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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对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市坚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取得了累累硕果，“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氛围愈发

浓厚。为进一步促进全民阅读发展，客观了解全民阅读的新特征、新趋势、新需求、新期待，近日，天津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联合本报，借助“千户居民户卷调查”系统，对我市全民阅读居民参与情况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共收
回有效问卷1921份。

促进全民阅读，是一项久久为功
的系统性工程。在阅读方式多元，群
众需求多样的背景下，就需要多管齐
下，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全民
阅读不断提高。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赵时
亮认为，要着力在提供服务上下
功夫。

持续推进公共图书馆、社区阅
读中心、农家书屋、流动书屋等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推动“书香
天津”各类活动组织开展，出版多
类型高质量读物，满足群众阅读的
文化需求。同时，通过建立科学规
范、可量化、可考核的评判标准，有
效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开展，促进提

升文明城市创建水平。积极发展数
字阅读，提升数字阅读服务能力，深
化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融合发展，广
泛开展线上阅读推广活动，丰富群众
文化体验。

在为广大居民创造更好阅读条
件的基础上，加强引导和教育，提高
居民对阅读的认识，逐步养成阅读的
习惯，实现人人爱读书，人人利用闲
散时间甚至挤时间读书，全民阅读将
蔚然成风。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
究员王光荣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张品

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是每一
个读书爱好者的节日。下面，让记者
带您走近两位特别的读书爱好者，一
起听听他们与书结缘的故事。

盲人领读志愿者王晶：读
书，让我觉得幸福

她爱读书，她爱朗诵，她爱作诗，
她也爱写词，虽然她的眼前是黑暗的，
但在她的心中，“书”就是光，“书”就是
亮，她的世界依旧“五彩斑斓”。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因为自

己看不到这个世界，就更想通过书去了
解。”王晶告诉记者，她最喜欢读中国古
典文学四大名著，以前只能去图书馆，
“看”纸质的盲文版，很费劲，很吃力，现

在有了智能听书机，跟图书馆都是联网
的，特别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听，而且手
机也有很多听书软件，可省了大事了！”

因为喜欢阅读，又天生拥有一副好
嗓音，王晶还组织成立了“诵读之家”，与
全国各地的残疾诵读爱好者一起分享诵
读知识、一起畅谈读书感想，让大家从阅
读中找到价值与快乐。

如今，“诵读之家”已发展成为一个
近百人的大家庭。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不合适开展线
下活动，“诵读之家”的线上活动就更丰
富了，“我们有自选片段诵读，还有直播
分享，活动吸引了好多人……”提起读
书，王晶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因为，这里，
有她的幸福。

“星宝”林林：是“书”带他了解
了世界

林林今年 5岁了，平时不太爱表
达，兴趣爱好也不多，但是他特别爱看
书，每当沉浸在书中时，他都很放松，很
平和。

林林妈妈告诉记者，她和孩子爸爸
都有阅读的习惯，在林林被诊断为孤独
症谱系倾向后，他们更是把带林林读书，
当作引导孩子开口说话、提升认知力与
理解力的方法。
“我带着孩子读了很多书，孩子愿意

看下去，但是提升并不明显，终于，找到一
本名为《我的第一本认知书》的书，让我看
到了希望。”林林妈妈说，这本书上有文

字，也有许多图片，可以帮助孩子认识蔬
菜、水果、交通工具、人物等内容，“可能是
因为这些内容跟生活相关吧，有一天，孩
子突然在看到苹果时，说出了‘苹果’两个
字，我当时激动得差点哭出来。”

林林稍大一些，妈妈又把他送到宜
童自闭症研究服务中心进行康复训练，
中心设有阅读理解课，通过完成一次次
阅读打卡小任务，不断地阅读与积累，林
林了解的内容越来越多，他越来越喜欢
看书，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现在，他经常会用一些书上的语言

来描述事情，虽然可能其他人听起来有
些‘刻板’，但我们知道，宝宝这样已经非
常了不起了！我相信他会越来越棒！”林
林妈妈坚信。

阅读方式多元需要针对性服务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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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深入普及
九成以上有阅读行为 学历越高越爱阅读

