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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阅读中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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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阅读是个复杂的视觉心理物理学过程
， 包括文字、图像以及各种符号的辨认；
阅读时的眼球运动；以及中枢对视觉信息
的处理等。





数字阅读过程

• 阅读过程开始于含有信息的文字符号物理学层次

• 文字符号变为读者视觉的神经活动生理学层次

• 文字符号产生的神经冲动可能以语音形式存在心理学初级层次

• 对语音形式进行文字，句法和语义的分析，进
行言语译码加工语言学层次

• 理解文本的意义心理学高级层次





连续玩20分
钟iPhone

孩子视力平均下
降到43.8度近视

状态

泪膜破裂时间平
均为5.3秒

平均每分钟眨眼
7.67次

连续玩20分
钟iPad

孩子视力平均下
降到41.7度近视

状态

泪膜破裂时间平
均为5秒

平均每分钟眨眼
4.67次

连续看20分
钟液晶电视

孩子视力平均下
降到18.8度近视

状态

泪膜破裂时间平
均为6.7秒

平均每分钟眨眼
9次



手机阅读与手机图书馆

孩子看手机十分钟的眼球疲劳程度，相当于
看电视30分钟

iPhone和iPad对孩子视力的破坏力，要远高
于电视和投影。



数字电视阅读与数字电视图书馆

• 2008年,国家图书馆推出了全球首家图书馆
的专业电视频道"国图空间“

• 2010年“常州电视图书馆”开播。



如何做好数字阅读服务?

加强宣传

时间控制

提醒服务

培训



二、数字阅读中的信息
加工



传统阅读与现代阅读的比较

传统阅读 现代阅读

范畴 读书、读报、读刊 读图、读网

主要媒介 两大媒介：图书、报
刊

以纸质阅读为主

五大媒介：网络、
电视、广播电台、
报刊、图书

以网络阅读为主

学习 单向广播式学习 多向互动式学习

知识 理解、吸收、存储知识 传播、加工知识



词汇

句法

语义

上下文





数字阅读理解的层次

即时理解

透彻理解

理解普遍性象征意义



阅读心理能力“ 范式”

字面的理解力

解释

评论性阅读

创造性阅读



构思图式理论模式 (The Schema 

Theory Model)
• 理解文本的过程是读者的背景知识和文本
内容互相作用的过程, 其中, 每个语言单位
的输入都与某些已存在的构思图式相结合, 

而此构思图式必须与输入的信息相符。



三、数字阅读效率



小猫杜威的故事

作 者：（美）维特
（Witter，B.） 著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1-01

http://search.winxuan.com/search?author=%E7%BB%B4%E7%89%B9
http://search.winxuan.com/search?manufacturer=%E4%B8%8A%E6%B5%B7%E8%AF%91%E6%96%87%E5%87%BA%E7%89%88%E7%A4%BE


• ——纽约时报当季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 ——2009年温暖世界第一真情猫咪故事

• ——2008年美国版权拍卖破天价纪录的
热门书

• ——风靡北美各大图书畅销榜100天飙售
130万

• ——9到90岁妇孺老幼无不为之迷醉的酷
猫传奇

• ——《廊桥遗梦》明星梅丽尔·斯特里普
主演同名大片





斯宾塞是美国的一个小镇
平凡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段

不平凡的故事。

• 在那个寒冷平静的早晨，被抛弃在还书箱、冻得瑟瑟发
抖的小猫杜威意外的被图书馆馆长薇奇·麦仑发现，从

此他进入了图书馆和小镇居民们的视线，并成为他们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后总会把各种事情联系在一
起，于是杜威的一生便与薇奇的个人奋斗史和家族史、
建于1883年的小镇图书馆简史以及衣阿华曲折坚韧的发

展史巧妙的融合起来。正是因为这三种历史背景的衬托
，这只猫的一生才显得与众猫如此不同。



• “贾斯汀不能养宠物，”她的妈妈对作者说，“我真没想
到他这么喜欢宠物。他已经爱上了杜威。” 我也已经爱
上了杜威。我们都爱上了杜威。你怎么能抵挡得住它的魅
力呢？它是那么漂亮、随和、充满爱意—那些被霜冻坏的
小脚，走起路来仍然一瘸一拐。令我无法相信的是杜威那
么爱我们。

