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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基于侨批档案推广实践和新媒体技术在古籍推广中的运用，探索利用新媒体

技术推广侨批档案的策略，构建活化侨批档案、传承侨批文化、延续侨批记忆的路径。［方法 / 过程］运

用 7Ps 服务营销理论，基于扎根理论从推广主体、形式、内容、效果和宣传方式五个角度对侨批档案推

广案例进行编码分析，总结侨批档案资源特性及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借鉴新媒体环境下的古籍推广经验，

探索新媒体与侨批档案推广的融合之道。［结果 / 结论］针对侨批档案推广存在的社会力量能动性欠缺、

内容挖掘不足、新媒体技术运用不够充分等问题，应通过推广主体社会化、推广形式和宣传方式融合新

媒体技术、推广效果分众化等策略发挥新媒体技术的优势，推动珍贵的侨批档案进一步走向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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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侨批产生于东南沿海民众出洋谋生的时代，盛行于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 70 年代。侨批兼具

家书与汇款凭证功能，记录了华侨当时在海外生活的情形及其所在国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

历史文化价值。侨批档案 2013 年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侨批记载

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2］。《“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指

出“通过宣传推广，提升档案文献遗产认知”［3］。宣传推广侨批档案是保护、活化侨批档案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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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途径。新媒体环境下，文化宣传的形式更为丰富，推广范围更加广泛。将新媒体技术灵活应用

于侨批档案推广工作，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表现，也是优化推广效果的方法。为顺应文献遗产保护

的需求，提高侨批档案知名度、传承民族精神，推动文化传承和新媒体建设两大时代命题融合发

展，本文研究如何将新媒体平台、技术与侨批档案特点相结合，探讨利用新媒体高质量推广侨批

档案的策略。

学界主要从传播媒介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视角定义新媒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定义为网

络媒介［4］。本文将“新媒体”界定为借助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等，通过计算机、

手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互动式服务的媒体形态。传统意义上，侨批与侨批档案指同一事

物。部分学者指出侨批档案的内容更加丰富，包括侨批和从事侨批业相关活动中形成的其他历

史记录［5］，如票据、照片等［6］。本文所指的“侨批档案”既包括侨批，也包括与其相关的各种

历史记录。

目前，新媒体环境下的古籍推广研究已经较为成熟，而与其互为“佐证”的侨批档案推广研

究则有一定缺口，古籍推广中的众多经验，可被有效提炼应用于侨批档案推广中［7］。新媒体环

境下的古籍推广研究集中于古籍阅读推广、古籍保护推广［8-9］和古籍数据库推广［10］等方面，具

体包括：（1）宏观讨论新媒体技术的优势及利用新媒体开展古籍推广的普适性方法［11］；（2）研

究利用新媒体开展古籍推广的具体实践，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推广实践［12-13］；

（3）研究利用特定的新媒体开展古籍推广，如短视频［14］、古籍类公众号［15］；（4）研究特定古籍

的推广，主要为中医药古籍［16］。

侨批档案推广研究从以下两方面展开：（1）从实体层面研究侨批档案资源的开发与推广。

部分学者研究如何通过特定手段推广侨批档案，如探讨侨批档案与城市公共空间结合［17］、利

用“文化云”实现数字侨批档案的共享［18］、侨批档案文献数字化建设［19］等。（2）从文化层面

探讨侨批档案文化的弘扬，如分析侨批档案文化弘扬的先进经验［20-21］、侨批档案文化品牌的塑

造［22］等。

总体而言，现有关于新媒体与古籍推广相结合的研究多聚焦于具体技术手段或整体古籍推广

实践，较少针对某类古籍研究特定的新媒体推广方式。且部分研究仅在建议中提及“利用传媒手

段宣传古籍”，概括性指出新媒体的优势并笼统提出策略，缺少具体操作方式。关于侨批档案推

广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传统推广方式和数字化工作，缺少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展推广的研究。因此本

文将针对侨批档案开展研究，在广泛调查侨批档案推广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

古籍推广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的侨批档案推广策略。 

1 基于扎根理论的侨批档案推广现状分析设计   

1.1 理论基础

1981 年，市场营销学专家布姆斯（Booms）和比特纳（Bitner）［23］在传统市场营销理论 4Ps

的基础上提出 7Ps 服务营销理论（简称“7Ps 理论”），即人员（Participant）、渠道（Place）、有

形 展 示（Physical Evidence）、 产 品（Product）、 促 销（Promotion）、 过 程（Process） 以 及 定 价

1 基于扎根理论的侨批档案推广现状分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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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20 世纪 90 年代，图书馆界开始关注其重要性和适用性［24］。

