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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发展

与传统媒体相对应，随着新技术不断

发展而来



截至到2019年6月，全国网民规模8.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
全国还有5.4亿人没有上网。

全国网民规模情况



调查显示，促进非网民上网的首先因素是与家人沟通联系，占18.1%；其次
是提供免费上网培训指导占比 。图书馆提供的信息素养服务有成效和
空间。

非网民不上网的原
因



手机网民占总网民比例为99.1%。上网的人几乎人手一台手机，
说明互联网已经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了。

全国手机网民发展情况



20-39岁的网民占总数的一半，40-49岁的网民人数有增加。

全国网民年龄结构情况



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音频占
所有应用时长的近70%。

手机网民使用的应用时长情况



2005年 2011年 2013年 2018年2009年 2012年 2015年

中国新媒体发展简
史

微信上线

主打熟人社交

聊天新方式

（打败短信）

微信公众平台上线

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品牌

新入驻的可以发3次

“两微一视”格局基本形成

“南抖音，北快手”

新浪微博上线，每次只能发

140字，大V入驻

吸引明星，粉丝量

（打败博客）

今日头条上线

利用算法推荐新闻

（门户网站开始走下坡）

2015年快手快速发展

2016年今日头条发布抖音、

火山小视频

2017年短视频发展“元年”



“两微”的情况



截至到2019年6月

微博月活为 ，较上年同
期净增约5500万。其中94%为
移动端用户。

日活为2.11亿，较上年同期净
增约2100万。

16-22岁，占使用人数的40%

23-30岁，占使用人数的40%

31-40岁，占使用人数的14%

截至到2019年6月

微信及 WeChat 的合并月活达
到了 11.33 亿，同比增长 7%。

使用人群占比，可参考全国网
民年龄结构。

微博和微信的用户情况



截至到2019年6月

抖音日活超过3. 2 亿

85%的抖音用户在24-30岁以下

截至到2019年6月

快手日活超过2 亿

70%的用户在30岁以下

注意：短视频从2016年才开始，已经逐渐成为主流

抖音和快手的用户情况



新媒体发展的几点启示

1、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越来越碎片化（一个字，就是“懒”）

博客

（长文本）

微博

（短文本+图

片）

微信

（图文混排）

微信

（条漫）

短视频

（15秒-60秒）



新媒体发展的几点启示

2、新媒体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变化的



新媒体发展的几点启示

3、风口永远在变，要保持学习和尝鲜的态度

保持全天浏览微博、微信、豆瓣、知乎、抖音、今日头条、简书等APP

的内容。



新媒体发展的几点启示

4、永远不变的是内容（例：李子柒、办公室小野等）

微博 抖音 微信公众号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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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营公众号

标题是引子、内容是里子、排版是面子



湖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情况

根据《清博指数图书馆官方榜单》和《全国公共图书馆微信微博监测月报》

的数据显示，湖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阅读量、点赞数、WCI指数等关键指
标，在国内图书馆行业榜单连续多年保持第一。

清博指数2019年7月图书馆榜单



湖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情况



湖南图书馆公众号定位

形象宣传的窗口

在线服务的平台

资源推广的工具

沟通交流的桥梁



1、内容永远为王

公众号内容应坚持“四有”原则：

1、有趣：“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2、有用：对读者有用的内容

3、用料：有干货

4、有品：不低俗，有品味



“四有”原则-有趣

2019年9月篇篇10W+的账号



公众号发哪些内容受欢迎？

1、原创：新闻、活动、场馆介绍、馆员故事、馆藏故事

2、转载：阅读、历史、科普、育儿、人物、情感、本地垂直

上述内容要有计划、有交叉、不要连续发布重复内容，发布时间有规律。

内容要结合时令、节气、社会热点等内容，能引发读者的共鸣



2、排版是面子

“大道至简”，文化单位的公众号排版上，要以清新淡雅为主，不要太花哨，
要符合单位的文化底蕴和品味，少儿相关的内容可以适当活泼。

字体：一般默认为“微软雅黑”，一般手机和电脑上都有这个字体。

字号：15px

颜色：#666666

行距：1.75倍

其他：首行一般不缩进，需要适当分段，段与段之间可以空行或间隔稍大，
文字太多时，要用图片进行适当地隔断，重要的信息可以加粗或标别的颜色。



3、标题是引子

➢ 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时代，取标题永远是关键。

➢ 记者说：“五分钟写稿，一小时取标题”