• 当孩子们看到小猫杜威时，都显得那么兴奋。那些母亲会
叫孩子们安静一些，温和一些。孩子们犹犹豫豫地慢慢走
上前来，轻轻唤一声“嗨，杜威”，随即爆发出一阵大呼
小叫。当大人不允许这些孩子拥抱抚爱它时，它才应该会
介意吧。

• 杜威用它的实际行动向孩子的亲人们证明了它的爱心，它
的温暖和可亲近。它在陌生人周围是那么安逸。它的态度
似乎是：有谁能不爱一只猫呢？或者更直接点：有谁能抵
挡我的魅力呢？不久作者就意识到，杜威没有把自己看成
一只普通的猫，它总是把自己看成我们的同类，而这又是
多么的准确。



阅读效率公式：E=R·C

• 阅读速度的测量常采用让被试者诵读所呈
现视觉刺激，从而计算每分钟正确阅读字
数的方式。

• 阅读速度= 所阅读的字数/阅读时间

• 阅读理解率的测量常采用在刺激呈现后让
被试者回答选择题，从而统计被试者答对
百分率的方式。



数字阅读中对阅读速度的影响

字体大小对阅读速度的影响

文本对比度对阅读速度的影响

呈现方式对阅读速度的影响

阅读材料对阅读速度的影响

默读与诵读



四、数字阅读的认知过
程



从读者与文本的交互到读者与作
者的交互

读者 文本



读者 作者



阅读重写

• 文本解释学者的“阅读”重写的概念值得
借鉴

• 阅读的过程首先是读者与作者对话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实现作品的再创造。



罗兰•巴特

文本不是独立的,像玩拼图游戏一样拼接而成.

文本建构----读者阅读

• 一维:作者创作的作品

• 二维:作者和他所借鉴\模仿和参考的其他作
者共同创作的作品

• 三维:原作者\他作者\读者共同构筑的作品



五、数字阅读中的读者
“角色参与”



传统模式

作者 出版者
图书馆

（传播者）
读者



数字模式

图书
馆

作者

数字
媒介

读者

出版
者



阅读推广要素
纸本阅读 数字阅读

读者或用户

内容

载体

内容生产者

载体生产者

软件与阅读平台

社会环境

技术环境

图书馆

推广方法与策略



六、数字阅读行为



网上冲浪型

互动型

单向度深入



南开大学柯平讲座

移动阅读

• 移动将改变图书馆和用户

• “Web已死，互联网长存“（2010年某期
Wired杂志）

• 美国成人最新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用
户采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移动笔记本
电脑连接网络。

• 思科估计，到2016年全球将有100亿互联网
移动设备投入使用。2016年世界人口预计
将为73亿，因此，平均每人将拥有1.4个移
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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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浏览器

• 用户使用手机浏览器的频率较高，75.6%用
户每天都使用，其中63.3%用户每天使用多
次。

• 手机浏览器用户浏览最多的网站类型为新
闻资讯网站，比例为71.8%；其次为小说等
文学作品网站，比例为43.1%。



手机阅读内容运营的四大效应

规模效应

长尾效应

业务创新效应

媒体放大效应



立体的电子书阅读——金字塔

第一层

第二层（详细分析论点的
不同方面，成为独立单元，
为最高层提供原始资料）

第三层（由说明文档组成，可能包含不
同的类型）

第四层（理论文章或史学资料，包括已有学术作品的
摘录和论述）

第五层（提出教学方面的主张，由课堂讨论的建议、教学大纲模
式和课程设计组成）

第六层（收录读者调查报告、作者与编辑的交流、读者来信）

主题的简要概括，可以小册子的形式
问世



阅读类型

学习型

研究型

应用型

欣赏型

治疗型



数字阅读能培养出比尔·盖茨吗?

