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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环境下图书馆深阅读推广研究 *

王 欣 余成斌

（六盘水师范学院图书馆，贵州 六盘水 553001）

摘 要：［目的 / 意义］全媒体环境对阅读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如何利用全媒体对现有阅读推广模式

进行改进和优化，促进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深化，具有现实意义。［方法 / 过程］本文将全媒体与图书馆的

阅读推广结合，分析全媒体的优势及其在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作用，并从平台、资源、品牌和读者等方

面提出相应的阅读推广建议，深层次挖掘深阅读推广活动的服务潜能，构建更加合理、科学的阅读推广

体系，从而推动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跨越式发展。［结果 / 结论］本文提出利用全媒体开展阅读推广的

策略：注重新媒体利用，创新深阅读推广模式；推进数字化建设，构建全媒体资源平台；创新宣传方式，

打造阅读推广品牌；完善组织机制，强化队伍建设等。实施全媒体深阅读推广策略，可以培养读者的阅

读兴趣，激发读者的阅读热情，帮助读者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不断提高阅读效率，促使有用有效的信

息快速转化为知识，促进自身全面发展，推动深阅读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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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出“倡导

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这一重要内容。自 2014 年起，“全民阅读”连续八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1］对于阅读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曾说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

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2］崇尚阅读，也是培养时代新人、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养的重要

途径。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重在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引导广大读者进行“深阅读”，推进全社

*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双一流’背景下贵州省高校图书馆特色数字资源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9zc087）、

2020 年六盘水师范学院社科联项目（项目编号：LPSSYSKL0409）和 2018 年六盘水师范学院科技创新团队项目“图书馆建设与

服务创新团队”（项目编号：LPSSYKJTD201803）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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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全媒体环境对阅读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如何利用全媒体对现有阅读推广模式

进行改进和优化，促进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深化，具有现实意义。［方法 / 过程］本文将全媒体与图书馆的

阅读推广结合，分析全媒体的优势及其在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作用，并从平台、资源、品牌和读者等方

面提出相应的阅读推广建议，深层次挖掘深阅读推广活动的服务潜能，构建更加合理、科学的阅读推广

体系，从而推动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跨越式发展。［结果 / 结论］本文提出利用全媒体开展阅读推广的

策略：注重新媒体利用，创新深阅读推广模式；推进数字化建设，构建全媒体资源平台；创新宣传方式，

打造阅读推广品牌；完善组织机制，强化队伍建设等。实施全媒体深阅读推广策略，可以培养读者的阅

读兴趣，激发读者的阅读热情，帮助读者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不断提高阅读效率，促使有用有效的信

息快速转化为知识，促进自身全面发展，推动深阅读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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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形成“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

“深阅读”是丰富内涵、发展思维的精读、细读，是一种主动的阅读行为。这种以阅读喜好、

个性需求、系统思考、分析判断为主的阅读方式，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其思辨能力，

使其获取更多系统的新知识。图书馆进行“深阅读”推广，可以给读者带来高层次的阅读体验，

丰富自我认知，强化知识体系，升华精神境界，是对“全民阅读”最好的实践和发展，促进“书

香社会”“书香校园”建设向纵深推进，符合当下社会发展需要，意义重大。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应运而生，大众对新媒体的依赖越来越强，大众

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20 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报告显示，2019 年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保持持续增长，其中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

率为 79.3%，较 2018 年上升了 3.1 个百分点，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阅读方式，数字化阅读的

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阅读偏好，数字阅读已经成为国民的主流阅读方式。［3］在技术发

展与数字化阅读需求的驱动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交织并存、融合发展，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与

