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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弦歌不辍一百年

常熟图书馆

　　百年沧桑多传奇。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藏书之乡常

熟迎来常熟图书馆一百周年华诞。百年图书馆，风

风雨雨，经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聚沙成塔，终成

国内一流文库。

创业篇

筚路蓝缕创业难

常熟城内慧日寺街西的于公祠又称永思书院，

是昔日名流士绅、社会贤达聚会之处。１９１４年某

日，清翰林徐兆玮、清进士张鸿与时为民国国会议

员瞿启甲、民国首任民政长丁祖荫及文学家曾朴、

藏书楼咫园第二代主人宗舜年等又相聚一堂，议论

时局。

席间，瞿启甲提议，邻邑无锡、南通等地皆已建

立图书馆，常熟也应从速筹建县立公共图书馆。徐

兆玮、曾朴、丁祖荫等均表赞同。

其时，正逢民国之初，欧风东渐，公立或私立图

书馆在经济发达的长江沿岸尤其是苏南地区如雨

后春笋涌现。其中，公立图书馆一改以往私家藏书

置于高阁秘不示人的传统，面向公众，公开阅览，对

开启民智、传播文明、利用文化资源和促进教育事

业，起到了私家藏书楼无法起到的巨大作用，也必

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常熟有识之士决计要做

一件前人未曾做过的大事：筹建县立公共图书馆。

消息传出，社会反响热烈。凡热心公益人士，

不论新派人物还是较为保守的清朝遗老，不论退休

官僚还是地方乡绅，都对筹办公共图书馆持赞成态

度，有的还参与谋划。一时间，建设公共图书馆几

成常熟人共识。

１９１５年３月，瞿启甲等热心社会公益人士正式

向县公署递呈请求筹办县立图书馆。时任常熟县

知事赵黻鸿思想开明，对常熟文化事业颇为热心，

很快批复同意，由地方教育经费项中专项拨款作为

开办费，并指定由瞿启甲任筹办主任，负责建馆一

切事宜。

因时间紧迫，未及建造新馆，筹办者商定，先租

下石梅钱氏祠堂为临时馆舍。经三个多月精心修

缮，一个旧式祠堂已然旧
!

变新颜成了新图书馆。

与此同时，对于馆藏书籍的筹集也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筹办者议定，除了派人分赴苏杭购买书籍与社

会捐赠，常熟众多私家藏书也是值得重视和利用的

资源。如果藏主不愿捐赠，可以商借形式雇人抄

录，然后收藏入库；还可接收当地几所小学藏书以

充实馆藏。９月上旬，当地报刊发布由徐兆玮起草

的《图书馆征书启》，吁请社会人士热心捐献家藏书

籍。此举深得各界赞赏与襄助。

图书馆筹办主任瞿启甲是闻名海内外的清末

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常熟铁琴铜剑楼主人。

他身体力行，不仅慷慨捐献藏书，还借出珍藏的地

方文献供抄录收藏，如历代常熟县志及地方文献

等。邑中绅士张鸿、丁祖荫、丁国钧、王兆麟、潘士

谔、庞裁、邵松年、俞钟銮、张双南等社会贤达也闻

风而动，纷纷献出家藏秘本。

据统计，赴外埠所购书籍加上当地各界所捐赠

书籍，共得古今书籍两千余种，经分类编排，全部上

架陈列。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常

熟县立图书馆开馆。

次日，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其时，民众文化

教育水平普遍低下，读者主要为少数教员及学生。

瞿启甲被任命为首任馆长。按县府规定，他每月可

领车马费大洋十元。但因经费拮据，直至离任，瞿

启甲分文未取。其热忱公益之心，令人肃然起敬。

前仆后继弦歌声

常熟素有藏书之乡的美誉。吴晗撰《江苏藏书

家史略》，其序称：“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

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

常熟地方志对藏书家及其藏书事迹较早地作

了记述。《常昭合志稿》第一次在地方志中将藏书

家单独立传。其后，《重修常昭合志》附设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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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共收录藏书家三十八人，附录三十二人，合计七

十人。

地方志设藏书家栏目已属鲜见，而民初能在一

个县城设立公共图书馆亦为新生事物。据杨志永

《民国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变迁特点及原因

分析》统计：“清末民初，公共图书馆只有二十余所，

多为省立图书馆，到１９２１年初达到三百五十六所，

省立图书馆大都建立于此时期。”常熟当属领风气

之先。

常熟县立图书馆开馆一年之后，曾任日本长

崎、神户及朝鲜仁川领事的张鸿倾囊捐赠其所藏日

本图书，使馆藏图书骤增至二万三千余册。顿时，

原有馆库不堪负担。于是向上呈送申请建造新图

书馆。瞿启甲四出奔走，最终，新址选定在西门内

道前街，即原清代储粮道署旧址，占地七亩有零。

选址确定后，于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破土动工。为

全力以赴建设新馆，１１月，瞿馆长延聘张鸿为代理

馆长，主持日常馆务，自己专门负责筹建新馆事务。

１９１７年８月，新馆全部落成，１１月对外开放。

瞿启甲仍复原任。新图书馆设有阅报室一间、阅览

室三间（计分杂志、普通、儿童馆），另有女子、儿童

阅览室各一间。其时，馆内总藏书量已达一千二百

六十九种，六万八千一百五十六卷，二万五千零一

十七册。馆藏之富，堪与当时国内各大著名图书馆

相媲美。由于新的出版物增加较多，引来较多读

者。资料显示，１９１７年下半年，读者借阅新著六千

六百三十八册，而借阅的旧书为三千六百八十九

册。

然而，由于常熟图书馆创建于民国初期，军阀

连年混战，政局动荡，县知事频繁更换如走马灯，政

府对图书馆的财政经费下拨连年递减。从１９２１年

至１９２７年，馆藏图书虽逐年有所增加，但经费日

绌，颓势难挽。馆长更换频繁，最短的仅两月即辞

职，日常馆务只能勉强维持。

１９３７年１月，县立图书馆被县政府强令搬迁，

只得另觅石梅游文书院至山堂旧址重建新馆。所

有图书分装一百二十箱寄存在醉尉街张美叔家。

是年９月，石梅的新图书馆落成，环境幽静，背靠虞

山，与昭明太子读书台相邻，也算是选址得当。然

而，此时国内形势剧变，抗战爆发，图书馆的搬迁就

此搁置。１１月，常熟沦陷，馆务全停。

日伪统治时期，驻常日军宪兵队经常到馆里盘

问有无收藏对日“不利”的书报，勒令缴出刊载有抗

日内容的书报。一次，日军宪兵队长带着几个士兵

窜到图书馆，翻了翻报刊，居然被他发现有“倭寇”、

“倭奴”字样，顿时暴跳如雷，当场抽了馆长钱育仁

的耳光，勒令图书馆立即捡出带有“侮辱皇军和抗

日”字样的书报捆扎后送到宪兵队。钱育仁当即愤

而辞职。馆务人员不得已，突击抽查乙库书籍中明

显带有“倭寇”等文字的书籍，检出三千余册及报纸

三束，捆送县南街的宪兵队了事。而一些抗战前发

行的地方小报多被付之一炬，殊为可惜。

但丢卒保车，虽然牺牲了一些乙库的普通书

籍，最终保住了甲库内的线装古籍。日伪统治时

期，历任馆长基本能恪尽职守，一方面在表面上应

付敌伪的检查，一方面也尽可能保护馆中藏书尤其

是大量古籍不致损失。如馆长陈旭轮曾将全部图

书分装成箱寄存，其中善本装成十二箱，运至三峰

民宅等处秘藏。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国民党县政府接收图

书馆，聘请职员，整理书籍，重新开馆。这时的图书

馆已破旧不堪，向县政府请求拨款维修并要求拨款

添购新书。县政府以“县库空虚”为由，不但不拨经

费，反而要求图书馆裁员节支。不久，内战又起，当

局财力多花费于军事，县府财政捉襟见肘，无暇顾

及图书事业，购书经费愈减愈少，读者更是寥寥。

加之物价狂涨，当局实行白色恐怖统治，以致馆员

人心惶惶，纷纷借故离职，馆务工作几近停顿，图书

馆处于奄奄一息境地。

波折篇

风雨兼程写华章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７日，常熟解放。常熟县立图书

馆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５月１日，常熟县人民政

府派员进馆，１０日起正式办公。

人民政府接管图书馆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

定人心恢复馆务：整理书库，增添设施；编印书目，

面向群众；轮训骨干，调整人事；申请拨款，整修馆

舍……图书馆面貌焕然一新。自１９５０年９月后，

一方面继续整理内部，清理古籍旧书；一方面广集

新版图书，充实库藏。同时，接收了地方开明人士

捐赠的图书四万八千册，杂志一万六千本，报纸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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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本六百七十七册。

１９５２年，图书馆更名为常熟市人民图书馆。

１９５４年，图书馆撤销，其工作由常熟市文化馆接

收，阅览室迁移至县南街５７号。此建筑系“民革”

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将其兄私宅无

偿提供给故乡文化部门所使用。

１９５５年２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江苏省文化

局责成常熟市人民政府恢复市图书馆，并从南京的

省图书馆调派人员至常熟指导恢复工作，从无锡调

派人员协助办理复馆工作。

当年秋季，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亲临常熟

视察图书馆复馆情况。抗战时期，郑振铎曾为找回

常熟《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出生入死辗转寻

访，最后筹集九千银元从书商手里成功收回二百四

十二种赵家旧藏，因而深知常熟图书馆的文化根

基。

常熟图书馆单独建制后，人员经费有了保障，

同时也明确了图书馆事业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图书

馆除做好阵地工作之外，加强了对基层图书室的辅

导。至１９５７年底，基层图书馆（室）发展到二十个，

其中郊区农村四个、工厂十六个。

正当人们为常熟图书馆事业步入正轨庆幸之

际，历史又开启了新一轮考验。１９５８年４月，常熟

“撤市为县”，市图书馆改为常熟县图书馆。是年开

始的各行各业“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也波及到县

图书馆———不仅强调简化工序，打破所谓“清规戒

律”，取消财产登记、取消书名目录，放弃归还和赔

偿制度，同时还将数以万计的图书送往农村而不加

管理，导致众多馆藏散失殆尽，损失巨大。

最令人揪心的是，“文革”期间，常熟县图书馆

的珍贵藏书（其时馆藏古籍经登记共有二十三万四

千零十五册，其中线装书十五万册）差点遭到毁灭

性破坏。

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某校“红卫兵”以破四旧为

名，欲到图书馆查抄馆藏旧书报。工作人员闻讯紧

急商议，连夜行动，以“图书馆红色战斗队”的名义

用封条先将古籍部全部门窗封闭，并张贴声明表示

已对图书采取“革命行动”。当红卫兵冲到图书馆，

发现书库已封，图书馆已自觉“革命”，只得悻悻作

罢。因受严重干扰，图书馆业务无法正常开展。

１９７１年，县南街图书阅览室虽对外开放，但仅以几

张报纸和一本《红旗》杂志支撑门面。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国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常

熟县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和整顿馆务的

工作，图书馆工作逐步进入正常轨道，馆内业务、图

书借阅、辅导培训等有序展开。

突出采编重点，面向“四化”，将历年积压图书

分编入库，投入流通；整理古籍，组织力量整理出库

藏善本书目六千册。同时，完成了在“文革”期间被

抄没私人藏书的清理返还工作，分两批发还图书一

万一千十九册；开放原被禁锢封存的优秀作品，充

实书源。１９８１年７月，关闭十年之久的古籍部恢复

对外开放，接待县内外专家学者到馆查阅资料。

１９８２年１月春节，少儿阅览室恢复对外开放……

责任在肩勇担当

１９８３年３月，常熟撤县建市，县图书馆改名常

熟市图书馆，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常熟市六届人

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批准建造新图书馆的决定，选址

新城区海虞南路。１９８７年９月，新图书馆主体楼竣

工验收。

新馆占地三千七百三十平方米、建筑面积二千

七百三十四点三五平方米。１９８９年４月，新图书馆

外借阅览室对外开放。至１０月，新图书馆全部开

放。这是常熟公共图书馆第四处馆址。

县南街原馆址全部用作少儿阅览。后来文化

部副部长陈昌本到常熟视察工作，看到一个县级图

书馆居然专门开辟了少儿图书馆，而且资金基本自

筹，于是决定请常熟图书馆到全国图书工作会议上

去介绍经验。１９９１年３月，原县南街图书馆的少儿

图书馆（部）全部搬迁至海虞南路新馆。新建的少

儿部在海虞路图书馆新馆大院的东南侧，占地面积

八百十四平方米。

新图书馆开放后，常熟市图书馆事业有了大发

展的空间。常规性的设备更新换代，现代化的办

公、服务设施不断增加，使图书馆在推进地方文化

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９３年２月，江苏省文化厅图书馆处对常熟市图书

馆进行考察、评估、定级，得九百六十七分，居全省

最高分。常熟市图书馆被江苏省文化厅列为县级

图书馆定级标准试点单位。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文化部

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总结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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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表彰会，常熟市图书馆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

一级图书馆和全国文明图书馆。

１９９５年，常熟市图书馆藏书达五十八万零五

百十五万册，各镇图书馆藏书合计四十七万二千二

百八十六万册。全市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超一百

零五万册，达人均一册，成为全国县级市中率先实

现公共图书馆藏书超人均一册的县市。为此，当年

１２月４日，文化部图书馆司和法规司及江苏省文化

厅致电常熟市文化局，祝贺常熟在全国县市中率先

实现公共藏书人均达一册。当时省颁的达标要求

是人均零点三册，常熟大大超过，也提前超过２０００

年小康水平人均零点五册的规划目标。

在馆藏持续增加的同时，馆内现代化管理措施

逐步到位。１９９６年４月，常熟市图书馆完成计算机

采编与流通服务软件配置工作。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５

日，常熟市图书馆与市电信局联办的“网友空间”多

媒体电脑阅览室正式对全市中小学生开放。３月，

常熟市图书馆书目数据和工业产品设计数据与国

内公共信息网连接，率先在全省成为连接国内、国

际信息网的县级图书馆。

新生篇

廿一世纪新跨越

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公共图书馆担当的责

任越来越大，人们对图书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

年尚属先进的海虞南路图书馆已显“力不从心”，无

论硬件建设还是软件配置，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提

升。２００１年底，选址新建图书馆的建设规划被提

到常熟市政府文化建设的议事日程上。经广泛征

求各界意见，最后确定新图书馆建在老城区石梅广

场附近。

２００２年７月，常熟市图书馆新馆工程奠基。新

图书馆由清华大学建筑院设计，占地一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一万一千平方米。２００３年６月，书院街常

熟市图书馆新馆土建结构封顶，进入紧张的内部装

修。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８日，书院街新图书馆开放。新

馆总投资近亿元。设办公区、图书借阅室、报刊阅

览室、参考阅览室、古籍阅览室、少儿阅览室、多媒

体电子阅览室、文献信息检索室等以及培训、讲座、

展览等十六个服务窗口；报告厅座位九百八十个，

计算机信息点六百五十个。常熟市图书馆新馆开

放后，古籍部由石梅迁入新馆。

自新图书馆建成开放，图书馆业务范围不断扩

大，互联网、电子阅览等新科技得到应用。２００７年，

实现文化共享工程村村通全覆盖。是年６月８日，

中共常熟市委宣传部将市图书馆命名为“常熟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常熟市图书馆实现全免费开

放目标。至年底，全市十一个乡镇、场全部建立常

熟市图书馆分馆。同时，建成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基层服务点。２０１１年，建立“掌上图书馆”。

２０１２年，市图书馆与全市各村图书室联网，实行“城

乡阅读一卡通”模式。随着分馆建设的推进，逐步

向企事业单位延伸，到２０１３年底，除已建成乡镇

（场）分馆十一家，又先后建成企事业单位分馆十一

家，搭建全市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平台。至２０１４

年底，市图书馆设立的乡镇、企业、学校、部队流通

点达四十多处。

新图书馆建成开放后，其门厅成了最理想的展

厅，图书馆经常在此举办各种文化艺术展览，其中

尤以书展为最。其实早在１９９１年６月举办市第三

届文化艺术节之际，常熟市图书馆举办的当代常熟

籍作者著作展览，就得到社会各界及广大常熟籍作

者的大力支持，先后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

家王淦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中

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心川，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邓绍基，天津大学应用

化学系教授陈国符，上海交通大学社会科学普及工

程系副主任夏，驻外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所长王殊，美国桥港大学教授、纽约圣若望大学教

务长浦薛凤，著名作家孙树等一百五十多人，给

家乡寄赠了著作，共计二百六十七册，深受读者欢

迎。这一展览项目现已成为图书馆传统项目。

如今，诸多常熟籍著名学者、作家在家乡常熟

图书馆设有专架。图书馆还举办各种读书节、科技

书展等，编印《常熟古籍保护简报》《读书台》《书香

常熟》等刊物，还编缉出版了多种专题书籍，如《历

代名人咏常熟》《常熟藏书印鉴录》《常熟图书馆古

籍善本图录》《铁琴铜剑楼题咏》等，整理出版了列

入国家清史工程项目的《徐兆玮日记》，参与《中国

家谱总目》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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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常熟天下闻

如果说图书馆的兴衰折射时代的光影，那么藏

书的聚散同样让人生出许多感慨。翻阅清代常熟

人王应奎所撰史料笔记《柳南随笔》和《续笔》，可看

到作者对本邑藏书聚散的记录和所发慨叹并非个

例。然而，今天检阅常熟图书馆发展史，可欣慰地

看到工作人员对于传统文献资料的保护所作出的

贡献。

常熟市图书馆以古籍藏量丰富和地方文献突

出而闻名国内。１９３０年１１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

培来常熟、１９３４年５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邵元

冲来常熟，都是为了看古书。这些古籍珍本、文献

稿本，很多是在“建县立图书馆”之初由地方藏书家

捐献的。

新中国建立后，仍有不少图书收藏家向图书馆

捐赠家藏。仅１９６５年，图书馆就收到私人赠书五

批，一千九百三十八种、一万零八百九十七册。

常熟藏书家素有捐赠所珍豪举。当年瞿启甲

的三个儿子（炽邦、耀邦、凤起）秉承先人夙志，把全

部善本书籍献给国家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

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褒奖瞿家：“铁琴铜剑楼藏书，保

存五世，历年逾百，实为海内私家藏书最完善的宝

库。先生们化私为公，将尊藏宋元明刊本及钞校本

……捐献中央人民政府，受领之余，感佩莫名。此

项爱护文物、信任政府之热忱，当为世界所共见而

共仰。”

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４年，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主人瞿

凤起共向常熟市图书馆捐赠五批图书共四百四十

五册、碑刻及墓志铭拓片二百零八种、名人书札六

十九件等，捐赠的图书有明刻本七十部，明钞本十

一部、稿本三十四部，清刻本一百九十八部、钞本四

百余部，还有图书馆系期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

等合订本一百十三册。

１９８９年３月，周文在将军作为向常熟市图书馆

新馆献礼，将珍藏几十年的古籍十七种一百二十九

册捐赠，其中明版书八部五十五册。

现任常熟市人民政府市长王，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从苏州调任常熟时，便携四百五十多本书捐赠常熟

市图书馆，其中有《苏州古名居》《吴中精粹》《寒山

寺碑刻集》《抗日战争写真》《日伪罪行实录》《莫斯

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亲历苏州解放》《昔日文

教追忆》等，极具文献价值和参考价值。

中国每年出版图书约为三十多万种，地方图书

馆或限于经费或限于采编视野，不可能全部收入囊

中。因此，现阶段接受捐赠仍占图书馆入藏的一定

比例。至２０１４年，常熟市图书馆仅古籍藏量已达

二十多万册，在国内县级图书馆排名第一。

从民国时期到建国以后，常有国内外高等学府

和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到常熟图书馆查阅有关古籍

文献资料，借力于常熟图书馆丰富的馆藏古籍旧

书，他们写出了不少学术著作。

史学家、目录学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

究员谢国帧的《江浙访书记》，就记有他在常熟图书

馆发现了不少“未读之书”。这些未读之书可补《晚

明史籍考》。华东师范大学谢俊美撰写有关常熟翁

氏家族的书籍多本，就曾借助于常熟市图书馆的馆

藏。扬州大学车锡伦教授到常熟城乡进行田野调

查时，顺藤摸瓜来常熟图书馆调阅馆藏的民间宝

卷。日本的三浦理一郎为完成博士论文《毛晋交游

研究》也多次到常熟图书馆埋头苦觅。常熟理工学

院的时萌撰写《曾朴研究》，常熟地方志办公室杨载

江为撰写《言子春秋》，都到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借

阅、摘抄大量古籍文献。常熟人编写市志、部门志，

编写《常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词典》等资料性工具

书，无不利用了常熟图书馆的馆藏古籍资料。

常熟市图书馆珍贵的古籍还参加过全国性的

展览。２００８年６月，“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北京国

家图书馆开幕，常熟市图书馆的珍藏古籍参加了展

出。累计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馆藏古籍有

五十三部，入选《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的有七十八

部，为全国同类城市之最。

常熟市图书馆所收藏的地方文献也十分丰富，

历代纂修的常熟县志，除早已佚失的，已全部收藏。

家谱收藏有七十部，其中不少为孤本。１９９９年３

月，常熟市图书馆成立地方文献征集室，着手对原

有地方文献的整理、编目，并拟定《关于加强常熟地

方文献征集的方案》，通过当地电台、电视台、报社

等媒介进行宣传。２００７年常熟市图书馆被列入全

国首批古籍保护试点单位。２００８年３月国务院正

式公布首批全国古籍保护重点保护单位名单，全国

共有五十一家单位入选，常熟市图书馆以丰富的馆

藏资源和健全的管理制度，作为全 （下转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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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图书馆区域联盟建设研究
———以苏州市高校图协实践为例

苏州大学图书馆　王美琴

摘　要：本文以当前的图书馆界面临的资金短缺、数字移动阅读、图书馆的替代威胁多样

为新常态，论述了此种状况下图书馆区域联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以苏州市高校图协这个区

域联合体的实践为例，探讨了新常态下图书馆区域联盟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图书馆联盟新常态；苏州市高校图协

１　新常态的出现及其特点

时下，中国图书馆的建设无论是馆舍硬件还是

技术应用软件均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读者服务也

基本达到细致到位和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对成熟技

术的应用也相应到达一个稳定状态，但随着全球经

济不景气和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图书馆又面临着诸

多的挑战，包括：经费紧张、读者移动阅读方式盛

行、替代资源多竞争强、新技术多但图书馆不具备

应用水平，笔者将其定义为图书馆面临的新常态，

具体来说，新常态的特点如下：

１．１　图书馆的经费来源渠道单一、政府投入

紧缩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经济危机像一颗毒瘤从美国

蔓延到欧洲，如今似乎又转移到了亚洲。世界经济

不景气导致的对图书馆影响就是欧美各国图书馆

普遍面临经费短缺的挑战。据报道，经济危机对美

国大学图书馆的冲击包括政府缩减财政预算、捐款

持续减少、投报率大幅度降低、学术资源不断涨

价［１］，几大因素导致美国高校图书馆面临留住员

工、发展馆藏、提供资源和服务以及发展创新的负

面影响。

在我国，自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后，推行了反

腐倡廉、厉行节约、深化改革的政策，在高等教育行

业内也开展了去行政化等改革行动。“２１１”三期建

设已有两年，目前国家似乎没有进行经费投入的迹

象，高等教育图书馆保障体系，如 ＣＡＬＩＳ、ＪＡＬＩＳ

等，也未能获得国家的投入，停滞、等待、缺钱似乎

成了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的新常态之一。

１．２　图书馆面临多类资源竞争、资源保存的

价值观正受威胁

从Ｇｏｏｇｌｅ、百度搜索引擎在网络中的风声水

起，到开放获取期刊（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大受

学者爱好，再到近一年来在国内兴起的大规模在线

开放课程（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Ｃｏｕｒｓｅ，ＭＯＯＣ）彻底颠

覆高校的教学模式，同时，各种商业数据库商生产

出高质量的中外文期刊、电子图书库资源、高度垄

断，层出不穷的新资源使得图书馆对信息资源进行

全方位保存的核心功能不可能实现，也使得读者对

图书馆资源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严重挑战着图书馆

的信息资源价值［２］。

１．３　国民阅读方式的改变、传统图书馆读者

群正在流失

根据ＣＮＮＩＣ第３４次报告，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６．３２亿，手机网民规模达５．２７

亿，规模首次超越传统ＰＣ网民规模
［３］。在移动终

端占有率远远大于全民的现在，数字阅读、移动阅

读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流行趋势，高校图书馆

也越来越重视数字资源的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省

内绝大部分高校图书馆的采购经费中，数字资源的

购置费已超过书刊资源采购的经费，就我馆而言，

数字资源采购经费已占全部资源费的２／３。

同时，根据２０１２年５月ＩＦＬＡ在西班牙巴塞

罗那召开的会议上透露，通过对全球５９个城市图

书馆的调查发现，相比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全球图书馆

读者的实际访问量下降了１６．８％，网络虚拟访问量

减少了１９．１％，读者对图书馆的信息需求量则降低

了２３％
［４］，传统图书馆的读者群正逐渐流失。

１．４　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图书馆却不具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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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应用条件

时下，计算机互联网新技术层出不穷，微时代

景观一片繁荣，微博、微信、微支付、微电影等等成

为移动用户的挚爱，微客新闻端也已成为公众新闻

接触的新入口，社交媒体成为新的传播平台，慕课、

平板电脑、翻转课堂、游戏式学习、学习分析、３Ｄ打

印和可穿戴技术将在未来的１－５年成为高校主流

应用的新兴技术［５］。但图书馆界人才匮乏，对新技

术的应用基本靠外援，目前图书馆业界处于对新技

术的摸索阶段，仍不具备成熟应用的条件，加上经

费的短缺，对新项目的开展也越来越谨慎，正处于

技术应用创新的盲段和踌躇不展中。

总言之，经费紧张和资源涨价、用户数字移动

阅读方式、资源竞争和新技术的不及时应用，已经

成为图书馆发展面临的几大新常态，这些问题相互

纠缠，越演越烈，扼制着图书馆发展的喉咙。挑战

与机遇并存，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图书馆区

域联盟的作用更显得重要，大有可为。

２　新常态与图书馆联盟的关系

２．１　新常态是图书馆联盟存在的社会根源

图书馆联盟是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其产生的根源之一就是图书馆经费紧张与读者需

求间的矛盾。国内有关图书馆联盟研究的文献最

早发表于２０００年
［６］，在该文中，作者认为：图书馆

联盟是为实现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的目的，而组织

起来的、受共同认可的协议和合同制约的图书馆联

合体。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对图书馆联盟研究的文章

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其仍然是个研究热点，这与

图书馆联盟的功能密不可分，包括：文献资源建设

合作、联机合作编目、合作文献传递、联机公共检

索、合作数字参考咨询、人员培训与用户教育［７］。

随着新常态的出现，图书馆联盟将增加新的任务，

包括：实现数字资源的合作购买、分摊费用、共同拥

有电子数据库的使用权；以联盟名义寻求资金赞

助，发展和扩大联盟的服务项目；建设防御性联盟

等等。

２．２　图书馆联盟通过资源联合建设，可有效

解决经费紧缺的常态

图书馆联盟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资源共享，通过

成员馆间的抱团合作，可以消除成员馆间的信息鸿

沟，产生资源互补效应。图书馆联盟通过联合资源

采购，开展合作资源建设，成员馆间可有侧重的购

买具各自特色的纸质馆藏，联合以较优惠的价格采

购数字资源，把有限的资源购置经费用在刀刃上，

有效解决各成员馆经费紧张的局面。

２．３　通过移动式联盟数字平台建设，应对多

样化读者需求的常态

一方面，联盟可通过建设移动数字平台，整合

各成员馆的资源，包括馆藏书目、数据库资源（期

刊、电子图书、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网络资源、机构

库、视频资料、音频资料、课件等等）、自建特色资

源，充分实现资源共知共享 ，并做好网络相关资源

的挖掘和发现，以应对各类替代资源对图书馆的挑

战。

另一方面，联盟也可通过这样一个移动终端访

问平台满足用户通过移动阅读、片断式利用网络的

习惯，使联盟的用户随时随地可访问联盟资源，在

移动终端平台中还可做一些个性化的信息推送服

务，以应对用户对数字阅读、移动阅读的需求。

２．４　通过成员馆员人力资源整合和学习机

制，应对新技术不断涌现的常态

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联盟成员间有

人才互补优势，联盟要真正发挥领导作用，整合人

才资源优势，合作开发新平台新软件，包括研究图

书馆资源与高校课程关联的新机制，参与到幕课

（ＭＯＯＣ）的开发与应用中；联合开发应用于新生入

馆教育的游戏式学习软件，应对图书馆面对新技术

的挑战。

３　新常态下苏州市高校图书馆联盟的实践及

图书馆联盟存在的问题

我国图书馆联盟建设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

后期，２００２年以来发展迅速。国家级的联盟代表

有：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ＮＳＴＬ）、中国数字图书

馆联盟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ＣＡＬＩＳ）。

苏州市高校图协成立于２００９年，由苏州大学、

苏州科技学院、常熟理工学院、苏州市职业大学、西

交利物普大学、独墅湖图书馆等２１家图书馆组成。

作为江苏省文献保障系统（ＪＡＬＩＳ）的一部分，苏州

市高校图协紧密围绕统筹协调、合力共赢、促进发

展的目标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１）搭建了苏州高校数字服务平台搭建
［８］，并

设置了较为完善的功能栏目，包括新闻、联合目录、

学科服务、政策文件、区域高校、区域论坛。在此网

站中及时发布协会的动态和新闻、通知，及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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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活动，发布成员馆的馆藏书目以达到资源共知

共享的目的。

（２）开展了协作科研项目研究，ＪＡＬＩＳ三期数

字图书馆建设项目———苏州高校数字图书馆区域

文献资源共享服务（参建单位：苏州大学图书馆、苏

州科技学院图书馆、常熟理工学院、苏州市职业大

学等）。

（３）完成了系列数字资源联采，包括：网上报告

厅、万方学位论文、人大复印资料、超星读秀搜索平

台等，使得苏州市高校图协成员能以较实惠的价格

购买到这些数据库。

（４）开展了区域性的协作服务，内容包括：讲座

培训资源共享、文献传递／馆际互借、科技查新。自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３年底，联盟间的文献传递总量达

１４１２２０篇次，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

（５）定期开展区域联盟会议，苏州市高校图协

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即每年必须召开一到两次的

协会会议，议题是各馆间进行工作交流、经验分享，

数据库的联采谈判等。

苏州市高校图协的上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成员馆间的交流，促进了资源整合、数字联采，

小手拉大手、有效互补了各自资源不足的现状，初

步达到了合作共享、共赢发展的目的。

反观苏州市高校图协的发展实践，并放眼江苏

省乃至全国的图书馆联盟的建设情况，不难发现，

国内图书馆联盟还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

善，包括：

（１）图书馆联盟的管理体制不规范。无论是国

家级的还是省市级图书馆联盟，其管理机构要么半

官半民，要么是纯民间性质，组织架构比较松散，成

员馆间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仍存在条块化分割、

各扫门前雪的局面，有效刺激成员馆积极性、平衡

各方利益的措施也不多，亟待建立统一的章程和规

章制度，明确成员馆的义务和权利，对联盟贡献的

奖惩激励，服务创新的评估应用等等，以此获得联

盟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保障。

（２）联盟的经费来源单一，使用不科学。比如，

ＣＡＬＩＳ是获得教育部投入最多的一个国家级图书

馆联盟，声势浩大的开展了联合目录子项目、引进

数据库子项目、高校学位论文库子项目、专题特色

数据库子项目、重点学科导航库子项目、虚拟参考

咨询子项目、教学参考信息子项目、资源评估子项

目、标准规范建设［９］等内容，但主要的普及面是

９８５高校和少数的２１１高校，未能惠及更多的普通

高校。ＪＡＬＩＳ作为一个省级图书馆联盟，按１３个

地区和１个中心馆的模式开展建设，项目建设又显

分散了些。如何既考虑惠及普通小馆又兼顾大馆

特色，合理规划使用联盟的经费和项目，这是各级

各类图书馆联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３）联盟没有真正实现资源合作建设、数字联

盟平台建设远远不够。就苏州高校图协而言，真正

开展起来的合作只有原文传递，图书的通借通还、

参考咨询、数字资源、科技查新、学科服务等均未实

现合作，联盟的数字平台整合度低、未达到资源共

知共享的目的，也未开发应用于移动终端的移动平

台，远远满足不了用户的需求。

４　新常态格局下苏州市图书馆联盟可持续发

展思路

笔者认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图书馆联盟架构

应包含诸多层面，在上层架构中，必须要有一个健

全的管理机构，派专人负责联盟的组织管理，同时

要有统一的章程和各项业务工作细则，使得联盟的

各项活动有章可循；在用户应用层面，必须要有一

个统一展示的网络虚拟平台，资源、服务均一一进

行呈现；在开展业务方面，一是要进行充分有效的

资源整合，二是要协调开展各项学科服务、并协同

创新，服务于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同时，联盟还要有

协同学习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一个

良性发展的图书馆联盟架构见下图。

图书馆联盟架构图

针对目前苏州市高校图协的发展现状，笔者

认为其可持续发展策略应遵循合作共赢的原则、尽

快做好以下几方面的事情：

４．１　完善联盟章程和各项服务细则。目前，

苏州市高校图协的政策文件只有极为简单的《苏州

高校图协组成架构》和《文献传递规则》，需要出台

一个总章程和更多的服务细则来推进联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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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联盟的总章程，明确联盟的宗旨和建设任务，

明确会员的组成、成员馆的权利和义务，明确管理

机构，成员馆的表决权、选举和被选举权，合作内

容；要从地方全局考虑数字图书馆建设方向和内

容，细化联盟间开展的各项服务合作协议，比如：联

采规则、文献传递补贴政策、联合目录共建共享细

则等等。

４．２　完善共享数字服务平台建设。尽管苏州

市高校图协已经建成了一个网站，但由于没有形成

有效的组织管理机制，区域联盟内成员馆之间未真

正建立起实时快捷的联系，且由于管理的条块分

割、各自为政的现象，成员馆间联系松散、缺少约

束，致使各成员馆没有形成集中分享信息的习惯，

故网站信息陈旧，处于频死状态。在联盟网站中，

应将各馆的联合目录、数字资源、自建资源进行统

一的整合，真正实现各类资源的网络共享，同时还

应完善各项服务的网络应答机制。

４．３　健全合作资源建设的联动机制。目前，

苏州市高校图协各成员馆是独自完成书刊资源、绝

大部分的数据库资源采购工作，这当然有成员馆所

在学校财务要求不同的原因，也有其他的原因；尽

管已完成了前述几个数据库资源的联采，但也均是

在某个馆的提议下的一种临时性操作，未能形成较

规范的联采办法，更未能在成员馆间进行资源需求

调查和可持续发展规划，从整个苏州范围出发进行

全局考虑。若能以苏州市高校图书馆联盟的名义

一年一度统一招标、统一采购数据库，并考虑到符

合各个学校的财务要求，将为各成员馆资源采购工

作节省大量的成本。

４．４　构建学科服务协同创新环境、开展跨系

统的联盟共建共享模式。目前，成员馆间比较成气

候的服务是原文传递，但在书目共享、通借通还方

面，苏州市高校图书馆间由于联合目录所使用的系

统不同，仍没形成统一的联合目录，也没有经费去

整合处于不同系统的各校的书目，故没有真正实现

成员馆间的通借通还。除了需要进行联合目录整

合外，应拓展联盟成员馆间更多的服务内容，比如：

学科信息服务、科技查新、专利查新合作等等，通过

制度和经济举措保障联盟成员馆的参与度和积极

性。苏州市高校图协还可以与苏州公共图书馆、及

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等机构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

享、互通有无，逐步形成协同服务、联动服务和服务

创新机制，打破区域与行业的限制，形成较大的全

市保障系统。

４．５　拓展募集经费保障渠道。经济永远是基

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联盟的各项活动均需要

经费的支持，而现状往往是不令人满意，苏州市高

校图协也不例外，故要想办法多方筹集经费，包括

申请政府支持、企业赞助、个人捐赠等。只有有了

经费的支持，才能开展联盟内科研立项资助、服务

推广，使图书馆联盟真正活跃起来，走上良性发展

的道路。

５　结语

正如美国学者贝克在《资源共享的未来》一书

中所说，“今天的图书馆正生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

时代”［１０］，在新常态出现的今天，为解决信息资源

种类的急剧增加和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经费不足

的矛盾，满足用户的多样化信息需求，高校图书馆

必须依托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参与到区域图书馆联

盟中，实现资源共知、共享、共建，互利共赢，谋求利

益最大化。并进一步加强与全国、省市图书馆区域

联盟的合作，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整合与发展，促进

图书馆行业的高度融合、强强联合、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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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员隐性知识管理实践探索

