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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２０１９年的推文进行调研，介绍并分析了通过微信平台
开展电子书推广服务的现状与问题，重点分享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电子书推广项目的案例
实施、案例效果与启示。归纳总结了５点专业电子书推广服务提升策略，主要包括：基于用户专业学习的需
求，重视并持续开展电子书推广服务；根据用户的不同特点，分级、分层开展电子书推广服务；加强各方合作

与沟通，提升电子书刊推广服务的效果；加强馆员专业图书阅读推广能力培养；加强电子书刊推广服务的前

调研与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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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资源已成为高校教学、科研与学习的必要
保障，与纸质图书相比，高校图书馆对专业电子书的

推广服务较为薄弱。随着智能手机、微信等新媒体

应用在高校的普及，应用微信平台开展专业电子图

书推广服务，可以发挥其受众面大、关注度高、更新

快捷、阅读方便、互动性强等优势。高校图书馆应该

重视从书刊内容层面且善用微信平台开展电子书荐

读服务，帮助读者提升专业电子图书选择能力和阅

读素养。

１．“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微信推广电子书现状
笔者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月对４２所“双一流”高

校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在２０１９年全年的推文进行
了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到，所有“双一流”高校图书

馆均开通有官方微信平台，且通过微信平台对电子

图书进行宣传与推广，其推广的形式与内容各有

特点。

１．１　基于电子图书数据库的推广
从数据库层面推广电子书刊资源十分必要，可

以让读者了解图书馆购买了哪些数据库资源。整体

来看，各馆对电子资源的推广多从数据库层面进行，

如通过“新资源通报”“信息素养培训”“数据库利用

比赛活动”“数据库使用讲座”等形式对电子资源进

行宣传。但由于电子书资源数量庞大，且常有更新，

仅仅基于数据库层面的宣传与推广，不能使读者及

时了解数据库到底有哪些资源、资源有哪些更新、如

何有效筛选资源等。因此，与纸质书刊推广服务相

比，高校馆基于电子书刊内容层面面向读者开展的推

广服务较少，正如彭爱东等在《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

的发展现状与对策》中所指出的：目前我国图书馆的

数字阅读推广对象以数字图书馆系统与数据库为主，

对深度数字阅读素养、数字读物的推广力度不足［１］。

１．２　基于电子书的推广
２０１９年，在“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中，有１３所图

书馆开展了电子书推荐服务。其中，又有部分图书

馆有计划地开展了系列宣传，即在微信公众平台建

立电子书推荐专栏。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

“畅想阅读”专栏，从畅想之星电子书数据库中精选

图书推荐给读者，每周一期；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

“外文电子书推荐”专栏，与供应商和教师合作，开

展外文专业图书导读服务；吉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

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也分别设置了电子书推荐专

栏。此外，中南大学和兰州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更

是开设了“在线听书”栏目，推广音频电子书资源

（见表１）。
２　电子书推广服务特点
２．１　电子书推广的学科以人文社科类图书为主

调研发现，高校图书馆推广的电子书多以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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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学、传记、历史等学科的畅销书、热门书为主，

这与纸质图书的推广有共同的特点。人文社科类图

书大多可供所有专业的读者阅读并拓展视野，而自

然科学与专业图书的受众相对较窄，不容易引起更

多读者的兴趣。此外，也与各馆对阅读推广服务的

定位有关。不少图书馆将阅读推广定位于“休闲阅

读”“经典阅读”“畅销书阅读”，在专业阅读推广方

面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２］。

表１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９年微信推广Ｅ－Ｂｏｏｋ服务案例

序号 高校图书馆 微信栏目 数据库举例 主要学科 语种 形式与特点

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 电子教参书 人文社科 中文 线上阅读与线下沙龙相结合

２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畅想阅读 畅想之星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阅读

３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外文电子书推荐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电子书 综合学科 外文 在线阅读与专业读书会

４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超星移图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阅读

５ 吉林大学图书馆 歌德好书推荐 歌德机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阅读

６ 南京大学图书馆 爱教材 人文社科 外文 在线阅读

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外文专业书推荐 爱思唯尔电子书 自然科学 外文 在线阅读

８ 厦门大学图书馆 超星电子书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阅读

９ 山东大学图书馆 京东阅读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阅读

１０ 中南大学图书馆
荐书 ＱＱ阅读、京东阅读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阅读

荐书 新语听书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听书

１１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扫码阅读 畅想之星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阅读

荐书 超星电子书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阅读

１２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电子图书 畅想之星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阅读