阅读方式多元化构成了全媒体环境和趋势。

在全媒体环境下，图书馆的阅读推广面临挑战和机遇。一方面，碎片化、快速阅读成为阅

读新时尚，娱乐化、浅阅读盛行，而传统形式的线下阅读推广对读者的吸引力下降，其传播的辐

射力和影响范围有限；另一方面，新媒体具有传播形式灵活多样、传播成本低、影响范围广等优

势，为阅读推广提供了新方法、新渠道。因此，如何顺应阅读方式的变化和读者需求，充分利用

新媒体技术进行深阅读推广；如何将传统的阅读推广方式与新媒体方式有机融合，形成全媒体阅

读推广新模式，从而更有效地引导和帮助读者进行深阅读、克服浅阅读弊端，成为图书馆亟待解

决的重要问题。

1 相关文献回顾   

1.1 “全媒体”概念的提出

互联网的出现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为媒体的蓬勃发

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传媒界的探索以及媒介融合的发展，“全媒体”的概念开始出现。为贯彻落

实《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原新闻出版总署启动的“国家数字复合出

版系统工程”进一步促进了“全媒体”的形成与发展。2008 年，烟台日报业集团组建“全媒体

新闻中心”，全媒体、全媒体运营以及全媒体报道的相关衍生概念随之出现，引起了广泛关注。

2019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

融合发展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

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

作面临新的挑战。”［4］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媒体”和“四全媒体”概念的提出，相关研究

不断涌现，形成热潮。关于“全媒体”的定义，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认同包玥晗［5］

关于“全媒体”的定义：全媒体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不断进行的媒介融合实践探索与

实践应用中依托“多媒体”“跨媒体”等相关概念而产生的，立足于现代技术发展与媒介融合过

1 相关文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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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综合多种媒体在传播方式、表现手段、媒介内容生产、媒介形态等方面的整合运用，通过文

字、图像、视频、音频等传播手段在多种渠道与平台所进行全方位的信息融合与传播。

1.2 全媒体深阅读推广的相关研究

根据文献调查，关于全媒体与阅读推广，随着热度不断上升，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如：

张玥和罗瑞［6］以“移动互联环境下的深阅读”为核心范畴，从用户、环境、文本和技术四个维

度，构建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深阅读影响因素整合框架，并基于各维度提出相应的策略。潘

永胜［7］从传统图书馆的优劣势来分析全媒体时代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于准［8］则从“四全媒体”

背景下读者需求方面出发，提出图书馆应从时空、技术、主体和功能四个维度积极创新 , 加强

阅读的“全程”拓展。邢雪［9］分析了全媒体背景下公共图书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基于读者阅

读需求，从读者导向、多功能载体和多元化服务等方面提出服务对策。李浩［10］通过分析全媒

体数字时代“浅阅读”的现状，提出经典阅读推广要从“深”和“广”方面下功夫。秦疏影［11］

从选好图书、尊重读者的阅读自由、借助学生志愿者、制造话题、利用全媒体环境下的新技术

等方面探讨了全媒体环境下开展深阅读的流程、原则和方法。孔超［12］等人采用频数分析、交

叉分析等方法围绕大学生的阅读需求进行分析，引导大学生掌握数字化阅读工具，提升数字化

深阅读质量。

综观研究，关于全媒体和阅读推广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或是探讨深阅读的影响因素和阅读

方式，或是探讨全媒体的优劣势等情况，而针对全媒体研究图书馆深阅读推广的文章较少。本文

对深阅读推广必要性和全媒体在深阅读推广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图书馆全媒体

深阅读推广模式和方法策略。

2 深阅读推广的必要性   

“深阅读”是指具有目的性、学习性、系统性和研究性的深度阅读，是以提升学识涵养、理

论思维和工作能力为目的的深层次阅读方式。深阅读推广的最终目的是让读者在多读书、读好书

的基础上细精研读。

2.1 陶冶情操，提升文化素养

深阅读的推广可以给读者带来高层次的阅读体验，丰富自我认知，强化知识体系，升华精

神境界。与浅阅读不同，深阅读多数以图文信息的方式进行传播，通过深阅读能够锻炼读者抽象

思维能力，能够深层次地理解作者的情感表达和审美观念，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浅阅读的方式

