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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体融合背景下微信的应用日益普遍，图书馆官方微信平台成为图书馆重要的阅读推广工
具，具有用户对象相对固定、用户需求稳定、平台服务先进等特点。本文从服务内容、平台推广力度分
析了当前图书馆微信平台的利用现状，提出了强化自我营销意识、丰富服务呈现方式、提高宣传管理力
度等提升图书馆微信平台社会影响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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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Social Impact of Library WeChat Platfor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Convergence
QIAO Jian-ping
(Library of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Wec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convergence, library
official WeChat platform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reading promo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ively fixed user objects, stable user demands, and advanced platform service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use of library WeChat platforms from the aspects of service content and platform promotion, and put
forward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social impact of library WeChat platforms, such as strengthening self-marketing
awareness, enriching service presentation methods, and improving publicity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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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新媒体技术的进步，不同类型的媒体

元化的特征，包括多种文化资源形式，在一定程度

相互融合，形成统一的媒体传播平台。这种融合将

上推动了通信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互

传统的纸质媒体，与依托互联网的新型媒体结合起

方式。微信作为常用的新型媒体，不仅是即时信息

来，促进了数字化资源的高效传播，形成了全新的

交互工具，也发挥着极大的社交服务优势。图书馆

信息传播环境。媒体融合具有数字化、移动化、多

作为信息存储、传播与服务机构，在社会生活中扮
演着传递知识的重要角色 [ 1 ]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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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移动碎片化阅读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多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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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融合也为图书馆提供了移动阅读服务新路径。

而馆员也可以借助微信平台，更加全面地掌握用户

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媒

的需求。微信平台先进的服务功能，使得用户摆脱

体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信息推广活动，不仅可以

了时空的限制，无需到馆操作，就可以在线浏览、

满足广大用户的移动阅读需求，也可以强化信息服

下载所需信息，提高了信息获取和利用效率[3]。

务能力，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

2 媒体融合背景下图书馆微信平台利用现状

1 媒体融合背景下图书馆微信平台的特点

2.1 服务内容

1.1 用户对象相对固定

当前高校图书馆微信平台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

自 2011 年腾讯公司推出微信以来，其用户数量

包括馆藏查询、新书推荐、培训讲座、新生指南等

与日俱增，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社交工

常规服务项目。一些图书馆在提供基础服务的同

具。我国很多图书馆紧跟时代步伐，纷纷开通微信

时，也根据用户需求推出借阅证绑定和解绑功能，

公众号，借助微信平台对外提供信息服务。虽然图

或者推出个性化订阅服务，大部分微信平台均支持

书馆面向社会人士开放，其微信平台人人可以关

用户的移动在线阅读，体现了微信服务的先进性[4]。

注，但发布的内容多与图书馆服务相关，或者涉及

在官微信息推送方面，各高校图书馆在推送频率上

馆藏资源、数据库的检索等，因此会吸引特定的用

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大部分图书馆每周推送文章不

户群体。研究表明，大部分图书馆微信平台的内容

足 3 条[5]，表明很多图书馆没有充分利用微信平台，

相似，包括新书推荐、专题讲座、馆内动态等，用

缺少对官微的管理维护，这就很难长期吸引用户。

户也可以借助微信平台与馆员互动，或者加入微信

2.2 平台推广力度

群参与在线讨论。总体而言，图书馆微信平台用户

高校图书馆用户群体相对固定，其微信平台作

相对固定，吸引的多为具有一定知识储备、渴望获

为与用户交互的窗口，若没有做好推广与宣传工

取新知识的群体。

作，很容易影响到微信平台服务质量。笔者通过浏

1.2 用户需求稳定性

览一些高校图书馆微信平台的主页面，发现一些图

图书馆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将其作为对外

书馆缺少宣传推广内容，仅为常规的内容更新。在

发布信息的工具，作为移动在线信息检索入口，为

微信平台阅读推广方面，这些图书馆发布的内容包

更多用户提供便利。图书馆的发展目标与服务定

括专家讲座、美文赏析、阅读沙龙等，其中美文赏

位，限定了其资源建设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析、图书推荐等原创文章的阅读量较高。如一些大

