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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阅读理念

阅读氛围

阅读指导

一、社会阅读组织建设——读书会

阅读平台

社会阅读的核心是阅读行为的普及。

阅读活动

阅读示范

个体——群体：用群体阅读推广的方式，提升个体阅
读覆盖面，提高个体阅读的能力。



个别 分众 碎片

阅读通常具

有很大的个

别性，独处

之中的个人

化阅读。

需求导向、

目标读者、

类型化阅读

时间的碎片化、

信息的碎片化、

思维的碎片化、

思想的碎片化、

阅读的碎片化

多元

纸本/数字阅读

深/浅阅读

体验/场景阅读

阅读（个体特征）：个别、分众、碎片、多元



阅读（群体需求）：要交流、要分享、要思想、要学习

阅读就是交流，人与书的交流，阅读者与阅读对象的交
流，单一的交流。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分众，共同的爱好让阅读更加圈子化

一个城市的活力需要通过人们不断交流、创新来激活。



阅读推广——关注读书会



 营造“书香城市”、“书香社

会”，扩大阅读人群，推进全

民阅读。

 举办“读书节”、“读书月”

关注读书会一：衡量社会阅读的指标



关注读书会一：衡量社会阅读的指标

 2012年发布的《张家港市“书香城市”建设指标体系》



关注读书会之二：民间阅读组织活跃

“读书会地图”，
从上海百余家读书
会场所中精选出37
家呈现在地图上。

2013年8月18日，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市新闻出版局联合主
办的“爱阅读 乐分享——上海首届青年读书会同城对话”
举办，发布了《青春读书绘——上海青年读书会指南》，为
开展读书会活动提供服务信息，内容包括“读书会地图”、
读书会组织流程、特色读书会采风、活动场地信息等。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目前共有145家民间读

书会，其中活跃度较高的有60家。2006年以来，

北京每年都有新成立的民间读书会，2010年起

迅猛增长，仅2013年一年就成立了15家。

关注读书会二：民间阅读组织活跃

北京共同阅读促进大会
暨首届民间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

《北京民间读书会
发展研究报告》



关注读书会二：民间阅读组织活跃

2013年，由中华书局
和桐乡市人民政府发起
的首届伯鸿书香奖，设
立“伯鸿书香组织奖”，
奖励在推动“全民阅读
推广”中做出特殊贡献
的社会阅读团体。



关注读书会三：网络时代的读书会

在网络时代，很多民间阅读组织基本上是以“线上组织、线下
活动”的模式在运营。网络读书会也日益盛行，诸如凤凰网读
书会、搜狐读书会等，都会开辟读者交流平台，定期举办线上、
线下活动。社交阅读网站，虚拟网络书友会受到青睐。同时，
也突破了传统阅读相对小范围分享的界限。

以豆瓣网为例， 2005

年上线的豆瓣读书，截
至2013年12月，已拥有
1673 万个图书条目，90

万篇书评，30万篇读书
笔记，每个月1245万个
来访用户，访问2.2亿次。



王林的小语论坛：萤火虫教师读书会

新阅读的线上图书分享会

后院读书会的微信分享群

爱阅基金的爱阅电台

微播

博客

QQ
群

微信

自电
台

微信
群

朋友
圈

关注读书会三：网络时代的读书会

专业自媒体的出现与运营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阅读有关微信公众帐号10000多个

以 博客、QQ 群、微信等为媒介活动的新形式，打破了地域限制，是
读书会在新时期的发展产物。



2014《图书馆“书友会”优秀案

例征集》活动中，共收到来自17

个省、市、自治区52个图书馆提

交的读书会案例76份。

从各书友会成立的时间上看，主要是

在2006年以后成立的，有68个，占

89.5%。其中，2006—2010年成立的，

有16个，占21%；2011年以后成立的，

有52个，占68.4%；仅2013年，就有

26个图书馆书友会成立并开展读书活

动，占34.2%。

关注读书会四：图书馆开办读书会

图书馆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成立和发展读书会，通过读书
会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关注读书会五：对读书会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2014年，专门研究读书会的课题“我国
民间读书会研究”立项。

在中国知网（CNKI）以“读书会”和“图书馆”为篇名检
索到的1982年以来的文献有35篇，其中2010年后的有21篇。



倡导新的阅读生活方式——为什么是读书会？

读书会的本质是营建了阅读的社会群体

读书会是通过共同阅读唤起对阅读
的兴趣，使阅读融入其生活行为中

在学习型社会中，如何有效率地吸
收知识，就成为读书会兴起的条件

社会转型，社会自省，自我提升，
精神重建，求新求变，读书会具有积
极向上、更健康、更成长的优势。



读书会的推广价值——重视读书会建设1

据2014 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
院发布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显示，2013 年我国18 至70 