很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层次意义，只有通过深阅读才能够理解其中的内涵精髓。中国阅读学研究

会会长徐雁［13］指出：唯有深阅读，才能为人生插上理想的翅膀。唯有深阅读，能够改变人的气

质，提升人的品位，成就人的事业。通过深阅读，可以使读者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培养大众阅

读兴趣，提升大众文化素养。因此，在全媒体背景下开展深阅读的推广，有利于读者真正进入深

度阅读的状态，带着问题和目标阅读，达到阅读推广最大效果，也是读者提升自身素质和阅读素

养的必要途径。

2 深阅读推广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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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推动全民阅读长足发展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阅读是涵养精神、提升文化底蕴的有

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纳入文化强国建设。通过加大阅读内容

引领、组织开展重点阅读活动、加强优质内容供给，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14］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有利于增强中华民

族的创新力、文化自信和获得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图书馆大力开展深阅读推广，与全民阅

读的内涵是相契合的，是对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积极响应。在全媒体时代，深阅读推广意义深远，

图书馆要从受众的需求和喜好出发，关注阅读推广的形式和内生动力，激发深阅读推广的活力，

保持其有效性，持续推动全民阅读长足发展，提升国民阅读水平，营造“读书好、好读书、读好

书”的良好社会风气。

2.3 有效克服碎片化浅阅读的弊端

当下人们越来越习惯数字阅读，利用闲暇时间通过手机或台式电脑浏览网上新闻和各种信

息，数字阅读的渠道多种多样，内容也丰富多彩，然而大量的信息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往往会

很难辨别真伪，容易形成错误的认知。碎片化阅读让阅读变得轻松的同时，也让真正有效的阅读

变得艰难。碎片化阅读还会使读者形成一种惰性化的依赖，习惯于简便获得知识碎片，不容易形

成深度的、系统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对于当代大学生，碎片化、娱乐化的阅读会影响价值观的形

成，杂乱的信息不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因此，阅读推广对读者进行深阅读的引导，是对个

体精神和心灵成长引领，引领读者进入自我阅读的状态。深阅读的推广应该以受众需求为核心，

活动的内容应多样化，提高阅读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吸引读者的兴趣，同时引导读者带着问题进

行精读、细读，让读者获得很好的阅读体验，并在深阅读的过程中认真思考，形成良性的语言和

思维发展模式，锻炼思维的逻辑性和严密性，更有利于构建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获

得系统的有价值的知识体系，提升自我内在涵养。深阅读还能不断地趋利避害，让受众了解“碎

片化阅读、功利化阅读”的弊端，知晓深阅读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不断强化自身学习能力，使其

眼界真正通达明澈，心灵真正踏实富足。

随着全民阅读在全国各地的蓬勃发展，深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发展的核心所在。引导大众

进行深阅读，有助于摈弃浅阅读带来的负面影响，获得系统的知识架构，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

我。通过深阅读推广，不仅能够提高阅读者的思考和思维能力，从群体的角度来说，还有利于社

会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在当前浅阅读盛行的数字时代，加强深阅读推广更加重要。

3 全媒体在阅读推广中的作用分析   

全媒体是指所有媒介载体形式的总和，涵盖报刊纸媒、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等传播渠

道，同时也意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融合的传播手段和模式。在以“全程、全息、全员、全

效”为信息传播特征的全媒体时代背景下，以纸媒和线下活动为代表的传统阅读推广方式在激发

读者的参与热情方面有较大局限，而以传统方式与新媒体方式相结合的全媒体阅读推广具有更大

的优越性。

3 全媒体在阅读推广中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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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阅读推广模式多元化

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读者对阅读的需求也相应发生改变。传统的阅读推广较为单一，读

者也往往只是被动接受的角色，只能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全媒体时代给人们营造一种全新的阅

