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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
值此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谨代表第七届理事会,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

本学会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图书馆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受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委托,向第八次会员代表

大会做工作报告,请会员代表们审议.
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七届理事会,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召开的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换届改选以来,在苏州

市社科联、苏州市民政局、文广新局的领导下,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和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的关心支持下,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的需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动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进程,紧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题和前沿,着力发挥图书馆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

的作用.依托本学会各成员馆,有效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术文化活动,活跃了图书馆学研究,促进了全

市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协同发展和资源共享,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树立了学会良好的形象.在各图书馆和

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学术科研空前活跃、组织活动硕果累累,有效地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发展,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如下.

一、普及阅读推广,树立良好形象

学会积极组织和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宣传现代图书馆理念和图书馆事业发展成果,提升社会对苏州市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认知程度和美誉度,努力树立学会良好的社会形象.

１．组织参与苏州市阅读节

苏州阅读节,是全国知名的一个文化活动品牌,是我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学会积极组

织、参与、推动各届阅读节的开展.通过组织阅读活动,引导、影响市民的阅读行为,鼓励市民参与阅读、热
爱阅读,并使阅读成为一种社会文化风尚和自觉行动.近年来阅读节的成功举办,增添了一个了解、理解

苏州社会文明的窗口.学会各图书馆和会员们都积极倡导阅读求知、阅读明理、阅读成才的生活理念,引
导市民多读书、读好书,营造全民阅读、积极向上的新风貌,成为了苏州阅读节的中坚力量.各图书馆和许

多会员匀在不同年度获得了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称号.

２．培育建设科学普及基地

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通过认真组织图书馆宣传服务周、科普宣传周等活动,做大做强做优服务品牌,
开展了以宣传重大节日、纪念日活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等在内的一系列的读者活动,如:“牢记历史”纪念

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品苏”首届苏州名人名篇网络诵读大赛、“新华杯”青少年科普知识竞赛、“我们的节

日”、“七彩的夏日”.使图书馆成为了科技普及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科学普及教育等的基地.
深耕公益性讲座品牌、拓展特色展览,各公共图书馆创立的讲座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知名度不断提

升.苏州图书馆的“苏州大讲坛”张家港图书馆“沧江市民大讲坛”、常熟图书馆“市民课堂”、昆山图书馆

“市民大讲坛”、吴江图书馆“垂虹讲坛”、太仓图书馆“娄东大讲堂”、独墅湖图书馆“湖畔论坛”、“企业家论

坛”在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上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市民的广泛认可,获得了“苏州市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
“江苏优秀讲坛”、“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中国图书馆学会“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的称号,得到了

江苏省社科联社科普及活动专项经费的资助,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３．专业的服务、多彩的活动

各图书馆的服务项目更加专业,组织的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各馆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会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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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获得了国家文化部的多个奖项,如: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项目奖(２０１３)、“文化志愿者基层服务

年”示范项目(２０１３)、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２０１４)、文化信息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４)、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

单位(２０１４)、文化部创新项目奖(２０１５)、最美基层图书馆(２０１５)、基层综合文化服务推广项目(２０１６)等.
获得了江苏省文化厅３５个奖项,如:江苏省文化志愿服务优秀服务项目(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全省公共图书馆业

务竞赛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３、２０１５)、江苏省第十一届“五星工程奖”(２０１４)、江苏省第六届公共图书馆优秀服

务成果奖(２０１４)、江苏省红领巾读书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４、２０１５)、江苏省公共图书馆联合参考咨询

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５)、江苏省第七届公共图书馆优秀服务成果奖(２０１６)、江苏省第四届、第五届图书馆学

情报学学术成果奖.“书香城市(区县级)”(２０１６)、“全国最美绘本馆”(２０１６)、首届苏州市群众文化“繁星

奖”公共文化服务项目(２０１６).同时还获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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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集活动优秀组织奖.
在第五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中,学会组织对各县(区)公共图书馆进行了检查考核.我市

公共图书馆均获得了国家“一级图书馆”称号,苏州图书馆评估成绩列全省地级市馆第一名,市县区１１个

公共图书馆被授予“江苏省文明图书馆”称号,走在了全省、全国的前列.显示了我市公共图书馆的整体服

务水平.
学会也荣获了江苏省图书馆学会２０１０———２０１４江苏省图书馆学会优秀学会称号.
苏州市图书馆界的这一系列活动引起了社会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为图书

馆赢得了美誉度.
二、提升会员素质,强化服务意识

会员素质的不断提升是学会发展的根本保证.本届理事会着重为会员提供业务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１．邀请业内专家来苏举办学术讲座.
先后邀请了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玉麟教授(«图书馆馆员职业理念和职业素养»)、苏州大学图书

馆学专业高俊宽博士(«中小学图书馆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南京大学徐雁教授(«读书与人生:阅读名人

传,汲取正能量»)、加拿大温哥华公共图书馆Renfrew馆馆长傅后珍(«加拿大温哥华公共图书馆学龄前儿

童和青少年服务介绍»)、蒋树勇(«北美高校图书馆学科研究内容以及图书馆员的素养要求»)、李国庆(«数
字化时代美国大学图书馆资源共享实践»)、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束漫教授(«公共图书馆馆员如

何服务读写困难群体及美国公共图书馆见闻»);组织会员参加了在常熟图书馆举办的“历史与未来”中国

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高层论坛,邀请了上海图书馆吴建中馆长、北京大学李国新教授、上海社科院巫志

南研究员、国家图书馆陈力副馆长等专家学者来苏作报告.

２．组织会员开展业务培训和技能竞赛.

２０１３年举办了一期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培训,６０名从业人员参加了培训;启动了中小学图

书馆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共培训人员６７６名,同时开展了图书馆操作技能大赛,共有８１位选手参加了比

赛.开展了“苏州市机关单位图书馆馆员培训”有２１位馆员参加;以“书香中国—阅读引领未来”和“提素

质、强服务、促发展”为主题,举办了苏州市公共图书馆员工技能竞赛,在１４支队伍４２名的激烈角逐下,取
得了圆满成功.组织１３２名馆员参加了全省公共图书馆业务竞赛(苏州地区)选拔赛,并在决赛中取得了

好成绩.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学会秘书处接受市人社局、市文广新局委托,组织了二期全市非图书馆专业大中专

毕业生职称培训教学考核工作,来自全市各高校、中小学、公共图书馆、医院等单位的１５７名馆员参加学习

并通过考核获得了资格证书.
在提升馆员自身素质的同时,积极向读者宣传、推介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各馆通过编印读者手册、

信息专刊,引导读者利用图书馆,如«东吴图情»、«善用图书馆»、«新书通报»、«读友»、«今日阅读»、«起明读

书专刊»、«尔雅»、«放眼看太湖»、«服务礼仪规范»、«苏州大讲坛»、«信息导航»、«决策参考»、«信息专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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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前沿»、«港城读书»、«静观»、«读书台»等刊物资料,为领导决策、为科研与经济建设、为大众都提供了

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服务,都起到了引导读者利用图书馆的目的,增强了读者服务成效.
三、开展学术研讨,推动理论研究

学会及时传达中图学会、省图学会的征文、研讨会通知,认真组织动员会员参加中图学会和省图学会

组织的各项学术年会和评奖活动,发动基层单位会员踊跃投稿,参加研讨.

１．组织会员参加各类学术征文、研讨会.
组织会员单位参加了第十二届中国社区乡镇图书馆发展研讨会、２０１３华夏阅读论坛之“童少年阅读

工作创新研讨会”、江苏省高校图工委情报咨询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３年年会.
在各种会议上,会员发表了众多论文,发表级别高,获奖的面广,据不完全统计,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

论文１８０篇,参加省级以上会议征文获奖论文４３篇,承担省级以上项目研究２６个.以«少年儿童图书馆阅

读推广之我见»(秦玮２０１３．１０)、«张家港市少儿阅读现状及“亲子阅读”研究»(李建华２０１４．７)、«近十年国

内知识地图与知识图谱研究热点对比研究—基于关键词词频统计和共现的可视化研究»(孙掌印２０１５．
１２)、«基于 O２O模式的图书馆服务探索—”网上借阅社区投递»(章旭２０１５．１２)、«吴江未成年人阅读服务

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杨阳２０１５．１２)等一批论文获得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一等奖.以«三大中

心:县级公共图书馆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新使命»(缪建新２０１３．６)、«张家港市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建设推

广与可持续管理分析»(李建华２０１５．５)、«图书馆驿站:让阅读无处不在»(缪建新２０１５．５)等一批论文获得

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征文一等奖.以«分级阅读在图书馆的实践———以张家港市少年儿童图书

馆为例»(徐梦华２０１３．１０)华夏阅读论坛全国征文一等奖.
基层图书馆学术活动活跃.开展了苏州市中小学图书馆论文评选工作,张家港图书馆、昆山图书馆都

相继举办了馆员论文征集活动.

２．主动对接上级学会,多次承办影响较大的活动.
召开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委员会“四位一体”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中心建设研讨会,全省全民

阅读工作经验交流会;举办了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等联合主办的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２０１３年研讨

会,承办了中国图书馆年会“乡村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推荐书目与阅读推广”、“图书馆如何推进家庭阅

读”、“‘学习型图书馆’与书目推荐、馆员书评”等分会场,策划组织了２０１３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前会议———
苏州会议、常熟会议.组织了“２０１４年中国图书馆界阅读推广类内刊内报专题座谈会”和评选活动;举办了

“公共图书馆与社会进步”国际学术座谈会,举办了“２０１４年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学术论坛”,承办了中图学

会“城市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研讨班”会议、“图书馆阅读(数字阅读)推广专题研讨班”等.

３．组织开展课题立项工作和科学讨论会

２０１３年学会首次开展了课题立项工作,发出了«苏州市图书馆学会关于开展２０１３年度课题立项资助

工作的通知»,征集了５６个项目的申报,并在２０１５年底,对４９个课题项目进行了结项审核工作.２０１６年,
经专家评审,学会再次立项重点课题项目８项,一般课题项目３２项.

２０１５年学会组织举办了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十一次科学讨论会,有１８个单位,８２篇论文应征评选,
学会对组织单位和优秀论文进行了表彰.

４．会员参与编著出版了一批著作.
四年中主要出版的著作有:１．«图书情报工作研究»(刘鑫 吉林出版集团,吉林摄影出版社２０１３),２．«公

共图书馆管理实务»(邱冠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３．«信息资源获取与应用»(许萍 肖爱斌,中国书

籍出版社２０１３．０１),４．«古籍计算机自动索引研究»(王雅戈,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１),５．«张家港市书

香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缪建新,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１),６．«苏州图书馆藏古籍善本提要»(许晓霞 广

陵书社２０１４．１１),７．«悦读宝贝０－３岁亲子阅读手册»(金德政、宋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４),８．«十
年追梦:公共图书馆服务普遍均等的探索与实践»(邱冠华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９．«吴中诗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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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旺 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０．«阅读推广基础工作»(邱冠华、金德政 朝华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１．«图书馆驿站:
百姓身边“永不打烊”的图书馆»(陈世海 缪建新,１２．«国家图书馆学刊»编辑部编辑出版２０１５．５),１３．«网络

信息检索»(任荣参编,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１),１４．«柳亚子与吴江文献»(李红梅,光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１５．１２)市民阅读手册(修订版)(邱冠华 古吴轩出版社２０１６．７),１５．«碛砂藏»研究论文选辑(孙中旺 古吴

轩出版社２０１６．９),１６．«平望诗钞»(孙中旺 姜雨婷 广陵书社２０１６．９),１７．«欧洲工业的未来:欧洲制造２０３０»
(姚建民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９)等.

学会出版的«苏图通讯»,成为会员交流学术的主阵地,每年发表会员的论文近百篇,形成了会员在实

际工作中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深入研讨,认真总结的良好学术风气.这些论文有效地加强了各图书馆业

务工作的经验交流,推动了苏州市基层图书馆的业务建设.
四、宣传合作意识,倡导资源共享

加强资源的共建共享,是图书馆学会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学会宣传共建共享理念,积极配合市文广

新局,持续推动全市性的总分馆建设,不断创新分馆的建设方式,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的合作与支持.

１．公共图书馆馆长例会制度保证了全市图书馆事业的协调发展,从资源共享、馆际合作、分馆建设、古
籍保护,数据库协同采购、“四位一体”、“苏州地方文化资源数据库”等多方面,达成了联合共建共享共识,
达到了集约资源,高效服务的效果.

２．各馆相互协作,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古籍保护工作的方针政策,完成多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

工作,编纂出版«苏州市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完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我市古籍保护工作的督查.

３．通过承办、协办等方式,积极参与中图学会和省学会组织举办的各项活动,并在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如: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２０１３年研讨会,２０１３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乡村图书馆服务体系建

设”分会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社区与乡村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４．２０１５年,学会大胆尝试与青海省图书馆学会联合组织开展“青海省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

专项”培训.培训从４月到１１月,先后６期共组织培训了来自青海省各地的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１５０多

名.苏州市图书馆学会动员了苏州地区各图书馆的有生力量,精心组织培训课程,周密安排日程活动,令
青海省学会非常满意.此次培训活动周期长、范围广,影响深,对响应国家东部支援西部号召、加快青海省

公共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提升青海省公共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
此次市省创新合作也开启了苏州市图书馆学会跨省合作培训的先例、以及全面输出苏州经验的先河,扩大

了苏州地区图书馆界整体的影响力.
五、规范组织建设 提高服务能力

学会持续开展苏州市图书馆事业基本情况、发展趋势的调研工作.落实市有关部门制定的图书馆网

络建设和总体规划,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会的各项活动.

２０１３年,根据国家民政部«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管理办法»、«江苏省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按照苏州

市民政局文件,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苏州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通知等指标要求和文件精神,结
合学会提升组织能力,促进健康发展的实际需求,学会开展了等级评估申报工作.经省民政厅评审,苏州

图书馆学会被评为４A级社会组织,成为省内第一家获得４A级的市级图书馆学会.
严格执行学会章程相关规定,按期召开理事会,认真组织学会活动,不断加强队伍建设.本届个人会

员从２０１３年的５８３位,发展到目前的７９２位,会员队伍得到快速发展和壮大.按照“苏州市图书馆学会优

秀会员评选表彰办法”,每年度都开展优秀会员评选表彰工作,先后有１６２人次获得了先进会员荣誉,成为

会员学习的榜样.
根据学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国图书馆学会和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关于会费收缴情况的改变,修改

完善了“苏州市图书馆学会会员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探索了团体会费收缴标准,减免了个人会员的会

费.学会秘书处认真开展收取会费工作,及时上缴省图学会、中图学会的会员会费;每年度都按时填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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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苏州市图书馆学会团体法人年检工作,２０１６年完成了社会组织“三证合一”的办理;定期向中图学会、省
图学会上报会员情况报表、会员刊物发放地址等工作;通过学会网页、QQ 群等平台,及时传达上级学会的

各项通知和会议,积极组织会员参加.
六、遵守财务纪律 保持量入为出

本届事业性收入合计１１８．０６万元.其中会费９９．１８万元、捐赠收入２万元、提供服务收入１６．４９万元、
其他收入０．３９万元;

事业性支出合计５４．３８万元,主要用于上缴会费、资料费,课题费、会刊印制费等(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３７．３２万元、管理费用１５．８５万元、其他费用１．２１万元).本期结余６３．６８万元,包括上届账面余额３．８６万

元.
说明:本期统计到２０１６年９月,账面余额情况,一是本年度主要支出尚未列支,二是本年度课题立项经

费尚未支出.总体而言,财务收支平衡,较好地保证了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
七、拓宽工作职能 促进健康发展

回顾本届理事会工作,在会费管理办法制定和修改上,在市学会课题设立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

一些实际成效.
但是与苏州作为文化大市、图书馆事业相对发达、各成员馆取得的卓越成绩相比,学会工作的开展还

相对迟缓,引领作用、聚合作用、服务作用、推动作用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与苏州市优秀社会团体组织的要

求相比,还存在着一些差距.
希望下届理事会在新形势下以新理念新方法积极开展工作,全面推进全市图书馆事业迈上新台阶,取

得好成绩,并建议在以下几方面,有所新突破、取得新进展:

１．进一步发挥本学会在全市图书馆界的凝聚作用和整合效应,继续推进资源共建共享、公共服务体系

共享工程,强化苏州图书馆总分馆模式,在构建苏州阅读推广服务新体系、创建“书香城市”过程中发挥主

导作用.

２．进一步发挥苏州图书馆界人才优势,凝聚合力,争取在重大科研课题立项、重大学术活动评奖、重大

图情论坛中有所新突破.

３．进一步发挥学会基础扎实的优势,加强新时期新技术的应用,加强图书馆在互联网＋服务、数字资源

＋智能服务、大数据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研究,以及服务地方特色文献保护和利用的开发性研究.

４．进一步发挥广大会员的积极性,不断探索苏州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协同创新工程、民心工程、实事工

程,继续加强馆员的业务培训和素质技能提高.
今后,学会将继续追求卓越,努力为会员提供优质服务、更好地为苏州市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

贡献,为繁荣我市图书馆事业做出努力.
以上报告敬请大会审议.

苏州市图书馆学会

第七届理事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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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七届理事会财务报告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苏州市图书馆学会在苏州市社科联、苏州市民政局、文广新局的领导下,在中国图

书馆学会和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的关心支持下,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题,努力延伸服务触

角,积极推动科学普及和全民阅读,依托全市各基层图书馆,从实际出发,加强图书馆学术交流与研究,开
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文化活动,促进全市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在全体会员和全体图书馆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本届理事会既定任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团体成员馆工作也取得令

人瞩目的成就,会员单位获得了国家文化部的多个奖项,如: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项目奖(２０１３)、
“文化志愿者基层服务年”示范项目(２０１３)、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２０１４)、文化信息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４)、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４)、文化部创新项目奖(２０１５)、最美基层图书馆(２０１５)、基层综合文化服

务推广项目(２０１６)等.获得了江苏省文化厅３５个奖项,如:江苏省文化志愿服务优秀服务项目(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全省公共图书馆业务竞赛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３、２０１５)、江苏省第十一届“五星工程奖”(２０１４)、江苏省

第六届公共图书馆优秀服务成果奖(２０１４)、江苏省红领巾读书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４、２０１５)、江苏省

公共图书馆联合参考咨询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５)、江苏省第七届公共图书馆优秀服务成果奖(２０１６)、江苏省

第四届、第五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奖.“书香城市(区县级)”(２０１６)、“全国最美绘本馆”(２０１６)、首
届苏州市群众文化“繁星奖”公共文化服务项目(２０１６).同时还获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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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优秀组织奖.
在第五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中,学会组织对各县(区)公共图书馆进行了检查考核.我市

公共图书馆均获得了国家“一级图书馆”称号,苏州图书馆评估成绩列全省地级市馆第一名,市县区１１个

公共图书馆被授予“江苏省文明图书馆”称号,走在了全省、全国的前列.显示了我市公共图书馆的整体服

务水平.
学会也荣获了江苏省图书馆学会２０１０———２０１４江苏省图书馆学会优秀学会称号.
根据学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国图书馆学会和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关于会费收缴情况的改变,修改

完善了“苏州市图书馆学会会员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探索了团体会费收缴标准,减免了个人会员的会

费.本届理事会遵守财务纪律,保持量入为出的原则.财务状况总体收支平衡,较好地保证了各项活动的

顺利开展.
一、学会财务情况

到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学会现有资产总额为６９．２３万元,其中流动资产６９．２３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１００％.
二、学会经营情况分析

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６．１１收入总额为１２１．０６万元.其中２０１３年收入３６．３９万元(其中会费收入３４．３７万元、
捐赠收入２万元、其他收入０．０２万元);２０１４年收入４０．５７万元(其中会费收入３３．８４万元、其他收入０．１２
万元、提供服务收入６．６１万元);２０１５年收入１．５０万元(其中会费收入１．３５万元、其他收入０．１５万元、);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收入４２．６０万元(其中会费收入３２．６２万元、其他收入０．１０万元、提供服务收入９．８８万元).

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６．１１费用支出总额为５５．６９万元.其中２０１３年支出１．２５万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０．１６
万元、管理费用０．８２万元、其他费用０．２７万元);２０１４年支出３１．７２万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２２．１７万元、管
理费用８．８９万元、其他费用０．６６万元);２０１５年支出８．０８万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５．６３万元、管理费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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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万元);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支出１４．６４万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１０．５万元、管理费用３．８５万元、其他费用０．
２８万元).

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底账面结余经费６９２３６２．９６元(银行存款６９２１６２．９６元;现金２００元).

３．２０１２年账面余额为３．８６万元,２０１３－２０１６．１１期间收入金额为１２１．０６万元,支出金额为５５．６９万

元,本期结余６９．２万元.账面结余金额为６９．２万元.
主要说明:本期统计到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目前账面余额较多,一是本年度主要支出尚未列支,二是本年度

课题立项经费尚未支出.

２０１６年１－１１月财务情况汇报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明细 收入 支出

１ 交会费(编辑学会) １６００．００
２ 会费 ３２６２２５．００
３ 印刷费 ４１８５．００
４ 专题、课题项目费用 ７３８００．００
５ 餐费 ２０９０３．００
６ 提供服务收入(培训班) ９８７９０．００ ３６７００．００
７ 活动用品 ６２０５．４０
８ 手续费、工本费 ３８６．２０
９ 营业税 ２７１４．７０
１０ 利息 １０４９．７９
１１ 合计 ４２６０６４．７９ １４６３９４．３
１２ 上年度账面余额 ４１２６９２．４７
１３ 本年度结余 ２７９６７０．４９
１４ 本年度账面余额 ６９２３６２．９６
说明

苏州市图书馆学会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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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生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
理事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

各位代表:
我受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委托,向大会作关于产生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苏州市

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建议名单,经过第七届理事会讨论,按照会员比例兼顾各类图书馆的

代表性,由基层单位推选,并由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酝酿产生,现就产生过程说明如下:
一、理事候选人条件:

１．热爱祖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并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学风和求实创新精神,
服务奉献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

２．在学术研究,技术应用和学术交流等方面有突出成绩,在图书馆界有一定声望和影响,热心学会工

作,能够参与实际工作并做出成绩.

３．关心会员及图书馆工作者的利益,热心并积极支持学会工作,在图书馆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的从事

组织管理工作的同志.

４．理事候选人原则上应是在职干部,年龄６０岁以下.
二、理事候选人名额分配原则

根据全市各类图书馆的会员人数,参照第七届理事名额数量,按比例分配,同时兼顾到面和其它相关

条件,体现学术性,代表性和连续性.
三、理事候选人推选办法

有关单位根据理事候选人条件和分配名额,经认真研究、填表、盖章后推荐上报,经第七届理事会酝

酿、协商,民主推选产生.
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共６７人,经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对候选人资格

进行审查,认定符合条件.
本届理事会候选人平均年龄为４５．２岁

４０岁以下 ２２人 占３２．８％
４１－５０岁 ２３人 占３４．４％
５１－５９岁 ２２人 占３２．８％

男　性 ３８人 占５６．７％
女　性 ２９人 占４３．３％

高级专业职务 ３３人(其中１３位正高) 占４９．３％

　　以上情况请代表们审议,预祝大会园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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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１ 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 马菊芬

２ 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 陈筱琳

３ 张家港市图书馆 缪建新

４ 张家港市图书馆 王建军

５ 张家港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徐梦华

６ 苏州图书馆 金德政

７ 苏州图书馆 许晓霞

８ 苏州图书馆 杜晓忠

９ 苏州图书馆 徐　荣

１０ 苏州图书馆 汪建满

１１ 苏州图书馆 陆秀萍

１２ 苏州图书馆 费　巍

１３ 苏州图书馆 黄　洁

１４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 李春梅

１５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 邱　振

１６ 昆山市图书馆 金　磊

１７ 昆山市图书馆 龚广宇

１８ 姑苏区图书馆 沈文虹

１９ 常熟市图书馆 李　烨

２０ 常熟市图书馆 徐　博

２１ 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 杨　阳

２２ 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 潘丽敏

２３ 太仓市图书馆 周卫彬

２４ 太仓市图书馆 赵书苑

２５ 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 毕　新

２６ 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 董晶晶

２７ 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 滕　超

２８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徐珊珊

２９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张联民

３０ 苏州市职业大学图书馆 赵宁燕

３１ 苏州市职业大学图书馆 罗金增

３２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张雅娟

３３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包祖军

３４ 苏州市工艺美术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牛传荣

３５ 苏州大学图书馆 唐忠明

３６ 苏州大学图书馆 周建屏

３７ 苏州大学图书馆 储开稳

３８ 苏州大学图书馆 王美琴

３９ 苏州大学图书馆 何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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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４０ 苏州大学图书馆 金　华

４１ 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 王建平

４２ 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 顾永时

４３ 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 过言之

４４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陈堂敏

４５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马　立

４６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 翟　萌

４７ 苏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陈洪梅

４８ 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 王雅戈

４９ 沙洲职业工学院图书馆 陶　萍

５０ 苏州博物馆 吕　健

５１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田　明

５２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邹志宏

５３ 苏州高新文体集团有限公司 苏久华

５４ 中国共产党苏州市委员会党校 王菁哲

５５ 苏州市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办公室 俞建英

５６ 苏州市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办公室 符婷婷

５７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蔡　玮

５８ 昆山市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办公室 徐正威

５９ 太仓市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中心 王解千

６０ 张家港市电化教育馆 刘　刚

６１ 苏州振华中学 朱　峰

６２ 常熟市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刘亚明

６３ 吴中区碧波小学 田　勇

６４ 西安交大附属中学 韦　竞

６５ 苏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沈菊芃

６６ 苏州银海公司 周　斌

６７ 苏州高新区图书馆 刘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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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图书馆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决议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通过)

　　根据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按照«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章程»规定,设立苏州市

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现对理事长、秘书长、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予以公布.
苏州市图书馆学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

苏州市图书馆学会

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理事长、秘书长及专委会主任名单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议通过)

理事长:金德政

副理事长:唐忠明　周建屏　王建平　许晓霞　缪建新　俞建英

秘书长:杜晓忠

副秘书长:储开稳　徐　荣

常务理事:(２４名,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菊芬　王建平　王菁哲　许晓霞　毕　新　杜晓忠

李春梅　李　烨　汪建满　沈文虹　沈菊芃　赵宁燕

杨　阳　金　磊　金德政　周卫彬　周建屏　张雅娟

俞建英　唐忠明　蔡　玮　翟　萌　缪建新　潘丽敏

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建屏

副主任:赵宁燕　马菊芬　李春梅

中小学教育委员会主任:俞建英

副主任:蔡　玮

数图与信息委员会主任:汪建满

副主任:何继红　金　磊

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李　烨

副主任:张雅娟　杨　阳　周卫彬

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翟　萌

副主任:金　华

专家咨询委员会:金德政　何　清　邱冠华　包岐峰　潘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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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工作规划报告

各位理事、各位代表:
大家下午好!
按照大会的工作要求和议程,经过共同努力,我们完成了换届工作.受理事会委托,就第八届理事会

工作规划向会员代表大会作报告,请大家予以审议.
自２０１３年以来,我市图书馆事业在服务理念、工作创新、学术研究、技术开发、资源共享、服务网络、人

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形成了良好的影响.我会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上级

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苏州市图书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是我们全体会员和图书馆同仁确立理念、勇于创新、辛勤工作、竭诚

服务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第八届理事会向第七届理事会的全体理事表示由衷的敬意,向勤奋工作、热
情服务的会员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代表,本届理事会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在我市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面推进书

香苏州建设的历史机遇期,市委、市政府高度关心和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

全新的目标和任务,实现这些目标和任务,需要所有图书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理解

和支持.作为学会新的领导集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以开放的态度,热诚向上的心态,科学理性的

思维,求真务实的精神,认真开展我们的学会工作,以实际行动努力满足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城乡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为构建书香苏州、建设学习型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做出更多的努力.
一、规范组织建设,增强学会凝聚力

按照依法办会、民主办会的原则,提高议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水平,强化我会各专业委员

会的责任意识,提升学会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水平和执行能力,保证学会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学会的根

本任务是为会员和图书馆工作者提供优质、高效、专业化的服务.为此,要增强学会的自主发展能力,积极

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使学会真正成为图书馆工作者的精神家园.
二、繁荣学术研究,引领学术潮流

学术研究是学会的核心工作之一.学会要引导和推动图书馆业务研究,时刻关注国内外图书馆动态,
宏观把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趋势,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言献策;要深入调查研究图书馆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积极主动地承担起桥梁和纽带责任;要通过学术研究成果,争取各级领导对本会的重视与支

持,为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研究制定市学会工作的远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继续做好市学会课题项目的设立和管理工作,争取培

养一批学术研究骨干,在社科联和上级学会举办的学术活动中取得突破性成绩.在科学普及宣传上有优

秀的著作和作品.
三、完善培训体系,提升会员素质

会员是学会的基础,是学会兴旺的源泉.宣传终身学习理念,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全面提高馆员素质

是本会的一项重要使命.
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和谐审美观为己任.创立“天香书院”、“天香艺

术团”,努力争取在本届理事会期间,将其办成具有资质的正式培训基地.

２０１７年开设“书法师资班”、“绘画师资班”,聘请图书馆界书法家为院士,邀请书法家协会成员担任讲

师,招募首批馆员学员.定期举办书法艺术培训讨论会和书法学习成果展示活动.引入考级评估,期望通

过持续的努力,为图书馆培养一批具有优秀书法艺术才能的馆员,并为今后面向社会开展服务打好坚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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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２０１７年举办首届图书馆朗诵艺术展示活动.创立“天香朗诵艺术团”,聘请朗诵专家、电台优秀主持人

进行专业指导,招募首批馆员团员.学习朗诵艺术技巧,提高对语言的感悟能力和表达能力,通过学习、朗
诵水平等级考试等提升水平,培养一批具备较高艺术素质的图书馆馆员,更好地服务社会.

继续组织各类专业培训,在帮助馆员开阔学术视野、了解学科发展、掌握新兴技术、适应事业发展的同

时,要促使馆员全面发展,并激励会员为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在全省、全国起到典范作用.
我会将继续邀请国内外专家来苏开展交流,举办专题讲座,丰富会员的知识.同时要增加会员走出去

学习交流的机会.
四、做好科学普及,建设书香苏州

充分发挥各图书馆科普基地、阅读基地作用,倡导全民阅读,培养读书风尚,是图书馆人的天职,也仍

然是图书馆学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学会除继续推动“苏州阅读节”等品牌活动外,要继续扩大宣传推广活

动,深入开展建设书香城市研究,总结推广苏州市图书馆界工作经验与做法.
五、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合作发展

资源共享是图书馆发展的趋势,我会要在稳定高效的跨系统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建设、合作模式及体制

机制创新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探索成立“苏州中小学联合图书馆”,以苏州图书馆管理、技术平台为支撑,集合苏州市情报机构、高

校、公共、教育(中小学)图书馆的各自能力和资源优势,以点带面逐步建设成一个全覆盖、高质量、高效能

的全市中小学联合图书馆,为中小学生(少年儿童)提供高水平服务全覆盖.
我会要发挥好引领和协调作用,克服全市图书馆实现资源共享存在的制约因素,聚合各馆力量,创新

工作模式,全面深入地开展馆际合作,不断提升我市图书整体效能.
六、提升服务水平,讲好苏州故事

服务是学会的本职,我会良好的声誉和影响力来自于服务.我们要着力在提升服务水平上下工夫,要
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水平.

继续办好«苏图通讯»等刊物,把提高刊物的质量放在首位,在刊物的选题策划、栏目策划、总体策划方

面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体现刊物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及时刊登业界动态,打造学术交流品牌.
要认真积极地组织和参与上级学会举办的学术活动,认真积极地做好文化部等级图书馆评估工作.

以优质服务和诚信服务树立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的良好形象,走上追求卓越的科学发展之路.
最后,我也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向大会承诺:在今后的工作中,新一届理事会将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下,

在广大会员的支持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和衷共济、共谱新篇,推动我市图书馆事业建设更健康、更稳

健、更快速发展.我们一定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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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图书馆学会关于表彰优秀会员的决定

为提高苏州市图书馆界全体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弘扬求真务实、乐于奉献、勇于创新的

精神,树立学习榜样,促进图书馆工作健康发展.理事会审议了各单位推荐的２０１６年度优秀会员名单;并
在各年度评优基础上,审议通过了本届优秀会员名单.现决定对章旭等４０名同志授予“苏州市图书馆学

会２０１６年度优秀会员”称号,对包岐峰等３６名同志授予“苏州市图书馆学会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优秀会员”称
号,同时颁发“荣誉证书”予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同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精益求精,刻苦钻研业务,加强学术研究,提高职业技能水平,
走岗位成才之路.