➢ 好的标题可以带来1/3的流量

➢ 每次取10个标题，反复的阅读，不同的人来投票

➢ 公众号内容有转发才有阅读量，取标题时要考虑读者是否能转发



取好标题的方法

1.化繁为简，取短标题

信息明了的短标题浓缩文章精华，看一遍就能被读者记住，相对长标题理解门槛低。

湖南图书馆：《活下去的理由》
人民日报：《我们的态度》《炫！》

2.模仿知乎体

“如何评价xx？”“那些xx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知乎体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取标题思路，这种标题适用于对读者一知半解的新事物做科
普，或分析某件事件的影响力。

湖南图书馆：《那些自律到极致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取好标题的方法

3.明确用户需求

读者最关心的是文章和自己“有关”、“有用”，文章价值要在标题体现出来。标题要
找到读者痛点，把有价值的信息呈现在标题上。

湖南图书馆：《如何面对生命中的黑天鹅，这是我见过最好的答案》

4.悬疑句式，勾起兴趣

标题抛出一种持续发酵的流行问题或者社会现象，答案要读者点开文章自己来找。

湖南图书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原来是这个意思？》



取好标题的方法

5.制造冲突，激化矛盾

标题可以用一种前后冲突矛盾的说法，放大关键矛盾，激发读者讨论。两者差距越大，
读者的好奇心也就越强。

湖南图书馆：《为什么说闲贫爱富乃天经地义？》

6.加强对比，正反相衬

对比放大文章某种观点，让读者看到正与反的差距，用一个观点或现象进行衬托，强烈
的反差能让读者明白文章的重点，产生阅读欲望。

湖南图书馆：《考研注定是孤独的？他们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取好标题的方法

7.名人效应，抱紧大腿

“抱大腿”不只是找名人背书，也可以依托现实环境变化。但凡有点热度或即将成为爆
款的话题，都可以用在标题里。

湖南图书馆：《汪涵：读书才是一个人最强的后盾》

8.蹭热点，借IP

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或突发的热点事件时效性强，标题中带有热门关键词往往能吸引读
者的关注。

湖南图书馆：《湖南女作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却可能只有万分之一的人知道她》



取好标题的方法

9.用数据说话

大多数人对数字更敏感，不管是3天时间，还是300元钱，数字创造的清晰视觉一项最容
易被人们记住。

湖南图书馆：《有幸福感的10个标志，你有几个？》

10.列关键词

把文中最关键的词语罗列出来，吸引读者点击

湖南图书馆：《获奖金711万！中国宝妈破解曾被称为“全球最安全”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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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图书馆的几点经验



1、湖南图书馆公众号基本情况

2018年全年

阅读量：810万

发布篇数：1168篇

发布天数：365天

回复读者：4.5万余次

微服务大厅：60万余次



团队给力 保持互动

领导支持 紧跟热点

领导支持是一切事业成功的
基础

1、专门机构

2、信任

3、领导懂、亲自用

团队每天不只工作8小时，
休息时会回复读者留言、
阅读文章、留意热点等等

发布的原创文章和转载文
章都需要紧跟社会热点。

公众号最大的难题就是增粉，
保持互动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1、及时回复、及时处理

2、拟人化，撩拨、开玩笑

3、线上活动

2、湖南图书馆公众号的优势



3、原创稿件举例

2017年底，我馆贺美华馆长

刚上任，我们就根据馆长日

常工作中的一些片段，进行

了艺术加工和编排，再配上

漫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阅读量达1.3万，500多次点

赞。领导圈粉无数，同时也

宣传了我馆的日常工作。

1.