读环境，阅读推广结合新媒体给读者创造随时随地可以阅读的便捷方式。现在很多微信公众号、

微博、短视频等发布信息的形式更加多元化、有更强的互动性，让广大读者更有参与感和阅读积

极性。

传统的阅读推广主要有展览、海报、讲座、访谈等线下活动方式，图书馆在传统形式的阅

读推广方面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新媒体的运用十分普遍，信息传播平台众

多，不同的传播平台又具有各自独特的风格。数字杂志、数字图书、移动电视、智能手机等新的

媒体形态的出现，为阅读推广拓宽了推广渠道，也丰富了推广内容。例如，微博以 150 字以内的

文字表述和图片为主，微信公众号以图文为主，抖音、火山小视频等则是以 15 秒到 1 分钟的短

视频为主等等。图书馆可以积极搭建更加开放的、有针对性的阅读推广平台，根据不同平台的特

点精心策划符合平台特色的内容，形成多元化的、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形式，吸引不同读者群

体。［15］目前，一些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利用新媒体优势，围绕全民阅读，逐渐形成具有一定社会

影响力的阅读推广案例，比如阅读达人秀、阅读书友会、经典读物展播等。并且，图书馆将推广

活动内容与当前社会热点实现有机融合，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群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不仅丰富了阅

读模式，还进一步拓宽读者的阅读视野，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培养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3.2 阅读推广资源丰富化

在全媒体时代，数字阅读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信息资源日渐增多，图书馆的馆

藏资源也从单一的纸质图书，变为拥有纸质文献、数字文献、音频文献、图片资源、视频资源等

多种类型的资源。这不仅减少了图书馆藏书的占地空间，也给读者带去了更多的便利，使其不再

局限于排队借阅、下载文档、复制图片等方式浏览信息资源。数字资源丰富多样、形象生动，获

取方式开放快捷的特点使得网络阅读更具生命力。图书馆利用全媒体资源，基于读者的个性化阅

读需求，将传统阅读与数字媒体阅读有机结合，使得书香既留在纸本中，又留存于移动设备和网

络中。同时，通过数字媒体阅读可以有效实现知识的交互相融，使得服务更具个性化、精准化，

完善多元化数字阅读平台，让读者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感。［16］

3.3 阅读推广低成本与范围扩大化

过去，图书馆举行每一次阅读推广活动，涉及的人员、场景布置、新书推荐、讲座论坛等都

需要一定经费支持，这给很多图书馆造成了压力，限制了很多活动的开展。全媒体环境下，阅读

推广可以全面运用网络优势，综合利用新媒体资源，强化阅读推广的力度。例如，利用网络等新

媒体构建阅读推广活动的网上虚拟场景，可以节省实体场景布置的成本并突破人数、场地、地域

的限制，扩大受众范围；综合各媒体利用信息资源，可以大幅度降低阅读推广的成本，让受众所

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图书馆的阅读推广结合实际情况，推陈出新，将网络阅读设备和新型阅读

推广相结合，形成多种体验场景相互交融的模式，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的进行阅读，实现具有时

代意义深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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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阅读推广效率和质量提升

在过去一个时期，随着全民阅读的广泛开展，很多图书馆互相借鉴经验方法，在阅读推广

模式、推广内容和推广方式等方面都是大同小异，有的甚至直接“抄袭照搬”，自身活动缺乏特

色和创新，导致阅读推广的质量不高和效率低下。在新媒体普及的今天，图书馆有条件采用全

媒体阅读推广模式，阅读载体更加多元化，阅读推广渠道更加宽广，活动形式更加多样，不再

局限于海报、新书推荐、讲座、竞赛等传统形式。同时，图书馆可以利用全媒体技术，研究现

代社会主流阅读群体的阅读特点，深挖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人们的阅读需求和阅读喜好，有的

放矢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设计更加贴合读者阅读需求和习惯的推广形式及内容，挖掘潜在