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只
有4.77 册。

而2013“上海首届青年读书
会同城对话”活动中的调查显示，
读书会参与者的年均阅读量在50 

册以上，有的甚至超过百本。可
见，读书会这种社会阅读形态具
有很大的普及推广价值。



群体阅读基本单元——重视读书会建设2

社会阅读组织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政府政策引导
扶持

社会阅读指导
机构

读书活动

读书会

图书馆、学校
等

民间、个人
书店、出版社
等（资源方）

读书活动

读书会

读书活动

读书会

读书活动

读书会



二、社会阅读主要阵地——图书馆

阅读推广活动并非图书馆独有，但图书馆的资源、场所、
人员等资源优势，以及它们公益性服务的价值观，使其成
为各地阅读推广的主要阵地和最重要力量之一。



社会阅读——图书馆与社会的良好结合点

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是图书馆与社会良好的结合点。

图书馆职业价值的体现——面向社会、融入社
会、服务社会

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
过程。在今天，更要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
之中。

社会阅读大环境的改变，也在促进图书馆的
发展和工作提升。



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书·人·生活

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是图书馆面向服务对象组织相关阅读
活动的行为。创造互动、分享、交流的书·人·生活的阅读方
式。

书：图书馆具有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是获取知识和
信息的重要场所，这是开展阅读活动的基础。

人：图书馆具有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职能，有专业馆员开展
阅读服务。



阅读推广活动的深入推进

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到了一个深化和提升的阶段！

？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重点（群体、手段、方法）
？从阅读嘉年华式活动到图书馆的常态化活动
？阅读推广活动效果的评价和提升
？怎样针对性不同群体开展活动,儿童/青少年/成年人

/妇女/社区居民?

………



馆员专业化培训——影响人
#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阅读指导的能力
#阅读活动的策划水平

图书馆员，你读书了吗？

资源和场所建设——吸引人
#面向需求、专题特色的资源体系
#虚实结合、双向交互的阅读环境
#人与人、人与信息交流的友好空间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要着力“书”和
“人”



图书馆是读书会的生长平台、活动平台和服务平台1 

图书馆有满足读书会活动的条件：空间，文献资源等；在
针对某一主题、某一人群提供主题策划、书目推介、阅读咨
询、阅读跟踪等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

东莞图书馆读书会活动

悦读书友会 易读书友会 莞芽俱乐部



图书馆是读书会的生长平台、活动平台和服务平台2 

图书馆是城市读书会的大平台和组织统筹者，为读书会活
动提供支持和服务，各读书会之间进行联系、沟通的桥梁与
纽带。

案例：东莞检察书友会

理念：“小众阅读、大众分享”

组织：定期活动，荐书、品书、写书评，

提升组织的阅读学习风气

扩展：以图书馆为平台走向社会。开展专
场讲座、推荐图书、市民共同分享、书友会相
互活动。被图书馆推荐为社会阅读示范点

成果：《读书与思考》



三、图书馆与社会阅读委员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定位：立足图书馆与社
会的结合，开展图书馆
与社会阅读领域的学术
研究和交流活动。

图书馆与社会阅读委员会为下属专业委员会



社会阅读思潮 社会阅读活动 社会阅读组织
阅读刊物的编辑

与研究

图书馆与社会阅读的理论和实践热点

让图书馆成为链接社会阅读

与个体阅读的桥梁纽带！



社会推广交流平台——阅读刊物

《易读》：图书馆与社
会阅读委员会会刊

《悦读时代》：中国阅读
学研究会会刊，图书馆与
社会阅读委员会协办



4、学术与调查研究活动

开展图书馆与社会阅读状况的调研

主要是从图书馆行业的视角来调查、审视和反思社会阅读
这一现象。通过对全国样本城市公众的调查，来探讨图书
馆与社会阅读关系、图书馆对公众阅读的影响等问题。

2012年，选择东莞市作为调查样本城市，通过对东莞居民
群体进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全面、准确地揭示东莞社会
阅读现状，以期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并为其他城
市开展社会阅读活动提供可资借鉴的案例。



学术与调查研究活动

参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分主题活动

2013年主题：社会阅读
的发展与图书馆的阅读
推广，包括社会阅读的
理论与实践、图书馆阅
读推广活动的策划与组
织等。

2014年主题：“书•人•

生活”——图书馆的阅
读推广，包括图书馆阅
读推广与社会生活、图
书馆员与阅读推广、阅
读刊物的研究、书友会
（读书会等）的组织等。



关注社会阅读组织建设和研究交流

第十届民间读书年会暨 “图书馆与社会阅读”研讨会， 搭
建和民间读书会、民间阅读报刊、民间藏书家的交流平台。



关注社会阅读组织建设和研究交流

2013年在东莞推出四个
“社会阅读示范点”

开展读书会（书友会）
案例征集活动

举办中国图书馆年会学术分会场“图书馆读书会与阅读推
广”



让我们一起努力

社会阅读的发展还需要更专业的指导和支持

社会阅读组织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如何办好一个读书会？各个行业、阶层、区域读书会的组织
和建设

如何开展培训？读书会培训课程、培养读书会种子及带领人

如何促进读书会之间的联系交流？

图书馆如何开展读书会服务？

……



交流 分享，让阅读更美好！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