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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书馆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公众创设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的同时,也
承担着开拓人们视野、思维、知识面的重要责任,为城市的文明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随着信息化水平
的提高,电子阅读逐渐代替了纸质阅读的形式,两者之间的博弈和竞争使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所以,在全民阅读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推广设计应该以促进公众的阅读兴趣为主要出发点,不
断的丰富阅读内容、创新改革阅读形式来丰富公众的娱乐时间,满足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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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需求,表现出明显的阶级特性；
第二,

关注,无法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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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全民阅读的公共图书馆
阅读推广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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