附件１:２０１６年度优秀会员名单

附件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优秀会员名单

苏州市图书馆学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

附件１:２０１６年度优秀会员名单(４０名)
章旭、王晔、许苑(苏州图书馆)
李金阳(吴中区图书馆)
肖卫飞、韩阿灿(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
吴芸、沈斌、顾芸(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
张靖、陈丽英(常熟市图书馆)
许晔、徐梦华(张家港市图书馆)
魏哲曦、张超、张露(太仓市图书馆)
杨枫、王梨琴、陈继华(昆山图书馆)
韩静娴、康芳芳、孙红娣、王景丽、(苏州大学图书馆)
胡绍宜(苏州市职业大学图书馆)
过言之(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
覃华兵(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王荣祥(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邵佳雯(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王俊、许剑涛(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
潘为夷(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
王红霞(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图书馆)
刘启珍(苏州市立医院(东区)图书馆)
吴秀芳(苏州市吴中区苏苑高级中学图书馆)
李 娟(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学校)
倪莺莺(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
黄海蓉(张家港市梁丰初中)
陈海鹰(常熟市尚湖高级中学)
钱洁(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
吴一芬(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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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优秀会员名单(３６名)
包岐峰、杨忠元(常熟市图书馆)
李建华、李倩、徐钊莉(张家港市图书馆)
俞菊芳、杨利丽(昆山图书馆)
周卫彬、赵书苑(太仓市图书馆)
杨阳、章丽婷、王德朋(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
马菊芬、陈筱琳(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
李春梅、章凡(苏州市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
黄洁、沈黎、蒋蕾静、朱轶奇、卿朝晖(苏州图书馆)
姚建民(苏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徐旭光、金华、汪宝君(苏州大学图书馆)
何清、顾永时、胡杰(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
蔡小红、徐德军(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王雅戈(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
张学梅(苏州市职业大学图书馆)
马立、马英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杨丽萍(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
翟萌(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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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图书馆学会召开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简讯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下午１时,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苏州图书馆多功能厅举行.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南京图书馆全勤副馆长,江苏省图书馆学会李浩秘书长,苏州市哲学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汪苏春副主席,苏州市文广新局徐春宏副局长出席了代表大会开幕式.苏州市科技信息

协会姚建民理事长、苏州市高校图协何清副理事长向大会致贺词,兄弟省市图书馆学会也发来了贺信、贺
词,共同祝愿苏州市图书馆学会在新一届理事会领导下事业蒸蒸日上,再创辉煌.

徐春宏副局长首先代表主管局发表致辞,他充分肯定了苏州市图书馆学会近年来在图书馆学术研究

与学会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勉励市学会在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积极进取,勇于突破,大力推进我市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为我市书香城市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汪苏春副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苏州市图书馆

学会是全市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苏州市图书馆学会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会,全市图

书馆工作者要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苏州市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研究

如何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传承文明上更加有作为.
全勤副馆长代表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而诚挚的祝贺! 她在讲话中

认为,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七届理事会是一个优秀的人才群体.在过去的四年多时间里,市学会在七届理

事会的领导下,在苏州市各级政府的支持、关心下,从本市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与

交流,使苏州市图书馆界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苏州市图书馆学会与省学会也一直保持着

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联系与协作,曾多次承办中图学会和省学会的活动.所做的一切努力不仅促进了本

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为促进全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副馆长说:我们衷心希望

苏州市学会在第八届理事会领导下,认真履行推动和活跃图书馆事业的职能,积极探索学术研究和学会工

作创新发展,切实发挥市学会联系全市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组织开展学术研究和学

术交流,提高全市图书馆的科学管理和业务水平,加快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全市图

书馆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为苏州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希望新一届市学会理事会

加强与省学会的协作,在省学会的统一安排下,发挥自己的优势,务实奉献,创建一流的市级图书馆学会.
会上,金德政理事长作了第七届工作报告.报告概述了四年来市学会的工作,从市学会会员队伍不断

壮大,学术交流与继续教育同步进行,全民阅读推广持续有效,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介

绍了第七届理事会期间,通过承办国内重要学术会议和延请业界专家学者来苏讲学,拓展了会员的视野,
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也对外交流了苏州的经验;介绍了市学会多次荣获全国、省、市先进学会称

号,多名会员荣获全国优秀会员称号的情况,报告得到了会员代表的赞同.
接着,包岐峰副理事长向大会作了财务报告,何清副理事长宣读了优秀会员表彰决定,周建屏副理事

长作了关于产生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并宣读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建议名单).
在充分听取会议代表意见,并经民主表决后,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正式成立.

下午１４点３０,新当选理事参加了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第一次全体理事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常务

理事、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并对设立的学术委员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数图与信息委员会、中小学图

书馆委员会、医学专业委员会等５个专委会的主任、副主任人选进行了推荐和审议,并听取了理事们对新

一届理事会的工作规划建议.与此同时,会员代表在何冰沁、楼文艳、朱斐老师的琵琶、长笛和歌声中,对
市学会今后工作提出了各自的书面意见或建议,对理事会、秘书处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要求.

随后举行了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当选的金德政理事长向会员代表作了关

于第八届理事会工作规划的报告.并代表理事会承诺: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在上

级的领导下,在广大会员的支持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和衷共济、共谱新篇,推动我市图书馆事业建设更

健康、更稳健、更快速发展.
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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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汇文系统模块的典藏工作实践探索

苏州大学图书馆　刘成立

　　汇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是目前国产同类软件

中销售势头最好的图书馆管理系统之一,到目前为

止汇文系统已为国内６００多家知名高校和公共图

书馆所选用.苏州大学图书馆从１９９９年使用汇文

系统至今,典藏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汇文系统基于 WindowsNT、Unix 操作系统,

以大型关系型数据库 Oracle数据库为支撑,包括

系统管理、采访、编目、典藏、流通、期刊、统计等业

务处理和管理功能,覆盖图书馆现阶段所有的工

作范围.本文重点谈谈典藏模块在我馆的实践应

用情况.
１　汇文系统典藏模块的特点

１．１　工作界面友好,简洁、灵活,便于操作.
汇文典藏模块屏幕操作界面类似 Windows２０００界

面,典藏人员能较快熟悉界面,操作方便.可以指

定和改变显示内容和格式摸板,包括菜单、检索结

果、错误信息提示等.
１．２　数据的衔接性能好.编目人员完成某批

图书的编目工作后点击送典,典藏人员即可对该批

数据进行典藏处理,大大提高典藏速度.
１．３　功能相对独立,系统设置简便.汇文系

统中典藏模块相对采访、编目等模块比较独立,典

藏人员根据馆内要求自己即可设置分配规则,不需

要系统管理员来设置规则,工作环节得到了简化.
２　我馆在汇文系统中典藏工作的职责范围

２．１　汇文典藏部分模块的权限分割.汇文系

统中典藏模块承载了新书分配,馆藏清点,书刊调

拨,书刊修补,书刊剔旧等几大功能模块.由于我

馆是大学图书馆,图书入藏规模大,馆藏地众多,除
新书分配以外,其他模块需要与一线流通馆藏信息

紧密配合,因此这些模块的权限被分配到各个馆藏

地的流通部门,这样方便快捷又准确无误的及时解

决相关的书刊典藏问题.
以书刊调拨为例:书刊调拨是图书馆随时要做

的一项工作.汇文系统把书刊调拨的权限放在典

藏且权限过大,可以把一本书任意调拨到某个馆藏

地.如果我们不下放权限,致使一本书的调拨都要

打电话给典藏.既增加了工作环节又增加了工作

量,也给流通的图书的借阅带来了不便.如果书刊

调拨权限分配给流通或阅览,可容许自己内部变更

馆藏,这样既给阅览室带来了方便,也不会影响图

书的借阅.我们还经常有系资料室的书籍归入图

书馆,而我馆馆藏地较多,光流通部就要１０个馆藏

地,如七月份系里调入图书馆２２１ 册图书,调拨入

馆用汇文系统却要花费一天的时间,首先流通部的

工作人员要把图书按馆藏地分别做１０个txt文档,
就得半天时间,典藏再把这１０个txt文档调拨到对

应的馆藏地又得花半天时间.鉴于这个原因,我馆

把该权限下放各个馆藏地的流通部门,在图书借阅

前进行书刊馆藏变更,就能对图书进行借阅了,节
省了人力和时间.

２．２　典藏的重头工作———新书分配

A典藏新书分配模式

目前我馆主要的新书分配模式采用总馆模式

即总馆统一采购 ,采访只设置一个总馆订户 ,典藏

人员根据各校区的需求将图书典藏至各分校区.
在采访模块中,采访只设置一个总馆订户,所

有校区图书都利用此订户订购.在具体的订单制

作过程中,采访人员对征订目录中的图书根据各校

区的需求情况选择不同复本为各校区订购,经过查

重后进行订购,在图书正常验收、编目完成之后进

行典藏环节.
此方案中,典藏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利

用自动典藏规则典藏.由于各校区的专业、学生层

次的不同,教条化地规定某类不同复本量的图书典

入某校区的典藏规则,显然不适用于实际工作.可

以制定一个适用于多数图书的较为宽泛的自动典

藏规则,不适用于自动典藏规则的图书则单独调拨

处理.此方法的优点是系统自动典藏,方便快捷.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馆藏地众多,手工典藏与系

统自动典藏极易出现不一致的情况,造成不必要的

麻烦.第二种方法是不利用典藏模块的自动典藏

功能,将手工典藏与系统典藏同时进行.此方法在

实际工作中虽然工作效率不高,但不易出现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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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是高校图书馆,具有满足各个校区教学、
科研、重点学科的建设需要的责任,因此在入藏图

书的时候,需要严格按照载体类型、学科的性质、流
通的方式以及读者的特点、教学任务、科研需求等

因素划为若干部分,并把图书分配到各个馆藏地.
不仅要对分编的质量严格把关,更要对每种图书的

分配去向都要根据需要进行分析,明确该图书的馆

藏地,使图书在各个馆藏地科学统筹,合理分配.
如图１这样的要求,计算机无法凭借简单的分类号

完成.因此,目前我们的典藏方法依然是以手工典

藏为主,汇文新书自动批量分配处理的设计理念,
相比之下更适合公共图书馆.

图１　敬文东区文科样本的收藏范围及收藏原则

收

藏

范

围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

B
哲学、宗教 (建议:B８２１－８２５不收藏;B８４８．
４;B８４８．６及B９少收藏)

C
社会科学总论(建议:C５３３不收藏;C９１２．１少

收藏)

D 政治、法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仅收藏 H０语言学、H１汉语、H２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I 文学

K 历史、地理(K８１－８２;K９１－９２选择收藏)

Z 综合性图书 上述各类工具书

收

藏

原

则

①以学术著作为主,保证收藏系列性.

②中文小说类,以文学名著为主,以名社、名家、名
译为标准.

③各类考试用书一律不入藏.

④教材原则上不入藏.

备注

B８２１—８２５隶属于上位类B８２伦理学(道德哲学)
B８２１:人生观、人生哲学
B８２２:国家道德
B８２３:家庭、婚姻道德
B８２４:社会公德
B８２５:个人修养
(以上不收藏)
B８４８．４及B８４８．６隶属于上位类B８４心理学
B８４８．４:信念、意志、行为成功与失败心理入此.
B８４８．６:性格
B９—９９:宗教
C５３３隶属于上位类C５３论文集
C５３３:学位论文、毕业论文(注:其它大类的论文
集原则上也不收藏,G２５图书馆、信息事业类建议
收藏)
C９１２．１隶属于上位类C９１社会学
C９１２．１:个人(社会人)人学、人际关系学、个人社
会学、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色理论等入此.
(以上少收藏)

　　B新书分配的工作流程:
a．将编目加工完毕的新书,根据典藏原则分批

次先手工挑选分配到各个馆藏地的书架上.b．登
陆汇文典藏模块,打开新书分配功能,选择交接批

次,根据馆藏地进入扫描分配模式.c．把刚才初分

好的新书,搬过来逐本扫描入汇文系统.d．将已扫

描好的新书重新按批次归放到各馆藏地的书架上.
e．分批次将分配完毕的新书,按照馆藏地打印交接

清单.f．将分配完毕的新书与各个馆藏地进行交

接.
３　总结

文献建设部的工作是一条数据联系紧密的流

水线,而典藏是其中最后的环节.我馆典藏工作这

方面得到了采访环节的有效支持和配合.如遇到

单独馆藏地的订户的书,设置为一个批次,利用汇

文系统便可以顺利快速的完成典藏,极大提高了工

作的效率.作为教育科研服务性单位,我馆近年来

为２２个院系资料室提供了新书征订编目典藏一条

龙服务,这样典藏新书分配的工作压力也随之加

大,要精确有效的与各个馆藏地和院系对接.鉴于

这些情况,典藏新书分配的工作既有量的要求,更
要有质的保障.如何保证质的前提下,利用汇文

５０高效的完成典藏新书分配工作,成为一个值得

思考的问题.



(上接第２０页)
在做好音乐欣赏服务之外,我们也可以加强音乐类

文献资源的整理.作为一个图书馆,出发点必然是

文献资源.因此,音乐的特色与文献的结合尤为重

要.本馆可打造以中外文学名著为基础的音乐推

广,并以此成为一个品牌,举例如«西游记»作为一

个影视品牌,与其相关的名著和书籍,以及相关的

音乐赏析,但难点在于版权问题需要进一步商讨.
同时,一些音乐自媒体的优秀作品,如微信、微

博的一些内容也可作为本馆活动宣传的工具.作

为新兴品牌,自媒体的创办者更需要借助平台进行

推广,因此本馆坐拥公共平台的优势,与其共同合

作能够实现互帮互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费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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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音乐之美”
———音乐图书馆的学习与思考

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　陈徐安

摘　要:近年来,国内很多公共图书馆都创设了音乐图书馆,本文通过参加２０１６中图学会

年会主题分享活动“品读音乐之美”,分析了宁波图书馆在音乐图书馆的创办、运作方面的实践

与探索,对今后本馆音乐图书馆的运作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音乐图书馆;探索

　　金秋十月,２０１６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在安徽

铜陵举行,图书馆业界同行汇聚一堂.我有幸参与

了由社区与乡村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宁波市图书

馆主 办 的 分 会 场 活 动,主 题 名 为 “品 读 音 乐 之

美———音乐图书馆的探索与实践”,会场内氛围热

烈,高潮迭起,使人受益良多,让我们在尽情享受音

乐之美的同时,拓宽了视野,创新了思路,学习了以

第三文化空间形式出现的公共图书馆音乐馆,作为

一种新型的阅读推广的模式,所展现的魅力.只有

置身其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为何这样的公共音乐

图书馆如此受到市民热烈欢迎的原因.
一、主题活动分享:
首先,天一音乐馆“黑胶唱片赏析音乐沙龙”主

讲人戚缪笛和原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演奏员刘桦

在此次主题活动中演奏了莫扎特二重奏奏鸣曲经

典曲目,掀起了此次分会场的第一个高潮.接下

来,宁波市图书馆宣教部副主任章笑笑、天津音乐

图书馆的陈杨以及沧州图书馆宣传推广部副主任

孟姝君三位主讲人,讲述各自所在馆内的音乐图书

馆的理念以及特色.由戚缪笛老师以及“和乐之

道”东方音乐美学赏析主讲人柴昀喆老师作了沙龙

分享,前者是西方古典音乐,后者是传统民乐,两位

老师通俗易懂的讲解,让高雅音乐不再那么晦涩,
也不再曲高和寡,从中也可窥探出,音乐作为一种

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与公共图书馆共同结合而进

行文化普及的可行性.最后,在宁波非洲鼓俱乐部

创始人王大为老师的带领下,偕同观众上台共同参

与,将会场氛围推至最高潮.在热情的节拍里,所

有人共同感受来自非洲的狂野旋律,共享音乐的火

热激情与神奇魅力.
二、探索与实践:
宁波市图书馆在音乐馆的创办、运作等方面进

行了成功的探索和实践,值得图书馆业界同行借

鉴.

１．创办背景:
宁波市政府向来注重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与

公共文化的推广普及,曾连续四次蝉联中国文明城

市,２０１６年被评为东亚文化之都.当地居民的文化

参与感与认同感普遍较高,居民对音乐的追求十分

热情.正是由一位读者的来信在宁波当地报纸上

的刊登,要求开设音乐读书馆.政府的重视与市民

的推动才使得天一音乐馆于２０１５年１月正式开

馆,宁波居民对音乐的热情,可见一斑.

２．运作理念:
宁波地区经济发达,作为浙江第二大城市,在

经费方面较为充裕.宁波天一音乐馆打造了自主

的学习平台,充分发挥和利用宁波市图书馆馆藏丰

富的音乐文献资料和数据资源,整合和征集分散的

社会音乐资源,为市民提供音乐学习平台.同时,
通过配备高品质专业 CD播放器、HiFi耳机、库克

音乐终端服务机等数字化音乐设备,为读者提供开

放式的音乐欣赏、体验空间,馆藏音像资料及相关

音乐书籍均免费向读者开放,读者可自助欣赏.另

外,宁波天一音乐馆也向大众提供了互动平台.定

期开展不同形式、针对不同层次音乐爱好者的音乐

及影视精品欣赏、知识普及和互动交流活动,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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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一流音乐家、艺术家、名人、教授举行音乐鉴

赏推广、研究交流,小型演奏会等活动.

天一音乐馆十二月份的活动内容如下图.从

中可见,在整个十二月份的７场活动中,活动主题

有传统民乐、现代民谣弹唱、当地文化甬剧、西方古

典音乐这四大主题,涵盖面非常之广,内容非常之

丰富,看似高雅却又不失地气,十分难能可贵.

３．运作模式:
在参与这次音乐图书馆主题活动前,我一直有

些疑惑.音乐与图书本是两种有些冲突的事物,图
书馆偏静,需要提供一个安静的场合给读者进行阅

读,而音乐偏闹,在集中享受音乐时将没有闲暇进

行阅读.而且,音乐图书馆与文化馆在功能上也有

重叠,是否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此次活动后,
我的疑惑得到了解答.宁波天一音乐馆的方式有

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将宁波市图书馆馆藏丰

富的音乐文献资料和数据资源作为音乐图书馆的

展现方式,整合和征集分散的社会音乐资源,为市

民提供音乐集中学习平台.这就是说,在音乐图书

馆内能够阅读音乐相关的书籍,以及浏览相关的在

线音乐资源,这个功能是文化馆所不具备的.而通

过定期开展不同形式、针对不同层次音乐爱好者的

音乐及影视精品欣赏、知识普及和互动交流活动,
让读者在阅读之余,能够享受与升华对音乐的理

解.这一闹一静,就能够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三、结合吴中区图书馆自身实际状况的思考

１．宁波天一音乐馆作为我们以后活动推广的

一个优秀参考案例,在品牌塑造方面有很大的借鉴

意义.
虽然我们无法像宁波馆那样单独建设一个音

乐馆,但我们在新馆设有两个不同档次的hifi音乐

室,还有一块个体影音体验区,新馆建成后的地理

位置也较为优越,因此在创办有一定吸引力的音乐

主题推广活动后,也能够形成一批忠实观众,也可

力争打造出一个具有本馆特色的音乐活动品牌,

２．音乐主题活动应定位精准,同时要注重互动

性、地方性.
音乐主题活动的重点在于能否让读者听懂,能

否避免让人感到索然无味、昏昏欲睡.因此活动形

式需要考量,无论高雅艺术或是街头民谣,需要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降低进入门槛,提高普及

面,使受众面拓宽,使活动受到欢迎.不同于宁波

馆的是,本馆作为区级馆,影响力以及经费有限,在
邀请如宁波馆那样的名家会较困难.因此,小而精

的沙龙、分享会,定位精准又不失格调,场面虽小但

内容精彩的模式可能更为合适.
同时,也要增加与观众的互动.宁波图书馆主

办的此次活动上,有一个观众互动的优秀案例非常

值得借鉴.在会场议程临近尾声的时候,宁波非洲

鼓俱乐部创始人王大为老师为大家演示了非洲鼓

的演奏技巧,随后邀请３名观众上台共同参与.３
名观众很快学会了简单易上手的非洲鼓,随后他们

共同协作演奏击鼓.随着富有节奏感的击鼓声,现
场的观众共同击掌打起节奏,使会场氛围走向高

潮.正是这样与互动的方式更能够引起与观众们

的共鸣,如果单纯地由主讲人一人唱独角戏,则活

动效果则会无法达成预期.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结合苏州、吴中当地特色

的音乐、戏曲元素,本地传统文化推广的优势在于,
在当地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受众面较广,也契合

吴中政府大力推广吴文化的主旨,因此不失为一个

较好的选择.

３．宁波馆的模式较为成功,但从长远角度来看

也有可以提高的地方.
音乐的欣赏是一个特色,但如果单纯强调这个特

色则会与文化馆的功能重叠.因此, (下转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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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市图书馆参与“文化养老”的实践与思考

太仓市图书馆　孙　至　张　超

　　“文化养老”是精神养老的一种很好模式.它

是以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基本得到保障为前提,
以满足精神需求为基础,以沟通情感、交流思想、拥
有健康身心为基本内容,以张扬个性、崇尚独立、享
受快乐、愉悦精神为目的养老方式.

公共图书馆作为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公益性文

化机构,是开展社会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

场所,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在人口老龄化时

代,公共图书馆如何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积极

为老年读者提供全面、有效的文化养老服务就显得

尤为重要.

２０１０年太仓全市６０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１１．３
万,占全市户籍人口总数的２４．４％.到２０１３年底,
全市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达１３．２３万人,占全市人口

的２７．８９％,也就是说占全市将近１/３的人口,是全

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县市之一,提前步入了老龄化

社会.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态势,近年来,太
仓市图书馆针对老年群体的文化需求,发挥自身的

优势,积极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分析老年读者需求、
着力打造以“文化养老”为主题的特色服务.

一、认真分析老年读者的阅读类型

参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根据老年人的特

点,我们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需求划分为三个层

次,即取悦自我的需求、社会交往的需求、创造价值

的需求.作为一个图书馆职工,了解老年读者来图

书馆的阅读心理,是我们开展好老年服务工作的重

要前提.通过在日常工作中观察,我觉得老年读者

的阅读类型大概有以下几种:

１．消遣散心型.这部分老年人来图书馆主要

是取悦自我的需要.他们大多数在退休前就喜欢

读书、看报,有关心时事政治或社会新闻的习惯.
他们虽然离退休后离开了工作单位,但并没有使自

己游离于社会之外.通过报刊、杂志,他们还是时

刻关心着自己工作过的行业,关注着国家的发展,
而图书馆有着丰富的馆藏报刊资料,正好能满足他

们这种需求.
截止今年１１月,我馆藏书已达到８７万册,报

刊订购数量达１２００多种,馆内环境宽敞明亮又比

较安静,适合多数老年人好静不好动的特点,因而

吸引了很多老年朋友来馆阅读,在日常的工作中我

们发现,馆内阅览座椅上座率６０％以上为５５—７０
岁老年读者.

２．社会交往型.这部分老年人性格大都偏外

向,喜欢交朋友.退休以后,少了很多社交的渠道

和机会,内心常感到寂寞孤独.他们希望同社会联

系,渴望交流,扩大退休后的社交圈,所以公共图书

馆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来图书馆不仅能了解天

下大事,增加了很多谈资,而且图书馆就像个小社

会,能结识很多不同性格的朋友,特别是同龄人.
和同龄人聊天既满足老年人社交的需求,还能结识

很多志趣相投的老伙伴,让他们高兴不已.同时,
退休后由于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很多老年读者都各

自有了一些兴趣爱好.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

们谈论起来更为投机,同时这些兴趣爱好也陶冶了

他们的情操,充实了他们的晚年生活,老人们都乐

此不疲.图书馆成为老年读者相互交流的中心,也
成为他们同社会联系的窗口.

３．创造价值型.老年读者中也不乏专家、学

者,他们来馆主要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查找资料.他

们都有良好的阅读习惯,自学能力较强,他们渴望

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为社会、为国家再作贡献,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有勤奋敬业的精神,广博

的知识经验,精湛的专业技能,好学不懈的干劲,是
“活到老、学到老”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离开了自

己心爱的工作岗位,但还想发挥自己的余热,为社

会创造价值,迎来人生的又一个高峰.
二、着力打造“文化养老”特色服务

太仓市图书馆针对老年群体的文化需求,发挥

自身的优势,积极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打造以“文化

养老”为主题的特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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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丰富的馆藏书刊资源,为老年人创造舒适

的阅读环境.
我馆近９０万册的馆藏图书,１０００余种报刊资

源,为老年人阅读书刊提供丰富的资源.为扩大我

馆服务网络的辐射面,在社区活动服务中心、太仓

福利院建立图书服务点,２０１４年我馆还新建了太

仓颐悦园养老服务中心和陆渡福利院老年日间照

料中心两个专为老年人服务的图书服务点,此外我

馆还利用流动图书车走进社区,实行通借通还,办
理借阅证,满足社区老年人阅读需求.

(二)建立健全阵地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学习交

流平台.

１．公益讲座.我馆从老年人实际需求出发,多
次邀请医学专家、文化名人、科技学者等开展健康

养生、社会生活类讲座,今年我馆共举办适合老年

读者参与的讲座７场,为方便老年人出行,我馆还

将«快乐养生１２法»讲座送到马家地园小区;重阳

节来临之际,“娄东大讲堂”将«老年人的健康生活»
安排在市福利院.此外,还为喜爱人文、戏曲的老

年群体,邀请沪剧、苏州评弹的艺术名人袁小良、秦
建国及知名学者莫砺锋、潘知常等莅临讲座现场,
与老年读者亲密互动.将讲座形式由馆内向馆外

延伸,深入社区,以基层老年群众的需求作为服务

目的,把他们需要的讲座送到家门口,提供就近便

利的公共文化服务.让老年人能不断汲取知识、交
流所学.

２．“扶老上网”培训.多年来,每年我馆定期举

办“轻松学电脑———老年人免费电脑知识培训”活
动.老人上网,能帮助老人融入社会,丰富晚年生

活,获得无穷乐趣,充实晚年人生.适当上网,还有

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让老人保持年轻心态.
培训中我们发现,老年人也追求生活品位,向

往丰富的精神生活,渴望享受信息时代数字生活的

便捷与乐趣.我们把“网上购物,网上服务,网上聊

天,网上阅读,收发邮件”编成教学课程,确实解决

老人生活上的一些实际问题,尤其可以满足那些行

动不便,患有疾病老人日常生活上的需要.通过上

网可以促进亲情和友情,让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与

子女、亲友加强联络,随时了解相互的情况.
(三)深化拓展服务功能,为老年人丰富暮年文

化生活.

１．«尔雅»六年社区行.«尔雅»是太仓地方文

化的一张名片,深受老年读者的喜爱.２０１４年,我
馆借«尔雅»创刊六周年之际,走进社区,向读者宣

传、赠阅.
今年以来,«尔雅»已经在马家地园社区、滨江

社区(华侨花园)、府东社区等１４个社区巡展,赠送

册数达到３０００余本.

２．定期举办“文化养老”知识竞赛.今年的竞

赛共分５个主题,时间跨度从今年４月到８月开

展,每月一个主题,分别为“养老敬老”、“保健养

生”、“娄东历史”、“休闲娱乐”和“读书修身”,参与

受众人群定位在５５—７０岁之间的老年读者.读者

可在图书馆网站直接答题,也可在服务台领取答题

卡.微博、微信上同时提供答题的链接.让老年人

积极参与馆内活动,通过竞赛使其老有所学,学有

所用.

３．重阳书画笔会.“重阳书画笔会”也是我馆

“文化养老”特色服务中的一个固定项目,活动与太

仓市书法家协会、太仓市退管中心共同承办,组织

全市爱好书法的老年读者开展重阳节老年书画笔

会,既展示老年人的书画才能,也为他们提供交流、
交友的平台.活动中的优秀书画作品均会在我馆

集中展示,展示结束后赠予喜爱书画的读者.
书画笔会之所以得到老年人的喜爱,因为能够

在师造化、师古人的过程中,达到老年人生活两个

关键点———有朋友、有爱好,并通过书画爱好为社

会传递正能量.书画笔会已成为太仓老年人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延年益寿的一个活动舞

台

４．“春风行动”进基层.目前,太仓全市共有

１４６个村和社区有７２０个老年文化活动中心,上百

个文化广场,建立了５２所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成
立各类老年文化俱乐部和社团组织８７家.“春风

行动”每年有组织有计划地将馆内阅读资源、阅读

推广活动送到基层、乡镇.全力参与打造“文化乐

园,精神家园”的文化惠民服务品牌,以“送书”、“送
电影”、“送展览”、“送培训”等为主要内容,实施“家
在太仓,文化惠民大行动”系列活动.截止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我们已向基层送书１７６００册、展览６场、培训

２场,并建设两个专门服务老年人的图书流动点,真
正意义上促进了“文化养老”的全面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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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组建志愿者团队,为老年人提供日常

生活帮助.
我们着力将志愿者活动打造成为广大市民群

众“文化养老”服务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平台.鼓励

和引导广大志愿者积极践行“文化养老”尊老、敬
老、爱老的理念,关注民生、关爱社会,立足社区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
我们以本馆团员志愿者为基础,同时在社会上

招募对“文化养老”事业感兴趣、有热情的年轻人,
目前已注册再录的志愿者人数达到８０余人,并定

期开展为福利院老人送温暖、为养老院老人献爱

心、帮助孤寡老人等活动.以“方便老人”为出发

点,以“帮助老人”为动力,不断拓展志愿者服务内

涵,实实在在践行“文化养老”理念.
三、公共图书馆参与“文化养老”的思考

１、购书经费的倾斜.随着逐年来财政对购书

经费投入的增加,图书馆可适当增加老年读者喜爱

的书籍、报刊、杂志的订购数量,如养生、保健、园
艺、旅游、摄影、时事等方面的书报刊.可通过预约

登记簿、读者问答卷、读者座谈会等方式及时了解

老年读者的需求变化,有的放矢的补充相关资料,
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在品种和复本的选择上,要
兼顾老年人的特点,选择适合老年人口味的书报

刊,在购书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保障复本

量,使公共图书馆能满足老年读者在阅读需求上的

需要.

２、提供人性化服务.为老年读者提供人性化

的服务措施.在单位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针对爱交

友的老年读者,在馆内为他们设置专门的老年读者

阅览区域,放些纸和笔,方便老年读者交友需要.
另外阅览区域要设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桌椅要安放

舒适.老年读者视力较弱,书架上的分类标志要特

殊放大,或设置专门书架,方便老年读者查询.

３、开展形式多样活动.图书馆还应根据自己

的特点开展一些方便老年读者的文化娱乐休闲活

动.如今的老年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他

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更高层次的

需求.许多老年人,已经不仅仅是到公园散步、健
身,在家中养花、种草,围着小家和晚辈转,而是上

网冲浪、聊天,进老年大学再学习充实自己,重新走

进社会寻求自身价值.对于这部分老年读者图书

馆可以开办一些学习电脑网络知识的学习班,包括

图片编辑制作方面的学习等.现在公共图书馆都

有电子阅览室,为了使老年读者能享受到政府公共

文化服务带来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公共图书馆应为

老年读者提供免费上网服务.
此外,图书馆还可更多地举办健康知识的讲

座,如常见病的防治等,并将此类讲座送至基层分

馆、社区、福利院等,把服务切实送到老年人的身

边,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教育活动满足老年读者的阅

读需求、信息需求、文化需求以及知识需求,为建设

和谐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４、成立老年读者委员会.在馆内成立老年读

者委员会.在老年读者阅读较为集中的阅览室内,
吸收身体健康、有爱心、愿为大家服务的老年志愿

者,让他们参与到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中来,为如何

做好老年读者服务献计献策,并协助馆员从事一些

简单的服务工作.这些志愿者们在发挥余热、体现

其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完善图书馆老年读者服务

工作尽一份力.
为老年人服务不光是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

话题上,更应该让老年读者到图书馆来施展才华,
让图书馆真正成为他们“文化乐园、精神家园”,终
身学习的场所.在县级公共图书馆开展多种形式

的老年读者服务活动,是县级图书馆为社会服务和

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举措.更是当前县级公共图

书馆业务活动的重要补充和延伸.尊重老年人、服
务老年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只要我们图书馆工作

人员重视为老年读者服务工作并坚持不懈地开展

下去,就一定能在图书馆这块园地里结出丰硕的果

实,让“文化养老”成为太仓老龄社会的新风尚.