7Ps 理论在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中有一定的应用实践与基础，该理论既强调服务人员在营销活

动中的重要意义，也强调让用户成为营销过程中的参与者，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期待，把握好服

务的侧重点［25］。侨批档案的推广是通过产品和活动宣传引起公众对侨批档案的关注，促进侨批

档案的保护与传承。与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在推广理念、范畴以及路径上具有相似性，同样需要面

向广大受众，也关注受众在营销活动中的需求和感受。因此运用 7Ps 理论分析侨批档案的推广现

状，有利于从推广者和受众双重视角总结推广经验，发现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拟将 7Ps 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将其所包含的要素演化运用于侨批档案推广实践的分析

中，关注推广的全过程，以服务的视角评价侨批档案推广的效果。由于侨批档案推广多为公益服

务，本文剔除“定价”要素，其他各要素的内涵见表 1。

表 1 侨批档案推广实践分析角度

7Ps 理论要素 分析角度 分析角度内涵

人  员 推广主体 向目标受众推广侨批档案文化的宣传者

渠  道
推广形式 凝练侨批档案文化的有形展示形式

有形展示

产  品
推广内容 侨批档案推广形式的内容切入点

推广效果 侨批档案推广形式得到反响的情况

促  销 宣传方式 向目标受众推广侨批档案有形展示形式的方式

过  程 运行机制 侨批档案推广的具体过程

1.2 研究思路

首先，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通过收集侨批档案推广案例，基于 7Ps 理论，从推广主体、形

式、内容、效果、宣传方式等角度对案例文本进行程序化扎根编码。程序化扎根编码是 Strauss

和 Corbin 在经典扎根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程序化水平更高、编码过程更加系统的质化研究方法［26］。

它改进了编码程序，由实质性编码（含开放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调整为开放式编

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强调编码的程序以及概念与范畴间的因果关系，可操作性更强［27］。

目前较多研究选用程序化扎根编码［28-30］。因此本文采用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三

级编码，反复进行比较、抽象化和概念化，不断提炼新范畴，直至核心范畴饱和。从而分析侨批

档案推广的现状和现存问题，并总结推广实践中所体现的侨批档案值得关注的特点。其次，辅以

案例分析法，选取两个利用新媒体开展古籍推广较为成功的案例，多方面分析可借鉴之处，提取

新媒体环境下古籍推广的经验。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立足侨批档案推广的不足，将侨批档案的

特点与可借鉴经验相结合，提出新媒体环境下推广侨批档案的策略。

1.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侨批档案推广案例的介绍与报道为分析文本，文本主要来源于以下渠道：（1）广

东省、福建省等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文化研究中心的网站、公众号、短视频、微博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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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厦门网、中侨网等新闻媒体平台；（3）CNKI、读秀学术搜索等数据库。以“侨批推广”“侨

批宣传”“侨批展示”等为检索词，通过检索、筛选、剔除重复和与侨批档案相关度较低的案例，

最终得到 37 项推广案例（时间范围为 2005 年 1 月到 2021 年 9 月）。

基于 7Ps 理论，从推广主体、形式、内容、效果、宣传方式等方面，初步整理出 37 项实践

案例文本。再按照程序化扎根理论提炼侨批档案推广实践中的具体要素，由双人进行三级编码，

反复对比补充，形成最终编码结果。

1.4 数据分析 

1.4.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的第一步，根据研究主题，逐字逐句阅读原始文本并进行概念化处理，再

归纳、合并意思相似的初始概念，形成范畴。本文围绕“侨批档案推广”主题，逐个案例、逐个

方面对相关介绍和报道文本进行编码，提炼出 62 个初始概念，用 Ax 表示（见表 2），再将初始

概念归纳成 23 个范畴，用 Bx 表示（见表 3）。

表 2 开放式编码概念化结果（部分）

初始概念 原始文本

A58 奖项认可 P11 《海那边—潮汕侨批》获 2018 年南派纪录片奖之最佳导演奖、最佳节目奖

A59 品牌项目 P8 江门五邑侨批专题展被列入“2021 年广东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名单