读者纷纷为馆长打

CALL，同时也夸了

一波湘图君



3、原创稿件举例

为了向读者介绍我们馆的工

作情况，我们没直接很官方

的写上很多条条框框，而是

用诗意的文字把图书馆的工

作在24小时里分段写出来，

引发了读者的好评。

2.







3、原创稿件举例

2017年的最后一天，巧用

“90后”的热点，基于毛主

席是19世纪90后的事实，向

读者介绍了毛主席到湖南图

书馆自习的故事，借用社会

热点我馆进行宣传。从晚上0

点写到5点。

3.





3、原创稿件举例

2018年12月，在考研前的几

天，我们策划一个为考研加

油的稿件，采访了几个考研

的学生，引发很多学子的共

鸣。

4.







4、转载稿件

要保持全年365天年发稿，又要吸引读者保持关注，我们的法宝

是转载高质量的文章，我们在转载文章主要注意了以下几点：

1、团队保持大量公众号文章的阅读

2、要转载的文章必须经原作者同意

3、头条文章的文末要推荐一本和文章内容相配的图书

4、结合社会热点

5、夹带私货，进行自我宣传



（1）紧跟社会热点



（2）推荐图书



（3）夹带私货



5、线上活动

线上活动是快速吸粉的重要手段

2018年11月，我们策划“寻找湘图锦鲤”

活动。活动推文浏览量18.9万次，创下

了公众号原创文章阅读量历史新高。近

3万名读者参加活动，2.6万多次朋友圈

转发，1100多人留言，公众号新增粉丝

2万多名，该活动也创了我馆线上组织

的活动参与人数之最。



5、线上活动

2018年，我们每周二固定在

公众号推出赠书活动，全年

共举办了51场线上赠书活动，

总阅读量达30万次，共吸引

3956名读者参与，向读者赠

送图书 255本。

活动既为读者推荐了优秀了

图书，还给读者赠送了书籍，

吸引读者的转发评论，极大

地增强了与读者的互动。

2019年我们加大了赠书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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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界数字阅读推广的痛点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的最重要的使命



1、社会知晓不够

2、阅读入口太多

3、资源厂商限制多 4、推广手段较少

5、缺乏全面数据统计 6、图书馆畅销电子图书
更新不多

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的痛点



1、社会知晓度不高

2018年数字阅读规模达4亿人，数字阅读市场
巨大。

知识付费已成为阅读市场的共识。80后、90

后付费意愿最强烈。愿意为单本电子书支付
的平均金额为13.6元。



1、社会知晓度不高

读者对阅读资源的需求巨大。

读者到处找寻免费电子书资

源，但很少有人知道图书馆

有大量的电子书资源。

来源：百度知道 来源：朋友圈



2、数字阅读入口太多

各图书馆一般把所购买的资源库入口放在一起，由读者进行挑选，读者如

果要寻一本书，要在不同的数据库之间来回寻找，而不同数据库有不同的

阅读界面、操作方式等，给读者带来较大困扰。

如果选择太多

就等于没有选择



3、资源厂商提供的资源库限制多

➢ 大部分厂商不能向图书馆提供单独后台

➢ 大部分厂商向全国图书馆提供的统一页面风格，无法个性化修改

➢ 图书馆无法根据自身需求调整电子书的摆放位置

➢ 部分厂商要求读者单独注册

➢ 部分书要求下厂商的APP才能查看，图书馆花钱购买厂商资源后，
还要运用馆内资源免费宣传推广厂商APP。



4、数字资源推广手段较少

图书馆在数字阅读资源的推广，除了在馆内和公众号放二维码，其他的推

广和传播手段不多。通常做法是将大量的资源挂接在网站、公众号上，由

读者来自行找寻资源，资源是被动地等待读者的发现。



5、缺乏全面的读者访问数据

➢ 没有独立的第三方数字资源访问统计工具，数据只能靠厂家提供。

➢ 每个厂家有不同的统计方式和统计口径，无法进行直观对比

➢ 馆员无法全面了解资源库利用情况，有部分资源库利用率较低。



6、图书馆畅销电子图书更新不多

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库以经典图书为主，市场上的畅销新书不多，对读者的吸引力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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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介绍