１３ 兰州大学图书馆

歌德每月新书推荐 歌德机电子书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阅读

听书推荐 云图数字有声图书馆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听书

电子书分享 ＱＱ阅读 人文社科 中文 在线阅读

２．２　电子书推广的语种以中文图书为主
调研发现，高校图书馆推广电子书多以中文书

为主，４２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中，仅有北京师范
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３所高校的图书
馆开展了外文电子书推荐服务。分析其原因，一方

面，从大学生读者阅读能力与水平来说，中文电子书

更易阅读，读者受众更广；另一方面，从馆员精选和

荐读的服务能力来说，推广外文电子书相对难度

较大。

２．３　电子书推广通过提供二维码或链接阅读全文
各馆的纸质图书推广形式丰富多彩，如书展、讲

座、沙龙、比赛、诵读等，而电子书的推广形式相对单

一。在开展了电子书推荐服务的１３个高校图书馆
中，多数馆通过微信向用户推荐精选的电子图书，向

用户提供二维码或链接地址实现直接在线阅读电子

书全文。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启蒙的另一面———张

辉教授领读《拉奥孔》”活动中，采用了线上阅读与

线下领读沙龙活动相结合的形式；北京师范大学图

书馆的“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电子书”推荐服务，除了提供在线

阅读全文外还辅以线下读书会交流活动。

２．４　电子书推广服务以点散式推广为主
多数电子书推广服务缺少整体策划，服务的品

牌化、可持续性不强，对推广活动缺少有效评估，使

得活动的效果并未完全体现出来。究其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点：一是对读者需求把握不足或针对性不

强。大多数图书馆的图书是由馆员推荐的，馆员受

自身专业能力与知识素养的限制，无法精准地把握

不同专业、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不能开展有针对性

的电子书荐读服务。二是电子书推广服务连续性不

强，大多数馆的电子书推广服务没有整体规划，更没

有建立起电子书推广服务品牌。

整体上看，尽管校园数字阅读常态化为图书馆

开展阅读推广提供了更多可能，但是高校图书馆数

字阅读推广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数字阅读推

广活动过于形式化、影响范围小、效果持续性差、质

量评价和读者阅读行为分析缺失等问题［３］。尽管

如此，高校图书馆仍在不断努力探索专业电子书推

广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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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电子书推广案例（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

为加强电子图书推广力度，提升读者阅读外文

专业电子书的兴趣与能力，促进电子书资源的利用。

２０１９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与施普林格·自然出
版集团合作，对该馆所引进的２００５—２０１５版权年的
全学科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电子书开展专业电子书推广
服务。

３．１　案例实施过程
项目由学科馆员牵头，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

开设“外文电子书推荐”专栏，选择北京师范大学１１
个“一流学科”的专业经典图书或网络评价指标

（Ｂｏｏｋｍｔｒｉｘ）较好的图书（网络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下载量、引用量、提及或评论量、读者数量等）分主

题推荐给不同专业的学生。数据库商根据学科馆员

提出的学科需求，对各学科图书进行初筛与内容简

介翻译。学科馆员负责邀请相关学科的硕、博士生

导师精选适合推广的图书撰写推荐导读语，汇集电

子书相关信息，并通过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平台将书

封、内容简介、图书全文二维码、图书著者介绍以及

扩展阅读资料等图书信息推送给学生，每周一期。

有的导师也会将荐读图书纳入指导研究生的精读计

划中，指导学生开展专业阅读与讨论。此外，学科馆

员也与电子资源采访馆员保持密切沟通，随时将师

生对专业电子书的需求反馈给采访人员。可以看

到，在整个活动组织与实施过程中，学科馆员处于联

络的中心，将数据库商、教师联结在一起，发挥了统

筹策划与联络协调的作用；数据库商了解自身出版

的优势学科专著及出版变化情况，发挥了资源保障

与内容整理支持作用；教师了解哪些专业图书适合

哪些层次学生阅读，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推荐，

发挥了关键的指导作用。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电子书推
广服务的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电子书微信推广服务关系图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电子书推广活动所推荐的图书
主要为各学科的外文专业图书，主要面向的是本科

高年级学生以及研究生。为了吸引更多读者关注与

参与，活动初期策划了“读书赢大奖”的活动，并利

用微信留言功能，与读者互动讨论阅读收获与学习

心得，根据读者阅读交流的情况进行评选。为了提

升推广的效果，学科馆员根据荐读图书的学科内容

选择不同档期进行发布，如选择“国际珍惜动物保

护日”推广生物学主题电子书，选择“地球日”与“世

界环境日”发布地理与环境科学主题电子书，选择

“心理健康日”发布心理学主题电子书等。为了强

化外文图书荐读服务的品牌性与系列性，活动策划

设计了统一的栏目头图（见图２）。

图２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电子书推荐微信头图

３．２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电子书推广的成效
２０１９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共发布微信推文