A60 文化传承
P19 许多学校组织学生参观新加坡侨批文化展，不少人表示加深了对中国和新加坡历史
文化传承的认识

A61 情感共鸣 P24 《厦门侨批》发行引发世界华侨华人对华侨文化、华侨精神的共鸣

A62 集体学习 P29 厦门市中支科技处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注：如需了解“表 2 开放式编码概念化结果（完整版）”，请联系本文作者。

1.4.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二级编码，挖掘开放式编码得到的范畴之间的潜在关系，将分散的范畴有机联系

起来，形成更高层次的主范畴。本文的主范畴是 7Ps 理论的五个方面，开放式编码也是在该框架

下提炼的。5 个主范畴用 Cx 表示（见表 3）。

1.4.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进一步挖掘主范畴间的关系，提炼出一个核心范畴，并以“故事线”的形式将核

心范畴与主范畴串联起来，构建出完整的理论框架。本文的主范畴基于 7Ps 理论形成，各主范畴

都属于“服务营销要素”，这些要素反映了服务营销的情况，因此提炼出“侨批档案推广现状”

这一核心范畴。围绕其形成的“故事线”（见图 1）可以概括为：侨批档案推广首先由单个或多

个部门发起，基于侨批档案实体及其蕴含的丰富内涵，形成与推广内容适配的展览、剧目等多种

推广形式，通过刊物、电视媒介等渠道向社会推出。只有推广的内容、产品及宣传方式相匹配才

能达成权威关注、社会反响强烈等推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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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及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C） 范畴（B） 初始概念（A）

C1 推广主体

B1 独办（51.4%）
A1 个人独办；A2 党政机关独办；A3 文化事业单位独办；A4 社会组织
独办；A5 传媒机构独办

B2 合办（48.6%）
A6 党政机关主导的合作；A7 文化事业单位主导的合作；A8 社会组织
主导的合作

C2 推广形式

B3 图书（28.9%） A9 小说；A10 图鉴；A11 散文集；A12 汇编；A13 史话

B4 展览（18.4%） A14 图片展；A15 实物展；A16 图片 + 实物展

B5 剧目（5.3%） A17 话剧；A18 戏剧

B6 文创产品（5.3%） A19 陶艺品；A20 剧本杀

B7 影视作品（13.1%） A21 连续剧；A22 纪录片

B8 数据库（5.3%） A23 数据库

B9 赛事（2.6%） A24 赛事

B10 新媒体产品
（21.1%）

A25 系列推文；A26 短视频；A27 直播节目

C3 推广内容

B11 侨批档案故事
（36.6%）

A28 潮汕文化和风土人情；A29 华侨故事；A30 华侨精神

B12 侨批档案历史
（46.3%）

A31 侨批业兴衰史；A32 侨批管理政策史；A33 金融与工商史；A34 交
通史；A35 邮政（批局）史；A36 华侨史

B13 侨批档案实体
（14.6%）

A37 侨批档案知识介绍；A38 实体展示；A39 侨批档案资源汇集

B14 侨批档案保护
（2.5%）

A40 侨批档案保护群体

C4 宣传方式

B15 刊物（14.6%） A41 期刊刊载；A42 报刊报道

B16 现场推广（14.6%） A43 文创产品推广；A44 首发会推介；A45 讲座分享

B17 电视媒介（12.5%） A46 电视台报道；A47 电视台播出

B18 网络媒介（31.2%）
A48 官网产品介绍；A49 官网活动报道；A50 官网展示；A51 音视频平
台播出

B19 社交媒介（27.1%） A52 公众号推送；A53 视频号推送

C5 推广效果

B20 权威关注（27.8%） A54 专家关注；A55 领导关注

B21 社会影响力
（36.1%）

A56 新闻媒体报道；A57 社会关注度

B22 荣誉肯定（22.2%） A58 奖项认可；A59 品牌项目

B23 社会教育作用
（13.9%）

A60 文化传承；A61 情感共鸣；A62 集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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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侨批档案推广现状“故事线”