３２

苏图通讯２０１６．１２　　　　 　　　　　　　 　　　　　　　　　　　　　　　图书馆服务与管理



公共图书馆读者研究

苏州图书馆　曹振华

摘　要:新信息环境下城市公共图书馆要持续吸引读者,需深入了解读者行为及其影响因

素.本文分析读者使用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目的,有休闲、学习、使用网络和音像资源、参加活动

等.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影响因素也不同.对读者行为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对公共图书馆的

服务感知、使用其他图书馆频次、到馆距离.当个体差异因素受控后,读者感知的公共图书馆

资源、服务和环境水平和读者行为之间存在正向促进关系.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读者行为;服务

　　近年随着国家重视公共文化事业,公共图书馆

获得较大发展.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利用

互联网获取信息,公共图书馆采取措施顺应读者数

字阅读趋势.一方面是公共图书馆不断发展,另一

方面是新媒体不断涌现,个体差异导致读者需求差

异的彰显.读者行为有何特征? 读者行为是受个

体特征影响大,还是受图书馆服务影响大? 这些是

公共图书馆在制定发展规划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

素.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从用户角度出发,在考

虑市民个体特征情况下,图书馆服务会对其使用图

书馆产生什么影响? 本研究旨在综合考虑个体特

征和个体所处信息环境等因素,分析图书馆服务对

个体信息行为的影响.
公共图书馆服务对读者行为的影响,读者对图

书馆服务的感知对休闲、学习,使用网络和音像资

源,参加活动四种行为都会带来显著影响,说明读

者感知的图书馆服务水平越高,越会增加其对公共

图书馆的使用.尤其是使用网络和音像资源的行

为受到服务感知的影响最大,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的

投入是值得的;读者利用公共图书馆的行为发生深

刻变化,由原来对书刊的需求转向对网络和音像资

源的需求,公共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电脑、有线网络

接口或无线网络等宽带通信资源,提供音像作品

的欣赏与借阅等更多服务,并且使之被更多读者感

受到服务种类的增加及服务水平的提高,都能有效

提高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的使用率.
家庭上网便利性对读者行为的影响,家庭上网

便利性对读者休闲、使用网络和音像资源的行为会

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对读者学习行为会产生显著

正向影响.家庭上网越便利,读者越不会去公共图

书馆休闲、上网或借阅音像资源.但读者更多使用

公共图书馆进行学习,这是由于学习行为往往对环

境的要求较苛刻,安静的阅读空间、浓厚的阅读氛

围、舒适安全的馆舍设计等环境因素有助于读者进

入学习状态、提高学习效率,更好地完成作业或研

究任务.从中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是公众终身

学习的利器,在公众终身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
图书馆资源对读者行为的影响,资源对休闲、

学习、使用网络和音像资源这三种行为的影响力影

响程度很深.公共图书馆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一方面,公共图书馆无论是休闲、学习还是娱乐功

能的发挥,都需要资源的强力支撑,馆藏资源建设

应持续成为公共图书馆关注的重点,不断提高馆藏

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资源建设进展要能

让读者切实感受到,可以通过新书上架、专题推荐、
报纸专栏等方式广而告之,让每本书、每本杂志、每
种电子资源都有其读 者,也让每个读者都能获得

符合其需求的资源.
环境感知对读者行为的影响环境对读者使用

公共图书馆休闲、学习、参加活动的影响力也很大,
受影响最大的是以学习为目的的使用行为,公共图

书馆为读者提供相关服务都必然要在一定的环境

中开展,读者也在相应的环境中获得信息或体验,
环境水平对读者休闲、学习和参加活动的行为都会

产生显著影响,但不影响其使用网络和音像资源,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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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读者使用网络和音像资源对馆内环境的要求

低,网络和音像作为资源的重要性远远超出馆内环

境的重要性.
个体差异因素对读者行为的影响在个体差异

因素中,读者的月收入会负向影响其对公共图书馆

网络和音像资源的使用,而日均上网时长则会正向

影响其使用公共图书馆的网络和音像资源.月收

入较低的读者较多使用网络和音像资源,说明公共

图书馆在服务低收入人群、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做出

了一定的贡献.日均上网时间较长的读者使用网

络和音像资源较多,然而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上网服

务是否起到了促进读者上网时长的作用,不能因此

定论.
读者的年龄会显著正向影响其休闲行为,即随

着年纪增加,以休闲为目的使用公共图书馆的行为

会增加.说明公共图书馆服务老年人时,应该侧重

于提供休闲服务.读者的学历会显著正向影响其

到公共图书馆学习的行为,说明高学历者比低学历

者略微更多使用公共图书馆的学习功能.随着公

众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种差异可能会逐渐消

失.
满足读者的心理需要从“以人为本”为读者服

务的理念出发,图书馆服务的最终目的在于读者利

用图书馆的成效与满意程度.我们研究读者心理,
将读者按需求进行分类,深入了解读者心理,知道

读者在做什么、想什么,掌握读者从事的研究内容

和所关心的文献范围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取得应

有的效果.我们可以开展引导型借阅,就是改被动

型借阅方式为主动型借阅方式,主动将有关图书的

目录、题录向读者推荐,帮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借

阅到文献.开展导读工作,通过板报、图片、新书目

介绍专栏等形式向读者揭示馆藏文献的状况,吸引

广大读者科学利用馆藏.加强文献检索指导,帮助

读者掌握利用馆藏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各种技

能,消除许多读者到馆阅读时存在的盲目性.我们

要满足读者的阅读心理,必须强调工作人员的主动

性.图书馆员应随时了解读者的心理需求,并以主

动、亲切的服务态度培养读者收集、分析、组织资料

的能力,使读者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图书馆.

结论,从深入分析调查结果可以得出:第一,读
者 使用公共图书馆的目的不同,反映出不同群体

的需求具有差异性,因此图书馆人需要转变观念,
视其他目的的对图书馆的利用为社会个体、群体的

固有权利,如同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基本服务一样,
为他们提供多样、优质的服务,这是公共图书馆提

高服务满意度、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基础上需

要持续努力的方向.第二,在实践领域,公共图书

馆越来越多地开展公众交流活动,这些交流活动涉

及知识、信息、文化等诸领域.结合读者的四种使

用行为可见,公共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具备社

会交流媒介的基础属性,透视这一现象背后的实

质,公共图书馆已经让社会开始关注其作为公共交

流平台的功能,正在引领社会不同个体、群体和组

织利用这一空间进行交流交往的需求.第三,无论

读者以何种目的使用公共图书馆,“到馆距离”、“使
用其他图书馆”都对读者行为起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作用,这对完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以人为本设置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网络、
与其他图书馆之间建立合理的合作机制,是在构建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需要重点解决的两个问题.
第四,弱需求个体对公共图书馆的使用属于浅层次

的使用行为;强需求个体对公共图书馆的使用更深

入,要求更高、更多.排除个体因素,读者对公共图

书馆资源、服务和环境的感知水平,与其使用公共

图书馆的行为之间存在着正向促进关系.作为公

共服务机构,如果能提供多种类、高质量的资源、服
务和具有浓厚阅读氛围的现代化环境,将会鼓励更

多公众使用公共图书馆,使公共图书馆在文化建设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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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指标构建医学论文评价体系的研究

王红霞

一、课题的研究背景

科研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论文的

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活动对现

有知识体系的贡献以及其学术地位,因而常被科

研管理部门用作评价单位、个人科研实力和科研水

平的指标之一,是科研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参考依

据.因此科技论文评价指标以及评价体系是一直

被科技管理界所关注,也是科研绩效评价研究方面

的热点话题.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国外有Virgo,J．
A．在１９７７年验证了被引频次与科技论文重要性

的正相关假设,将被引频次作为科学论文重要性的

指标;乔治? 赫希(JorgeHirsch)于２００５ 年提出

了 H 指数来评价科研论文;美国科技信息所(ISI)
在２００１年推出了ESI的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顶
级论文３ 个指标来评价论文质量;２００６年在医学

领域又推出医学F１０００对医学论文进行评价;国内

有龙莎等采从期刊、论文基金、论文被引情况等方

面筛选出若干个综合性指标并赋予权重,得出科技

论文学术水平的综合得分;何钦成教授应用 TOPＧ
SiS法和因子分析法产生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郭
丽芳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出发,对学术论文所在期

刊的影响因子、论文的总被引次数及他引次数等指

标进行了综合分析,并设计论文学术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徐元俊通过对高职院校教师的科研论文情

况进行分,探讨与研究高职院校科研论文评价指标

体系;彭云等研究了一种定量评价方法在医学科技

论文评价中的应用;常思敏研究了科技论文质量评

价的研究和实践;鲁玉妙等研究了SCI论文学术质

量指标与评价模型.综上所述,国内外很多学者都

在不同方面对科研论文的评价指标或评价体系进

行了研究,但是在真正的评价实践中,不同评价者

的目的虽一致,但由于各自自身的科技知识、认识

能力以及采用的标准不同,造成所取指标和构建的

评价体系也都不尽相同,所以目前仍然缺乏科学

的、合理的、全面的科研论文评价指标以及评价体

系,对该领域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和探

索的过程,该研究仍然是当今中国科技界关注的焦

点课题.
本研究将以医学科研论文为研究对象,分析多

种文献计量学指标的优缺点,并根据各个评价指标

的功能用归一法确定这些指标的参数(权重),构建

多指标的综合性医学论文评价模型,并选用同行评

议的代表性评价指标 F１０００的不同等级论文给予

实例分析验证,从而可以为科研管理部门利用该模

型科学、合理、客观的评价科技论文提供客观依据,
并根据不同的需要建立个性化的医学科研论文评

价指标选择表.
二、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

１．理论意义:
(１)．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目前的医学

科研论文评价的理论.
合理评价医学科研论文的质量,有利于规范医

学工作者的学术道德,提高学术论文质量.科技论

文评价水平的完善对于科研机构以及整个学术界

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都起着重大作用.本研究通

过构建丰满而全面的评价体系来充实我国医学科

技评价体系中的理论方法.
(２)．本研究可以建立科学合理的医学科研论

文评价体系.
对医学论文的评价体系的完善有助于引导、规

范相关科研机构工作人员对科技论文评价的正确

认识.

２．现实意义:
(１)．本研究可以为科研管理部门科学合理的

评价科技论文提供客观依据.
正确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的选择有利于合理

评价医学界的科研活动,有利于对学术论文进行正

确合理的评价,能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为科学

研究、奖励、管理提供依据,使科研人员客观地了解

自身的水平和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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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研究可以为科研管理部门根据不通的

需求选择个性化的医学科研论文评价指标选择表.
本研究通过医学科技论文指标的评价,可以为

医学科研机构的高级人才、学术带头人的评定、杰
出青年基金、科研立项、后备人才选拔、职称的评定

以及为科研机构科技决策提供可信的个性化数据.
三、研究目标

本研究希望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目前的医

学科研论文评的理论体系,建立科学、合理、全面、
综合的医学科技论文评价体系,从而可以为科研管

理部门科学合理的评价科技论文提供客观依据,并
根据需求不同建立个性化的医学科研论文指标选

择表.
四、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１、通过专家调查法确立评指指标体系的评价

指标

本项目就评价体系中的各级指标重要性和合

理性咨询了１８位专家,经过两轮专家咨询,剔除了

他引论文类型、基金论文来源、特征因子、论文作者

数 、基金经费数等论文评价指标,选中论文类型、
期刊类型、他引次数、影响因子、期刊分区这５个指

标作为医学论文评价体系中的评价指标.
按文献类型分级

论文的文献类型有论著、综述、经验交流、病例

(短篇)报道、书目、新闻、传记、书评、更正、勘误、数
据库评论、社论材料、硬件评论、书信、会议摘要、消
息报道、再版、软件评论等多种类型,医学常见的研

究型论文主要类型有论著、综述、经验交流、病例

(短篇)报道.课题中对论著、经验交流、综述、短篇

报道、其他类型分别赋予５、４、３、２、１来定量分级.
不同的文献类型在同一期刊里可以一目了然

的评价哪个更有价值,但是对于不同的期刊源就不

同的文献类型或相同的文献类型就比较难评价,必
须借助其他相关指标来一起评价.

按论文发表的期刊类型分级

根据医学论文的学科性质,以及国内外核心期

刊的发展史来看,目前医学期刊按照各种“核心期

刊”目录大致可以分为SCI源期刊、SCIE源期刊、

medline或 EI源期刊、中文北图核心期刊、中国科

技统计源核心期刊、一般外文期刊、国内一般期刊,
课题中分别赋予７、６、５、４、３、２、１来定量分级.

按照期刊的等级进行分级评价是非常直观的

评价指标,可以让人一目了然.但是这个指标比较

适合在论文发表后,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学术影响力

的情况,还没有被引用的情况下来进行评价.同时

它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并

不一定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在一般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也不一定就缺乏学术意义,还有由于语言

的限制,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不一定就比国外

核心期刊的发表论文学术水平差.
论文被引次数

论文被引次数是指一定时期内,某篇论文被引

用的绝对次数,也就是被引用的总次数.论文的被

引是指论文发表后作为其他论文的参考文献出现,
论文被引量一般在发表后２－３年内达到最高峰,
其意义是可以客观地说明该论文被重视的程度以

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地位及产生的影响力,同
时也是成果鉴定、科技进步奖评审时的一个重要指

标.
论文被引用在相当程度上表明成果被他人、被

社会认可、重视,但是被引同样存在自身的局限

性,由于学科的差异会使相对热门的研究领域容易

被引;由于论文作者的引用行为还会产生很多自

引、伪引、漏引、重引等情况,所以我们对引文索引

的统计数字要进行加工分析后才能作为科研成果

评价的重要指标.
影响因子以及分区

影响因子是１９５５年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

E．加菲尔德首次阐明可通过论文的被引证频次来

测度期刊的影响[３],并在１９６３年ISI出版的１９６１
年度科学引文索引中正式提出和使用影响因子

(ImpactFactorIF)这一术语.影响因子是指该期

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与

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总数的比.期刊的影响

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期刊的学术水平,通常期

刊影响因子越大,它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
因此,除期刊类型的分级外,期刊的影响因子也是

评价论文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杂志的影响因子

是以JCR提供的.国内期刊的影响因子来源主要

是由中国科技信息情报研究所提供的“中国科技期

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提供的影响因子.
尽管影响因子是评估期刊的非常实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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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针对学术评价时会发现期刊类型的不同、学
科之间的差别、文献款目类型差别、自我引用的频

率、期刊名称有变更时就很难进行比较和评价.于

是从２００１年已开始,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组

织相关学科资深专家,以当年SCI期刊的影响因子

为主要依据,结合该期刊在本学科的影响度,将各

学科的全部SCI期刊分为１区(最高区)、２区、３区

和４区等４个等级,根据分区影响力将４个分区的

分级分别赋予４、３、２、１级来计算.

２、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种指标的权重

２．１　层次分析法

本课题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医学论文评价体系

中的指标权重进行构建.层次分析最早是由匹兹

堡大学教授I．L．Saaty于２O 世纪７O 年代中期提

出,它是将定性问题转成定量分析的一种决策方

法.层次分析法的核心是将一项复杂的问题看作

一个系统,通过分析这个系统的相关要素以及要素

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层次关系模型,之后对层次

中的各个要素做出两两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并进行

量化,构建判断矩阵,通过计算得出该层要素对于

该准则的权重,最后再计算出各层要素对总体目标

的权重,进而得出不同方案对象的优劣权值.

２．２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对医学论文评价体

系权重

２．２．１　专家构成情况

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选择

专家时考虑了年龄、性别、专业知识背景等因素,从
医学领域的专家、医学科研管理领域的专家以及医

学图书情报管理的专家中选择了１８为专家.参与

咨询的专家情况女性４０％,男性６０％;执业构成:
医学专家６名,医学科研管理者６名,医学图书情

报专６５名;职称:高级１０名,副高级８名.

２．２．２　AHP法评分标度

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选取这５个计量指标对

专家进行问卷调查,要求专家对５个指标进行两两

比较,从而获取巨阵中每个元素的值.
标度 汉语

１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等性

３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

微重要

标度 汉语

５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

显重要

７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

烈重要

９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

端重要

２、４、６、８ 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值

倒数
因素i与j比较的判断aij,则因素j与i比较的

判断aji＝１/aij

　　２．２．３　构造判断矩阵

以专家１为例,具体步骤如下:
表１　专家１构建的矩阵

C１ C２ C３ C４ C５
C１ １ １ １/５ ７ ３
C２ １ １ １/５ ５ ３
C３ ５ ５ １ １ ５
C４ １/７ １/５ １ １ １/３
C５ １/３ １/３ １/５ ３ １

注:C１影响因子 C２期刊类型 C３他引次数 C４ 论文类型

C５期刊分区

第一步将判断矩阵每一列元素正规化

bij ＝
bij

∑
n

i＝１bij

(i,j＝１,２,,n)

∑
５

i＝１
bi１＝１＋１＋５＋１/７＋１/３＝７．４７

则:b１１＝１/７．４７＝０．１３３７同理b２１＝０．１３３７,b３１

＝０．６６８４,b４１＝０．０１９,b５１＝０．０４４
依次将其余各列元素正规化,得到按列正规化

后的矩阵:

０．１３３７ ０．１３２８ ０．７９６２ ０．４１１８ ０．２４３３
０．１３３７ ０．１３２８ ０．７９６２ ０．２９４１ ０．２４３３
０．６６８４ ０．６６４ ３．８４６２ ０．０５８８ ０．４０５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６６ ３．８４６２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８ ０．７９６２ ０．１７６５ ０．０８１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第二步将正规化后的判断矩阵按行相加

Wi＝∑
n

j＝１

bij(i＝１,２,,n)

W１＝∑
n

i＝１
b１i ＝０．１３３７＋０．１３２８＋０．７９６２＋０．

４１１８＋０．２４３３＝０．９９８４
同理依次将其余各行元素相加,得到行向量:

W ＝(０．９９８４,０．８８０８,２．１８１４,０．５１６４,０．４２３３)T

８２

图书馆服务与管理 　　　　　　 　　　　　　　　　　　　　　 　　　　　　苏图通讯２０１６．１２



第三步将行向量正规化

Wi＝
Wi

∑
n

j＝１
WWj

(i＝１,２,,n)

∑
n

j＝１

Wj ＝０．９９８４＋０．８８０８＋２．１８１４＋０．５１６４＋

０．４２３３＝５
W１＝０．９９８４/５＝０．１９９７,同理W２＝０．１７６２,W３

＝０．４３６３,W４＝０．１０３２,W５＝０．０８４７
得到特征向量W ＝(０．１９９７,０．１７６２,０．４３６３,０．

１０３２,０．０８４７)T

第四步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公式为

λmax＝
１
n∑

n

i＝１

(AWi)
Wi

AW ＝

１ １ １/５ ７ ３
１ １ １/５ ５ ３
５ ５ １ １ ５

１/７ １/５ １ １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５ ３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０１９９７
０１７６２
０４３６３
０１０３２
００８４７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AW１＝１×０．１９９７＋１×０．１７６２＋(１/５)×０．
４３６３＋７×０．１０３２＋３×０．０８４７＝１．４３９７

同理 W２ ＝１．２３３２,AW３ ＝２．８４２０,AW４ ＝０．
６３１７,AW５＝０．６０６９

则,最大特征根为:

λmax ＝
１
５

１．４３９７
０．１９９７＋

１．２３３２
０．１７６２＋

２．８４２０
０．４３６３＋

０．６３１７
０．１０３２＋

０．６０６９
０．０８４７

æ

è
ç

ö

ø
÷＝

６．８０２０
第五步进行一致性检验 在决定判断矩阵系数

时,要求专家两两对比的评分之间存在一致性.一

致性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CI＝
λmax－n
n－１ ＝

６．８０２０－５
４ ＝０．４５０５

查阶数为N 的判断矩阵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查表得当阶数N＝５时,RI＝１．１２,则一致性比

率CR 为:

CR＝
CI
RI＝

０．４５０５
１．１２ ＝０．４２００

当CR ≤０．１时,一般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是可以接受的.专家１由于其CR 值明显大于０．１,
所以他构造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不合格.

第六步对专家群体的意见进行综合,通过以上

步骤,得到每位专家对一级指标给出的权重系数及

其一致性检验(表２).

表２　 专家对一级指标的赋权及一致性检验

专家编号 W１ W２ W３ W４ W５ λmax CI CR
１ ０．１９９７ ０．１７６２ ０．４３６２ ０．１０３２ ０．０８４７ ６．８０２ ０．４５０５ ０．４０２
２ ０．１５１８ ０．２７８７ ０．１８９８ ０．１８９８ ０．１８９８ ５．３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５
３ ０．２４５９ ０．１２９８ ０．４０８１ ０．０５９１ ０．１５３８ ５．４７５５ ０．１１８９ ０．１０６
４ ０．３２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７ ０．２９７ ０．２４７ ６．２９４ ０．３２３ ０．２８９
５ ０．１３２ ０．１９８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３ ５．０５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６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５ ０ ０
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５ ０．５０３ ０．２６ ０．１３４ ５．２４２ ０．０６ ０．０５４
８ ０．０９２５ ０．２２０５ ０．２６６６ ０．３０８９ ０．１０８１ ６．６０８８ ０．４０２２ ０．３５９
９ ０．１３３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５ ０．２３９ ０．２３９ ６．５２３ ０．３８１ ０．３４
１０ ０．１１７ ０．１５４ ０．１９８ ０．３６９ ０．１６２ ６．３５７ ０．３３９ ０．３０３
１１ ０．１５５ ０．０７ ０．０７３ ０．６１１ ０．０９１ ５．１４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２
１２ ０．０３６ ０．２６８ ０．２１ ０．３６９ ０．１１７ ５．７１ ０．１７７６ ０．１５８
１３ ０．１６６ ０．３０４ ０．３０４ ０．０５９ ０．１６６ ７．２９ ０．５７２５ ０．５１１
１４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６ ０．３４５ ０．３４５ ０．０３８ ５．０９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１
１５ ０．２３４ ０．２８２ ０．２８２ ０．１２４ ０．０７７ ４．９７４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５８
１６ ０．０５６６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１ ４．８９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１７ ０．１１ ０．１１２ ０．１６１ ０．４６ ０．１５７ ５．３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３
１８ ０．１０２８ ０．１３３ ０．１９６ ０．３７２９ ０．１９５１ ５．６１ ０．１５３１ ０．１３

　　 把表２中CR ＞０．１的８组权重去除,对合格的 １０位专家的同一指标的权重进行算术平均,得出代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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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专家群体集中意见的综合权重W１＝０．１４８９,W２＝
０．１７９２,W３＝０．２７３５,W４＝０．２６０４,W５＝０．１３７４.

３．用F１０００因子的不同等级论文给予实例分析

验证

３．１　F１０００介绍

F１０００是由ScienceNavigation 公司的主席

ViteKTracz和DaveWeedon首先提出的,最初设想

是建立虚拟机构Faculty,由欧洲和美国１０００名顶

级科学家推荐每月阅读论文,提出评价意见,目前

系统专家人数已增加到１万多人.专家把推荐文章

的等级划分成三个等级,并将这三个等级的论文对

应的附加分值分别为３、２、１,F１０００因子的计算方式

为选取一最高评分,加上其他所有评价的附加分总

和就是F１０００因子的分值.

F１０００的优点在于它是一个高水平的同行评议

法,是通过世界顶级专家根据论文的科学性和临床

实用性进行评价,可引导科人员在短时间内浏览本

专业领域内有重要价值和沿的文献,同时在推荐论

文时不受论文录杂志、影响因子、引用等因素的影

响,评审专家会为每篇论文写一个简短的构式评价,
解释论文的主要贡献和入选理由,并对文进行分级,
最后由工作人员编辑后发布.

３．２　 用三个不同的F１０００因子的论文验证论

文评价体系

研究中应用到的数学评价模型:

s＝∑
n

i＝１
XiYi

数学模型中Xi为第i个量化评价指标的权重

值,Yi为第i个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分值.
选用F１０００因子分别是１３、１１、６的论文运用论

文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的权重来计算得分.
例２　F１０００ 因子 １３:TorresVE,Chapman

AB,DevuystO,GansevoortRT,Grantham JJ,

HigashiharaE,PerroneRD,Krasa HB,Ouyang
J,CzerwiecFS;TEMPO３:４TrialInvestigators．
Tolvaptanin patients with autosomaldominant
polycystickidneydisease．N EnglJMed．２０１２Dec
２０;３６７ (２５):２４０７ － １８．doi:１０．１０５６/NEJＧ
Moa１２０５５１１．Epub２０１２ Nov３．PubMedPMID:

２３１２１３７７;PubMedCentralPMCID:PMC３７６０２０７．
[２０１５－３－２１]

影响因子＝５１．６５８期刊类型级数＝７他引次数

＝１２８论文类型级别＝５期刊分区分数＝４
S１＝５１．６５８×０．１４８９＋７×０．１７９２＋１２８×０．

２７３５＋５×０．２６０４＋４×０．１３７４＝４５．８０５９
例２　F１０００ 因子 １１:SchierbeckLL,RejnＧ

mark L, Tofteng CL,Stilgren L, Eiken P,

MosekildeL,K? berL,JensenJE．EffectofhorＧ
monereplacementtherapyoncardiovascularevents
inrecently postmenopausal women:randomised
trial．BMJ．２０１２Oct９;３４５:e６４０９．doi:１０．１１３６/

bmj．e６４０９．PubMedPMID:２３０４８０１１．[２０１５Ｇ３Ｇ２１]
影响因子＝１７．２１５期刊类型级数＝７他引次数

＝１１２论文类型级别＝５期刊分区分数＝４
S２＝１７．２１５×０．１４８９＋７×０．１７９２＋１１２×０．

２７３５＋５×０．２６０４＋１×０．１３７４∗＝３６．３０１３
例３　F１０００ 因 子 ６:ChecchiaPA,Bronicki

RA,MuenzerJT,Dixon D,RaithelS,Gandhi
SK,HuddlestonCB．Nitricoxidedeliveryduring
cardiopulmonarybypassreducespostoperativemorＧ
bidityinchildren－－arandomizedtrial．JThorac
CardiovascSurg．２０１３Sep;１４６(３):５３０－６．doi:１０．
１０１６/j．jtcvs．２０１２．０９．１００．Epub ２０１２ Dec ８．
PubMedPMID:２３２２８４０３.[２０１５－３－２１]

影响因子＝３．５２６ 期刊类型级数＝７ 他引次数

＝３论文类型级别＝５期刊分区分数＝３
S３＝３．５２６×０．１４９８＋７×０．１７９２＋３×０．２７３５＋

５×０．２６０４＋３×０．１３７４＝４．３１４１
从计算 结 果 可 以 看 出 论 文 评 价 指 数 得 分 与

F１０００因子的分值基本保持一致,与课题研究设想

结果基本一致.
本课题探讨了用文献计量学指标定量评价医学

科技论文的可行性,并通过实例数据验证了所建立

的医学论文评价体系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实用性以

及合理性,从而有利于合理评价医学界的科研活动,
有利于对学术论文进行正确合理的评价,能促进科

技资源优化配置,为科学研究、奖励、管理提供依据,
使科研人员客观地了解自身的水平和学术影响,也
可以为医学科研机构的高级人才、学术带头人的评

定、杰出青年基金、科研立项、后备人才选拔、职称的

评定以及为科研机构科技决策提供可信的个性化数

据. (下转第３６页)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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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书、懂你的分众阅读
———经济开发区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实践与研究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　李春梅

摘　要: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借鉴“分众化”理念,根据读者特征细分读者族群,尝

试分众阅读服务,众筹社会资源,在园区建立基于读者细分的分众阅读体系,为读者找书,为书

找读者,推行“懂书、懂你”的阅读推广模式.
关键词:分众化;用户细分;阅读推广

１　分众化等相关概念

分众化(Customization)是借鉴现代企业STP
(营销战略的三要素:市场细分(MarketSegmentaＧ
tion)、目标市场(MarketTargeting)、市场定位

(MarketPositioning))营销的一个词汇①,已经成

了全球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例如,报纸分众化(白
领报纸、财经类报纸、体育类报纸等)、广播分众化

(文艺台、交通台等)、电视分众化(农业、科教、电
影、电视剧等)、网站分众化(女性网站、新闻网站、
文学网站等).分众化一词其实是一个营销流行词

语,可以理解为市场分流、群体细分;对于图书馆来

说就是以读者信息需求为策划思路,对用户进行细

分的一种营销手段.给用户提供量身打造阅读服

务(包括活动的策划推送、书籍的推荐、资源的整

合).
分众服务的概念首先来自于美国的未来学家

阿尔夫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②中提出的“分
众”的概念,他认为在社会变化越来越多样化后,社
会生产、社会资源都有趋向分众的趋势;分众阅读

即分众阅读服务.分众阅读的概念来自于传播学

中的分众传播的概念,即是一种网络传播的受众形

式.杜俊飞在«网络传播概论»一书③中提到,分众

传播就是根据受众的特点划分受众群体,定制不同

的媒介信息来满足这些不同群体的需要.

２　国内图书馆分众服务相关研究

分众的理念也已大量应用于图书馆界的各个

专业领域,如电子媒体、馆际互借、馆藏发展,在线

数据库,通用访问等,但针对于分众阅读服务还没

有专门涉及.而且国内图书馆相关研究还较少,更
缺乏公共图书馆对一个多元化的经济开发区受众

人群的分众阅读服务案例.
关于分众阅读服务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２０１５

年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黄雪梅在«“分众服务”在
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应用与研究 »一文④中介绍

了分众服务在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中产生的原因、
特点,研究了基于读者需求的“分众服务”模式在高

校图书馆读者服务中的应用 ;２０１５年金陵图书馆

的张婕在«基于分众模式的公共图书馆法律文献信

息服务»一文⑤中分析、梳理了公共图书馆基于分

众模式开展的法律文献信息服务,提出了如建立法

律专题读者分类数据库、构建法律专题读者信息需

求模块、优化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库、建立法律需

求读者反馈机制等具体服务措施.

３　开展分众阅读服务的原因———以苏州工业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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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董广安 李瑗瑗．．分众化认知上的几个误区[J]．新闻爱好者,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阿尔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１９８４．
杜骏飞．网络传播概论[M]．海峡出版集团,２０１０:１５４．
黄雪梅．“分众服务”在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应用与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５(５):４９－５１．
张婕．基于分众模式的公共图书馆法律文献信息服务[J]．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５年(１０):９３．



园区独墅湖图书馆为例

３．１　经济开发区的服务环境促发阅读推广的

分众化

目前我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日益发展与

完善,作为改善区域投资环境、丰富区域文化氛围

的一项举措,不少开发区兴建了公共图书馆,如(
天津 )泰达图书馆档案馆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

图书馆等.经济开发区图书馆所服务的区域具有

独特的经济特征和区域特征,即是工业生产的集中

区,也是人们的生活区;主要产业一般也是以外向

型经济特征和集产、学、研于一体的知识密集型高

新技术研发基地为区域特征.以苏州工业园区为

例,截止２０１６年上半年,户籍人口已达１１２万人,
其中在职员工７２．８万人,儿童及青少年１６万人,老
年人２５万人,外籍人员３．５万人,博士/硕士５．６万

人,高端人才１０００余人(江苏省双创１３７人,国家

千人计划１３５人,领军人才８９９人).见表１

表１　苏州工业园区人群分类表

服务对象 数量 对象特征 阅读服务需求调研

企业
２万 多 家 企 业,７２．８
万职工

多数是青年,其中企业白领较

多,企 业 白 领 阅 读 需 求 较 大

(实际需求,时间,交通工具等

因素)

需求要点:有关工作和生活需求;

需求阅读内容:以专业书籍为主,休闲娱

乐书籍为辅.在图书类别方面;以图书为

主,报纸、期刊/杂志为辅.

高等院校/高职院校
２６所大中专院校,在
校师生７万多人,

其中硕博士生５．６万人

需求要点:专业学习需求;

需求阅读推广方式:专业信息的调研及咨

询服务;建设志愿者服务平台

青少年、学前儿童 １６万 占比较高 阅读需求内容:亲子教育;绘本;体验阅读

老年人 ２５万 占比较高 阅读需求内容:养生;休闲类;

社区
共有１４３个社区,社
区居民约９０余万

其中老年人２５万人,园区老

龄化比例较高;青少年、学前

儿童有１６万

需求阅读推广方式:期望得到各类专业性

指导,提升整体文化氛围;期望与图书馆

合作共同开展读书类活动.

外籍人士 ３．５万人 人数众多,持证读者较少,
需求要点:建设交流平台,需要主动推送

服务

高端人才 １０００余人

各专业人才,如金融,纳米等,

高科技、创新创业创意型人才

较多

专业信息的调研及咨询服务;主题阅览

室;主题讲座;主题读书会等

　　由表１可见,苏州工业园区主要服务人群为企

业(包括高端科技人才)、青少年、院校、老年人、外
籍人士,图书馆不能按照传统的公共图书馆来开展

大众化的阅读服务.采用以用户为导向主动提供

有成效的分众阅读服务,是经济开发区公共图书馆

阅读推广的必然选择.

３．２　经济开发区图书馆采用大众阅读服务存

在的问题

３．２．１　图书馆缺少读者

在经济开发区,智慧城市的建设一般走在全国

的前列,很多居民网上购书或微信阅读,信息渠道

非常多,而且开发区地域广大,一般读者来图书馆

会不方便.对图书馆来说,缺少读者会是一个大问

题.