• 《在图书馆培养比尔·盖茨》

书是最后的玩具，尽量让孩子
变得无聊

不要费心让孩子阅读很多书籍，
而是要让孩子知道阅读的乐趣



• Q：我的儿子今年三岁又五个月大，因为他没
有其他兄弟姊妹，所以经常一个人玩耍，虽
然我会尽可能抽空陪他玩，可惜时间真的有
限，当他感到无聊时，就会吵着要看电视或
VCD，让我感到很烦恼，在此衷心希望李教
授能给我一些建议。



• A：根据统计，有幼儿的家庭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二到三

个小时，如果以平均七十岁来计算，每天看电视三个小时，一
生就等于看了九年六个月的电视。换句话说，人生的八分之一
，是在电视机前面浪费掉的。为了孩子的未来，一定要缩短看
电视的时间，将孩子带到图书馆去，并让孩子了解图书馆是每
天都可以去的地方。以我自己为例，当孩子从幼儿园回来之后
，我都带一些简单的点心，和孩子一起到图书馆去。通常我都
会和孩子在图书馆待两个小时左右，有时甚至会待三个小时，
在下午五到六点之间回到家，让孩子看两部卡通后，再让他们
洗澡、吃晚餐，然后在睡觉之前阅读二十到三十分钟的书籍。
如果是没有兄弟姊妹的孩子，更应该经常带到图书馆去，因为
去图书馆可以和其他孩子一起阅读、一起玩耍，这样孩子自然
而然就会认识朋友，而且可以和朋友一起分享书籍、分享点心
，度过快乐的时光。



七、休闲式数字阅读



阅读释放压力

• 一些成年人喜欢阅读图文书主要是因为现
代生活过于紧张, 人们没有耐心去处理高深
的文字。图文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
们的紧张和焦虑。对于认知能力有限的孩
子来说, 读图文书也有利于他们理解并吸收
知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



移动娱乐阅读

手机娱乐用户平均每天除短信电话外使用手机
179分钟，其中手机娱乐109分钟。

77.8%手机娱乐用户在晚上睡觉前使用手机，
73.2%手机娱乐用户在家里/宿舍等休息时间使
用



休闲轻食区



高科技能量舱睡眠床(energy pods)



八、学习式数字阅读



2014地平线报告
美国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简称NMC）自

2002年开始，每年出版《地平线报告》，每年针对该年与未
来五年内教育科技新兴应用提出关键趋势与重要挑战。

• 关键趋势

• 社交媒体的日益普及，更多师生使用无所不在的社交媒体分
享各项信息

• 整合线上学习、混合式学习和协作学习，教育上也转变为线
上、混合式、协同的教学方式

• 基于数据学习与评价的兴起，注重学习者的体验分析和学习
成效评估

• 从学生作为消费者到学生作为创造者的转变，教学方式的多
样性促使学生有更多的创作和产出

• 更为灵活地应对变革

• 网络学习的演化



共享空间 ( Commons)

交流共享功能＠ Communication

信息共享空间

IC

• 信息技术\电子
资源

• 初级

学习共享空间

LC

• 学生成功\辅助
教学\协同学习

• 中级

研究共享空间

RC

• 综合IC和LC\专
业学科服务\支
持研究

• 高级



以信息服务为主的计算机区
(Information Commons)

信息共享空间

陈格理馆长2014PPT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学习共享空间
（Learning Commons）
2008年

综合研习坊
（Learning Commons）
2012年2月

研究共享空间
（Research Commons）
2012年6月

一层 负一层 二层

约4000平方米；2262个座
位

1800平方米；600余个座
位

1800平方米；600余个座
位

█信息服务柜台、IT支持
柜台、参考咨询柜台
█信息小间
█学科馆藏分区
█噪音管理分区
█协同合作、简报练习
室、小组放影室、小组
讨论室
█写作辅导空间
█休闲区

█小组学习区（Group 

Study Zone）
█开放学习区（Open 

Study Zone）
█教学区（Teaching 

Zone）
█休闲区
（Refreshments Zone）
█创意媒体区（Creative 

Media Zone）：由出版
技术中心提供支持

█参考柜台、资讯间、
讨论区、多类型的研读
室及舒适的阅读座位
█电脑及笔记本型电脑
附设应用软件
█无线网络及打印，并
鼓励使用LED屏幕及互
动式白板开展协作讨论