1.4.4 饱和度检验

按照案例的顺序逐一编码，第 33 个案例之后未再产生新的概念和范畴，满足理论饱和原则。

因此，认为本文对侨批档案推广实践的调研充分，相关结论可以反映侨批档案的推广现状。

2 侨批档案推广现状分析结果   

2.1 从侨批档案推广实践看侨批档案的特点

2.1.1 形成上：数量庞大，形成地广泛

侨批产生于晚清，20 世纪 70 年代退出历史舞台。该时期，大量华侨外出谋生，国内外往来

侨批数量庞大。据统计，20 世纪 50 年代，仅广东省每月的侨批就达 30 余万封。

国内的侨批档案集中分布在广东省潮汕地区、江门市和福建省厦门市、泉州市等侨乡；国外

的侨批档案则随着华侨的足迹遍布五大洲，集中在东南亚一带。抓住“侨批广泛分布”的特点，

2012 年福建省泉州市档案馆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共同举办了“家书抵万金——新加坡侨批文化

展”，展览选址于新加坡。在此期间共吸引了新加坡逾 15 万人参观，因反响热烈，原定 1 月结束

的展览延至 5 月［31］。侨批档案涉及的地域十分广阔，其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这正是以

中外合作形式举办的“家书抵万金”展览能在新加坡得到热烈反响的原因。

2.1.2 来源上：发源流转收藏于民间

侨批随着近代外出务工潮形成，是华侨寄给国内家眷的信款合一的跨国家书，因此其主要在

2 侨批档案推广现状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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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发源流转，是原生态的草根档案文献［6］。近年来，随着侨批档案的价值受到重视，越来越

多民间收藏家和机构收藏、研究侨批档案。

广东省江门市档案馆结合侨批档案的特点，制作“侨批中的党史”系列推文，充分运用民间

力量，挖掘散落在民间的草根宝藏。一方面，许多侨批档案素材来自民间私人收藏家，如第九期

推文的素材来自罗达全收藏的 1950 年谢永宽写给“厚父”的信；另一方面，系列推文的配套视

频以专家讲解为主线，汇集众多侨批档案研究者的成果，让更多人感受到侨批档案的魅力。由此

可见社会组织和个人在侨批档案推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1.3 内容上：具有情境性

每一封侨批都饱蘸华侨爱国爱乡的感情，记载其在外的奋斗史，充满情境性的故事叙述。广

东省江门市博物馆推出剧本杀《家园》，将背景设定为一百年前的广海码头，讲述了五邑华侨为

家园殊死搏斗的故事。游客在玩剧本杀同时能切身感受华侨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该博物馆正

是基于侨批档案情境性特点，立足于侨批档案中记录的时代背景和故事内容，还原场景，设计出

故事丰富、人物生动、时代特色鲜明的剧本杀。

除了侨批档案中信件文字化的表达，批封上不同时期的货币、印戳等时代印记也充满了情境

性，在剧本杀、模拟场景展览等多个推广实践中都得以运用，加深了受众的沉浸式体验。

2.1.4 形式上：组成元素丰富

侨批集批封、书信、批款、侨批经由路线等元素于一身［32］，相较其他类型文献组成元素更

丰富。上述元素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体现侨批档案的发展脉络，也具有文化和教育价值，是中

华民族艰苦创业、孝悌观的生动写照［33］。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从侨批档案提取地址、经营范围、海外分支机构等信

息，分析汇票上的信局印戳和用笺方式，探讨了 110 家厦门侨批档案局的经营概况，编成《按章

索局·图说厦门侨批》一书［34］。该机构抓住侨批档案的特色元素，量身打造推广方式，充分展

现了侨批档案特色，加深受众印象。

2.2 侨批档案推广中的不足

2.2.1 推广主体：社会力量能动性发挥欠缺

由主轴编码的结果（见表 3）分析可得，党政机关、文化事业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是侨批

档案推广的主力。以社会组织和个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侨批档案的推广中，但参与

方式有限。或以“个人独办”（A1）的形式编写图书，或以协办者身份参与“党政机关主导的合

作”（A6）、“文化事业单位主导的合作”（A7），承担提供侨批档案资源、分享侨批档案研究成果

的任务，社会力量的能动性有限，难以充分发挥自身创造力、贴近大众等优势。单纯依附于党政

机关或文化事业单位的推广思路，使侨批档案推广设计缺乏多元化视角，创新活力不足。

2.2.2 推广形式和内容：情境性挖掘不够充分

侨批档案推广形式多样，但整体较为传统，仅 21.1% 的案例借助了新媒体技术（见表 3），

以“系列推文”（A25）、“短视频”（A26）、“直播节目”（A27）等新兴方式开展推广。虽然“剧

目”（B5）、“文创产品”（B6）等形式富有地方特色和文化蕴含，但受限于空间，推广范围有限。

侨批档案推广实践多从“侨批档案故事”（B11）、“侨批档案历史”（B12）、“侨批档案实体”



029029

李海涛，陈思伶，何欣彤，等 .基于新媒体平台的侨批档案推广策略研究［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2，4（4）：022-034.