调查数据显示，对阅读有兴趣，有阅读计划和考虑制定
阅读计划的人占到85%以上。其中，68.97%的居民制定了
阅读计划，17.02%的居民考虑今后制定阅读计划。回答
“没有计划而且不需要阅读”的人占14%。

从职业分类来看，88.9%的大学生有阅读计划，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干部、公司文员和秘书、专业技术人员、企业
领导和管理人员中，75%以上有阅读计划，比例分别为
80.4%、80.2%、79.9%、78.4%。

从教育程度来看，呈现出学历越高，有阅读计划比例越
高的正相关趋势。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本、研究生学
历人群有阅读计划的比例分别为 50%、58.5%、65.8%、
71.5%、77.4%、79.3%。

读书是一种习惯，也可以成为一种爱好。调查数据显
示，极爱读书的人占3.28%，经常读书的人占23.17%，偶尔
会读书的人比例最高，占63.82%。其中，可以判断，极爱读
书和经常读书的人，有稳定的读书习惯，九成以上的人有阅
读行为。

透过教育程度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有阅读习惯
者越多。在调查中，选择“极爱读书”和“经常读书”的比例
分别为研究生42.4%、大本36.3%、大专28.4%、高中（中专）
20.2%、初中16.6%、小学13.1%。（见图1）

读书活动是促进全面阅读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总体
来看，参加过和关注阅读活动的占将近70%。调查数据显
示，身边的读书活动全都参加的占6.51%，参加过一些的占
31.9%，偶尔碰到会关注的占29.67%。其中，研究生和大
学本科学历居民参加读书活动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学历人
群，比例分别为46.3%和42.9%。

图1：不同教育程度读书情况

日均读书30分钟人群占比高
超半数市民最爱阅读时段：睡前

调查数据显示，日均读书30分钟人群占比最高，达
到30.19%，此外，读书15分钟的占22.38%，读书1小时
的占18.53%，读书2小时的占8.02%，读书3小时以上的
占4.22%。

其中，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每天读书1小时以上所占比
例情况分别为研究生39.7%、大本35%、大专33.7%、高中
27.1%、初中26.2%、小学15.3%，呈现学历越高，比例越高
的特征。

利用入睡前和闲暇时间读书者最多。阅读的时间分布
情况为：24.36%的居民等车时或坐车时，52.06%的居民入
睡前读书，39.3%的居民在工作日闲暇时阅读，24.05%的居
民在节假日阅读，31.81%的居民在需要查找资料时阅读，
35.29%的居民有空就听书，6.35%的居民边工作边听书。

近七成人每月至少读1本书
近八成市民最爱读书地点：家

从阅读纸质书的地点来看，在家里阅读的最多，为
78.55%，其次为在图书馆阅读，为24.05%，再次为在工作
场所阅读，为19.83%，在书店阅读和在公交车站或公交车
上阅读的分别为15.98%和10.98%。纸质书受需要携带等
条件制约，家里和图书馆等是适宜的阅读场所。

近七成的人每月至少能读1本书，五分之一的人每月
读书2本以上。调查数据显示，平均每月读书量分布较为
集中，有45.55%的人每月能够读1本书，19.99%的人能读
2至3本书，读3至5本的占2.81%，5本以上占1.51%。

读书需求：学习知识提高能力
最爱书籍种类：生活健康、文学艺术、新闻时政

在读书种类中，生活健康类比例最高，为55.39%。居
于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是新闻时政类和文学艺术类，分别有
39.41%和36.44%。文学艺术类图书，大专及以上教育程
度阅读比例较高，达到40%以上。（见图2）

就社科经管类图书来说，学历越高，阅读比例越高，大专、
大本、研究生阅读的比例分别为13.5%、20.6%、32.1%；就生活
健康类图书来说，初中、高中、大专阅读比例均在55%以上，小
学、大本和研究生教育程度居民阅读比例在45%以下；就科学
技术类图书来说，阅读比例随着学历升高递增。小学、初中、高
中、大专、大本、研究生教育程度的阅读比例依次为8.7%、
12.1%、15%、17%、21.8%、21.7%；就学习参考类图书来说，按
教育程度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态势。教育程度从低到高，阅
读比例依次为23.9%、21.6%、16.1%、21.8%、29.3%、35.8%。