３．２．２　读者同样缺少图书馆

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图
书馆拥有海量的图书陈列,但新建的经济开发区图

书馆一般缺少专业的学科馆员,缺少读者人群的细

分,无法为特定人群开展专业服务.

４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开展分众阅读

服务的实践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位于苏州工业园

区内,是一所集高校馆、情报所,公共馆三馆合一的

综合型新型图书馆,服务人群的多元化,服务需求

多样化,图书馆需要了解读者需要什么,图书馆有

什么,分析两者之间同类属性.为读者找书,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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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读者,开展 “懂书、懂你的分众阅读”,促进图书

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
如何对读者进行细分,对图书文献进行分类,

找到两者之间的粘合剂? 如何为书找到读者,为读

者找到合适的书? 将是图书馆重点要实践和研究

的问题.

４．１　建立基于读者细分的分众阅读体系

苏州工业园区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为主要抓手,深入实施“３４１０计划”(即构建

区、街道/社工委、社区)三级服务网络体系(见图

１),加快推进１０大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１０大重点

文化项目、１０大文化专题馆、１０大品牌文化活动的

建设和培育),区、街道、社区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

络体系逐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健全.一是

以实体分馆、社区阅览室为主要载体,持续完善“区

－街道(社工委)－社区”三级服务网络体系建设.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打造“一馆一品”阅读示范效

应.二是众筹社会力量,共建书香园区.成立园区

“爱阅”阅读联盟,通过构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阅读

服务的平台,完善园区文化阅读地图的布局.三是

以科技文化融合为创新举措,启动“书香园区自

助投递”服务.除实现在线阅读、网上借阅、社区投

递等功能,将图书送到读者身边,还首创性地开发

了晒书房平台,实现民间的藏书互动交流.至２０１６
年,初步建成园区“一公里阅读圈”服务网络体系,
各类阅读服务点达１１６个,服务覆盖园区１３２个社

区、１１２万人口.

４．２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细分用户阅读需求

多角色、多渠道获取用户需求,细分服务人群.
为了了解园区图书馆周边居民、企业、社区、读者会

等社会群体的阅读需求,图书馆通过微信、走访、问
卷、网络等多渠道了解,如:图书馆周边人群的文化

生活;对图书馆分馆馆藏的配比的读者满意率;个
人和集体读者的需求差异;居民对读者推广活动的

需求等.
调查问卷问题如:①企业、社区、院校等主要服

务人群对图书馆阅读的需求是什么? ②社区图书

馆需求的核心服务是什么? ③全民阅读活动的参

与度? ④对未来图书馆服务有哪些建议? 你能为

此做点什么? 调查范围:覆盖独墅湖图书馆１５个

分馆的周边区域,同时包含１０个特殊人群样本,计

图１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三级服务网络体系

划完成样本量是９１０个,实际成功完成样本量９９５
个,调研样本分布见表２.

表２　定量实际调研样本分布

分馆名称
２０岁以下 ２０岁以上

１２岁及以下 １３－２０岁 ２１－４０岁 ４１－６０岁 ６１岁以上
样本量

淞泽分馆 １６ １４ １０ １０ １０ ６０
科技城分馆 １８ １７ １２ １０ １１ ６８

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分馆 １６ １６ １２ １１ １１ ６６
苏艺分馆 １６ １５ １３ １０ １２ ６６
新城分馆 １５ １８ １４ １１ １１ ６９
胜浦分馆 １４ １７ １４ １１ １１ ６７

浪花苑分馆 １５ １７ １０ １２ １０ ６４
唯亭分馆 １８ １６ １１ １３ １１ ６９
青苑分馆 １５ １５ １２ １０ １０ ６２
荷韵分馆 ２０ １７ １２ １０ １０ ６９
连韵分馆 １６ １６ １４ １２ １０ ６８
湖西分馆 １６ １７ １５ １１ １１ ７０

泾园北分馆 １７ １６ １２ １２ １０ ６７
湖东分馆 １３ １６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９
方州分馆 ２０ 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０ ６１
特殊人群 ３ １ ５ １ ０ １０

总计 ２４８ ２３８ １８７ １６４ １５８ ９９５

　　４．３　分众阅读服务案例分析

４．３．１　金融主题分众阅读服务

①服务资源:图书馆金融类资源主要分为纸本

资源、电子数据库资源二大类.纸本资源又可分为

纸本图书和期刊报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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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服务需求:园区读者对金融类资源的需求可

概述为２个方向:专业需求方向和非专业需求方

向.其中,专业需求方向主要涵盖金融业从业人

员,他们的需求定向、系统且专业,例如:金融类从

业资格考试、金融类相关法律法规宏观经济学、微
观经济学、会计学、审计学、对外经济贸易、财务管

理等.非专业需求方向主要是对金融领域有兴趣

的读者,如家庭理财、保险、金融传记等.

③图书馆对金融主题的分众阅读服务,需要根

据需求读者的体量、范围、阅读习惯、人群分布等等

做出系统性的服务操作方案.
在服务专业需求方向读者方面,图书馆与基金

博物馆等合作,找到阅读服务推广的定向人群,再
根据定向人群的服务反馈,调整资源采购和服务内

容的规划.
在服务非专业需求方向读者方面,图书馆对资

源利用情况做定期跟踪,重点跟踪分析“零”借阅或

低借阅率学科资源的使用情况,由专业馆员对这些

资源进行细分类,并从这些资源中挖掘出有较高推

广价值的内容,分类推送给读者.
针对分众服务对象进行精准的服务投放,如针

对园区管委会、高校专业学科领域(西交利物浦)、
金融从业领域人员等服务人群都是图书馆金融分

众下精准投放的细分用户群.同时,图书馆对用户

进行更具体、系统的服务反馈调研,不断丰富图书

馆金融数据资源的内容,为满足用户的具体需要,
图书馆新增了２３个金融数据库子库的开通试用,
从多角度满足了读者的访问需求.

④服务成效:针对金融类图书的资源使用推广

得到大幅度提升.在纸本阅读推广方面,分众后的

金融类图书利用率增长约７．５％,见图２.金融类数

据库的下载量年度增长接近５０％,见图３.

４．３．２　外籍人士分众阅读服务

分众阅读活动:图书馆与外籍太太协会、留学

生组织合作,开展了“思客邦”读书会,大学生图书

馆,无国界外语小课堂等,策划了针对家庭阅读、少
儿阅读的“苏州工业园区绘本年”活动.同时,根据

苏州工业园区人“老苏州、新苏州、洋苏州”①的特

点,图书馆招募外籍志愿妈妈们为孩子们带来英文

绘本的故事分享.外文图书从无人问津到准确的

目标读者群的阅读推广,其中海外阅览室原版儿童

绘本图书利用率高达７７％,见图４.

图２　金融类图书利用率

图３　下载次数

图４　外文绘本利用率

４．３．３　企业分众服务

独墅湖图书馆自建馆以来,企业服务一直是立

馆的重要定位之一.苏州工业园区有２万多家企

业,７２万在职员工,其中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就有１００
余个项目,５０００多家高科技创新企业;近９００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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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科研机构,图书馆期望成为区域的“智库”,为
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强大的信息参考支持,为企

业文化的建设注入新的活水.

①分众阅读活动

通过对企业的需求分析和调研,图书馆针对企

业知识产权人员开展“知识产权系列培训”从２００６
年至今已开展１００余场,服务了５０００余家企业,

１００００余人次;针对研发人员开展“研发管理沙龙”
从２００９年至今已开展５０场,参与人数５０００余人

次;针对企业职工开展“信息素养培训”,从２００６年

至今已开展１００余场,近万人受训.通过开展“知
识产权培训、研发管理沙、企业标准培训、HR 读书

会”等,让企业发展、文化建设、家庭幸福都离不开

知识、文化、阅读的服务,

②分众阅读服务:
企业阅读推广的需求大致可分为专业性需求

和企业文化建设类需求.
通过对企业阅读需求的分析和调研,不同企业

因为行业特点,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企业性质的不

同,专业类读物的需求差异很大,但同时又具有共

通性.例如,大多数企业在部门的设置上的共通

性,阅读服务要适用于企业中高管、研发部门、营销

部门、HR等;而企业阅读的差异性则体现在不同

企业因所在行业不同,专业性图书的设置则不同,
制造行业企业的需求中多数包含对一线员工压力

缓解、再学习类需求,科研为主的企业需求除专业

图书外,还包含了人际关系、心理学这样的需求.
而哲学类、经济类、语言类、文学类、历史类等读物

是多数企业需求的相通之处.而区域定制化企业

需求则包含了生物医药、纳米、知识产权、电子技

术、环保等专业性需求.

③其他服务举措

建设了“网上职工书屋”,使得全园区职工在线

可以阅读电子期刊和图书;

５　分众阅读服务的特点

５．１　变信息接者为信息的传播者,借助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阅读推广

在图书馆金融主题的分众阅读服务中,与基金

博物馆、银财书院读书会合作,从原来图书馆一对

N多个陌生读者的服务,到对基金博物馆明确的阅

读需求,再通过博物馆面向４００多家近６万名金融

人士进行阅读服务,准确且有效.而且每一位金融

类员工的背后又是一个家庭,图书馆的服务就是这

样一点一滴地渗透,逐步向外展开,以金融专题图

书的利用,推动了每个书香家庭的阅读.

５．２　开展湿营销,将信息需求方变信息提供

方

图书馆在对园区读者调研中通过发现,园区人

文化水平、文明素质非常高,民间有很多阅读达人、
阅读组织,所以我们也将阅读推广人聚焦在一起,
发挥读者的“志愿者服务”,发挥大家的“专业素

养”,进行阅读分享,共享图书资源,形成了现在书

香园区的“图书馆众筹、懂书/懂你的分众阅读”的
服务模式,实现读者与图书馆之间的融合服务.同

时借鉴“湿营销”①理论,将信息需求方变成信息的

提供方,在分众阅读的实践中发挥中重要作用.湿

营销中的“高度同质化”促生图书馆“分众”与“量身

打造”.

５．３　分众阅读服务的成效:精准有效

图书馆通过对读者的细分,为书找读者,为读

者找到,对读者进行多元整合,分级合作,通过众筹

建设图书馆,开展主题阅读,让图书文献的利用得

到充分利用,图书的利用率逐年成倍提升,２０１５年

接待量是２００５年(建馆时间)的１９３倍,借阅量是

２００５年(建馆时间)的３９１倍,见图５.

图５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服务量统计

６　结语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通过分众阅读为

５３

苏图通讯２０１６．１２　　　　　　　　　　 　　　　　　　 　　　　　　　　　　　　图书馆与阅读

① 什么是湿营销? [EB,oL](２０１０－０５—２０)．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１５４２２４９１１．html．



每一类读者做好阅读服务,让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充

分利用.图书馆根据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的服务

需求特点,采用分众服务和众筹阅读资源的服务模

式,通过众筹、整合园区内服务资源,并针对园区特

色服务人群实行“懂书．懂你”的分众阅读服务.通

过对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的服务实践研究,
探索服务成效,以期抛砖引玉,为国内各经济开发

区、产业园区、教育园区图书馆及其他同级或规模

较小的社会阅读服务组织提供复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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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的学术水平通过文献计量学的定量评价

有助于更直观的体现学术论文的学术价值,便于不

同论文、不同作者之间论文水平的比较,但是定量

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会比较依赖文献计量学的各项

指标,随着时间的改变也需要要不断添减指标和修

改权重系数来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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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听互动: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创新

吴中区图书馆　陈筱琳

摘　要:网络发展为全民阅读推广创新提供了更大空间.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利用网络,
探索开通与读者音频互动的“书香吴中”官网电台,开展视音频实时交流网络公益讲座,网络视

听互动赋予传统阅读以新的内涵.坚持合作力量社会化、志愿服务公益化、主题创设个性化、
内容选择本土化、信息公开合法化,有助于公共图书馆网络视听互动在全民阅读推广中发挥更

大作用.
关键词:网络视听互动;阅读推广创新;公共图书馆

１　全民阅读服务进入网络时代

在全民阅读深入推广的当下,公共图书馆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中文

化交流体系的一个重要机关”[１].如何创新全民阅

读服务方式,提升阅读质量,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

天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２０１６年,由中宣部、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组织倡导和开展的全民

阅读进入第十个年头.与前期重在扩大阅读面、加
强个体阅读相比,在互联网时代,如何把读者联结

起来,增进阅读互动和交流,似乎更能诠释全民阅

读的价值和意义.在信息数字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媒介融合迅速改变着信息的生

产加工和传播模式,公共图书馆作为开放的知识与

信息中心,需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和群众需求的变

化,创新服务理念、服务内容和服务手段,促进全社

会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深入推动传播知识、传承

文明这一社会功能的实现.

２　网络时代的阅读视听

在现阶段,视听信息已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构

成要素,由于其具有感性化、直观化、浅层化等特

点,在文化交流和人际交往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

色.有关心理学实验表明:人对客观事物的接受

率:单独视觉占８３％,单独听觉占１１％,其他感觉

占６％,而视听结合则为９４％[２].可见,相对于需

要逻辑推理和深度思考的文字阅读,视听信息内容

的制作、整合能更有效地吸引受众关注,实现快速

传播,而互联网多媒体平台的建立和发展更是强化

了视听信息的重要性.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全民

阅读的服务对象扩展到每个接入网络,愿意接受信

息服务的群体和个人,服务范围也从本地区迅速延

伸到了网络覆盖的任何地方,这使得图书馆信息服

务无所不在成为可能.

２．１　读者信息需求变化

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与读者建立优化互动关

系是影响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传统的图书馆信

息服务往往为线性单向、自上而下的模式,图书馆

为选择、加工和发布信息的中心主体,用户被动、消
极地接受服务.网络环境中,单向传播模式被挑战

和颠覆,用户信息需要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读
者有即时性、互动性、个性化的信息需求.读者希

望通过图书馆信息服务平台,即时快捷地获取有价

值的视听信息资源,满足其个性化、针对性的视听

信息需求.通过一站式简单检索,即可无缝获取优

质视听信息,同时实现与图书馆、其他用户间高效

充分的交流互动.第二,读者有数字化、集成化、远
程化的信息需求.网络环境下,强调信息资源的模

块整合,图书馆需要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结合网

络服务特点,将动态性、系统性的各类载体信息进

行分析提炼、综合整理,实现信息资源的精品化和

集成化,帮助用户通过远程自助的方式,准确、全
面、多维度地传送信息,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组织开

发的最大效用.第三,读者有手机阅读、移动阅读

的信息需求.吴建中的«２０２５年,图书馆“长”什么

样»指出:２０１６年全球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将突破

２５％.２５％是一个标杆,表明它即将处于主流化阶

段.今天全球正在从传统互联网快速进入移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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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时代.国内外有关新阅读载体的调查表明,不
仅BYOD(自带设备)方式已成现实,而且可以看出

手机阅读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首选.[３]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３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我国手

机网民规模达６．２０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

的占比由２０１４年８５．８％提升至９０．１％,手机依然

是拉动网民规模增长的首要设备.[４]目前,一些公

共图书馆已经关注到手持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开始尝试利用 APP等新技术手段提供包括读

者注册认证、检索、预约、续借、数字资源发布、推送

等多项移动服务,大多是以平面信息的方式延伸传

统服务,在内容资源的新价值发掘上有很大的探索

空间.

２．２　信息资源创建主体变化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达,图书馆的读者也实

现了由接受视听信息的从属角色,向视听信息资源

创建共享的主体角色的转变.读者获得了更大的

信息选择权和传播主动权,他们以“我”为中心,从
自己的兴趣、需要、价值取向等角度出发,更积极、
自主地对视听信息进行解构与挖掘,成为视听信息

的生产者、提供者和使用者.与此同时,与图书馆

合作开发信息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到视听信息创建

的主体队伍中来,影响视听信息内容的传播.互联

网的全球覆盖和连通性创造了平等开放的信息空

间,实时互动与异步传输并举,助推了视听信息网

络互动服务向纵深发展.

２．３　大众自传播能力提升

网络环境下自媒体的发展,推动了大众自传播

能力的迅速提升.用户除了可以“自我生产”,上传

个人创作和拥有的视听信息,还可以根据自我导

向,选择关注感兴趣的个人或机构用户,成为其粉

丝,通过评论、转发、新话题衍生等方式,参与视听

信息的再生产和再传播.个体用户的影响力越大,
其传播视听信息的力量也越大.视听信息对于用

户而言,也不再是单向单次接收,而是基于新媒体

平台,通过网络化的人际传播及超链接跳转,变为

多向多次多级接收,视听信息资源的价值和传播效

果从而大幅提高.

２．４　社交网络发展迅猛

社交网络服务SNS(SocialNetworkService)

源于哈佛大学StanleyMilgram 心理学教授的“六
度空间理论”,该理论指出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所

间隔的人不超过六个,聚合效应成为其核心思想.
近年来,国外的 Facebook、twitter、MySpaee、PinＧ
terest,国内的人人网、开心网、新浪微博、QQ 空间

等基于SNS技术的社交网站发展迅猛,它们以网

络为依托,为用户搭建随时交流、即时获取、分享信

息资源的平台,提供网上社区服务.各种用户群体

因为相同话题、共同爱好等凝聚在一起,网络共享

他们的想法、活动、视频、图片、文字等.好友、“熟
人”的交互传播,增加了社交网络平台的现实性、可
信度和粘连度,信息开放程度的可自由设置在一定

程度上保证了用户的隐私安全,加上其互动性、个
性化、移动性等显著特点,SNS网站已成为人们网

络社交拓展的有力工具.公共图书馆可以充分利

用这一集聚人气、民众广泛关注的新兴“媒介”,创
新服务方式,进驻SNS网站,以读者为本,研究社

交网络信息传播模式,拓展开发具有图书馆特色的

功能模块和服务平台.

２．５　视听信息编辑传播便捷

视听信息网络互动是图书馆借助网络媒介,利
用视音频制作软件和即时通讯软件等工具,与读者

间交换、共享信息,并带动彼此心理和行为变化,提
升信息满意度的过程.网络综合运用了文字、图
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媒体的传播手段,将视、
听、读融合在一起,读者对于信息的生动、直观、具
象呈现,更易于和乐于接受.现在,民众对于视音

频的采集、编辑和传输,都比以往更为便利.家用

DV、数码相机、手机、录音笔等简易的采制设备都

可自由购置、随身携带;会声会影、Premiere、AudiＧ
tion等视音频编辑软件可以从网络下载安装,且操

作简单易学;YouTube、优酷、腾讯等视频网站为用

户上传视频信息提供了路径.

３　公共图书馆网络视听互动的创新探索

在推进网络视听互动创新方面,苏州市吴中区

图书馆进行了一些实践探索.由于区图书馆正处

于新馆建设的搬迁过渡阶段,馆舍面积和员工数量

都较为紧张,在这一特殊时期,该馆立足实际,积极

适应时代发展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的新要求,探索

视听信息网络互动的全新服务模式,开辟了多主

体、跨时空、低成本、高效率信息服务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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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探索一:音频互动,创建开通“书香吴中”
官网电台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４日,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依托

知名的网络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FM,注册

官方账号,正式开通“书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借

力时下热门的社交网络电台和听书软件,新颖的音

频信息推送形式吸引了众多用户的广泛参与.读

者通过手机、iPad等移动设备随时随地便捷收听,
以志愿主播的身份发布声音,参与“明星主播”评
选,并主动转发声音链接,助推电台有序运行和良

好社会效应的营造.读者只需登录 “喜 马 拉 雅

FM”网站(http://www．ximalaya．com),搜索用户

“书香吴中”,即可进入吴中区图书馆“书香吴中”官
网 电 台 (http://www．ximalaya．com/zhubo/

３８２８５２８０/),也可下载安装“喜马拉雅 FM”APP,
搜索“书香吴中”,加以关注,在线或下载收听“书香

吴中”官网电台专辑音频.“书香吴中”官网电台开

通以来,紧密围绕“全民阅读”这一主题,深入挖掘

广大用户的信息需求,不断调整和丰富专辑内容,
在实践中摸索研究运行方案,同时加大宣传动员,
向社会招募成人和少儿志愿者主播,发动社会各方

力量加入到阅读推广、知识传播、文化交流、志愿服

务的队伍中来.“书香吴中”官网电台开播短短４
个月,发布声音１２０条,播放次数达１３０００余次,粉
丝数量增长迅速,成人和少儿志愿者主播近７０人,
有效开发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潜在用户.

电台开通以来,创设了«太湖大讲堂»、«作家面

对面»、«吴中文库»、«“阳光苗苗”爱阅读»、«红茶心

灵之约»、«史老师荐书»六大专辑.专辑一«太湖大

讲堂»: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太湖大讲堂”系列公

益讲座品牌于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３日创设,该活动立足

大众型普及教育,突出地域性、先进性和广泛性内

容特色,力求实现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

的统一,获评苏州阅读节组委会２０１５第十届苏州

阅读节优秀活动奖.“书香吴中”官网电台对“太湖

大讲堂”的现场音频进行录制加工,上网发布.专

辑二«作家面对面»:图书馆邀请身边的作家,推荐

自己原创并正规出版的某一本书,浅谈创作感想并

进行阅读推介,邀请志愿者主播自由选读作品,定
期发布.该专辑着力宣传推广本土作家和吴地文

化.专辑三«吴中文库»:专辑着力宣传推介«吴中

文库»丛书,鼓励志愿者主播自由选读.专辑四

«“阳光苗苗”爱阅读»:专辑在广大青少年和家庭、
学校、社会间构筑桥梁,搭建一个交流沟通、展示才

艺的文化平台,培养和提高青少年阅读兴趣,丰富

青少年业余文化生活.涵盖了苏州市吴中区图书

馆“阳光苗苗”少儿朗诵团、“阳光苗苗”少儿系列活

动、绘本阅读等音频内容.专辑五«红茶心灵之

约»:该专辑是心的栖息家园,是人们自我成长的学

校.特邀腾讯名博“一天一个太阳”博主,北京师范

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督导师姜老师为广大听众提供免费公益

的心理援助,同时邀请志愿者主播自由选读其博客

作品,定期发布.专辑六«史老师荐书»:图书馆邀

请苏州市学科带头人,曾入选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２ 年

度十大读书人物的史老师定期推荐解读优秀书籍,
并采购加工,提供现场借阅,鼓励读者发布读后感

音频.

３．２　探索二:视音频实时互动,开设网络视频

公益讲座

２０１６年３月,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以庆祝“三
八”国际妇女节为契机,开始了网络视频在线公益

讲座的首次尝试.为了充分发挥网络名人的带动

效应,活动特别邀请了网络心理培训人气极旺的心

理专家姜老师作为主讲嘉宾.双方经过多次磋商,
结合妇女节特点,确定了“智慧女人、幸福人生”这
一讲座主题,此次网络视频在线公益讲座的地点确

定在腾讯 QQ 平台.吴中区图书馆提前半个月创

建“书香吴中女人慧”QQ 群热身,通过公众微

信、服务窗口展板、及其他读者 QQ 群等多个平台

对外宣传推介活动.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提升参

与度,活动在参与方式和时间设置上都进行了精心

设计.除了图书馆持证读者均可免费参加外,每位

持证读者还可邀请３位好友入群听讲,另外,关注

“书香吴中”微信公众号,分享相关微信内容的非持

证读者也可凭分享截图加群活动.讲座时间充分

考虑用户的生活作息规律和习惯,确定在３月７日

的晚间进行.一系列的策划宣传活动引发了社会

各方的关注,讲座在正式开始前就吸纳了３００多人

加群互动.吴中区图书馆工作人员与姜老师工作

团中热心公益的志愿者们通力协作,在群公告和群

共享中设置了“本群须知”、“注意事项”、“温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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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群视频使用手册”等多个版块内容,对于新入

群的用户,热情接待,及时指引释疑,姜老师更是在

讲座前就开始提供 QQ 群在线心理答疑服务.两

个工作团队彼此间始终保持畅通交流,明确分工和

岗位职责,关注细节管理,提升服务品质,努力实现

合作双赢.
在线公益讲座在“书香吴中女人慧”QQ 群

视频进行,当晚参加活动的在线人员最高达２６８
人,传统图书馆服务的时间、空间、地域界限被彻底

打破,来自全国各地及日韩的心理学爱好者都加入

了进来.打开电脑或手机扬声器,身边的家人友人

均可共同收听.姜老师以实时视频讲座的方式,为
大家解读了怎么做智慧女人,广大女性创造幸福人

生的秘诀在哪里等问题,同时开辟时段提供在线心

理答疑,用户不仅可以通过文字形式即时发表观点

和感想,还可以选择上台,进行视音频互动,活动现

场气氛热烈、温馨快乐,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吴中区图书馆利用截屏软件对整场讲座进行了录

像,并将剪辑制作的影像资料与讲座文字实录、信
息报道进行了综合整理,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推广发

布,同时在“书香吴中”官网电台发布讲座音频,多
维度巩固拓展活动成效.网络视频在线公益讲座

的创新尝试,对于进一步扩大公益性文化品牌活动

的覆盖、辐射面具有重要意义.

４　公共图书馆网络视听互动的策略与路径

网络视听互动创新的实践尝试,让我们对新阶

段进一步做好阅读推广服务增添了信心.信息网

络互动服务为读者提供了即时多向交互的丰富体

验,降低了公共图书馆在人力、物力上的投入成本,
可操作性也比较强,对于基层公共图书馆比较适

用.“社会越向前发展,图书馆在市民心目中的地

位就越重要”[５]如何利用网络,利用网络视听互动,
将更多阅读信息传递给更多的读者,笔者感到以下

方面需要重视.

４．１　合作力量社会化

开展网络视听互动,仅靠公共图书馆自身的力

量是不够的.吴建中在«２０２５年,图书馆“长”什么

样»中强调,“图书馆要增强与社会的关联度,与社

会共建共享资源”.[６]网络化的迅猛发展更助推了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前进道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也要求“鼓励、动员和引导社会各方力量积极

参与全民阅读工作”.[７]满足读者日益攀升的信息

需求,最大限度地为其争取使用信息资源的权利,
需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积极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其中.建立与优质社会个体或组织的合作

关系,在与社会资源的协作整合中,促进知识的交

流与创新,增加资源总量,提高服务效能,实现多赢

局面.视听信息网络互动在赋予用户平等话语权

的同时,为其个性化表达提供了最大空间,具有很

强的个人信息发布和传播功能,精英和草根都可能

成为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图书馆要善于辨识发现

交互网络中的优质个体,主动沟通、真诚交流、培育

信任、加强联接,充分发挥其视听信息网络传播中

的引领作用.
４．２　志愿服务公益化

在全民阅读推广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强

调,要“鼓励和支持公务员、教师、新闻出版工作者、
大学生等志愿者加入阅读推广人队伍.鼓励和支

持文化团体、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阅读推

广并提供公益阅读服务.”[８]作为向全社会提供平

等、免费、公益文化服务的机构,公共图书馆与“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高度契合,图
书馆在事业发展的进程中,需要关注爱读书并热衷

于公益服务的人群,让他们参与进来,共同营造奉

献爱心、传递文明、共沐书香的社会氛围.苏州市

吴中区图书馆在视听信息网络互动实践中,重视整

合志愿服务资源,完善志愿服务细则,积极探索志

愿服务活动发展的新思路.在创建“书香吴中”官
网电台时,一方面邀请作家、教师、心理专家、讲座

专家等加入官网电台的公益服务队伍,另一方面研

究制定“书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志愿者登记表,以
实名注册的方式,线上线下同步动员,向社会招募

志愿主播.发布声音时,志愿主播可以选择标注昵

称,将身份虚拟化,实现声音来源的真实可靠与志

愿者的隐私保护并举.志愿主播可以在发布声音

的“封面”上,图文展示自己的影像、兴趣爱好、个性

特点等,也可参与每月的“明星主播”评选,感受关

注和激励,激发志愿服务热情,其自发转播的宣传

力度不容小觑.活动开展以来,“书香吴中”官网电

台吸纳的志愿主播不仅来自苏州本土,还来自北

京、广西、湖南、甘肃等其他城市.
４．３　主题创设个性化

网络为用户创造了自主探索、协作学习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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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图书馆要引发用户强烈的信息需求欲望并保

持持续关注,就要深入研究用户的个性需求,整合

优质信息资源,精选视听信息网络互动主题,激发

用户的学习“内驱力”.特别在网络时代,更是内容

为王,信息资源为王,优秀的资源是推动信息使用

和传播的力量源泉.要让用户不仅阅读信息,还要

成为信息的传播载体,就要求图书馆站在用户的角

度,以用户需求为驱动,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及窗口

服务平台,多渠道获取并分析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找准定位,细分受众,提升纸质文献、数字资源、网
络资源等信息资源的整合力度,以视听网络互动新

方式,触动人们的思维和内心情感.在“书香吴中”
官网电台和网络视频公益讲座尝试中,立足自身资

源,把握当前民众的心理需求热点,精心设计专辑

版块和讲座主题,同时为人们提供以文字为主要媒

介的虚拟匿名交流平台,消减人际间的评价焦虑,
激发参与动机,促使用户根据内在兴趣,自发性地

对“话题”展开讨论,充分调动参与者的内驱力,从
而实现信息交流深入度和满意度的提升.

４．４　内容选择本土化

视听内容的阅读选择,要尽可能贴近本地读者

的实际.在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的实践探索中,注
重选择本土作家、反映本地作品的书籍作为视听阅

读的对象.一方面,把«吴中文库»读到网络上.大

型历史文化丛书«吴中文库»是苏州市吴中区“十二

五”文化建设重点工程,历时四年精心打造,全套２０
种２４册,近４００万字,涵盖了吴中名贤、名胜、名
产、民俗、文物、工艺、诗文、影像等方面内容,堪称

吴地历史文化之集大成.在具体实践中,以志愿者

朗读、发布音频的方式,传播吴文化的魅力,扩大

«吴中文库»丛书的读者面.另一方面,把实体活动

读到网络上.在新媒体环境下,线上视听信息网络

服务与线下实体活动有机结合,多平台互动,将有

效拓展读者群体,提升图书馆的资源利用率,深化

阅读推广的社会效应.如“书香吴中”官网电台

«“阳光苗苗”爱阅读»专辑根据自身特色,除了发布

“阳光苗苗”朗诵团活动的相关音频外,还在寒假期

间,组织策划“我给大家讲故事”———吴中区图书馆

“阳光苗苗”亲子故事会,将小读者们生动演绎的一

个个故事进行音频录制,在剪辑加工后上传专辑,
供用户在线或下载收听.吴中区图书馆还将平时

邀请专家作的讲座录音录像予以发布,供读者收听

收看.组织作家、专家与读者的线下见面会和志愿

主播交流会,丰富延伸网络视听互动信息服务的触

角.

４．５　信息公开合法化

网络时代的视听信息,保护和处理不当容易造

成侵权现象.视听信息网络互动服务涉及隐私保

护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问题,图书馆对此要予以

高度重视.“书香吴中”官网电台开设的每个专辑,
发布的每条声音,均与相关的专家学者签订«著作

权许可使用协议»,取得其签约作品的广播权、信息

网络传播权,以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双方约定

的其他权利的授权.在«“书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

志愿者登记表»的服务协议中,也与志愿者明确了

相关法律权属.在“智慧女人、幸福人生”网络视频

公益讲座中,吴中区图书馆与主讲老师签订协议,
明确肖像权、名誉权、著作权、商标权等法律权属.
对于知识产权等法律权属的尊重和保护是视听信

息网络互动服务长效、安全运行的有力保障.同

时,要加强视听信息的严格审核.在匿名、开放的

网络互动平台上,尤其需要完善视听信息的审核机

制,安排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熟悉相关业务的馆

员进行多级审核.馆员要善于识别和处理过激言

论、虚假信息、网络舆论暴力等不良信息,使所有视

听信息都能传播出全民阅读时代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１]　吴慰慈．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９:５３．
[２]　转引自劳瑞勤．声像资料的管理及在教学中的使用

[J]．图书馆学研究,１９９５(３):７６－７７．
[３][６]２０２５年,图书馆“长”什么样[N]．解放日报,２０１６－０１

－２３．
[４]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R]．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
[５]　束漫．公共图书馆服务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２００９:１０２．
[７]　吴娜．今年全民阅读“十大重点明确”[N]．光明日报,

２０１６－０１－１２．
[８]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开展２０１６年全民阅读工

作的通知[Z]．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

jsp?id＝１５８１．

１４

苏图通讯２０１６．１２　　　　　　　　　　 　　　　　　　 　　　　　　　　　　　　图书馆与阅读



苏州图书馆活动简讯

曲福田市长一行视察苏州图书馆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苏州市委副书记、市
长曲福田,副市长王鸿声,秘书长陈雄伟,副秘书长

陆俊秀以及市教育局、财政局、人社局、规划局等主

要负责人一行来到苏州图书馆调研文化工作,文广

新局陈嵘局长、苏州图书馆金德政副馆长陪同参

观.
曲福田一行先后参观了苏州图书馆的少儿馆、

多功能厅、古籍部、天香小筑、主馆和２４小时图书

馆等各功能区域,了解了苏州图书馆近年来在基础

资源建设和服务创新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在多功能厅,一行人通过观看大屏幕上实时转

播的分馆闭路电视,了解苏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
曲福田市长还十分关心苏州第二图书馆的建设情

况,他一边浏览展出的苏州第二图书馆宣传资料和

立体模型,一边为二馆建设出谋划策.
在古籍馆,曲福田饶有兴致地了解了古籍的修

复过程,观看了专业馆员的修复演示.在位于石家

湾２４小时图书馆内,工作人员向曲福田详细介绍

了苏图全国首创的“网上借阅、社区投递”服务.
曲福田肯定了苏州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成绩,

并就图书馆在推动文化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提高城市软实力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和希

望.

