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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河南高职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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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微信公众平台凭借巨大用户群和强大功能优势,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河南84所高职

图书馆为调查对象,对其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阅读推广运用情况、推广内容进行调查分析,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关发展建
议与对策。以期更多高职馆重视并尝试开通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更好实现高职馆服务育人功能。
[关键词] 微信公众平台；高职图书馆；阅读推广

Research on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of Henan Higher Vocational Library Based on WeChat Public
Platform
Zhu Haina
Songshan Shaolin Wushu College Library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WeChat public platform has injected new vitality into the reading and promo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by virtue of its huge user base and powerful functional advantages. Taking 84 high-level
libraries in Henan as the survey object, the company uses the WeChat public platform to carry out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motion of reading and promotion, and proposes relevant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hope that more high-level institutions will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try to open the
library WeChat public platform to better realize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service.
[Key words] WeChat public platform; higher vocational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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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与方法：选取河南84所高职馆微为对象,调查内

告 , 报 告 显 示 一 季 度 微 信 及WeChat 合 并 月活 跃 账 户 数 达

容为每个公众号开通日至2019年7月20日推送信息。以智能手

11.12亿,同比增长6.9%；QQ智能终端月活跃账户数同比略有

机登录微信客户端,“查找公众号”,以“各院校名称+图书馆”

增长至逾7亿,同比增长0.9%。微信拥有庞大的大学生用户群,

为关键词,如“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图书馆”,为避免结果不全,

高校图书馆应重视利用微信平台开展阅读推广服务,创新服

辅以浏览各馆网页及电话调查。检索到各馆微关注并置顶,查

务方式,拓宽阅读推广渠道,满足读者多元化的需求。正视读

看“历史消息”获取推送信息和参考菜单栏内容。

者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开展碎片化阅读营销,充分利用微信的

结果分析：经调查,16所馆已开通。高职共计84所,已开

信息推送优势,覆盖碎片时间,主动靠近读者。
《普通高等学校

展微信服务占20％,80％未开通。逐一进入各公众号,打开底

图书馆规程》提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

部菜单,点击右上角账号信息查看历史,采集与本项目相关

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

数据,详见表1及表2。由于历史消息量大且手工统计,个别数

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

据不一定精确,但大体能反映客观情况。

基地。对于全民阅读与图书馆的关系,范并思教授认为：阅读

1.1公众号开通情况统计分析

推广是当代图书馆履行使命、体现图书馆核心价值与职业伦

表1显示,公办63所,开通14所,占比22%,民办21所,民办

理所必须拓展的一项服务,它已经发展成为图书馆的一项主

仅南职院和漯河食品开通,占比10%,其中漯职技馆2个公众

流服务。高职校园文化是高职院校的精髓和灵魂,是高职生存

号,2017年6月16日前公众号名称为漯职院图书馆,随后变更

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是高职办学实力、活力和竞争力形成的

为认证的公众号。显然,馆开通越早采用新媒体理念越超前。

关键。因此,高职馆应抓住时代发展契机,勇于迎接挑战,积极

2015至2018年分别有5所、7所、1所、2所开通,最早是河工

探索契合读者阅读习惯及需求的阅读推广服务,以赢得生存

院馆。根据近两年开通情况看,高职馆微信服务数量还相对

与发展。而如何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有效开展阅读推广当值广

较少,利用微信平台优势开展阅读推广还未引起大多高职馆

大高职馆深思。笔者根据教育部公布《2019年度全国普通高

重视,微信服务在高职馆中的作用尚有很大潜力。

等学校名单》,以河南84所高职馆为调查对象,对已开通图书

1.2阅读推广自定义菜单统计分析

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广情况调查分析并提出建议。

表1显示,河南高职馆共9所已接入第三方平台资源,占

1 河南高职馆微信公众平台开展阅读推广现状分析

已开通56%,借助其资源开展微信阅读推广,丰富了推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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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大多馆都充分利用自定义菜单对推广内容进行明确分类
与模块化整合,使读者能够清晰明了看到各类信息属性,并

河南高职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信息推送情况统计
序

院校名称

推送

推 送

阅读推广信

次数

条数

息数(条)

阅读推广信息
所占比例(%)