可以看出，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人群有学习知识和提高能
力的需求，而大本和研究生以上人群，更愿意学习新知识和继
续提高能力。

图2：阅读书籍分类情况

阅读电子化趋势明显
但喜欢纸质书人群占比依旧较高

调查数据显示，近八成人群热衷阅读电子书。其中，通过网
络浏览的有75.64%，利用网络下载的有41.96%。可见，随着互
联网日趋普及，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在网上阅读或者下载电子书。
在习惯用什么载体阅读上，选择网上电子图书的有41.4%，阅读
传统纸质图书的有40.29%，通过手机或电脑听书的有39.04%，
通过手机看下载电子书的有37.48%，观看收听电视广播读书节
目的有26.86%，使用电子阅读器的有16.81%。居民阅读电子
书的习惯可谓后来居上，已经超过了纸质书。

由于电子书的蓬勃兴起，图书馆借阅趋于减少。调查数
据显示，关于最近两年去天津图书馆借阅的频率，每周一次
以上仅有4.74%，平均每月一次为11.76%，平均半年一次占
12.86%，平均每年一次占9.94%，没有去过的占60.7%。

实体书店，是传统意义上买书和阅览的地方，但调查数据显
示，近两年来，去实体书店的居民比例较低。其中，平均每周去实
体书店一次以上的有5.36%，平均每月一次的有12.81%，平均半
年一次的有19.68%，平均每年一次的有15.36%，没去过的有
46.8%。网络售书和电子阅读丰富了购书阅读的途径，弱化了实
体书店的买书功能，加上实体书店减少，去实体书店的人较少。

但即便如此，喜欢纸质书的居民比例依旧略高于喜欢电子
书的居民比例。调查数据显示，34.93%的人最喜欢的阅读方
式依旧是纸质书，29.57%的人最喜欢阅读的是电子书，26.39%
最喜欢的是听书。随着时代的发展，居民将根据需要、时间、地
点、目的等选择不同的阅读方式，不会只采取单一的阅读方式。

在纸质书来源中，以购买为主，网上书店购买最多，
49.77%的居民从网上书店购买，实体书店购买次之，28.53%
的居民从实体书店购买，17.49%的居民从报刊亭购买，5.99%
从邮局订阅。另外的来源是借阅，从亲朋好友处借阅和到图
书馆借阅较多，有小部分居民从农家书屋借阅。（见图3）

图3：阅读纸质书来源

数字阅读推动阅读量提升
阅读量“大幅增长”在10%左右

电子书、网络阅读等方式的普及，让居民的阅读更加方
便。调查数据显示，居民的阅读量有所增长。10.93%的居民
阅读量大幅增长，50.49%的居民阅读量增长了一些。分教育
程度来看，小学以下大幅增长比例最高，其他各种教育程度的
人群阅读量“大幅增长”在10%左右。（见图4、图5）

图4：阅读量变化图

图5：不同教育程度人群阅读量增长

阅读目的多元化
超过半数为增长知识

阅读具有多重功能，一个人的阅读目的可能是一个，也可
能是多个。调查数据显示，居民的阅读目的比例从高到低依
次为增长知识、休闲娱乐、学习技能、了解时事形势、解决实际
问题、陶冶情操、给子女做榜样、只是喜欢读书。其中，选择
“增长知识”者最多，超过半数。（见图6）

图6：阅读目的
从年龄来看，增长知识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学习技

能比例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休闲娱乐和陶冶情操没有表现出明
显差异。在知识快速更新和社会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年轻人学
的是较新的知识，更容易保持与知识增长同步，而年龄大一些
的居民更需要通过阅读学习新知识。技能的学习正相反，随着
年龄增长，已经拥有技能或者不再学习新技能。（见图7）

图7：各年龄段阅读目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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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之光照亮他们的世界

读者故事：

■本报记者孟若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