的阅读群体，不断扩大阅读服务范围，全面提升阅读推广的效率和质量。

4 利用全媒体开展深阅读推广的几点建议   

在移动终端普及、网络利用率高、信息渠道和阅读方式多元化的全媒体环境下，深阅读推广

活动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深入研究全媒体环境下如何引导深阅读是图书馆重要的职责所在。

本文将结合实际案例，就如何利用全媒体开展深阅读推广提出如下建议。

4.1 注重新媒体利用，创新深阅读推广模式

全媒体时代的阅读推广迎来新的机遇，各类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阅读推广宣传提供了更多选

择。图书馆应及时对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进行研究，充分利用好新媒体特别是当下流行的

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结合传统阅读推广的宣传方式，实现创新发展，打造立体化、

大众化的宣传阵地，拓宽深阅读推广的渠道，以达到深阅读推广最好的效果，营造良好的阅读氛

围，让阅读真正成为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主流。具体而言，从推广内容着手，利用官方微博、微

信公众平台等各种新媒体，大力开展“微活动”，比如微信电影展、微信音乐周、微信读书分享

沙龙、在线竞答等，使得阅读推广活动“活色生香”，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并参与其中，获得阅

读的乐趣和优质的阅读体验感。“微活动”的开展体现了深阅读推广的人性化、特色化、专业化

等特点，有利于营造人人参与阅读的良好氛围。如：清华大学开展创意有奖征言“图书馆，我想

对你说”的活动，增强了与学生的互动性，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推出“书

影时光”系列微电影，邀请优秀校友以短片的形式推荐读物，并借助微信平台进行经典阅读推

广，同时，在线下开办“经典阅读读书报告竞赛”“带本书去旅行”等活动以及图书交流会，使

阅读推广的方式更新颖、更生动、更具影响力。［17］从阅读推广方式出发，打造形式多样的深阅

读活动。例如：开展“阅读马拉松”“一年一本书”等长期性的阅读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将传统

文献与数字文献结合，形成阅读主题，采用设计议题引导指导阅读、增加阅读中的交流互动、分

级分阶段循序渐进阅读、系统阅读等方式，深化深阅读的内涵和方式，并充分运用全媒体的优

势，开展线上线下阅读活动，形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推动深阅读的发展，让读者

从碎片化的浅阅读逐步向深阅读过渡，慢慢地深入反复阅读一本书，提升自身的阅读能力，促进

自我全方位的成长。

4 利用全媒体开展深阅读推广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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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数字化建设，构建深阅读推广的全媒体资源平台

全媒体时代下，各类信息技术发展速度迅猛，随时随地获取新闻、资讯、知识的数字阅读模

式非常方便快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要结合时代特点和读者的阅读

行为习惯等进行模式创新，利用新媒体的优势，积极开展数字阅读推广活动，通过网上阅读推广

平台建设、数字资源建设和馆藏资源整合，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深阅读提供资源保障，为读者提供

更便捷、更有效的阅读条件。

4.2.1 利用新媒体技术构建网上阅读推广平台

新媒体时代下，图书馆需要积极引入新型媒体技术，为线上阅读推广搭建丰富的互动交流

平台，比如建立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抖音官方账号等推送相关信息，加强与读者的互

动交流。此外，通过构建图书馆资源检索、图书推荐、资讯导航等模块，链接相关需求页面，形

成完整且高效化的数字检索系统，方便读者快速选择自己想要的资源内容。［18］在推广形式上做

出改变，从多角度多维度给读者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比如，微信公众号的推文要注重标题的创

新，易被大众所接纳；还可以在推文中插入图片、短视频、VOLG、音乐背景、音频解说等，不

断丰富推送的内容，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切实发挥数字化阅读推广的价值。网络直播作为