２２期，向读者推荐了教育学、心理学、数学、地理学、
系统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专业的１８种精选图书
及相关专题拓展阅读书目。

通过监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外文电子书微信荐读
服务前后的图书利用数据可以看到，所推荐的１８种
图书的２０１９年下载量较之２０１７年与２０１８年下载
量有明显增加。例如，《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ｒｏｓｅＰｏｅｔｒｙ》这本书
在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两年都是０下载，而２０１９年开
展活动后，下载量达到了１３２４次。这充分说明，通
过专题式的外文图书推广活动，能够有效地帮助读

者发现“好书”。微信与二维码结合使用，读者通过

手机扫码即可直接进入阅读内容，简化了电子书阅

读程序，抓住读者对图书产生兴趣的第一时间，实现

了所见即所得的效果。通过合作，不仅为大学生提

供了专业的外文图书荐读服务，而且对数据库商、专

业教师以及学科馆员三方的工作都有所促进。首

先，资源商拥有丰富的数字资源、最新的产品设备，

并掌握读者阅读倾向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主要负责

数字资源、阅读平台以及后期数据提供［４］。其次，

在外文专业图书荐读服务活动中，通过对部分专业

教师的回访了解到，部分荐读导师还将推荐的图书

０５

高校图书馆工作 ２０２１／５·总第４１卷第２０５期



引入自己的教学中，组织研究生开展阅读与讨论。

再次，学科馆员一方面对师生的资源需求有了进一

步了解，另一方面通过监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电子书的使用
数据分析拒访图书在学科、年代的分布情况，并将这

些信息及时反馈给电子图书采访馆员，既可以了解

进一步深化读者服务的方向，又可以推动电子书资

源引进的精准保障。各期推荐图书及使用情况如表

２所示。
表２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外文电子书推荐服务统计（统计时间２０２００３２５）

序号 微信标题 图书名称 中文译名 学科
２０１７年

下载量

２０１８年

下载量

２０１９年

下载量

微信阅读量／

微信发布位置

１ 读书还可以赢大奖？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统计 学 习 理 论 的

本质
数学 ０ ２２ ４５９ ９６５／１

２ 读书赢大奖第二弹！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Ｍｅｔａ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 元启发式算法手册 数学 ０ ２１ ８６１ ７８５／１

３ 数学是一种信仰？

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Ｐｒｏｏｆ：Ｂａｓｉｃ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ｆｏｒＤｅｅｐｅｒ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ｓ

证明艺术：更深层次

数学的基础训练
数学 ２１ ６３ ９２４ ３１５／２

４ 奇妙的数学史！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ｔｓＨｉｓｔｏ

ｒｙ
数学及其历史 数学 ５０ ７５ ９００ ２９５／２

５
当我们在数学的范畴

下谈论文化时……

ＩｍａｇｉｎｅＭａｔｈ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数学想象３：文化与

数学
数学 ０ ０ ６４８ ３３３／２

６
守护动物，让人类不

孤单
ＳａｖｉｎｇａＭｉｌｌ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 拯救一百万物种 生态学 ０ ０ ３４２ ２３４／２

７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Ｃｈｉｎａ’ｓＧｒａｉｎ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Ｐｒｏｇｒａｍ

中国 的 退 耕 还 林

工程
生态学 ２６ １１７ ２０９ ２２９／３

８
关注气候变化 共建地

球家园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气候变化适应手册 环境工程 ３０８ １０７ ６５０７ ４８０／１

９ 幸福是什么？
Ｆａｉｔｈｆｒｏｍ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从积极心理学角度

看待信仰
心理学 １ ０ ２６６ ２９２／２

１０ 饮水思源 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ＷｅＥａｔ 我们的饮用水 环境工程 １９ ０ ２３７ ３９９／２

１１ 不被错觉所束缚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 妄想的背景 心理学 ０ ４ １２９ ３００／２

１２
非线性动力系统的

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

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非线性动力系统的

控制
系统科学 ０ ０ １００ ２０２／２

１３ Ｇｅｔ高等教育知识点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国际高等教育系统

及机构大百科
教育学 ０ ５ ３ １７８／３

１４ 知识经济与终身学习
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知识 经 济 与 终 身

学习
教育学 ０ ０ ２８９ ３６７／１

１５ 教育与哲学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

教育哲学与理论百

科全书
教育学 １０ ６１ １６ ４１９／１

１６ 教育学的背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

究手册
教育学 １５１５ ２４８９ ３２９２ ５８９／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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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微信标题 图书名称 中文译名 学科
２０１７年