独墅湖图书馆　章　凡

摘　要：图书馆员隐性知识是图书馆潜在的智力资本及特色资源，图书馆员隐性知识管理

是图书馆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本文以苏州独墅湖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实践探索为例，在

建设共享与交流机制及知识地图方面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

关键词：隐性知识；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知识地图

一、图书馆隐性知识的概念及重要性

１．相关概念

隐性知识（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最早由英国著名学

者迈克尔·波（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８９１－１９７６）于

１９５８年在其代表作《人的研究》（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ｍａｎ）中提出的。波兰尼将人类知识分为两大类：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并认为，显性知识是指以文

字、图像、符号、声音等形式记载于书本、数据库、磁

盘、光盘等载体上的有形的编码化知识；而隐性知

识则是指个人或组织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起

来的难以规范化和难以传播、交流的各种内隐性知

识，如人们的经验、技巧、能力、认识、思维，组织的

管理经验、理念、模式等。［１］

对于图书馆隐性知识，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分别给出了定义。彭莲好在《图书馆隐知识的涵

义、分类及特点》一文中将图书馆隐性知识定义为：

图书馆及其馆员在长期的工作和实践中积累起来

的推动图书馆发展的难以用语言表达、难以规范化

也难以传播和交流的知识。依其表现可包括馆员

的经验、技能、诀窍、直觉、灵感以及图书馆形象、图

书馆组织的经验、图书馆员共同的办事风格、图书

馆内小组、团队的默契等。［２］

目前对隐性知识的管理和对知识转换的管理，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模

式，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

２．对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的重要性

图书馆隐性知识是图书馆潜在的智力资本，是

图书馆创新和发展的源动力。联系实际工作，我们

往往看到隐性知识往往比显性知识更完善、更具有

创造价值，这些隐性知识如果不能及时地显性化或

者传递给别人，将会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无形的损

失。图书馆员馆员个人的隐性知识能在图书馆不

同主体间不断地流动、传递与交流，使个体的知识

扩散到馆员群体及图书馆组织层面，最终将使图书

馆员的素质不断地提升、团队创造力不断地提高，

从而促进图书馆的创新发展。

二、国内对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的研究

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对图书馆员的知识管理

的应用还是不够的，许多图书馆还是传统的管理思

想和管理办法，把图书文献当做物资而不是知识在

管理，把职工当人手而不是主体在管理，把读者当

服务对象而不是知识获取者在管理。对于图书馆

员个人隐性知识的管理更是缺乏实证研究。

１．国内对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具体措施研究。

朱小玲最早在２００４年提出促进图书馆隐性知

识管理５个方面的措施，即建立图书馆知识库、创

建合理的组织结构、建立独具特色的学习型组织、

创建新型图书馆文化、缩短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过

程。［３］

杜也力则认为可从６个方面采取措施，即创建

有利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转化的学习型组

织；合理设计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结构；营造以知

识为导向的组织文化；奉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培育以知识为动力的职工队伍；建立网络知识管理

平台孙林山结合图书馆工作实际。［４］

付云等人在《论图书馆隐性知识导航》一文中

则从区域意义上出发，提出图书馆隐性知识导航

重点在于建设一种隐性知识交流、共享、传播的网

络，他们提出了专家个人能力评价方法、专家地图

方法、社会资本关联方法、ＢＢＧ组合服务４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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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图书馆隐性知识管

理措施。总的来说，具体的知识管理措施研究涉及

图书馆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知识团队、激励机

制、信息技术等方面，并都建议创建一个良好的交

流平台来促进隐性知识的共享。

２．国内对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的研究的特点。

目前国内对隐性知识管理的研究研的特点是：

理论研究多，实证研究少。

（１）目前对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的实证研究

还处于初级阶段，研究还不够深入。

（２）对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作理论上共性研

究的多，基于个性的实证研究却很少，这严重地阻

碍了隐性知识管理研究的深入和提升。

（３）实证研究比较少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图

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的实践要基于图书馆组织变革、

技术应用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配合。

（４）隐性知识的管理最早在企业中得到应用，

目前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因此，如何借鉴企业的

经验和研究成果并将其移植到图书馆领域之中来，

这或许也是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５］

三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的实证

研究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在构建学习型组织的过程

中，一直致力于对隐性知识管理的实践探索中。

（一）建设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的共享与交流

机制

构建学习系统，实现组织内成员的自我学习、

自我发展和自我控制，促使隐性知识的挖掘与共

享，促进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具体措施如

下：

（１）馆内设置知识执行长岗位（Ｃｈｉｅｆ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Ｏｆｆｉｃｅｒ，ＣＫＯ），负责管理全馆知识目录。

（２）各部门设置知识管理员岗位（兼），熟悉全

馆知识目录，负责本部门知识管理具体工作。

（３）运用泛微协同管理应用平台（ｅ－ｃｏｌｏｇｙ）。

建立图书馆内部统一知识库，各部门知识管理员岗

负责督促本部门成员将各项知识／文档及时、正确

上传至泛微协同管理应用平台（思客 ＯＡ），并组织

成员间交流学习。

（４）建设知识分享交流平台。建立馆员业务分

享机制，规定全馆中高级馆员每年每人主导分享交

流２次，其他馆员每年每人主导分享交流１次，并

建立激励机制。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主要发现以下问题：

（１）泛微协同管理应用平台中知识目录包括的

范围形式，什么形式／格式的文档需要纳入知识目

录管理，这一点是各部门知识管理岗建设知识目录

时普遍遇到的问题。

解决办法：初步对馆内相关知识分类：流程类

文档（与工作流程相关的文档）、知识型文档（如：

ｗｏｒｄ使用技巧、检索案例等）、情报信息（如：产业

讯息、同行动态等）、各种制度。

（２）因为关系到知识的检索，所以知识目录命

名方式及目录设置方法。

泛微协同管理应用平台中，检索文档可用“编

号”、“主题”、“关键字”、“目录名称”、“所有者”等字

段，但是文档中的附件暂无法检索到。

（二）图书馆馆员知识地图的构建

如何将图书馆馆员的隐性知识转化为能为人

所用、所有的显性知识，笔者认为有效方法之一就

是将知识目录与知识地图结合起来形成知识网络，

促进其知识服务的深化。隐性知识目录与构建馆

员个人知识地图的结合。知识地图使得隐性知识

可以被清晰地表达，被准确地记录以及被方便地再

学习。在图书馆隐性知识挖掘与共享的过程中，构

建“知识地图”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的方式。

知识地图的作用是，当人们需要某项专业知识

时，可以透过分布图的指引，找到所需的知识。因

此，知识地图具有索引的功能，能标示出组织知识

的位置，苏州独墅湖图书馆通过建设图书馆馆员个

人知识地图以及学科知识地图来使图书馆馆员个

人隐性知识显性化。

１．馆员个人知识地图构建过程，简单地说就是

调查图书馆里面有哪些人员，这些人员具体从事过

哪些项目，有些什么知识背景和经验，然后绘制成

知识地图。

获取知识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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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发放调查表个人填写（学历 专业 论文著作

研究方向 工作项目（实例项目流程图工作经验分

享材料）。

（２）拟学习方向知识地图（学习计划，时间表

学习方法－学会在知识之间建构有意义的链接并

感悟等）。

（３）对知识审计 （他人评价 深度会谈 综合研

究 研讨会 经验交流会 月小结会角色担当 在职训

练。

２．学科知识地图建设：知识在空间上由简单知

识向多重知识推进，有如一幢高楼，知识像砖一样

层层叠加，逐渐向上增长，所以无论科学进步多快，

基本的理论知识都要靠记忆，馆员通过知识地图将

各自所负责的学科、专业形成一个明确的知识映射

图形呈现出来以进行分享，使用户对其学科背景及

思维方式等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学科知识地图建设举例：

第一，建立一张顺序上由“古”逐渐向“今”的专

家著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专业课程的思维顺序

都是在时间上由“古”逐渐向“今”推移）。知识单元

包括：时期、年份、专家、专家介绍、著作（论文）、学

科方向、摘要、关键词。

　　第二，通过寻找专家之间的关联（个人关系 学

术关系等）、著作之间的关联（个人关系 学术关系

等 ）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建立一张学科研究方

向（关键词）的知识表。知识单元包括：学科研究方

向（关键词）、出现频次（重要程度）。

第三，与专业人士交流（读书会，个人交流等），

记录读书笔记、评论等。

３．建立个性化服务结构模型：

四、结语

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又离不开知

识，尤其是隐性知识。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与共享

中，图书馆员的隐性知识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

用，同时也可以培育了图书馆工作团队的合作精

神。图书馆隐性知识挖掘与共享的程度直接影响

着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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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大数据应用策略研究
———以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为例

西交利物浦大学　樊?华

摘　要：“大数据”作为近年来的热门词汇，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关于图书馆界

的大数据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主要是重理论而轻实践。此文重点探讨大数据在图书馆的应

用实践，以西浦这所国际化学校的图书馆为例分析大数据，提出相应的发展管理策略。

关键词：大数据；图书馆；应用；发展管理；策略

　　大数据本身的概念抽象，研究机构Ｇａｒｔｎｅｒ给

出了这样的解释：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

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

进行专业化处理，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大数据时代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谷歌公司

通过对上亿搜索词条的分析与比对能在大型流感

爆发前就预测判断出流感爆发时间及爆发地点；沃

尔玛通过对庞大历史交易记录的分析观察，发现飓

风来临之前手电筒和蛋挞的销量增加，之后将蛋挞

放在靠飓风用品位置而提高销售量；莫里通过对大

量航海数据的整合和分析出版了《关于海洋的物理

地理学》，帮助年轻的海员们不用再亲自去探索和

总结经验……除了以上列举的公共卫生、零售业、

航海业以外，承担社会服务，以知识存贮、利用与开

发为己任的图书馆行业，同样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大

数据时代。

国外的研究者进行了“关联开放数据”和“图书

馆数据监管”的研究项目；梵蒂冈图书馆将多达８

万部古籍数字化后，放人存储中，占用空间约２．

８ＰＢ；哈佛大学图书馆把图书数据公之于众，这些数

据由７３家图书馆分馆提供，共涵盖１２００多万种资

料，内容包括书目数据、地图、视频、音频等，在美国

数字公共图书馆（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Ａｍｅｒｉ

ｃａ）中提供下载，以此来促进世界范围图书目录的

开放以及对新型应用性产品的研发；清华大学利用

元数据仓储进行数据挖掘，建立可检索多种数据源

的检索平台，并利用关键词分析作者与合作者的关

系，建立知识关联网络；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北京大

学图书馆承办了“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的变革与

创新”学术研讨会。

西交利物浦大学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

物浦大学合作创立的，具有独立法人和鲜明特色的

新型国际大学，她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所强强合作，

以理、工、管起步，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在本一

批次招生的中外合作大学，也是目前唯一一所拥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士学位授予权的中外合作大学。

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以最新大学图书馆建

设理念为指导，以“研究支持及学习中心”为部门定

位，以学科建设为导向进行馆藏发展，以“数字图书

馆”作为整体战略方向。图书馆系统与校园网及

ＩＮＴＲＡＮＥＴ集成，图书馆工作团队以实现知识校

园为目标，致力于知识整合工作，推动学校学术共

享空间和机构知识库项目。作为在大数据时代中

发展的新型高校图书馆，根据学校“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习为中心”的办学指导思想，需要掌握学生使

用图书馆的数据，进而进行相应的学习行为分析。

此文拟从背景、研究内容及发展策略、面临问题和

解决方案三个方面，阐述大数据在西浦图书馆的应

用。

１．研究背景

笔者选取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１

日整个学年度的数据来进行统计，主要根据借阅情

况、入馆情况、检索情况等进行一系列的统计。旨

在促进图书馆的发展，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服务水

平。鉴于笔者所在的部门是用户服务部，因此更多

的是从服务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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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研究内容及发展策略

２．１　图书流通量统计

２．１．１　总的借还量统计和自助借还比例统计

西浦图书馆除了有专门的服务台可以进行图

书的借还以外，还在三个楼层设有自助借还机以及

入口外的２４小时自助还书机。通过统计每个月的

流通量，可以了解读者的借阅量以及自主借还机的

使用比例。统计结果见表１和图１－２。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图书借还量统计和自助借还比例统计

月份 借书量 自助借书量 自助借书比例 还书量 自助还书量 自助还书比例 总计

９月 １１４８２ １９５４ １７．００％ ７１４３ １１７１ １６．４０％ １８６２５

１０月 ６６７８ ８８７ １３．３０％ ７５３２ １１８５ １５．７０％ １４２１０

１１月 ５７８３ １１８６ ２０．５０％ ６４３３ １３２６ ２０．６０％ １２２１６

１２月 ４０８７ ９７２ ２３．８０％ ５１７８ １３２８ ２５．６０％ ９２６５

１月 ３４２６ ７６２ ２２．２０％ ３５４１ ８９４ ２５．２０％ ６９６７

２月 ３９００ ９４７ ２４．３０％ ３１２３ １１１０ ３５．５０％ ７０２３

３月 ６４５４ １７３０ ２６．８０％ ５４２０ １７６２ ３２．５０％ １１８７４

４月 ４１９８ １０３３ ２４．６０％ ５７１５ １８３３ ３２．１０％ ９９１３

５月 ３３６９ ８７７ ２６．００％ ５３４５ １９６８ ３６．８０％ ８７１４

６月 ２５９０ ５８８ ２２．７０％ ３７１２ １１０５ ２９．８０％ ６３０２

７月 ９７６ １６６ １７．００％ ５３７ １７２ ３２．００％ １５１３

８月 ３６０３ １５９１ ４４．２０％ ２０８９ ８２０ ３９．３０％ ５６９２

总计 ５６５４６ １２６９３ ２２．４０％ ５５７６８ １４６７４ ２６．３０％ １１２３１４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图书借还量统计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自助借还比例统计

　　这些图表显示了一些基本的借还规律，可以看

出刚开学的９月和３月是借书的高峰期，１０月和４

月是还书的高峰期。而都是学期的开始，９月的借

书量比３月的多将近１倍，或许我们可以据此得出

结论：９月刚入学的新生非常有借书学习的热情。

自助借书比例在２０１４年８月达到４４．２％的最

高峰，自助还书比例在２、５、８三个月份都接近

４０％。整体呈现递增的趋势。一方面说明目前自

助机的使用情况良好，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还需要

做更多的宣传服务工作，提高自助借还机的使用比

率。

同时我们对自助机的使用频率进行了统计（见

图３），就借书而言，４楼自助机的使用频率最高，１

楼的最低。就还书而言，１楼２４小时还书机的使用

频率最高，８楼的最低。这或许可以成为自助机数

量和设置楼层的参考。

图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自助机使用频率统计

另外我们还可以分析人工借还量，根据服务

台的人数可以分析每个人大致一天的工作量，以此

了解我们内部的工作情况以便更好地管理。同时

也可以利用汇文系统的人员工作量统计和部门工

作量统计模块进行分析。因为本文主要是从对外

服务的角度分析，所以这部分便不再赘述。

２．１．２　根据美国国会分类法进行图书借阅的

统计

图４　根据美国国会分类法的图书借阅量统计

美国国会法将图书分为２１种，从图３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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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无论借阅量如何变化，每月借阅量较大的类别

是Ｐ：语言及文学、Ｑ：科学、Ｈ：社会科学、Ｎ：艺术、

Ｔ：技术及工程，因为这些类别的书是大学教学的书

籍。我们可以据此来作为调整馆藏的依据。

２．１．３　根据语言分类进行图书借阅的统计

图５　根据语言分类的图书借阅量统计

从图５可以看出，英文书和中文书的借阅量

不相上下，而目前我馆馆藏的英文书以学术资源为

主，中文书以中国文化和语言为主。统计一方面能

看出学生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分析学生的阅读行

为模式。

２．１．４　根据读者专业进行图书借阅的统计

表２　根据读者专业的图书借阅量统计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总计

ＰＦＩＮ 金融学硕士 １８ １ ２ ０ ０ ０ ２１

ＰＳＥＴ 可持续能源技术硕士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ＰＴＳＬ 对外英语教育硕士 ２ ２ ２ １ ０ １ ８

ＵＡＣＣ 会计学 ３９５ ２４７ １４５ １１２ １２ ５８ ９６９

ＵＡＭＡ 数学与应用数学 １９９ １５７ １１２ ９８ １３ ３２ ６１１

ＵＡＲＣ 建筑学 ９３８ ６３２ ４３８ ３２０ ５４ １０１ ２４８３

ＵＢＡＤ 工商管理 １３２ ７２ ４６ ３３ ２ ９ ２９４

ＵＢＩＯ 生物科学 １７０ １３８ １２７ １０４ ２１ ２５ ５８５

ＵＣＤＥ 城乡规划 ２３７ １５８ ２１８ ９９ １１ ３１ ７５４

ＵＣＥＮ 土木工程 １１７ ８７ ７３ ６９ ５ ２１ ３７２

ＵＣＨＭ 应用化学 ４４ ２０ ３２ １０ ７ １ １１４

ＵＣＯＭ 传播学 １６１ １５１ １２５ １６ ２ １３ ４６８

ＵＣＳ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４１ ４７ ２６ ４１ ２ ８ １６５

ＵＤＭＴ 数字媒体技术 ３２ １３ １２ ６ ４ １ ６８

ＵＥＣＯ 经济学 ４８８ ２４５ １８６ １４０ １９ ４２ １１２０

ＵＥＥＡ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２３４ １４９ １２９ １３５ ３０ ３１ ７０８

ＵＥＮＢ 英语 （国际商务） ７３ ４９ ５６ ２０ １８ ４ ２２０

ＵＥＮＣ 英语 （传媒 ） １１８ １３６ １２０ ２３ １８ ８ ４２３

ＵＥＮＦ 英语 （金融 ） ２０７ １５４ １４２ ５９ １７ ２８ ６０７

ＵＥＮＳ 英语（应用英语研究） １８０ １２１ ９８ ８４ ２１ ３８ ５４２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总计

ＵＥＮＶ 环境科学 ３９ １５ １０ ４ ０ ８ ７６

ＵＥＳＴ 电子科学与技术 ９０ ５３ ６９ ２０ １９ ２１ ２７２

ＵＦＭＡ 金融数学 ９６６ ６２７ ４１７ ２５１ ６７ １６８ ２４９６

ＵＨＲＭ 人力资源管理 ７９ ５４ ３８ １３ ４ ０ １８８

ＵＩＣＳ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１１６ ９５ ８５ ４８ ２３ ２４ ３９１

ＵＩＤＳ 工业设计 ４６ １７ ２５ ８ ０ ３ ９９

ＵＩＭＳ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４５７ ２０１ １６４ ８７ ４５ ６３ １０１７

ＵＭＫＴ 市场营销 ３７ ３０ ９ １１ １３ ２０ １２０

ＵＴＥＬ 通信工程 １２５ ４３ ３３ ４８ ２０ １８ ２８７

总计 ５７４３３７１４２９３９１８６０ ４４７ ７７７１４２５６

　　从表２可以看出 ＵＡＣＣ、ＵＡＲＣ、ＵＥＣＯ 和

ＵＦＭＡ的专业借书量比其他专业的人多。（说明：

大一上学期新生还不细分专业，这里也不做统计。）

２．１．５　根据读者年级进行图书借阅的统计

图６　根据读者年级的图书借阅统计

从图６可以看出一年级新生和二年级的同学

借书较多，一方面可以看出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

方面可以针对特定的读者借阅群体，帮助改善读者

借阅体验从而提升图书馆的管理能力。

２．１．６　根据借阅时间进行图书借阅的统计

表３　根据借阅时间的图书借阅统计

时间 ９月 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总计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０ １ ０ ０ ０ ７

８ ３７ ９３ １１ ４５ ６ １１ ２５ ３５ ２９ ３ ３ １８ ３１６

９ １７９ １１６ １１０ ９４ ７４ ７２ １２７ ７４ ７５ ５９ ２３ １４０ １１４３

１０ ５９４ ２６４ １６８ １３３ １４６ ２１５ ２８０ １３３ １１５ ９５ ６０ ３８２ ２５８５

１１ ７０２ ４０５ ２７９ １４８ １５４ ３４７ ３３４ ２１９ ２０３ ２１４ １５３ ５１４ ３６７２

１２ ７９２ ５２３ ３６６ ２０４ ３０９ ３１６ ５１２ ２９７ ２４８ ２６１ １１７ ２９５ ４２４０

１３ ８１６ ４２７ ４２３ ３５２ ３１４ ３５２ ５４２ ３６３ ２５９ ２５５ ９０ １７６ ４３６９

１４ ６４９ ３９１ ４１２ ３１４ ３０６ ２７９ ３７９ ２５８ ２３７ １９４ １５１ ２８７ ３８５７

１５ １０５５ ５７４ ４６３ ３８０ ２３５ ４４２ ４８１ ３１２ ２３４ ３３１ １０４ ３７８ ４９８９

１６ １２８６ ７７９ ５６１ ３７２ ４５２ ４２８ ６４０ ４３１ ３２５ ３９２ ２５５ ４９９ ６４２０

１７ １３２８ ７７２ ５８０ ４９７ ３９３ ４１０ ７３１ ４６９ ３５６ ２１５ ２０ ２２５ ５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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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９月 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总计

１８ １０２９ ６２３ ５３８ ４０６ ２０３ ３３６ ６１０ ４２０ ３３１ １５５ ０ ２１３ ４８６４

１９ ７４０ ４５２ ４２４ ２６２ ２５３ １８４ ４１１ ２５４ ２２３ ９０ ０ １４８ ３４４１

２０ １０５６ ４８６ ４７８ ３４８ ２１６ ２０２ ４７２ ３３４ ２５２ １１３ ０ ２２７ ４１８４

２１ １１３８ ６６７ ８２５ ５０４ ３３１ ２８０ ８０２ ５３７ ４４４ ２０６ ０ １０１ ５８３５

＞２２ ８１ １０６ １４５ ２８ ３４ ２６ １０２ ６２ ３７ ７ ０ ０ ６２８

Ｓｕｍ１１４８２６６７８５７８３４０８７３４２６３９００６４５４４１９８３３６９２５９０ ９７６ ３６０３ ５６５４６

图７　根据借阅时间的图书借阅统计

　　借阅集中在１６点至１８点以及２１点至２２点

两个高峰期，因此我们可以着重加强这两个时间段

的流通管理。

２．２　入馆人数统计

２．２．１　根据读者年级进行入馆人数的统计

图８　根据读者年级的入馆人数统计

同借书类似，一年级新生和二年级的同学占

据入馆人数的大部分。

２．２．２　根据读者专业进行入馆人数的统计

表４　根据读者专业的入馆人数统计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总计

ＰＦＩＮ 金融学硕士 ５４ ３６ ９ ０ ０ ０ ９９

ＰＭＡＮ ＭＡＮ硕士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ＰＳＥＴ 可持续能源技术硕士 ６ ２ ０ １ ０ ０ ９

ＰＴＳＬ 对外英语教育硕士 ０ ３ ２ ２ ０ ３ １０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总计

ＵＡＣＣ 会计学 ５１１６４３２６５６８４２１２２ １１２ ４９６ １７８５６

ＵＡＭＡ 数学与应用数学 ２０６８１９３３２６４６１００８ ８６ １２２ ７８６３

ＵＡＲＣ 建筑学 ２６３５２１１４２５８６１０２０ ８０ ３２２ ８７５７

ＵＢＡＤ 工商管理 １４３１１３４０１８１４ ７０１ ２８ ９３ ５４０７

ＵＢＩＯ 生物科学 ２５０８１８１０２２３０ ８３８ ８４ ２３７ ７７０７

ＵＣＤＥ 城乡规划 １７２５１４８３１６０６ ５８９ ５４ １５５ ５６１２

ＵＣＥＮ 土木工程 ８２４ ６０９ ８８７ ２４９ ２５ ８７ ２６８１

ＵＣＨＭ 应用化学 ４５２ ３１５ ３８８ ２１９ ３５ ５０ １４５９

ＵＣＯＭ 传播学 ９５０ ８０８ ９７１ ２４４ ４ ７８ ３０５５

ＵＣＳ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５４３ ４８８ ６９９ ２４２ ４７ ６４ ２０８３

ＵＤＭＴ 数字媒体技术 １４０ １２０ １１６ ４７ ２１ ３０ ４７４

ＵＥＣＯ 经济学 ４６０５３９７５５０９２１８０５ １４２ ４０１ １６０２０

ＵＥＥＡ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３１５０２３３４３２４３１１２１ １０４ ３１１ １０２６３

ＵＥＮＢ 英语 （国际商务） ４６０ ４８４ ６８８ １８４ １９ ４２ １８７７

ＵＥＮＣ 英语 （传媒 ） ８１２ ６９２ ９１４ ３３９ ５７ ９０ ２９０４

ＵＥＮＦ 英语 （金融 ） １８２５１６０１１９３４ ６７０ ８６ ２１６ ６３３２

ＵＥＮＳ 英语（应用英语研究） ６９２ ６８５ ７２１ ２６１ １７ ５２ ２４２８

ＵＥＮＶ 环境科学 ４１８ ２４６ ２６７ ７２ ７ ３０ １０４０

ＵＥＳＴ 电子科学与技术 ８４７ ５２２ ８０６ ２９２ ３９ １５１ ２６５７

ＵＦＭＡ 金融数学 １１９８３１０２５３１４０３８３７９８ ３４９ ９５３ ４１３７４

ＵＨＲＭ 人力资源管理 ７３３ ６４６ ７９４ ２７９ １９ ４５ ２５１６

ＵＩＣＳ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８３６ ８１７ １０５４ ７５６ ４２ １２１ ３６２６

ＵＩＤＳ 工业设计 ４５２ ４５０ ７２９ １７２ １０ ４４ １８５７

ＵＩＭＳ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３９８２３７５４４７８９１５３３ ９７ ２９３ １４４４８

ＵＭＫＴ 市场营销 ３５０ ３５９ ３８３ １７３ ２９ ４８ １３４２

ＵＴＥＬ 通信工程 １３１３１０７９１６６９ ６４２ ５３ １５３ ４９０９

总计 ５０９１０４３２８４５６７６０１９３７９１６４６４６８７１７６６６６

　　从表４可以看出，ＵＡＣＣ、ＵＥＣＯ和ＵＦＭＡ专

业的入馆人数比其他专业的人多。

２．２．３　根据入馆时间进行入馆人数的统计

图９　根据入馆时间的入馆人数统计

表５　根据入馆时间的入馆人数统计

时间 ９月 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总计

＜８ １８７ ４７ ６２ ４２ ５７ １６ １５８ １１０ ２０３ １６４ ７ ５８ 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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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９月 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总计

８ １４８８１０６４ ９５０ ６６６ ８４０ ３２０ １６７９１５６６２４７５１４８８ ５１９ ９３０ １３９９３

９ ２７１３２２９６２３２３１８６７１７４８ ６１２ ２７８２２６３９３９４６２０７４ ６６６ ２２８９ ２５９５５

１０ ２５３６２２１６２２７１１９４６１２９４ ９５８ ３４５６２９４７４１０６１４１０ ２９２ １９８３ ２５４１５

１１ ３１６３２６７３２９３６２０４０１３２１ ８７１ ３６２８３１２０３９４７１４０９ ２６０ １２１８ ２６５８６

１２ ３１５０３４４１３４７２３１００２８４４１１０９５２００４７７２６０８６２６０３ ５１３ １４５６ ３７７４６

１３ ４３６１４６５８５１６９３８９６２４７８１３９１６３６０５６４１７２２８２３３２ ５６４ １４３５ ４５５１３

１４ ３３０６３２８１３８５７３０９２１５０５１１１２４３０７３９２５５０９３１５８２ ３０７ １７６７ ３３１３４

１５ ４０３２３０６５３９９６３１４３１５８６１１８８４３０２３９１８４４６７１６０２ ３００ １９０２ ３３５０１

１６ ３７７８３１７０３７５７２３０６１８７３ ７８５ ３６１５３１８９４１０８２０８９ １６０ ２００８ ３０８３８

１７ ４２２０３２８３４０９２２６７１１５０６ ９４０ ４１６９３２６１３９８１１３５７ １６ ７５６ ３０２５２

１８ ５７０１５１１８５４２９３２８１２５３８１４８８６７２７５４１０６３１８１８２１ ６ ７４２ ４４５７９

１９ ４５５２３３１９３５４３２１８０１３６２ ９１２ ４５６１３８８４５０８１１４４６ ５ ５７４ ３１４１９

２０ ２１３９１３８５１９１９１０００ ４７５ ２７１ １９９０１６５２２１９８ ５９６ ０ ４２２ １４０４７

２１ ５２６ ４４７ ５７５ ３５４ １７６ ８４ ５７６ ５２５ ７３４ １９９ ０ ８３ ４２７９

＞２２ １０ ７ １７ ５ ５ ２ ２１ １３ １７ ７ ０ ０ １０４

总计４５８６２３９４７０４４３６８３１５８９２１６０８１２０５９５３５３１４６５７２５９９８８２２１７９３６１５１７６２３ ３９８４６４

　　入馆集中在１２点至１４点以及１８点至１９点

两个高峰期，因此我们可以着重加强这两个时间段

的入馆管理。

与借阅时间的分析相比较，借阅时间的高峰期

比入馆时间晚２个小时。

２．２．４　根据入馆次数进行入馆人数的统计

表６　根据入馆次数的入馆人数统计

入馆次数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１－１０ ４２０１ ３９５７ ３７０３ ３８４７ ３２４３ ３５４８ ３６６７ ３４９２ ３３０７ ３７０５ ６４２ １６８３

１１－２０ １０７１ ８３６ ８１７ ６５６ ４１４ １４８ ８３３ ７２０ ８７０ ３７４ ３１ ６２

２１－３０ ３０６ ２８２ ３０８ １９３ １３９ １４ ３３７ ２９７ ３５９ １２２ １０ １７

３１－４０ ８２ ８９ １３７ ６２ ５５ ０ １６５ １３５ ２３９ ４８ １５ １０

４１－５０ ３１ ２６ ６０ １５ ９ ０ ８３ ８４ １３７ １６ ６ ６

５１－６０ １２ １４ ３４ １２ ０ ０ ４９ ４８ ６７ ３ ４ ３

６１－７０ ３ １ １１ ４ ０ ０ ３７ ２５ ４６ ３ ０ ０

７１－８０ ３ ０ ４ １ ０ ０ ２３ ２２ ２３ ０ ０ １

８１－９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８ ４ １５ ０ ０ ０

＞９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２ ２ ９ １ １ １

Ｓｕｍ ５７０９ ５２０５ ５０７５ ４７９０ ３８６０ ３７１０ ５２１４ ４８２９ ５０７２ ４２７２ ７０９ １７８３

　　 大部分读者每个月进入图书馆１－２０次，几

乎每隔一天进馆一次。

２．３　平均每秒入馆人数统计

表７　平均每秒入馆人数的统计

Ｔｉｍｅｏｆｐ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ｓ）

月份 ９月 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平均

人数 ４５８６２３９４７０４４３６８３１５８９２１６０８１２０５９５３５３１４６５７２５９９８８２２１７９３６１５１７６２３ ３３２０５

每秒入

馆人数
３３．０３９．６３４．１４９．５７２．３１２５．４２９．２３２．５２６．０６８．２４３２．２８８．７ ４６．４

　　从表７可以看出，平均每４６．４秒会有一个人

入馆，在２０１４年３月，将近２９秒就会进入一个人。

２．４　图书排行统计

热门浏览、热门收藏等数据可以让读者发现大

众的需求从而引导自己的需求，同时可以让图书馆

馆员实时了解读者的需求。另外也可以指导馆藏。

（见表８－９）

２．４．１　热门浏览统计

表８　热门浏览图书排行统计

序号 题名 责任者 出版信息 浏览次数

１

Ｐｒｏｏｆｓ ａｎｄ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ｉｌｌｅｓＤｏｗｅ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２０１１． ４６７６

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ｃｏ
ｎｉｃｉｔｙ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ＫｌａａｓＷｉｌ
ｌｅｍｓ， Ｌｕｄｏｖｉｃ Ｄｅ
Ｃｕｙｐｅｒｅ．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ｃ２００８．

４３８５

３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ｍｏｒｐｈｏ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Ｊａｍｉｅ
Ａ．Ｄａｖｉｅｓ．

Ｌａｎｄｅｓ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ｕｒｅｋａｈ． ｃｏｍ ；
ｃ２００６．

３９７９

４
ＴｈｅＮｏ．１Ｌａｄｉｅ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Ａｇｅｎｃ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ｃＣａｌｌ
Ｓｍｉｔｈ ；ｒｅｔｏｌｄ ｂｙ
ＡｎｎｅＣｏｌｌｉｎｓ．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１９５５

５
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１０ｔｈｅ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ｅｈｒｅｎｓ，
ＬｅｏｎａｒｄＪ．Ｒｏｓｅｎ．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ｃ２００８．

１６７８

６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ｂｅ
ｙｏｎｄ

ＬｅｓｔｅｒＦａｉｇｌｅｙ．
Ｐｅａｒｓ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
ｃ２００７．

１６２８

７
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ａｎｄｌｉｆ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ＪａｎｅＪａｃｏｂｓ． Ｐｉｍｌｉｃｏ，２０００． １０５９

８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ｔｒａｔ
ｅｇｙ／２ｎｄｅｄ．（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 Ｇｒｉｎｂｌａｔｔ，
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Ｔｉｔｍａｎ．

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Ｉｒ
ｗｉｎ，２００４．

９８４

９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 ：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ａｓ
ｔｅｒｔｈｅｓｋｉｌｌｓｔｏｐｒｅ
ｖｅｎｔ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ｗｒｉｔｅ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ｕｅｃｋｅ］；［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ｄｖｉｓｅｒ，ＬａｒｒｙＢａｒ
ｔ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
ｃ２００４．

９５４

１０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
ｃｉｒｃｕｉ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３ｒｄｅ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Ａ． Ｎｅａ
ｍｅｎ．

ＭｃＧｒａｗ － Ｈｉｌｌ，
ｃ２００７．

９３２

　　２．４．２　热门收藏统计

表９　热门收藏图书排行统计

Ｎｏ． 题名 责任者 出版信息 收藏人次

１ 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ｕｔｕｒｅｃｉｔｉｅｓ ＤａｎｉｅｌＢｒｏｏｋ． 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ｃ２０１３． ３

２
ＧｏｒｄｏｎＭａｔｔａ－Ｃｌａｒｋ：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Ｇｌｏｒｉａ Ｍｏｕｒｅ
；ｅｓｓａｙｂｙＢｒｕｃｅＪｅｎ
ｋｉｎｓ．

Ｐｏｌｇｒａｆａ，２００６． ２

３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ｏｆｔｈｉｎｇｓ ：
Ｒｕｓｋ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ｄｅｓｉｇｎ

ＬａｒｓＳｐｕｙｂｒｏｅｋ Ｖ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２０１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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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题名 责任者 出版信息 收藏人次

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ｏｐｉｅｓ：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ｍｉｍｉｃｒｙｉｎ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ＢｉａｎｃａＢｏｓｋｅｒ；ｗｉｔｈａ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ｂｙＪｅｒｏｍｅＳｉｌ
ｂｅｒｇｅ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ｃ２０１３．

２

５
Ｄｅｌｉｒｉｏｕ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
ｒｅｔ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ｆｏｒ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Ｎｅｗｅｄ．

ＲｅｍＫｏｏｌｈａａｓ． Ｍｏｎａｃｅｌｌ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２

６

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ｎ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２ｎｄ
ｅｄ．ａ

ＥｄｗａｒｄＦｉｅｌｄ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２０１１．

２

７

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ｉｍａｇｉｎａ
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ｒｅａｄｅｒ

［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ＲｅｎａｔａＨｅ
ｊｄｕｋａｎｄＪｉｍ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１． ２

８

ｓｈｕｊｕｋｕｘｉｔｏｎｇｑｕａｎ
ｓｈｕｊｕｋｕ数据库系统全
书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ｂｏｏｋ