万千图书 一网读尽



1、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是什么？

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是

一个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图书馆综

合数字阅读平台。

该平台于2019年4月21日正

式发布，深度整合湖南图书馆分

散的数字资源库，让读者无需下

载任何APP，就可以在一个平台

上免费阅读湖南图书馆馆藏的电

子书、有声书、期刊、视频、自

建资源等

扫一扫，进入数字阅读平台



电子书阅读1

电子书阅读功能强大热门作者东野圭吾的作品集

2、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的主要功能

不同资源，不同厂商，统一检索

整合了超10万
本正版电子书，
经典图书、热
门畅销图书都
有



收听有声书2

有声书播放界面 手机锁屏后同样可以播放有声书简介页

2、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的主要功能

整合了超30万
小时有声书



视频及图书馆自建资源3

2、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的主要功能

视频主界面 接入湖南图书馆自建资源



主题书单4

多个主题书单 主题书单显示页 主题书单显示页

2、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的主要功能

可以将不同
厂家资源放
入一个书单



阅读积分5

“书劵”的多种获得方式 “书劵”可以兑换纸书和文创阅读得“书劵”

2、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的主要功能



创建读书会7

读书会列表 加入读书会后界面

2、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的主要功能



3、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的创新点

无需下载 即开即用

1、关注公众号

2、在微信直接搜索平台

3、点击好友在微信群分享的图书

4、扫描好友在朋友圈分享的图书海报

1

从湖南图书馆公众号进入 微信搜索框直接搜索 点击好友分享到群的链接



不同资源 深度融合

该平台在业界首次打通了多家资

源库的技术接口，按“统一入口、统

一管理、统一展示、统一统计”的原

则进行融合，使图书馆真正地掌握资

源使用情况，能按照图书馆的要求灵

活调配资源。

目前，已对接了QQ阅读、中文在线、

畅想之星、新语有声、云图有声、博

看期刊、仁仁阅精读等主流数字资源。

湖南图书馆的自建视频资源也已接入。

2

3、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的创新点

资
源
库

提供阅读服务

资
源
库

资
源
库

资
源
库

资
源
库

资
源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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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

整合之前 整合之后

数据接口



统计翔实 支撑决策

平台让图书馆首次有了第三方
独立的统计系统。后台记录有
读者访问的资源种类、资源名
称、访问时段、阅读时长等信
息，可以导出阅读大数据日报、
周报、月报和年报，为图书馆
管理层做出相关决策提供数据
基础。

目前，平台内有20%被阅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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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的创新点



主动营销 裂变传播

阅读为媒 强强联合

平台将改变数字阅读资源以往

“被动”的地位，变“被动”为“主

动营销”，将一本本的电子图书

变成读者的“社交货币”，在其

朋友之间传播，形成几何式的

裂变传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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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线一周，已有用户
David利用其公众号推广了
2665人，已兑换2本书

3、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的创新点

生成海报发微信群或朋友圈



吸粉利器 导流神器

根据平台的主动营销的特点，

图书馆公众号在将平台绑定到

平台后，将以免费资源为卖点，

吸引读者的关注，为公众号增

粉。

同时，在与别的公众号合作的

过程，也能将其他机构的用户

导流过来，成为图书馆公众号

的读者，是一个吸粉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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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访问数据 湖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访问数据

3、湖南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的创新点



4、数字阅读平台的成效

《中国文化报》6月24日头版头条报道平台 《图书馆报》6月14日报道平台



4、数字阅读平台的成效和未来发展？

学习强国报道平台上线消息 湖南卫视公共频道、都市频道分别报道平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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