陈格理馆长2014PPT



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共享
空间”

• 2010年夏天重新改装后的

空间，目的是希望透过此
一空间开拓教师与研究生
的研究工作，并实现华盛
顿大学图书馆的使命——“

丰富生活的质量，作为人
与知识之间的桥梁”。

• 功能：1）满足教师与学生

在数字学术活动以及跨学
科的研究；2）提供教师与

学生可以共同分享与研究
。



颜色分区
• 红墙区设置了媒体空间区
、个人安静阅读或小组讨
论使用、研讨会或课堂教
室使用

• 白墙区是一个全然开放的
空间，让读者有可以进行
脑力激荡的会议讨论区

• 绿墙区总共配置了五个不
同使用功能的空间，分别
为教学教室、开放式的互
动讨论空间、较小型之开
放式空间、封闭式的小教
室、全然开放的空间适合
小团体在此进行互动讨论
或举办小型讨论会



阅读≠学习

• 学习型阅读

• 功能是吸取知识，是被动还是主动地
检索、理解知识、储备知识会导致阅
读的分化：可能成为“书呆子”或“
书袋子”；也可能成为学以致用的知
识分子

• 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强迫式学习
• “史金纳盒”里的老鼠

• 误区：学习=反复阅读



教育型学习中的阅读

• 在阅读中受到人生教育的同时，也应受到
创新的教育，与文本一起感受创新的过程
，发扬创新的精神。



研究型学习的阅读

• 既可以从传统阅读中获得知识的线性
和系统性，又可以通过网络阅读的互
动和不连续性获得知识的相关性和立
体感，从而锻炼和培养创新所需要的
非线性和复杂性思维。



九、研究式数字阅读



2013年ACRL“大学图书馆环境扫
描报告”

• 创新服务（Service Innovation），大学图
书馆应该更为审慎地评估他们的新举措，
确保服务和资源的创新水平

• 创建合作空间（Creation of Collaborative 

Spaces），大学图书馆应积极与读者沟通
，以确知他们对空间的需求

科学创新功能



灵动空间

• Space is Flexible (and Full of Light)

• 1．弹性的空间 Space is Elastic

• 2．移动的家具 Furniture Rocks and 

Rolls

• 3.   用户路径

• 4.    简约、现代的馆藏布局



摄影棚与剪辑室

陈格理馆长2014PPT

多功能的练习室



2014-11-13

美国白宫于2014年6月18日（
NationalDayofMaking，自造
日﹞首次举办了创客嘉年华
（MakerFaire），奥巴马并
在活动上宣布了由白宫主导
的推动创客运动的整体措施

Makerspace

• 教育部及其合作机构共同创立Make Over﹝重新制

作﹞挑战，并由学校机构设立更多的创客空间。由

地方企业提供协助，将市民大学、高中的技术室改

造为21世纪的创客空间计划。

• 教育部将透过21st Century Learning Centers 

（21st CCLC）针对放学后或夏令营进行奥巴马政

府内最大的投资。开发实作教育法以做为STEM教

育的一环，和IMLS合力推广创客空间的利用。



• 一个制造空间里通常会包括
一台3D打印机、数字媒体

制作软件，一些焊接和木工
工具，还有传统艺术品和手
工艺品以及一些其他的电子
设备。但制造空间并不是靠
某个特定的设备而定义的，
其主要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一
个实验、创新和学习的空间。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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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哥伦比亚大学到加州工科大学等超过150所大学，300万人以