“苏州第二图书馆———何建明公益图书馆”签约仪

式顺利举行

１０月１１日,“苏州第二图书馆———何建明公益

图书馆(何建明文学馆)”签约仪式在苏州图书馆举

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苏州市文

广新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嵘、苏州图书馆馆领导班

子成员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陈嵘局长首先对何建明主席支持苏州文化事

业和苏州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表示感谢,并向何建明

主席介绍了苏州第二图书馆建设项目和功能布局

情况.何建明主席对苏州第二图书馆项目给予了

高度肯定,对今后在苏州第二图书馆中开设何建明

公益图书馆(何建明文学馆)以及对于苏州文化的

宣传提出了很多设想.他表示十分愿意将个人创

作手稿、资料和图书捐赠给苏州图书馆,并愿意利

用自身资源,邀请名人名家来苏州举办品味苏州方

面的讲座,为家乡打造新的文化品牌.
何建明作为苏州籍知名作家,也是新时期最重

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已出版报告文学作品５０
余部(篇),长篇报告文学作品３０部,七获全国优秀

报告文学奖.苏州第二图书馆将安排５００平方米

左右展示面积,用以满足何建明公益图书馆(何建

明文学馆)的建设需求.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文艺汇演

如期举行

１０月９日下午,由苏州图书馆、苏州市盲人协

会主办,姑苏区双塔街道沧浪亭社区协办的“庆重

阳”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文艺汇

演”在苏州图书馆多功能厅如期举行.盲人协会的

盲人读者和社区老人们共同登台献艺,为观众奉上

了一台气势恢宏的精彩演出.
本次文艺汇演,绝大多数节目均为盲人演员表

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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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采用器

乐合奏、男声小组唱、女声独唱、大合唱等形式为观

众演唱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红梅赞»、«延安颂»
等耳熟能详的歌曲,观众席上不时传来轻轻的合

唱.此外还包括有葫芦丝独奏、脱口秀等多种表演

方式.沧浪亭社区夕阳红表演队为本次活动特别

排演了«我和我的祖国».最后,由志愿者们和盲人

演员演唱的大合唱«最美不过夕阳红»则把整台节

目推向高潮.
苏州市盲人协会还向苏州图书馆赠送了“厚德

载物 播撒阳光”锦旗,以感谢苏州图书馆长期对盲

人读者的帮助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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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图书馆老年读者协会举办读者座谈会

１０月９日上午,苏州图书馆老年读者协会召开

了读者座谈会,２０多名老年读者参加了座谈,现场

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一条条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充分表达了读者们对图书馆的热爱和

关切之情.当天适逢重阳佳节,我们也为每位老年

读者送上了一份重阳糕,并祝他们身体健康、生活

幸福.
座谈会上,许多读者在发言中肯定了苏州图书

馆多年来提供的服务质量和阅读环境,大家围绕共

建共享图书馆以及增进老年读者与图书馆之间的

联系,让老年读者这一特殊群体如何“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如何发挥老年读者的余

热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我们也将认真梳理读

者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并积极研究落实,力争

为广大老年读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通过读者座谈会,拉近了图书馆与读者的距

离,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增强了读者参与图

书馆建设的意识,也使图书馆对读者需求有了更深

入细致的了解.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盛蕾一行调研苏州图

书馆

１１月９日下午,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

长盛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缪学为,市文广新局局

长陈嵘、副局长徐春宏等一行人来到苏州图书馆实

地调研文化工作,苏州图书馆副馆长许晓霞等陪同

参观.
盛蕾一行首先参观了位于少儿馆一楼的幼儿

阅览室,重点了解了苏州图书馆推出的“悦读宝贝”
计划.苏州图书馆作为大陆首家加入英国阅读起

跑线Bookstart计划的公共图书馆,率先开展向全

市０－３岁儿童发放“阅读大礼包”的这一举措得到

了盛部长的肯定和赞赏.
随后,在多功能厅里,大屏幕上实时转播的分

馆闭路电视向大家直观地展示了苏州图书馆的总

分馆体系.盛蕾部长还十分关心苏州第二图书馆

的建设情况,她一边浏览展出的苏州第二图书馆的

宣传资料和立体模型,一边听取了工作人员的相关

工作汇报.

在参观古籍馆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向盛部长展

示了由我馆自主编纂完成的«苏州图书馆藏善本提

要»(七函三十一册),以及影印古籍«重刊明心宝

鉴»及«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等书.当听到书籍背

后历时十余年的编纂历程时,她十分感动.
最后,一行人来到位于石家湾２４小时图书馆

内,了解了苏图全国首创的“网上借阅、社区投递”
服务,并与现场前来取书的读者进行了亲切的交

谈.
盛蕾部长肯定了苏州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成

绩,并在阅读推广、服务创新和基础建设等方面提

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和希望.

苏州市古籍保护中心召开２０１６年度工作座谈会

为了回顾和总结一年来的古籍保护工作进展

情况,推动苏州市的古籍保护工作走向深入,１１月

２１日,苏州市古籍保护中心在常熟市古里镇组织召

开了２０１６年苏州市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本次会

议由常熟市图书馆和常熟市古里镇文化站承办,苏
州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常熟图书馆、吴江图书

馆、苏州博物馆、吴中区图书馆、常熟博物馆、昆山

文管所、张家港图书馆、苏州戏曲博物馆、西园寺图

书馆、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等十余家古籍收藏单位

及古里镇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二十余人

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苏州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孙中旺主

持,古里镇党委顾小燕副书记首先介绍了古里镇的

相关情况,常熟市图书馆李烨馆长做了关于常熟藏

书文化源流的报告,苏州市古籍保护中心许晓霞副

主任对一年来苏州市的古籍保护工作进行了详细

总结.与会各单位分别对本年度各自的特色工作

做了专题介绍.与会人员还实地考察了铁琴铜剑

楼纪念馆,加深了对苏州传统藏书楼及藏书文化的

认识和了解.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苏州市明年

古籍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本年度苏州市的古籍保护工作成果丰硕,普查

登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总量达四万余条,在全省

占有相当大比重.各单位还通过讲座、展览、知识

竞答等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古籍宣传普及活

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外在古籍修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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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采购、整理研究、古籍数字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均

取得了较大进展.本年度苏州图书馆、常熟市图书

馆、吴江图书馆及苏州大学图书馆四家古籍收藏单

位被评为“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还有五

位工作人员被授予“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

人”的荣誉称号.

苏州图书馆高新区文体中心分馆开馆

苏州图书馆第７６个分馆———高新区文体中心

分馆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正式对外开放.开放时

间具体为周一上午闭馆,下午１２:３０－１７:３０,周二

至周日９:００－１７:３０.苏州图书馆高新区文体中心

分馆坐落于太湖大道９９９号小龙山畔,全馆面积约

１７３００平米,现馆藏图书近１１万册,整体布局分为

上中下三层,第一层设有报刊阅览室、亲子阅览室、

２４小时自助点、视障阅览室、自主借还书区等;其
中报刊阅览室为读者征订期刊报纸约２００余种,亲
子阅览室馆藏图画书、亲子读本等万余册.此外自

助借还书区以及２４小时自助点都极大的方便读者

使用图书馆.
第二层南部是综合阅览室,面积约为１８８３平

方米.另设有青少阅览室、“湖上书舟”阅览室、电
子阅览室、自修室、多功能厅等;其中综合阅览区域

馆藏图书近８万册供读者借阅.青少阅览区域馆

藏图书约１．５万册,主要为小学高年级以上青少年

提供借阅服务.“湖上书舟”则以苏州地方文献、手
工技艺等主题设立馆藏,为读者打造主题阅读区.
电子阅览室有２８台电脑,免费为读者提供上网服

务.另外还有专门的自修室为读者提供自学空间.
顶层是休闲区,设有多个如美术培训室、科技

情报信息服务中心等,以供大家培养自身文艺爱

好,提高生活情致.而露天庭院则是图书馆独辟的

一个供读者享受室外阅读乐趣和娱乐休憩的场所.
同时,苏州图书馆高新区文体中心分馆与苏州

图书馆其它分馆一样,实行免证阅览、免费办证、免
费上网、通借通还、预约借书,到馆读者可在该分馆

直接使用总馆的电子图书及数据库等数字资源,并
可在网上进行参考咨询等.此外,苏州图书馆总馆

也将把讲座、展览、丰富的读书活动延伸至该分馆.

苏州图书馆理事会正式成立

１２月１日上午１０点,苏州图书馆理事会成立

大会在苏州图书馆一楼多功能厅隆重召开.市文

广新局陈嵘局长、徐红霞副局长、徐春宏副局长,苏
州图书馆理事会理事以及图书馆中层干部共１００
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苏州图书馆理事会的成立,旨在贯彻落实中央

两办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

见»和苏州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

精神,结合苏州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２０１６
年工作要点,推动图书馆公益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会上,金德政副馆长就苏州图书馆的概况和理

事会筹备成立情况做了介绍.苏州图书馆于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开始筹备成立理事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

酝酿、修改与完善,最终完成了«苏州图书馆章程

(草案)»的拟定、理事会组建等工作.苏州图书馆

理事会由１３名理事和１名监事组成,涵盖了政府

职能部门、业界专家、知名学者、读者代表、图书馆

管理层和职工代表,其中社会代表约占理事总数的

１/２,真正实现了公共事业由公众管理、社会监督.
随后,徐红霞副局长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苏

州图书馆理事会的决定».陈嵘局长,徐春宏副局

长和徐红霞副局长为理事会理事颁发了聘书.最

后,著名阅读推广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徐雁作为苏

州图书馆理事会代表上台发言.
会后,召开苏州图书馆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苏州图书馆章程»,选
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１名、副理事长２名

以及秘书长１名.同时,为进一步建立健全苏州图

书馆理事会组织架构,会议还通过了«苏州图书馆

理事会专业委员会办法»,设立了苏州图书馆理事

会文献资源建设咨询专业委员会、阅读推广指导专

业委员会和绩效评估考核专业委员会,完善理事会

决策机制.
市文广新局陈嵘局长对于苏州图书馆理事会

提出了几点希望:一是继续探索,不断将理事会工

作推向深入;二是服务公众,充分发挥好理事会的

桥梁作用,把读者的需求体现在决策中;三是创新

方式,不断提高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
苏州图书馆理事会的成立是苏州图书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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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是我市公共文化机构进

一步提升服务效能的重要举措.通过充分调动社

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参与图书馆发展建设,有效提高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有助于进一步创新公共

文化服务内容和方式,深化和拓展各类服务项目的

内涵和外延,建立公共文化需求反馈对接机制,为
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

首届“社馆店”研讨会在苏州图书馆举行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日下午,首届２０１６“社馆店”研
讨会在苏州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召开.苏州图书

馆副馆长金德政、苏州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执

行董事、总经理邓明华、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清
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等全国近４０家大型出

版社及苏州地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相关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围绕苏州地区各大公共图书馆、高校图

书馆资源配置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展开,众多图书馆

专家、出版界精英齐聚一堂,共谋行业经营发展良

策,全力为建设“书香苏州”献计献策.
研讨会中社、馆、店的代表分别介绍了所在行

业的情况.首先,苏州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苏
州图书馆副馆长许晓霞代表苏州地区公共图书馆

进行发言.她介绍了苏州图书馆近两年来与苏州

新华书店成功合作的一些项目,以及图书馆在转型

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从读者、空间、馆藏三个要素

进行阐述.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从经营理念、出
版创新、创意营销等多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译林社近

几年的转型变革.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

发表讲话时表示,他非常希望未来能够加强与图书

馆的沟通,找准各个图书馆的准确定位,将信息资

源精准发送,第一时间把好书送到读者的手中.
苏州图书馆副馆长金德政在会议中强调,苏州

图书馆与苏州新华书店长期合作的“你选书,我买

单”项目在苏州成功落地,读者反馈很好.而我们

社馆店三方的终极目标都是在“为书找人”,他希

望,今后三方的合作能够拉长整个图书产业链,例
如通过“你点单,我创作”这类创意的活动来吸引读

者,进而带动整个全民阅读的氛围.
苏州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邓明华提出,本届“社馆店”研讨会不仅在于搭建学

习交流平台,更是要探讨解决出版资源、数据资源

等问题.新华书店作为老牌发行企业,在地方文化

建设上责任重大,必须要加快转型升级的脚步.目

前新华书店体验式书店－古旧书店和吴江书城、江
苏最美书店－不纸书店,都是在全方位为读者服

务,把市民的阅读氛围带动起来.
这次的“社馆店”研讨会为行业信息交流与研

讨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更为推进全民阅读、建
设书香苏州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希望通过这

次的会议,社、馆、店三方能够加强交流互动,充分

发挥核心优势,深入合作,构建起通畅的资源获取

渠道,推动数字资源建设和馆配转型.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推荐书目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为进一步推进推荐书目工作的开展,加强委员

会委员之间的交流,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

会推荐书目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工作会议于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１日在苏州图书馆召开.中图学会阅读推广

委员会相关领导和推荐书目专业委员会的１５名委

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１日下午,推荐书目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工作会议

在苏州图书馆多功能厅召开.会议开始后,与会代

表首先做了自我介绍;紧接着金德政主任向与会代

表汇报了推荐书目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工作总结及

２０１７工作计划;随后,与会代表分为３个讨论小组,
对委员会今后的工作重点进行深入探讨;之后,邓
咏秋、白玉静、姚杰三位副主任对小组讨论结果进

行了总结汇报;最后,委员会指导主任徐雁教授和

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邱冠华对委员会今后工作

重点提出了指导意见.
此次会议的举办,为推荐书目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７

年工作明确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各委员在会上各

抒己见,群策群力,提出了许多具有可行性的方案

和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推荐书目专业委员会围

绕“为书找人　为人找书”宗旨进一步发挥委员会

的能量,与其他委员会共同推动阅读推广事业的发

展.

５４

苏图通讯２０１６．１２　　 　　　　 　　　　　　　　 　　　　　　　　　　　　　　　　　简　　讯



常熟市图书馆活动简讯

绘本故事«卜卜熊的雨衣»活动回顾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和蔼可亲的杨老师来到了

常熟图书馆,为小朋友和家长们带来了妙趣横生的

故事课堂.图书馆内,台上,妙语连珠,杨老师将故

事娓娓道来;台下,座无虚席,小朋友和家长们认真

聆听.
杨老师为大家讲述的故事是«卜卜熊的雨衣».

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是:有一天,熊爸爸的雨衣破

了几个洞,卜卜熊说“给我穿穿吧”.爸爸同意了.
随后卜卜熊穿着大雨衣出去玩.突然下起了大雨,
卜卜熊就让好朋友们都躲进了大大的雨衣里,结果

人越来越多,雨衣被撕破了.
在分享完卜卜熊的绘本后,杨老师还和小朋友

们玩起了披雨衣的游戏.但是雨衣不够大不够用

怎么办呢? 于是杨老师用剪刀,彩纸,双面胶等简

易工具和小朋友们一起制作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

雨衣.爸爸妈妈们也加入其中,在杨老师的热情指

导下,小朋友们和父母欢聚一堂,一起动手制作属

于自己家宝贝的小雨衣,其乐融融.
图书馆内充满欢声笑语.也让常年奔波事业

的父母停下脚步,与孩子在玩乐中沟通,真正明白

孩子们的想法,大大的促进了亲子关系.同时也帮

助孩子锻炼了动手能力,给予了他们懂得如何将自

己的想法实现的机会,更加明白了分享的重要性.
这是也孩子成长道路上的一次小小进步.

最后,我们的讲座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相信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在杨老师的讲座中,
孩子们懂得了如何分享,家长们与孩子度过了悠闲

惬意的亲子时光.相信在场的每个人都有各自不

同的收获.同时也希望家长们能多陪伴孩子,在孩

子的成长旅程中不要缺席,这才是对孩子最温暖的

爱.

常熟市图书馆荣获“七彩的夏日”２０１６暑期未成年

人教育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奖

１０月１０日,常熟市图书馆荣获常熟市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常熟市教育局表彰的

“七彩的夏日”２０１６暑期未成年人教育实践活动优

秀组组织奖.

２０１６年,常熟市图书馆为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

阅读活动的开展,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多读书、会读

书、爱读书,从满足未成年人需求为出发点,认真落

实«常熟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行动

计划»,为未成年人提供人性化服务,按照年龄、爱
好等个性化特征,深入开展各项主题阅读活动,“牢
记历史”纪念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常熟市亲子阅读知

识才艺大赛、“中华少年诵 梦想伴我行”常熟市小

学生经典吟诵大赛等重点活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和好评,全年举办“书香宝宝”绘本阅读活动６０
多场次,常熟市图书馆成为未成年人亲近书香、融
入社会的好去处.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专题片»摄影组来馆拍摄

１０月２２日,国家高级编导、文化学者葛芸生先

生率领其拍摄团队及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领导一

行５人来馆拍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专题片»之常

熟部分.
重点拍摄自２００７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

来我馆所取得的各项古籍保护工作成果:整理出版

«徐兆玮日记»«常熟藏书史»;编印«读书台»;协助

整理出版«常熟宝卷».馆长李烨接受采访,谈我馆

百年历史沿革变迁,谈常熟藏书,从脉望馆、毛氏汲

古阁到瞿氏铁琴铜剑楼,并重点对铁琴铜剑楼所藏

«宝佑重修琴川志十五卷»«汲古阁集四卷»等珍本

作了详细介绍.历史文献部主任付凤娟对我馆入

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
之善本进行介绍,说明版本,揭示源流.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２０１６年２月正式启动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摄
制«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专题片»是此次活动的主要

成果之一,是对我国近十年古籍保护工作的全面总

结,也是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三五时期迈入新

阶段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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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第九届常熟市阅读节闭幕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第九届常熟市阅读节闭

幕式暨“中华少年诵 梦想伴我行”小学生经典吟诵

大赛于１０月３０日下午在常熟大剧院举行.市领

导陶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社科联主席时映光、文
明办主任吴文进、市文广新局局长吴伟、全市阅读

节组委会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各镇(街道)宣传委

员、文化站长、图书管理员及读者代表、阅读推广组

织代表等出席闭幕式.
闭幕式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社科联主席时映

光主持.分别举行了«诗咏虞山———全国诗词大赛

佳作选»、«嘉靖重修常熟县志»赠书仪式,并对２０１６
常熟市十佳“最美市民书房”获得者进行了颁奖.
闭幕式结束后,“中华少年诵 梦想伴我行”常熟市

小学生经典吟诵大赛隆重上演.优美的经典诗文,
精彩的诵读表演,奏响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和谐

乐章.
本次吟诵大赛由常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常熟市教育局主办,常熟市图书馆承办.通过五个

多月的精心策划、组织,全市各片区小学积极发动,
广泛参与,五大协作区最终选拔出１５所学校参加

最后的角逐.比赛中,各参赛团队们或低吟浅唱,
或激情歌舞,或弹琴抒情,或挥毫述怀,丰富多彩的

表现形式充分展现了诗词歌赋中的经典而独特的

语言文字魅力.其中有充满诗情画意的“诗画常

熟”“春韵”,也有启蒙明理、点亮人生的“弟子规”、
“三字经”,更有令人热血澎湃的“木兰辞”、“少年中

国说”等.最终,绿地实验小学的«满江红»、石梅小

学的«采莲曲»,实验小学的«永恒的长征»获得金

奖;常熟国际学校的«木兰辞»,星城小学的«忆江南

最忆是常熟»,董浜中心小学的«少年中国说»,东南

实验小学的«春韵»,义庄小学的«弟子规»分获银

奖;同时绿地实小、实验、石梅等８所小学获得优秀

组织奖.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炎

黄子孙永恒的精神财富,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宝

贵资源.本次大赛是第九届常熟市阅读节系列活

动之一,旨在通过诵读文化经典,让学生充分感受

到中华经典诗文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中华绚烂文化

的无穷魅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城市.

诵读«江南春»等喜获“２０１６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

列活动”诵读大赛三等奖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

动———“爱国情 中国梦”少儿诵读大赛结果揭晓,
常熟市图书馆推荐的诵读«江南春»、«诵唐诗»、«山
水诗情我的家»喜获三等奖.

２０１６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爱国

情 中国梦”少儿诵读大赛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

年人图书馆分会主办,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长
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承办,旨在弘扬优秀文化,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少年儿童,了解昨天、
记住现在、展望未来,激发爱国情,共同托起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华经典诗文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

化的精华,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
是对青少年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常熟

自古为人文渊薮之地,自仲雍、言偃以来,常熟人才

辈出.常熟市图书馆精心策划组织“中华少年诵?
梦想伴我行”常熟市小学生经典吟诵大赛,推广全

民阅读,建设书香城市.图书馆将优秀作品推荐参

加本次全国少儿诵读大赛,常熟市石梅小学管欣

然、周悦然诵读的«江南春»,常熟市辛庄中心小学

张允文、叶梦鑫、钱佳怡等诵读的«诵唐诗»,常熟市

大义中心小学顾煜慧、宗苡苓、殷嘉楠、吴俞亟等诵

读的«山水诗情我的家»荣获三等奖,深受好评.

常熟市图书馆法界学院分馆正式揭牌启用

１１月１２日,由常熟市图书馆和常熟市兴福寺

联合打造的常熟市图书馆法界学院分馆正式揭牌

启用,这也是苏州地区建成的首家佛教公共图书

馆.
常熟图书馆法界学院分馆位于兴福寺内救虎

阁二楼,面积４００平方米,由古籍部、佛学图书馆和

阅览室三部分组成.馆藏文献３００００余册,分为图

书、报刊和声像资料三大部分.法界学院分馆已纳

入常熟市图书馆“城乡阅读一卡通”运行模式,成为

市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市图书

馆及其他分馆、流通点实现资源共享、通借通还,平
时有专人进行图书管理和更新,市民只要凭市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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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在分馆内免费借阅各类佛教经典著作.
作为常熟市图书馆“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模

式的又一实践,常熟市图书馆法界学院分馆的建成

开放不仅有利于发扬和传承佛学优秀文化、提升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还在打造常熟特色文化品

牌、促进常熟书香城市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图书馆＋”荣获第七届省公共图书馆优秀服务成

果一等奖

１１月１４日,“图书馆＋”创出一片新天地经过

专家评审、网上公示和研究决定,荣获第七届江苏

省公共图书馆优秀服务成果一等奖.
该项目融传统方式和创新方式于一体,突破了

县级图书馆延伸服务的瓶颈,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职

能,做出了如下有益探索实践:总分馆结构向横向

社会机构联合发展,产生“图书馆＋组织”的新型分

馆.“图书馆＋组织”模式使图书馆进入公共组织

和企业之内,服务深入到组织成员,取得了原有总

分馆无法达到的效果.加强与高校深度合作,产生

“图书馆＋教育”的联盟合作模式.大胆尝试与商

业组织合作,产生“图书馆＋场所”的新型分馆.
“图书馆＋茶室”———望虞台分馆;“图书馆＋咖啡

屋”———西城楼阁分馆;“图书馆＋风景区”———四

景小院书屋;“图书馆＋农家乐”———三峰分馆;“图
书馆＋书院”———维摩书院;“图书馆＋园林”———
能静书屋.

常熟图书馆的“图书馆＋”服务模式带来更大

更强的图书馆服务效能,走向了普遍均等的惠民之

路.

常熟市图书馆荣获苏州“２０１６年度全民阅读先进

单位”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６日,２０１６第十一届苏州阅读

节闭幕式在苏州独墅湖图书馆举办.闭幕式上,苏
州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对２０１６年度全民阅读

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第十一届苏州阅读节优秀组

织奖、优秀活动奖、２０１６年度苏州市优秀阅读推广

组织、优秀阅读推广人、优秀阅读创新项目进行了

表彰.常熟市图书馆荣获２０１６年度全民阅读先进

单位、“体悟书香中的优雅”阅读实践课堂活动荣获

２０１６第十一届苏州阅读节优秀活动奖和２０１６年度

苏州市优秀阅读创新项目,“书香宝宝”荣获２０１６
年度苏州市优秀阅读创新项目.

２０１６年,常熟市图书馆在推进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常熟的征程中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为市民架

起通往“书香”的桥梁．４月２３日,常熟市第九届阅

读节、第六届少儿阅读节正式启动.本届阅读节以

“阅读,让常熟更美丽”为主题,聚焦“推动常熟文化

建设迈上新台阶”战略目标,创意新颖、亮点纷呈.
常熟市图书馆积极组织开展“体悟书香中的优雅”
阅读实践课堂,全年举办１２期,分别开设花边、篆
刻、趣味科学、雕版印刷、古籍装帧、英语等特色课

程,新颖的课程设计受到广大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为孩子们开启新的知识大门.为进一步推动儿童

阅读活动的开展,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多读书、会读

书、爱读书,常熟图书馆从满足儿童需求为出发点,
按照年龄、爱好等个性化特征,深入开展各项主题

阅读活动,全年举办“书香宝宝”绘本阅读活动７３
场次,吸引了众多孩子走进图书馆、认识图书馆、利
用图书馆.

绘本情景剧«大苹果»荣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名

著新编短剧大赛”小学组团体优秀奖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喜讯传来,常熟市图书馆推荐的

绘本情景剧«大苹果»在２０１６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

系列活动———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名著新编短剧

大赛中荣获“小学组团体优秀奖”,常熟市图书馆荣

获“优秀组织奖”.
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名著新编短剧大赛由中

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

未成年人图书馆服务专业委员会、深圳少年儿童图

书馆承办.活动以编演读物趣味阅读方式,引导少

年儿童多读好书,并在编创、表演过程中提高表达

能力和文学修养,激发少儿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展示少年儿童的瑰丽创意和个性才华,将个体的阅

读行为推广成为全社会的大众阅读活动,努力营造

读书尚学的良好社会风气.
常熟市图书馆积极推荐优秀短剧参赛,由周冬

英改编、龚美华导演、常熟市王庄中心小学表演的

绘本情景剧«大苹果»荣获“小学组团体优秀奖”.
短剧根据绘本故事 «一个长上天的大苹果»改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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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棵小苹果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在梦中,它
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独占阳光,不懂分享,最后虽

然得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苹果,可得到的却是痛苦和

孤独.通过阅读,教会孩子: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

都在享受着别人给予的帮助和爱,那么我们自己也

需要对别人有所付出,有所奉献,学会分享与给予.

张家港市图书馆活动简讯

喜获“２０１６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４项大奖

１０月２５－２８日,由文化部指导,中国图书馆学

会与安徽省铜陵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６年

中国图书馆年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图

书馆展览会”在安徽省铜陵市举办.“２０１６全国少

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获奖名单在年会上揭晓,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因在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喜获

主办方颁发的４项全国大奖.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在２０１６年“爱国情 中国

梦”全国少年儿童诵读大赛中,获优秀组织奖,４件

作品获一等奖,４件作品获二等奖,２件作品获优秀

奖,４位老师获优秀辅导教师奖,１位老师获优秀组

织个人奖.在２０１６年“童声里的红色记忆”全国少

年儿童故事大赛中,获优秀组织奖,有１件作品获

一等奖,３件作品获二等奖,１件作品获三等奖,５
件作品获优秀奖.在２０１６年“全国少年儿童国学

经典故事大赛”中,获优秀组织奖.在２０１６年“全
国图书馆员少年儿童经典读物书评大赛”中,获优

秀组织奖,有３件作品获一等奖.同时,在２０１６年

“红色经典阅读绘画大赛”中,有１件作品获金奖,１
件作品获银奖,２件作品获铜奖,９件作品获优秀

奖,１位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在２０１６年“寻访

红色记忆”征文比赛中,１件作品获一等奖,２件作

品获二等奖,１件作品获三等奖.
此外,在本次年会上,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作为

特邀嘉宾,参加了«“图书馆＋”环境下少儿阅读推

广的创新与变革»第１５分会场会议.在会上,作了

«用“图书馆＋”引领未成年人阅读»交流发言,向
与会的全国同行介绍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在分级

阅读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深受好评.

市少儿图书馆获２０１６我最喜爱的童书“阅读推广

贡献奖”
被儿童誉为中国 “童书中的奥斯卡奖”———

２０１６华润怡宝杯“我最喜爱的童书”评选颁奖典礼

于１０月１６日在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现场揭

晓了２０１６全国童书总榜单.张家港市少年儿童图

书馆因在推动本地区儿童阅读方面所做出的突出

贡献,获得“阅读推广贡献奖”,并有１２个同学荣获

“我最喜爱的童书”投票幸运奖.
据了解,该活动于２０１６年１月启动,历时１０

个月,由９位海内外权威专家参评,是深圳市少年

儿童图书馆、张家港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全国１４
省市图书馆共同打造的国内最具公信力、影响力的

童书评选活动.在此次活动中,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共举办了８０余场阅读活动,设立班级读书角３６
个,阅读推荐专柜１个,收到投票２９９３４张.

市图书馆国庆活动精彩纷呈

国庆期间,市图书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坚持

正常开放,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举办丰富多彩的

主题阅读活动,为市民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
一是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市图书馆“张图展

览”在一楼举行了“盛世华诞 举国同庆”主题图片

展,全面介绍了新中国成立６７年来伟大祖国走过

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吸引了许多读者驻

足观看.外文室的优秀电影放映活动,每天一部经

典影片,不仅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生活,也是富有成

效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市少儿图书馆举行了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７周年图书展和追忆红色

记忆影片展,展示６７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
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

二是开展特色阅读活动.市图书馆开展了“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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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国庆”主题诵读会,共读了国庆诗词;设置“国
庆图书漂流”专柜,推荐优秀读物,倡导共阅好书的

理念;“读书猜猜乐”活动送出２００册好书.市少儿

馆针对学龄前儿童开展了“国旗国旗真美丽”手指

谣亲子读书会;“十月赞歌”诗歌朗诵会上,小读者

们通过情感真挚的诵读来歌颂亲爱的祖国;“我心

目中的祖国”电子书制作,让小读者们抒发爱国热

情、“写给祖国的一封信”活动,小读者以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为梦想,书写着祖国母亲的过去、现在

和将来,畅想着未来用智慧点亮“中国梦”.
三是开展重阳民俗活动.国庆临近中国的传

统重阳节,市少儿图书馆开展“老少同乐”绘本故事

会活动,弘扬敬老、爱老、尊老的传统美德;开展中

华经典诵读活动,讲一讲重阳节故事以及习俗,念
一念描写重阳佳节的古诗,读一读敬老爱老的童

谣,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激发爱党、爱国、爱
家情怀.

张家港市入选２０１６年“书香城市(区县级)”发现活

动名单

１１月８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通知,公布

２０１６年“书香城市(区县级)”发现活动名单,张家

港市入选其中.
该活动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７月起面向全

国各省,各自治区的县、区、市(区县级)和各直辖市

区、县开展,旨在挖掘和发现一批保障体系完善、社
会参与度高、创新性强、阅读成效显著的“书香城市

(区县级)”,发挥典型带动作用,为各地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提供示范.活动吸引了５６个城市(区县级)
申报,通过材料审核和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兼
顾地域特点,北京市东城区、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等１９个城市进入２０１６年

“书香城市(区县级)”发现活动名单.
作为唯一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的县级

市,张家港市高度重视“书香城市”建设,目标引领,
顶层设计,创设指标体系;党政主导,加大投入,完
善设施建设;精准服务,分众阅读,打造活动品牌;
机制创新,常态长效,推进持续发展,以此作为推动

全民阅读、深化文明城市内涵的重要抓手,促使各

项工作在高平台上不断实现新跨越.

２０１６年“七彩的夏日”张家港市中小学生“寻访红色

记忆”主题文化活动圆满结束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红军长征胜

利８０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讴歌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历程,追寻革命先辈的光辉

足迹,１１月６日,由张家港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张家港市教育局主办,张家港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承

办的２０１６年“七彩的夏日”张家港市中小学生“寻
访红色记忆”主题文化活动圆满结束.