ＨｅｃｔｏｒＧａｒｃｉａ－Ｍｏｌｉｎａ，
ＪｅｆｆｒｅｙＤ．Ｕｌｌｍａｎ，Ｊｅｎ
ｎｉｆｅｒＷｉｄｏｍｚｈｕ；Ｑｉｏｕ
Ｌｉｈｕａｙｉ．

Ｊｉｘｉｅｇｏｎｇｙｅｃｈｕｂａｎ
ｓｈｅ，２００７．

２

９

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ｅ
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ｍｉｎ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ｅｉｎｓｔｏｃｋ． Ｗｉｌｅｙ，２０１０． ２

１０

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ａｒｔｉｎｔｈｅ
ａｇｅｏｆｉｔ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ｎｍｅｄｉａ

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ｅｄｉ
ｔｅｄｂ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Ｊｅｎ
ｎｉｎｇｓ，Ｂｒｉｇｉｄ Ｄｏｈｅｒｔｙ，
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Ｙ．Ｌｅｖ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

ＢｅｌｋｎａｐＰｒｅｓｓｏｆ 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２

　　２．４．３　图书借阅排行统计

在ＯＰＡＣ的统计系统中可以根据借阅次数进

行图书的排行，表１０即年度借阅次数前１０的图

书，表１１即年度借阅比率前１０的图书。

图书的借阅比率是该书借阅次数与其复本数

的比率，比率越高，代表借阅次数较高而复本数较

少，因此我们可以提高比率较高的书的复本量。

表１０　图书借阅次数排行统计

序号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ＩＳＢＮ 复本数 借阅次数 借阅比率

１

Ｗｅｉｊｉｆｅｎ ：
ｘｕｅｘｉｆｕｄａｏ
ｙｕｘｉｔｉｘｕａｎ
ｊｉｅ／

Ｔｏｎｇｊｉｄａｘｕｅ
ｙｉｎｇ ｙｏｎｇ
ｓｈｕ ｘｕｅ ｘｉ
ｂｉａｎ．

Ｇａｏｄｅｎｇｊｉａｏ
ｙｕ ｃｈｕ ｂａｎ
ｓｈｅ，

２００４ ９７８７０４０１４３８７４ ４２ １８３ ４．３６

２

ＭＡＴＬＡＢ７．
０ ｃｏｎｇ ｒｕ
ｍｅｎｄａｏｊｉｎｇ
ｔｏｎｇ／

Ｑｉｕｓｈｉｋｅｊｉ
ｂｉａｎｚｈｕ．

Ｒｅｎｍｉｎｙｏｕ
ｄｉａｎｃｈｕｂａｎ
ｓｈｅ，

２００６ ９７８７１１５１４３２７３ ９９ １７９ １．８１

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９ｔｈｅｄ．

Ｅｒｗｉｎ Ｋｒｅｙ
ｓｚｉｇ．

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 ２００６ ９７８０４７１７２８９７９ ２５６ １５５ ０．６１

４

Ｓｈｅｒｌｏｃｋ
Ｈｏｌｍｅｓ
ｓｈｏｒｔｓｔｏｒｉｅｓ
／Ｎｅｗｅｄ．

Ｓｉｒ Ａｒｔｈｕｒ
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
；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ｒｅｔｏｌｄｂｙ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Ｌａｕｄｅ．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

０８／２００６９７８０５８２４１９３８４ ２０ １３２ ６．６

序号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ＩＳＢＮ 复本数 借阅次数 借阅比率

５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
Ｍａｉｋｅｍｉｌｕｎ
ｇａｏｊｉｅ Ｙｉｎｇ
ｙｕ ｃｉ ｄｉａｎ．
Ｙｉｎｇｙｕｂａ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ｔｄ．

Ｗａｉｙｕ ｊｉａｏ
ｘｕｅ ｙｕ ｙａｎ
ｊｉｕ ｃｈｕ ｂａｎ
ｓｈｅ，

２００３ ９７８７５６００３３５６３ ８０ １３０ １．６３

６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ｋｅ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
４ｔｈｅｄ．

Ｊａｎｅｔ Ｃｒａｗ
ｓｈａｗ ；Ｊａｎｅ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Ｎｅｌｓｏｎ
Ｔｈｏｒｎｅｓ
Ｌｔｄ，

２００１ ９７８０７４８７５４７５５ ９０ １１２ １．２４

７
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
ｉｎｗｈｉｔｅ／

Ｗｉｌｋｉｅ Ｃｏｌ
ｌｉｎ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ｎｏｔｅｓｂｙ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ｗｅｅｔ．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９ ０５８２３６４１３２ ３０ １０７ ３．５７

８
Ｘｉａｎｘｉｎｇｄａｉ
ｓｈｕ ／ Ｘｉｕ
ｄｉｎｇｂａｎ．

Ｈａｏ
Ｚｈｉｆｅｎｇ．．．
［ｄｅｎｇ］ｚｈｕ
ｂｉａｎ．

Ｇａｏｄｅｎｇｊｉａｏ
ｙｕ ｃｈｕ ｂａｎ
ｓｈｅ，

２００８ 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４９００２ １０１ １０６ １．０５

９

Ｄｅａｔｈｉｎｔｈｅ
ｄｏｊｏ＝ Ｓａｎｇ
ｄａｏ ｇｕａｎ ｌｉ
ｄｅｓｉｗａｎｇ／

Ｓｕｅ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ｚｈｕ ； Ｈｕ
Ｙｕｘｉａｏｚｈｕ．

Ｗａｉｙｕ ｊｉａｏ
ｘｕｅ ｙｕ ｙａｎ
ｊｉｕ ｃｈｕ ｂａｎ
ｓｈｅ，

２００２ ９７８７５６００２７３４０ ６０ １０４ １．７３

１０
Ｌ．Ａ．Ｍｏｖｉｅ
／

Ｐｈｉｌｉｐ
Ｐｒｏｗ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９７８７５６００２１７２０ ６０ １０２ １．７

表１１图书借阅比率排行统计

序号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ＩＳＢＮ 复本数 借阅次数 借阅比率

１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３ｒｄｅｄ．

ＮｉｇｅｌＳｌａｃｋ，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ｅｗｉｓ．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

２０１１ ９７８０２７３７４０４４５ １ １５ １５

２
Ｇｒｅａｔｅｘｐｅｃ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ＢＢＣ ＴＶ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ＢＢＣ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ＷＧＢＨ Ｂｏｓ
ｔｏｎ；ｄｒａｍａ
ｔｉｓｅｄｂｙＴｏｎ
ｙＭａｒｃｈａｎｔ；

ｐ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ｗｅｎ
ｈｕａ ｙｉ ｓｈｕ
ｙｉ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ｃｈｕｂａｎｓｈｅ，

２００６ ９７８７８８３６８８６９３ １ １３ １３

３
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ｐｒｉｎｃｅ Ｗｉｄ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ａ Ｔａｌｋｂａｃ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ＢＣ
Ｆｉｌｍｓ；ａｃ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ＧＢＨ
Ｂｏｓｔｏｎ ；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Ｊｏ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ｗｅｎ
ｈｕａ ｙｉ ｓｈｕ
ｙｉ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ｃｈｕｂａｎｓｈｅ，

２００６ ９７８７８８３６８６０８８ １ １１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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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ＩＳＢＮ 复本数 借阅次数 借阅比率

４

Ｙｕａｎｌａｉ＝Ｉ＇
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ｔｈ
ｙｏｕ／

ＸｉｎＹｉｗｕｚｕｏ
ｐｉｎ．

Ｚｈａｏｈｕａｃｈｕ
ｂａｎｓｈｅ，

２０１１ ９７８７５０５４２９４１３ １ １１ １１

５
Ｎｕｏｗｅｉ ｄｅ
ｓｅｎｌｉｎ／

Ｃｕｎｓ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ｓｈｕｚｈｕ
；Ｌｉｎ Ｓｈａｏ
ｈｕａｙ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ｙｉ
ｗｅｎｃｈｕｂａｎ
ｓｈｅ，

２００７ ９７８７５３２７４２９２９ １ １１ １１

６

Ｎｉｒｕｏａｎｈａｏ
ｂｉａｎｓｈｉｑｉｎｇ
ｔｉａｎ ： Ｌｉｎ
Ｈｕｉｙｉｎｚｈｕａｎ
＝ Ｎｉｒｕｏａｎ
ｈａｏｂｉａｎｓｈｉ
ｑｉｎｇｔｉａｎ／

Ｂａｉ Ｌｕｏｍｅｉ
ｚｈｕ．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Ｈｕａｑｉａｏｃｈｕ
ｂａｎｓｈｅ，

２０１１ ９７８７５１１３１６５８５ １ １０ １０

７
Ｍｏｎｓｔｅｒｓ，
Ｉｎｃ．

Ｄｉｓｎｅｙ，Ｐｉｘ
ａｒ．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ｗｅｎ
ｈｕａ ｙｉ ｓｈｕ
ｙｉｎｘｉａｎｇｃｈｕ
ｂａｎｓｈｅ，

［２００６］．９７８７８８３６８７７６４ １ １０ １０

８ 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ｉｌｌ

ＰｏｌｙＧｒａｍ
ＦｉｌｍｓＥｎｔｅｒ
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ｋ
ｉｎｇ Ｔｉｔｌｅ
Ｆｉｌｍ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ｔｔｉｎｇ Ｈｉｌｌ
Ｐ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ａ
ｓｅｒ ＆ Ｖｉｄｅｏ
；

ｃ１９９９． ００５９７６０２ １ １０ １０

９
Ｍａｉｔｉａｎｌｉｄｅ
ｓｈｏｕ ｗａｎｇ
ｚｈｅ／

Ｊ．Ｄ．Ｓａｉｇｅｌｉｎ
ｚｈｕ ； Ｓｈｉ
Ｘｉａｎｒｏｎｇ ｙｉ
＝ Ｔｈｅ
ｃａｔｃｈｅｒｉｎｔｈｅ
ｒｙｅ／ Ｊ．Ｄ．
Ｓａｌｉｎｇｅｒ．

Ｙｉ ｌｉｎ ｃｈｕ
ｂａｎｓｈｅ，

２０１０ ９７８７５４４７１１２９６ １ ９ ９

１０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ｄｉ
ｂｌｅｓ

７ＷａｌｔＤｉｓｎｅｙ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ＰｉｘａｒＡｎｉ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ｏｓ
ｆｉｌｍ ；ｗｒｉｔ
ｔｅ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ｄ ｂｙ Ｂｒａｄ
Ｂｉｒｄ；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ｂｙＩＶＬ，

ｃ２００５． １ ９ ９

２．５　读者借阅排行统计

读者借阅排行数据可以让读者自己与其他人

做比较（表１２）。目前ＯＰＡＣ中的系统推荐功能还

不能用，如果可以实现这一功能就能让用户发现自

己的潜在需求，和自己做比较。另外我们可以根据

读者类型（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进行更加细致

的统计。

表１２　读者借阅排行榜

姓名 读者类型 借阅册次 借阅排名

ＹＩＸＩＮＺＨ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ｆｆ ２０２ １

ＧＲＡＨＡＭ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ｆｆ １５２ ２

姓名 读者类型 借阅册次 借阅排名

ＳＥＴＨＨＡＲＴＩＧ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ｕｔｏｒ １４１ ３

ＸＵＥＣＨＥＮＬＩＵ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１３１ ４

ＭＥＮＧＹＡＯＱＵ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１１８ ５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１３ ６

ＮＩＮＧＡＯ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１１１ ７

ＣＨＥＮＸＩＮＧＳＵ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１０２ ８

ＬＩＮＨＡ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９５ ９

ＬＵＣＹ．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ａｆｆ ９４ １０

ＳＯＮＧＪ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９１ １１

ＳＨＩＱＩＳＨＥ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８５ １２

ＹＩＣＨＥＮＬＩＵ ＰＨＤ ８３ １３

ＪＩＡＹＡ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８２ １４

ＭＩＮＳＨ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８１ １５

ＪＩＮＨＵＡＣＨＥＮ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７７ １６

ＹＩＮＧＱＩＡＯＸＵ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７６ １７

ＪＩＡＪＩＮＳＵ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７５ １８

ＳＩＪＩＡＣＨＥ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７５ １８

ＸＩＮＲＡＮＹＵ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７４ ２０

２．６　社交网络数据统计

在社交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社交方式应用到

图书馆服务中，如微博、微信、手机图书馆等。在与

读者的交互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记

录了读者的信息需求、习惯、爱好等个性化信息，是

提升管理水平的重要载体。此处列举微博的例子

来分析。

通过微博的数据中心可以进行粉丝分析、舆情

管理、影响力分析等。

２．６．１　粉丝分析

粉丝分析可以从质量、特征、习惯、分组来统

计。图１０就是粉丝的质量分析，另外我们还能看

到每个具体粉丝的详细信息，如他们的博文数、互

动次数和他们的粉丝。

图１０　图书馆粉丝的质量分析

我们可以对粉丝进行针对性开发和服务，关

注活跃和互动粉丝，重点挖掘Ｖ认证和达人粉丝的

潜在力量，扩大图书馆的宣传影响力度。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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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以根据粉丝关注时长、性别、年龄、地

区、标签、活跃时段、使用终端和机型等制定实施发

布宣传的策略，同时可以根据各种条件来筛选进行

目标客户群管理。

２．６．２　舆情管理

舆情管理可以通过添加监控关键词来进行管

理。它是分析公共舆论中的话题热点、走势并及时

提出应对策略的一种新型服务。在各种各样的社

交方式中包含了大量的舆论信息，同时也包含了大

量对学校、对图书馆的意见和反馈。舆情服务的高

级形式，应防患于未然，从大众言论的蛛丝马迹中，

发现可能形成的舆论热点，从而提前介入，利用恰

当的方式方法引导舆论走势，而不满足于做“事后

诸葛亮”。从而提升图书馆的服务和公众形象。即

便是不利于图书馆的负面舆论也是图书馆改变公

众形象的契机。

２．６．３　影响力分析

影响力分析可以统计微博指数、发博数量、转

发评论数量、点击链接数量等，这些数据可以作为

以后发布微博的依据，从而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见图１１）

图１１　影响力分析

在大数据时代，每个读者都能发出清晰的声

音，每个读者的声音也越来越强，读者的力量不可

忽视。“以读者为中心”成为必然的选择。以读者

为中心，不仅要倾听读者的声音，还要让读者介入

到图书馆的空间设计、管理使用等环节中。要注重

双向传播，否则微博等社交网络仅仅是个传声筒，

甚至沦为摆设。在这一点上，西浦图书馆在各种活

动中都能广泛发动同学的力量，让同学们参与到图

书馆的管理和发展中。

３．面临问题和解决方案

大数据时代，对于数据的分析和挖掘能力，将

成为图书馆是否具备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个

性化服务、馆藏优化、资源整合、风险评估、发展策

略的制定等都依赖于大数据的分析和预测。利用

好大数据，能够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构建新型

知识服务体系，推动图书馆事业与制度建设的创新

发展。然而，大数据的应用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

也需要很高的成本。图书馆将面临数据存储、数据

分析挖掘技术、应用研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挑

战。这里详细列举大数据时代下图书馆服务发展

应考虑的３个问题。

３．１　硬件成本问题

目前我馆可以统计热门检索，来预测读者的需

求及评估对现有资源的使用情况，为采编部门合理

采购图书提供帮助与支持。但无法收集读者平时

具体的检索访问历史、检索时间甚至地理位置，因

此这方面的数据还有待开发和完善。

另外，数据关联融合度不够，不同部门之间积

累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融合，形不成合力。如

果数据是全方位、实时产生并相互关联时，各部门

的协作就会像互联网一样并发、实时地协同；透明

的信息促使信息节点之间互相监督，“以邻为壑”的

节点将被孤立，部门将自动服务与整个组织。同时

因为实时开发，部门之间协同效率也将今非昔比。

以上两方面的发展都需要硬件设施的支持。

而大数据分析的操作运行对硬件的要求极高，在资

金投入不多的情况下，云计算、物联网的应用，突破

了传统图书馆发展局限。超强的数据处理能力，信

息资源的整合，动态资源分配，简化的ＩＴ结构，云

计算为大数据的诞生创造了物质基础，为大数据提

供可扩展的基础设施支撑环境以及数据服务的高

效模式。图书馆可以按需购买，用于解决基础设施

的不足。

３．２　用户隐私问题

大数据分析需要图书馆收集读者的个人信息、

借阅习惯、入馆历史、社交活动等大量信息，如果在

隐私和预测方面对大数据管理不当，那会造成不小

的后果。因此图书馆面对数据安全问题时，需要对

涉及隐私的数据加强保护，要在不暴露读者个人隐私

前提下提供优质的个性化服务。 （下转第页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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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与流动儿童成长服务

吴中区图书馆　陈筱琳

摘　要：：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日益加剧，大量随迁流动儿童的成长问题引发

更多关注。社会生活的融入问题、学校教育的实现问题、家庭教育的引导问题等直接影响着流

动儿童的健康成长。流动儿童存在学习、生活、心理等多方面的成长需求，公共图书馆可以发

挥自身作用，搭建平台，提高流动家庭的教育能力，提高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能力、知识获取能

力、自我学习能力。

关键词：流动儿童；公共图书馆；成长；服务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日益加

剧。从单身外出到举家迁徙，新时期人口流动“流”

而不“动”的特征更加鲜明，随迁流动儿童的成长问

题引发更多的关注。根据《中国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

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０～１７岁城乡流动儿童规

模为３５８１万人，５年增加了４１．３７％。其中，户口

性质为农业的占８０．３５％，据此，全国的农村流动儿

童达２８７７万
［１］。身处异地他乡，流动儿童大多面

临教育、健康、安全等问题，作为承担教育职能和文

化传承职能的公共图书馆在服务流动儿童成长方

面具有独特优势，可为其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１　流动儿童的成长困境

环境对人的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良好

环境是儿童形成优秀人格的基础，年龄越小受环境

的影响越深刻。古有“孟母三迁”择邻而居，今有高

价买房择校而居，都是强调良好环境对孩子成长影

响的特殊案例。然而，对于身处成长重要阶段的流

动儿童来说，成长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挫折远比其

他儿童多。了解分析流动儿童成长面临的现实困

境，是公共图书馆提供针对性服务的基础和前提。

１．１　社会环境：当地社会生活融入困难

从自乡到他乡，从乡村到城市，对于流动儿童

来说，无论是宏观社会结构，还是微观交往环境，都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流动儿童进入新生活领域

遇到的第一个变化。首先，城乡文化差异带来适应

困难。其次，城乡二元结构带来身份排斥。因为没

有城市户口，流动儿童很难拥有与户籍紧密联系的

各种福利待遇与资源，城市居民常常把流动人口包

括流动儿童拒斥在社区居民的身份群体之外，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傲慢与偏见。“外地人”的身份标签

成为流动儿童感受不公甚或歧视的主要因素。再

次，边缘地位固化带来自我封闭。对于自己是农村

人还是城里人，更多的流动儿童处于“模糊”状态，

他们既不属于传统乡村，也没有融入现代城市，同

时具备了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特征。由于经济

匮乏、环境差异、身份排斥等造成的压力，流动儿童

及其父母往往戒备心较重，自我保护、封闭意识较

强。他们更多的是与同乡、朋友或其他打工者聚集

成一个同质群体，彼此认同，传递信息，共同应对外

部环境来适应生存，获取安全感。这样一种对城市

的“局部适应”，阻碍了孩子与流入地社会的真正融

合。

１．２　学校环境：教育平等难以完全实现

流动儿童享受与当地学生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已越来越成为各地共识和执政举措。各人口流入

地教育部门也都采取积极措施，切实解决流动儿童

的入学问题。由于城乡户籍壁垒客观存在，人口过

于集中教育资源相对不足流动人口家庭经济因素

等多重原因，流动儿童往往难以享受与城市儿童同

样的受教育权利。由于学校建设的长期性与人口

流入的快速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学位不足，大部分

流动儿童只能选择收费低廉、条件简陋、师资力量

薄弱、教师流动频繁的民工子弟学校就读，教育教

学质量难以得到根本保证。即便进入其他公立学

校，部分教师也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因材施教

的力度、同等赏识与展示机会的给予在教育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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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往往不够，导致流动儿童自尊受挫，易产生

“被忽视”、“被边缘”感。《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

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２０１３年５月）指出，低年

龄的流动儿童，少数存在入学晚的问题；高年龄的

流动儿童，存在完成义务教育前终止学业的情况；

学前流动儿童有入园难的问题，接受完义务教育选

择继续在居住地读高中和考大学的流动儿童也面

临着许多困难［２］。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

教育结果公平是儿童成长的助推器和润滑剂，人生

起点的不公平，必将对流动儿童身心造成诸多负面

影响，阻碍其健康人格的形成，而且不能体现基础

教育的义务性、公平性和完整性。

１．３　家庭环境：家庭教育职能渐次弱化

美国学者珀文说：“家庭是塑造儿童人格的第

一所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所学校。”［３］在儿童社会

化的过程中，流动儿童家庭能为其子女提供的资源

比较有限。首先，流动儿童父母受教育的水平相对

不高，从事的职业呈现劳动强度高、工作时间长、收

入低等特点，加上工作地点和居住场所频繁变动，

无序化的家庭生活屡屡中断流动儿童稳定群体关

系的形成，影响其社会支持网络的维系，弱势因子

代际传递不可避免。其次，从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

看，流动儿童父母饱受“低学历”之苦，常将自己没

有实现的愿望转移到孩子身上，过高的学业期望与

低效的教育方式是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一个显著

特点。对孩子学业成绩的高度期望，家庭成员间互

动不畅等形成的“心理高压”，使流动儿童内心充满

不安。同时，流动儿童父母因自身文化素质限制，

往往缺乏帮助指导孩子学习的能力，很少关注他们

的习惯养成、价值观念培养和心理品质形成，多以

原始粗暴的惩罚方式表达“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

迫切愿望，影响其健康行为习惯的形成。再次，从

家庭氛围看，流动儿童家庭往往缺乏民主氛围，共

处时间不足，亲子关系疏离，父母之间以及父母与

子女间在沟通交流和情感表达上常出现种种障碍，

导致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程度较低。如何坚持

自己对孩子的合理要求，既不放任、忽视，又不过分

宠溺，营造亲密和谐的成员关系和家庭氛围，给予

孩子自信和正向成长的力量，需要流动儿童父母主

动学习和改变。

２　流动儿童的成长需求

从农村来到城市，流动儿童经历了生存环境的

巨大变更，社会、学校、家庭环境的变动都为流动儿

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

重要生力军，他们的健康成长对我国城市化进程、

工业现代化发展、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都将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成长过程中，流动儿童的生活、

学习、心理等各方面需求都亟需得到关怀和满足。

２．１　身份认同、城市融合的需求

稳定的社会身份感可以保护和提升流动儿童

的自尊，降低其在社会中的无常感，提高认知安全，

满足归属感和个性需求，流动儿童在内隐观念上存

在融入城市群体的需求。在与城市文化相互作用

的过程中。流动儿童最初会对城市中不同于老家

的事物充满兴奋与好奇，当发现想象与现实存在差

距，在人际关系、语言、学习及卫生习惯、穿着打扮

等一些外显行为上出现不适应后，他们会不断在生

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种种探索与调

节，与城市社会成员双向互动，在影响渗透中以期

缩短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但身份认同、城市融合不

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目标。部分流动儿童认为

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考取大学，将自己的身份转变

为“城里人”；但更多的流动儿童则将成为“城里人”

视作一种梦想，他们通过凸显农村及农村的优势，

例如农村具有“优美的景色”、“清新的空气”，农村

人“勤劳、朴实、善良”等来增强自身的社会地位，进

行自我保护。

２．２　情感滋养、健康心理的需求

流动儿童处于身心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自身变

化、人际交往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伴随

很多成长的烦恼，特别在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容易遭

遇种种困扰和挫折。除了和普通青少年群体相似

的心理需求外，流动儿童还有一些特殊的心理需

求，包括孝敬父母需求、认同需求和安全稳定需

求［４］。流动儿童觉得父母将挣来的血汗钱供给自

己读书，自己承载了父母的殷切希望，特别渴望报

答父母。在身份认同方面，他们的需求更突出，希

望得到肯定，避免否定。此外，还有安全需求、认知

需求、亲子交往需求、同伴交往需求、娱乐休闲需

求、生活适应需求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流动儿

童亟需倾诉交流的渠道及教育者的引导，感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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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理解与尊重，但因外在环境的排斥、家庭教育职

能的弱化、亲子情感互动的欠缺等因素，使得其情

绪、情感的变化往往无人顾及。情感滋养的匮乏导

致流动儿童心理呈现强抑郁焦虑、强孤独感、戒备

心理较重、保护意识过强等特点，心理充满抚慰期

待。

２．３　学习辅导、知识存储的需求

“知识就是力量”，对于流动儿童来说，知识技

能的储备将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中赢

得竞争力，从而争取高收入的就业岗位，获取优良

的社会资源，改变父辈的贫困境遇，切断贫困代际

传递的链条。同时，涉及生活各个层面的知识内容

还将有助于流动儿童对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心理创

伤进行自我修复，储备内在积极能量，获得持续学

习和改进的动力，去开创幸福人生。城市为流动儿

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但原先薄弱的教

育基础，资源贫乏的民工子弟学校，嘈杂简陋的学

习环境，对家务的分担、对弟妹的照顾，及受自身文

化程度限制无法提供学习指导的父母，都给流动儿

童学习带来压力和困难，因此，他们对作业辅导、答

疑解惑、知识利用、信息咨询、良好学习环境的搭建

等有着强烈的需求。

２．４　培养兴趣、休闲娱乐的需求

流动儿童虽然身处城市，但其精神需求却很难

得到满足。语言和行为方式还带有家乡的痕迹，不

被社会大众认可，面对工作繁忙的父母，除了围绕

学习展开的有限交流外，其他方面较少涉及，消极

悲观、孤独迷茫的情绪将他们与城市及城市里的人

隔离开来，流动儿童迫切需要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的文化娱乐活动，迫切需要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兴趣

爱好，迫切需要在增进人际交往中燃起对生活的热

情，敞开心扉、放飞心灵。轻松的互动、充满人文气

息和人文关怀的群体氛围，有助于他们卸下警惕与

防备，建立信任，释放压力，感受愉悦，同时，其心理

品质和行为习惯会在“润物无声”“春风化雨”中得

到优化。

３　公共图书馆服务流动儿童的路径选择

公共图书馆是全民的、平等的、敞开的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资源有能力根据

流动儿童成长的需求特点，给予他们更多富有特色

和人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为其成长提供帮助。

３．１　搭建平台，提高社会融入能力

“流动儿童要实现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必须建

立在与城市社会频繁互动并充分认知和参与城市

公共生活的基础之上。”［５］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

融合，依赖于流动儿童的主观建构与社会搭建的客

观平台。公共图书馆可以发挥自身职能优势，提供

机会和条件，通过阅读，听取报告，讨论和演讲，让

流动儿童与当地儿童进行文化交流，在对话中碰撞

思想，在活动中增进互信，缩短距离。在为流动儿

童服务的过程中，要将他们视为独立自尊的文化主

体。具体做法上可以因人而异、各具特色。如为流

动儿童及父母设置无障碍通道，为其免费办理借书

证，简化办证程序，提供免费上网等，拓展他们的知

识视野；提供场地、创设条件，鼓励流动儿童及父母

宣传展示其家乡的多彩文化，让他们感受尊重，体

验自身价值，提升责任感和自信心；组织参加社区

活动、游戏等，帮助他们熟悉认识周边环境，了解交

通状况，尽快适应城市生活环境；主动与他们进行

深层次的思想交流，招募具有专业资质的心理咨询

师、心理学专家提供志愿服务，给予流动儿童及父

母心理支持；提供普通话学习训练，帮助其领会、内

化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在少儿区域开辟宁静阅

读区、媒体视听中心、学习园地、游戏广场、玩具天

地等不以培训为目的、完全开放互动的空间，鼓励

流动儿童多与同伴群体玩耍交流；评选“阅读之星”

“家务小帮手”，进行阅读激励，赠阅图书；利用多媒

体技术在图书馆网站上播放、展现流动儿童的才艺

和作品；对于个体的微小进步，及时以表扬信、读者

券等方式给予奖励，帮助他们建立、恢复自信。公

共图书馆也要着力发挥流动儿童自我能动的力量，

让其在与同伴、家长、馆员及志愿者的互动中，扮演

受益者和贡献者双重角色，建构知识、情感和人格，

增加心理正能量。

３．２　引导阅读，提高知识获取能力

公共图书馆为流动儿童提供的知识服务，不仅

是当前简单的识字和互动阅读，更是长远的阅读习

惯和自学能力的培养。图书馆不仅要有适合流动

儿童阅读的各类纸质图书，还要有教育游戏光盘、

电子读物等视听资料。还可开发特色少儿数据库，

设计风格尽可能活泼可爱、图文并茂、简明易懂，通

过小测试和小游戏，让流动儿童感受友好的人机交

·３２·

苏图通讯２０１５．９　　　　 　　　　　　　 　　　　　　　　　　　　　　　图书馆服务与管理



互界面，以知识性、趣味性、多样性的馆藏资 源，吸

引流动儿童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同时，可将

流动车开进辖区内的民工子弟学校，上门提供服

务，定期交换少儿图书。在儿童阅读指导上，公共

图书馆要坚持互动性、娱乐性、个性化的原则，通过

最生活化、最自然的方式引导其亲近图书馆，热爱

阅读。图书馆可以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为流动儿童提供展示自己读书成果的舞台，如阅读

笔记展评，读书小报比赛，故事会、朗诵会、演讲比

赛、作品展览等。组织各类游戏 活 动，提供玩具图

书馆服务，培养阅读兴趣。设置图书漂流区，营造

书香氛围。收集流动儿童的借阅信息，进行统计分

析，挖掘流动儿童整体阅读倾向和需求，精心选择

适合流动儿童阅读的推荐书目等。图书馆可以聘

请育儿专家、知名教师、社会知名人士举办讲座，向

流动儿童家长宣传亲子阅读的重要性，传授指导少

儿阅读的方式方法，提高家长对阅读的重视程度。

开设亲子阅览室，让流动儿童在与父母共同参与的

游戏过程中掌握知识，通过双方的合作参与，在潜

移默化中提高其阅读兴趣和能力。

３．３　作业指导，提高自我学习能力

“授人以鱼，供一饭之需；授人以渔，供终身受

用。”自我学习能力是流动儿童长远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发布的《青少年

图书馆服务指南》，将“个人教育与发展方面的参考

咨询服务、利用书本和电子资源指导青少年提升查

找信息的能力”等列为青少年服务内容的重要部

分［６］。公共图书馆不是专门的教育机构，无法替代

学校的作用，但可以利用自身资源，开辟“作业角”，

准备字典、词典等工具书，配备电脑，将馆内数据库

和有关网络资源集中在一起，供流动儿童使用。可

以外聘具有教师资格证的人员，加强对流动儿童的

作业辅导。如美国芝加哥公共图书馆就聘请了一

些获得教师资格认证的人员，为放学后来图书馆学

习的孩子提供帮助，指导孩子查找完成作业所需的

资源，帮助孩子学会在写作业的过程中集中注意

力，掌握学习策略。这些教师还为家长提供帮助，

指导他们如何帮助孩子完成作业，为孩子和他们的

家庭建立起良好的学习支持。图书馆也可以在自

己的网站上设置作业辅导热线，提供校外学习支

持。流动儿童可以通过电话、邮件或即时通讯工具

向 馆员、外聘教师求助，辅导教师在固定的时间段

提供在线答疑。可以在网站上开辟作业热点问题

板块，发布各种考试的在线模拟，供孩子自学使用。

３．４　关注家长，提高家庭教育能力

公共图书馆在关注流动儿童成长的同时，也要

关注流动儿童身后的家长。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

来鼓励流动儿童父母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和感

情投入，并在行动上成为孩子的榜样。图书馆可以

开设一个面向区域内所有父母开放的“父母中心”，

举办家长培训研讨班，打破流动儿童父母自我保护

的疆界，让家长现身说法，传授育儿经验，以互相教

育、自我教育的方式，交流探讨科学的家庭教育方

法，强化自身的教育责任，提高与子女的交流沟通

能力。鼓励家庭间联谊，通过组织家庭联盟聚会的

方式，推动流动儿童及父母平稳融入当地文化。还

可以开发专题数据库，定制技能培训信息，开展电

脑培训、家政服务培训、法律知识、求职就业、卫生

保健、美容美发培训及讲座，与周边企业一起搭建

平台，为流动儿童父母提供最新、最准确的就业信

息。可以组建网络专用聊天群，以网络为平台，搭

建“温馨小屋”，帮助流动儿童父母排解心理压力，

感受真情和力量，树立积极长远的人生目标，汲取

更多的精神养料，以保证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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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Ｉ、ＣＰＣＩ收录论文检全率的特殊影响因素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王红霞

摘　要：针对论文被ＳＣＩ、ＥＩ、ＣＰＣＩ三大数据库收录的广泛检索需求，本文从数据库的收

录规则、检索表达、人工编辑失误、ＳＣＩ（Ｅ）源期刊整期缺少、会议文摘的特殊收录等不常见的

原因分析影响检索结果的因素，并结合实证对每种情况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检索方法与技巧，以便其他馆员和读者在遇到相同问题时能尽快找到解决途径，从而提高三大

检索系统查询收录论文的检全率。

关键词：ＳＣＩ（Ｅ）；ＥＩ；ＣＰＣＩ检全率

　　三大文献检索系统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被国际上公

认为是进行科技评价的权威性评价系统［１］，发表的

学术论文被三大数据库收录成为科研评估、申报课

题、成果鉴定、报奖、评职称、基金资助中的重要参

考指标，因此三大数据库论文收录证明的检索工作

也成为近几年各个图书情报机构的主要工作内容

之一，在查收过程中出现的检索结果往往会与用户

提供的论文目录有出入，影响检索结果的原因有很

多种，文章从数据库的收录规则、检索表达、人工编

辑的失误导致的漏收、误收、期刊整期缺少、会议文

摘的特殊收录等不常见的原因分析了影响检索结

果的因素，并结合实证予以解释说明。

一、ＳＣＩ（Ｅ）与ＥＩ对源期刊未正式出版的“ｏｎ

ｌｉｎｅ论文”的收录原则不同

未正式出版的“ｏｎｌｉｎｅ论文”表示论文是已经

确定被接受的手稿，但它不是最终的印刷稿，是由

数据库商先发表在网上让读者先看，然后可以根据

读者的反馈再作调整的ｏｎｌｉｎｅ论文
［２］。这种状态

的论文在ｐｕｂｍｅｄ中显示是“ＰｕｂＭｅｄ－ａｓｓｕｐ

ｐｌｉｅｄｂ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在 ＥＩ中显示是“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

Ｐｒｅｓｓ”状态。ＳＣＩ网路版数据库对源期刊论文的收

录非常严格，只收录已经正式出版的论文，而且由

于它是二次文摘数据库，需要进行二次编辑，所以

收录时间还会比论文出版时间有一定的滞后。但

是ＥＩ网络数据库对源期刊论文的收录没有一个统

一的明确的规定，有时为了注重时效性会收录未正

式出版的“ｏｎｌｉｎｅ论文”，但又不是统一对所有的源

期刊论文都这样收录，这种不规范的收录规则给论

文的查收和评价带来较多的困难，在做ＥＩ查收咨

询的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期刊作不同的解答，不能

认为未正式出版的“ｏｎｌｉｎｅ论文”肯定是不会被收

录的从而不做检索而影响收录论文检全率。

分别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ＡＲＴ Ａ ”和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为例检索 ＥＩ，并将数据以ｄａｔｅ

（ｎｅｗｅｓｔ）进行排序对比分析，从图１和图２中可以

看出 ＥＩ对“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Ａ”的最新收录

是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Ｐｒｅｓｓ”状态的 论文，而 对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的最新收录则是已经正式出版

的论文。

　　图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ＡＲＴ Ａ ”在 ＥＩ的检索数据以 ｄａｔｅ

（ｎｅｗｅｓｔ）排序）

二、ＳＣＩ、Ｐｕｂｍｅｄ、期刊原始数据库对更名期刊

名称的检索表达不同

用户提供的已经正式出版的论文通过各种途

径在ＳＣＩ网络版数据库中检索不到的原因一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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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ＡＤＶ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在 ＥＩ的检索数据以ｄａｔｅ（ｎｅ