上的学生将在大学或他们的社群中推展自造活动。

•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斥资500万美元于主要校区及分校

（Satellite Campus）打造创客空间。与Intel一起进行小学到高

中的先进创作教育。



图书馆创客空间调查(2013.12 )
• 调查结果

• 41％的受访者表示目前

自己的图书馆提供创客
空间（或提供创客活动
）

• 36％的受访者计划在不
久的将来开始创客空间

• 24％的受访者表示目前

不提供创客空间也不打
算这样做

• 创客空间出现在多数
类型的图书馆中：

• 51％的受访者是在公
共图书馆

• 36％的在高校图书馆

• 9％在学校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

商学院图片来源：http://blog.dfrobot.com.cn/archives/4228

2013年，上海图书馆将馆舍内
原来的专利标准检索工具阅览室改
造成为了“创新空间”，在国内图
书馆界率先引入3D打印机为读者
提供打印服务，还邀请专家为读者
提供展示、讲座、共享和交流活动
。

上海图书馆指出，图书馆不仅
要为用户提供书籍、资讯和信息，
也要提供创造的工具，激发用户创
意灵感，引发思维的变革，真正成
为一个学习、探索以及开拓思维的
场所。这可以看作是国内图书馆领
域首次引入创客空间的理念。

http://blog.dfrobot.com.cn/wp-content/uploads/2013/05/IMG_0491.jpg


十、图书馆空间再造中
的数字阅读





图书馆空间再造

• 开放式空间

• 半私密空间

• 技术丰富型空间



设置声响地图

陈格理馆长2014PPT
声响的差异和等级









距离

• 亲密距离，0米－ 0．
45 米; 

• 个人距离，0． 45 米
－ 1．2 米; 

• 社会距离，1． 2 米－
2． 1 米; 

• 公众距离，3． 6 米－
7． 5 米

• 丁·费尔西和唐·勃恩在图书
馆观察发现: 

• 若某人单独坐在桌旁，而一
个陌生人分别坐在他对面、
隔着一个椅子坐或正好挨着
他坐这几种情况中，女性最
不喜欢别人挨着她坐，而男
性

• 最不喜欢别人占据他对面的
座位。男性还试图通过在自
己面前放书来避免干扰。同
样，女性把书放在旁边的位
子上



十一、数字阅读推广策
略



社会层面

图书馆层面

家庭层面



• 阅读立法

• 阅读协会



阅读年——阅读日

国际图书年（International 
Book Year)

英国“国家阅读年”

世界读书日

国际儿童图书日



高雄市立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十六个策略

• 策略一：建置城市阅读运动网站；

• 策略二：首长亲自带动阅读：与局长读书、与市长读
书；

• 策略三：高雄好读书；

• 策略四：开发潜在读者群，主动前往国小办理借阅证
；

• 策略五：早读运动-爱上图书馆；

• 策略六：推出“家庭借阅证”，芬芳书香从家庭开始
绽放；

• 策略七：推动班级阅读风气，达成书香满校园之目标
；

• 策略八：举办图书馆利用教育，让孩子成为爱书人；



• 策略九：打造没有围墙的图书馆；

• 策略十：以“故事妈妈”打造城市阅读品
牌；

• 策略十一：推动弱势族群的阅读，用阅读
搭一座希望之桥；

• 策略十二：提倡青(少)年阅读；

• 策略十三：办理阅读种子教师研习为教师
及学校图书馆人员、志工充电；

• 策略十四：推广小区阅读开办团体借阅证
(group readings)；

• 策略十五：学校图书馆小区化；

• 策略十六：多元文化阅读推动。



十二、数字阅读的问题



南开大学柯平讲座

图书馆服务中的知识产权与隐私
保护

• 电子书的使用期限

• 2010年3月份，当HarperCollins出版集团
宣布图书馆浏览其电子图书的次数不能超
过26次时，一场有关电子图书未来的战争
爆发了。这很可能意味着图书馆使用电子
图书的期限只有一年。在使用期满的情况
下，图书馆如果不重新购买，用户将无法
使用。

• ALA的主席Robeaa Stevens认为：“人
们对此感到非常焦虑，图书馆预算经费在
最好的预想下，充其量只会不增不减。而
电子图书的使用则在大幅增长，该模式如
被其他出版商采用将非常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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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针对用户侵犯著作权的措施

•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声明：

• “将会把侵权读者姓名列入图书馆
档案；停止其借书权利八个星期；
将该生的侵权行为告知其所属院系
领导负责人；严重违规者，将丧失
所有使用图书馆的权利.”