本次活动分为长征历史故事(或故事片段)名
人诗词硬笔书法作品(小学组)和寻访红色记忆主

题征文(初中组)两个内容.活动自７月启动以来,
得到了全市中小学的积极响应,共收到３５６篇作

品,其中小学组１６４篇,初中组１９２篇.经过专业

老师的评审,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下一步,
市图书馆将对优秀获奖作品汇编成集.

我市全民阅读工作获多项苏州市级表彰

前不久,我市全民阅读工作获多项苏州市级表

彰.
张家港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荣获“２０１６第十

一届苏州阅读节优秀组织奖”、我市总工会等５家

单位荣获“２０１６年度全民阅读先进单位”;我市市民

王建军、周奕灵、陆晓扬荣获“２０１６年度全民阅读先

进个人;我市“凤凰开卷”全民阅读项目、“小桔灯”
助读会、“书香溢沙洲 全民享阅读”读书活动、阅
读,让乡风更文明———张家港市乐余镇第十届阅读

节活动 、“指尖绽放阅读之美”———花园村亲子阅

读活动、“七彩童年彩云伴”青少年阅读项目 等６
个项目荣获“２０１６第十一届苏州阅读节优秀活动

奖”.

张家港市图书馆积极开展特色读书沙龙活动

２０１６年,张家港市图书馆积极开展优质服务、
不断丰富阅读手段,全年举办各类主题鲜明、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５００多场次,为广大市

民营造了浓郁的阅读氛围.特别是针对不同读者

群体的阅读需求,组织了各类特色读书沙龙活动,
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一是突出分众阅读.针对老年读者喜欢读书

读报的特点,我馆每月开展两期“老年读报组”活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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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组织电子阅报体验、健康养生讲座等主题沙龙;
针对大中学生群体,则以“悦读社”为基础,加入“真
人图书馆”等新型交流方式,吸引年青人关注;每周

六举办的“快乐益读”经典诵读,则以１０周岁以上

的未成年人为主体,目前已举办３７期,参与诵读的

小志愿者１５２人次,服务时长４５０小时.
二是突出兴趣引导.每周日下午,图书馆以兴

趣引导为基础,举办了“周末生活课”主题沙龙,开
展了学彩绘、学摄影、学茶艺、学烘焙、学英语等一

系列精彩课程,吸引了众多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

的参与;针对文学类图书深度阅读的需求,我馆定

期举办“一起读书”书友会,每月推送一本主题好

书、进行网上讨论和线下交流,得到了公务员、白领

群体读者的积极参与.
三是突出结对共建.利用资源优势,我馆每年

为各类民间阅读组织提供良好的培育平台.如今

虞诗社每月一期在图书馆举办“梦回唐宋”诗词普

及讲座,至今以举办三年共３８期,累计受益听众

１５００人次以上,成为我市推广国学文化最专业、最
持久的公益阅读项目;牵手“益启读书会”,共同打

造了一个读书、学习、交流的平台,每周三晚在图书

馆定期举办读书沙龙,目前已举办２４期;与市作协

合作,在周末开展“作家悦读大讲堂”,邀请本地作

家与来馆读者交流创作感受、分享阅读理念,成为

推广本土文学的一扇窗口.

张家港市多个阅读项目获苏州市级表彰

近日,苏州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

发了«关于表彰２０１６年度苏州市“优秀阅读推广组

织”“优秀阅读推广人”“优秀阅读创新项目”的决

定»,我市多家单位和项目获得表彰.
今虞诗社、锦绣育心读书会被授予“２０１６年度

苏州市优秀阅读推广组织”称号;我市市民孙瑛、严
丽华、陈东被授予“２０１６年度苏州市优秀阅读推广

人”称号;经开区(杨舍镇)的暨阳书院 幸福阅读、
张家港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的家庭亲子阅读推

广项目、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的“一坛一刊一群”读书

活动被授予“２０１６年度苏州市优秀阅读创新项目”
称号.

２０１６年,我市紧紧围绕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按

照党中央和省委对开展全民阅读的部署和要求,围
绕“书香城市”建设目标,着力推进全民阅读活动,
各部门组织开展了数千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各

类特色读书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活动成效.

“用声音伴你阅读世界”«我的绘本故事»儿童朗读

剧精彩落幕

１２月３日,“用声音伴你阅读世界”«我的绘本

故事»儿童朗读剧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行,江苏

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谢红、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

芳、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李忠影、各区镇宣传委员、文
体中心主任、市自创绘本入选作品作者及家长、学
生和家长代表等一百八十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新闻广播、
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张家港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张家港市全民阅读活动推进委员会主办,张
家港市图书馆、张家港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张家港

市文化馆承办.活动中,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编剧

了我市小作家作品«小兔奇奇历险记»和自创绘本

入选小作者的作品«我有一个靠谱的妈妈»、«老爸

使用说明书»、«蛀牙虫流浪记»、«鸭子大逃亡»、«我
迷路了»、«聪明淘出走记»、«o的旅行»、«小黑和小

白的时光穿梭之旅»等９本作品,由江苏新闻广播

的主持人倾情演绎,博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爱,不能等»主题朗诵会暨王忆«爱,不能等»新书

公益发布会成功举行

１２月３日“世界残疾人日”,«爱,不能等»主题

朗诵会暨王忆«爱,不能等»新书公益发布会在市特

殊教育学校举行.活动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市文广

新局、市全民阅读推进委员会、市社科联、市教育

局、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市图书馆、市少儿图书

馆、市文化馆、市特殊教育学校承办,新华社江苏分

社、中央电视台江苏记者站、新华网、中文国际在线

网、扬子晚报社、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协办,
残障作家王忆的新诗集«爱,不能等»中的作品

«我从你的世界路过»、«邂逅余秀华»、«愿你被世间

温柔对待»、«阳光与微笑»、«轮椅上的奔跑»等在朗

诵会上被一一倾情演绎,我市陈慧娇(盲女诗人)、
姜博为(自闭症学生)、陈王琪(听障学生)也奉献了

三个精彩的朗诵作品«同一片阳光同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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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妈妈»、«在山的那边».
«爱,不能等»作者王忆,江苏盐城人.残障作

家.读完小学和初中之后,爱上了文学创作,喜欢

读张爱玲、三毛的作品.已经出版小说«天若有情

之心中的青鸟»、散文集«百合绽放时»、«轮椅上的

青春———王忆的青葱岁月»、«爱,不能等»等四部作

品.

昆山市图书馆活动简讯

昆山市图书馆举办“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活动

“芙蓉金菊斗馨香,天气欲重阳”,农历九月初

九是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也是敬老的节日.为了

丰富老年人的节日生活,昆山市图书馆开展了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系列活动.

１０月９日,在昆山市图书馆一楼大厅举办了重

阳节有奖趣味知识问答活动.参加本次活动的均

是老年读者朋友,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邀请参与者回

答主持人提出的问题,题目内容涉及重阳节传统、
历史人文、时政、健康等领域,老年读者朋友们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参与知识问答.得到了现场老年

朋友的喜欢和支持,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了本次

活动.
在传统 的 重 阳 佳 节 来 临 之 际,昆 山 市 图 书

馆———玉诚护理院流通点正式成立.玉诚护理院

共有床位２５０个,现有６０多名老人已入住,另外有

８０多名老人也即将入住.为了更好地丰富老人们

的业余生活,昆山市图书馆精心挑选了适合老年人

阅读的书籍,主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心理学,社会科学,法律,政治经济类,教育类,
医药卫生类,文学类,历史地理类,艺术类,以及杂

志等,总配送量达１５００册,为护理院老人们的晚年

生活添一份温情加一缕书香.

举办２０１６年度昆山市农家书屋及共享工程管理员

培训班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昆山市农家书屋及共享工程建

设,丰富管理人员的业务知识,切实发挥好作用,昆
山市图书馆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３日在一楼多功能厅

举办了２０１６年度昆山市农家书屋及共享工程管理

员培训班,来自全市７０多个农家书屋及共享工程

管理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班上,由昆山市图书馆龚广宇副馆长介绍

了本次培训班的重要性及意义,并且提出了对未来

对农家书屋及共享工程建设的希望.培训内容包

括“小阅读,大未来”家庭读书会阅读推广项目和共

享工程＋数字化建设,最后是五星级农家书屋市北

村农家书屋的管理员进行工作了交流.培训人员

听得认真,记得仔细.
培训人员希望类似的培训能更多一些,真正做

到农家书屋及共享工程建设成为繁荣农村文化的

平台,丰富村民的生活,培育更多有文化、懂技术、
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阅读,让昆山更美丽———市政协视察“书香城市”建
设情况

１１月１４日下午,市政协视察“书香城市”建设

情况.市政协主席冯仁新,副主席金乃冰、朱玉明

等参加视察活动.
市政协委员先后实地视察了陆家镇图书馆、新

江南社区鹿城文化驿站２４小时自助图书馆和市图

书馆,听取市文广新局关于“书香城市”建设情况汇

报.会上,政协委员顾建芳、胡明、吴锦芳等围绕本

次视察体会和工作实际,对加快“书香城市”建设、
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出意见和建议.

冯仁新主席指出,全民阅读是一项国家战略,
必须常抓不懈;全民阅读是一项民生工程,必须高

度重视;全民阅读是一种精神追求,必须强化引导.
今后,昆山市阅读节组委会将更加重视昆山文

化建设和“书香城市”建设,扎实推进书香城市的建

设进程不断向纵深发展,引导全社会以读书为荣,
以读书为乐,为昆山争当“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排

头兵增添文化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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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历史　游古镇之锦溪

１１月１２日艳阳高照、和风煦暖,小书虫俱乐部

的小读者们和大朋友们齐聚一堂,来到了我们听历

史游古镇亲子游活动的最后一站———锦溪.
漫步在古镇幽幽小径中,时而碰到支起画架写

生的美术生,时而遇到长枪短炮武装的摄影师,望
着他们专注的神情,再一次被古镇的美好所震撼.
我们走进了莲池禅院、圆通宝殿、文昌阁,遥望陈妃

水冢,聆听着那一段宋孝宗与陈妃当年凄美的爱情

故事,感受着“陈墓”这一锦溪旧名的渊源.“陈妃

水冢”和“莲池禅院”她们为古镇笼上了一层帝王文

化的色彩,使古镇更加鲜亮了起来.
锦溪古镇是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１５家民间收藏博物馆赋予了古镇新

的文化张力.张省美术馆、紫砂馆、古砖瓦馆、壶具

馆、金石馆、根雕馆、红木家具馆,马若特泥禅坊等

深藏在长街窄巷中,琳琅满目的民俗藏品,林林总

总,目不暇接,宛如一幅卷帙浩繁的历史画卷舒展

在我们面前———«春来江水绿如蓝»、«渔舟晨曲

图»;汉代城砖、六朝板瓦、西晋纪年砖、宋代凿榫井

砖、明清青砖;汉代变形鸡首壶、宋代韩瓶、元代铅

白釉提梁壶、明代豆青釉田壶;明清紫檀木、花梨木

制作古床、柜、屏风、书桌、香案、博古架.
还有那蛟龙卧波的十眼长桥,“三十六座桥,七

十二只窑”的传说,都令我们流连忘返.“一溪穿镇

而过,夹岸桃李纷披,晨霞夕辉尽洒江面,满溪跃

金,灿若锦带.”锦溪我们已走过

小书虫小创客:机器人擂台赛

１１月２７日下午两点,昆图小创客又与小朋友

们见面了,这次为小朋友带来的是机器人擂台赛,
满怀期待的小朋友们早早来到昆图读书乐基地等

候活动开场.
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了机器人的历史,古代机器

人与现代机器人发展,也介绍了不同功能的机器

人,如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送餐机器人、客服智

能机器人
在各组亲子组合制作正式开始前,老师鼓励大

家先做个集体创作,老师将小朋友们分成两组,大
家分工合作用纸箱、纸杯等制作了两个大机器人.
接下来的亲子制作过程中,有的家庭先搭擂台,小

心翼翼地把纸模拆下来,顺着凹痕折起来,按照数

字装起来,擂台搭好了;有的家庭设计机器人,贴上

装饰贴纸,机器人组件,建造心中的机器人.两个

小时的活动时间眨眼就过去了,家长和孩子们共享

了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
开动脑筋,动起手来,收获作品.

我们的小创客活动用专业与创意,把大师级的

艺术启蒙教育带到孩子身边,让父母陪伴孩子轻松

玩艺术,让艺术像呼吸一样融入亲子生活.通过本

次机器人擂台赛活动提高了孩子们分工合作能力、
思考能力及动手能力,通过对机器人的外观设计,
提升了孩子审美力.

“红色追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诗文朗

诵会实录

１０月２９日下午,一场以纪念长征胜利８０周年

的主题诗会在昆山市图书馆二楼报告厅激情上演.
这是一场朗诵者与诗歌的对话,是一场穿越时空的

对话,这更是一场长征精神与当代昆山的对话.来

自常州朗诵团与昆图朗诵团的团员在聚光灯下激

情的演绎,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

宴.
常州图书馆带来的节目«英雄碑颂»拉开了演

出的序幕,老英雄胸前满满的勋章带给了我们深深

的震撼,正是无数的先烈用他们的鲜血才换来了我

们今天五星红旗的鲜艳.感人的表演动情的朗诵,
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昆图朗诵团带来的«长征»,声情并茂,两人搭

档配合默契,一种力度在蔓延,长征精神感染了现

场的每一个人.
常州图书馆的孙渭庚老师的一首«人民万岁»,

激情澎湃,那一声声湖南口音的“人民万岁．．．．．．”让
现场的观众沸腾了,一次次的掌声响起,更有观众

忍不住翘起了大拇指.
现场长枪短炮、手机,都忙着记录每一个精彩

的瞬间,朗诵者们深情的演绎感人至深,伟人们的

高尚无私的革命情怀,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演出

结束了,大家恋恋不舍,只觉时间太快,转眼就要分

别,期待下次朗诵团更精彩的演出.

３５

苏图通讯２０１６．１２　　 　　　　 　　　　　　　　 　　　　　　　　　　　　　　　　　简　　讯



书香飘满鹿城　文化点亮城市———２０１６年昆山市

“书香城市”建设小结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一个有魅

力的城市,应该是一个散发着书香的城市.２０１６
年,我市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以“阅读,让昆山更

美丽”为主题,建设“书香城市”为目标,不断完善阅

读设施,广泛开展阅读活动,努力培育阅读文化,建
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全民公共阅读网络,打造

出一批在群众中间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读书活动品

牌.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我市积极开展全民公共阅读网络体系建设,截
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共建成３６个图书分馆,农家书屋

１２９个,公共电子阅览室２７９个,基层图书流通点

１３８个,流动图书车１辆.鹿城驿站、“啡阅”流动阅

读站、“图书漂流驿站”等开放性、自助性阅读新形

态,为市民提供了更便利、更快捷的阅读服务.
二、阅读活动推动城市阅读活力

今年,市教育局正式下发了«昆山市中小学校

书香校园建设指导意见»,着力培育少儿读者的阅

读基因,为“全民阅读”大厦打下坚实的基石.市纪

委、监察局市检察院、市级机关工委等单位通过开

展一系列岗位主题阅读活动,机关干部阅读,劲吹

读书风.民间阅读组织蓬勃发展,“清朗读会”、“昆
图读书会”、“吴晓波书友会”、“高新区阳光读书会”
等一批民间阅读组织陆续成立,民间阅读文化成为

一道靓丽风景.全市各区镇“阅读节”、“读书月”开
展的有声有色,淀山湖镇的“淀湖清风”行动、周庄

镇的“五月诗会”、锦溪镇的“文鑫讲坛”、团市委的

“阅读越精彩”青春公开课等主题活动,全民阅读活

动在全市遍地开花.市图书馆全年举办阅读活动

近４００场,抓住读者的节日情怀,开展了“快乐新春

文化月”、元宵节、阅读节等节庆日、纪念日１０大主

题系列活动,提升了“全民阅读”、“市民大讲坛”、
“小书虫俱乐部”、“七彩的夏日”、“昆图朗诵团”、
“昆图读书会”等阅读服务品牌的影响力,先后获得

了“２０１５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奖”、第二届全国图

书馆未成年人服务论坛三等奖、江苏省第七届公共

图书馆优秀服务成果三等奖.

三、智慧型书香城市让阅读“零”距离

我市在“书香城市”建设中充分发挥“新媒体”
思维,创新服务手段,利用好微博、微信、网站、数据

库等平台,大力发展数字资源建设,完善图书预借、
微阅读等功能.２０１６年“２４小时自助图书馆”正式

运转,阅读２４小时“不打烊”;市图书馆全面完成自

助服务,从办证到借阅,读者可自行办理;引入图书

预借系统和图书定位系统,通过图书馆微信即可享

受图书预借服务;新市民卡B卡经过研发测试开通

借阅功能.
鹿城的“书香城市”建设正走在蓬勃发展的路

上,全市形成了“多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氛围,书香

社区、书香机关、书香校园、书香企业不断涌

现,人人因读书而精彩,家家因书香而幸福,城乡因

书香而美丽.

传递书香　润美心灵———昆山市图书馆昆山民间

故事系列绘本捐赠活动

１１月２９日,昆山市图书馆将５０套共计２００册

昆山民间故事系列绘本带进了北珊湾幼儿园.图

书馆副馆长龚广宇,流通部主任傅玲玲及园方行政

领导等参加了当天的捐赠仪式.
捐赠仪式上,龚广宇副馆长强调图书馆作为儿

童“第二课堂”一直发挥着阅读推广的功能,希望通

过馆校合作推进书香校园、书香城市的建设.昆山

市图书馆２０１３年开始举办昆山民间故事系列绘本

创作活动,该系列图书突破了以往的传统民间文化

传播方式,至今已陆续创作了«狐狸兔子猢狲和马

的故事»、«马鞍山与文笔峰»、«一毛鸟»、«巴解吃螃

蟹的故事»四本昆山民间故事绘本.希望通过这次

赠书活动将这一批绘本带到孩子身边,让更多的孩

子走入绘本世界,爱上绘本,爱上阅读,在故事中了

解昆山历史文化之魂,体会昆山民俗文化之美;蒋
晨园长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向关心爱护幼儿成长的

图书馆致以衷心的感谢.她表示好书带给孩子们

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健康与快乐,学校将充分利

用好这批绘本,利用园内优秀师资队伍以昆山话演

绎等形式将昆山优秀民间故事留在孩子心中.
园方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图书馆馆员为孩子们

讲解了«巴解吃螃蟹的故事»,满载着图书馆精心挑

选的四百余册绘本的流动图书馆也开进了活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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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家长与小朋友一起登上流动图书馆翻阅图书、
办理读者证、借阅书籍,享受了一场文化大餐.

浸润书香　快乐童年———昆山市图书馆 & 黄泥山

小学流动图书馆签约启动仪式

为了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营造浓浓的读

书氛围,促进昆山市书香校园建设,昆山市图书馆

决定把书籍带进学校,与黄泥山小学签订流动图书

馆借阅协议,开展流动图书馆签约启动活动.图书

馆馆长金磊,流动车负责人及校方行政领导等参加

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金磊馆长介绍了流动图书馆建情

况.２０１６年为进一步满足未成年人的阅读需求,
培养未成年人的阅读习惯,努力推进全民阅读,提
升流动车服务效能,昆山市图书馆联合各分馆实施

“流动图书馆进校园”活动,通过共建学生卡的方式

发展馆校服务新模式,希望借此可以丰富学校的课

外阅读资源,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提高学生的阅

读兴趣,对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升素

质教育,营造浓郁校园阅读氛围.最后,金馆讲到

他作为一名黄泥山小学曾经的学子,再次回到母校

感慨良多,表示今后还将不断深化流动图书馆服务

内容,在图书借阅的基础上,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

和社会资源,结合阅读节等一些重大活动,开展送

讲座、送阅读等形式多样的公益服务进校园.
许如清校长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向图书馆致以

衷心的感谢.她表示“流动图书馆”进校园,以阅读

引领成长,让书香溢满校园,希望通过此次活动的

开展,让农村的孩子感受到了阅读的温馨,能与好

书为友,与经典为伴,不断充实自己,用阅读点亮人

生!
校方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学生们表演了绘本故

事剧«小青虫的梦»、诵读经典«读唐诗»并举行了三

年级阅读量签约活动,最后学生们登上流动图书馆

借阅自己喜爱的图书.

昆山市图书馆召开２０１６年度读者座谈会

１２月２５日,昆山市图书馆在一楼多功能厅召

开了２０１６年度读者座谈会,共有四十余位热心读

者出席本次座谈会,金磊馆长、龚广宇副馆长及各

部室负责人员一并参加.

座谈会上,首先由龚广宇副馆长向大家通报了

市图书馆２０１６年度工作情况及２０１７年主要工作

计划,２０１６年市图书馆在基础服务、服务结构、智慧

图书馆、阅读服务新形态、文化品牌建设等方面取

得长足发展,２０１７年将着重做好馆舍整体空间布局

改造、百年馆史研究、“图书馆＋”战略等工作.然

后由流通部傅玲玲主任公布了２０１６年度成人和少

儿读者借阅排行榜名单并进行颁奖仪式,由金磊馆

长、龚广宇副馆长对榜单人员颁发证书予以表彰.
随后相关部门负责人与读者现场交流,对读者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提出整改解决办法.最后金磊馆长

做了总结发言,对到访读者表示感谢,对于读者提

的意见和建议将进行梳理分类,能马上解决的问题

及时整改,其他问题将关注予以后续研究解决.
在交流环节中,读者代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针对市图书馆技术、馆藏、活动、管理等方面提出了

２４个问题,其中关于管理类问题高达１３个,涵盖少

儿室分龄分区、整体空间布局改造、开放时间延长、
志愿者管理等方面,充分表明读者对图书馆事业关

心与期待.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相关部门负责人

都进行了详细解答与解决,会后还将积极制定管理

方案,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出现,进一步提高服务质

量,保证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读者座谈会只是市图书馆与读者沟通的一种

方式,我们已广开言路设立微信、QQ 群、电话、意
见箱等多种途径与读者时刻沟通,做到有提必应、
有问必答,欢迎读者对我们持续监督.

书香飘满鹿城　文化点亮城市

今年以来,我市广泛开展以“阅读,让昆山更美

丽”为主题的阅读活动,努力培育阅读文化,打造了

一批读书活动品牌,不断推进“书香城市”创建.
一是全民公共阅读网络体系不断完善.截至

１１月底,全市共建成３６个图书分馆,１２９个农家书

屋,２７９个公共电子阅览室,１３８个基层图书流通

点.鹿城驿站、“啡阅”流动阅读站、“图书漂流驿

站”等开放性、自助性阅读新形态,为市民提供了更

便利、更快捷的阅读服务.
二是全民阅读活动形式多样.市图书馆全年

举办阅读活动近４００场,组织开展了快乐新春文化

月、阅读节等十大主题活动,小书虫俱乐部、昆图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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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团、昆图读书会等阅读服务品牌影响力不断扩

大;市教育局开展中小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着力培

育少儿读者的阅读基因;市纪委(监察局)、市检察

院、市级机关工委等单位开展一系列岗位主题阅读

活动,劲吹读书风;区镇“阅读节”、“读书月”开展有

声有色;民间阅读组织蓬勃发展,全民阅读活动在

全市遍地开花.
三是书香城市建设智慧化程度不断提高.充

分发挥新媒体思维,创新服务手段,利用微博、微
信、网站、数据库等平台,大力发展数字资源建设,
完善图书预借、微阅读等功能.“２４小时自助图书

馆”正式运转,阅读２４小时“不打烊”;市图书馆全

面完成自助服务,从办证到借阅,读者可自行办理;
引入图书预借系统和图书定位系统,通过图书馆微

信即可享受图书预借服务;新市民卡B卡经过研发

测试开通借阅功能.

我市在苏州市全民阅读评选活动中斩获多项荣誉

近日,苏州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召开了

２０１６第十一届苏州阅读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会

上,我市斩获多项荣誉:我市阅读节组委会获“２０１６
第十一届苏州阅读节优秀组织奖”;团市委等５家

单位和潘艳等３名同志分获“２０１６年度全民阅读先

进单位”和“２０１６年度全民阅读先进个人”;清朗

读会和谢利军等２名同志分获“２０１６年度苏州市优

秀阅读推广组织”和“２０１６年度苏州市优秀阅读推

广人”的称号.
今年以来,我市紧紧围绕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按
照党中央和省委对开展全民阅读的部署和要求,围
绕“书香城市”建设目标,着力推进全民阅读活动.
在２０１６第十一届昆山阅读节期间,各部门、各单位

组织开展了多姿多彩、创意无限的各类特色读书活

动,取得了显著的活动成效.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市将继续围绕建设“书香

城市”为目标,不断完善阅读设施,广泛开展阅读活

动,全力扶植阅读组织,努力培育阅读风尚,进一步

开拓创新,务实工作,以扎实的举措、高效的业绩,
推动全市“书香城市”建设不断深入,让书香溢城的

昆山更加美好.

太仓市图书馆活动简讯

喜迎国庆,最强大脑PK赛

一眨眼已经到了新的学期了,同学们迎来了新

学期的第一个十一长假,１０月３日,青芒少儿俱乐

部开展了名为“喜迎国庆,最强大脑 PK 赛”的活

动,报名而来的２０会员同学们以报数形式分为４
个队,分别选出每队的队长并给自己队起队名和口

号.经过大家的商量,我们得到了“幸运星队”“梦
想队”“２４队”“地表最强队”四个小队,马上开始了

激烈的两场知识问答环节,以抢答形式答题,现场

紧张而刺激.
文学知识竞赛中,经过激烈的角逐,以幸运星

队和地表最强队稍微领先而结束.到了益智游戏

环节,四只小队争分夺秒,不分上下,给我们带来了

一场趣味十足的“你比划我来猜”将游戏环节推上

一个小高潮.
最后一个环节名为“无敌风火轮”考验的是各

位同学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在５名成员的

积极配合和努力下,完成了属于自己队伍独一无二

的无敌风火轮,并且齐心协力完成了带人来回跑的

任务,气氛温馨又和谐.
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比赛,最终四个队以微弱

的差异角逐除了一二三名,“地表最强队”以总分２４
分的微弱优势赢得了比赛,领取了奖品.其他队队

员分贝获得纪念奖.在此次比赛中,青芒俱乐部的

会员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了知识,收获了友

情,更收获了团队协作的精神.希望在未来的学习

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同学们能收获更多的快乐.

“书香重阳 笔墨春秋”老年书法笔会活动

为庆祝重阳佳节,弘扬民族文化.１０月８日上

午,太仓市图书馆特邀我市老年书法家,市退管中

心、市退教中心、老年大学书法爱好者一起开展“书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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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重阳 笔墨春秋”老年书法笔会活动.以现场挥

毫泼墨、相互交流学习,为广大书法爱好者奉献一

席精美的文化大餐,更为他们搭建互相交流的平

台,展示广大老年朋友精湛的书法技法和与日寸俱

进的精神风貌,同时弘扬中华民族书法艺术.让老

年读者朋友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让这些延续着太

仓书法艺术脉络的艺术家们,能够留下墨宝、传承

所学,让重阳佳节充满了书卷气、翰墨香.
活动结束后,图书馆向各位参加活动的老前辈

赠送了近期出版的一套馆刊«尔雅»、«太仓书法论

文集»和重阳糕.此次活动共创作作品５０多副,这
些书法作品将全部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内展出,部分

作品将装裱并挂在馆内,为图书馆增添人文气质.

走向青年,“读吧! 太仓”城市阅读巡展健雄站

“读吧! 太仓”城市阅读巡展启动于２０１６年,５
月２１日在万达广场举办了首场展出,通过展览、体
验、书展、互动活动相结合的路演形式,全方位多角

度展现阅读的魅力.１０月１２日,太仓市图书馆与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图书馆合作,在健雄

学院举办了第二场巡展.青春年少好读书,此次巡

展走入青年人的生活,再次在校园中掀起崇尚阅读

的热潮.
本次巡展的展览部分包括四个段落:“读吧,来

图书馆”展示图书馆可提供的阅读服务;“关于书,
他/她说”邀请本市十位市民为阅读代言,分享

他们的阅读感受;我有书”则向市民传达“阅读无处

不在”的理念;“阅读指北”收录梁文道、马未都、资
中筠、张立宪等八位文化名人的读书小感.此外,
现场提供了近４０个书架,１０００余本图书,配合面向

青年读者的书目推荐,供同学们翻阅、借阅,在现场

邂逅一本好书,让青年重拾阅读.另外,现场开展

了扫码赠送“我有书”定制帆布袋,心愿墙留言赠送

心愿书的互动小活动,在校园中和朋友圈中都扩大

了活动的影响力.
年轻化的宣传,高质感的布场,吸引同学们在

课间和午休期间,纷纷前往现场看展,此次活动参

与人数达３０００余人,图书馆希望通过这样立体、丰
富、生动的形式,把一座小型的图书馆展示在青年

读者面前,也向同学们传达,处处皆是读书地,人人

皆是读书人.

“关爱童心,悦读成长”———“品国学,扬文明”主题

活动

１０月１９日下午,我们再次来到陆渡小学,为小

朋友们带来一场“品国学,扬文明”的主题活动.活

动开始前,小朋友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出了浓厚的

兴趣.活动第一个环节,是有关国学知识的竞答活

动,以抢答的形式回答问题,大家都非常的踊跃举

手回答问题,我们为回答正确的小朋友准备了小礼

物.第二环节是“击鼓传花”游戏,拿到花的小朋友

有机会参加有关古诗词的接龙,以游戏的形式让小

朋友们在快乐的氛围中学到知识,丰富国学知识.
在这次活动中,小朋友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在愉

快的氛围中收获了知识.

娄东文脉　四王回乡———青芒俱乐部主题讲演赛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日下午１３时在太仓博物馆一

楼,青芒少儿俱乐部开展了一场名为“娄东文脉 四

王回乡”的主题讲演赛,通过线上报名的１６位俱乐

部成员早在比赛开始前一个礼拜就完成了分组,分
为４组,每组４位成员,每位成员利用课外时间用

心的收集了“四王”的资料,进行整合并预演,才使

得整场比赛顺利进行.
比赛正式开始前,我们跟随博物馆工作人员的

讲解参观了关于“四王”的展览,了解了“四王”是
指:王时敏、王鉴、王翚和王原祁四维书画家,了解

了他们的生平以及参观了四位的作品.参观结束

之后,每组成员有２０ 分钟的时间来交流自己已经

收集好的资料,并进行整合,之后选出一位代表进

行组内讲演.２０分钟后比赛正式开始,每一组的讲

演代表勇敢的走上台,结合自己做的PPT,大方的

为大家进行５分钟的讲演,在规定时间内都能比较

完整的展示资料成果,给台下每位观众带来精彩的

讲演.
此次活动在每位选手的精心准备下,在博物馆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圆满成功,也给所有参赛选手一

次很好的锻炼机会,相信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会

起到积极的作用.

２０１６年润泽志愿者表彰答谢会

２０１６即将过去,新年的脚步又悄悄走进,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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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日下午,辛勤工作了一年的润泽志愿者们欢聚

一堂,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
从去年的２月润泽志愿者团队正式启动,到如

今我们在册志愿者已达到９０名,这一年中,馆里的

每一排整整齐齐的书架前,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活动

中,都有他们的身影.２０１６年团队累计服务２４９
次,累计服务时长９４７小时.

本次活动共分为五个部分,首先,由太仓图书

馆周卫彬馆长致辞,对志愿者们这一年的辛勤付出

表示感谢,期待下一年共同继续前行.随后,图书

管理岗位负责人陈洁与大家共同回顾了这一年来

的工作,重温志愿者辛勤工作的瞬间.根据本年度

志愿者服务时间及服务效果综合评价,我们评选出

了润泽团队“十佳志愿者”并在现场进行了表彰,由
周馆长为她们送上证书和奖品,感谢她们不计报酬

的辛勤付出志愿者代表奚雪芳和张懿章也与大家

分享了与图书馆亲密相处的时光.在随后的才艺

展示和游戏互动环节,现场气氛热烈,志愿者们展

现了丰富的才艺,诗朗诵、唱歌、绘本剧、亲子合唱

和葫芦丝演奏,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志愿者团队的

魅力.
本次表彰答谢会在游戏互动的热烈气氛中结

束,图书馆为每一位志愿者都准备了太仓图书馆限

量版２０１７新年台历,希望它能记录我们匆匆而去

的时间,记录你们不会离去的笑脸.