ｗｅｓｔ）排序）

两种：一是该论文发表的期刊不是ＳＣＩ（Ｅ）源期刊，

所以论文不会被收录；另一个是论文发表期刊是

ＳＣＩ（Ｅ）源期刊，但由于ＳＣＩ是二次文摘数据库，收

录时间会比论文的出版时间有一定的滞后，数据库

可能目前还没有更新到论文发表的所在期。但是

ＳＣＩ数据库对容易产生分歧的更名期刊进行了严

格的区分，必须输入正确的更名后的期刊全部检索

字段才能检索到正确的收录信息。对于用户提供

的那些已正式出版的更名ＳＣＩ（Ｅ）源期刊论文在

ＳＣＩ数据库中未能检到收录数据时，一般首先会用

ｐｕｂｍｅｄ或期刊原始数据库提供的期刊检索表达来

检索ＳＣＩ数据库或汤森路透官网ＳＣＩ（Ｅ）源期刊目

录来判断该期刊是否是ＳＣＩ（Ｅ）源期刊，往往在数

据库中会显示没有收录信息或是只有早些年的收

录信息，而目录源中没有收录信息。一般遇到这种

情况可能会判断这个期刊目前不属于ＳＣＩ（Ｅ）源期

刊，但是对于更名后分成若干子刊的期刊可以通过

期刊的ＩＳＳＮ号查询汤森路透官网ＳＣＩ（Ｅ）源期刊

目录（ｈｔｔｐ：／／ｉ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ｃｇｉ－ｂｉｎ／ｊｒｎｌｓｔ／ｊｌｓｅａｒｃｈ．ｃｇｉ？ＰＣ＝Ｄ）来确定是否

是ＳＣＩ（Ｅ）源期刊并确定期刊在ＳＣＩ数据库中的正

确表达，而不能过早判断论文收录期刊不是ＳＣＩ

（Ｅ）源期刊，把一些ＳＣＩ（Ｅ）源论文给漏掉，从而影

响健全率。

分别以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提供的检索表达“ＢＩＯ

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ＡＣＴＡ”（如图３）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数据库提供的检索表达“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Ｂ”（如图４）这两个杂志检索ＳＣＩ

数据库得到１９９３年以前和２００１年以前的收录信

息（如图５和图６），通过ＩＳＳＮ号查询官网得到这

两个期刊目前的全名分别是“ＢＩ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 ＡＣＴＡ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

ＲＡＰＨＹＢ－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ＴＨＥ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再以全名检索ＳＣＩ数据库就可以发现图３中的论

文没有被收录是因为数据库还没有更新到这一期

（２０１３．１２．２１的数据如图７），图４中的论文没有被

收录是因为ＳＣＩ数据库对该期刊的收录正好缺少

该期（２０１４．１０．２９的数据如图８）。

　　图３（用户提供的论文在ＳＣＩ数据库中未能检到

（２０１３．１２．２１））

　　图４（用户提供的论文在ＳＣＩ数据库中未能检到

（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图５（用“ＢＩ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ＡＣＴＡ”

期刊全名检索ＳＣＩ数据库显示该期刊只有１９９３年以前

的记录）

　　图６（用“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Ｂ”期刊全名检

索ＳＣＩ数据库显示该期刊只有２００１年以前的记录）

三 、ＳＣＩ数据库因人工编辑失误导致单篇论文

漏收或是误收

ＳＣＩ数据库是一个二次文摘数据库，所有源期

刊的论文都需要经过人工编辑、标识后才能再次入

库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因为编辑人员的失

误而产生一些错误，主要常见的情况有两种：一种

是由于编辑失误导致某期刊的某篇或某几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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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７（“ＢＩ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ＡＣＴ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ＥＬ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期刊全名检索ＳＣＩ

数据库显示更新到第１１期（２０１３．１２．２１））

　　图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Ｂ”期刊全名检索

ＳＣＩ数据库显示缺９５６、９５７卷（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漏收，另一种情况则是由于编辑的失误将某篇论文

重复输入不同的源期刊，导致出现一稿两投的误

会。如果ＳＣＩ数据库可以检索到用户发表论文的

所在期的其他论文，而唯独缺了用户提供的论文，

就可以判断是ＳＣＩ数据库漏收了，因为ＳＣＩ数据库

的收录原则对所有的源期刊论文是以“ｃｏｖｅｒ－ｔｏ－

ｃｏｖｅｒ”原则收录的，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和ＩＳＩ数

据库的技术人员联系让他们核对数据并更改收录

信息，从而减少用户损失。若果ＳＣＩ数据库中检索

到同一个题名的论文在相同时间段里出现在两个

不同的期刊上，一定会考虑是否是出现了一稿两投

的情况。一稿两投的情况会对作者本人和单位的

声誉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不

能过早判定，要反复和原始数据库核对后再判断是

否是真的存在一稿两投，如果真的存在一稿两投要

及时向上级部门，如果是由于编辑人员的失误而产

生的，要及时和ＩＳＩ技术人员联系让其及时更改信

息，以维护用户的利益。

２０１３．９．１０日检索ＳＣＩ数据库显示 Ｕｒｏｌｏｇｙ

的２０１３年８１卷第５期缺少文献１１０８和１１０９（如

图９），针对漏收情况，将文献的原始数据：“Ｙａｎｇ

ＤＲ，ＬｉｎＳＪ，ＤｉｎｇＸＦ，ＭｉｙａｍｏｔｏＨ，ＭｅｓｓｉｎｇＥ，

ＬｉＬＱ，ＷａｎｇＮ，ＣｈａｎｇＣ．Ｈｉｇｈ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ｐｅｒｏｘｉｓｏｍ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γｏｒ

ｉｔｓ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ｇｏｎｉｓｔｔｈｉａｚｏｌｉｄｉｎｅｄｉｏｎｅ－ｒｏｓｉｇｌｉ

ｔａｚｏｎ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ｂｌａｄｄ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Ｍａｙ；８１（５）：１１０９．ｅ１－６．

（２０１３．９．１０Ｐｕｂｍｅｄ数据）”提交给ＩＳＩ技术人员

让期更改收录信息，ＩＳＩ技术人员确认相关信息后

在２０１３．１０．１６日将数据更新，目前已经可以在ＳＣＩ

数据库中检索到该论文的收录信息。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日以题名“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

ｌｏａｄｅｄ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ｌｅ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ｎ

ｈａｎｃｅｄ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ｂｒａｉｎｇｌｉｏｍａ－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ａｔｓ．”检索ＳＣＩ数据库显示该题名同时被“Ｃａｎｃｅｒ

ＢｉｏｔｈｅｒＲａｄｉｏｐｈａｒｍ”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两个期刊收录（如图

１０），核对两个信息后发现该论文除了收录杂志不

一样，其他信息都一样，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该

论文有可能属于一稿两投，通过核实信息，发现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这个期刊的原始数据库中未能检索到

该文献的相关数据，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是由于

ＩＳＩ工作人员在进行二次编辑时的失误而导致的一

稿两投的假象，为了维护用户的个人形象和单位声

誉，应及时与ＩＳＩ技术人员联系让其纠正了错误数

据，目前这个信息已经得到更正。

　　图９（２０１３．９．１０在ＳＣＩ数据库显示Ｕｒｏｌｏｇｙ的２０１３

年８１卷第５期收录缺少文献１１０８、１１０９）

　　图１０（同一题名论文同时被“ＣａｎｃｅｒＢｉｏｔｈｅｒＲａｄｉｏ

ｐｈａｒｍ”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收录（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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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ＳＣＩ（Ｅ）源期刊整期缺少

ＳＣＩ数据库一般会根据各个源期刊提供的原

件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将数据编辑录入数据库，但

是如果因为源期刊编辑部没有按照期刊发表的前

后顺序或者有几期没有向ＳＣＩ数据库提交原件，就

会出现某个ＳＣＩ（Ｅ）源期刊中一期或几期在数据库

中检索不到，从而也检索不到用户发表在这几期上

的论文，只有等源期刊编辑部向ＳＣＩ编辑部提交原

件后才能使数据得到更新，才能查到相关记录。针

对这种情况让用户和源期刊编辑部联系，将缺期信

息反馈给他们，让其及时向ＳＣＩ数据库提交数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０以“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检索

检索ＳＣＩ数据库显示连续缺了２０１３年的第１３、１４、

１５期（如图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２１以“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ｙ”检索ＳＣＩ数据库显示连续缺

了２０１３年的第８、９期（如图１２）。

　　图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０日“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在

ＳＣＩ数据库连续缺第１３、１４、１５期）

　　图１２（２０１３．１２．２１日“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在ＳＣＩ数据库连续缺第８、９期）

五、ＣＰＣＩ收录会议文摘时的特殊情况

ＣＰＣＩ在收录会议文摘时一般都会按照会议的

议程将会议论文逐条收录，它的检索方式跟ＳＣＩ数

据库是类似的，但是有时侯也会只收录某会议的一

个共有的文摘题名，对于会议的详细目录没有逐条

收录，这时候是检索不到会议的某篇论文的收录情

况的。

如会议文献“Ｘｉｏｎｇ，ＫＰ；Ｓｈｅｎ，ＳＳ；Ｔａｎｇ，

Ｑ；ｅ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ＥＭｓｌｅｅ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ＲＢＤＱ－

ＨＫ）．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２０１２，Ｖｏｌ．２７，Ｓ９０

－Ｓ９０”在 ＣＰＣＩ中没有检索到收录信息，是因为

ＣＰＣＩ对“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只

收录整个会议的一个文摘（如图１３），没有对会议进

行逐条收录。

　　图１３（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Ｐａｒｋｉｎ

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会议在ＣＰＣＩ中

收录信息）

结语

随着国际三大数据库的收录论文在科研管理

中关注度的不断提升，三大数据库论文的查收工作

也越来越多，在查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用户提供的

三大数据库源期刊的论文没有被收录的各种特殊

情况，检索人员应采取各种有效的途径尽量减少由

于检索的原因而导致的漏查、误查现象，在确定没

有漏查、误差之后再详细的分析研究影响检全率的

原因，只有经过分析之后才能更好的向用户解释原

因，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如果最终的原因是由

于数据库的人工编辑失误而出现的各种漏收、误收

现象，也要及时和ＩＳＩ技术人员联系让其更改信息，

以确保用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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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ｈｔｔ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ｍｊｌ

［７］　ｈｔｔｐ：／／ｊｉｍ．ｓａｇｅｐｕｂ．ｃｏｍ／

［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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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协同创新模式的信息服务

独墅湖图书馆　刘　娟

摘　要：本文首先对协同创新理论、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服务环境进行介绍，在此背景下提

出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需建立与地方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进行资源整合、系统创新，之后具体阐

述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协同创新服务的实践情况，并就在协同创新模式下服务站如何进行信息

服务的推广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协同创新；信息服务；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

１　协同创新理论及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服务环境

１．１　协同创新理论

协同学理论最早由联邦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

尔曼·哈肯（Ｈｅｒｍｅｎｎ·Ｈａｋｅ）提出，该理论认为

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

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协同作用”，

即合作、同步、协调与互补。而协同创新，是指集群

创新企业与群外环境之间既相互竞争、制约，又相

互协同、受益，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企

业自身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协同

创新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资源获取与共享、提高创新

效率，促进知识转移和创新成果转化。

１．２　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服务环境

２００８年３月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简称

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揭牌，自此 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

正式落户苏州工业园区，具体依托单位为苏州独墅

湖图书馆。

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位于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共

建的苏州工业园区，该区域于１９９４年２月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同年５月实施启动，是中国和新加坡

政府合作的首个项目，也是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的典

型代表，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城市最具竞争力开发

区”排序榜首，综合发展指数位居国家级开发区第

二位，在国家级高新区排名居全省第一位１。其在

科技创新领域突出的特点如下：

（１）创新氛围异常活跃。２０１０年１月苏州工业

园区在北京召开汇报会，提出将用３至５年时间建

设成为“全国转型升级的示范区”。在政府政策引

导下，园区目前已形成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云计

算三大新兴产业，并已建成全国唯一“国家纳米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Ｒ＆Ｄ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重

达３．２９％，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５０％，其中发明专

利５０％，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４０件。南部

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聚集了２５所国内及国际高等院

校，实现产学研联动作用，协同创新。截至２０１４年

初，整个苏州工业园区共有国家“千人计划”９７人、

江苏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计划８８人、姑苏创新

创业领军工程１３８人、苏州工业园区科技领军项目

人才６０６人，各类人才数量均居苏州大市首位，形

成了高端人才集聚区。

（２）多层次的创新服务体系。除政府管理部门

外，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有不同产业聚集的科技创新

载体，如以云计算产业为基础，包括软件、融合通

讯、ＩＣ设计、数码娱乐、业务流程外包、信息技术外

包行业的国际科技园；以生物科技、纳米技术两大

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生物纳米园；面向微纳制造、纳

米新材料、能源与清洁技术、纳米生物技术四大领

域，被誉为世界最大纳米技术应用产业综合社区的

苏州纳米城，等等；建有面向不同行业领域的公共

服务平台２０多个，如中科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苏州

软件测评中心、生物医药公共技术平台等；为提高

服务效率，２０１０年初，苏州工业园区中小企业服务

中心成立，将金融服务、人才服务、项目申报、企业

认定、知识产权、人力资源、情报信息等面向创新型

企业的各项服务进行了最大化的整合，成为综合性

科技创新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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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苏州独墅湖图

书馆）在前期探索实践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走协

同创新的发展模式，即融入到园区的创新环境中，

与政府管理部门、科技园、孵化器、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公共服务平台、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投融资机构

等共同构成创新网络合作关系，协同作用、优势互

补，共同服务于科技创新主体。

２　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协同创新服务实践

２．１　科技协同创新服务网络

ＮＳＴＬ平台覆盖了理工农医四大科技领域，其

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科技工作者，这类用户分散在科

研院所、实验室、企业研发机构中，ＮＳＴＬ苏州服务

站依托单位———苏州独墅湖图书馆在建站之初，面

临如何开发ＮＳＴＬ平台用户的挑战。

２００６年苏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创新创

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苏州市紧缺人才开发办

公室（以下简称“苏州市人才办”）在此基础上，制定

了《苏州市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实施办法（试行）》，

该办法中具体规定了资助对象、资助内容、资助标

准与实施方法等。办法中第二条“资助内容”第四

项表明努力为人才提供“获取专业资料、行业信息

等”服务；第五条第二项提出资助方式为“对第二

条第四类内容的资助，由市紧缺办统一办理上网

卡，资助对象可持卡到指定地点上网查询需要的专

业资料和行业信息。”在此政策背景下，苏州独墅湖

图书馆（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积极推介 ＮＳＴＬ国家

级科技文献信息服务平台，并进一步策划具体的服

务方式，最终获得了苏州市紧缺开发办公室的认

可，将ＮＳＴＬ平台嵌入到苏州市高层次人才培养资

助范围内，建立与苏州市人才办的协同创新服务，

服务对象覆盖到苏州市获得各级各类称号的高层

次人才。

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借助与苏州市人才办的协

同创新服务经验，先后将该模式复制到苏州工业园

区科技管理系统、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将服务对

象从高层次人才扩展到各类创新型企业的科技工

作者。目前，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已形成的科技协同

创新服务网络如下图：

２．２　苏州服务站协同地方科技创新的嵌入方式

通过与地方人才管理系统、科技管理系统协同

服务，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快速聚集了一定规模的用

户，ＮＳＴＬ平台成为服务站协同科技创新服务的载

体，ＮＳＴＬ平台嵌入协同服务体系的方式主要包括

以下三方面：

（１）制作智慧信息服务卡，各类人才、企事业单

位科技工作者根据服务卡提供的账号信息，远程登

录ＮＳＴＬ平台，自助检索、获取全文文献。苏州服

务站工作人员提供文献咨询、账号信息管理、平台

使用推广等服务。

（２）加入地方公共服务平台体系，与园区各科

技载体提供的技术检测、设备租赁等众多其他公共

服务平台一起，成为企业在研发生产过程中外部中

介服务单位之一，有需求的科技工作者可申请平台

服务，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补贴。

（３）在一站式企业服务机构设立情报信息窗

口。苏州工业园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于２０１０年初

正式成立，是园区服务科技创新型企业设立的创新

型服务机构，该机构除了整合政府各局办面向企业

的服务外，同时还整合了知识产权、人力资源、产学

研和情报信息窗口，苏州独墅湖图书馆（ＮＳＴＬ苏

州服务站）派驻专人在情报信息窗口办公，协同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共同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

３　基于协同创新模式的信息服务推广

３．１　面向不同产业的ＮＳＴＬ平台资源分类推广

苏州工业园区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

用及云计算三大新兴产业，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结合

产业特点，采取针对不同产业ＮＳＴＬ平台资源分类

推广的方式，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国际上生物医

药类专业数据库较多，如 Ｍｅｄｌｉｎｅ（美国医学文摘）、

ＢＩＯＳＩＳＰｒｅｖｉｅｗｓ（ＢＰ美国生物科学数据库）、ＣＡ

（美国化学文摘），但这些数据库均属于文摘型，无

法提供原文，ＮＳＴＬ平台正好可以形成有力的互

补，在ＮＳＴＬ平台推广中，可以通过以上专业医学

数据库来介绍 ＮＳＴＬ 的资源，并重点通过介绍

ＮＳＴＬ的全文文献服务和代查代借服务来吸引生

物医药类用户的关注；此外，还可以通过ＰｕｂＭ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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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ｏｇ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等开放获取资源，通过利用他们的

检索技术优势结合 ＮＳＴＬ平台的资源来使用，等

等。而在纳米技术应用和云计算产业领域，重点推

广该产业领域的核心期刊、标准文献，标准文献目

前公开获取的途径较少，而通过用户调研发现，纳

米技术领域和云计算中通信领域等对标准类文献

需求比较多，ＮＳＴＬ平台整合了标准类文献正好可

以该类用户的需求。

３．２　开发丰富的ＮＳＴＬ平台使用推广方式

ＮＳＴＬ苏州服务站结合实际用户服务经验，针

对ＮＳＴＬ平台的推广使用采取了多种方式，一是培

训形式丰富化，除了常规化的集中式培训外，还模

仿大学校园开放日形式设立了服务站资源使用开

放日，用户可以事先预约，服务站安排专门人员进

行一对一的现场辅导；此外，苏州服务站还提供

ＮＳＴＬ培训走进科技载体的形式，与科技载体共同

组织，将培训安排在企业集聚地，提升培训的便捷

性；二是培训内容丰富化，如通过树立标杆用户来

进行现场分享，在培训过程中，结合实际案例、关联

文献的时事热点来进行介绍推广，这些丰富的方式

除了教会用户如何使用外，还帮助用户建立使用情

境、潜在需求的挖掘；三是个性化推广服务，包括对

已开通账号但长时间未使用的非活跃用户进行电

话沟通、回访，了解用户遇到的问题并给予及时解

决；与此同时，还针对用户所在行业领域，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推送ＮＳＴＬ平台相关的文献目录，在获得

用户反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专题文献检索服

务。

３．３　透过专业培训提高用户黏度，挖掘潜在需求

ＮＳＴＬ平台提供的是以用户自助获取的文献

服务，这种模式相对于传统图书馆数据库服务更加

便利，用户不用到图书馆实体空间来，在单位、家里

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随时使用，但它存在的弊端就

是服务方与用户之间缺乏沟通，用户更多的需求难

以被发掘，为此，苏州服务站先后策划并开设了知

识产权系列、研发管理系列和标准化系列培训，三

大系列培训均紧紧围绕科研创新工作，培训对象与

ＮＳＴＬ平台的服务群体相吻合，借此苏州服务站将

ＮＳＴＬ平台的推广工作与培训相结合，强化了用户

对图书馆（服务站）的认识，与此同时，也通过这样

的形式，服务站工作人员可与用户进一步深入沟

通，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

３．４　细分用户，推广深层次咨询服务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利用信息渠道、能力的

提高，用户对信息咨询服务需求也逐渐增多，在靳

茜等发表的《图书馆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新模式的

探索———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企业信息服务

实践》一文中，作者提到根据调查，企业所需的主要

信息类型第一是科技信息，其次是市场信息，尤其

关注产品销售及原材料供应、市场竞争、产业发展

趋势、技术跟踪等方面的信息。这一点与ＮＳＴＬ泰

达服务站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针对技术创

新活动相对比较活跃的中小型企业用户调研的结

果一致。苏州服务站在服务实践中也认识到这一

点，并通过摸索形成了面向不同类型用户的深层次

需求点，如研发和知识产权人员主要关注技术、专

利信息，希望能提供最新技术动态、不同技术解决

方案、专利分析等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市场和销售

人员更多关注市场竞争情况、市场销售数据、市场

发展趋势等商业信息咨询服务；政府部门在科技高

速发展的过程中则更多需要有关新领域、新项目、

新技术的综合咨询服务，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在

用户细分的基础上，服务站再进行服务产品设计，

有针对性地向与产品匹配的人群进行推广服务。

ＮＳＴＬ平台是苏州服务站协同地方创新服务

的依托载体，为苏州服务站发展用户起到了很好的

媒介作用。基于协同创新模式，苏州服务站一方面

为广大的科研人员提供科研创新所必需的文献支

持，与此同时，苏州服务站深入挖掘用户的潜在需

求，开展个性化咨询服务，在实践中探索面向不同

类型人群的信息服务产品设计，不断发挥文献和情

报服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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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沙洲职业工学院图书馆服务质量的几点建议

沙洲职业工学院图书馆　李望春 　周渝霞

摘　要：图书馆服务质量的评价标准已经从技术性指标转向为以读者满意为导向。针对

沙洲职业工学院图书馆服务质量上存在的问题，作者开展了问卷调查并作了分析总结，提出了

改进服务质量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读者满意导向；建议

０　引言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博尔赫斯这句话

说出了每一个爱书人的期待和向往。怎样营造出

轻松自在的的环境氛围，吸引读者前来阅读，这是

每一个图书馆从业者都要思考的问题。

１　图书馆服务质量的内涵

１．１　服务是图书馆的根本宗旨

“读者至上，服务第一”是图书馆的立馆宗旨。

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图书馆学引论》中说：“服

务，这是图书馆的根本宗旨。”图书馆的工作就是在

不确定的图书和不确定的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确定

的关系。正如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所说：“每个

读者都有其书，每本书都有其读者”，图书馆的工作

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得到他或她的书”。

１．２　图书馆服务质量的内涵

服务质量是指服务能够满足规定和潜在需求的

特征和特性的总和，是服务工作能够满足被服务者

需求的程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质量”的概

念由使用生产、技术术语来定义，转向为由市场确

定、用用户满意来诠释，在质量管理方面也以用户满

意为导向。服务行业营销管理的这种理念也渗透到

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中。过去，对图书馆工作的评

价标准一般侧重于对图书馆办馆条件、藏书册数、投

资力度等“技术性”指标，而近年来在全球图书馆界，

“以用户为中心”、“让用户满意”等理念逐渐成为图

书馆服务质量管理的主导性理念。图书馆服务质量

的高低，归根究底取决于读者的感知，读者的感知超

过读者的预期，就说明图书馆的服务是有效的、令人

满意的，反之则是不合格的服务。

２　沙工图书馆服务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２．１　读者流失现象

沙洲职业工学院新的图书馆于２０１４年建成并

投入使用，现在同时为沙洲职业工学院、张家港电

大的全体师生及一部分校外读者服务。图书馆环

境优美，内部装修环保、整洁、宽敞、明亮，现有纸质

藏书３０余万册，纸质现刊近４００余种。图书馆每

年都会按计划订购新书。目前，在沙工校园内部，

读者可以查询利用的数据库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维普、读秀、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

据库等国内外主要的数据库检索系统。

但是与图书馆的硬件环境的逐步完善提升不

相匹配的一个事实是，近年来图书馆的到馆人数、

利用率呈下降趋势。读者数量的减少有其客观原

因，如互联网、电子书的普及分流了一大批读者，但

是，怎样提供优质的服务，提高读者的到馆率和图

书馆的利用率，让图书馆真正成为一座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而不是图书的收藏室，这是图

书馆从业人员必须考虑的问题。

２．２　服务观念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作为第一座县办大学的图书馆，沙工图书馆秉

承了“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

“张家港精神”，可以说在“创新”方面走在时代的前

列。比如，曾经和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校区）两校

合作办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改变了传统的大学

图书馆“封闭办馆”的常态，向校外读者开放，为地

方经济服务，得到了较好的声誉和口碑。图书馆也

经常开展如读书征文、师生书画展等各种活动，激

发了了读者阅读经典名著的积极性，为展现读者的

才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但是面对着图书馆

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的趋势，读者的需求也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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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深层次化，沙工图书馆的服务理念还是留

在传统的服务模式上；图书馆的工作时间长，工作

内容相对重复单调，馆员也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有

时甚至会和个别读者发生冲突，这都要求我们转变

自己的服务理念，战胜职业倦怠，提高服务意识。

３　影响图书馆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

在图书馆的日常管理和工作中，影响图书馆和

读者关系的主要因素有：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包括

纸质图书和电子资源）、图书馆的环境（包括基本设

施、卫生、照明等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图书馆的

管理（如开放时间、预约服务、图书馆开展的讲座等

等）、馆员提供的服务（如馆员的仪表、工作态度、工

作能力的体现等等）。图书馆服务的可靠性、有形

性、反应性、移情性（沟通性、理解、可接近性）和保

证性（能力、可信性、礼貌性、安全性）的实现程度怎

样，具体就体现在上述的满足程度如何。

４　改进图书馆服务质量的建议

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进行了ＬｉｂＱＵＡＬ问卷

调查、ＫＡＮＯ问卷调查、读者满意度问卷调查等一

系列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分析总结，从而提出了改进

图书馆服务质量的几条建议：

４．１　提高要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

图书馆作为一个服务性的单位，工作人员的职

业素养是影响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所有因素中的最

关键的因素。提高馆员的职业素质包含三个方面

的内容：

第一是不断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

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应该具有更高尚的思想道德

素养，更强的专业技能，更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

这就决定了，首先，要积极创造在职人员不断学习、

自我提高、自我发展的氛围。通过职称、薪资等杠

杆，精神文明奖励等激励手段，培训、学术交流等提

升手段，让从业人员自觉认为图书馆是一份高尚的

职业，积极敬业，终身学习，严格自我要求，以最好

的精神面貌提高最优质的服务。其次，通过人才引

入机制来优化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源配置。

一方面，引进拥有图书馆专业素养的人员，另一方

面，也可以引进某一个学科方面的专业人士，建设

学科馆员的队伍。

第二是加强对馆员的要求。目前我国高校图

书馆服务大多存在服务观念落后，很少关注读者需

求和读者对图书馆服务的满意状况，服务态度消极

被动等问题，沙工图书馆也不例外。比如，有时学

生站在一边有问题想问，但馆员态度冷漠，或者在

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在聊天，导致学生有问题也不

敢问。这样的局面要得到扭转，就要求要加强对图

书馆工作人员的要求。树立创新服务理念，以读者

为中心，以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为服务宗旨。要创

新服务方式，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第三是要提供规范的主动的人性化服务。深

入了解读者的需求，建立图书馆的服务承诺、服务

实施和服务补救机制。图书馆工作人员要仪表得

体，对待读者彬彬有礼，为读者提供及时的、可靠

的、准确的服务，把用户需求放在第一位，在必要时

能注意到读者的特殊要求并予以满足，在服务工作

出现失误时能够积极实现服务补救。

４．２　树立创新理念，提供特色服务。

通过调查研究，笔者发现，沙工图书馆提供的

“预约服务”，“让读者参与书籍订购并提供新书到

达提醒服务”和“为用户开展专门的讲座”等服务内

容大大地提高了读者对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满意程

度。因地制宜地开展一些特色服务既提高了图书

馆的魅力，又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读者和地方，体现

了服务的人性化。这要求图书馆坚持学校“立足张

家港，扎根张家港，服务张家港”的办学理念，创建

有地方特色的大学图书馆，在日常工作中密切关注

读者的需求建议，发挥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

展能够方便读者、有益于读者的特色服务和个性化

服务。沙工图书馆曾经开展过读书月、读书征文、

书画比赛等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４．３　丰富馆藏资源，及时予以更新

馆藏资源作为图书馆服务质量的“硬件”，是保

证图书馆服务质量的硬实力。图书馆要适时的申

请购书经费，根据广大师生的需求和推荐，扩大包

括数据库和纸质图书的采购，确保馆藏资源的不断

增加，满足用户的文献信息需求。近年来，沙工进

行了几次较大的院系调整，关闭了一些专业，同时

也增加了汽车机械、酒店管理、日语等新的专业。

图书馆应该根据学校的专业设置，调整购书的比

例，以更好地满足师生对馆藏资源的需求。一些专

业扩大了，应该增加该专业的购书数量；一些专业

缩减了，可以适当的减少采购比例，（下转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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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实践与探索

吴江图书馆　章丽婷

摘　要：论文总结了吴江图书馆近年来面向少年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的阅读推广活动

的发展，及以“四位一体”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建设为桥梁，面向乡镇、农村等偏远地区的阅读推

广活动的探索，营造覆盖全区的良好阅读氛围。

关键词：吴江区；图书馆 阅读推广

１　阅读推广活动背景

阅读推广是指图书馆通过开展各种阅读活动，

向广大市民传播阅读知识，培养市民的阅读兴趣，

促进全民阅读。通过阅读推广活动满足和激发读

者的阅读需求，同时也将图书馆向公众推广出去。

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中明确要求，图书馆的服

务对象除了面向普通成人的服务外，还应特别重视

面向少年儿童、残障人士、老年人、进城务工者、农

村和偏远地区公众等特殊群体的服务。

２　吴江区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实践与探索案例

吴江图书馆从２００６年新馆建成以来，充分利

用馆藏建设资源，不断开展及探索基于社会需求的

形式多样的读者阅读推广活动，将成效显著且读者

反馈良好的活动建设成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活动，

并将活动在各个层面延伸，一是将辐射人群扩大，

在做好普通读者阅读推广活动的同时，不断探索青

少年阅读培养、老年人数字阅读指导等方面，激发

各个层面读者的阅读需求，满足读者文化信息资源

需求；二是结合“四位一体”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建

设，将品牌活动向乡镇、社区、农村推广，探索基于

进城务工者及农村偏远地区群众的阅读推广活动

方式，力求最大限度的满足各阶层读者的文化阅读

需求。

２．１　面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推广活动

２．１．１　悦读彩虹堂

近年来，青少年阅读培养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

关注与重视。吴江图书馆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青

少年的阅读推广，为了鼓励更多的家庭开展亲子阅

读，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爱好和阅读习惯，在数字

产品充斥社会的环境下带给孩子们纯天然的阅读

氛围，先后多次举办多种类型的少儿阅读推广活

动，如“妈妈故事会”、“科技小讲堂”等，在社会上产

生良好反响。２０１４年吴江图书馆将儿童故事会、科

普小讲堂、巧手时间等多个不同类别的少儿活动融

合，成立集阅读、科普、游戏为一体的 “悦读彩虹

堂”，让孩子们在娱乐中融入阅读氛围，爱上阅读活

动，体验“阅读是有趣并带着甜味的”感受。５月份

吴江图书馆借助悦读彩虹堂平台，举办了覆盖全区

的大型亲子阅读活动———“伴子成长”讲故事大赛。

此次活动历时两个多月，共有４８５名选手参加，采

用故事演讲、亲子互动、角色扮演、舞台表演的表现

形式，得到了家长的支持和孩子的喜爱，取得了非

常好的社会反响，同时也将吴江图书馆悦读彩虹堂

这个活动品牌进一步向社会推广出去。

２．１．２　经典诵读公益班

吴江图书馆作为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历来注重青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建设。２０１３年吴

江图书馆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大力推动

下，结合培训机构特色，开设经典诵读公益班。教

室采用古色古香的装修形式，仿古镂空雕花的实木

桌椅及书柜，陈列《论语》、《孟子》等多部国学经典。

每季免费开设多个经典诵读学习班，分成四书五

经、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经典古诗、爱国治国、劝学

励志等多个学习类目，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辅以

生动活泼的德育故事，让孩子们边学边思考，潜移

默化中感受道德文明熏陶，汲取民族精神的源头活

水，从小培养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

并结合中秋、重阳等中国传统节日策划专题活动，

让孩子们将所学国学知识以诗歌串串烧、故事情景

剧的形式展现出来，得到了众多家长的认可。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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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吴江图书馆精心挑选了四个经典剧目，参加“全

国少年儿童中华经典读物诵读视频大赛”，分别获

得团体组金、银、铜、优秀四项大奖的优秀成绩。

２．１．３　垂虹讲坛———青少年素质教育栏目

垂虹讲坛从２００８年开展至今，历时７年，有一

定的岁月沉淀，经历过探索、变革、创新等发展过

程，现有青少年素质教育、政策法规宣传、生活与健

康、文化艺术、特殊节日等多个栏目，系统而全面的

内容深受读者喜爱，拥有不少忠实粉丝，是吴江图

书馆非常成熟的品牌活动。其中“青少年素质教育

栏目”是专门为青少年打造的集科普知识、法律普

及、心理健康等多方位的综合栏目，成立至今共开

设了青少年讲座４０余场。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垂虹讲

坛开始探索走出图书馆之路，主动将讲座会场搬入

学校，先后在实验小学、松陵小学、北门小学等多个

学校开设不同种类的讲座。以２０１４年为例，开设

的讲座有北门小学“青少年法律知识讲座”、苏信学

院“甲骨文知识讲座”、松陵小学“打开心灵的快乐

频道心理健康讲座”等共４场。

２．２　面向老年人的阅读推广活动

２．２．１　“常青ｅ族”计算机培训

现如今是数字化的时代，吴江图书馆也拥有不

少数字资源，如电子读报读刊触摸屏系统、各种数

据库、各种电子图书等，极大地弥补了馆藏纸质文

献的不足，已成为现代读者重要的获取文化信息资

源的渠道。然而相当一部分中老年人鉴于时代背

景等因素而错过了了解计算机应用及互联系网使

用的最佳时机，当他们想要重新去接触它时，却又

难觅门径。２０１４年吴江图书馆根据老年读者这一

现状，组织开展了免费的计算机培训。培训内容均

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接受程度，由浅入深，分成

基础讲解与实际操作两部分。通过这种形式的培

训活动一部分老年读者快速掌握电脑基础知识，并

能通过互联网开辟一片新的精神文化生活领域。

２．２．２　垂虹讲坛———生活与健康栏目

垂虹讲坛生活与健康栏目主要涉及日常人们

关注的生活常识、生活习惯、饮食健康、疾病防治等

相关内容，分为专题讲座与视频讲座，特别受到老

年读者的喜爱。２０１４年吴江图书馆开设的生活与

健康栏目专题讲座４场，视频讲座１５场。同样，

２０１２年开始，垂虹讲坛将生活与健康栏目的讲座

会场搬入多个社区。以２０１４年为例，在东门社区

开设“老年人常见疾病诊疗知识讲座”；在奥林清华

社区开设“呼吸睡眠综合症知识讲座”，在梅石社区

开设“肌筋膜疼痛的预防和治疗健康讲座”等等。

在讲座中通过与老年人的互动、沟通，让老人们在

家门口就能了解到健康养生及疾病预防知识，也为

不方便出行的老人提供了便利。

２．３　面向残障人士的阅读推广活动———盲人

俱乐部

吴江图书馆盲人俱乐部成立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并定于每月１５日开展俱乐部活动。俱乐部不仅提

供盲文图书和盲文杂志，还配备了专用读屏软件的

电脑，并定期举办电脑培训，教会盲人朋友使用电

脑拓展知识、学习技能、休闲娱乐，让盲人朋友也加

入到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大潮中，感受现代化科技

带来的便捷生活。现在会电脑的盲人朋友越来越

多，电脑已逐步融入盲人读者的生活。２０１３年吴江

图书馆特举办了盲人读者电脑知识竞赛，通过竞赛

的形式，进一步让盲人朋友沟通电脑使用技能，交

流电脑使用心得。２０１４年吴江图书馆结合国际盲

人节，策划了“用声音传递关爱，用悦读呈现精彩”

系列活动，其中“我是你的眼睛———听电影、说电

影”活动深受盲人朋友的喜爱，也创新了盲人活动

的新形式。盲人俱乐部已成为全区盲人读者接受

教育、获得信息、丰富文化生活的精神家园。

２．４　基于“四位一体”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的阅读推广活动的探索

“四位一体”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中心通过对农

家书屋、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党员远程教育中心、

乡村图书室的资源整合，建立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体

系。从２０１０年工程的规划、启动至２０１２年全部建

设完成，再到现在的逐步完善，该工程的运行管理

已趋于成熟。在这一工程的建设与运作过程中，吴

江图书馆和各乡镇文体站、村信息服务中心等基层

文化单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构建起区、镇、村

三级文化服务网络，是总分馆服务形式的延伸与拓

展。２０１１年作为“四位一体”工程纽带的图书流动

车投入使用，给吴江图书馆将自身资源带入基层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吴江图书馆开始探索基于“四位