下载量

２０１８年

下载量

２０１９年

下载量

微信阅读量／

微信发布位置

１７
读电子书赢大奖活动

仍在继续！
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ｒｏｓｅＰｏｅｔｒｙ 世界之歌，文字之舞 文学 ０ ０ １３２４ ８１３／１

１８
读电子书赢大奖活动

仍在继续！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通过经济史看农业

转型研究
农业经济 ０ ３６ ３６ ２１９／２

１９
回顾１：你所未知的数

学世界

数学专辑：你所未知的数

学世界
数学 ５９１／１

２０ 回顾２：地理生态专题 地理生态专题 地理、生态 １４８／２

２１ 回顾３：教育学专题 教育专题 教育学 ４７６／１

２２
回顾 ４：系统科学、心

理学专题
系统科学、心理学专题 系统、心理 ４９１／１

说明：微信发布位置是指当日微信发布在第几条，１表示微信发布于头条位置，２表示微信发布在第二条，依次类推。

３．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电子书推广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实施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ａｔｕｒｅ电

子书推广项目是对专业电子书推广服务的一次有计

划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

（１）在荐读专业图书选择方面，如何从大量的
电子书中精准地找出适合学生的专业相关图书，并

确保所推荐图书的专业性、权威性、适读性，既要考

虑本校专业设置情况、经典或高水平学科专著、图书

网络计量数据因素，同时专家与专业教师的权威推

荐意见也至关重要。

（２）在电子书微信推广服务方面，设计统一的
微信头图等标识，能够加深读者的印象，促进活动的

品牌建立，提升荐读活动推广效果。

（３）在图书推广过程中，微信标题也需要精心
设计。微信标题设计可以根据图书题名与内容，采

取更加活泼、更具哲思形式进行设计，使严肃的专业

图书也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例如，在数学专题

回顾一期微信中，标题使用了“你所未知的数学世

界！”这样的标题设计正符合大学生具有好奇心和

探索精神的特点。

（４）在微信发布方面，发布的时间点、发布位置
对于推广效果也有影响。例如，第八期推广的图书

《关注气候变化，共建地球家园》，选择了在公众所

关注的地球日（４月２２日）之前发布，也实现了吸引
更多学生关注的效果。再如，发布于头条的荐读微

信的阅读量明显高于发布于第二条或第三条的微

信，平均有５９８次。

另一方面，在项目实施整个过程中，项目组对参

与活动的师生进行了回访调研，也获取了一些提升

专业电子书推广效果的有益建议。例如，对于专业

电子书的推广，选择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推

广，虽然可以覆盖多学科，但对于某一学科的专业电

子书在推广的系统性以及直面专业读者的精度上都

会受到影响。如果学科馆员利用院系平台或专业学

生群，系统策划专业电子书推广活动，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４　电子书微信推广策略
４．１　基于用户专业学习的需求，重视并持续开展电
子书推广服务

准确地了解用户需求是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的

前提，对于高校师生来说，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缺

少可利用的资源，而是面对海量的电子资源难以选

择和快速了解并获取的问题。例如，教师对教材与

教辅图书的需求，学生对专业书刊资源的获取，科研

人员对最新学术成果信息的了解等。开展专业电子

书推广服务，就是要为读者提供学科类书籍的导读，

要求馆员对高校学科课程设置、课程参考资料等内

容进行全面掌握，并根据不同学科的特色和重点为

相关学生提供图书采集、书目推荐、资源获取等服

务。学科馆员对于专业阅读推广与扩展相衔接的学

术文献体系依据“学术专著 ＋学位论文 ＋核心期刊
＋特种文献”的推荐原则［５］，将不同学科的经典图

书、核心图书、高使用量图书筛选出来推送给读者，

既帮助读者节省资源选择的时间，又让读者在较高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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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点上开展学习与研究，助力师生的学习、教学与