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活动简讯

吴江图书馆成功举办“国家通用盲文”培训班

«国家通用盲文方案(试验稿)»是“十二五”期
间国家语委、中国残联设立的重大课题的研究成

果.为响应国家号召,让盲人学习规范盲文,１０月

５日—１０月６日吴江图书馆成功举办“国家通用盲

文”培训班,吴图盲人读者俱乐部会员十余人参加

了培训.
培训课程由吴江图书馆志愿者、区残联盲人协

会林月老师授课,林老师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详细

讲解了国家通用盲文的意义与价值、«国家通用盲

文方案(试验稿)»的应用示范、通用盲文试点教学

法等一系列内容,并在多名志愿者的帮助下,为在

场学员们纠正了不少现行盲文所存在的读写不规

范、不完整等诸多问题.为了使培训课程更生动活

泼,增进盲人间的互动交流,林老师还让大家结合

工作实际,边听讲、边讨论、边思考,真正做到学以

致用.学员们表示,非常感谢吴江图书馆为他们提

供了良好的平台,通过培训让他们受益匪浅,也希

望自己能用所学到的知识为全区盲文的推广作出

贡献.
盲文作为视力残疾人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是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中国

盲人普遍使用的盲文一直没有自身标准.本次培

训班的举办,将对我区盲人学习通用盲文、提高学

习交流能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后,吴江图书

馆将继续努力,拓展盲人读者俱乐部活动,让更多

爱心人士了解盲人、关心盲人,将爱心传递.

吴江图书馆馆校阅读联盟举行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５
周年活动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是辛亥革命１０５周年纪念

日,为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

勋,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

精神,吴江区图书馆在区思贤实验小学开展了以爱

国主义为主题的“馆校阅读联盟”第六站活动,传辛

亥精神,立强国之志.
当天下午,一曲雄壮的国歌,唤起了同学们的

豪情万丈,也开启了本次活动的序幕.吴图未成年

人阅读推广志愿者为同学们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
带领孩子观看辛亥革命纪录片.学习以孙中山先

生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为推翻满清

统治、反对列强侵略、挽救中国危亡,投身革命,前
仆后继的革命精神;了解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

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的历史意

义.学习中,同学们聚精会神;互动中,大家踊跃参

与;结束后,孩子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向革命先驱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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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学习,从小树立革命理想,发奋学习,苦练

本领,长大后,为振兴中华做出自己的贡献,为“中
国梦”的宏伟画卷添上属于自己的色彩.

１０５年前,武昌的枪声埋葬了一个旧时代;１０５
年后,新时代一直还在路上.通过此次学习,不仅

让同学们了解了辛亥革命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同时

也激励着同学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牢记使命,牢记初

衷,才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后代在这个“光辉十月”里
应该有的态度! 今天,吴图人也将牢记历史赋予我

们图书馆人的神圣使命,承继奋斗精神,谱写文化

树人发展新诗篇.

吴江图书馆举办“如何提高现代图书馆的服务水

平”馆员演讲比赛

为适应新时期图书馆发展,进一步提高图书馆

服务质量,让广大馆员对图书馆的发展献计献策,
推动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１０月２１日,吴江图书馆

在一楼报告厅举办主题为“如何提高现代图书馆的

服务水平”的馆员演讲比赛.来自吴江图书馆的馆

员以及乡镇图书管理员共３１位选手参加了比赛.
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徐晓霞、苏大图书馆馆长周建

平、吴江文广新局纪委书记崔瑛、吴江宣传部文教

科科长吴建辉,以及各镇文体站站长等领导出席活

动并担任评委.
比赛分两场进行,上午场的参赛选手是来自吴

江图书馆的１７位馆员代表,下午场的参赛选手是

来自乡镇的１４位基层图书管理员.
参赛选手或激情昂扬,或温柔亲和;有的结合

本职工作讲述对图书馆发展的看法;有的抒发对图

书馆的责任和情怀.基层图书管理员顾佳颖的“农
家书屋只要有一位读者,就值得了”;平望分馆范理

英铿锵有力的“我爱书,更爱图书馆管理员的工

作”;吴江图书馆员周淑瑾的“初心不变,爱心不忘,
书心不老”大家充满梦想和激情的演讲让人为

之动容、为之感动.声情并茂的诉说,将馆员们对

工作的热爱与执着的追求娓娓道来.正如吴图馆

员平时总爱说的那句话“我爱图书馆,图书馆是我

家!”
最终,上午场和下午场比赛分别决出一等奖一

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以及优秀奖五名.吴

江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中心的杨振宁和平望文体站

的范理英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肯定,分获吴江图书

馆馆员组和乡镇图书管理员组一等奖.
吴江图书馆举办本次演讲比赛,旨在让广大馆

员们在比赛中畅谈、交流、共勉、提高,为促进基层

图书馆发展共同努力,让图书馆人为图书馆梦而努

力奋斗,让所有的图书馆人都带着共同的图书馆

梦,走向远方!

中图年会再获佳绩,吴图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受好评

１０月２７日上午,由文化部主办的２０１６年中国

图书馆年会上传来喜讯,在“全国图书馆员少年儿

童经典读物书评大赛”中吴江图书馆精心选送的２６
件作品分别斩获一、二、三等奖.由于组织得力,我
馆荣获“优秀组织奖”,这也是我馆连续三年在中图

年会上斩获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方面的宝贵荣誉.
本次大赛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指导,中国图书馆

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办,组委会收到来自全国５０
家单位参赛作品２８４件,其中由我馆组织报送的

«小王子»、«窗边的小豆豆»、«淘气包马小跳»等６
份少年儿童经典读物书评喜获“一等奖”,占一等奖

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
本次书评大赛通知下发后,吴江图书馆即刻发

动全区,共收到参赛作品１３６件,先后邀请专家进

行初评、复评,最后选拔出７０份优秀作品进行报

送.阅读经典,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文化素养.对

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儿童,根据兴趣和能力,阅读

一定数量的经典著作并记录下自己的感悟,与经典

同行,对孩子个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吴江

图书馆力求提升全区少年儿童经典阅读的质量和

水平,多次积极参与全国范围的未成年人阅读推广

大赛,相继在中华经典诵读、少儿绘本创作大赛中

频获佳绩!

“实战派疗愈大师”走进吴图办沙龙倍受好评

中国历来重视对孩子的教育,«管子»有言“一

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为人父母者,都了解古时孟母三迁的良苦用心,随
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读懂自己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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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并在此基础上与他们有效沟通,在其乐融融地

氛围中帮助他们成长成才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

一个个小家庭的目标,更是一个共通性的社会课

题.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下午,吴江图书馆特邀知名

亲子关系教育培训导师张晓红老师为读者带来“走
出沟通误区 重新读懂孩子”心理教育沙龙,帮助家

长朋友们掌握良性沟通、科学育儿的方法,现场８０
多位家长参加了本次活动.

张老师专职从事心理辅导与培训工作近二十

年,累计接触个案超过６０００多例,被誉为＂实战派

疗愈大师＂,她在“快乐父母”亲子教育培训、青少

年学习及潜能开发训练等领域更是处于业界前沿.
本次心理教育沙龙上,张老师耐心倾听了现场读者

在育儿方面的诸多困惑,结合一个个具体问题深入

解读青少年的心理,纠正家长与孩子之间常见多发

的交流误区,逐一提示科学高效教育孩子的思路和

方法.张老师言语亲切平实,所选用的案例十分贴

近生活,让读者产生了极强的代入感,整场心理教

育沙龙听下来有如醍醐灌顶,警示家长们在孩子面

前不能自以为 “是”,亲子教育这门人生必修课必

须怀着虔敬之心活到老学到老.
本次心理教育沙龙受到了现场读者的一致好

评,大家信心满满,因为他们掌握了成为“快乐父

母”的秘诀:只要走出沟通误区,重新读懂孩子,亲
子教育也可以其乐融融.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吴江图书馆举办“追寻红

军足迹 感悟长征精神”主题活动

忆往昔峥嵘岁月,１１月２７日,由吴江图书馆主

办,吴江朗诵团承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

年———“追寻红军足迹 感悟长征精神”主题活动,
在吴江笠泽书院举行,吴江图书馆党员、团员及吴

江朗诵团成员共五十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回首过去,征程漫漫.本次活动的特邀嘉宾是

李金奎,一位７０岁的吴江老人,为了实现在他心里

藏了４０多年的愿望:重走长征路.去年起,他和老

伴先后６次踏上长征路,寻访红军足迹,跋山涉水

历经种种苦难,先后寻访红军长征途中十个重要会

议召开地、九大著名战役发生地、六大会师纪念地,
历时９０天,于今年完成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红色之

旅.李金奎由“想到、走到、看到、感到”四个方面现

场忆述了他在寻访红军长征途中的见闻,他的亲身

经历把在场人员的思绪带到了那个令人心潮激荡

的红色年月,给了大家充满震撼的人生体验.接下

来,吴江朗诵团的优秀代表声情并茂地朗诵了红色

经典诗词作品:王瑾老师朗诵乌兰夫的«七律»,饱
含着对革命前辈的深情与敬意;沈超老师朗诵毛泽

东的«清平乐六盘山»,演绎了远征战士们万水千

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程诗博老师朗诵毛泽东的

«忆秦娥娄山关»,再现了战士们面对失利和困难

越挫越勇的坚毅果敢.最后,在场人员齐声朗诵毛

泽东经典作品«七律长征»,循着革命前辈们的艰辛

行程以诗歌言志,激励自己斗志昂扬地攻克生活与

工作中大大小小的困境与挑战.
纵观今朝,与时俱进.革命前辈们舍生忘死,

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长征精神的种子已经

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作为后辈,我们

有幸生活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我们的人

生虽然未曾经历过那样重大的挫折和磨难,但亦如

逆水行舟,不可稍有懈怠.此次活动追寻红军足

迹、感受红色经典文学,宗旨在于弘扬传承伟大长

征精神,作为吴江图书馆党员系列活动之一,蕴含

着特殊的教育意义,勉励全体参与者不忘初心,继
续前行,获得了大家一致的认同,大家纷纷表示在

今后珍惜生活,走好“新的长征路”.

身边正能量“摸”出创业路———吴江图书馆盲人读

者俱乐部开展盲人按摩技术交流活动

盲人因视力障碍所能从事的职业十分狭窄,按
摩现已成为盲人实现就业最为有效的途径.１１月

１４日,吴江图书馆盲人读者俱乐部举办“盲人按摩

技术交流”活动,来自全区１０余位盲人朋友前来参

加.
技术交流活动在盲人协会孙晓东会长的“如何

运用按摩疏通经络”的经验交流中拉开序幕.资深

盲人按摩师徐小方就如何通过精油按摩治疗失眠

症,向现场盲人传授自己的经验和按摩手法.活动

现场,盲人朋友一边交流一边用手拨压自己的经络

或穴位,几位盲人朋友就如何诊疗颈椎病、牙痛等

按摩治疗手法进行了交流.精彩的按摩交流吸引

了不少读者前来参与,盲人按摩师为现场读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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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诊治,并提醒读者“长时间使用电脑或看电

视打麻将,长时间低头玩手机等,都容易导致腰酸

背痛、脖子僵硬的现象,平时应多运动,多按摩,这
样有助于你的健康.”现场还贴心教授读者一些简

单易学的按摩方法,在场读者连连竖起大拇指夸

奖:身体的残疾并未影响盲人读者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通过灵巧的双手,他们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

路!
吴江图书馆盲人读者俱乐部通过举办按摩技

术交流活动,不仅增进盲人按摩从业人员之间的沟

通交流与友谊,还提高了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促
进盲人的稳定就业.活动得到了盲人读者的一致

好评,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吴江区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评为“书香城市”

１１月１８日,中国图书馆学会隆重举办２０１６年

“书香城市(区县级)”发现活动颁奖仪式,吴江图书

馆代表我区领取了“书香城市”奖牌.此次活动全

国最终仅有１９座城市入选成功!
多年来,吴江把书香城市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

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大力推进,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全民阅读工作.吴江图书馆在吴江全民阅读领导

小组的正确指挥下,在打造“书香之县”城市名片,
推进书香城市建设,以及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经

济、高效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每

年坚持开展各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并构

筑起以吴江图书总馆、图书分馆、“四位一体”中心

为核心的“区—镇—村”三级服务网络,将活动不断

深入基层,活动先后获得省、市、区级各类荣誉.近

年来,又积极探索构建“智慧图书馆之城”,整合基

于互联网的技术和平台,提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的公共文化服务形式.２０１５年,因表现突出,获文

化部表彰,被评为“最美基层图书馆”.
“书香城市”的获得,是对我区参与全民阅读活

动的肯定,也对我区今后的全民阅读活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吴江图书馆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典

型示范带动作用,不断推动全民阅读事业的发展,
为建设书香社会添砖加瓦!

吴江图书馆蝉联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

日前,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评选

结果揭晓,吴江图书馆蝉联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
近年来,吴江图书馆坚持以全民阅读推广为核心,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锲而不

舍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对图书馆各项工作有序有效

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期

间,满分通过国家一级图书馆复查;获评全国古籍

保护工作先进单位;“四位一体”获苏州市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服务举措;“新阅读

心服务”e时代乡村行、“阅读齐步走”———未成年人

阅读服务城乡一体化建设工程等多个项目获文化

部立项表彰;２０１５年代表江苏省摘取全国十佳“最
美基层图书馆”的光荣称号.

吴江图书馆在狠抓业务的同时,在思想道德教

育、管理服务创新、社会责任履行、单位文化建设、
创建活动开展等五个方面办出特色,打造亮点.全

年开展优质服务活动,在窗口部门评选“流动红旗”
“服务明星”;热心公益事业,开展“百岗助百村”“岗
家结对”活动;关心职工生活,开展岗位培训课程,
组织业务技能大赛;踊跃参与“微公益”、传播“微文

明”等等.
图书馆作为传递文明的窗口,从领导干部到每

位基层职工都坚持履行文明引导员的责任,以身作

则,用过硬的业务素质、优良的言行作风,使图书馆

真正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排头

兵,为建设“强富美高”的新江苏作出更大的贡献.

吴江图书馆接受省“书香城市”测评

１１月１４日,江苏省纪委派驻省委宣传部纪检

组组长沈辉携省“书香城市”建设测评组,对吴江图

书馆开展实地调研和现场测评工作.吴江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沈伟荣、吴江区文广新局局长金健康陪

同调研.

２０１３年,吴江荣获首批“书香之县”称号.吴江

图书馆作为全民阅读推广的主力军,严格按照上级

指示精神,围绕江苏省书香城市(县级)建设评估指

标体系要求,加快完善各项指标建设.测评小组查

看了吴江图书馆、吴江图书馆盲人阅读俱乐部、思
贤书屋２４小时图书馆,现场询问藏书量、借阅量、
办卡量等数据,就如何抓好新吴江人的阅读、总分

馆体系如何通借通还等问题进行了提问,并对２０
位读者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以及现场采访了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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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正在图书馆盲文阅览室参加活动的盲人读者.
为全面落实江苏省书香城市创建任务,吴江图

书馆每年坚持开展各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

动.并构筑起以吴江图书总馆、图书分馆、“四位一

体”中心为核心的“区—镇—村”三级服务网络,将
活动不断深入基层,活动先后获得省、市、区级各类

荣誉.近年来,又积极探索构建“智慧图书馆之

城”,整合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和平台,提供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形式.２０１５年,因表

现突出,获文化部表彰,被评为“最美基层图书馆”.
测评组对吴江图书馆的创建工作给予了高度

肯定,也对吴图今后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吴江

图书馆将结合此次测评为契机,大力开展更具吴江

时代特点、反映吴江人文优势、挖掘吴江文化内涵

的活动,进一步集聚和释放全区人民的智慧和力

量,使阅读有广度,学习有深度,践行有力度,为打

造更具地域特色的书香城市品牌而努力.

倾听读者心声　提高服务质量———吴江图书馆召

开２０１６年读者服务工作座谈会

为了加强图书馆与读者的交流和沟通,进一步

提升图书馆的服务和管理水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下午,吴江图书馆在５楼会议室召开读者座谈会,
聆听读者对图书馆的建议和意见,了解他们的需

求,３０多位读者代表出席了本次座谈会,就图书馆

服务工作进行了充分沟通.吴江图书馆分管领导

首先向读者代表表示诚挚的谢意,并简要回顾了

２０１６年开展的活动以及创新的亮点工作.
吴江图书馆致力于为各类人群提供终身学习

的平台,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求知需要.今年,
吴江图书馆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读者服务活动:? 苏州市阅读节、吴江太

湖文化节、４．２３世界读书日、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等,
在吴江全区打响了«垂虹讲坛»、“彩虹使者”走基层

活动、妈妈俱乐部活动、吴江朗诵团活动等多个服

务品牌,在图书馆乃至全区各个基层服务点,开展

各类文化服务志愿活动.今年,“彩虹使者”走基层

启动馆校阅读联盟新方式,将吴江图书馆的社会影

响进一步扩大;为积极响应国家“互联网＋”发展战

略,吴江图书馆推出同城图书馆网借项目———“读
佳寄易”网上借阅平台,在读者获取阅读资源方式

多元化方面迈出一大步;“你阅读,我买单”线上线

下活动,打破图书馆传统借阅模式,深受读者喜爱;
为推动朗诵艺术发展,推广本地诗词作品,吴江图

书馆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３日成立吴江朗诵团,成功举

办各类培训课程及相关活动、诗情话意贺重阳等活

动.会上读者代表积极建言献策,“悦读彩虹堂”志
愿者梅建芬老师希望今后多办相关的培训活动,能
有更多志愿者加入到吴江图书馆的各项活动中,吴
江朗诵团团友赵海宁老师赞扬了吴江图书馆真正

体现了正能量、正确价值观文化传播的社会标兵作

用,并现场赠诗一首“相聚江南话新岁,金鸡报晓赞

吴图.登楼眺望近真知,真善美雅朗诵人.”以示感

谢.现场讨论气氛热烈,大家对来年各项读者服务

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吴江图书馆将抓住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政策和机遇,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谋新篇

章,始终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原则,运用阅读

活动体系化设计方法,培育孵化优秀的阅读活动,
将活动阵地向农村基层延伸,充分挖掘本馆的优质

文化资源,与各镇分馆共同开展阅读活动,将阅读

活动的组织效益最大化,各项读者服务工作也将以

全新的面貌呈现.２０１７年吴江图书馆的读者活动

将越办越出彩,精彩纷呈!

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活动简讯

吴中区图书馆“书香吴中”官网电台«大家来荐书»
新专辑开通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８日,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书香

吴中”官网电台新专辑«大家来荐书»正式开通.广

大读者可以在电台畅谈自己的阅读感悟,分享各自

喜爱的作家、人物角色、故事情节和写作手法等,把
读到的好书通过网络音频推荐给身边的人,在阅读

中交流碰撞,传播文化知识,丰富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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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吴中”官网电台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４日创

设,电台开通以来,紧密围绕“全民阅读”这一主题,
深入挖掘广大用户的信息需求,不断调整和丰富专

辑内容,把反映吴地文明、深受读者欢迎的阅读信

息,以音频的形式上传电台,供读者们随时收听.
同时,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加大宣传力度,向社会

广泛招募志愿者主播,发动社会各方力量加入到阅

读推广、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来.
目前,“书香吴中”官网电台设有六大专辑.专

辑一«太湖大讲堂»:太湖大讲堂系列公益讲座是苏

州市吴中区图书馆传统品牌栏目,获得２０１５第十

届苏州阅读节优秀活动奖.“书香吴中”官网电台

对“太湖大讲堂”的现场音频进行录制加工,上网发

布.专辑二«作家面对面»:邀请身边的作家,推荐

自己原创并正规出版的书籍,畅谈创作感想并进行

阅读推介,邀请志愿者主播选读作品,定期发布.
专辑三«吴中文库»:着力宣传推介区委、区政府组

织出版的«吴中文库»丛书,鼓励志愿者主播自由选

读.专辑四«“阳光苗苗”爱阅读»:专辑在广大青少

年和家庭、学校、社会间构筑桥梁,搭建一个交流沟

通、展示才艺的文化平台,培养和提高青少年阅读

兴趣,丰富青少年业余文化生活.涵盖了苏州市吴

中区图书馆“阳光苗苗”少儿朗诵团、“阳光苗苗”少
儿系列活动、绘本阅读等音频内容.专辑五«红茶

心灵之约»:特邀腾讯名博“一天一个太阳”博主,北
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心理咨

询师、心理咨询督导师姜老师为广大听众提供免费

公益的心理援助,同时邀请志愿者主播自由选读其

博客作品,定期发布.专辑六«大家来荐书»:以馆

员和读者为推荐主体,定期推荐解读优秀书籍,并
采购加工,提供现场借阅,鼓励读者发布读后感音

频.
截止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８日,“书香吴中”官网电台

已发布声音２４８条,播放次数达２９２３８次,粉丝数

３１１,下载量４３１４,招募成人志愿者主播６８人,少儿

志愿者主播３０人.志愿主播们不仅来自苏州本

土,还来自北京、广西、湖南、甘肃、陕西等其他城

市,突破了阅读推广的时空界限.２０１６年８月,“书
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获评首届苏州市群众文化

“繁星奖”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书香吴中”官网电台的创建尝试,为读者提供

了即时多向交互的丰富体验,降低了公共图书馆在

人力、物力上的投入成本,赢得了社会广泛关注,对
于进一步扩大公益性文化品牌活动的覆盖、辐射面

具有重要意义.

吴中区图书馆赴扬州调研图书馆建设

为加快推进新馆建设,为新馆运行做好准备,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２日－１３日,在马菊芬馆长的带领

下,吴中区图书馆党员及中层干部一行１４人赴扬

州调研图书馆建设.
扬州图书馆副馆长袁晖引领参观并详细介绍

了扬州图书馆的办馆理念、整体布局、软硬件设备、
智能监控、馆藏建设、窗口业务和活动开展等情况,
两馆工作人员就新馆建设、资源配置、功能布局、服
务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业务交流.

吴中区图书馆调研人员还参观学习了维扬路

“城市书房”和虹桥坊２４小时“城市书房”.作为扬

州图书馆“四位一体”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书房”内设置了自助办证机、自助借还机、二
维码电子书下载机、数字资源查询机等电子设备,
提供自助办证、阅览、外借、数据库检索、二维码书

刊资源下载等“一站式”阅读体验服务,俨然是一个

功能齐全的“微型图书馆”.温馨舒适的阅读空间、
人性化的阅读服务成为“城市书房”的特色亮点.

在扬州市少儿图书馆,调研人员实地参观了借

阅区、阅览活动区和成长体验区三大服务区域,低
幼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和家长等图书借阅处的分

级服务,３D少儿影院,精彩纷呈的少儿阅读推广活

动给调研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吴中区图书馆调研人员还参观了今年７月刚

刚开门迎客的“最美书店”钟书阁.书店彰显了“书
天书地”的视觉符号,融入扬州古城的桥梁和街景

文化,用书籍填充环形墙壁,阅读休息区采取拱桥

与河流的创意,利用各种拱形连接各个区域,读者

穿梭于书墙之间,宛如进入书的海洋.
通过此次参观考察,吴中区图书馆党员干部不

仅与业内优秀同行开展了广泛交流,也进一步启发

了思想,为新馆的开馆运行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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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区图书馆荣获江苏省少儿数字图书馆２０１６年

“E路畅游 悦读暑假”系列活动组织奖

为了更好地宣传江苏省少儿数字图书馆的信

息资源,在２０１６年的暑假期间,苏州市吴中区图书

馆全面启动了“E路畅游、悦读暑假”———少儿数字

阅读体验活动,该系列活动受到了广大小读者和家

长的热烈欢迎.近日,江苏省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

心授予区馆“江苏省少儿数字图书馆‘E路畅游、悦
读暑假’系列活动组织奖”.

今年暑假期间,吴中区图书馆共计开展“E路

畅游、悦读暑假”系列活动１１场,参与人数达５２２
人次,少儿读者２７６人次,成人读者２４６人次.其

中省图直送场次４场,服务人数２３４人次,自办７
场,服务人数２８８人次.其中,既有邀请国内知名

少儿数据资源厂商开展的各项主题活动,也有与馆

内馆员的专业特长相结合,让馆员走上讲堂、独立

讲解的特色活动.为了提升基层图书馆服务水平,
丰富基层少儿的假期文化生活,区馆还特别将其中

的３场活动送至横泾分馆和甪直分馆.同时组织

乡镇分馆管理员到总馆观摩,鼓励发动基层馆员在

当地策划少儿数字线下活动.
吴中区图书馆对“E路畅游、悦读暑假”系列的

每一场活动都予以高度重视,积极联系数字厂商和

辖区分馆,认真商讨活动细节,做到“主题突出、内
容向上、形式多样、覆盖面广”多项特点,得到小读

者和家长的一致好评.今后,吴中区图书馆将继续

挖掘利用“江苏省少儿数字图书馆”平台资源,推广

数字阅读,丰富基层少儿的文化生活.

２０１６年“流动车校园行”专题座谈会在区图书馆举行

为进一步满足未成年人的阅读需求,培养未成

年人的阅读习惯,增进馆校双方的沟通和交流,提
升流动车服务效能,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７日,吴中区图书

馆举办“未成年人流动图书大篷车校园行”专题座

谈会,区图书馆领导及相关负责同志,以及１２所小

学相关联络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区图书馆顾揖副馆长首先对三年来流动

车校园服务的整体成效进行了总结,各校联络人对

馆校合作模式表示肯定和赞赏.其次,马菊芬馆长

分别从流动车服务动因、图书资源利用、校内阅读

推广、馆校资源共享等方面作了经验交流分享,并

强调校园服务是区图书馆开展未成年人阅读教育、
推进全民阅读、构建书香城市的重要载体.最后,
各校联络人围绕流动车进校服务的运行情况,交流

了心得体会,纷纷表示将继续密切配合区图书馆开

展流动车服务,共同推动青少年阅读习惯培养,进
一步深化馆校合作,促进社会效益提升.

流动车进校园服务不仅为区图书馆积累了宝

贵的工作经验,同时也丰富了学校的课外阅读资

源,拓宽了学生的阅读视野,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

趣,对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升素质教

育,营造书香校园阅读氛围,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

用.
今后,区图书馆将以新馆开馆运行为契机,不

断深化流动车服务内容,在保障普通借阅的基础

上,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社会资源和活动资源,结
合红读节、服务周、阅读节等重大活动,为未成年人

提供形式多样、普遍均等的公益服务,助力全区公

共文化服务有效提升.

２０１６年吴中区图书馆乡镇分馆管理员现场业务交

流会在横泾分馆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推动总分馆建设,落实完善试点分馆

资源建设目标任务,不断加强区、镇两级图书馆间

的沟通和交流,有效提升基层馆员的服务效能和管

理技能,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２０１６年吴中区图书馆

乡镇(街道)分馆管理员业务交流会在横泾分馆举

行.吴中区图书馆领导、业务骨干,以及已建成试

点分馆管理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区图书馆顾揖副馆长首先总结了三年来

全区总分馆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并按照«吴中区图

书馆各镇(街道)分馆建设实施办法»,部署了２０１７
年开始下一步的总分馆建设规划.９家建成试点分

馆管理员结合读者服务数据和自身工作实际,就如

何有效提升基层分馆服务效能,以及如何开展乡镇

居民阅读推广活动等议题,展开深入分析和讨论,
并充分交换意见.最后,区图书馆围绕明年新馆工

作,对基层分馆管理员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出

了新的要求和期许,动员区镇两级馆员齐心协力,
共同助力全区公共图书馆服务提升创优.

２０１４年以来,在创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

和吴中区动工兴建图书馆新馆的背景下,在区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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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关心下,在吴中区文体局的支持下,吴中区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全
区藏书量达百万册.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０月)新增读

者证７８８１张,总外借册次１８４１５５册,同比增长分

别为１６．１％、４６．６％.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０月)全区开

展各项读者活动４３０余场,服务６万多人次.

第十一届苏州阅读节闭幕 吴中区图书馆“书香吴

中”官网电台喜获两项大奖

今年４月到１１月,１１７９项阅读活动、数百万人

参与、历时７个月的第十一届苏州阅读节,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２６日在独墅湖图书馆落下帷幕.闭幕式上,
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对我市２０１６年度全民阅

读先进等进行了表彰.其中,吴中区图书馆“书香

吴中”官网电台获评“２０１６第十一届苏州阅读节优

秀活动奖”以及“２０１６年度苏州市优秀阅读创新项

目”.
经过连续１０年的打造,苏州阅读节已成为提

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的重要载体,成为

塑造城市精神、提升城市文化品味的重要活动.今

年是举办苏州阅读节的第１１个年头,全市各市、
区,市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围绕“书香城市”建
设目标,着力推进全民阅读活动.在第十一届苏州

阅读节期间,苏州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会同成员单位等部门,精心打造了“第二届苏州书

展”、“书香苏州我爱阅读———微电影、公益广告

竞赛”、“苏州传世名著推广系列活动”、“传承国学

经典开启智慧人生”经典诵读、“全国首部‘地铁口

袋书’”等重点主题活动６８项.阅读节启动到结束

的７个月时间里,全市各级机关、直属单位、大专院

校、实体书店,各市(区)组织了１１７９项阅读系列活

动.同时,各类民间阅读推广组织、阅读推广人已

经发展成为我市全民阅读推进的重要力量,阅读节

期间涌现出一批优秀阅读推广组织、优秀阅读推广

人和优秀阅读创新项目.
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探索实践的

过程中,结合自身特点,把“网络音频互动”作为工

作的着眼点,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４日,依托知名网络

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 FM,注册了官方账

号,正式开通“书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电台开通

以来,紧密围绕“全民阅读”这一主题,深入挖掘广

大用户的信息需求,不断调整和丰富专辑内容,把
反映吴地文明、深受读者欢迎的阅读信息,以音频

的形式上传电台,供读者们随时收听.同时加大宣

传力度,向社会广泛招募志愿者主播,发动社会各

方力量加入到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来.
目前,“书香吴中”官网电台设有«太湖大讲

堂»、«作家面对面»、«吴中文库»、«“阳光苗苗”爱阅

读»、«红茶心灵之约»、«大家来荐书»等六大专辑.
截止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９日的统计数据,“书香吴中”官
网电台开播１１个月,发布声音３２６条,播放次数达

３８４１０次,粉丝数３６０,下载量４７１５,招募成人志愿

者主播７５人,少儿志愿者主播３４人.志愿主播们

不仅来自苏州本土,还来自北京、天津、广东、广西、
湖南、甘肃、陕西、浙江、安徽等其他城市,突破了阅

读推广的时空界限,为读者提供了即时多向交互的

丰富体验,降低了公共图书馆在人力、物力上的投

入成本,赢得了社会广泛关注,对于进一步扩大公

益性文化品牌活动的覆盖、辐射面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书香吴中”官网电台项目已连续获得首

届苏州市群众文化“繁星奖”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２０１６第十一届苏州阅读节“优秀活动奖”、２０１６年

度苏州市“优秀阅读创新项目”等多项荣誉.

吴中区图书馆开展吴地历史文化丛书«吴中文库»
主题宣传系列活动

吴中区是吴地文化、太湖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诞生于此的吴地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华,激发了吴中的长久发展.作为地方文献资源的

保存和保护单位,保护、传承和弘扬吴地文化,提升

吴中人民的文化素养,增强吴中文化软实力,是吴

中区图书馆的职责所在.“十二五”期间,作为全区

“十二五”文化建设重点工程之一 ,吴中区历时四

年,打造了一套高品质的«吴中文库»大型历史文化

丛书,全套２０种２４册,由江苏省近２０位文史专家

精心编撰完成.为了进一步宣传推广«吴中文库»
丛书,营造全民阅读氛围,教育引导广大群众了解

吴地文化、提升人文素养,建设“书香吴中”,吴中区

图书馆举办了一系列«吴中文库»主题宣传活动.
一是“山水苏州人文吴中”吴地历史文化丛

书«吴中文库»专题展览巡展活动.吴中区图书馆

以«吴中文库»为主题,制作展板８块,从２０１６年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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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３日至１１月２０日,历时８个月,在区图书馆和

辖区１３个乡镇(街道)文体中心图书分馆、社区进

行巡展.
二是«吴中文库»有声阅读推广.吴中区图书

馆依托“书香吴中”官网电台,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
日,开设«吴中文库»专辑,利用相应馆藏文献资源,
发动年轻馆员和志愿主播自由选读«吴中文库»丛
书的章节,录制音频后上传电台发布.截止２０１６
年１１月２３日,专辑发布声音２０条,播放次数达

１３２１次.同时,区馆将«吴中文库»丛书作为“明星

主播”评选的奖品,赠送给积极参与有声阅读推广

的各地志愿主播,鼓励诵读,深化吴地历史文化的

传播效果,扩大社会影响力和辐射面.
三是«吴中文库»微信阅读推广.«吴中文库»

专题展览巡展期间,在“书香吴中”微信公众号开展

“你观展我送礼”«吴中文库»微信互动抽奖活动,
丰富活动内容,提升关注度,活动累计发放礼品３００
份.同时,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时间创设«读吴

中»版块,通过“音频＋图文”的形式,每周２期向公

众推介«吴中文库».自微信«读吴中»专栏推广

启动以来,共推送信息１１条,图文阅读５１６人,８４４
次.