一体”平台的面向基层的阅读推广活动。从２０１２

年开始吴江图书馆每年向各乡镇分（下转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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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少儿阅读情况研究

张家港市图书馆　章　蕾

摘　要：本文通过列举张家港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小学生借阅室的借阅情况，分析了张家港

市少儿阅读倾向、兴趣等阅读现状，指出阅读现状存在的几个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社

会应采取的几项措施，以期培养儿童阅读习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阅读社会；少儿阅读；情况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获得知识、信息的基本

途径就是阅读，而阅读作为学习的基础、教育之本，

与＂知识经济＂腾飞关系很大。“每当我们翻开书

页，等于开启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阅读是各种学

习的基石。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中，最能解放我们的

心灵的，莫过于学习阅读”，四年前激活英国阅读年

的英国教育部长布朗奇（ＤａｖｉｄＢｌｕｎｋｅｔｔ）也指出。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早在１９８２年就向全世界发出＂

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图

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在８０年代，世界上一些发达国

家就已把儿童智能发展的重点转移到阅读能力的

培养上来了。

一、张家港市少儿阅读现状分析

为了研究张家港市少儿阅读情况，特列举张家

港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小学生借阅室２０１３年各学科

借书率统计表，以此来分析全市少年儿童阅读倾

向。

索书号 利用册数 未利用册数 总册数

Ａ马列主义 ２５ １１ ３６

Ｂ哲学 ３６２ ３０３ ６６５

Ｃ社科总论 ６１ ７２ １３３

Ｄ政治法律 １８４ １６１ ３４５

Ｅ军事 ２２３ １５１ ３７４

Ｆ经济 ４１ ２１ ６２

Ｇ文科教体 １５５１ ２６９５ ４２４６

Ｈ语言 １２５８ １０５４ ２３１２

Ｉ文学 １０６５１ １５８０５ ２６４５６

Ｊ艺术 １２３２ １８７０ ３１０２

Ｋ历史地理 ８７３ １０５９ １９３２

Ｎ自然科学总论 ３１０ ３１６ ６２６

Ｏ数理化 ２４４ ３４４ ５８８

索书号 利用册数 未利用册数 总册数

Ｐ天文地球 ３１４ ５２１ ８３５

Ｑ生物科学 ６４５ １１７４ １８７９

Ｒ医药卫生 １９０ １８３ ３７３

Ｓ农业科学 １１１ １３９ ２５０

Ｔ工业技术 １９０ ２４８ ４３８

Ｕ交通运输 ５７ ５０ １０７

Ｖ航空航天 ８１ ９８ １７９

Ｘ环境劳保 １１７ １１０ ２２７

Ｚ综合图书 ８９３ ９００ １７９３

合计 １９６１３ ２７２８５ ４６８９８

　　通过上表可以分析，流通册数最多的是文学类

图书，其次是文科教体、语言类、艺术类、综合类图

书。由于文学类占书籍总数的比例最高，所以，这

类图书的流通率也最高。

二、以下列举小学生借阅室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

至１０月２日文献借阅排行榜，进一步分析少儿阅

读情况。

书名 著者 分类号 总借阅次数

八卦新潮五年级 伍美珍主编 Ｉ２８７．４／３９４５ １７１

南非寻宝记 （韩）小熊工作室文 Ｊ２３８／８０４ １４０

格林童话 《常春藤》编委会编 Ｉ５１６．８／７４０１ １４０

奶茶妹妹手牵手 伍美珍主编 Ｉ２８７．４／３９２１ １３６

超鼠英雄 （美）汉纳·巴伯拉著 Ｊ２３８／１１３６ １３５

挂怪骨头 （美）汉纳·巴伯拉著 Ｊ２３８／１１５６ １３２

恐怖录像 （美）汉纳·巴伯拉著 Ｊ２３８／１１４５ １３２

皇家骑士 （美）汉纳·巴伯拉著 Ｊ２３８／１１５１ １３０

圣诞礼物 （美）汉纳·巴伯拉著 Ｊ２３８／１１５７ １２５

鲜花杀手 （美）汉纳·巴伯拉著 Ｊ２３８／１１５５ １１９

　　上表可以看出，儿童文学类和漫画类书籍借阅

次数最多。

三、通过以上两张表格，我们可以看出少儿阅

读现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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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儿童阅读结构不合理现象突出。

漫画书在儿童阅读生活中大行其道，折射了现

今儿童阅读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统计显示，孩子阅

读首先追求的是有趣、好玩以及新鲜、刺激的阅读

感受，而对于知识和文字表达的兴趣则较为次要。

因此，他们对于图画书、漫画有一种天然的爱好。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孩子一直停留在简单、直

观的图画阅读，他们的思维能力将很难提高。专家

们认为，造成这种阅读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主要在

于一些家长和老师受限于自己的阅读经历和知识

结构，没有在关键时期对孩子进行科学引导，放任

了他们对阅读趣味的简单追求；或者强迫孩子阅读

与其年龄、心理成熟度不相符的书籍，造成孩子在３

岁－６岁应该读图的年龄没有读图，而到了应该进

行文字阅读的小学阶段还对图画过度痴迷。这两

种极端都不利于孩子形成健康的阅读习惯。

２．儿童精品读物匮乏，少儿阅读观念有偏差。

孩子们缺乏自主阅读和相关的阅读指导。家

长过于注重指导，孩子过于注重新奇与流行。在美

国，儿童读物的创作，要求创作者有很高的学历，要

求有儿童教育背景，国内读物的出版仍然集中在对

一些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童话的包装，书籍出版总

体水平不高，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籍和种类有限。目

前中国市场儿童读物销量较好的仍然是一些文学

性的书籍，功能性的读物比例很小。

四、针对这些情况，社会应采取什么措施。

１．家长对儿童阅读的指导

美国教育部的一项规定：每天与孩子一起阅读

８分钟。而如今的中国便缺少了这８分钟。缺乏社

会经验的孩子如何才能获取到有效的信息，确实需

要家长的指导，但这不应该是硬性的，而应是与孩

子一起阅读，了解他们的思想，培养他们的兴趣，辅

助他们选择。

２．学校对儿童阅读的指导

学习和社会压力的加大，使得孩子没有时间进

行课外阅读，课业与阅读矛盾凸显。作为学校，在

减负的同时，应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选择优

秀的课外读物，指导儿童的阅读，并开展形式多样

的阅读活动。

３．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服务机构，它以其丰富和

独有的馆藏资源以及藏书的专业性、权威性成为全民

阅读活动的一个主要阵地。它通过不断向人们传播科

学文化知识，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公共

图书馆要积极与学校联合，开展一些围绕社会、学生关

注热点的阅读活动，如专家讲座、组织读书会、举办读

书节、进行读书奖励、征文比赛等活动。鼓励青少年从

小养成阅读的习惯，引导青少年走进图书馆，将图书馆

作为他们学习的“第二课堂”。

４．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社的责任

“儿童作家和儿童作品出版商肩负的是生产优

秀精神食粮的职责，他们对孩子们的引导成效很

大，这种引领既包括知识的灌输，更包括人文精神

的熏陶”，儿童作家、“阳光姐姐”伍美珍说。儿童图

书市场的火爆暗示了这种责任之大。作家要不断

推陈出新，写出真正符合儿童心理的优秀儿童文学

作品，传递社会正能量，引导儿童积极向上的人生

观、价值观。出版社应不断推出与时俱进的图书，

以满足儿童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

五、总结

关于阅读与学习能力的关系，著名教育家苏霍

姆林斯基曾经做过精深的研究，他说：“三十年的经

验使我深信，学生的智力发展取决于良好的阅读能

力。如果一个学生广泛地阅读，那么在课堂上所讲

解的任何一个新概念、新现象，就会纳入他从各种

书籍里汲取到的知识的体系里去。在这种情况下，

课堂上所讲授的科学知识就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学生感到这些知识是帮助他把‘头脑里已有的’东

西弄得更加清楚所必不可少的……好的阅读能力

又反过来促进智力才能的发展。”

“三更有梦书当枕”、“半床明月半床书”，自古

就是高洁之士的写照。明月虽然清寒，书却因博大

精深而温润生命。阅读中你会一次次受感动。又

会在感动之后更深切地洞悉生活的真谛；读书的过

程也就是一个“物我的回响交流”的过程。因为它

能唤起我们对永恒和伟大的渴望，所谓“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那是可贵的创造力的源头，是人类文明

发展不竭的动力。

文化强国，建设学习型社会、书香社会，就从你

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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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学生阅读兴趣，进行阅读引导推广
———以昆山市周市中心校为例

昆山市周市中心校　郭亚丽

摘　要：在提高素质教育的今天，中小学校都设立了较为完备的图书馆以及借阅系统，为

了更好的服务学生，配合教学工作，我馆根据往年借阅数据，分析了本校学生的阅读状况，发现

６７％的学生都局限于借阅漫画、故事类书籍，这种阅读面狭窄、内容单一的现状，不利于小学生

全面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深入了解小学生的阅读兴趣，并根据这个关键点来改

进现状。

关键词：小学生；图书借阅现状；阅读指导推广

　　阅读一本书籍，就像打开一扇大门，这扇门的

背后有千奇百怪的世界，浩瀚无穷的宇宙、源远流

长的历史、瞬息万变的现代、亘古不变的真理、名师

名家的精髓……阅读怎样一本书，成为很多孩子、

家长以及老师所关注与思考的问题。作为一所小

学图书馆，我们的责任尤为重大，既要让孩子们开

阔眼界，又要确保这些阅读的内容健康、积极，并且

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能力或综合素质。

我馆分析了本校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为了保证

分析数据的完整性，故选择一整学年作为分析对

象）里学生的借阅情况，全面了解本校学生的阅读

习惯、阅读兴趣以及各年级学生阅读内容的选择。

根据借阅数据来分析阅读现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

相应的对策，引导学生阅读，提高综合素质。

一、我校学生借阅图书情况统计与分析

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借阅率

数据显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我校生均借阅率

为２２．６８册，其中五年级达到生均２６册以上。从

数据可以看出，３－６年级学生的阅读时间随着年

级升高而逐渐增多，到了六年级相对减少。六年级

主要是处于小升初的重要阶段，课外阅读的时间都

被功课的压力所代替。不过这组数据还是说明我

校３－６年级学生的阅读习惯非常良好。

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流通率

该数据显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流通率最高的

是艺术类，其次是语言、文字类。艺术类书籍多是

漫画故事等；语言、文字类书籍大多都配有拼音，比

较受三年级学生的喜欢。

３．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流通排行榜（前１００册）

根据流通排行榜前１００册图书，我们统计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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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图书流通的具体册数，如下：

序号 类别 数量（册） 占比

１ Ｊ（艺术） ６７ ６７％

２ Ｈ（语言、文字） １８ １８％

３ Ｇ（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７ ７％

４ Ｉ（文学） ５ ５％

５ Ｚ（综合性图书） ２ ２％

６ Ｑ（生物） １ １％

　　数据结果显示，借阅最多的是图文并茂的故事

漫画书，占去了６７％。总的来说，学生的阅读面还

是较为较窄，选择书籍都以个人兴趣为主。结合平

时借阅的情况，大多数三四年级学生喜欢看漫画、

脑筋急转弯、笑话故事等书籍；较多的五六年级学

生喜爱阅读文学故事、中外名著、名人传记、科普类

书籍。

产生这样的现象，说明学生的阅读兴趣具有很

显著的年龄差异。不同年龄的学生阅读兴趣与读

物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三四年级的学生正

处于认知发展的具体运算阶段，认知结构中已经具

有了抽象概念，思维特征表现为多维思维、思维可

逆、去自我中心、具体逻辑推理。这个阶段的学生

开始具备概括、比较、分类、推理的能力，在面对成

千上万的读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读

本的内容与意义的理解与分析能力则是在这个年

龄段逐渐加强。

６７％的漫画书籍的数据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

我们，读本的文字形式对学生的阅读兴趣也有影

响。那种通篇文字、内容深奥的读本会降低学生阅

读的兴趣，而文字通俗、图文并茂，符合学生阅读心

理的读物对学生的吸引力就非常大，会直接提高学

生阅读的兴趣。

二、结合学生的阅读喜好，进行阅读引导和推

广

１．图书采购，能够广泛征求学生意见。

校园图书馆是服务学生的，因此图书馆的书籍

应该是受学生喜爱的。我们应该打破传统的图书

采购流程，新增书籍多集思广益，听听孩子们的想

法。我校图书馆按照要求每年生均新增图书１．５

册，因此每年在图书采购前做一次小调查，综合学

生意见选择一些有益的书籍进行增添。

２．家校合作，有效开展家中课外阅读。

很多学生反映，在家里基本不能随心所欲的阅

读与学习无关的书籍，因为家长购买了大量的教科

书、教辅书，他们被束缚在这些帮助学习的书本中，

被家长限制了阅读内容。这个问题是家长与孩子

阅读的矛盾点，因此我们需要引导家长，不要束缚

孩子的课外阅读。一本孩子爱看的书，可以给予孩

子更多的内心感受，启发他们的情感，对课内外阅

读以及语文学习的巩固和运用都十分有帮助。

３．阅读动机，要与学习动机有机结合。

学习动机往往可以激发学生进行学习，我们要

抓住可以激发学生阅读的学习动机。有的孩子可

能是为了更好的写好一片关于植物的作文，来借阅

相关书籍，这个时候他对这本书籍的学习需求就非

常明显，阅读的效果也十分的明显，并且他将阅读

后的知识运用到作文中，得到了老师的肯定，这就

激励着他能够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学校教育对学

生动机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我们要引

导学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４．阅读兴趣，不断加强刺激与培养。

针对我校的借阅数据和平时借阅情况，不难发

现我校学生阅读兴趣都还是比较局限，大多只具备

了内部条件，比如自我的求知欲望、阅读的态度、知

识的储备等。但学生仅仅具备内部条件是不够的，

如果不能知晓哪些书籍比较有趣，也直接影响着兴

趣的形成；又或者有的学生求知欲望不强，阅读技

巧欠缺，这也会影响兴趣形成。因此，学生的阅读

兴趣需要受到一些外部条件的刺激，比如教师推荐

读本，提示阅读方法，组织读书活动，检查阅读效果

等等。

５．课外阅读，与语文教学密切结合。

·９３·

苏图通讯２０１５．９　　　　　　　　　　 　　　　　　　 　　　　　　　　　　　　图书馆与阅读



阅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课堂上语

文老师可以指导读书的方法，让学生能够在阅读中

有成绩，反过来激发求知欲，发展阅读技能；开设阅

读课，集中学生一起阅读，提供一起交流的机会，活

动形式要丰富多样，故事会、朗诵比赛等等；收集有

助于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知识的作品与学生分享，可

以是一些新奇的，闻所未闻的知识；根据课本内容

延伸一些与课文有关的知识，提高学生阅读的兴

趣。

６．形式多样，开展各种类型读书活动。

我校学生阅读面较窄的问题，我们不能强制干

预，但在日常工作中，可以开展一些生动活泼的主

题读书活动，针对某一类型的读物征集读书心得，

促使学生们阅读更多类型的书籍，而不是局限在漫

画书本中。

７．大量阅读，促使综合素质提升。

阅读一本好的书，就像得到一个好的老师。学

生在阅读中学习知识，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能

力，发展自己的道德品质。好的故事、好的道理会

影响他们的行为改变，这正是我们希望看见的。因

此健康的阅读，对一个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有着不

可或缺的影响。

阅读可以帮助学生开阔眼界，了解世界；阅读

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知识，丰富内心；阅读可以帮助

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与态度；阅读潜移默化的影响

着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要

利用图书馆资源，推荐健康有益、符合学生年龄、备

学生欢迎、有助提高学生素质的读本，我们要牢牢

把好这扇门，让学生们在书的海洋中徜徉，健康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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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金。

４．４　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

图书馆作为收藏文献资源并提供相关服务的

场所，干净、整洁兼具休闲功能的环境必不可少。

好的环境不仅可以使人心情舒畅，也是创建良好学

习氛围的重要条件。合理划分区域，动静结合，是

现代图书馆的特点之一。

在读者满意度调查问卷中笔者发现读者对图

书馆的卫生清洁、照明等状况比较满意。但在访谈

中也发现一些学生对于馆员聊天、自习室占座等现

象比较反感。可见，要创造良好的读书借阅环境，

既需要加强图书馆的日常管理工作，也是图书馆和

读者共同协力的结果。

４．５　定期和不定期地进行读者调研。

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每个

时期的服务指标在变，读者对各个服务指标的满意

状况也在变，提高读者感知的图书馆服务质量，就

要随时了解读者的感知现状，对图书馆的期望和诉

求，并作相应的调整和改进。这也要求图书馆发挥

工作的主动性，定期、不定期地进行读者调研，根据

调研结果来指导、改进图书馆的工作。

５　 结论

提高图书馆的的服务质量，是一个长期、艰巨、

系统的工作，它离不开领导的关心、图书馆的顶层

设计、馆员日常工作的落实、广大师生的反馈和支

持，是各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设计高标准的服

务承诺，实现高水准的服务瞬间，建立高效的回馈

沟通机制，才能形成图书馆建设和使用的良性循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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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滋养童心，点亮孩子的一生
———吴江图书馆“故事妈妈”活动实践探析

吴江图书馆　吴　芸

摘　要：阅读是孩子了解自然与社会，获得知识和经验的主要方法。为了让阅读活动更有

趣，参与层面更广泛，吸引更多小朋友从小爱读书，吴江图书馆积极创导早期阅读教育，并组织

开设了公益亲子阅读班“故事妈妈”，呼吁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在忙碌之余抽出一点时间陪伴我

们的孩子共同成长，并将活动推广至各乡镇，从而推动儿童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儿童阅读；亲子阅读；阅读推广

　　良好的阅读习惯养成，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

顺其自然就可形成，而要从小培养。美国心理学家

推孟关于天才发生学的研究成果表明４４％左右的

天才男童和４６％的天才女童，在５岁之前就已经开

始阅读。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在《人类特性的

稳定与变化》中，通过对千名儿童的追踪分析，提出

了著名的假设：若以１７岁时人的智力发展水平为

１００，则４岁时就已具备５０％，８岁时达到８０％，剩

下的２０％，是从８－１７岁的９年中获得的。心理学

家和教育学家的研究标明，儿童早期阅读对日后的

智力发展影响最大。早慧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那就是喜欢阅读。因此，专家认为，０－３岁是

培养儿童对于阅读兴趣和学习习惯的关键阶段，３

－６岁则更侧重于提高儿童的阅读和学习能力。

少儿阅读服务作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少儿阅读推广活动也越来越受到图书馆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吴江图书馆积极创导早期

阅读教育，并组织开设了公益亲子阅读班“故事妈

妈”，呼吁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在忙碌之余抽出一点

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共同成长。

１　“故事妈妈”亲子阅读推广活动实践

１．１　亲子阅读激发儿童阅读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激发儿童阅

读兴趣，给予正确的阅读指导，能够促进儿童德智

体美的全面发展。在阅读初期，家庭是最先和最深

刻地影响孩子阅读的场所，夫妇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所以，亲子阅读在这一时期尤为重要。亲子共

读有助于父母子女间的双向沟通，对帮助父母与孩

子建立温馨、和睦、积极向上的亲子关系起到有力

的促进作用。家长的参与能激发孩子的兴趣，使孩

子从阅读中得到乐趣，增加知识。阅读兴趣的培养

与指引也是图书馆工作的一项基本职责。２０１１年

６月在社会各界关注的目光下，吴江图书馆公益亲

子阅读班“故事妈妈”正式启动。此后，每两周一期

的“故事妈妈”，通过讲述故事、投影播放、模拟表演

等方式，让孩子在欢乐、生动的故事会中得到阅读

的启迪。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到了阅读

的快乐，激发了孩子们阅读的浓厚兴趣。

１．２　亲子阅读培养儿童阅读习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哲人也说：“书

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

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

爱世界。培养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是图书馆工作

人员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图书馆工作

人员，在激发儿童阅读兴趣的同时，更要让儿童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吴江图书馆的“故事妈妈”，通

过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年轻的父母可以把

自己和孩子亲子阅读的故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碰

到的一些问题，自己喜爱的书籍，在这里和其他父

母分享，共同交流培养孩子的经验，享受亲子阅读

的快乐。同时，配合全区“我们的节日”、“道德讲

堂”活动，开展系列专题活动等，培养孩子们的阅读

习惯。这些活动不仅为小朋友们营造良好的阅读

氛围，也让孩子从小培养了良好的品德，收到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

１．３　亲子阅读培养儿童阅读能力

在激发儿童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的同时，

我们更要丰富儿童的阅读经验、提高阅读能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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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只有掌握了一定的阅读能力，才能自觉地阅读，

并从中获取知识。我区图书馆“故事妈妈”活动特

别注重培养儿童的阅读能力，如“故事妈妈”活动举

办“亲子成长”讲故事大赛。儿童都爱听故事，由家

长讲故事，儿童在理解的基础上将故事生动地复述

出来，并配以生动地表情动作，惟妙惟肖地将故事

表演出来。通过活动的开展，儿童体验到了阅读的

快乐，在活动中拉近了家长与孩子的距离，锻炼了

儿童各方的能力，也为儿童提供了自我展示的舞

台。

２　“故事妈妈”亲子阅读推广策划

２．１　目标定位明确，使亲子阅读活动更有意义

公共图书馆开展少儿亲子阅读推广活动的目

的是激发儿童读者阅读兴趣、培养良好的阅读习

惯，提高儿童的阅读能力。我馆一直以积极推动各

项少儿阅读活动，引导孩子多看书，看好书，培养良

好的阅读习惯为己任。近年来，为进一步发挥青少

年社会实践和教育基地的作用，也为了吸引更多小

朋友从小爱读书，积极创导早期阅读教育，推出公

益性亲子阅读班“故事妈妈”。

２．２　注重特色品牌活动，将品牌不断升级

“故事妈妈”活动自２０１１年６月启动至今，我

馆一直以来重视对孩子阅读方面的培养，积极营造

良好的阅读氛围，２０１１年起推出了公益性亲子阅

读班“故事妈妈”，至今共举办了８０余期，共有２００

多对亲子参加，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充分说明

了“故事妈妈”栏目深受年轻父母和他们孩子的喜

爱，为培养孩子们良好的阅读习惯、增长他们的阅

读能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吴江图书馆获得

“全民阅读示范基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２０１２年

又重磅推出“优秀故事妈妈绘本推荐”小讲堂，倾情

打造亲子阅读平台，呼吁忙碌的父母抽出一点时间

陪伴我们的孩子共同成长。引导孩子们多看书、看

好书，连年增长的阅读量展现了阅读推广的丰硕成

果。２０１３年又推出了全新的暑期“科普小讲堂”和

升级版“悦读彩虹堂”，旨在以一系列丰富的阅读形

式，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吸引更多的小读者，快乐

阅读，爱上阅读，去真实反映孩子们健康纯洁向上

的精神世界。“播撒阅读种子，打造阅读童年———

故事妈妈”获２０１２年度吴江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创新案例三等奖。２０１３年故事妈妈“悦

读彩虹堂”被评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全国图书

馆未成年人服务论坛案例征集优秀奖。

２．３　加大宣传力度，将“故事妈妈”向吴江各

乡镇延伸

公共图书馆应通过媒体、网站、宣传资料、宣传

栏及各种现代化通讯手段等形式，邀请、吸引读者

的参与和互动。“故事妈妈”作为我馆全新推出的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活动，今年７月“故事妈妈”活动

延伸至吴江各乡镇。在服务人员不充足的情况下，

吴江图书馆面向社会招募了志愿者“彩虹使者”协

助进行乡镇服务。我馆联合传媒机构加大宣传力

度，通过利用宣传单、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媒体

大力宣传亲子阅读的重要性，提高各乡镇儿童家长

对亲子阅读的重视，营造全区阅读氛围。每次乡镇

活动结束，家长们都表示，原来阅读不仅仅是孩子

的事，亲子阅读是父母与孩子间更积极的对话，是

培养亲子关系的重要途径。所以，就算工作再繁

忙，父母也应该做到每天抽出十几分钟陪孩子读

书。只要能坚持下去，孩子一定会潜移默化对阅读

产生兴趣，一旦产生兴趣，我想当孩子自己认字的

时候，就会有爱看书的习惯，爱上阅读对以后的写

作是有极大帮助的。

２．４　联合社会力量，掀起全民亲子阅读风潮。

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应与社会其他机构或组织合作，让“故事妈

妈”掀起全民亲子阅读风潮。公共图书馆要善于利

用自身的资源，主动与社会各方力量联系，共建促

进和发展儿童与家长互相学习、平等对话、互动交

流的平台和渠道，如主动联系本区和各乡镇学校，

加强“故事妈妈”亲子阅读活动影响。如与各乡镇

文化站联系，进乡镇幼儿园进行“故事妈妈”活动，

并邀请志愿者参与到活动中；也可以尝试与教育机

构合作，将“故事妈妈”的优秀阅读方法和亲子指导

分享给其他家长；也可以鼓励社会上的优秀教师、

专家到图书馆进行活动思想指导等等。“故事妈

妈”作为我馆的品牌活动，我们在做好分内的本职

工作的同时，更需要加大力度，寻求社会合作机会，

推动全民亲子阅读风潮。

３　结语

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教育不专

在学校，学校之外还有很多机关，第一是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活动，努力激发儿

童阅读兴趣、培养儿童阅读习惯，提高儿童阅读能

力。让我们用心灵去倾听孩子的心声；用海一样的

胸怀，接纳每一颗童心；用激励去点燃孩子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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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每一株“小草”开花的时间，让他们在阅读中快乐

地度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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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唯一的县级图书馆榜上有名。

２００８年６月，经常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

成立常熟市古籍保护中心，负责全市古籍普查、整

理、登记和古籍保护业务指导，并组织古籍特色文

献的研究和利用。２００９年１月，常熟市图书馆被江

苏省政府命名为第一批江苏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常熟市图书馆现任馆长李向东在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上任后，多方听取对图书馆发展的建议和意见，

通过调研，一个“推动全民阅读，打造书香常熟”的

构想渐渐明晰起来。随后，第六届常熟阅读节如期

开幕，强化管理和服务体系使该馆成为全省公共图

书服务网络系统成员馆，图书流动服务车的购置、

二十四小时自助图书馆正式对市民开放……在一

系列新举措推动下，常熟市图书馆跃上了新的台

阶。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常熟市图书馆被中宣部、文化部

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授予“全国服务农民、服

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常

熟市图书馆被文化部评为“２０１４最美基层图书

馆”，且位列榜首。

近年来，常熟图书馆获得了许多的奖项，国家

级的有“全国一级图书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全国读者喜爱的图书馆”、“全国文明图书馆”

等。江苏省、苏州市级的奖项就更多了。

常熟市图书馆的进步离不开国内相关图书馆

的支持。其中，和上海图书馆的业务协作尤为密

切，他们经常派出员工赴上海图书馆进行馆际交

流，学习各类技能。

其实，常熟市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还颇有渊

缘。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０日，郑振铎写信给上海市陈毅

市长推荐常熟瞿家兄弟。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在《记

铁琴铜剑楼后人瞿凤起先生》一文中这样记述：“一

个月后，瞿凤起被安排至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整

理善本古籍，是年８月，瞿凤起又参与上海图书馆

的筹备工作，从此他在上图工作了三十六年，一直

到退休。”

上海图书馆以“积淀文化、致力于卓越的知识

服务”为使命，已有十多个受欢迎的具相当影响力

的现代服务品牌。常熟图书馆依托上海图书馆的

支持，成功地开设了市民课堂周末讲座，对市民免

费开放，与市民共享文化信息资源。著名作家程乃

珊、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清史专家阎崇年、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上

海市人民滑稽剧团表演艺术家王汝刚、复旦大学历

史系教授钱文忠、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曹景行、厦

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中天、近现代史专家谢俊

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徐雁、中国图书馆学

会常务理事吴、中央音乐院古琴艺术家李祥霆教

授等，都曾来常熟图书馆热忱地为市民讲课。

常熟市图书馆的一系列活动，使其“丰富市民

的文化生活，满足社会的文化信息需求”工作真正

落到了实处。

常熟公共图书馆，自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创办县

立图书馆起，迄今刚好百年。弦歌声里已百年，博

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

样”。了解常熟图书馆的历史可使我们更加珍惜今

天的美好时光。馆长李向东说：“走过一百年岁月

的人已是老寿星。走过一百年时光的图书馆却正

年轻。走过一百年，常熟图书馆还将谱写重彩浓墨

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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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儿童图书馆开展３－６岁儿童早期阅读活动探讨

张家港市图书馆　叶　倩　葛静娅　朱懂平

摘　要：当前，早期阅读教育是国内外非常关注的热点，如何进一步开展早期阅读活动，成

为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者面临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阐述了张家港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针对３

－６岁儿童的特点和兴趣，如何创新服务手段来开展早期阅读活动的方式和方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少年儿童图书馆；３－６岁儿童；早期阅读活动

　　３－６岁，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因为这个年龄段是孩子一生中词汇量增长最快的

时期，是语言飞速发展的时期，是一生中智力发展

最迅速的时期，是个性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是目

前，我国少年儿童图书馆的读者阅读工作往往只注

重学龄段的小读者，学龄前小读者早期阅读教育活

动往往被忽视。而在我国３－６岁的儿童是一个比

较大的群体，各图书馆对于开展这部分儿童的早期

阅读活动方面比较薄弱。大部分的少年儿童图书

馆开展的早期阅读活动仅限于设立幼儿阅览室或

提供幼儿借阅服务。服务形式和服务手段单一，无

法满足日益增多的学龄前小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

笔者认为，３－６岁儿童读者的早期阅读活动在少

年儿童图书馆内可拓展的空间很大。

一、３－６岁儿童的心理、生理特征和教育要领

（一）３－６岁儿童的心理特征

３岁以后的儿童开始逐渐开始上幼儿园，从只

和亲人接触的小范围圈子扩大到幼儿园同学、老

师、其他家长朋友们。另一方面３岁以后的儿童精

力比以前充沛，神经系统的发展可以让这个阶段的

小朋友连续活动５－６小时，日间只需要一次睡眠。

身体和手的基本动作已经比较自如，能够掌握各种

粗动作和一些精细动作。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基本

能够向别人表达自己的中心思想和要求。生理上

的变化引起了心理上的各种提升，使幼儿的认识能

力、生活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都迅速发展。

（二）３－６岁儿童的心理特征

１．孩童的思维

２．在游戏中学习

３．不适应规则学习

４．快速学习与融会贯通

（三）３－６岁儿童的教育要领

１．遵循幼儿的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珍视幼

儿生活和游戏的独特价值，充分尊重和保护其好奇

心和学习兴趣，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合理安排每

一日生活，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

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

２．关注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要注重学习

与发展各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整合，从不同角度

促进幼儿全面协调发展，而不要片面追求某一方面

或几方面的发展。

３．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既要准确把握

幼儿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又要充分尊重幼儿发展连

续性进程上的个别差异，支持和引导每个幼儿从原

有水平向更高水平发展，按照自身的速度和方式到

达《指南》呈现的发展“阶梯”。

二、少年儿童图书馆针对３－６岁儿童开展早

期阅读活动的必要性

早期阅读用幼儿教育学的观点可定义为，早期

阅读是指学龄前儿童凭借色彩、图象、文字并借助

成人形象地读讲来理解读物的过程。早期阅读活

动并不在于单纯发展孩子的阅读能力，还要让孩子

通过各种途径，接受各种信息，形成看，听，读，写一

整套的养成性教育，为儿童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

础。少年儿童图书馆作为儿童走向“终身学习”的

第一“门户”，有责任抓住幼儿这个关键时期，开展

这个年龄段儿童的早期阅读活动。

（一）有利于儿童口语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的

提高

３－６岁是儿童书面语言发展的关键期。而早

期阅读活动是幼儿语言发展关键期的有效刺激物，

有益于幼儿语言的发展。在美国五十年代开始对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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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的阅读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具有阅读能力的

儿童求知欲旺盛，能运用语言大胆与人交往，因此，

可以说早期阅读活动是提高孩子语言能力的重要

途径。

（二）有利于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

当前，家庭早期阅读教育存在着明显的误区：

其一将早期教育等同于认知、识字教育，忽视对幼

儿理解能力的培养，更不重视通过阅读培养幼儿的

多方面素质。其二缺乏对幼儿阅读活动的指导，亲

子阅读没有真正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手段而受到

充分重视。其三忽视对幼儿良好阅读行为习惯的

培养。而少年儿童图书馆开展的早期阅读活动就

有相当的优势，可以满足孩子听故事的需要、开发

智力的需要、培养阅读兴趣的需要、全面提升综合

素质的需要。

（三）有利于儿童未来学习能力和智力的发展

研究表明，阅读能力是学好功课的基础，幼儿

的早期阅读将影响一生的教育前途。因此从幼儿

时期起就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有助于“终身学习”

良好习惯的形成。我国专家指出，３－６岁儿童时

期是阅读兴趣以及学习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因

此，少年儿童图书馆有责任抓住幼儿这个关键时

期，开展早期阅读活动，使他们能适应终身学习的

需要。

（四）有利于阅读社会的形成

少年儿童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适合儿童阅读

的文献信息资源，通过加大阅读活动的开展力度，

从小培养儿童喜欢阅读的良好习惯。

三、少年儿童图书馆针对３－６岁儿童开展早

期阅读活动的优势

少年儿童图书馆是家庭教育、学校（幼儿园）教

育和社会教育体系中极为重要的链条，对３－６岁

儿童的启蒙教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资源优势

少年儿童图书馆有不同载体和介质的读物，既

有低幼图书、低幼期刊等，又包括大量的ＣＤ、ＤＶＤ、

磁带、玩具、游戏器具。吸引３－６岁儿童走进少年

儿童图书馆，让他们在少年儿童图书馆找到自己一

片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惊、有所喜、有所问、有所

知、有所想、有所盼的新天地。

（二）人才优势

少年儿童图书馆多年的社会实践，有很多工作

人员多年从事课外辅导及教育工作，不但业务精

湛，知识面广，专业技能强，而且乐业敬业，甘于奉

献，是儿童的良师益友。

（三）环境优势

少年儿童图书馆给少年儿童构建了一道特殊

的文化风景线。少年儿童图书馆有宽敞明亮的低

幼阅览室、玩具天地等，为幼儿提供了良好的阅读

氛围，使他们有一种亲切感、安全感。

四、少年儿童图书馆针对３－６岁儿童开展早

期阅读活动的原则

（一）指导性原则

３－６岁儿童的理解能力和注意力较差，往往需

要家长的帮助才能完成阅读任务。少年儿童图书

馆要针对幼儿的特点为亲子提供阅读指导指南。

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特点，制定一套科学化、系

统化的阅读指导方案。

（二）娱乐性原则

３－６岁儿童的阅读，不仅仅是为了增长知识，

更重要的是从中获得乐趣，在配制传统的少儿书

刊、图片、卡通片等载体读物的基础上，还要为家长

和孩子提供游戏器具、科普仪器等实物性载体资

源，通过益智玩具，使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娱阅于乐。

（三）互动性原则

早期阅读活动的开展要想融教育性、思想性、

趣味性、知识性为一体，要想做到有吸引力、有针对

性、寓教于乐，特别要注意运用互动方式激发家长

和孩子的参与热情。

（四）个性化原则

开展早期阅读活动要以阅读为纽带，为父母创

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要求少年儿童图书馆在阅读

活动的组织上和提供的服务上要体现个性化服务

原则。

五、少年儿童图书馆针对３－６岁儿童开展早

期阅读活动的方法和途径

（一）丰富的早期阅读指导活动

１．更好的为全市少年儿童阅读提供服务，开展

各个年龄段的阅读大王评比活动，激励亲自阅读、

少儿阅读，根据读书的数量、质量及和心得体会，评

定出阅读大王并给予适当奖励。

２．根据３－６岁儿童的阅读兴趣特点，通过“沧

江大讲堂”每年举办人文历史、环境保护、科普知

识、学习指导等亲子公益讲座。生动、精彩的讲座

让儿童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收获课外知识，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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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兴趣，为形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打下坚实基