77

244

182

75%

根据需求自由选择,给用户带来了良好阅读体验。漯河食品

号

馆虽未接入第三方平台,但设置了自定义菜单。其中,漯职

1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馆

技、漯医专、河职技等6馆在二级菜单设置通知公告、馆内

2

漯职院馆

动态、精彩活动、图书馆网站链接、读书月、读书节专栏等,

3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馆

346

676

656

97%

使推广内容一目了然,方便了读者查找所需信息。

4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馆

86

177

91

51%

5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馆

296

469

401

86%

6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馆

71

113

73

65%

7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馆

37

87

61

70%

开通以来历史消息统计,每篇图文、文字、图片、语音记作

8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馆

299

738

708

96%

一条,按推送日期统计次数。如表2显示,各馆推送信息中阅

9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馆

62

123

93

76%

读推广类信息占比较大,除南职馆外,都超过50%,有的达

10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馆

153

213

209

98%

98%。其中,河南建筑、河南工技馆推送次数,条数,信息数较

11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馆

无

无

无

多,也是开通较早馆。可见,微信平台已被高职馆主要运用在

12

南阳职业学院馆

18

18

7

39%

13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馆

144

259

220

85%

14

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馆

2

15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馆

45

158

104

66%

馆虽开通一段时间,未发布任何阅读推广信息,相关人员责

16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馆

48

64

49

77%

任和担当意识有待提高。

17

开封大学馆

179

180

146

81%

1.3阅读推广信息推送情况统计分析
通过“历史消息”获取历史推送,对16所馆17个公众号

阅读推广中。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部分馆对阅读推广的重视。
另外,个别馆信息推送量偏低,长期不更新。如河机电、濮医