南开大学柯平讲座 92



Conflict & peace :between ebook 

publishers and libraries
• 经多年冲突，电子书出版

商和图书馆在2013年提出
了和平共存。截止年底，
所有主要出版商均向图书
馆提供电子图书，但重大
的难题（如可获得的作品
和价格）仍然存在。 2013

年成为五大发行商在一定
程度上参与图书馆电子书
借阅的第一年

• Apple, on the other 

hand,continued to try 

to overturn a federal 

district court verdict it 

had conspired with 

five publishers to fix 

ebook prices



Authors Guild v. Google

作家协会上诉Google，质疑Google搜索书籍数据库
的合法性，在经过八年的诉讼后，该诉讼在2013年
被美国地方法院法官Denny Chin驳回。该决定保护
了Google数据库，使公众能获取超过20万册的书籍。
在他的决定中，法官Chin引用由图书馆版权联盟提
交的“法庭之友”的意见，该联盟由ALA、ACRL、
ARL组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分管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副校长
兼图书馆馆长James Neal代表图书馆界参与2014年
4月2日举行的知识产权和互联网众议院司法听证会。



电子借阅的“权利穷竭”



知识产权问题

• 2012.10 Hathitrust案例

• 2013.11 Google Books案例

图书馆发表声明

• 英国图书馆于2014年3月28日发表声明，宣布支
持英国知识产权局于3月27日提出的版权例外草案

在知识自由与知识产权平衡中馆长的作用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分管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副校
长兼图书馆馆长James Neal代表图书馆界参与
2014年4月2日举行的知识产权和互联网众议院司
法听证会。



对青少年创新潜能的影响

• 广播媒体对智力的负面作用

• 心理学家维根伯格（Valkenburg）和渥特
（Voort） 的观点

• “e-reading”（即数字化阅读）包括：网络阅
读、多媒体阅读 、手机阅读等



科学阅读观

• 融合网络阅读和传统阅读两类活动于
一体的阅读理念，以科学辩证的世界
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为标准开展阅读
活动

• 兼顾文字型阅读文本和图片式阅读文
本、多媒体式阅读文本；

• 兼顾精读阅读方式和泛读、检索、下
载、标题浏览等网络阅读方式；

• 优化个人、组织和社会的阅读环境；
创建和谐、健康的网络阅读文化



科学阅读观的重点一

• 科学的阅读

• 阅读不再是一种形式，不再局限于传
统的纸质文献的阅读，而是一种学习
过程，它有利于青少年的知识、素质
和能力的综合培养，有利于青少年的
智力发展



科学阅读观的重点二

• 健康的阅读

• 阅读不仅增长知识，提高素养，静化
心灵，阅读使人上进，阅读使人幸福
；而且阅读可以治疗心灵的创伤，帮
助解决社会问题，有利于青少年生理
和心理健康



科学阅读观的重点三

• 社会的阅读

• 阅读不再限于个人的活动，阅读是一
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社会活动，群体
的阅读、大众阅读对社会的影响更大
，它有利于青少年一代又一代的成长
，是和谐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



十三、数字阅读的未来



数字阅读

1

2

3

4



ALA Pew Internet(2012)





针对纸本书的调查

• 用户调查

• 四分之三（75%）的
美国年轻人（16-29周
岁） 2012年至少阅读

了一本纸质图书，而
30岁以上成年人阅读

纸本图书的比例是
64%。

• 馆长调查

• 即使是在研究型院校，
也有少数受访者认为
购买印本图书对于建
设机构馆藏十分重要。
然而，大多数受访者
认为，建设本地印本
馆藏的重要性已经下
降





重新审定阅读的价值（一）

• 阅读与职业——

• 阅读决定职业

• 阅读与人生——

• 阅读改变人生

• 阅读与社会——

• 阅读影响社会

• 阅读与教育——

• 阅读促进教育



重新审定阅读的价值（二）

• 阅读与民族——

• 阅读关系民族

• 阅读与创新——

• 阅读支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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