础。

３．我少儿馆十分重视儿童道德情操、审美趣

味、科普知识、祖国民俗和重大时事等方面的引导

和教育，推出了“少儿展览”版块活动，通过举办各

种展览，丰富少年儿童读者的课外生活。每年举办

科普展、历史文献、图片、剪纸、绘画等展览活动，集

知识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让儿童轻松愉悦

的学习知识，健康快乐地成长，进一步提高孩子热

爱少年儿童图书馆，喜欢少儿图书的热情。

（二）开展早期阅读活动

孩子的兴趣都是培养出来的，并且与父母的教

育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馆十分重视开展早期亲

子阅读活动，因为亲子阅读是父母与孩子间积极的

对话，是培养亲子关系的重要途径。

１．３－６岁馆内早期亲子阅读活动

（１）亲子阅览室

低幼阅览区服务于３－６岁低幼儿童，孩子们

可以在家长的陪伴下有目的地阅读，便于家长在阅

读中进行指导。我馆装修改造正式开馆之后将于

每周六、周日开展各类亲子活动，将工、绘画为主，

穿插亲子游戏，帮助孩子增长知识，提高动手能力，

增强自信心，在父母和孩子的共同参与下，体现亲

子之乐。

（２）绘本室

以绘本为主要收藏对象的主题室，以０－１２岁

儿童为主要阅读对象，以收藏国内外经典绘本为

主，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们的一致关注。除了开展

借阅服务之外，也开展儿童绘本剧的演出、故事角、

彩虹姐姐绘本故事会等活动。

（３）小舞台ＳＨＯＷ

小舞台设置在中厅内，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演

出。少儿歌舞、国学才艺、亲子音乐、老少同乐都能

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展示。３－６岁儿童每个星期定

时来表演才艺，成为一个尽情释放才能的好地方。

（４）３－６岁彩虹姐姐故事会

张家港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彩虹姐姐”故事会

这个品牌活动也针对少年儿童的年龄层次分为０－

３岁、３－６岁、６－９岁、１０－１２岁的故事会。３－６

岁的故事会采取开展绘本故事、折纸和游戏的方式

开展，童趣十分。

（５）开设家长特色课堂

家庭阅读对幼儿的成长和教育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基础

是由家庭形成的，为此，少年儿童图书馆开设家长

特色课堂，讲述故事、传授知识、互相交流育儿心

得、互相指导幼儿阅读的方法等。

（６）玩具天地

在孩子的世界中，故事和玩具缺一不可。用专

业知识去引导孩子们进行游戏，培养开发孩子的想

象力、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小朋友们在游

戏中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奇思妙想让工作人员们都

惊讶无比。针对３－６岁的儿童，开展亲子拼图、创

意玩具秀等活动。

２．３－６岁馆外早期阅读活动

（１）与全市幼儿园交流学习，合作开展活动

通过与全市幼儿园合作，向孩子们宣传少年儿

童图书馆的幼儿读者服务工作，定期去举行故事

会、参观少年儿童图书馆等系列活动。与幼儿园老

师互相交流学习开展早期阅读活动的心得和上课

经验，定期合作开展３－６岁儿童早期阅读活动。

（２）以社区为依托，共同构建幼儿早期阅读教

育管理模式

少年儿童图书馆要与时俱进，适应新时期社会

需求形势，及时拓展服务方式，积极主动与社区沟

通、合作，共同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对幼儿一体化早

期阅读教育管理模式。社区内现在都设有家庭教育

交流中心、亲子俱乐部，开办图书室等，我市少年儿

童图书馆每个周六都进社区开展早期阅读活动。

六、结语

阅读是成长的基石，阅读是精彩人生的开始。

在孩子的乐趣中，最重要的是读书。一个人喜好什

么样的书，往往决定于他第一次读的是什么书，而

且幼年时期读的书往往能左右这个人的一生。少

年儿童图书馆只有结合广大少年儿童的特点，积极

营造真正为孩子着想的硬件和软环境，充分体现以

人为本的原则，为少年儿童提供温馨、充满人性化

的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效率，才能成为小读者依恋

的图书馆，成为他们获得学习之乐、活动之乐、娱乐

之乐的快乐园地，倡导阅读，营造书香社会。

参考文献

［１］　少年儿童图书馆开展儿童早期阅读教育初探．李学

锋．

［２］　浅议少年儿童图书馆如何发挥好“未成年人教育基

地”的作用．吴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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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昆山市周市镇永平小学图书馆　荣　芳

摘　要：书籍是人类社会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学生从老师那里只能获得其中的一小部分，

绝大部分要通过个人的阅读和实践才能获得。通过本校阅读推广活动，分析小学生的阅读现

状，提出学生参与新书征订等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

关键词：小学图书馆；阅读推广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

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余

秋雨这句极富哲理的话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阅读

的重要性。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离不开书本上

的知识，学生更是如此。阅读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

要途径，优秀的读物就好比学生的精神养料，滋润

着学生的成长。学生通过阅读不仅可以认识自然、

了解社会、增长才干，而且还能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培养自学能力，养成阅读的好习惯。针对小学生的

阅读现状及特点，对学生进行阅读指导和推广，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每个图书馆的职责所在。

一、小学生的阅读现状

小学生就像一张白纸，对书本上的知识和老师

教授的内容深信不疑，小学时期的阅读会影响他们

今后的发展。通过调查，不同年级的学生有不同的

阅读需求和阅读兴趣。小学图书馆的小读者服务

工作是一项有着深远意义和丰富内容的工作，它是

学校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示学校图书

馆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窗口。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儿童每个年龄阶段

心理的发展是由各个阶段的主导活动决定的，从一

个年龄阶段向另一个年龄阶段过渡，也是由主导活

动的改变造成的。指导儿童阅读训练的过程，也就

是阅读教学过程，只有顺应这个心理发展规律，才

会收到预期的阅读效果。

１．低年级学生

低年级学生刚从幼儿园过渡上来，绝大部分还

没有阅读的习惯，有的虽有看书的行为，但是没有

明确的阅读目的，阅读的针对性也不强，喜欢跟风

盲目性的阅读。加之一年级的学生识字量少，集中

注意力的时间也短，很难静下心来进行阅读，养成

阅读的习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习惯使人终身

受益。应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一进小学

就爱上阅读。

２．中年级学生

与低年级学生相比，中年级学生的阅读有了很

大的进步，但是，通过调查，发现中年级学生的阅读

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阅读面比较狭隘，漫

画书、儿童故事书是绝大部分学生的选择；阅读量

少，大部分学生没有每天固定的阅读时间；阅读方

式单一，主要以书面阅读为主，课本阅读为主。

３．高年级学生

高年级学生虽然有了一定的学习目标和学习

自觉性，但是，这种自觉性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

高年级是学生逐渐进入青春期的重要阶段，正处于

人生的过渡时期，他们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在不

断增强，这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叛

逆心理很强，喜欢追求个性，在阅读方面拥有自己

的主见，不喜欢盲目从众。

二、小学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

根据小学生的阅读特点，小学图书馆应该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正确阅读，培养学生良

好的阅读习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以本校为

例，为了引导学生正确的阅读，图书馆做了一系列

阅读活动和阅读推广工作。

１．加强宣传活动，营造阅读氛围

学生的学习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学生由读书

氛围和阅读风气所养成的阅读习惯会伴随学生的

终身，使他们终生受益。我校图书馆利用一切可利

用的资源，向学生进行新书介绍、好书推介。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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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长廊、橱窗等地方随处可见张贴的宣传画、宣

传语。在各个班级建立图书角，让学生随时随地有

书可读，营造“人人爱阅读、班班有书读、时时可看

书”的氛围，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２．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技能

学生的阅读兴趣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学生是

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培养他们养成阅读兴趣

至关重要。我校图书馆通过开展专题讲座、读书心

得交流等活动很好地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有

了阅读兴趣，阅读技能和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走

马观花式的阅读方法是不可取的，阅读要与思考紧

密相连，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知识可以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指导学生对不同的书采用精读、泛读、

速读、浏览等不同的方法进行阅读。

３．参与新书征订，使图书与读者更好地融合

在阅读的过程中，学生不能很好地挑选到自己

喜爱的图书，使得他们每次来图书馆借书都像进入

迷宫一般，无从下手，不知如何开始寻找自己想要

的图书。因此学校图书馆有了适合学生的图书，才

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学生是学校图书馆的主要读

者，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喜爱的图书和阅读图书的

权利。在学生参与新书征订的过程中，他们通过与

新书的接触，可以刺激学生的读书欲望，对图书产

生浓厚的兴趣。

４．开展阅读之星、读书心得等交流活动

读书活动的开展是推广阅读的有效方式之一。

我校图书馆通过开展阅读之星、读书心得等交流活

动使书香像阳光一样洒满整个校园，同学们在活动

中相互学习交流，共同探讨读书经验，分享读书知

识。使每位学生在阅读的大环境、大氛围中无形的

拉近了与阅读的距离，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

三、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小学图书馆，想要更好地进行

阅读推广，还得放在学校这个特殊的大环境中来思

考。根据学生的阅读现状，认真制定调整方案，配

合好学校的素质教育的同时，做好阅读宣传和阅读

推广活动，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读懂书”，不

断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为他们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打下扎实的基

础，使学生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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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送展２次，全年１８展次。送展活动开展至今已

形成惯例，在乡镇读者的心目中形成一定影响，观

展人次逐年增加。２０１４年，吴江图书馆又筹划将

品牌活动“悦读彩虹堂”延伸入基层，让乡镇、农村

的孩子也能体验不一样的阅读氛围，激发和满足更

多孩子的阅读需求。从７月份开始，“悦读彩虹堂”

分别在横扇、屯村、平望进行试点，共举办了６场不

同主题的亲子阅读活动，读者反馈热烈，为活动在

基层的全面铺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３　结束语

公共图书馆的读者阅读活动已成为与文献借

阅活动同等重要的业务内容，并共同构成了公共图

书馆服务的主体。吴江图书馆近年来在读者阅读

活动的推广上不断加大力度，借鉴其他馆好的活动

模式，运用自身已有资源，结合现有“四位一体”建

设构建桥梁，探索符合社会发展和适合自身发展的

阅读推广模式，有效形成了现有阅读活动规模，努

力建设长效阅读推广模式，在整个吴江区营造了良

好的阅读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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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课外阅读更有效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金山高级中学图书馆　吴向清

摘　要：所谓“多读”就是不但要博览群书，而且对重要的书或文章要多读几遍达到精、熟

的地步。多写，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读写结合起来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词：多读；多写；多问

　　文化是前人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书籍是文

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阅读是吸取文化养分和智慧的

唯一“捷径”。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在阅读中传承

文化，让知识改变命运，用智慧点缀人生，使短暂成

为永恒。让学生走进图书馆，指导他们广泛阅读优

秀的课外书籍。这样既可以促进读书与实践，动手

与动脑的结合以获得再教育的源泉。

根据江苏省普通高中实施新课程计划的规定，

语文学科要立足于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增加文化内

涵和时代精神，提高学生语言运用的水平。要提高

学生的语文成绩，仅靠课文中的几篇“范文”是远远

不能适应信息化对人才的要求的。学生获取知识，

培养能力，发挥智力，不仅依赖于生动的课堂教学，

还需要通过大量的课外学习和丰富的实践活动吸

取养分，这是培养人才的两个渠道。课外学习的方

式很多，但占据课外学习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阅读。

我校开设了阅览课程，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

校期间阅读大量的报刊、书籍，开阔视野，在三年规

定的阅读过程中逐步并养成阅读的习惯。图书馆

工作强调为读者服务，“为人找书，为书找人”是我

们的工作宗旨。只有把书籍和读者结合起来，才能

更好地开发信息资源，起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社

会主义教育的目的。

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施

教材课程改革，全面开设阅览课程。让学生走出课

堂，走进阅览室，每周每班开设１－２节阅读课，把

图书馆阅览室办成“语文教学实验室”使学生的素

质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一些学习成绩优秀或

写作水平较高的学生大多十分重视课外阅读，他们

是“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这也验证了一条语

文学习的规律，有益的课外阅读是提高语文水平的

一种有效途径。如何让课外阅读更有效呢？同学

们恩不妨做到“三多”———多读、多写、多问。

１．多读。所谓“多读”就是不但要博览群书，而

且对重要的书或文章要多读几遍达到精、熟的地

步。所看的书不必仅仅局限于作文、小说、寓言等

方面，自然科学、历史、人物传记、军事等，只要感兴

趣，都可以去读。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

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

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

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

反复诵读和吟咏，全集中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

地背诵。

２．多写。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读写结合起来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写什么呢？

（１）摘录好词佳句。我们的课外阅读中有好多

精彩的词、句、段，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把书中的好

词佳句摘录下来。摘录时，可以归类，摘录下来以

后，还要经常拿出来看一看，读一读。自己写文章

的时候把这些好词佳句恰如其分地用进去，能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

（２）写读后感。一部优秀著作中，总会有使你

感动的情节，有给你启迪的思想观点，读完后可以

及时地写下你的感受和所得。毛主席在读书时经

常摘录其中好的句子或段落，写读后感。经过多年

积累，毛主席的读书笔记，就有好几大筐。“多写”

的又一项内容，是他看书时坚持写眉批，例如一本

德国鲍尔生著、蔡元培译的《论理学原理》，全书不

过十来万字，毛泽东在书的眉头上，却写了一万二

千多字的批语，全书逐字逐句都用墨笔加上圈、点、

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中，有简单地表

示赞同、反对、怀疑的话，有很多地方，则是根据前

人的学说，加以综合、概括、比较，然后提出自己的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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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制作读书小报。把自己看过的书浓缩成一

张手抄报，和别的同学交流，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快

乐的事情。

３．多问。所谓“多问”，就是除在自己阅读外，

还经常与别人交流，向比自己学问好的人请教，这

样会得到许多新知识。学问就是讲的又“学”又

“问”，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但要好学，而且要好

问。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

可以修身养性，读书可以陶冶性情，读书可以启蒙

自我，读书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让我们多

读书，读好书吧。

参考文献

［１］　朱一峰．“课本”为基础，“课外”求创新———开设拓展

阅读课的实践与体会 ［Ｊ］．实验之路，２００１（１３）：２２－

２３．

［２］　尤文亮．课程改革构想实验之路［Ｊ］．实验之路，２００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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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以良好的职业形象、完善的服务保障机制、熟

练的业务能力、合理合法的数据利用和传播，才能

达到既发挥大数据的技术优势，又不侵犯用户隐私

的双赢目的。

３．３　人才的培养问题

大数据时代对数据的大量分析与应用使得该

领域缺乏足够的人力支持。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２０１３年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美国需要１４－１９万

名具备“深度分析”专长的研究人员，而对具备数据

知识经理的需求超过１５０万名。图书馆必须培养

和造就一支懂指挥、懂技术、懂管理的大数据建设

专业队伍。培养出能满足图书馆发展需求的高素

质的“数据馆员”，并使之成为学科信息资源的组织

者、传播者、导航者、教育者。

同时，我们要增强利用数据的思维意识，潜在

的就能形成改进服务、加强管理的意识。

４．结语

大数据会对图书馆员的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例如刚开始统计出的自助借还比例大概在１５％左

右，因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利用社交网

络平台、图书馆新生入学导览及其他日常工作中的

宣传，来扩大自助借还机的使用群体，提高自主借

还机的使用比例。在之后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我们

的宣传措施有良好的效果，自助借还的比例逐渐提

高，到２０１４年８月自助借书比例已超过４４％，自助

还书比例也将近４０％。我们有信心使自助借还机

的使用比例达到目标值９５％。

大数据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工具，是利用数

据或信息为决策服务的，是用来提升企业或者个人

的决策效率的，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和预见未来的

风险。它能够告诉我们图书馆读者的兴趣变化曲

线，学习行为模式，从而为图书馆的资源采集、服

务、发展管理等提供依据，最终达到超前读者需求、

引导读者需求行为的效果，大大提高图书馆的社会

效益。从大量数据中发现的规律越多、找出的潜在

价值越大，图书馆的服务水平等也将提升的越快。

参考文献

［１］　（英）维克托·迈尔一舍恩伯格（ＶｉｋｔｏｒＭａｙｅｒ－

Ｓｃｈｏｎｂｅｒｇｅｒ），肯尼思·库克耶（ＫｅｎｎｅｔｈＣｕｋｉｅｒ）．

大数据时代［Ｍ］．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２］　赵国栋、易欢欢、糜万军、鄂维南．大数据时代的历史

机遇［Ｍ］．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　姜山，王刚．大数据对图书馆的启示［Ｊ］．图书馆工作

与研究，２０１３（４）：５２－５４．

［４］　韩翠峰．大数据带给图书馆的影响与挑战［Ｊ］．图书

与情报，２０１２（５）：３７－３８．

［５］　杨海燕．大数据时代的图书馆服务浅析［Ｊ］．图书与

情报，２０１２（４）：１２０－１２２．

［６］　王天泥．大数据视角下图书馆的发展对策［Ｊ］．图书

馆学刊，２０１３（３）：４２－４４．

［７］　孙琳．大数据时代图书馆服务体系创新研究［Ｊ］．理

论观察，２０１３（４）：９９－１００．

［８］　王捷．大数据时代下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对策［Ｊ］．

现代情报，２０１３，３３（３）：８１－８３．

［９］　陆静．我国图书馆界大数据研究评述与展望［Ｊ］．图

书馆杂志，２０１４（１）：２０－２５．

［１０］　周加艺．大数据与图书馆服务创新［Ｊ］．情报探索，

２０１４（６）：１１４－１１６．

［１１］　姚毅．掘金大数据：图书馆面临的几个问题探讨［Ｊ］．

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４（６）：３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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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十里，不如做个爱读书的自己
———参加“领读者”培训有感

昆山图书馆　赵海懿

　　四天，十三堂课，各地阅读界的朋友相聚在古

都南京相互交流、共同学习，邬书林、朱永新、聂震

宁、赵丽宏、徐雁、梅子涵等知名专家和阅读推广人

应邀作了专题讲座。

赵丽宏，当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历经十年浩

劫，一度肩挑肮脏的粪筐赴“崇明岛”插队改造，心

中却依旧怀揣读书梦想。在他人生最苦难、最孤

独、最灰暗的时候，是一本本书拯救了他，白天干再

累的活，晚上只要能在昏暗的油灯下读到书，就可

以活下去了！书伴他“度过了许多温馨而愉快的时

光”，使他“逐渐充实起来、丰富起来”，听着他动容

的讲述，不由得令我钦佩。真实，善良，谦逊，斯文，

一个个形容词不由自主地跳出来围绕在眼前这个

优雅的男人身上。真正的读书人也许就像他一样

拥有无比崇高的灵魂吧；只有拥有这样崇高灵魂的

作家才会创作出滋养精神生命的华彩美文吧！

似顽童般的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与我们谈儿

童文学，讲优秀童书，他有情趣，有腔调，有大智慧。

他声情并茂的绘本讲读《跳舞》，令在场为人父母、

子女的我们在聆听中潸然泪下。

在分享绘本《母鸡的旅行》中，梅老所说的一句

话让我感触颇深，他说：“去一个城市要学习一个城

市的气息，要适应一个城市的气味！这样，你才能

容入这个城市，你才能被这个城市接受。”作为一名

远嫁异乡的北方人，我确实要对这句话点个赞，因

为感同身受。

曾一度，我以为自己会不适应江南潮湿的气

候、甜腻的饮食、内敛的人情，但我把潮湿的空气当

做北方多添了几场雨而已，我把甜蜜的食物当做童

年里最向往的味道，我把内敛的人情世故当做谦谦

君子与窈窕淑女淡若水般的交往，我尊重并接受发

生在身边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在交往、交流之中，

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也获得了认可，我想她们透过

我也许看到了北方人的优点，那里并不是一群思想

落后、行为举止粗鲁的塞外胡人骑着骆驼出行的景

象。在这里，我有许多朋友，我可以和她们打破南

北的地域差异敞开心扉，她们向往我家乡的大漠孤

烟，而我也享受着片玉江南带给我的美妙感受。正

所谓，快乐的移民建立在学习与融入之上，而一个

城市的宽度正是取决于你的风度！

我馆少儿部每周坚持举办的少儿活动，尤其是

故事讲读活动要持之以恒，做全民阅读的毛细血

管，做全民阅读的一部分，补充全民阅读，也许有些

孩子现在不懂书中故事的内涵，但要相信听不懂，

声音会回响；看不懂，影像会留在记忆！

通过这次培训，了解到农家书屋是十年前为响

应国家号召建立起来的，现在数量比较可观，但借

阅量却不尽如人意。农家书屋可适当做些改变，通

过调整图书的种类（比如，农技类）增加读者阅读兴

趣和借阅量。想要书籍发挥它的作用，要了解我们

面对、服务什么样的群体及这些群体的需求，放置

关乎他们利益的书籍，这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有用之

书、好书。

以上是我参加此次培训的心得体会，不当之处

还望领导雅正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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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图书馆活动简讯

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度“雏鹰志愿者”表彰会在苏州图书

馆多功能厅召开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日下午１３：３０，２０１５年上半年

度的“雏鹰志愿者”表彰会在苏州图书馆多功能厅

召开。

表彰会开始后，首先由主持人宣布了２０１５年

上半年度“雏鹰志愿者”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志愿者

和班集体名单，为获得“雏鹰奖”、“优秀奖”和“积极

参与奖”的志愿者们颁发奖状并合影留念，同时也

对所有参与到 “雏鹰志愿者”活动中的小朋友们给

与掌声鼓励，希望他们在苏州图书馆能继续得到锻

炼和成长！

颁奖结束之后，来自神州共享（北京）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小朋友们带来了中华连环

画的讲座，向小朋友们普及和介绍了中华连环画的

相关知识，并设计了问答环节，所有回答问题的小

朋友都得到了一本连环画作为小礼物。

讲座结束后就是小朋友们期待的拼图比赛环

节了，参加比赛的同学们个个鼓足了劲，眼疾手快，

都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该环节共进行三轮比

赛，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打乱的连环画拼图重新拼

装成功者获胜。最后，获得一二三等奖和所有参与

活动的同学都拿到了一份小礼物，开心之情溢于言

表，大家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今天的活动。

迎“八一”·文化送军营———苏州图书馆“八一”期

间走访慰问部队

为了切实做好拥军工作，深入开展军民共建共

育活动，７月３０日上午，苏州图书馆许晓霞副书记

一行分别来到９４９０６部队、９４９６９部队进行走访慰

问，为部队官兵带去４００册书籍以及节日的问候。

许晓霞副书记一行首先来到光福空军９４９０６

部队进行“八一”拥军活动。看到我馆赠送的２００

余册新书，部队领导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对我

馆始终能够发挥资源信息优势，以图书这样的精神

食粮来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表达了感谢。许晓

霞副书记表示，希望今后能够更多的与部队进行交

流互动，加深军民融合发展，创新双拥载体，拓宽双

拥领域，以充分协助部队完成“铸魂育人”的革命使

命。

结束了对９４９０６部队的走访后，许晓霞副书记

一行又来到９４９６９部队进行拥军活动，并带去了

２００余册书籍和１００余册报刊，受到了部队指导员

的热情接待，并在指导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军舍和荣

誉室。部队艰苦的生活环境给许晓霞副书记一行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副书记表示，接下来，我馆

将结合文化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拓展各项拥军活

动，为推进部队信息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２０１５图书馆之夏少儿活动———校园滑稽戏《青春跑

道》

２０１５年８月６日下午，苏州图书馆“图书馆之

夏”之“暑期剧场”第二场表演在苏州图书馆南广场

报告厅进行，来自苏州市滑稽剧团的演员们为小朋

友和家长们带来了校园滑稽戏———《青春跑道》，受

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青春跑道》讲述的是发生在校园里的师生、同

学以及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故事，以诙谐幽默、夸张

而又生动的表演形式反应了时下中学生学习和生

活中的烦恼，在引导学生跨越心理障碍的同时也赢

得了孩子们和家长们的强烈共鸣。演员们的表演

青春活泼，台词也非常贴近青少年的生活，在说出

孩子们心声的同时，还把中学生喜闻乐见的流行音

乐和流行语融入其中，引得场下孩子们笑声不断，

家长们仿佛也回到了纯真的青春年代，整个剧目向

我们传递出来的友谊、诚信、善良、责任也正是我们

需要向大家宣传的优秀品质。

在整个演出过程中现场几乎座无虚席，演员们

用他们精彩的表演不仅征服了少年观众，也迷倒了

很多长辈观众。相信这样的表演不仅是能够让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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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开心一刻，更多的是学会如何多方面的看待一

件事，对家长来说，通过观看表演也可以进一步了

解时下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状态，走进他们的内

心，更好的与孩子沟通。

苏州图书馆和市滑稽剧团将连续两天为读者

们奉上《青春跑道》的表演，希望能够在炎炎夏日里

带给更多的人快乐和思考。

苏州图书馆第７０个分馆开馆

８月２０日，位于高新区东渚镇龙惠花苑社区服

务中心一楼内的苏州图书馆龙惠分馆正式对外开

放。这也是苏州图书馆的第７０个分馆。

龙惠分馆内设有成人阅览区、少儿阅览区和公

共电子阅览区。馆藏图书共计８千余册，包括２千

余册少儿图书，另有音像资料近１０００种，报刊１００

种，以及可供读者免费上网的电脑１０台。开放时

间为每周一１３：００－１７：００，周二至周日９：００－１７：

００。到馆读者能享受到与苏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

一致的服务，如免证阅览、免费办证、免费上网、通

借通还、预约借书等，读者还可直接使用总馆的电

子图书及数据库等各种数字资源，并可在网上进行

参考咨询服务。今后，苏州图书馆总馆也将把讲

座、展览、丰富的读书活动延伸至分馆。

龙惠分馆的开放，使附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居民们又多了一个

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好去处。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盲人文艺汇演”活动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７０周年，９月１日下午１３：３０，由苏州图

书馆主办，苏州市盲人协会协办的“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７０周年盲人文艺汇演”在苏州图书馆多功能

厅如期举行。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

长蔡建军，苏州图书馆党总支副书记、副馆长许晓

霞，苏州市盲人协会主席王恤民等出席了本次演出

活动。演出正式开始前，盲人协会王主席向苏州图

书馆赠送了内容为“你是我的眼”锦旗，以感谢苏州

图书馆长期对盲人读者的帮助和关心。

本次文艺汇演，全部是由盲人演员参加，他们

希望通过演出让大家记住那段难忘的岁月，记住今

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演员们采用男声组唱、女

声独唱、笛子独奏、大合唱等多种表演方式，给观众

演唱《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歌唱二小放牛

郎》等耳熟能详的抗战悲歌，观众席上不时传来轻

轻的合唱。最后，全体演员以一首激情高昂的大合

唱《保卫黄河》重现了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奋起反

抗，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家园，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

的悲壮场面。

此次汇演活动不仅丰富了盲人读者的文化生

活，更是通过对革命歌曲的深情演唱，来告诫大家

要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爱国精神。

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度“雏鹰志愿者”表彰会在苏州图书

馆多功能厅召开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日下午１３：３０，２０１５年上半年

度的“雏鹰志愿者”表彰会在苏州图书馆多功能厅

召开。

表彰会开始后，首先由主持人宣布了２０１５年

上半年度“雏鹰志愿者”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志愿者

和班集体名单，为获得“雏鹰奖”、“优秀奖”和“积极

参与奖”的志愿者们颁发奖状并合影留念，同时也

对所有参与到 “雏鹰志愿者”活动中的小朋友们给

与掌声鼓励，希望他们在苏州图书馆能继续得到锻

炼和成长！

颁奖结束之后，来自神州共享（北京）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小朋友们带来了中华连环

画的讲座，向小朋友们普及和介绍了中华连环画的

相关知识，并设计了问答环节，所有回答问题的小

朋友都得到了一本连环画作为小礼物。

讲座结束后就是小朋友们期待的拼图比赛环

节了，参加比赛的同学们个个鼓足了劲，眼疾手快，

都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该环节共进行三轮比

赛，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打乱的连环画拼图重新拼

装成功者获胜。最后，获得一二三等奖和所有参与

活动的同学都拿到了一份小礼物，开心之情溢于言

表，大家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今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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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志愿者服务图书馆助力书香相城

为了弘扬相城文化志愿服务的精神，增强相城

区全民阅读的氛围，在建党９４周年来临之际，苏州

图书馆相城分馆（相城区图书馆）与元和街道康桥、

凌浜、绿色时光社区联盟共建，充分发挥区域党员

志愿者的积极作用。６月３０日上午，在相城区图书

馆内举办了简单而隆重的相城区图书馆、悦豪区域

党建工作站党员书香志愿活动揭牌仪式。相城区

文联副主席王少辉、元和街道党工委委员、政协工

委副主任、招商办府国华、相城区图书馆孔玲燕、元

和街道组织办主任傅晔星、凌浜社区书记王忠海、

绿色时光书记戈晓华、康桥花园社区书记王志琦等

出席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相城区图书馆馆长孔玲燕代表图书

馆致辞，欢迎党员志愿者来到图书馆提供志愿服

务，凌浜社区王忠海书记代表社区联盟介绍了本次

活动情况。随后，王主席与府主任共同为“区域党

建工作站党员书香志愿岗”揭牌，并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讲话，对此次党员志愿者活动给予鼓励与支

持。接着，５位志愿者代表上台领取志愿者手册并

合影留念，１位志愿者代表表态发言，倡导文明阅

读，做好党员书香志愿者。活动在３０道党史知识

问答中走向了高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苏州市政府正在大力推进政府在购买公共文

化服务，引入社会志愿者加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中。

暑假期间，３个社区的党员志愿者会分批到相城区

图书馆协助图书管理，为读者提供志愿服务，发扬

志愿服务的精神；图书馆方面也会做好志愿队伍的

培训，加强文化志愿者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

迎“八一”·文化送军营———苏州图书馆“八一”期

间走访慰问部队

为了切实做好拥军工作，深入开展军民共建共

育活动，７月３０日上午，苏州图书馆许晓霞副书记

一行分别来到９４９０６部队、９４９６９部队进行走访慰

问，为部队官兵带去４００册书籍以及节日的问候。

许晓霞副书记一行首先来到光福空军９４９０６

部队进行“八一”拥军活动。看到我馆赠送的２００

余册新书，部队领导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对我

馆始终能够发挥资源信息优势，以图书这样的精神

食粮来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表达了感谢。许晓

霞副书记表示，希望今后能够更多的与部队进行交

流互动，加深军民融合发展，创新双拥载体，拓宽双

拥领域，以充分协助部队完成“铸魂育人”的革命使

命。

结束了对９４９０６部队的走访后，许晓霞副书记

一行又来到９４９６９部队进行拥军活动，并带去了

２００余册书籍和１００余册报刊，受到了部队指导员

的热情接待，并在指导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军舍和荣

誉室。部队艰苦的生活环境给许晓霞副书记一行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副书记表示，接下来，我馆

将结合文化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拓展各项拥军活

动，为推进部队信息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２０１５图书馆之夏少儿活动———校园滑稽戏《青春跑

道》

２０１５年８月６日下午，苏州图书馆“图书馆之

夏”之“暑期剧场”第二场表演在苏州图书馆南广场

报告厅进行，来自苏州市滑稽剧团的演员们为小朋

友和家长们带来了校园滑稽戏———《青春跑道》，受

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青春跑道》讲述的是发生在校园里的师生、同

学以及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故事，以诙谐幽默、夸张

而又生动的表演形式反应了时下中学生学习和生

活中的烦恼，在引导学生跨越心理障碍的同时也赢

得了孩子们和家长们的强烈共鸣。演员们的表演

青春活泼，台词也非常贴近青少年的生活，在说出

孩子们心声的同时，还把中学生喜闻乐见的流行音

乐和流行语融入其中，引得场下孩子们笑声不断，

家长们仿佛也回到了纯真的青春年代，整个剧目向

我们传递出来的友谊、诚信、善良、责任也正是我们

需要向大家宣传的优秀品质。

在整个演出过程中现场几乎座无虚席，演员们

用他们精彩的表演不仅征服了少年观众，也迷倒了

很多长辈观众。相信这样的表演不仅是能够让孩

子们开心一刻，更多的是学会如何多方面的看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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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对家长来说，通过观看表演也可以进一步了

解时下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状态，走进他们的内

心，更好的与孩子沟通。

苏州图书馆和市滑稽剧团将连续两天为读者

们奉上《青春跑道》的表演，希望能够在炎炎夏日里

带给更多的人快乐和思考。

苏州图书馆第７０个分馆开馆

８月２０日，位于高新区东渚镇龙惠花苑社区服

务中心一楼内的苏州图书馆龙惠分馆正式对外开

放。这也是苏州图书馆的第７０个分馆。

龙惠分馆内设有成人阅览区、少儿阅览区和公

共电子阅览区。馆藏图书共计８千余册，包括２千

余册少儿图书，另有音像资料近１０００种，报刊１００

种，以及可供读者免费上网的电脑１０台。开放时

间为每周一１３：００－１７：００，周二至周日９：００－１７：

００。到馆读者能享受到与苏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

一致的服务，如免证阅览、免费办证、免费上网、通

借通还、预约借书等，读者还可直接使用总馆的电

子图书及数据库等各种数字资源，并可在网上进行

参考咨询服务。今后，苏州图书馆总馆也将把讲

座、展览、丰富的读书活动延伸至分馆。

龙惠分馆的开放，使附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居民们又多了一个

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好去处。

家长沙龙：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有效的亲子沟

通技巧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３日，苏图家长沙龙活动邀请到

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曲老师，在少儿馆的悦读

园里为家长们分享“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有

效的亲子沟通技巧”，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随着社会的进步，父母们对孩子各方面的教育

都越来越重视。然而，父母并不能和家长简单的划

等号。在今天的沙龙活动中，陈曲老师就指出，新

时代的家长，不只是和孩子有血缘关系而已，而且

要承担着引导孩子的重任，要具备足够的知识、观

念和能力才能做好孩子的引路人。

简单的开场之后，陈曲老师主要就以下三方面

的内容和家长们进行了分享交流：一、沉默是金：学

会倾听；二、尊重和接纳孩子的一切；三、学习做情

商教练式的父母。陈曲老师指出，人和人的沟通并

不是简单的说话，而是包含很多内容，当别人在讲

话时，另外一方不要打断认真倾听就是一种沟通，

成人和成人之间如此，成人和孩子之间也应如此。

学会倾听孩子，孩子才能够感到足够的尊重，建立

起自己的自尊和自信。除了倾听以外，家长还要学

会尊重孩子，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去认真对

待，学会接纳孩子的“不乖”，理解孩子的情绪，而不

是苛刻的去要求孩子这样或那样。在日常生活中，

父母也要学习引导好孩子，做牧羊犬型的父母，而

不是鸵鸟型、老虎型或者绵羊型的父母。

在座谈过程中，陈曲老师还举了一些小例子做

说明，并就具体实例和家长们进行了互动交流，引

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相信通过今天的交流活动，

家长们也会学习到一些有效的亲子沟通技巧，更好

的做好孩子的引路人。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盲人文艺汇演”活动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７０周年，９月１日下午１３：３０，由苏州图

书馆主办，苏州市盲人协会协办的“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７０周年盲人文艺汇演”在苏州图书馆多功能

厅如期举行。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

长蔡建军，苏州图书馆党总支副书记、副馆长许晓

霞，苏州市盲人协会主席王恤民等出席了本次演出

活动。演出正式开始前，盲人协会王主席向苏州图

书馆赠送了内容为“你是我的眼”锦旗，以感谢苏州

图书馆长期对盲人读者的帮助和关心。

本次文艺汇演，全部是由盲人演员参加，他们

希望通过演出让大家记住那段难忘的岁月，记住今

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演员们采用男声组唱、女

声独唱、笛子独奏、大合唱等多种表演方式，给观众

演唱《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歌唱二小放牛

郎》等耳熟能详的抗战悲歌，观众席上不时传来轻

轻的合唱。最后，全体演员以一首激情高昂的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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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保卫黄河》重现了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奋起反

抗，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家园，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

的悲壮场面。

此次汇演活动不仅丰富了盲人读者的文化生

活，更是通过对革命歌曲的深情演唱，来告诫大家

要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爱国精神。

苏州图书馆读者信息素养培训———“读秀学术搜

索”使用培训

９月１９日下午，苏州图书馆特邀北京超星数图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培训专员杨潇老师在情报阅览

室作了一场题为《“读秀学术搜索”数据库使用培训

》的讲座。

报告伊始，赵老师简要介绍了“读秀学术搜索”