科研工作。此外，电子书刊的推广服务要与纸质书

刊的推广服务结合起来，线上推广与线下活动紧密

结合，有计划地持续开展，建立忠实的用户群，建立

服务品牌，不断提升书刊推广服务的效果和影响力。

４．２　根据用户的不同特点，分级、分层地开展电子
书推广服务

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和科学研究

的服务支撑和保障的部门，在开展阅读推广服务时，

既要考虑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与拓展，更要根

据读者的专业与层次的不同，考虑对其专业学习与

科学素养的培养与支持，以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养。

一是人文社会学科文献的推广既要考虑专业学习的

需要，也要考虑对各学科人文素养文献的选择；二是

自然科学文献的推广既要考虑学生专业学习的需

要，也要考虑选择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文献。此外，

根据不同层次用户的需求，在电子书刊推荐服务中

要采取分级策略。例如，对于大学本科学生，可着重

推荐学科经典图书、教材与教参；对于研究生，可重

点推荐最新研究成果的学科新书等。再次，根据大

学生的特点，采取多种形式推广电子图书，例如，利

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社交应用软件开展线上讨论

与交流式的阅读。

４．３　加强各方合作与沟通，提升电子书刊推广服务
的效果

（１）加强与专业教师的合作与沟通。一方面，
馆员要充分考虑教师和学生的实际需求，主动搜集

教师和学生的阅读信息，积极了解他们的学习科研

情况，才能为他们提供精准的文献推送服务。另一

方面开展电子书刊推广服务，馆员可以在专业书籍

选择方面，请教师提出有针对性的导读目录。学科

馆员根据该专业课程列出学生必读和选读的专业书

目，有针对性地梳理图书馆纸质和数字资源，为教师

的教学需要提供资源保障。

（２）加强与学生社团的合作。例如，在宣传策
划、书目搜集、微信编辑、活动组织等方面，发挥学生

的专业特长。从学生的角度，以学生的思维组织相

关推广服务，可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激发读者的阅

读兴趣，引导他们走进图书馆进行深度阅读。

（３）加强与数据库商的合作与沟通。及时了解
电子书刊资源的更新情况、核心资源情况、平台功能

等信息、资源利用情况跟踪等，加大资源的宣传，提

高资源利用水平。在数据库培训、图书出版、论文投

稿以及科研支持服务等方面发挥数据库商的优势。

（４）加强与学校教学与科研管理部门的合作与
沟通。及时了解学校教学与科研的整体规划，为学

校学科发展与科学研究提供资源支撑与保障。

（５）加强资源采访馆员与学科馆员之间的沟通
与合作。采访馆员及时将试用资源、新增资源等信

息传递给学科馆员，学科馆员及时将各方的资源需

求与信息反馈给采访馆员，共同推动图书馆电子书

刊资源建设工作。

４．４　加强馆员专业图书阅读推广能力培养
专业电子图书推广服务属于专业阅读推广服

务，既包括专业化的服务方式推广阅读，也包括对学

生的专业学习和技能培养方面提供阅读指导与帮助

的过程［６］。馆员应该具备专业的信息检索与处理

能力，这是图书馆员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开展专

业阅读推广服务时，馆员既要帮助读者在海量的资

源中快速地选择、筛选专业书刊，也要推广检索方法

与技巧，培养大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馆员为学生

推荐专业阅读书籍或者文献资料时，要了解专业阅

读的规律与特点，具备基本的专业图书选择与辨识

能力，这样才可以与专业教师进行有效地沟通。馆

员还应具备活动策划与组织能力，根据课程设置突

出专业馆藏，学科馆员嵌入学科进行阅读推广服务，

信息检索课教学采用专业阅读指导、结合教学提高

学生专业阅读数量、结合教学提高学生的专业阅读

质量、提高学生的专业阅读水平等。馆员要具备敏

锐的信息搜集能力以及协调和沟通能力。馆员应关

注学校的学科发展规划、教师的教学信息、学生的信

息需求、数据库商的资源信息、图书馆的采访信息等

多种信息，并能将这些信息整合、梳理为己所用，创

新性地开展专业电子书阅读推广服务。

４．５　加强电子书刊推广服务的前调研与后评估
前调研是指读者专业阅读需求调研，即了解读

者的需求特征，了解读者的需求差异。前调研应结

合学校的实际，首先，调研不同学科的专业课程设

置、不同教师的教学资源需求；其次，依据本科生、研

究生和博士生阅读的不同需要，分析研究阅读需求，

进行读者自身的需求特征和读者所读文献需求特征

的调研；再次，对本馆各学科电子资源情况进行梳

理［７］。后评估是指及时地对电子书推广效果进行

总结，评估和测度服务活动的效能。项目后评估有

助于发现电子书刊推广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活动成

功的经验，不断创新电子书推广的方法与手段。推

广效果的测评应首先着眼于用户满意度、活动参与

度和电子资源的使用情况，这些指标是电子书推广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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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败的最直接证据［８］。此外，还可以从活动的

宣传是否到位、前期的需求调研是否具有针对性、活

动过程的不同阶段是否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需求、

是否与读者做了沟通、活动对馆员和图书馆其他工

作的带动作用等方面进行评估［９］。

专业阅读推广工作是高校图书馆进一步深化开

展阅读推广工作的内容之一，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

累经验，在深度、广度、内容、形式、沟通互动等方面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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