表1

河南高职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广概况统计
表2

河南高职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广概况统计
序

院校名称

号

1

2

3

公众 号名

开通时间

称

漯河职业技术 lhzyjsxy

2017.9.19

lib

漯职院馆

gh_78e52

2015.11.27

6e33de0

-2017.6.16

河南工业职业 hngyzyjs

是否接

自定义菜单阅读推广

阅读推广信息内容

2015.3.11

呈现

注：阅读推广信息主要包括与图书馆阅读推广、阅读活

最新资讯、读 通知动态、学习 活动通知及简讯、时事

图文

动宣传及阅读推广相关信息,不包括与阅读推广无关的新闻

者咨询服务

库 、 微课 堂 书 热点、美文等、观影推

语音

屋、等数据库

双语

方平台

一级菜单

是

二级菜单

荐、荐书、各种数据库

朗诵
是

ytsg

河南高职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信息推送情况统计

方式

入第三

学院馆

技术学院馆

0

我的图书馆、 移 动 图书 馆 畅 通知及简讯、信息素养
云阅读

想之星等数库

公告、相关工作通知、信息查询与服务说明及其他较难界定
的信息。

图文

1.4阅读推广内容统计分析

大赛、趣味知识竞猜、
观影、搜书达人、诵读、

首先,从推广内容看,河南高职馆大都通过微信公众号

征文、荐书、美文
4

漯河医学高等 lhmclib

2015.5.29

是

专科学校馆

新闻资讯、视 新闻、通知、荐 通 知及 简 讯 、时 事 热

图

听服务

点、讲座、荐书、读书

文、

分享、书写大赛、诗词

语音

书、数据库

大赛、征文、摄影
5

南阳医学高等 nymclib

2016.4.26

无

无

无

荐书、美文、为你读诗

专科学校馆

河南经贸职业 hnjmzyxy
学院馆

7

2016.10.27

是

lib

郑州旅游职业 ztulib

片形式展示,例如安阳职技馆的每周一书；或为专业教师推

我的图书馆资 资源服务、数据 通知及简讯、讲座、资
源服务

2015.10.27

是

学院馆

河南建筑职业 gh_405e6
技术学院馆

9

云悦读我的图 荐书、数据库

通知及简讯、云悦读、

书馆

我 的图 书 馆 、常 用 服

(民办)
10

是

动态、网站链
接

据库

2016.1.19

否

新闻书香校园

动态、通知、荐 通知及简讯、全民阅读

rary

安阳职业技术 gh_90c8f
学院馆

2016.5.10

617a4c5

漯 河 食 品 馆 Food_Lib

2017.3.26

否

无

荐,像信阳职技馆的各院系荐书；以及河职技馆,漯医专馆定

库、馆内通讯、 源好书推荐、读者回声

务、荐读、美文
8

期举办读书分享会,还有其他一些馆举行的名家推荐等。大
图文

通知、活动、数 活 动通 知 及 简讯 、 荐

书

相关知识普及

无

活 动通 知 及 简讯 、 美

78acb5d

院校名称

号

性不高。笔者认为,接地气且具有原创性是十分必要的,比如
河职技馆开展的有奖征文(假期见闻分享)就是一项较好的

文、讲堂、热点、荐书

11

河南机电职业 gh_8171a
学院馆

12

公众 号名

开通时间

称

是否接

自定义菜单阅读推广

阅读推广信息内容

入第三

阅读推广案例,它是面向全校师生开展的征文活动,读者可
呈现
方式

郑州财税金融 gh_a96ba
职业学院馆

14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否

无

无

无

及精神奖励并推送到公众平台供读者阅读,这些记录了身边

2018.10.25

否

无

无

无

人的真实故事更易吸引学生关注,更接地气。其次,推广形式

2016.10.24

是

单一,内容载体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多以图文信息,很少以视

专科学校馆
15

2018.12.13

否

信阳职业技术 xyzytsg

60

开封大学馆

荐书、活动通知及简讯、美文、 图文

数据库

时事热点推送、讲座

无

无

无

频或音频呈现。仅南医专馆定期开展的为你读诗(真人朗读),
除将诗词文本展示出来,还招募校园朗读者进行录音,将音

2015.10.14

ry

2016.4.19

是

学院馆
17

数字常用服 馆 内 通 讯
务

684424d

河南职业技术 HZ-Libra
学院馆

16

0151d80

濮阳医学高等 gh_48a9d

kfdxtsg

秋节,周末等所见所闻所想进行创作,图书馆评选给予物质

方平台

馆(民办)
13

以根据寒暑假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比如清明节、端午节、中

2019.4.2

ea61a98

南阳职业学院 Nztsg888

都结合有关时事热点推荐相关图书及文章或根据节气时令
推送节气知识或为美文欣赏、各种数据库等。推广内容原创

书、美文、每月大数据

河南高职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广概况统计
序

告之。荐书是阅读推广基础工作,大多馆也都从不同角度为
读者荐好书,一般馆员推荐较多,即针对一本书简介附加图

(真人朗读)、通知及简
讯、诵读

6

进行了各类读书活动通知及简讯等信息的发布,起到了广而

2016.10.14

是

馆内概况读 网站、读书

活动通知及简讯、征文(假期

者服务、

月、移动图

见闻分享)、书刊推荐、美文、

书馆、荐书

讲座、读书分享

动态、资源 读书节、动

活动通知及简讯、荐书、各院

服务

态、数据库

系荐书、美文欣赏

数字资源

数据库

通知及简讯、美文知识、荐书、

频附在文章开头或结尾,丰富了阅读形式,值得借鉴。另外,
图文

多数馆仅将名家讲座以预告与简讯形式报道,未附上讲座视
频或录音及ppt,以供读者随时巩固讲座内容及给没到场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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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的读者提供学习机会。最后,大多馆都建立了较为清晰的

