，甚至

2.3 活动主题

全年。其中比较特殊的，如福建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在开展读书日活动中，多

一年举办 2 次读书日活动，4－5 月举办世界读书日

为活动确定了主题名称，尤其是开展读书日活动届

活动，10－11 月举办校园文化读书日活动；还有云

次多且项目较多的图书馆。开展读书日活动的 22 所

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因活动主题以及内容较多，

图书馆中，有 14 所注明主题名称，活动项目及内容

2018 年读书活动时间持续至 2019 年 12 月。

均围绕主题进行。8 所未注明主题的图书馆，多冠

2.2 活动届次

名为“读书活动月”“读书节”“世界读书日活

调查发现，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开展读书日活动

动”等，其中有些图书馆虽未注明读书活动的主

的届次差别相对较大。22 所中医药院校中有 12 所

题，但每项活动项目有具体的主题名称。

提及了读书日活动的届次，其中，长春中医药大学

2.4 活动主办单位

（第十五届），在中医药院校中届次最多且每年连

多数中医药院校读书日活动的组织策划牵头部

续举办；其次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

门主要为图书馆。活动中有些项目是图书馆单独组

（第十四届），其他 9 所图书馆举办的届次也均为

织，有些项目是联合校内的二级学院、宣传部、团

3 届以上。另外 10 所未提及读书节活动届次的图书

委、学生处、教务处、学生社团等部门，还有些项

馆举办读书活动日，有些是连续的，如河南中医药

目是与校外的图书公司、数据公司、医药公司、电

大学、贵阳中医药大学连续 9 年均冠名以“庆祝世

商共同举办，如新华书店、超星、京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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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配合支持，开展具体活动经常力不从心 [1] 。

2.5 活动宣传方式
高校图书馆在开展读书日活动时的宣传方式一

在查看活动内容通知中也发现，只有少部分图书馆

般有传统渠道，如在图书馆网页发布公告信息、院

预先发布整个读书日活动的具体安排，如每项活动

系辅导员转发通知、粘贴宣传海报、挂横幅、校园

主题、内容、时间、地点等，这也看出大部分图书

广播、馆内电子屏幕等，也有这几年流行的新媒体

馆读书日活动并没有专职的工作小组策划、组织。

如微信、移动图书馆等宣传平台。调查发现，24 所

为了使读书日这项阅读推广活动能够长期的持续下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除安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无

去，并培养出阅读推广方面的专家，中医药院校可

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外，其他 23 所均有官方微信公众

以成立固定的工作小组或委员会来负责阅读推广活

号。开展读书活动的 22 所图书馆中，有 15 所通过

动，并将阅读推广服务纳入图书馆的基本职能范

图书馆主页和微信同时发布活动信息，有 6 所只通

围，这样读书日活动就不再是图书馆一个部门的事

过微信推送活动信息。

情。工作小组或委员会成员可以是学校内热爱阅读

2.6 活动内容

的老师、学生，让学生成为活动的组织者，能了解

各院校图书馆集思广益，开展的读书日活动形

到学生的阅读需求，同时，使读书日活动的开展也

式多样、内容丰富。22 所开展读书日活动的图书馆

更具有方向性。

共开展了 26 种活动项目，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开

3.2 加强活动开展的连续性

展的活动项目最多（13 种），开展 4～6 种项目的

从活动举办届次来看，发现一些中医药院校图

图书馆最多，有 9 所。此外，26 种活动项目开展的

书馆不能保证每年开展读书日活动的连续性，有些

频次也有不同（见表 2），还有一些图书馆开展了

隔 1 年甚至几年才开展 1 次，缺乏长期性，如浙江

自己的特色活动，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蕴文化、

中医药大学图书馆（2017 年有开展，但 2018 年未

行中药”中药文化产品创意大赛、创意中药彩绘大

见）、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2017 年未开展，

赛、真人图书馆，云南中医药大学的“翰墨涟漪抄

2018 年有开展）等。从活动举办的时间来看，大部

书接力”，广西中医药大学的“写给图书馆的三行

分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一般集中在 4－5 月份开展，持

情书”等。

续时间在 1 个月左右，不能保证每年读书日活动的

表 2 读书日活动项目名称及举办活动的图书馆数量（≥3 所）
序号

读书日活动项目名称

举办活动的图书馆数量

连续性。而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建设校园阅读文
化应该是一项长期的图书馆基础服务工作。
3.3 加强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推广

1

资源利用讲座

22

2

悦读中医好感悟征文

22

微信是目前用户使用频率最高的社交媒体 [2] ，

3

朗读者或朗诵比赛

12

可以提供高效、便捷、双向服务 [3] ，多数中医药院

4

读书打卡活动

15

校图书馆已经意识到它在阅读推广服务方面的重要

5

名师讲座

12

性。如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就线上线下活动相结

6

好书推荐或阅读推荐

10

合，线下活动有经典电影欣赏、知识竞赛、答题有

7

阅读之星评选

8

奖、购书零时差等，学生能更直观地感受读书日活

8

图书荐购

7

动的趣味性；微信公众号线上平台同时开展阅读比

9

寻书比赛

7

赛、21 天打卡计划、掌上英语争霸赛等活动，提高

10

信息检索或知识比赛

6

读书日活动的参与率。线上线下的实时交流，可提

11

数据资源展示会

4

升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是加强读者与图书馆以及

12

读者座谈会

3

读者之间黏合度的有效途径[4]。

13

图书现采

3

3.4 开展结合专业培养的活动

14

书签设计

3

高校图书馆担负着育人功能，首先体现在辅助

3 结论

学生完成学业，然后是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

3.1 设置读书日活动工作小组或委员会

观、价值观。图书馆作为“第二课堂”，教育内容

目前读书日活动的组织策划牵头部门多为图书

和形式更为灵活。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将全民阅

馆，但图书馆在学校只是教辅部门，如果没有职能

读和中医人才培养相结合，策划组织“读经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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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用经典”系列读书活动[5]；广州中医药大学图

兴趣爱好结合起来，使学校的读书文化活动能发挥

书馆 2018 年以“本草相宜，开卷有益”为主题，开

更大的作用。

展“蕴文化、行中药”中药文化产品创意大赛、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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