（B13）和“侨批档案保护”（B14）切入，侨批档案所记载的故事和反映的历史成为重要挖掘点，

如推广者关注到侨批档案中的“潮汕文化和风土人情”（A28）、“交通史”（A34）等。但以此为

开发视角，采用的形式多为“图书”（B3）和“展览”（B4），占 47.3%。通过文字叙事、图片和

实物展出讲述侨批档案故事，呈现平面化、单一化效果，趣味性较低，对受众的吸引力不够强。

情境性内容可以转换成可观、可听、可感的形式，调动受众的感官全方位呈现，因此侨批档案的

情境性挖掘仍有较大空间。运用新媒体平台，既能全方位展现侨批档案的情境性，又能扩大辐射

范围，不失为侨批档案推广的新机遇。

2.2.3 宣传方式：新媒体平台优势发挥不足

侨批档案推广实践中运用的宣传方式较丰富，包括“刊物”（B15）、“现场推广”（B16）、“电

视媒介”（B17）、“网络媒介”（B18）和“社交媒介”（B19）等，且常通过多种方式宣传某种推广

形式，以覆盖不同偏好群体。侨批档案推广中也较广泛地运用新媒体平台，比如，利用网络媒介

和社交媒介开展宣传的案例占 58.3%（见表 3）；由传统刊物拓展出的电子期刊形式，也借助了

网络媒介。但其实质是线下形式的简单转移，未能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优势。如官网报道多为静

态的图文介绍，内容和展现方式无异于纸质媒介，新媒体技术如视频、动画等多样形式和留言、

转发点赞等互动方式运用较为不足。而且宣传时间集中在活动结束后展开回顾与报道，活动前的

预热与推广有所欠缺，不利于调动受众参与积极性和提高侨批档案推广热度。

2.2.4 推广效果：社会教育作用不够强

侨批档案推广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得到“权威关注”（B20）、产生“社会影响力”（B21）、获

得“荣誉肯定”（B22）、发挥“社会教育作用”（B23）四个方面，在体制内外均产生了一定效

果。但从开放式编码的范畴化结果来看（见表 3），侨批档案的社会教育作用，如促进文化传承、

引起情感共鸣的效果不够明显，大部分公众虽然关注或参与了侨批档案的推广活动，但未能深入

了解与探索侨批档案文化，侨批档案的社会认知度和认同感不够强。目前，侨批档案推广多为自

上而下推动，如何在社会层面扩大侨批档案知名度、促进侨批档案文化传播有待进一步探索。

总体而言，现有侨批档案推广形式和宣传方式较为丰富，推广内容也较全面，能够吸引社会

力量共同推广，取得了一定推广成效。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侨批档案的推广形式、推广效果仍

有提升空间，充分借助新媒体平台、利用新媒体技术成为侨批档案推广的重要机遇。

3 新媒体环境下古籍推广经验启示   

当前，利用新媒体开展古籍推广已卓有成效，而侨批档案推广仍有提升空间。本文选取“新

媒体 + 古籍推广”的典型案例，提取新媒体环境下古籍推广经验，弥补侨批档案推广不足。

从案例的代表性上看，《典籍里的中国》和“寻找古籍守护人”是新媒体环境下古籍推广的

成功案例，二者深度应用新媒体技术与平台，取得了较好的推广效果，可为新媒体环境下的侨批

档案推广提供参考经验。从案例的移植性上看，侨批档案和古籍都是珍贵的文献遗产，古籍活化

利用推广中的诸多有益举措可有效导入侨批档案推广中。本文以《典籍里的中国》和“寻找古籍

守护人”作为分析对象，汲取有益启示。

3 新媒体环境下古籍推广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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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典籍里的中国》推广经验启示

《典籍里的中国》是中央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大型文化节目，于 2021 年春节开播。开播以来广

受好评，仅四期后播放量就超 5 亿，节目相关话题阅读量超 20 亿［35］。该节目在推广形式和内容、

宣传方式、推广效果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经验。

3.1.1 打造沉浸体验，适应新媒体传播

区别于传统的访谈、记录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以讲故事的方式，配合新媒体技术多样