时下最流行的方式之一被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绝大多数的知识教

育、培训会议和论坛会议等均采用了网络直播模式，既及时方便，也增强了和读者的互动。图书

馆可以很好地借鉴和运用网络直播的模式，在举办论坛、读书、知识竞赛、讲座等阅读推广活动

时，均可以采用这种形式。

4.2.2 推动数字化建设，为全媒体深阅读提供资源保障

2017 年是贵州全民阅读启动的第 12 个年头，全民阅读工作列出的 11 项重点工作中就包括

数字化建设的内容。2019 年 8 月 1 日，《贵州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中提到：“应

当加强全民阅读设施的数字化建设，推广运用贵州数字图书馆、书香贵州数字电视网络图书馆等

数字阅读平台。鼓励运营平台免费提供阅读资源，鼓励出版发行单位创新技术手段，开发应用多

媒体阅读产品，推广网络阅读、电子阅读、电视阅读等数字阅读方式。”［19-20］图书馆将文献信息

资源加以数字化存储和利用，加快图书馆数字化创新建设，为读者数字化阅读提供资源保障和技

术支撑，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图书馆要以读者为中心，开展图书数字化建设，让读者方便

快速精准的查阅资料。对于数字化图书馆来说，除了建立基本的书目数据库之外，还需要加强软

硬件的升级更新，利用数字化技术将纸质资源转换为数字资源，建立全文数据库系统；同时，将

声像、影音等电子资源加工整合，形成更加便于利用、内容主题鲜明的数字资源体系。图书馆应

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对数字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为读者深阅读提供更丰富的、多元化的资源

支撑。

4.2.3 有效促进馆藏资源的整合

无论是传统的图书馆还是数字化图书馆，馆藏图书资源都是其发展的灵魂所在，也是阅读

推广的资源保障。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载体和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这

就要求图书馆在发展中，不断探索资源整合、资源保障的路径。图书馆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

来实现馆藏资源的有效整合，并不断扩大和丰富馆藏资源，为读者提供更加多姿多彩的资源信

SBBJD.indd   90 2021/12/20   10:38:42



091091

王欣，余成斌 . 全媒体环境下图书馆深阅读推广研究［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1，3（4）：084-095.

息。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图书馆要积极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更先进的技术，建立一

个标准、规范的数据环境，确保图书馆的馆藏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同时，还需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将馆藏的图书资源、知识信息进行精准推送，增强与读者的互动交流。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

使得读者在视觉和触觉方面获得更多体验，读者在获取阅读资料时也不会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21］数字化图书馆建设、新媒体技术利用使得图书馆资源的整合度更高，快捷高效的信息网

络也为统一规范的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应用平台。数字化、智能化图书馆作为全媒体资源整合平台

将为读者深阅读带来更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新体验。

4.3 创新宣传方式，打造阅读推广品牌

打造阅读推广品牌有助于彰显文化特质，建立和提升社会形象，扩大活动的影响范围和效

果，使得阅读推广活动更具生命力。在全媒体时代，图书馆应积极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充分发挥

全媒体的优势，采用线下线上同步开展的方式，积极推广全民阅读，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阅读推

广活动品牌。

4.3.1 以全媒体推广方式打造经典阅读品牌

经典阅读是深阅读推广的重要内容。优秀传统文化是经历时代大浪淘沙后留下的文化精华，

经典文献（如经典文学作品）博大精深、内涵丰蕴，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有学者指出：

“当前我们处于一个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与传统优秀文化传承的时代，推广经典阅读是行使这个时

代使命的基础路径。”［16］图书馆重视传统文化，推广经典阅读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要求。传统的阅读推广主要是以举办经典书展、开展征文活动、成立

读书会、搭建漂流书屋等方式开展。这些推广方式较为普遍，在推广中影响效果有限。图书馆有

必要创新推广方式，扩大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提升读者关注度，打造经典阅读品牌，让阅读推广