馆的用户的文献需求与图书馆的资源保障不足之间的矛盾

推广专题并进行系统化推广。例如:漯职馆将新书通告、荐

转化为新时代图书馆的用户对图书馆新型服务的需求与图

书、观影,河经贸馆将数字资源、讲座、书单等进行专题归

书馆服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可见,加强馆员能力培养已

类,仅个别馆较为繁杂,推送随意性大,缺少系统性、规律性

迫在眉睫。阅读推广馆员是高校阅读推广活动方案的策划者

推送。

和执行者,其素养和能力直接影响着阅读推广对象的态度和

2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河南高职图书馆阅读推广发展
建议与对策

阅读推广活动的实施。只有加强馆员素养及能力提升,才能
保证推广质量和水平,进而促进专业化发展,深化阅读推广

2.1提高高职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宣传力度和关注量

工作。因此,可通过多种方式培训交流学习,提升馆员能力。

伴随信息爆炸式增长,文化垃圾充斥其中,数字化阅

高职馆,作为教辅部门较少得到校领导重视,致使一些馆员

读形式超过内容,浏览、跳跃性“浅阅读”渐多,而真正能

工作缺乏主动性,上班来下班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馆

领略其内涵有品位的阅读渐少。高职学风整体不甚理想,

员积极性,时而让他们工作充满迷茫,缺乏职业幸福感。对于

阅读氛围不浓,学生素质普遍较低,自我管理约束意识淡

馆员来说,走出去请进来是十分有效的提升方式,不仅学习

薄,易在繁杂网络世界迷失自我,浪费时光。阅读指导推广

到好的工作方法,而且对从事图书馆职业起到了精神鼓舞,

可以帮助读者节省时间多读书,有选择有目的的读好书,

指引了方向。比如,通过彩云之旅阅读推广馆员相互交流和

从而促进学生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高职馆

鼓励,使馆员对干好工作有了更足信心,提升了职业自觉,促

应勇立潮头,不辱使命,担当作为,在新时代充分利用新媒

进了专业成长。也可鼓励通过继续教育及业务知识学习,全

体把阅读推广做实做透,为高职院校培养人才发挥应有作

面提高其综合素质。

用。调查发现,大多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及点击量都普遍

2.4培养高素质学生阅读推广团队,重视学生情感

偏低。微信阅读推广顺利开展与公众号关注量密切相关。

从实际运行过程看,高校图书馆应注重从阅读推广团队

因此,图书馆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扩大宣传,吸引读者关

建设、组织模式、固化成果与效果等角度开展系统分析,进

注。可通过微信或QQ教师、班级、社团等群,馆网站、朋

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新媒体对阅读推广的核心影响

友圈、宣传栏、馆大厅等广泛宣传,介绍便捷应用及服务；

是重构阅读推广的传播方式,使新媒体不但成为阅读推广的

组织馆所辖社团深入宿舍、班级宣传；馆微信号也可利用

依托平台,更重要的作用是利用新媒体的平台功能使读者成

“摇一摇”、“附近的人”等功能,向附近正在使用微信用

为阅读推广的主体。目前,各馆大多采用兼职馆员带领组建

户推送问候信息或馆相关介绍,以激起用户关注的兴趣与

学生团队方式负责微信公众平台建设和管理。大学生读者时

热情,提高关注量。

间充足,积极性高。既缓解馆员压力,又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平

2.2丰富高职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广内容与形式,
增强用户黏性

台,可谓一举两得。高职生大多缺乏自信,阅读推广馆员要尊
重学生,给与学生更多关爱,这样,学生在情感上有了归属感,

打造阅读推广品牌栏目是吸引读者持续关注微信平

工作上也会更加主动负责。只有打造一支高素质的阅读推广

台的关键,直接关系着微信阅读推广的效果。因此,高职馆

团队,才能使微信公众号管理向常态化、规范化、科学化方

要做好品牌栏目信息推送,使其具有独特风格,赢得读者

向发展。

长期关注。笔者认为,在推送内容上,高校图书馆微信平台

2.5建立阅读推广馆员激励机制

不仅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专业性很强的阅读服务,而且还应

经调查,河南大多馆采取馆员兼职阅读推广。因活动多

提供接近广大读者生活的各种休闲阅读。图书馆可与教研

在课余进行,为充分调动阅读推广馆员积极性,应建立激励

室或教师合作监理包括文档、音视频在内的教学辅助资料

机制,促使其提高服务水平。可在学年评优评先,骨干师资培

库,鼓励读者通过该平台使用图书馆资源。用心整合推送

训、职称评审等方面优先考虑。

内容,可选取契合大学生兴趣的时事新闻,添加当下流行

2.6注重效果评估,提高推广效应

元素标题,使用轻松、活泼、诙谐的语言文字,并配以契合

2.6.1进行问卷调查,了解读者所需。高职馆应仅围绕读

题意的音视频等。形式上,在今后发展中,可以借鉴“十点

者需求,从推广内容形式、发布频次数量、排版编辑要求等

读书会”微信公众号的情感营销策略,在图文排版时加入

方面开展调查,了解读者所思所想所需。严格对待读者意见

其它元素,如背景音乐、有声阅读,“用声音作为‘卖点’”,

建议,并根据调查结果和意见不断完善推广策略,提高推送

将文字用声音的形式输出,将读书变成一种习惯,聆听化

信息质量。

为一场享受。

2.6.2定期进行阅读推广效果统计。微信公众号提供了

2.3重视阅读推广馆员能力培养

每篇公众账号文章的阅读次数和文章点赞功能,通过阅读

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博士生导

和点赞数量,用户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文章的热度及阅读

师初景利在题为《新时代图书馆主要特征与业务布局》的报

效果。通过效果统计,及时作出调整,以迎合学生阅读偏

告中指出,新时代图书馆主要矛盾已经转化,即由传统图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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