了微信平台发布内容的范围。一方面，图书馆本身

学图书馆根据最新网络热点，推送的原创性图书推

拥有稳定的用户群体，这些用户作为微信平台的忠

荐类文章，就受到本校师生的欢迎 [6] 。表明图书馆

实受众，其资源与服务需求相对稳定。另一方面，

应强化宣传推广力度，结合用户兴趣推送原创性文

图书馆在微信平台建设方面，对其中内容的补充与

章，是避免微信平台同质化、提高服务针对性、提

[2]

更新，是以馆藏资源和用户需求为导向的 。因

升用户满意度的重要措施。

此，若图书馆在馆藏建设范围、发展方向上没有较

3

大的变动，则其微信平台的服务形式将不会发生较

升策略

大变化，这也使得用户在资源需求的数量与专业性

媒体融合背景下图书馆微信平台社会影响力的提
微信平台是提供移动在线服务的重要途径，是

方面有一定的稳定性。

图书馆与用户交互的重要媒体。研究表明，我国很

1.3 平台服务先进性

多图书馆虽然建立了微信平台，但通过评估其社会

微信平台具有信息发布即时性、共享性的特

影响力，发现其发展极不平衡，很多平台服务内容

点，信息更新速度快，用户可以迅速获取第一手资

单一、建设滞后，无法充分发挥微信的服务优势。

源，随时掌握图书馆的最新动态。图书馆可以采用

为了进一步提高图书馆微信平台的服务功能，强化

订阅号的方式，邀请更多用户关注微信平台，根据

其社会影响力，笔者提出以下 3 点建议。

不同类型用户的需求，定期推送用户感兴趣的热点

3.1 强化自我营销意识

资讯，让用户可以便捷地获取信息，不至于感到厌

微信公众号可以扩大信息传播范围，图书馆利

烦。同时微信平台的服务具有私密性，用户可以随

用这一媒体的目的，就是多方位展示自身服务特

时与馆员一对一在线互动，随时了解所需的资料，

色，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 [7] 。在媒体融合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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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要想发挥微信平台功能，就需要改变散漫的

宣传，扩大官微的社会影响力。图书馆也要重视人

运营方式，借鉴微信公众号的运营经验，深入研究

才培训工作，选择专业人士从事平台运营工作，要

自我营销之道，以科学有效的运营策略提升平台影

求他们定期学习新知识，主动钻研平台运营策略。

响力。图书馆要把握微信平台“内容为王”的特

此外，重视头条文章的创新性建设，以风趣幽默的

点，做好内容设计工作，尽量结合自身服务特色，

语言和引人入胜的图片吸引用户眼球，进而提高平

以新颖有趣的标题和原创内容，提升微信平台服务

台用户的活跃度。

质量。同时积极做好线上线下营销工作，通过线上

4 小结

互动答疑和线下发放小礼品的方式，激发用户关

媒体融合环境为图书馆提供了全新的服务途

注、转发的兴趣，全面拓展微信平台的信息覆盖范

径，方便图书馆通过资源整合建立一站式服务平

围。

台。图书馆微信平台作为新型对外信息传播媒体，

3.2 丰富服务呈现方式

可以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主动提供多元化、个性

图书馆用户类型多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也日

化的内容，促进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图书馆应切

益多样化，为了更好地满足媒体融合背景下用户个

实关注自身微信平台的社会影响力，全面掌握其运

性化的需求，图书馆微信平台应该保障服务内容的

营状况，发现现阶段的不足，进而制定有针对性的

丰富新颖性。图书馆在微信公众号文章展示方面，

改进策略，推动图书馆的跨越式发展。

可以引入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知识，研究用户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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