的概况，紧接着从图书搜索、知识搜索、一站式搜索

三个方面讲解和示范了如何获取学术文献。随后，

他向大家展示了如何利用“读秀”获取更多的研究信

息。比如，如何查看图书被引用情况及搜索词的趋

势分析图等。同时，杨老师把读秀学术搜索与百度

搜索、Ｇｏｏｇｌｅ搜索等做了对比，指出读秀搜索结果更

具有权威性，涵盖的学术知识面更广。他强调，“读

秀学术搜索”不仅有海量的中文图书文献，而且还能

利用其高效的文献传递功能及深度利用图书中的

“知识”内容，及时快速地获取大量重要的文献信息。

在互动环节，杨老师还耐心地解答了读者们在实际

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并进行了现场指导。

本次讲座是今年读者信息素养培训系列之一，

今后还将定期举办这样的活动，为读者提供资源使

用便利的同时，达到宣传馆藏资源的目的。

常熟市图书馆活动简讯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调研常熟图书馆

７月３日，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来常

熟图书馆调研基层公共文化发展情况，苏州市委副

书记陈振一、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

任缪学为，常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潘志嘉、常熟市文广新局局长吴伟、常熟

市文明办主任吴文进等陪同调研，常熟图书馆馆

长李向东作详细汇报。

王燕文一行先后考察了２４小时自助图书馆、

借阅部，详细了解了馆藏分布、数字建设、惠民服务

等情况。在二楼阅览室，王燕文饶有兴致地察看了

图书馆馆藏的《徐兆玮日记》、《虹月归来图》。《徐

兆玮日记》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可谓是清末民国地

域性百科全书。２００４年被列入国家清史工程文献

整理项目，２０１３年由黄山书社排印出版，为晚清史

及民国史的研究学者提供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虹月归来图》描绘的是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传人为

防止珍贵书籍散佚，将分藏在各处的图书运回故里

的场景，叶昌炽、翁同騄等明贤分别为之题跋。

王燕文对常熟图书馆在继承传统文化、创新服

务方式、推进全民阅读中作出的努力给予充分肯

定，并鼓励大家在挖掘、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做

出新的探索，要把文化做细、做透彻、做到人民的心

坎里。

图书馆党支部获评苏州市先锋基层党组织

７月，常熟市图书馆党支部被苏州市委命名为

“先锋基层党组织”，为庆祝建党九十四周年献上了

一份厚礼。

近年来，图书馆党支部在文广新局党委的领导

下，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努力提升党员队伍素

质，不断完善党建工作机制，探索创新党建工作思

路，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一是注重班子团

结协作，发挥高效整体合力。现有领导班子年龄、

学历、专业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平均年龄为４１岁，

领导班子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团结协作，坚持每周

馆长例会制度和中层干部双月工作会议制度；二是

注重党员队伍素质，激发创先争优动力。建立“党

·６５·

简　　讯　　　　 　　　　 　　　　　　　 　　　　　　　　　　　　　　　　苏图通讯２０１５．９



员示范岗”，充分利用“党员专家零距离服务”、“道

德讲堂总堂”、“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等特色阵地，

开展公益讲座、公益展览等活动；三是注重工作机

制完备，提升党建创新活力。建立健全党员《承诺

践诺评诺制度》、《党员学习培训制度》、《服务型党

组织工作制度》等一系列党建工作制度；四是注重

作风建设实效，塑造文明服务形象。常熟市图书馆

被评为“十佳基层站所”，２４小时自助图书馆被评

为“作风效能建设创新项目”，“阅读推广人”培育行

动、“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等实践在图书馆界

产生较好反响；五是注重党群干群密切，坚持成果

共享制度。党支部定期开展读者座谈会、特聘专家

座谈会等，主动采纳合理化建议，赢得广大群众的

信赖、拥护与支持。

“苏州市先锋基层党组织”荣誉的取得，既是对

图书馆党支部工作的肯定，也为今后工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今后，图书馆党支部将以此为契机，继续

按照“五个好”要求，厚植“先锋”思想，使基层党建

不断强起来。

本馆组织《图书馆活动原理与阅读推广工作深化》

专题讲座

在当今全民阅读氛围向好的大环境下，阅读推

广活动在引领阅读事业发展、推进全民阅读、创建

学习型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力愈加彰显，为更好地提

升常熟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水平，本馆特邀上海图

书馆研究馆员王宗义于７月１３日在报告厅作《图

书馆活动原理与阅读推广工作深化》专题讲座，常

熟图书馆全体职工以及全市基层图书管理员参加

了讲座。

讲座中，王宗义老师从图书馆活动原理再认

识、阅读推广工作深化途径探索两方面内容展开详

细阐述。首先，王宗义老师从文献社会化管理／信

息管理自动化、文献、信息、知识等基本概念着手，

简明扼要地描述了“什么是”现代图书馆活动，在对

公共图书馆社会服务与专业咨询机构个性化服务

差异等现实情形做出剖析后，解答了“为什么”要对

现代图书馆活动原理进行再认识，接着，王宗义老

师借传统藏书活动于近代图书馆专业活动的重大

差异、近代以来图书馆活动的基本内容、当代社会

阅读推广助理参与者等话题，引出阅读推广工作到

底应该“做什么”的探讨，最后，王宗义老师围绕应

用规模有序的文献资源，组织图书馆专业化服务这

一主题，对图书馆员提出了应当“继承传统藏书家

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专业能力的要求，并就“怎

么做”才能将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进一步深化和完

善，提出了极具可行性的建议。

持续了近两小时的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

结束，王宗义教授生动详实的授课内容不仅使图书

馆工作人员们对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内涵

和外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还对我馆在今后的阅

读推广工作、活动方面的理论实践创新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本馆举办常熟市农家书屋图书管理员业务培训班

８月１０日，常熟图书馆特邀苏州图书馆流通部

主任刘鑫老师在报告厅作《农家书屋管理员工作特

点和具体要求》专题讲座，对常熟市农家书屋图书

管理员进行业务培训，常熟图书馆全体职工以及全

市基层图书管理员参加了培训讲座。

讲座中，刘鑫老师从农家书屋建、管、用现状及

发展前景，农家书屋管理员业务操作实践两方面内

容展开详细阐述。首先，刘老师从农家书屋的起

源、定义、标准、现状、发展等概念着手，总结了当下

苏州市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利用中存在的如资源

更新难，管理员缺位、管理服务不规范等现实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接着，刘老师就农家书

屋管理员的岗位职责、工作特点、素质要求及队伍

建设作了详细的阐述，并结合自身在苏州图书馆和

相城区图书馆所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传授了图书

分类、上架、排架等实用小技巧。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在场的图书管

理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使自己更加深入地了解、

掌握了农家书屋的相关知识、管理方法及业务技

能，为今后更好地开展基层图书管理服务工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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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未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高层论

坛在常举办

９月２０日，“历史与未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

与发展高层论坛在常熟举办。

此次论坛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常熟市人民政府

主办，市文广新局、常熟图书馆承办。文化部公共

文化司巡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刘小琴、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

力、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图书馆馆长吴

建中、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主任、北

京大学李国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

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中国图书馆学会

副秘书长仲岩、浙江图书馆馆长徐晓军、青海省图

书馆馆长张景元、江苏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处长束

有春、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图书馆副

馆长全勤、苏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徐春宏、苏州市

图书馆学会理事长、苏州图书馆副馆长金德政、中

共常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潘志嘉等领导出席论坛

开幕式。全国知名图书馆馆长、专家、学者共同探

讨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方向与创新服务。开幕

式上播放了大型纪录片《书香》的片花，这部由常熟

市委、市政府投资，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七集纪录片，

以虞山藏书派为切入点，由点及面，生动翔实地讲

述了一段文化与书、文化与流的历史故事。

开幕式上，主办方还向市档案馆、市方志办、常

熟理工学院图书馆、虞山镇、古里镇、江苏省常熟中

学、常熟市中学、石梅小学等单位赠送了“百年常

图”丛书。该丛书根据常熟图书馆诞生至今１００年

的历程整理编辑，包括《常熟图书馆志》《常熟图书

馆史》《常熟藏书史》以及《读书台（“百年常图”增

刊）》等，目前已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

“图书馆＋”闯出一片新天地———常熟图书馆创新

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

一年前，摆在常熟图书馆面前有这样一个难

题：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形式是总

分馆制，然而，常熟市、镇、村（社区）三级图书馆服

务网络已经建立完善，图书馆下一步该怎么走？

在新世纪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常熟

图书馆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

机，以弘扬名城文化、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城市

为目标，不断增加投入，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效

能，扎实推进图书馆总分馆建设。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

市、镇、村三级投入，于２００７年全市２００多个行政

村实现文化共享工程村村通全覆盖，市图书馆成为

全省首批的全国文化共享工程支中心，支塘镇蒋巷

村被评为全国文化共享工程示范点。２００８年，《常

熟图书馆乡镇分馆建设与管理实施细则》由市委、

市府办转发。２００９年，全市１２个镇、街道办事处全

面建成常熟市图书馆分馆。总分馆实行图书统一

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图书异地借还、通借通

还，联网检索。２０１１年以来，各镇分馆达到统一开

放时间、统一业务标准、统一服务平台、统一管理制

度，资源建设费由原来的３万元增加到５万元。

２０１２年，村级图书室全面安装图书管理软件，与市

图书馆联网，并对全市村级图书室藏书进行回溯建

库，试行“城乡阅读一卡通”运行模式。２０１３年，市

图书馆图书流动车开展流动服务。２０１４年，积极推

进将农家书屋纳入县及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工

作。

经过“试点引领”、“全面推进”、“完善提升”的

三步走战略，常熟实现了三个全覆盖：市图书馆乡

镇分馆全覆盖；全市村级图书馆（室）全覆盖；文化

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全覆盖。市、镇、村（社区）三

级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见成效，呈现资源共建共

享、城乡服务均等的新格局。

常熟图书馆奋发有为是有成效的，敢为人先也

是出了名的。作为我国基层公共图书馆的佼佼者

和领头羊之一，常熟图书馆不满足于在总分馆和各

项服务创新领域已取得的“成绩单”和“功劳簿”，总

是在“百尺竿头”谋求更进一步。

这个难题其实也是国内许多公共图书馆面临

的普遍问题。如何突破发展中的瓶颈，如何破解发

展中的难题，常熟图书馆馆长李向东带领班子一起

思考，开始了“图书馆＋”的探索与实践。

探索之一：突破总分馆纵向的“金字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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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横向社会机构联合发展，产生“图书馆＋组织”的

新型分馆。

总分馆建设的十年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按照国

内普遍的总分馆模式，始终是在行政区划“金字塔”

上做文章，并且随着行政区划的合并与撤消要进行

分馆调整，带来一些不稳定和不均衡的问题。于

是，常熟图书馆开始探索与社会力量结合的方式，

实践“图书馆＋组织”的新模式，既有“图书馆＋机

关”，如市委组织部分馆等；也有“图书馆＋企业”，

如阿特斯图书室等。在今年第八届常熟阅读节期

间，常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３０多万，联合常熟

市图书馆共同打造了开发区自助图书馆。至２０１５

年６月，共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学校、军营等

分馆２３个，服装城、国税局、海关、琴湖小学、空军

雷达部队以及虞山镇各管理区分馆建设成效显著，

亮点纷呈，在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市

图书馆还选择儿童福利院、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看

守所等单位，建立流通服务点４６个，为弱势群体和

特殊群体提供免费阅读服务。

“图书馆＋组织”模式不仅使图书馆进入公共

组织和企业之内，而且使服务深入到组织成员，取

得了原有总分馆无法达到的效果。市图书馆与政

府部门、社会团体以及企业广泛合作，与市委组织

部联合推出党员专家零距离服务，向全市４３个基

层党组织发放２万张党员阅读卡；与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创办“市民课堂”、“道德讲堂”举办各类公

益讲座；与团市委联合开办常熟市青年社区学校，

免费为青年提供文化艺术综合素质培训；与市纪委

联合推出清风书屋，营造廉政氛围。同时，通过联

办、协办、赞助、企业冠名等方式，组织“农行杯”全

市青年革命诗歌朗诵大赛、“天堂卡通杯”常熟市童

谣吟诵大赛等，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实现了双赢

多赢。

探索之二：突破图书馆固有的公共文化圈子，

加强与高校深度合作，产生“图书馆＋教育”的联盟

合作模式。

近年来，市图书馆在全省率先与高校图书馆开

展校地全方位深度合作，利用常熟理工学院东南校

区新图书馆优越的载体，建立了“三中心”。一是常

熟市科技文献信息查询中心，集科技文献信息、阅

览、咨询于一体，为企业提供科技动态、工业技术、

产品标准、发明专利等方面的服务。二是常熟地方

文献阅览研究中心，集地方文献征集、阅览、研究于

一体，为本地区及相关城市服务。三是常熟公共图

书馆流转服务中心，集图书采编、配送、流通于一

体，为全市各分馆、基层图书流通服务点提供资源

保障，承担全市基层图书馆的业务指导、辅导职能。

“图书馆＋教育”的这种联盟合作，把高校拉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中，让文化充分利用了教育资

源，有利于实现全社会资源共建共享、成果共创共

享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目标。

探索之三：突破图书馆不入商业场所的“藩

篱”，大胆尝试与商业组织合作，产生“图书馆＋场

所”的新型分馆。

哪个地方聚人气，那儿就是图书馆进驻的目标

场所。常熟图书馆对城市的各个街区进行考察，象

麦当劳和肯得基选址一样，精心挑选图书馆的合作

目标。

“图书馆＋茶室”———望虞台分馆。望虞台为

市政府２０００年十件实事工程之一———尚湖拂水堤

工程的一部分，“望虞台”茶室地点好、人气也旺。

今年１月２８日，常熟图书馆就在这里建立图书角，

配有书刊２０００余册。茶室装置优秀的书架和书刊

后，与优美的尚湖景致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吸引了

更多的人到这里品茶读书，沉浸在书香氛围之中。

“图书馆＋咖啡屋”———西城楼阁分馆。西城

楼阁位于常熟古城西部、虞山东麓，与城垣和阜成

门毗邻，早在明清时代就已是名闻遐迩的“虞山十

八景”之一。今年４月１７日，由常熟图书馆联合虞

山风景区管理处和七溪流水咖啡吧共同打造的西

城楼阁书屋建成启用。书屋就座落于西城楼阁景

区中的“大石山房”内，这是一处由明正德年间著名

的藏书家顾元庆所建的古藏书楼，经过店主精心挑

选和设计的饰件错落有致地摆放在书屋内，风格古

朴儒雅，处处体现出书香文化和建筑细节相融的美

感。有了“图书馆＋”，古藏书楼又有了书香，重放

惠民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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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风景区”———四景小院书屋。尚湖

风景区的四景小院可四面观景。图书馆在这个小

院内设的“尚湖书屋”去年１０月２２日向市民开放。

书屋有图书１３４８册，种类涉及企业管理、励志教

育、专业知识、人文社科、世界名著等多个方面，既

可供阅览，也可凭图书卡借阅。游玩在这里点一杯

饮料，读一本图书，听音乐观风景，写张明信片，畅

想一下午的欢乐。

集自然风光、茶室、咖啡馆、风景区、书屋为一

体的“图书馆＋场所”，是常熟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体系和探索民营企业融入书香城市创建

的新尝试。这些“图书馆＋场所”的建成启用，为全

市爱好茶文化、咖啡文化、旅游文化和书香氛围的

市民提供了极好的去处，让“悦读”成为了市民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存在。

“要突破，就不能走老路，必须打破常规，创新

服务模式。李克强总理的‘互联网＋’为我们的探

索找到了答案。我们突破图书馆自身原有的小圈

子，以书为媒，与社会广泛结合，不就是‘图书馆＋’

吗？”李向东馆长这样说。

“图书馆＋”服务模式带来更大更强的图书馆

服务效能和走向普遍均等的惠民之路。至２０１４

年，全市公共藏书达到２３５多万册，发放市民卡１１４

万张，年接待读者１３７万人次，年图书借阅２８１万

册次。市、镇、村、社区公共图书馆（室）使用面积达

到４１６７３平方米，其中镇分馆７０００平方米，村（社

区）１４６７３平方米。镇、村（社区）图书馆（室）配置

电脑、服务器２５００多台、投影仪等播放设备３００多

套。一批批功能完备、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分馆和流

通点，吸引了更加广泛的群体走进图书馆、利用图

书馆。

在常熟市，总分馆、“四位一体”和“图书馆＋”

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创新的三级跳。在实现文

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总分馆体系建设全覆盖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市镇总分馆的资源优势、技术优

势和服务优势，全面推进村级图书室的建设。２０１０

年以来，多部门联手建立农村图书室、农家书屋、文

化共享工程、党员远程教育“四位一体”综合文化信

息服务中心，全市２３２个行政村已全部实现。从总

分馆到“四位一体”的跨越，解决了基层图书馆服务

体系最大的难点在农村的问题，而目前从“四位一

体”到“图书馆＋”的跨越，真正实现了社会细胞的

图书馆化和图书馆的泛在化。有了“图书馆＋”，老

百姓才真正有了身边的“便民文化超市”。

思想的碰撞 智慧的火花———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

与发展高层论坛专家研讨精彩纷呈

９月２０日，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高层论

坛在常熟图书馆拉开帷幕，论坛以“历史与未来”为

主题，全面回顾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历

程，深入探讨未来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走

向。论坛期间，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

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专家委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中

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分

别围绕“十三五”文化规划、县域图书馆服务创新、

公共图书馆未来发展趋势等内容作主题演讲。

巫志南对中长期文化改革发展形势进行了探

讨，分别从中长期文化发展特点、方针、中长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长期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等

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度分析。

李国新提出：“县域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以提

升服务效能为目标，而提升服务效能有三大要素：

称职的管理者、达到‘临界标准’的资源保障、以效

能为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工作的突破口是公共

文化与科技融合。”

吴建中围绕“图书馆发展的下一个十年”作了

专题演讲。他指出：“根据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５日报道，２０２０年我国数字出版销售额将占整个

出版产业的５０％。数字出版销售额超过纸质出版，

就意味着人类真正进入了一个数字化的时代。”

研讨会上，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图

书馆副馆长陈力作了总结发言，陈力表示，研讨会

邀请各位专家和同仁，着眼于“历史与未来”，共同

研讨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历程与创新，对探索中国

图书馆事业发展特色、促进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

将产生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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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图书馆活动简讯

２０１５年度全国少年儿童经典讲读、诵读大赛张家

港赛区（成语故事专场）圆满结束

７月２５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主办的“２０１５年

度全国少年儿童经典讲读、诵读大赛张家港赛区

（成语故事专场）”比赛圆满结束。参赛小选手以讲

读为主，同时运用布景、服装、道具、音乐等辅助手

段表演再现经典成语故事情景，在比赛中拓宽阅读

视野、了解历史、通达事理、学习知识，传承时代精

神，塑造完美人格。

本次比赛从７月１７日起至７月２５日止，共有

１１８名小选手参加比赛，其中幼儿组３４名，小学组

８４名，经过５场初赛，１场总决赛之后，评出幼儿组

一等奖４名，二等奖３名，三等奖３名；评出小学组

一等奖７个，二等奖８个，三等奖８个。一等奖选

手将拍成参赛视频参加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的

全国比赛。

市图书馆积极开展“七彩夏日”未成年人主题活动

随着暑期的到来，市图书馆也迎来了人气高

峰。为给广大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提供

假期实践的平台，市图书馆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

“七彩夏日”主题活动，引导青少年过有意义的假

期。

一是引领阅读之风。７月２１日，张家港市图书

馆２０１５“七彩夏日”青少年快乐读书班正式开班，２６

位小学员在志愿老师的带领下，上了第一堂课“了

解二十四节气”。每年暑假，市图书馆都要为来馆

小读者打造品牌阅读课堂，“七彩夏日”青少年快乐

读书班已成功举办了四期，毕业小学员近百名。活

动以９至１４周岁青少年为对象，开设民阅读知识、

读书交流、参观体验等趣味课程，通过阅读、导读、

讨论和分享，鼓励青少年持续阅读、学习成长。

二是深化志愿活动。作为全市志愿服务基地

之一，市图书馆积极为广大青少年提供安全、优质

的假期锻炼平台。“精彩假期？暑假”文化志愿者

活动以在校大、中、小学生为主，以“服务他人，锻炼

自己”为宗旨，组织他们来馆开展文明秩序引导、阅

读导读、图书整理等实践活动。２０１５年暑假首期

３０名小志愿者已通过培训上岗，成为图书馆最活跃

的身影。

三是开展结对共建。市图书馆还与各类社会

公益组织合作，开展假期结对共建活动。如７月上

旬，与乐余高中“小作家苗圃”合作，开展市图书馆

参观体验活动，培养“小作家”们的图书馆意识；与

江苏科技大学合作青年志愿者合作，开展“真人图

书馆”活动，邀请嘉宾讲述张家港发展经验，探寻张

家港精神；积极参与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周六课堂”

志愿讲师团，讲解身边青少年的榜样故事，向同学

们传递成长正能量。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在全国率先采用指纹借阅

日前，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率先在全国公共图书

馆系统采用图书馆自动化指纹借阅系统。

指纹借阅系统主要面向０到８周岁的儿童，由

于符合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特点，一经推出就受到了

小朋友的热烈欢迎。刚满３岁的金豆豆小朋友在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体验了一把指纹借阅，成功借

到一本故事书后，她举着手指兴奋地跟妈妈说：“明

天还要来借书，还要带好朋友一起来。”

据了解，这套指纹借阅系统由该馆组织技术骨

干自行研发。一是使用便捷。只要成功采集指纹

并完成指纹绑定，就可以通过验证指纹方式借阅图

书。由于无需市民卡（或读者证），家长也不用再担

心孩子们丢“卡”。二是富有趣味。不同于以往借

书过程需要在家长或者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完成，只

要自己动动手指就能借到想看的图书，对于小朋友

而言，是一种有趣的体验，也大大增加了他们对借

阅图书的兴趣。三是兴趣激励。指纹借阅的推出

有利于吸引儿童走进图书馆，从而激发他们的阅读

兴趣，从而养成良好的阅读意识和习惯，是市少儿

图书馆丰富儿童阅读体验的又一有力举措。

省“书香城市”试测试评工作组对我市“书香城市”

建设工作进行检查考核

·１６·

苏图通讯２０１５．９　　 　　　　 　　　　　　　　 　　　　　　　　　　　　　　　　　简　　讯



９月１６日，省全民阅读办王建萍处长带领省

“书香城市”试测试评工作组对我市“书香城市”建

设工作进行检查考核，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芳

接待了测评组，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领导孙建

忠全程陪同考察测评。

在“书香城市”试测试评工作汇报会上，省测评

组观看了张家港“书香城市”建设专题片，并听取了

专题汇报，随后仔细查看了书香城市建设台账资

料，并分两组到市图书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市新

华书店、东莱街道文体中心等地通过实地考察、问

卷调查等方式进行测评。在细致的测评工作之后，

测评组对我市“书香城市”建设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我市的创建工作对全省“书香城市”测评工作

的开展很有启发。

近年来，张家港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

省关于全民阅读的部署要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以提升市民思想道德、科学

文化素养为目标，以广泛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为

抓手，有力有序推进书香城市建设。一是创设一套

指标体系，即国内第一个覆盖城乡、重在建设的“书

香城市”建设指标体系；二是筑牢开展全民阅读状

况“基线调查”、构建城乡一体、公益普惠的阅读服

务平台两大基础工程；三是实现与“网格化”公共文

化服务、与精神文明创建、与监测评估三个相结合；

四是突出“提倡数字阅读、注重分类引导、提供便捷

化阅读服务、有效激发民间阅读推广力量”四大鲜

明导向；五是坚持“城乡一体、公益普惠，政府主导、

广泛参与，科学规划、重在建设，多维结合、逐步推

进，创新引领，示范带动”五个基本原则。实现了

“四个全国首创”，首创覆盖城乡的书香城市建设指

标体系，首创分众化全民阅读引导机制，首创民间

阅读推广人资格认证制度，首创试点建设２４小时

图书馆驿站。２０１３年，张家港市被命名为首批江

苏省书香之县（市），书香城市建设指标体系作为全

省县（市、区）唯一项目荣获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创新奖，“‘书香之县（市、区）’测评指标”项目入选

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２０１４年度入库项

目。

昆山市图书馆活动简讯

闭馆日打响突击战

每月１０日，是昆山市图书馆闭馆升级系统、维

护设备的日子，各区镇图书馆因此而闭馆休假。

陆家图书馆本年度添置的４７００册新书日前已

加工完毕，亟待上架与读者见面。为既不影响正常

开馆，又能及时让书到位，７月１０日，陆家图书馆打

响了一场突击战。

上午九时许，工作人员首先将书架上借阅率不

高、甚至根本无人问津的那些大部头闲书剔除出

来，腾出空间让位给新书。一本书的分量是有限

的，但双手夹住几十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还是颇费

力气的，且需连续不断做踮脚、弯腰等动作，十分累

人，大家抱着一个信念，合力奋战，彼此配合默契地

忙碌着，一股足气就按事先的部署整理完毕。此

时，他们的额头、后背上早已汗涔涔的了，但无人叫

苦喊累。

首战告捷，虽累犹酣。

紧接着，他们马不停蹄地开始将替换下来的书

打包、入库。要将大小不一、厚薄不匀的书打包好，

既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也需要相当的体力。打包过

程中，程杰的左手食指给包扎带勒开了一道口子，

贴上创可贴照干不误；褚福海的左手中指上起了水

泡，默不作声坚持战斗；年近古稀的陆根元老当益

壮，不甘落后，打捆了一包又一包。累了，出去透口

气，渴了，喝上几口茶。从午饭后起，他们几乎没有

停歇，连续苦战，到傍晚时已将五千多本书捆扎得

严严实实，并送进仓库，堆放好。到晚饭前，尚剩少

部分书需要打包，是改日再做，还是趁热打铁？很

快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加班干完。匆忙吃了口晚

饭，他们立马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晚８：４０，他们带

着胜利的喜悦消失在蒙蒙细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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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书虫实验室———神奇的摩擦力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现象都可以用物理

原理来解释。在７月１９日的下午的小书虫实验室

活动里，我们的老师就带着孩子们亲眼“目睹”了摩

擦力的作用。

活动开始，我们的老师通过生活中常见的现

象，让孩子了解力的存在，以及作用。随后，老师通

过３个简短的小实验，带着孩子们发现摩擦力，认

识摩擦力。

第一个实验是《筷子的神力》通过筷子和大米

之间产生的摩擦力，孩子们可以轻轻松松用一根筷

子提起一杯大米。第二个实验是《瓶子赛跑》，为什

么装着同样质量不同物质的两个瓶子“跑”起来有

快有慢？在我们的实验中，孩子亲手试过以后，得

出了装水的瓶子跑得比装沙子的瓶子更快的结论。

因为沙子和沙子之间存在摩擦力，沙子与瓶子之间

的也有摩擦力。第三个实验是《分不开的书本》。

我们轻松的把两本书的书页一页隔一页夹在一起

以后，小朋友们无论使再大的劲都无法把它分开。

因为书页之间产生了摩擦力。

从这些小实验我们发现了两个神奇的原理：第

一点是摩擦力大小跟作用在物体表面的压力有关，

表面受到的压力越大，摩擦力越大。第二点是摩擦

力大小和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 ，接触面越粗糙，

摩擦力越大。

小书虫实验室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可以通过这

种有趣的小实验来了解更多科学知识。

我馆获得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共享工程培训工作优秀

组织奖

日前，江苏省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心发文公布

“２０１４年度江苏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培训优秀

单位和先进个人”获奖名单，我馆获评“优秀组织

奖”。

我馆在２０１４年度培训工作开展中，共组织文

化共享工程基层点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农村实用人

才培训、农民工培训少年儿童、城镇居民文化生活

培训等形式的培训１８８余场次，累计参加１６６９４人

次。此项荣誉是对我馆共享工程培训工作的肯定

和认可，今后我馆将加大文化共享工程培训力度，

以区镇（街道）基层服务点培训为基础，植根于基层

群众，广泛地拓宽培训渠道，开展各种形式的讲座

培训，将优秀的文化资源和培训延伸到各行各业的

触角中。

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昆山图书馆举办抗战胜利

７０周年专题活动

９月３日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周年，为配合这一重大纪念活动，努力弘扬抗战

精神，深切缅怀抗战先烈，再现军民英勇的抗战历

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昆山图书馆举办了系列

专题活动。

此次活动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为主题，开展了“忆先烈、致和平”诗文朗

诵会、“讴歌伟大胜利，铭记红色历程”集邮展、昆山

锦溪人民抗战图片展、“我爱阅读”知识有奖竞答—

抗日战争专题，“抗日邮话”专题讲座、抗战影片播

放等一系列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营造了浓

厚的爱国氛围，唱响了爱党爱国的时代主旋律。

昆山图书馆举办“百米长卷 共绘中国梦”主题绘画

活动

９月２０日上午９：３０，昆山图书馆门口已经有

许多位家长带着小朋友等候在广场上。本周我们

为热爱绘画的小朋友准备了一次主题绘画活动，围

绕“中国梦·我的梦”这一主题，小朋友们将在老师

的指导下，在百米长卷上进行绘画创作。

活动开始之前，老师们把准备好的画笔、颜料、

调色板分发给每位小朋友。老师围绕“中国梦·我

的梦”主题对小朋友们提问，启发小朋友的思维想

象，加深他们对主题的认识。然后小朋友们拿起画

笔开始创作，尽管他们的绘画笔法或娴熟或稚嫩，

但是每个小朋友都在用心的描绘着心中的梦想，自

由表达着他们对于祖国，对于未来，对于希望的理

解，每幅作品都充满童真，寄托着他们的希望与梦

想。

经过１个小时的绘画创作，我们的百米长卷已

经填满了孩子们彩色的梦想。几乎每个小画家完

成作品以后都要求与作品拍照留念，记录这次有意

义的追梦活动。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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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市图书馆活动简讯

《阅读点亮童心》儿童画展在图书馆举办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０日，由东方娃娃国际教育，太仓

市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大型展览：《阅读点亮童心》

儿童画展在图书馆一楼展厅开展。

书籍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人类走向光辉

灿烂未来的基石。本次活动以新颖活泼，形式多样

的读书活动为载体，激发家长、老师和幼儿的读书

兴趣，让每一个孩子爱上阅读，让每一位家长参与

阅读。让阅读成为孩子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让

孩子与父母亲一起共读一本好书，感受愉悦的心

情，共享读书的欢乐。通过孩子手中的画笔，表现

出阅读过程中的心境，并绘画出孩子脑海中闪现的

一幅幅跳动的画面。激发孩子阅读的兴趣，提高孩

子无限的创造能力。阅读点亮童心，绘画伴随成

长。本次展览将持续至８月１日，欢迎广大市民前

来观赏。

《阅读的力量———亲子阅读ＡＢＣ》讲座在太仓市图

书馆举办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８日，由太仓市图书馆主办的娄

东大讲堂《阅读的力量———亲子阅读ＡＢＣ》讲座在

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讲座邀请到了中国阅读

学会少儿阅读部主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万宇教

授来为市民们开讲，２００多位市民参与了本次讲

座，全场座无虚席。

万教授以“什么是阅读？”为讲座切入点，强调

了阅读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她说，阅读中，儿童

听读及相伴随的思维、智力的发展，对阅读过程中

形音义的结合，儿童的语言意识的培养以及由口头

词汇到书面词汇的过渡，从听、到读、到写的自然过

程等正是儿童阅读能力培养的奥秘所在。接着，万

教授分析了亲子阅读的目的。她坦言，从与孩子的

亲子阅读开始，从让孩子感受体验生活开始，为孩

子开启观察世界的大门，他们会发现世界真的很

美。在阅读中，孩子与家长是共同受益、共同成长

的，亲子阅读不仅是一种教育方式，而且是一种生

活方式。最后，万教授指出家长在培养孩子良好阅

读习惯中所需要做的功课，即拥有陪伴儿童缓慢成

长的心情、支持儿童兴趣的资源站、自身良好的阅

读习惯，以及创设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等等。

讲座得到了广大市民们的一致认可，图书馆也

将在８月份继续举办各类名家讲座，８月２２日，由

中国著名天文学家葛永良前来开讲，主题为《教你

用望远镜去看星星》，８月２９日由中国著名美学家

潘知常来跟市民们聊聊《青春红楼———红楼梦中的

少男少女》，欢迎广大市民届时光临。

图书馆举办汉字书写智多星活动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８日下午，由少儿读者俱乐部和

市启航中心共同举办的“汉字书写智多星”比赛在

四楼东仓书库火热开展。２８位小朋友们被分为７

组，每组４名进行汉字书写比拼。比赛方式是以车

轮战进行，通过老师电脑上展示的ＰＰＴ上的拼音

及口述的词条解释在白板上正确写下其汉字后，才

能继续书写下一题。若其小组中某一位小朋友写

错或者空白即淘汰，换下一名队员上场，坚持到最

后的队伍获得胜利。于是一名名选手整装待发，拼

尽全力……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和激烈的角逐，最

后第三小组获得了胜利并获得了丰厚的礼品。其

他小朋友们均获得了一份纪念奖。通过这个活动

汉字书写比赛让孩子们在竞技中学习知识，领略汉

字之美。让他们在快乐寒假的同时巩固课本知识，

并收获友谊。今后，少儿馆还会联合社会更多公益

中心举办类似这样的活动，特别是对社会留守儿童

的关爱，会继续办下去。

《雅致评弹———盛小云带你聆听中国最美声

音》在图书馆举办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日，由太仓大剧院、太仓市图书

馆主办的娄东大讲堂《雅致评弹———盛小云带你聆

听中国最美声音》讲座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

讲座邀请到了苏州评弹演员，江苏省苏州市评弹团

副团长，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

席、曲艺家协会主席盛小云来为市民们开讲，２００多

位市民参与了本次讲座，全场座无虚席。

盛小云出身苏州评弹世家，先后拜邢晏芝、蒋

云仙为师，她嗓音甜润，运腔委婉自如，说唱俱佳，

擅唱俞、丽、蒋等流派。９８年盛小云赴台湾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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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５０年来祖国大陆评弹团在台湾的第一次公

演。盛小云被当地媒体称为“道地的苏州美女”，苏

州评弹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声音”。在讲座过程中，

盛老师为市民们生动的讲述了什么是评弹，苏州评

弹的由来，之后更是用不同的唱腔诠释了评弹的流

派，其优美婉转的唱功深深吸引了在场所有人

讲座得到了广大市民们的一致认可，图书馆也

将在８月份继续举办各类名家讲座，８月２２日，由

中国著名天文学家葛永良前来开讲，主题为《来看

星星的你》，８月２９日由中国著名美学家潘知常来

跟市民们聊聊《青春红楼———红楼梦中的少男少

女》，欢迎广大市民届时光临。

“书香大碗茶”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

８月６日晚七点，太仓市图书馆以“回馈城市建

设者，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

为主题于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开展“书香大碗茶”活

动。本次活动以接待外来务工人员观看抗战电影

以及赠送图书和消暑用品的方式，在这炎炎夏日里

为建设者们送去一丝清凉，同时宣传伟大的爱国主

义精神。

活动放映的抗战题材电影为２０１４年年底上映

的《智取威虎山》，我馆工作人员与外来务工人员一

起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电影结束后，由我馆工作人员向城市建设

者们赠送各种生活类刊物以及盐汽水、风油精及毛

巾等一系列消暑用品。我馆还特意为城市建设者

们准备了西瓜，以备其清凉解渴。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建设者们热情度极高，反响甚佳。活动于当日

晚九点半完美谢幕，最后全体人员拍照留念。

此次“书香大碗茶”活动主要是为了反馈辛勤

的城市工作者，关心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通过开展

这次的活动，我们希望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能深刻感

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关爱，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城市

的工作、学习与生活中去，为城市的建设与社会的

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图书馆举办成语故事大赛

２０１５年８月９日，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开展了

成语故事大赛的比赛。上午是幼儿组，一共１７个

参赛队伍，他们个个有备而来，服装、音效等等一应

俱全。小朋友们用自己精彩的表演为现场的观众

们演绎了一个个精彩的成语故事。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精彩角逐，在评委老师们公平公正的评比后产