化的呈现方式，打造沉浸式体验。节目选取与典籍相关的核心人物作为故事主角，以戏剧叙事、

打造情境为主，同时结合访谈、真人秀等元素，表达方式融合升级；利用 VR、AR 等现代视听

技术打造震撼的舞台效果，构建沉浸式空间。节目内容的故事性和体验感强，使其获得了较高

热度。

3.1.2 覆盖多元平台，进行分众化传播

《典籍里的中国》除了在电视播出外，也结合众多新媒体平台进行“破圈”推广［36］，根据

平台特点和受众差异分众化传播。节目首播时在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不仅提供节目完整版视

频，还上线了花絮视频、三分钟科普视频、亮点合集视频。在抖音 APP，节目组开辟专门的视频

合集，投放短小精悍的相关视频。新媒体平台使大屏和小屏互动连接［37］，满足用户浏览趣味花

絮、查看精彩瞬间、观看短视频等多样需求，迅速推广节目。

3.1.3 利用社交媒体，加深互动交流

节目组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与观众互动。节目组开设了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

信息或典籍知识推文；开设了官方微博，及时更新预热、回顾视频。节目热播期间，“袁隆平

宋应星跨越 300 多年的握手”“300 多年前徐霞客旅游有多硬核”等相关话题登上热搜，网友

们在原节目基础上开展衍生创作。利用微信公众号留言寻找志趣相投的网友，利用微博关系

网大规模传播［38］，有利于节目与观众间互动交流以及观众之间讨论分享，加深公众对节目的

印象。

3.2 “寻找古籍守护人”推广经验启示

“寻找古籍守护人”汇聚了社会力量，扩大了推广主体。2021 年 7 月，字节跳动公益联合中

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国家图书馆共同发起了“寻找古籍守护人”活动［39］。创作者只需在抖音、

西瓜视频等平台分享古籍相关内容，并添加“寻找古籍守护人”话题即可参与活动。该活动还邀

请了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学者周国平等九位名人成为“古籍宣推官”。

截至 2021 年 10 月 5 日 13 时，抖音平台上该话题已播放 11.2 亿次，作品最高获赞 207.6 万次。

活动的火爆源于其充分运用社会力量。首先，引入强大的企业作为活动主办方。该活动与字节跳

动合办，公司提供技术资金支持以及受众基础，其旗下的抖音、西瓜视频等平台构成了活动的主

要传播渠道。其次，结合新媒体平台充分发挥名人效应。视频平台已拥有了一批忠实用户，且九

位古籍宣推官本身也在各自领域具备一定的粉丝基础，两方流量叠加起到更好的效果。最后，灵

活运用新媒体平台，调动公众积极参与。该活动采用简单、亲民的短视频拍摄方式，使用户既是

古籍推广的受众也是创作主体，身份切换自如。同时发挥社交平台的带动作用，营造“关注古籍

推广”的社会氛围，吸引更多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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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与传承，既缓解了传统推广主体的压力，又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

集思广益，让古籍焕发新生，提高古籍文化关注度。

4 新媒体环境下侨批档案的推广策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汲取新媒体环境下古籍推广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结合侨批档案自身

特点，总结出基于新媒体平台的侨批档案推广策略。

4.1 推广主体：鼓励社会力量利用新媒体空间个性化发声

新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的篇幅限制和话语权垄断，“人人皆可发声”使得社会力量在新媒体

环境下尤为重要。而侨批档案大多收之于民，在国内外广泛分布，社会力量具有参与推广的物质

基础。

编码分析得出社会力量较少独立参与侨批档案推广，社会组织独办与社会组织主导的合作仅

占约 20%。针对社会力量在侨批档案推广中能动性不足的问题，在推广工作中应构建“一元为

主、多元并存”的推广主体格局。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文化事业单位主导下，还要扩大推广

主体，吸纳各类企业、社会研究及私人收藏机构、公众等力量。特别注重引入在新媒体领域具有

优势的互联网企业，借助其资金、平台、流量等，为侨批档案推广提供大流量平台和高效运营模

式。例如可以将侨批档案与新媒体运营有机结合，利用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赋予侨批

档案特定的文化属性和商业价值，在公众中形成品牌标识，赋能侨批档案推广。在平台商城推出

侨批档案周边产品，扩大影响力，寻求更为广泛的受众基础。 

社会公众也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主动参与侨批档案推广。收藏侨批档案的民众和机构可以利