活动更具文化内涵和生命力。如举办“经典精讲”阅读推广活动，邀请行业内专家针对传统文化

经典开展讲座，或是依托地方文化馆、博物馆、文化古迹、传统村落等打造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的阅读推广活动，并借助各类媒体平台推广和宣传经典阅读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融合，让读者通

过经典阅读感受到文学与文字的力量，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进而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深入

阅读。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阅读推广活动将更多与新媒体结合，不仅要打造特色鲜明、内涵丰

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品牌，还应该创新阅读推广方式，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开展形式多样

的阅读推广活动。例如借助新媒体技术开设网络读书论坛、阅读与欣赏网络公开课、阅读专题网

站、阅读摄影展、阅读经典讲座视频、经典电影选映和点播等。也可以利用新媒体每天推出一首

唐诗、宋词或经典语录等，配以图画、音乐、朗读或赏析音频，让读者随时随地进行阅读。［22］

当下，很多图书馆都建立移动图书馆，运行日渐成熟，依托微阅读的特点，可以对电子资源进行

归类，不断丰富电子书籍，还可以增加经典阅读排行榜、热门经典书籍推荐模块等，向读者介绍

中外优秀著作。

4.3.2 联合社会力量持续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形成品牌效应

其一，结合自身优势与地域特色，持续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并借助媒体宣传，形成品牌效

应。作为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重要机构之一的图书馆，要充分认清社会发展形势，结合全媒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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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特点，充分利用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结合当地的地域文化，举办引人注目的阅读推广活动，

借助各类媒体宣传造势，形成阅读品牌效应。目前，图书馆主要以“世界读书日”“全民读书月”

以及一些重要传统节日为契机，持续深入开展读者参与度高、影响范围大的阅读推广活动，逐渐

形成各具特色的阅读推广品牌。例如天津图书馆的“海津讲坛”已举办了 480 期，该活动主要通

过在天津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微信公众平台开展宣传，走进公众视野［23］；宁波市图书馆与

“天一阁”联手打造了“天一讲坛”“天一展览”等 8 大阅读推广活动品牌，以各种新闻报道、宁

波图书馆官微推文和微视频等向公众推送［24］；河南省图书馆每周举办一次“豫图讲坛”活动，

邀请热心公益事业的名家名师对一些社会热点话题进行讲解，以网络直播的形式播出，深受读者

喜爱［25］；南京图书馆每年都会以一部经典著作为主题，举办南图阅读节，通过官微、官网开展

线上展览、在线课程和网络直播形式开展阅读，受到了读者的广泛追捧。［26］

其二，图书馆可以与民间团体、学校等合作，采取一定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全民阅读。全媒体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图书馆联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全民阅读推广活

动。比如，图书馆与当地的读书会、书画协会、书店、中小学校等机构合作，借助“世界读书

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重要节点，举办“图书馆之夜”、“阅读马拉松”、新春诗会、元

宵猜灯谜、书之韵微博朗诵会等特色活动，人人可参与，让读者感受新颖可亲的阅读氛围，提

高参与阅读推广的热情。在全媒体时代，图书馆要发挥社会力量丰富的优势，广泛引入社会力

量参与阅读推广，形成基于全媒体环境的新型数字化阅读推广模式，实现线下线上资源一体化

整合，定期、持续举办有特色的、读者喜爱的阅读活动，逐步扩大活动范围，形成具有区域影

响力的阅读活动品牌，促进全民阅读高品质、高规格纵深融合发展，让全民阅读真正变成全民

“悦”读。

4.4 创建社群，增加阅读受众

图书馆应该为读者提供丰富的线上交流平台，让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参与到全媒体的深阅

读推广中来。目前很多高校运用得最多的媒体平台是微信公众平台，以此创建微信群，形成讨

论的社群。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不仅要利用微信平台创建社群，还应该拓宽阅读推广的渠