生了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

下午是少儿组的比赛，比幼儿组的更加精彩、

更加激烈，２１个参赛节目风格各异，不仅有“百家讲

坛”式的风趣幽默，也有生动活泼的成语剧改编，小

选手们个个精神饱满，表现力十足，把故事中的人

物形象生动的展现在观众面前，博得了台下观众的

阵阵掌声。２个小时的比赛结束后，由评委老师颁

出一等奖二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六名。并由太

仓市文明办的李科长及青少年活动中心的陈部长

为获奖选手颁奖。

这次比赛不仅让小朋友们更深入的了解了成

语故事的意义，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平

台，更好的锻炼自己。

第五届“绘本奇遇记”———绘本剧大赛简讯

我们都知道绘本剧与其精美的装饰，美轮美奂

的图画，精彩的情节以及意味深长的哲理深深的吸

引着小朋友们，在今天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２号由太仓市

图书馆和天才宝贝早教中心一起举办的绘本剧比

赛开幕了，舞台上，家长和孩子们绘声绘色、惟妙惟

肖的表演不时引来台下观众们阵阵笑声和掌声，亲

子默契的活动场面让台下的观众感动。在比赛中，

有令人感动《彩虹色的花》、有舞台感觉很美的《三

只小猪》、有剧情扣人心弦的《守株待兔》……家长

和孩子们那种积极参与、亲子默契的表演热情，让

现场所有人强烈感受到了绘本表演给孩子和家长

带来的愉悦。本次比赛根据绘本的选材、表现形式

等进行评分。比赛设一、二等奖和三等奖。

本次的亲子绘本剧比赛，促进了家园间的交流

学习，通过符合儿童特点和幼儿喜欢的亲子绘本剧

表演的方式，生动地展现绘本内容，融入故事，走进

人物，获得真切的体验，为孩子和家长提供了一个

表现自我、展示才华的舞台，增进了亲子间的情感

交流，让家长与孩子共享亲子合作演绎绘本所带来

的快乐。而家长们通过这个平台也树立了科学的

阅读理念和掌握一些阅读的方法———阅读除了看、

听、说等，其中表演也是一种生动的阅读形式。“孩

子的童年需要文学的浸润，用表演的方式来演绎文

学，将会是孩子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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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活动简讯

解读绘本 体验纯真———吴江图书馆“彩虹使者”走

进九里湖“四位一体”中心

绘本中精美生动的画面和简练易懂的语言给

孩子提供丰富想象空间，生动的画面、简单的文字，

深刻的教育内涵，让孩子们懂得了人生的哲理。７

月２１日，吴江图书馆“彩虹使者”走进九里湖“四位

一体”中心，举办题为“青蛙费洛格”的儿童故事会

活动。

活动中，温馨的氛围、生动的绘本故事，充分吸

引了孩子们的眼球。“彩虹使者”对绘本人物的剖

析、引导性的提问，使孩子不由自主融入到故事里，

对故事情节展开了丰富的联想。绘本故事让孩子

们学会如何面对成长的烦恼，勇于面对困难，战胜

困难。“彩虹使者”将幼儿的“兴趣”和“生活经验”

相结合，使孩子们产生对故事含义的共鸣。与绘本

相结合的手工制作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气氛中感受

到阅读的快乐。

阅读是开启孩子智慧的窗，是打开孩子心灵的

门，绘本阅读则是帮助儿童开启阅读之门的最佳方

式。不断地发掘幼儿对绘本内容的纯真体验，是吴

江图书馆一直努力的方向。

加快智慧图书馆建设 推动公共文化普遍均等

随着吴江图书馆“全媒体数字图书馆”项目深

入推进，总分馆制日益完善，基层文化共享工程设

施网络布局成熟，数字化、智能化图书馆服务在吴

江已取得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吴江图书馆以现代

信息技术为支持，积极尝试智慧概念在公共文化服

务领域的运用与实践，在全区范围内提供城乡一体

化的智慧图书馆服务。

总馆一楼少儿室、二楼外借大厅进行ＲＦＩＤ图

书智能借还系统的升级改造，启用了５台自助借还

机、１台２４小时自助还书机和１台自助办证机，协

助读者完成智能借还操作。位于吴江图书馆门口

的２４小时街区图书馆开始投入使用，它基于吴江

公共图书馆数字信息服务网络，为读者带来“免费

借阅不打烊”的全新服务模式。同时，在总馆、分馆

及村服务中心安装无线上网设备，并配置多功能读

报机，方便读者阅览海量报纸杂志阅读。

今年２月２日，吴江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发布首

条消息推送，读者可以绑定读者证，随时随地接收

最新的活动信息推送、进行活动预约抢票、在丰富

的数据库支持下中享受数字阅读等。随着微信公

众号“粉丝”数量的不断增加，吴江图书馆利用微信

平台相继打造“你阅读 我买单”“约会到家”等全民

阅读推广活动，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吴江图书馆拟与高校及机关合作进行数字文

化及数字资源使用方面的培训，推行智慧阅读推广

人制度，通过培训发展一些热心公益事业、有计算

机技能的智慧阅读推广人，进行智慧图书馆的宣传

及使用指导。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智慧图书馆的信息

技术基础，而以人为本、绿色发展、方便读者则是智

慧图书馆的灵魂与精髓。吴江图书馆始终秉持着

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的信息需求，沿着书书相联、

书人相联、人人相联的发展思路，根据现代图书馆

服务发展趋势，加快智慧图书馆建设，为吴江“十三

五”公共文化体制改革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琴与萧　谱写爱的乐章———吴江图书馆志愿者为

盲人表演古琴弹奏

吴江图书馆“盲人读者俱乐部”一直积极探索

利用各种资源为盲人群体服务。为满足盲人渴求

知识的需要，７月１５日，图书馆文化志愿者为盲人

朋友们表演古琴弹奏，通过音乐让盲人感受到光

明，触摸到温暖。

志愿者为盲人读者弹奏了《普庵咒》和《石上流

泉》。为了让盲人在听的过程中能更好地感受曲目

的内涵，志愿者在弹奏之前对曲目背景进行了讲

解。代表佛教音乐的《普庵咒》，犹如天地人相互的

交融，令人自然进入清净空灵的境界，心神安静下

来。一曲结束，盲人朋友兴致依旧，志愿者又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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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石上流泉》带盲人朋友进入不一样的音乐圣地，

音节古旷和畅，清实闲逸。大家纷纷表示非常喜欢

这样的活动，盲人张建中也高兴的一展自己的音乐

才艺———用箫演绎了《草原之夜》。他说，我虽然眼

睛看不见，但在音乐的世界里，可以无限想象，仿佛

世界也变得多姿多彩，感谢图书馆带给我展示才艺

的平台，并希望有机会可以与志愿者进行琴箫合

奏。

盲人是最需要关爱和帮助的特殊群体，繁荣发

展盲人文化事业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吴江图书

馆将发掘更广阔的社会资源，拓宽盲人活动形式。

也欢迎社会各介人士及公益人士积极投身到盲人

志愿者的队伍中来，将爱继续传递下去。

首批文化基金项目“２４小时街区图书馆”亮相吴江

日前，吴江首台２４小时街区图书馆正式对读

者开放使用。这套设备由吴江区委宣传部、区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牵头，吴江亨通集团助资，开启了

我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与建设由政府主导、政府出

资向“政府引导 社会参与”的新模式转变。

占地仅２０多平方米的２４小时街区图书馆，具

备自助借书、自助还书、申办新证、图书检索、缴纳

逾期费用等几大服务功能。共有４００多本图书供

读者选阅并定期更新，无须馆员值守，通过 ＲＦＩＤ

和条形码的关联，实现了图书借阅及归还的自动

上、下架功能，为读者带来“免费借阅不打烊”的全

新服务方式。

据悉，今年亨通集团成立“亨通美德基金”，计

划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开展全区公益文化事业项目

资助，这也是吴江区设立的首个民营公益文化专项

基金。我们期待与更多社会力量展开合作，推动吴

江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建设！

爱党　爱国　爱吴江———吴江图书馆举办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暨建党９４周年系列

活动

为纪念胜利、铭记历史；传承民族精神、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吴江图书馆于７月８日拉开了

纪念抗日战争７０周年暨建党９４周年系列活动的

序幕，活动当天举办了专题讲座和党史陈列馆参观

活动。区文广新局局长金健康、区文广新局党委书

记薛建国、区文广新局纪委书记崔瑛、区图书馆馆

长杨阳等领导出席活动。

活动首先在一楼报告厅开展了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暨建党９４周年专题讲座，邀

请了区委党校副校长、“鲈乡社科大讲坛”宣讲员李

谷村前来讲授。李校长以独特犀利的观察视角、丰

富详实的现象分析，以及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对

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作了深刻分析，阐述了习李新

政所彰显的政治智慧，以及新常态下该如何应对。

既有基于宏观的深度思考，又有源于草根的全面剖

析，使全体职工进一步深刻领会了习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明确了新形势下应有的担当和作为。

讲座结束，大家集体参观了中共吴江党史资料

陈列馆，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吴江波澜壮阔的

发展历程，学习了共产党员先进代表带领吴江人民

在艰难曲折中探索、在艰苦创业中拼搏、在改革开

放中奋进的伟大实践。

吴江图书馆还将陆续开展各类活动，充分发挥

图书馆爱国主义教育窗口作用，致力于开展红色文

化教育活动，共同回忆峥嵘，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让爱的阳光洒满心房———吴江图书馆妈妈俱乐部

图书分享活动成功举行

渴望完美的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然而，

我们所经营的任何一份关系无不伤痕累累。这是

几乎令每一个人都无可奈何的矛盾。本期妈妈俱

乐部活动，我们便邀请了资深自愿者洋妈同我们温

暖分享《完美的爱，不完美的关系》这本书。

活动在三楼亲子馆的活动室举行，晚上６点

半，参加活动的２０位妈妈准时来到活动现场。期

待已久的分享在大家的自我介绍中开始了，志愿者

洋妈设置了通过自我介绍找同座活动瞬间拉近了

大家的心理距离，现场气氛轻松又美好。接着两个

参与感极强的“根据指令画图”和“找共同点”互动

游戏后，妈妈们快速的热络起来，同时也充分地体

会到了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这句话。洋妈

说个体的体验是最重要的，就像玩“掌”和“拳”的游

戏，人际关系的状态就是向外容易向内难。所以她

利用关键句的形式，从爱的意义：爱是存在，爱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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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爱的形式：绝对真爱，相对真爱，再结合身边的

事例来分享完美的爱。利用太阳乌云和八卦图来

生动呈现不完美的关系，期间源源妈妈也谈到了她

的亲身体验和切实改变，妈妈们都敞开心扉地分享

着自己的疑惑和顿悟，最后洋妈推荐了将道理融入

到生动故事中的动画片《小马宝莉》给妈妈们。

热烈的气氛，深度的交流，让与会的妈妈们收

获良多，正如书中所说，“拥抱当下的生活体验，然

后会在每一个崭新的时刻鲜活地绽放出来，那么，

我们就会温柔地做我们自己，也让他人做他们自

己。”

吴江图书馆妈妈俱乐部始终贯彻为妈妈服务

的宗旨，定期举办贴近妈妈切实需要的主题活动，

持续为妈妈们加油！

小故事，大成长—亲子绘本馆儿童故事会来了

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图书给孩子们带来的不

仅仅是陪伴，同时，它们也给了孩子们美好的童年。

很多人生的成长故事，都是在书籍中获得，所以，一

本好书对于孩子意义重大，那本期儿童故事会，彩

虹使者“小鱼儿”妈妈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听的故事，

与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绘本世界。

９月１３日晚上６：３０，２０组家庭如约而至，绘本

馆里热闹非凡。“小鱼儿”妈妈在大家期待的眼神

中开始了今天的讲述《小凯的家不一样了》和《跟屁

虫》两个故事。

《小凯的家不一样了》主要讲述的是小凯家变

化的故事，有一天，爸爸一早出去接妈妈，临走前对

小凯说：“咱们的家不一样了，它正在改变。”下面，

小凯自己在家的时候，真的发现家在变化，水壶变

成猫，沙发变成鳄鱼，水管变成蛇，还出现了一只大

猩猩！

《跟屁虫》主要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跟屁虫妹

妹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你会看到一幕幕温馨的

画面，我要做什么，妹妹就跟着做什么，虽然妹妹什

么都做不好，但是，她就是我最爱的妹妹，多么温馨

的故事啊。

小鱼儿妈妈亲切交流式的互动提问，让小朋友

们获得了极大的参与感，现场气氛空前热烈，让他

们似乎也变成了小凯，也有一个跟屁虫的小妹妹，

也和绘本世界里的小主人公们一起成长起来。接

着，最受欢迎的互动游戏“大风吹”，依然吹起了现

场大朋友，小朋友的热情，让家长们童心四起，让孩

子们玩得尽兴。

会后，不少妈妈都表示在关起门来的亲子阅读

之外，还想带给孩子更多的同伴阅读体验，爸爸妈

妈给大家讲故事，对孩子爱阅读习惯养成起到了很

好的榜样作用。

亲子绘本馆．儿童故事会欢迎广大家长们积极

参与到故事妈妈的队伍中来。

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活动简讯

爱绘本 爱阅读———吴中区图书馆“阳光苗苗”亲子

故事会活动举办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６日下午，爱绘本、爱阅读———吴

中区图书馆“阳光苗苗”亲子故事会活动在吴中区

图书馆成功举办，此次活动吸引了２０多个家庭参

加。

早期阅读对婴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思维发

展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婴幼儿在０－６岁早期

阅读能力的培养程度，对他们这一生的学习能力和

学习水平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亲子共读，不仅让

父母与孩子共同学习，一同成长，还可以为父母创

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分享读书的感动和乐趣，带

给孩子欢乐、智慧、希望、勇气、热情和信心。为了

帮助广大家长了解绘本阅读和亲子阅读，吴中区图

书馆特别邀请了２０１５年第六届苏州市“我给孩子

讲故事”比赛一等奖获得者、碧波实验小学附属幼

儿园周艺茜老师来馆举办讲座。周老师结合自身

幼儿教学的实践经验，现场演绎绘本故事，诠释讲

解技巧，引导家长共同参与亲子阅读，培养幼儿的

阅读兴趣。讲座中，周老师还穿插了很多互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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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分发小礼品鼓励少儿积极参与。家长们和孩子

们都被周老师声情并茂、内容丰富的讲解深深吸

引。

今后，吴中区图书馆将举办更多形式的亲子阅

读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阅读、快乐成长。

七彩夏日行　阅读伴我行———吴中区未成年人流

动图书大篷车进村进社区正式启动

为推动全民阅读，提高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

丰富广大青少年读者的暑期生活，营造温馨和谐的

文化氛围，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３日，吴中区图书馆“七彩

夏日行 阅读伴我行”暑期未成年人流动图书大篷

车进镇村、进社区送阅读服务正式启动。２０１５年７

月１３日～８月２８日期间，吴中区未成年人流动图

书大篷车将分别前往辖区内３１家村、社区，７家乡

镇文体中心分馆，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普遍、均等、

公益的流动阅读服务。

为确保活动进展顺利，吴中区图书馆与服务点

负责人进行了前期沟通对接，对行车路线、停泊位

置、服务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确认，保证车辆安全及

时抵达。同时，区图书馆还在线发布了流动车服务

规章制度及借阅规则，以便服务点开展前期的活动

宣介工作，保证活动信息流通畅。

流动车上配备有经典名著、儿童文学、科普、艺

术等各类少儿新书３０００册，基本涵盖了青少年各

个年龄阶层的读本内容，最大限度满足未成年人的

阅读需求。宽大的车内空间，可以同时容纳多人上

车阅读，提供了舒适的阅读环境。

目前，流动车上的图书已与总馆及分馆（文体

中心）间实现通借通还。暑期过后，尚未归还的图

书，可以直接还至当地文体中心，方便读者借阅。

吴中区图书馆入藏《苏州市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等一批重要地方文献

为进一步丰富吴中区图书馆地方文献馆藏资

源，不断完善馆藏文献的类目和结构，做好地方文

献的收集、整理、保存工作，提升地方文献资源的价

值和利用率，更好地服务广大读者，进一步弘扬吴

中地方文化，近日，吴中区图书馆先后收录了《苏州

市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和《?直镇志》等一批重要地方

文献。

《苏州市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５）》一套三册，由苏州市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并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

版社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出版，该志历时７年多才得以

完成，客观记载和全面反映了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５年间

苏州各方面的改革发展和变化，并对前志的错误之

处进行了辨证纠误，设置了“开发区”卷和“外向型

经济”卷等具有苏州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内容。这也

是全省第一部送审和通过终审的二轮地级市志稿。

《?直镇志》二册，由《?直镇志》编委会编纂，

并由文汇出版社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出版，经过十多载

的漫长编写过程终于面世，该志比较全面、系统地

记述了?直的历史沿革、行政建置、自然环境、人物

传记、经济物产、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等状况，反映

了?直的自然、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兴衰变迁的

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全镇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发生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年来，吴中区图书馆高度重视地方文献的收

集和保存工作，将文献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作为收集

地方文献的重要参考标准，入藏了民国文献杂志

《莫矨风》、民间自修家谱《莫矨王氏家谱》、地方志

《震泽集》等，为新馆的开放投用提供馆藏资源保

障。

吴中区图书馆首期“小小阅读家”图书推荐活动成

功举办

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谈话；读一本

好书，就如同交了一个好朋友；读一本好书，就是一

次甜美的享受。为了鼓励广大少儿读者在暑假期

间共同品味书香、分享好书，吴中区图书馆策划举

办了“小小阅读家”图书推荐活动。近日，首批１０

位“小小阅读家”经评选诞生，作为奖励，他们将分

别获得图书《秘密花园》１本。

“小小阅读家”图书推荐活动分两期举办，２０１５

年７—８月间每月举办一期。活动期间，凡到馆少

儿读者均可领取“书目推荐卡”１张，每期限领２０

张。少儿读者在“书目推荐卡”上填写完整个人信

息后，贴到活动海报相应位置，参与“小小阅读家”

评选。“书目推荐卡”推荐的图书若引起其他少儿

读者的阅读欲望，可至服务台领取贴纸一枚，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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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推荐卡”下方位置。每张“书目推荐卡”根据

得到贴纸数量及该书被借阅的次数，计算总积分。

根据“书目推荐卡”的积分排序，评选“小小阅读

家”，颁发精美奖品。该活动受到广大少儿及家长

的欢迎。

吴中区图书馆考察独墅湖图书馆企业服务管理体

系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３日下午，吴中区图书馆技术工

作人员前往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考察企业服务

管理体系。在考察过程中，独墅湖图书馆邱振副馆

长、技术服务部郁嘉锋主任详细介绍了独墅湖图书

馆与园区企业立体化的合作理念，以及服务过程中

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同时还就技术服务配置、阅读

创新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独墅湖图书馆服务面向苏州工业园区，为了满

足区内企业的科技查新和员工阅读需求，融合情报

检索、图书配送、讲座开展为一体，秉承“引导阅读、

传播知识、贡献社会”的精神，提供多层次的企业级

阅读配送服务，并摸索出了一整套的实践经验。接

下来，吴中区图书馆将借助新馆建设的契机，充分

借鉴其它图书馆的成功案例，为周边地区的政府部

门、社会团体、各类型企业持续提供优质、便利、快

捷的各类型图书阅读和信息资源服务。

苏州姑苏区图书馆活动简讯

“绘生活”２０１５年首届姑苏区原创微绘本大赛圆满

落幕！

７月６日下午，“绘生活”２０１５年首届姑苏区原

创微绘本大赛颁奖典礼暨姑苏少儿悦读季启动仪

式在金阊实验小学报告厅举行，大赛的获奖单位和

获奖选手云集，共同庆祝属于他们的欢乐时刻。

三件获奖微绘本作品来自彩香实验小学叶子

莹的《一顶大草帽》、平直实验小学戴沁兰、杨子杰

的《银杏》、平江新城幼儿园陈恩毅的《美丽的春天》

当天还被搬上了舞台，金阊实验小学老师们的绘本

剧《狼和小羊》等都让大家耳目一新，现场充满了阵

阵欢声笑语。

出席当天活动的领导和嘉宾有保护区文化商

旅发展局副局长陆锡军、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朱

敏、区文商旅局综合处、文化处处长华建新、区教体

局教育处（幼教办）处长唐丽艳、区文商旅局文化处

副处长、区文化馆馆长张磊等，参加活动的还有来

自区内各学校、幼儿园的大队辅导员、指导老师以

及区图书馆阅读基地学校、幼儿园、“书香姑苏驿

站”图书流通服务点等相关单位的指导老师，《苏州

日报》、《姑苏晚报》、《城市商报》等多家媒体记者。

“绘生活”２０１５年首届姑苏区原创微绘本大赛

是首次在全市推出的以微绘本创作为新载体的阅

读活动，由保护区文商旅局、区教体局主办，区图书

馆、东方娃娃绘本馆承办，面向区内３－１２周岁的

少年儿童分３个年龄段组别征集作品，零门槛、全

免费，让孩子感受生活、在绘本创作中爱上阅读。

自今年１月启动以来，学校、老师、学生和家长们积

极关注和踊跃参加，共计收到参赛作品３８２件。

参赛的大部分孩子都是第一次独立创作绘本，

从确定主题到创作构思，接着将故事分句分页用绘

本的形式表现出来，最后诞生的一本本生动的绘本

作品，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经历，让孩子们感受到

了收获的喜悦。沧浪实验小学俞乐言的《飞呀飞》

表达了对小动物们相互有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美好愿望，新庄小学梁甜甜、王倩的《盛开的紫荆

花》满满的都是励志正能量，金阊实验小学缪子恩

的《水宝宝的奇妙旅行》给大家来了场科学知识普

及，顾艾文的作品《胡萝卜森林》还是一本原创的双

语绘本，张含吟的《塑料袋的故事》以小见大与花朵

幼儿园王梓群的《绿色的家》号称是“２１世纪环保绘

本”，季玲华的《我飞起来了》、张心悦的《会动的字》

充满了奇异的想象力，平江实验学校李欣恬创作的

绘本《骄傲的小蜘蛛》，源自去年写的一篇童话……

孩子们的作品风格迥异，充满了童真童趣，他们是

那么的热爱阅读、喜爱绘画、颇具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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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期间通过开展绘本创作专家讲座、举办绘

本“小编辑”工作室活动、学校老师指导孩子修改等

形式，使本次大赛不仅参与面广、不少参赛作品都

富有创意、表现力强。

经区图书馆馆员、东方娃娃绘本馆专业老师、

区美术教研员、语文教研员初评后，主办方诚邀了

市文联副主席徐惠泉、苏大美术学院副院长徐海

鸥、苏州市教科院语文教研员、江苏省特级教师许

红勤等６位专家，就绘画水平、文字描述、作品创意

及原创性等几方面进行复评，评选出各奖次共计

１３９名。当看到几幅充满童真童趣的优秀作品时，

几位专家都忍俊不禁，纷纷感叹“这就是孩子眼中

的世界，让人意想不到，太有意思啦！”

据悉，本次大赛还精选了部分优秀作品集结成

册，给每一位获奖者留念。保护区文商旅局文化处

副处长张磊说：“‘微绘本’创作重在原创，充分展现

少年儿童的童真童趣，进一步激发广大少儿的阅读

热情、培养其阅读习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阅读

活动新载体带动广大教师、家长和社会各界共同关

注阅读，丰富‘书香姑苏’全民阅读品牌内涵。”

为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

周年，活动当天还启动了以“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为主题的姑苏少儿悦读季活动。

通过引导广大少年儿童阅读抗战题材书籍，感

受中国人民坚忍不拔、威武不屈、前赴后继的民族

精神，以此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激

发未成年人奋发成才、报效祖国的热情。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活动简讯

倡导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出版界图书馆

界全民阅读年会（２０１５）”顺利举行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８日，“出版界图书馆界全民阅读

年会（２０１５）”（简称：阅读年会）在苏州工业园区独

墅湖图书馆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图书馆学

会、韬奋基金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新华书店

协会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图书

馆报、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共同承办，来自

全国图书馆界和出版界的近３００代表齐聚素有“人

间天堂”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围绕全民阅

读活动的组织与落实，共商馆、社、店合作大计。

本届年会以“倡导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为

主题，活动分为五大版块，即开幕式（捐书仪式、颁

奖仪式）、主旨报告、分会场交流、阅读恳谈会和闭

幕式。开幕式由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常务

副馆长李春梅主持，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

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

事长聂震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巡

视员朱启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新

华书店总店总经理茅院生，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

长、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

事长、社科院信息管理办公室主任杨沛超，中国新

华书店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雅山，中国阅读学

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徐雁，以及江苏省文化厅、苏

州市相关领导和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上，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代表全国

出版界向苏州工业园区捐赠图书十五万册。苏州

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徐春宏、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理

事长邱冠华、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朱永新为参与

本届年会全民阅读优秀案例评选的获奖代表，以及

全民阅读年会５０种重点推荐书目（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获奖代表进行了颁奖。

年会上，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社科院信

息管理办公室主任杨沛超分别主持了大会的三场

主旨报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

席朱永新，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

宁，中国阅读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分别做

了主题为《我心目中的书香社会》、《现代阅读的悖

论》、《最是书香能致远———馆、社联手共促阅读》的

主旨报告。

１８日下午，全民阅读年会举行了两个分论坛交

流活动，交流主题分别为与时代携手—全民阅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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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优秀案例分享分论坛、新媒体与图书馆服务分论

坛，与会代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其中，由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分享的《０２０模式下的

众筹图书馆———书香园区建设探索》，尤为受到业

界的关注。

全民阅读年会成功而持续的举办促进了出版

界、图书馆界在阅读推广方面的合作，充分发挥了

出版界、图书馆界在推动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

工作中的作用。

苏州市高校图书馆活动简讯

图书馆召开转型发展首次研讨会暨学期结束工作会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下午，图书馆在本部馆五楼学

术报告厅召开了转型发展系列研讨首次研讨会暨

学期结束工作会，会议由唐忠明馆长主持，图书馆

其他领导和全体职工参加了会议。

本学期启动的图书馆转型发展系列研讨共分

十六个主题，面向全馆职工征集主题发言，本次研

讨会主要针对读者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展开，邀

请了韩静娴、饶雅清、林宛苗、程红梅、倪五位老

师进行发言，她们从“关于通借通还岗位的思考”、

“新书阅览室阅览资料配置”、“期刊阅览室读者情

况和需求分析”、“炳麟馆馆藏体系结构状况分析”、

“借书处人员的配备”五个方面，结合自身岗位工作

实际，用详尽的事实和图表数据指出了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唐馆长对她们的发

言分别进行了点评。

在五位老师发言结束后，唐忠明馆长就“图书

馆机构设置”主题也进行了发言，介绍了所调研的

国内部分高校图书馆的部门设置情况。唐馆长还

对本学期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期末和暑期工作

进行了部署。最后，周建屏书记传达了学校党委关

于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扎实开展专题学习和

调研的精神，并对图书馆转型发展系列研讨会做了

几点补充说明，希望全馆职工发挥智慧积极寻求图

书馆发展的新路径，积极为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建

言献策，推动图书馆工作再上新台阶。

争霸“万方课件”点赞本馆精英

“２０１５万方数据检索课课件大赛”江苏省赛区

复赛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９日８：３０于河海大学图书馆

举行。自今年４月份开始，万方数据公司发起“课

件争霸”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面向本科、高职高专检

索课老师征集参赛课件，要求结合万方数据平台，

根据检索课基础课程（基础理论、手工检索、计算机

检索、网络信息检索）中的知识点撰写原创课件。

经过初赛评选，在江苏省赛区共有３１件作品

进入复赛，本馆严大香、徐旭光、张云坤、任荣、马云

辉、缪幽竹、袁晓明、段文文等老师提交的课件集体

入选，占总复赛人数的１／４。优异的整体水平、强大

的阵容令主办方也感到惊讶。各位老师在复赛现

场，结合检索实例，将万方平台的投稿、专利、学者

圈、机构库、医学库、学术趋势和在线学习库等实用

功能一一挖掘，富有激情的演讲和生动的课件内

容，体现了苏州大学图书馆高质量的教学水平，赢

得了评委的高度评价。

“２０１５万方数据检索课课件大赛”江苏省赛区

获奖结果。特等奖：严大香，一等奖：段文文，二等

奖：马云辉　袁晓明，三等奖：徐旭光　张云坤　缪

幽竹，优秀奖：任荣。

“２０１５万方数据检索课课件大赛”全国赛区获

奖结果。二等奖：严大香，三等奖：马云辉，杰出奖：

袁晓明　段文文　缪幽竹，优秀奖：徐旭光　张云

坤　任荣　陈娜。

暑期我院图书馆左步电老师应邀至姑苏区图书馆

学术交流

姑苏区图书馆位于姑苏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

一、二楼，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８日正式对外开放。为

·２７·

简　　讯　　　　 　　　　 　　　　　　　 　　　　　　　　　　　　　　　　苏图通讯２０１５．９



了向市民提供更加专业化、个性化的阅读服务，该

馆开展了“‘阅读疗法’在公共图书馆的应用”的课

题研究。８月４日下午，我院图书馆左步电老师应

邀给该馆馆员、区部分读书会负责人开展了一堂

“我国阅读疗法研究成果与实践进展”的专题讲座。

左步电老师是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与心理健

康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他在我院阅读推广工作中，

善于对学生阅读、学生心智成长研究，发表了多篇

学术论文。在这次专题讲座中，左老师很好地宣传

了我院并介绍了我院在阅读推广取得的成绩，就

“阅读疗法”在公共图书馆的应用给予了许多新颖

的见解。

图书馆成功举办２０１５级新生入馆教育讲座

九月秋高气爽，正值开学季。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８

日晚上７：００，学院信息中心图书馆在石湖校区信息

中心三楼学术报告厅，面向２０１５级的学院新生举

办了以新生入馆教育为主题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图

书馆崔倩副馆长主持，信息中心李杰副主任致欢迎

辞，图书馆读者服务部负责人左步电老师具体分享

了馆藏资源利用的方法。

首先，信息中心李杰副主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代表信息中心向２０１５级新同学的到来表示

了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信息中心的情况，图书馆

的资源、服务以及开展的阅读活动。李杰副主任强

调图书馆是同学们获取知识的第二课堂，我馆不仅

有丰富的纸质图书、期刊，还有电子图书、电子期

刊、考试学习平台、多媒体教学视频等电子资源数

据库。学院每年举办校园阅读节，其中包括经典图

书阅读、征文比赛和演讲比赛等一系列活动。除此

以外，图书馆创办的《书香卫院》读书报，评选年度

“书香班级”，在班级中建立图书信息员，这些都加

强了图书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李杰副

主任还现场指导新生如何登陆学院信息门户查看

实时信息、获取校内资源。

随后，图书馆左步电老师用几位伟人的名句开

启了入馆教育，引导同学们用《读者手册》这把钥匙

打开图书馆这知识的大门，了解图书馆在其学习生

活中的重要性。左老师首先介绍了图书馆的主要

馆藏资源与服务，告诉同学们如何通过电脑查询书

目信息，并在书库中找到想要的图书。接着，左老

师通过幻灯片上的一系列截图，向同学们展示了如

何下载、登陆并运用智能的“移动图书馆”———手机

客户端，来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取图书馆的资源与

服务，同学们无需亲自到馆就可以享受到２４小时

的资源服务。最后，左老师通过自制的小视频向同

学们生动地介绍了图书馆的借阅须知、借阅归还流

程以及入馆规章制度等，在座的新同学都被左老师

声情并茂的演讲和幽默诙谐的话语所吸引，并不时

热烈地鼓掌。讲座期间，左老师还与同学们进行问

答等互动环节。

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图书馆

入馆教育讲座对于新生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开展学

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进一步推动了图书馆读者

服务工作。图书馆也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在

新生中开展深入的推广活动，更好地为新生提供服

务，帮助他们能更快地学会使用图书馆，在知识的

海洋中尽情遨游！

图书馆“馨阅书虫联盟”案例荣获首届全国高校图

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华东分赛区二等奖

近日，从江苏省高校图工委传来喜讯，我校图

书馆所提交的“馨阅书虫联盟”与“‘书男书女的非

诚勿扰’换书交友会”两个阅读推广案例，分别荣获

了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华东分

赛区初赛的二等奖与优秀奖。

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由教

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读者服务

创新与推广工作组主办，华东分赛区由江苏省、浙

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高校图工委共同承办。截止

到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５日，华东赛区共收到６９所高校

图书馆提交的９３个服务创新案例申报材料。经１５

位专家的认真通信评审，决出一等奖６个，二等奖９

个，三等奖１２个，优秀奖４０个。

在荣获一二三等奖的江苏地区高校中，我校是

唯一一所高职院校。根据赛制规定，华东赛区将推

选一等奖案例参加１０月的全国总决赛，角逐全国

一、二、三等奖，二、三等奖案例入围全国总决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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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奖案例并在决赛现场进行展示。

“馨阅书虫联盟”：是由我馆青年馆员组成的志

愿者团队，馆员们化身为各式可爱的书虫与读者进

行互动。书虫们身负两大任务：翻转阅读与形象营

销。联盟致力于打造读者身边的温馨图书馆，借鉴

当下流行的娱乐模式并与图书馆资源结合，与院

部、社团合作打造“书”男“书”女的“非诚勿扰”换书

交友会；与校园之声广播台合作打造《馨阅书虫联

盟的月光书房》周周系列节目；开展天天“美文大声

读”活动，吸引读者共同参与；将移动新资源推送到

读者身边。联盟成员富有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化

身为各种小书虫，在读者群中极富亲和力，成立至

今已拥有很多粉丝，通过这样的形象营销，让图书

馆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与读者平等沟通。

“‘书男书女的非诚勿扰’换书交友会”：是由图

书馆读书吧与馨阅书虫联盟两大社团共同开展的

一项阅读推广系列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热爱阅

读，对阅读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读者。他们通过这

个活动结交书友，交换藏书，分享阅读感悟，交流阅

读心得。通过新颖的活动形式来吸引读者的积极

参与，让参与者在活动过程中感受到阅读的“愉

悦”，将一个人的阅读变为一场“众悦阅”的“盛宴”。

活动借鉴“八分钟约会”的模式进行设计，形式新颖

别致。这一平台的搭建，让“书”、“人”、“图书馆”完

美结合在一起，在图书馆遇到对的书，在图书馆碰

上对的人，让人与书都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图书馆学习型团队建设学习活动

９月６日上午，图书馆举办了以“学习型团队建

设”为主题的第十三期业务学习活动。活动由赵宁

燕副馆长（主持）主持，全体馆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继续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团队生存、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是个人进行知识

更新、素质提升、自我提升的重要手段。图书馆非

常重视学习型团队建设的继续教育学习，上学期先

后有７名老师参加了全国图情交流会议和业务培

训。此次活动分享了其中５位老师参加学习的心

得体会，戴海峰老师作了《初识ＲＤＡ》汇报、陈欢老

师作了《从ＡＡＣＲ１到ＲＤＡ———英美编目条例的发

展历程》汇报；张学梅老师作了《科技查新培训学习

心得》汇报；宿瑞芳老师作了《２０１５高校图书馆发展

论坛学习分享》汇报；陈钰老师作了《校园阅读推广

常态化》汇报。５位老师汇报内容信息量大，涵盖面

广，既有专业方面的新知识，新动态，又有行业发展

的新视角，理论研究的新热点，这些内容，对今后提

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都会起到帮助和借鉴作用。

最后，赵宁燕对活动进行了总结。首先，她对

交流分享５位老师的精心准备和精彩汇报表示了

衷心感谢，并希望馆员们能认真消化今天的学习内

容，结合工作岗位，进行思考、演化，把感性认识转

化为理性认识，以此来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业务

水平。其次强调，在学校升本的关键时期，图书馆

要围绕“安全第一，工作为本，转型升级”的工作思

路，以发展为己任，勤思考，求创新，确保图书馆各

项工作高标准、严要求地展开。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同仁来我馆参

观考察交流

９月２９日，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

袁玉明，图书馆馆长张卫平及３位馆员一行５人到

我校图书馆参观考察。赵宁燕和曾丽霞两位副馆

长以及各部门主任热情接待了来宾。双方就图书

馆环境布置、图书采购、数据库建设、馆藏分类布

局、读者服务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交

流。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恰逢从中师升级

到高职高专院校，并且图书馆新馆也在建设初期，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希望从我馆的办馆经验中得到

参考与借鉴。在业务交流和实地考察过程中，我校

图书馆在文化建设、资源管理、环境布置、阅读推

广、馆员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来访同行的高度

评价。同时，他们的调研也为我馆带来了难得的学

习机会和宝贵的管理经验。

同行专程前来考察，既是对以往工作的肯定，

也是对今后工作的鞭策。图书馆将进一步开拓创

新，提升读者服务质量，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人才

培养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和文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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