用新媒体平台分享侨批档案资源；侨批档案研究者可以通过拍短视频、创作短文等方式在新媒体

平台科普相关知识；侨批档案爱好者可以通过评论或参与话题讨论进行交流，通过点赞或转发扩

大侨批档案的传播范围等。社会公众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随时随地发声，以自己感兴趣方式参与

其中，构建互动性强的侨批档案传播与文化交流圈。

4.2 形式和内容：借助新媒体技术立体展现侨批档案情境内容

新媒体环境下，内容生成、参与互动成为推广新方向，且新媒体平台提供的多样化展现形

式，为侨批档案情境性内容的全方位叙述、侨批档案推广形式的创新提供了可能。

上文分析得出，侨批档案推广形式多为图书和展览，展示效果平面化、单一化。为解决侨批

档案情境性内容挖掘不充分等问题，可借助新媒体技术，创新开发侨批档案推广形式。以讲故事

的方式展现侨批档案内容，将无形的侨批档案故事转换为可观、可听、可感的有形呈现，让情境

更真实可感，如利用 VR 技术设计身临其境的侨批档案游戏等。在侨批档案推广形式中融入情感

交互设计，如在侨批游戏中设计制作个性化侨批的场景，带给用户沉浸式体验，增强用户对侨批

档案推广形式的黏性。

以形式的创新吸引社会关注，以内容的挖掘加强社会认同，以人性化的互动设计赢得用户好

评，从而扩大侨批档案推广的社会受众，促进侨批档案文化传播，推动侨批档案文化深入人心。

4 新媒体环境下侨批档案的推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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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宣传方式：利用新媒体平台流量扩大推广受众

各类主流新媒体平台已经在社会公众中形成了受众基础，将侨批档案推广内容引入新媒体平

台，有助于推动更广泛的社会参与。

尽管有 58.3% 的案例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侨批档案（见表 3），但利用方式未能充分发挥新

媒体平台的优势。为此，应充分发挥主流平台影响力，提升侨批档案推广热度。一方面，发展线

上线下结合的营销方式，建立品牌效应。在线下活动举办前，利用新媒体平台预热，如制作预告

推文、预告视频传递活动时间地点等信息。另一方面，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促进用户的交流与讨

论。如邀请流量明星代言；挖掘实时热点并撰写推送、制作视频，且及时利用新媒体号进行推送

等，以此引发公众参与侨批档案讨论互动的兴趣，为侨批档案推广积累热度。

4.4 推广效果：基于新媒体平台多样化功能实现分众化传播

社会公众是侨批档案推广的主要受众，也是衡量推广效果的重要尺度。编码分析的结果说明

侨批档案的社会教育作用有限，占 13.9%（见表 3），为扩大侨批档案的社会认知度，侨批档案

推广要准确把握受众需求，并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多样化功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要。

准确掌握受众的需要。可以通过挖掘用户的文化需求大数据，了解用户对侨批档案推广的内

容、形式偏好，以此为依据设计侨批档案推广形式。此外，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的推荐算法，依

据受众的年龄、爱好等大数据分析结果，将多样化的推广形式推送给潜在用户，发展庞大的受

众群。

顺应不同新媒体平台特点，结合侨批档案丰富的组成要素，设计不同的推广形式实现分众化

传播。如以侨批档案的组成元素为知识点制作推文，借助公众号、朋友圈传播科普知识，满足偏

爱公众号科普的公众；以短视频形式呈现侨批档案的故事，满足喜欢短视频形式的公众等。让不

同平台偏好者均能接触侨批档案，扩大推广范围，优化推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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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 cance］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Qiaopi’s promo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the promotion of ancient book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Qiaopi 
based on the new media platform, in order to activate Qiaopi, inherit the culture of Qiaopi and continue the 
memory of Qiaopi. ［Methods/process］ Using the marketing theory of 7P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e 
cases of Qiaopi’s promotion based on the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from five perspectives: promotion 
subject, promotion form, promotion content, promotion effect and publicity method,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iaopi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e of Qiaopi’s promotion.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ancient books’ promotion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of new media and the promotion of Qiaopi. ［Result/conclusion］ There are some diffi culties in Qiaopi’s 
promotion, such as the lack of social forces, insuffi cient content mining and inadequate use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can use strategies such as encouraging the public to promote Qiaopi 
freely, integrating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promotion form and publicity mode, spreading the culture of 
Qiaopi by more new media platform t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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