道，结合市民、学生的喜好，开通官方微博，利用微博发起特色话题，发布丰富的图片、视频

等，吸引市民、学生参与讨论，尽情分享感悟，交流思想；同时，图书馆还应该利用抖音、快

手等当下火热的短视频平台，开通官方抖音、快手账号等，将阅读推广的内容变成读者喜闻乐

见的简短文字、小视频等，配以音乐或者朗诵等丰富的形式，创建交流社群，拓宽受众范围，

让市民和学生能有更多的平台进行交流互动，全面增强全媒体阅读推广的影响，以达到促进全

民阅读的目的。

4.5 完善组织机制，强化队伍建设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的重要工作之一，具有长期性。目前，除了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图书馆设有

阅读推广部负责常规的阅读推广工作，多数地方院校图书馆和部分公共图书馆未设立专门的阅读

推广部门，多数的阅读推广工作由兼职人员来承担。这种状况不利于全媒体环境下阅读推广工作

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浅阅读”现象比较普遍，需要图书馆加强深阅读引导，开展具有主题性、

系统性、层次性和不可替代性等特点的深阅读推广［27］，将“浅阅读”向“深阅读”转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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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效果。另一方面，全媒体在阅读推广中的运用，需要更多更专业的人员来处理长时效、跟

踪式、专业化的阅读辅导和推广。同时，全媒体阅读推广还需要统筹图书馆多部门力量，并与社

会各方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总之，随着阅读推广工作的深化和扩展，全媒体相关技术方法

应用、深阅读引导的力度加大，阅读推广工作对组织机制和推广人员的专业性有了更高的要求。

这就需要图书馆创新组织机制，加强队伍建设，为全媒体深阅读推广提供组织和专业技术力量保

障。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在图书馆中设立阅读推广部门或增设专业阅读推广员岗位，专人

专事，在阅读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跟踪后期成效及评价等方面形成闭环，有效提升深阅读推

广的质量和效果。二是强化阅读推广队伍建设。鼓励图书馆员通过自主学习，提高深阅读推广和

新媒体应用等相关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邀请行业专家到馆开

展专业化培训，或是外派人员参加高级研修班、培训班接受专业化的培训；根据全媒体深阅读推

广工作要求选拔、引进优秀的推广人才，形成一支有保障、专业化的推广队伍。从组织创新和队

伍建设入手，将图书馆的深阅读推广真正落到实处。

5 结 语   

2021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文墨

养心，厚学养德。图书馆通过深阅读推广，建设“书香社区”“书香校园”，让读者畅游书海，浸

润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培养广大读者爱上阅读，喜欢阅读，在阅读中体验快乐、感悟人生、追

求真理。运用新媒体技术参与的阅读推广，更方便快捷，更能被大众接受。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

合、线下与线上结合的全媒体阅读推广，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广泛，为大众

提供信息资源更完善，读者范围更广，互动性更强，阅读推广的效果更加凸显。图书馆应结合自

身的特点，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和网络资源，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推广，吸引更

多的读者参与其中，推动全民阅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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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ibrary Deep Reading Promotion 
in an All Media Environment

WANG Xin YU Chengbin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Guizhou 553001,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all media environmen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reading.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 cance to study how to use all media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reading promotion mod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deep reading promotion. ［Method/process］This paper combines all 
media with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all media and its role in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present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reading promo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platforms, resources, 
brands and readers, makes full use of the service potential of deep reading promotion, and constructs a 
more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reading promotion system, in order to achieve remarkabl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Result/conclusion］This research study comes up with the strategy 
of using all media to carry out reading promotion: Using new media to broaden the he horizen of deep 
reading promotion; Promoting digital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all media technical and resource 
platform; Innovating publicity methods to create a reading promotion brand; and 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ing team buil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ll media deep reading promotion 
strategy can cultivate readers’ reading interest, foster readers’ reading passion, help readers form good reading 
habits, continuously improve reading effectiveness, faciliate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useful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into knowledge, and consolida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eep reading.
Keywords: All media; Deep reading; Reading Promotio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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