四是«吴中文库»窗口阅读推广.吴中区图书

馆收录«吴中文库»全套丛书,在借阅窗口开辟«吴
中文库»专架,向读者推介«吴中文库»系列丛书,供
读者借阅.

吴中区图书馆荣获第八届苏州市少儿艺术节组织

工作奖

第八届苏州市少儿艺术节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５
日在苏州工业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圆满闭幕,本届

少儿艺术节以“德善在我心,梦想伴我行”为主题,
开展了１０大类４０项丰富多彩的活动,涵盖音乐、
舞蹈、戏曲等门类,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少年

儿童为实现“中国梦”增添“德善”正能量.经组委

会评审,共评选出优秀组织工作奖２０个,组织工作

奖２０个,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阳光苗苗”暑期少

儿系列活动荣获本届少儿艺术节组织工作奖.
为丰富少年儿童的暑期生活,在书香的陪伴下

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假期,苏州市吴中区图书

馆以体验阅读为主线,在２０１６年７———８月,共组

织开展了１７场主题少儿系列活动,通过举办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免费公益活动,充分发挥了图书

馆文化传播与社会教育职能.
今后,吴中区图书馆将继续发挥公共文化服务

阵地的作用,通过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为广大少年儿童搭建感受书香、实践成长的平台,
丰富少儿文化生活.

关爱特殊人群 吴中区图书馆送书到江苏省太湖强

制隔离戒毒所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为发挥图书馆社会教育功

能,充分体现公共图书馆“普遍均等”的服务理念,
吴中区图书馆精心挑选了３００册文学、传记、励志

类图书,送到江苏省太湖强制隔离戒毒所,为戒毒

人员送去关怀和温暖.
江苏省太湖强制隔离戒毒所流动图书站自

２００８年成立,吴中区图书馆每年送书上门、更换图

书,不定期邀请专家赴戒毒所举办讲座,协助戒毒

所开展帮教活动,努力让戒毒人员这一特殊群体感

受到社会的温暖,帮助他们通过阅读有益的书籍净

化心灵,提高文化素质,增强法律意识和辨别是非

的能力,树立重新做人的信心.
吴中区图书馆长期坚持为社会特殊群体服务,

此次上门送书活动充分体现了图书馆对全社会读

者的人文关怀精神,是吴中区图书馆拓展服务领

域、延伸服务功能的又一举措.

吴中区图书馆政法委公安分馆正式揭牌成立

为更好地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

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关精神,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充分发挥图书馆公

共文化服务功能,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活动,努力构

建“书香吴中”,大力开展警营文化建设,激发公安

队伍的活力和创造力,全面提高政法系统以及公安

干警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３日,
吴中区图书馆政法委公安分馆正式成立.吴中区

文体局副局长陆燕,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警务保

障室主任秦峰,吴中区委政法委法治办副主任朱君

贤以及吴中区图书馆馆长马菊芬共同为分馆揭牌

并致辞,三家共建单位现场签订分馆合作协议.
为保障分馆顺利运行,吴中区图书馆领导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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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安排工作人员实地考察,同苏州市公安局吴

中分局、吴中区委政法委两家共建单位开展前期沟

通和对接,进一步明确合作筹建事宜,不但将区委

政法委１８２６册图书纳入总分馆馆藏资源库,还定

向增配５００册新书,有效满足分馆藏书需求.同

时,开通 VPN网络专线,与区图书馆和乡镇分馆的

所有馆藏书刊实现通借通还.此外,区图书馆辅导

人员深入开展业务辅导培训,帮助管理员尽快掌握

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
在满足基本阅读需求的基础上,区图书馆将进

一步延伸服务和共享资源,根据政法和公安系统的

职能特点,精准推送图书、讲座、活动、数据库等多

项资源,助力机关公共文化服务提升.

苏州姑苏区图书馆活动简讯

姑苏大讲堂系列讲座之“檀香扇文化”走进留园街道

１１月２３日,由姑苏区图书馆主办,留园街道承

办的“姑苏大讲堂”进基层系列讲座在留园街道观

景社区活动室举办,本次活动邀请了苏州市檀香扇

厂孙耀文老师为广大居民带来«檀香扇文化»主题

讲座,同时来参加听课的还有辖区归侨侨眷.
孙耀文老师为苏州檀香扇厂副总,从事檀香扇

工作已经３０多年了,讲座中,孙老师从苏扇的分

类、檀香扇的历史追溯、檀香扇传承人和檀香扇的

鉴赏四个方面,生动讲述了苏扇的雅致精巧和艺术

价值,让居民朋友们近距离的感受到苏扇的魅力.
苏州檀香扇经过龚福祺、蔡震渊、周天民、戴钱生和

汪传馥５位传承人一百多年的手工艺传承,以品类

齐全、精湛的手工艺技艺蜚声海内外.
“我觉得很有收获,知道了檀香扇的制作工艺

分为开料、锯片、拉花、烫花、雕花、组装等,多达１４
道,非常不易,还鉴赏到了荣获２００４杭州西湖博览

会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工艺美术精品

博览会金奖的«九龙宫扇»,真是受益匪浅啊.”现场

观众张阿姨颇有感触地说道.广大居民希望区图

书馆多将此类文化惠民活动送到基层,以后在家门

口就能品尝到高质量的文化大餐.

姑苏大讲堂系列讲座之“家庭教育的误区和解决对

策”走进金阊新城

为了更好地推动家庭教育健康发展,提高家长

素质,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１１月２３日,“姑苏大

讲堂”进基层系列讲座走进金阊新城(白洋湾街

道),为辖区的家长朋友们开设一堂精彩的家庭教

育课程———“家庭教育的误区和解决对策”.共有

３０多位家长前来听讲.
授课人张冰老师,为苏州市彩香实验小学教导

处副主任,苏州市网上家长学校指导老师,“林老

师”讲师团成员,«城市商报»电话热线心理守护者,
国家级心理咨询师,是家庭教育的专家.在课堂

上,张老师提到了很多生动而真实的家庭教育案

例,带着现场的家长走入孩子的内心和精神世界,
让家长们深深地认识到正确的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随后,她又６个方面进行了如何解决家庭教育误区

的分析和讲解.家长朋友表示这样的课堂很受用,
希望多多开展,及时为他们排疑解惑.

广大居民希望区图书馆多将此类文化惠民活

动送到基层,以后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高质量的文

化大餐.

姑苏大讲堂系列讲座之“苏州传统年俗文化”走进

姑苏区图书馆

１２月１５日下午,２０１６年“姑苏大讲堂”名家讲

堂进行到了最后一场,区图书馆邀请了苏州博物馆

民俗部(苏州民俗博物馆)研究馆员,现任中国民俗

学会理事,中国民俗文学学会会员,吴文化研究会

常务理事,苏州市政协文史委特聘专家、苏州科技

史学会秘书长沈建东女士,为姑苏区辖区内各街道

的居民、文化干事做了一场主题为«苏州传统年俗

文化»的讲座,吸引了一百多名听众到场聆听,讲座

现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沈建东老师深入浅出地从苏州人怎么过年开

始谈起,与外地不同的是,苏州人过年从腊月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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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准备,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五以后.此外,苏州

人过年内容十分丰富:腊月初八喝腊八粥;腊月廿

五或廿六掸檐尘,也就是大扫除;然后是祭祖、祭百

神,大年夜吃团圆饭,吃完后全家守岁,到近子时

(２３时至次日１时)开始更换门神、贴春联;年初一

放开门爆竹;年初二起到正月十五走亲访友;年初

五迎财神;正月十五闹元宵,看花灯,苏州人从正月

十三试灯一直要闹到十八才结束.

其后,沈老师又介绍了其他五个传统节日(清
明、端午、七夕、中秋和重阳)的起源、发展和特色,
同时也科普了生肖文化、古代纪年和苏州人的年夜

饭等传统文化知识.
讲座结束后,现场的居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表示此次讲座内容丰富,知识性高,使苏州的传统

民俗文化更贴近生活,使人耳目一新,希望姑苏区

图书馆能邀请这样的文化名人来讲座.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活动简讯

２０１６年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高级研修班开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６日,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高级

研修班在苏州独墅湖图书馆报告厅开幕.本次研

修班由国家图书馆主办,苏州独墅湖图书馆承办,
来自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

馆系统的一百余位图书馆员参加了此次研修活动.
苏州工业园区宣传部副部长陈龙在开幕式上

致辞,陈龙指出未来的图书馆不仅是一个城市和社

区的“公共服务中心”,而且还是一个区域的创新智

库,阅读和咨询服务将成为图书馆对外服务的两大

核心模块.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在书面致辞中

提出了今后五年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领域业务发

展的目标,希望通过这次研修活动能够更为深刻地

认知社会信息环境对图书馆参考工作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寻求和探讨图书馆业界,乃至更广泛领域

进一步开展参考咨询业务交流和协作的主题和切

入点,共同规划并推进图书馆参考咨询业务工作.
开幕式后,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主任卢

海燕和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重大科技工程项目

管理部技术总监孙卫分别就“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

现状与趋势分析”和“图书馆参考咨询的何去何

从? ———信息环境变迁对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的

影响”进行主旨报告,中国科学院战略咨询研究院

副院长刘清、苏州独墅湖图书馆馆长李春梅、清华

大学图书馆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佳和北京大学图书

馆研究支持中心主任张春红分别以“科技智库的定

位与主要任务”、“面向企业创新的图书馆信息服

务”、“基于新媒体的信息素养教育”和“高校图书馆

科研支持服务框架与实案”为题进行大会主题报

告.
研修班后续日程中将进行更多的优秀案例分

享和业务交流.

苏州市高校图书馆活动简讯

苏州大学图书馆荣膺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

９月２８日,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在镇江召开了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部署“十三五”期间我省完

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目标及时间规划,总结近年来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及古籍普查登记进展情况,并对

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我馆荣膺古籍保

护工作先进单位,是省内获奖单位中唯一的２１１工

程学校.古籍部薛维源和张若雅同志被评为先进

个人.
据悉,“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已列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的文化重大工程,国家明确要求“十三五”期间

全面完成全国古籍普查工作.
我馆作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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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丰厚.近两年来,在馆领导的重视和推进下,工
作人员不畏艰辛,已提前完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

持的“全国古籍普查平台”项目走在了全省高校和

图书馆的前列.普查平台的纸质成果———«苏州大

学图书馆古籍登记目录»正在校样,即将付梓.«苏
州大学图书馆古籍登记目录»全面收录了馆藏１９１１
年以前出版的普通古籍９７７５部、善本古籍９５９部,
总量达１５万册,每部古籍依次著录馆藏索书号、题
名卷数、著者、版本、存卷、册数;参照«中国古籍善

本书目»分类,按“经、史、子、集、丛”排序,所有的数

据录入均在“核对原书、电脑入库”的基础上,确保

录入数据的准确无误.
在普通古籍的普查中也发现了一些稀见珍本,

如东吴大学知名校友黄人所著«中国文学史»,存世

仅有民国初国学扶轮社铅印本,流传亦少.除本馆

外,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各有一部,而本馆

所藏较前两家多抄配一册,内容系当时东吴大学油

印讲义的影印抄写本(«中世文学史»),为铅印本所

无,尤为珍贵.这些成果正是苏州大学百年历史文

化底蕴的体现.

图书馆党委一行赴江苏亨通集团和吴江图书馆考

察学习

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进一步

加强对先进典型的学习,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４日下午,
由图书馆党委组织的馆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和支委

成员及部主任等党员业务骨干一行近三十人赴吴

江亨通集团总部和吴江图书馆参观学习.
亨通集团是全国“文明单位”和“企业党建工作

先进单位”,是“非公经济党建工作示范点”,是苏州

首个非公企业成立党委、纪委和党校的大型５００强

企业,是将党建作为创新发展生产力的典范.该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崔根良作为全国企业优秀

党委书记、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时代楷模”荣誉称

号.
图书馆党委一行首先参观了亨通集团科技成

果展示厅,并饶有兴趣地考察亨通集团的党员服务

中心,实地了解和感受了亨通集团作为民营企业不

断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亨通集团原党委副书记

肖耀良就近年来集团将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相融

合、将企业管理理念导入党建工作,党建服务社会

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和特色党建运行机制作了详细

的介绍.随后,还就基层党建工作的方法措施、实
际效果等内容进行了互动交流.

结束亨通之行后,大家来到吴江图书馆参观学

习,吴江图书馆是全国文明图书馆,全国巾帼文明

岗、全国古籍保护先进单位,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刚获得中

国图书馆学会“书香城市”发现活动先进单位称号.
吴江馆杨阳馆长热情接待并重点介绍了该馆的发

展,以及在党建工作和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做法.
大家还参观了吴江图书馆的古籍部、期刊阅览室、
党建园地等,其浓浓的书香阅读氛围、智能的阅读

方式和对吴江人文资源的发掘等,处处体现以读者

为本的情怀.
通过实地参观学习和跨界交流,亨通集团党建

工作的科学理念、创新模式,以及吴江馆的服务理

念和党建工作经验,给党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
深受启发.大家切身感受到了党建在民营企业发

展中的强大活力和生命力,在平凡的公共馆服务中

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们的特色做法很值得学习借

鉴.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在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将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苏州大学图书馆通识教育阅览室、阅读推广基地即

日起建成开放

为进一步体现苏州大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

完人”的办学理念,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建设主阵

地的作用,促进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开展,
主动服务大学生读者,扩展大学生读者视野,培养

大学生读者独立思考的能力,建立大学图书馆读者

共享空间,图书馆组织读者服务部、文献建设部、系
统技术部与公共服务部的优质资源,在本部图书馆

二楼初步完成了图书馆服务的转型升级.

１．转型升级———将原来的新书阅览室再造为

通识教育、阅读推广基地

先试先行,积极探索创新通识教育的管理模

式.通过通识教育、阅读推广基地的建设来达到进

一步丰富馆藏、夯实通识教育基石;通过通识教育、
阅读推广基地平台的搭建以求得共享资源、增加文

化传承服务内容的目标;通过通识教育、阅读推广

基地的活动来优化平台,建设文化传承教育基地,
扩大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影响,为学校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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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设发挥支撑作用.

２．空间再造———将新书阅览室区域重新划分,
赋予其适合读者综合需要的新功能

根据阅读推广、通识教育基地建设需要,经图

书馆馆务会讨论通过,成立建设工作小组,将读者

服务部、文献建设部、系统技术部、数字化建设部组

织起来,根据工作需要分工协作.各部门的具体工

作是:读者服务部负责调研策划,文献建设部承担

资源保障任务,系统技术部确保计算机网络维护升

级,数字化建设部、读者服务部一起参与日常阅读

推广与通识教育基地建设活动.
新开放的通识教育、阅读推广基地有四大功能

区:

１)通识教育培训区

在读者服务工作中,力求信息咨询服务工作前

台化,把对大学信息素养的培养与实践如:检索技

巧、论文写作规范、科研能力的提升等嵌入通识教

育工作.

２)经典阅读推广区

经典文化的内涵丰富,经典阅读涵盖中西,贯
穿古今.苏大图书馆通过建设通识教育经典文库,
对经典传承的书目进行分类推荐和导读,引导读者

到通识教育特藏或建设通识教育经典文库,利用阅

读推广基地传承经典文化,开展立体的体验式阅

读.

３)数字资源查阅区

苏大图书馆具有海量的中外文数字资源,数据

来源广泛、完整、准确、权威,现有８０多个各类专业

中外文数据库和自建、试用数据库,同时,图书馆每

周都有安排各类数据库使用培训和讲座,并有专业

讲师开设专业期刊投稿技巧等多种辅导,供读者免

费上网服务并进行馆藏数字资源的查阅、检索技巧

的培养和体验.

４)读者阅读交流区

根据图书馆工作安排和读者需要,组织开展

“读书节”,设立专题讲座、专题展览以及读书会等

读书宣传活动,搭建读者阅读交流平台.
图书馆进行空间再造,其最终目标是通过通识

教育、阅读推广基地的建设、图书馆与读者互动活

动的开展,逐步将通识教育、阅读推广基地建设成

为苏州大学通识教育实践基地、苏州大学图书馆阅

读推广中心、苏州大学图书馆大学生读书社和苏州

大学图书馆志愿者之家,真正将通识教育和阅读推

广落到实处,烙印在读者的心灵深处,把大学通识

教育和校园阅读推广常态化.

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召开研究生读者座谈会

为加强与研究生读者的有效沟通,进一步提高

图书馆服务质量,１１月３０日下午在石湖校区图书

馆七楼会议室举办了研究生读者座谈会.顾永时

副馆长与各部门部主任和来自环境学院、化生学院

等不同学院的十几名研究生读者代表共同参加了

座谈会.
研究生在我校图书馆的读者中占了很大比例,

考虑到研究生教育培养的特殊性及其对科研文献

的需求量日益增加,故图书馆特别组织了此次专为

研究生读者召开的座谈会.本次会议的目的就是

倾听研究生读者的心声,了解读者需求,从而推动

图书馆文献资源利用和更有针对性的服务管理.
会议气氛热烈,同学们纷纷发言,分别就图书馆中

外文数据库利用问题、藏书建设、文献传递、馆内环

境营造等方面提出宝贵建议,馆领导和各部门主任

分别针对相关问题一一作了详细解答.
通过此次面对面的交流,拉近了工作人员与读

者的距离,使读者更加熟悉了解图书馆的各项工作

和服务,增强了研究生读者参与图书馆建设意识的

同时,也让图书馆对研究生读者的需求有了更深入

细致的了解,图书馆将以更优质的服务来回馈读

者.

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沙曼翁先生后人向我馆捐赠

图书

１２月２日下午,我校校友,著名书法家、金石学

家沙曼翁先生的三子沙培德先生向我馆捐赠了上

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艺术系列«沙曼翁书画

集»、«沙曼翁古木堂印选»、«沙曼翁研究文集»等图

书,该系列图书的出版是为纪念沙曼翁先生的百年

诞辰.沙曼翁先生是当代书坛的艺术大师、一代宗

师.先生学识渊博,书画兼修,以文载道,一生致力

于书画创作及理论研究,尤其在金石篆刻、古文字

学、书法等领域均有卓越的开创性贡献.
王建平馆长热情接待了沙培德校友,并向沙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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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颁发了捐赠证书,同时会见沙先生的还有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书法篆刻艺委会副秘书长,江
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我校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王伟林教授.

苏州职业大学图书馆开展第二届“你选书,我买单”
活动

１１月３日,阳光和煦,在学生二食堂西门,图书

馆第二届“你购书,我买单”活动如期举行.此次活

动,图书馆联合苏州市新华书店,为学校师生精心

挑选了约１０００余册的全新图书,其中社会科学类

约占６０％,自然科学类约占４０％.
活动得到了校信息中心的技术支持,突破了第

一届“你选书,我买单”活动中图书不能现场借阅的

瓶颈,实现了“现选、现借”的全新“买单”服务.只

要师生选中图书,图书馆立刻进行现场文献加工并

对书目进行编目,稍等片刻,师生即可现场直接借

走选中的图书,大大提高了师生阅读的积极性和荐

书的热情.活动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现场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虽然图书馆工作人员紧张快

速地进行着新书加工编目,然而,抵挡不住师生争

相挑选喜欢书籍的热情,排队等候编目的队伍时常

长达数十米.
活动现场,师生共挑选了５００余册图书,其中

约３００册图书进行了现场编目加工,被读者满心欢

喜地借走.“节省读者的时间”是图书馆需要遵守

的五定律之一,此次“现选、现借”的全新荐书体验,
不仅大大节省了师生的借阅时间,还提高了师生借

阅满意度,并调动了师生的读书兴趣和热情,成为

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阅读”风景.

悦书房—遇见未知的你

梦想永不凋零: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５日,图书馆读

书吧举行了第１４期‘悦书房－遇见未来的自己’系
列文化沙龙活动,主讲人是两名大一新生,他们分

别是王晨和杨逸,王晨同学的主题是‘赢在大学’,
在现场主要论述了为什么要赢在大学.杨逸同学

的主题是‘梦想永不凋零’.活动现场,杨逸和大家

分享了自己的梦想,以及为自己的梦想所作的努力

和进入大学后的感受.
王晨同学以一段少年强则国强的视频作为开

场,燃起了我们内心的激昂之情.接着他以‘是什

么,为什么,怎么做’的思路论述了赢在大学的意义

何在.激昂的话语依然回荡在耳边,燃起了心中的

激情,催人奋进.
一个小时的演讲总是过得那么快,还未来得及

品味,便迎来了下一位演讲者杨逸同学的身影

杨逸同学首先向我们诠释了梦想对于一个人

的重要性,‘一个人,可以贫穷,可以困顿,可以卑

微,但不能没有梦想;因为梦想将会成为你人生中

的指路标.’并且和大家分享了她自己和一个导师

的交流内容,使大家重新审视自己的梦想.接着杨

同学用一段关于青年舞蹈家刘岩的视频来引出自

己为梦想所付出的努力.用诗人北岛的文字带领

大家回忆那些为高考奋斗的日子,想想那时候拼命

的目的,并谈起她自己当别人在休息时,自己一个

人熬过

孤独的夜晚的感受,支撑着那些辛苦的日子的

都是你藏在心底的那个梦想.对于同一起点的同

学们很能产生情感的碰撞,让大家再仔细回想你当

初的梦想.
做一个敢爱的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日,图书馆读

书吧举行了第１５期“悦书房———遇见未知的你”系
列文化沙龙活动,主讲人是高翔同学,主题是“做一

个敢爱的人”.活动现场,高翔同学与同学们一起

分享了他的爱情故事.
从第一次进入读书吧社团,到慢慢的与她一步

一步的了解,再到后来两人一起不断的磨合,经历

了一个相遇、相识、相知、相思、相恋的过程.在这

中间既笑过,也哭过.高翔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总结

了如何寻觅爱情以及他对爱情的定义.
关于寻觅爱情,高翔同学给同学们建议:勇气

是决定因素! 既然喜欢,就要勇敢地去表达,有些

东西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爱情的美好和艰辛

只有自己感受了,才会明白.
遇见未知的你: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日,图书馆读书

吧举行了第１６期“悦书房———遇见未知的你”系列

文化沙龙活动.本次主讲人是马继业同学,他此次

演讲的主题是追寻优秀的“我”.活动现场,马继业

同学与大家一起追寻了心中那个优秀的自己.
“我”是一个简单而复杂的话题,首先马继业同

学抛出了“我是谁”这个问题,将大家引入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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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与大家的互动中,马继业同学总结了同学们

的答案一般都仅限于自己的姓名、角色和专业等外

在的一些标签,于是他又抛出了第二个问题:离开

了这些,你是谁? 或者说,你想成为怎样的人?
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家的思考,马继业同学又让

大家闭上眼睛,让大家回忆一下,自己曾经有没有

想过成为怎样的人,自己的心中有没有比现在更加

优秀的自己存在着
通过互动,马继业同学鼓励大家坚持做心中那

个优秀的自己,不要担心自己能力不够,不要害怕

失败而不去坚持,因为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在一点

点的变成心中那个优秀的自己.

«书香卫院»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实例”
优秀奖

２０１６年９月,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

会开展的“２０１６阅读刊物的阅读推广实例”征集活

动中,我院«书香卫院»读书报荣获优秀奖.
为了发掘、推荐馆藏好书佳作,激发大学生的

阅读兴趣,以提高学生获取知识,提升自身人文素

养,学院图文信息中心以服务读者,推广阅读为宗

旨,创办了«书香卫院»读书报,图书馆在２０１３年１１
月拟定办报方案后,随即２０１４年１月８日第一期

正式出版,学院党委书记崔伟同志致创刊词,院长

吕俊峰同志发表院长寄语.
呵护身心健康,关爱心灵成长,用新理念谋求

新发展,是每个图书馆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书香卫

院»读书报的创办正是图书馆人这种追求的集中体

现,与学院阅读节 “快乐阅读,健康成长”的主题是

相辅相成.«书香卫院»读书报自创办以来,得到了

学院领导的持续关注,并在政策与经济上给予支

持.两年多来,在各院、系(部)大力支持下,«书香

卫院»读书报已编辑发行十期,深受广大学生的喜

爱,同学们积极投稿,发表自己的读书体会,倾诉自

己的心灵感悟.
阅读的乐趣就在于无声处见有形,于方寸间通

天地.愿«书香卫院»能引导你怀着愉悦的心情去

阅读,并从中体验到获得知识的快乐.

图文信息中心荣获阅读大赛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日－２２日,江苏省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高职高专图书馆建设专业委

员会第十六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无锡职业技术

学院召开,我院由罗晓清副院长亲自带队,张雅娟、
王嵘、张宜英等一行４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大会向“倡导全民阅读,构建书香校园”阅读大

赛的获奖单位以及获得江苏省高校图工委高职高

专图书馆建设专业委员会第十六次学术研讨会的

获奖论文作者进行颁奖.本次大赛全省共有３１所

高职院校图书馆参与了阅读大赛评比,我院申报的

“校园阅读节专题活动”继２０１３年获得首届一等奖

后再次连续荣获一等奖,同时图文信息中心共有６
位同志积极向本次学术研讨会投稿,其中徐德军、
王桂梅两位同志撰写的论文分别荣获一等奖,王
嵘、张宜英两位同志撰写的论文分别荣获三等奖,
图文信息中心荣获了征文“优秀组织奖”.上述各

奖项是由全省各高职院校图书馆申报、推荐的基础

上,由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高职高

专图书馆建设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产生,并报

江苏省教育厅批准.颁奖后围绕着本次会议主题

“新思维———高职院校图书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南京大学徐雁教授分别作了

题为«高校图书馆经典阅览室与经典教育»和«紧抓

“新生入学季”导读契机,夯实校园阅读推广人力基

础»两场专题报告.报告内容详实,观点新颖,发人

深省,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我院图文信息中心联合团委、各二及学院(系

部)开展的校园阅读节活动已举办了十一届,历届

阅读节已成功开展了书香班级、入馆教育、图书漂

流、阅读讲座、读书征文比赛、电影赏析等许多富有

我院特色的阅读活动,效果较好,也多次荣获省市

各级荣誉,赢得了兄弟院校的赞誉,逐渐成为我院

的品牌特色活动.校园阅读节活动举办锻炼了图

书馆馆员队伍服务能力,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和层次,强化了图书馆员对各班级学生课外阅读活

动的指导,同时也提高了我院学生积极参与图书馆

建设与管理的能力,提高了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我院阅读推广服务模式

的创新,取得了较好效果,也得到江苏省高校图工

委高职高专图书馆建设委员会的肯定.
此次获奖既是对我院图文信息中心阅读推广

工作的认可,也是对我院大学生积极参与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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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是学院创建书香校园的成果,对促进阅读

和提升我院社会影响力有积极作用.图文信息中

心将以此为动力,不断拓宽图书馆创新工作思路,
重视阅读推广的创新,与全院师生一起,将校园阅

读节活动办得更有特色和成效.

懂得珍惜,学会感恩,与爱同行———记书院校区图

书馆感恩节荐书活动

每年１１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一个特殊的日

子———感恩节.为了培养学生们懂得珍惜,学会感

恩,做一个富有爱心的人,在感恩节来临之际,书院

校区图书馆二楼的公告栏早早更新了阅读推荐内

容:«感悟父爱,感悟母爱»、«感动,给母亲的一封短

信»、«父亲———不要忘记那个带给我们勇气的男

人»为同学们推荐了与感恩阅读相关的馆藏.
感恩节当天,书院校区图书馆还开展了“懂得

珍惜,学会感恩,与爱同行”感恩节荐书专题活动,
当天来馆的读者都积极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读者在图书馆馆员的引导下用手中

的笔在一张张彩纸上写下了一句句自己的感恩寄

语,交流着自己想感谢的人及事件,互相分享.活

动最后,大家还一起唱起了歌曲«感恩的心»:
“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让苍天知道———

我不认输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

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

惜.”
活动虽然结束了,摆成心型、贴在图书馆二楼

«推荐阅读»栏目边上写上了感恩话语的彩色纸片,
变成了读者们一颗颗感恩的心,表达着他们对父

母、朋友、老师的感恩之情,形成一种独特的校园文

化.
此次活动,让读者更深刻地体会“感恩”的意

义,让大家更乐观地面对生活,面对人生的坎坷.
懂得珍惜、学会感恩,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懂得感

恩、不忘感恩,是一个社会文明健康的标志.当你

心存感恩,生活也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让我们一

起用一颗感恩的心来歌唱来生活,你会发现这个世

界充满了爱与希望.

我院举办第十一届校园阅读节闭幕暨颁奖仪式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下午,我院在石湖校区信息

楼演播厅举行了第十一届校园阅读节闭幕暨颁奖

仪式.学院罗晓清副院长出席本届颁奖仪式,图文

信息中心主任张雅娟、团委大学生艺术中心主任钱

晓蓉、心理教育中心主任李稚琳及图书馆老师、各
活动奖项获奖学生及学生代表等１４０多位师生参

加了本次活动,颁奖仪式由图文信息中心副主任李

杰主持.
罗晓清副院长在本届校园阅读节闭幕暨颁奖

仪式上作了讲话,肯定了一年来我院在阅读推广方

面取得的成绩,对学院各部门给予阅读节活动的大

力支持以及广大同学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获得各级各类奖项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

贺.同时,也就如何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给同学们

提出了四点建议,鼓励广大同学充分利用图书馆资

源,多读书,读好书.
本届校园阅读节以“快乐阅读,健康成长”为主

题,在图文信息中心与团委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
开展了传承苏州历史文化的“茶话姑苏”;５．２５感恩

书籍读书会,让感动励志个人的激情;大学生心智

成长训练营,通过师生共同对经典书籍的品读与交

流,促进同学心身健康成长;“我读? 我想? 我感

悟”征文活动、“阅读经典,天天互动”知识竞赛等１７
项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活动项目与历届校园阅

读节相比,内容深刻而丰富,形式新颖而灵活,深入

班级,注重学生的参与和实际效果.今年«书香卫

院»读书报编辑部共收到学生投稿４００多篇,录用

７０多篇,印刷发行４期.２０１６年有３０位同学获得

了年度“阅读之星”荣誉称号.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苏州阅读节组委会对上一

年阅读推广活动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我
院被授予“２０１５年度全民阅读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百部必读书目计划”阅读活动荣获“２０１５第十届苏

州阅读节优秀活动奖”.在２０１６年第十一届校园

阅读节举办活动中,我院«书香卫院»读书报在中国

图书馆学会的“２０１６阅读刊物的阅读推广实例”征
集活动中荣获优秀奖;我院新生入馆教育在省高等

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江苏省高校图书

馆新生入馆教育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荣获三等奖.
“倡导全民阅读,构建书香校园”,在江苏省高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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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院校图书馆第二届阅读大赛活动中,我院再一次

荣获一等奖.我院学生在“万方杯”苏州市高职院

校信息检索大赛中,有３名学生获二等奖,３名学生

获三等奖的优异成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书为伴,以书为友,

在书香校园的建设中,在校园阅读节活动的开展

中,阅读的快乐在苏卫人的心田正奏响新的乐章!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书友会纳新活动圆满

成功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８至９日,书友会在学生广场举

行了社团纳新活动.
纳新活动之前,在图书馆杨桂兰老师指导下,

社团做了许多前期准备工作.在社团干事内部举

行了一次研讨会,详细地对纳新活动各项事宜进行

了分配,准备工作.纳新当天,我们在图书馆王萍

老师的协助下,成功地布置好了纳新场地.

１０月８号的纳新工作进行地比较顺利.在上

午,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纳新准备工作,等待着１６届

同学们的到来.天气有些冷,但社团干事们仍然没

有一句怨言,辛勤工作.中午,是纳新最热闹的时

刻.虽然我们书友会是文化艺术类社团,不如其他

活动社的纳新声势那么浩大,但是我们开学期初,
通过图书馆２０１６级新生迎新活动宣传,社团有了

一定的影响力,再加上热爱读书的同学很多,于是

来报名的同学络绎不绝,很快就有了一张满满的纳

新表.下午,仍然有零零星星的一些同学前来报

名.到了晚上社团收摊,还有一些同学通过网络报

名的方式参加纳新,可谓收获满满.

１０月９号的纳新工作同样比较顺利,可能是因

为前一天同学们基本上已经选择报名好了喜爱的

社团,所以来报名的同学不如８号那么多,但仍然

有一些同学前来报名.我们的社团干事们详细地

回答了来咨询报名社团的同学们的各项问题,十分

热情.我们的社团负责人杨老师也时不时地在活

动期间来询问查看我们的活动进度.到了晚上,我
们收集到了两张满满地纳新名额,满载而归.

通过这次社团纳新活动,拉近了我们社团干事

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我们与社团负责人老师之间

的距离,也拉近了我们与１６届新同学之间的距离.
再者,我们也扩大了图书馆的影响力.我们在实践

中感受到了团结互助,互帮互爱的重要性,也懂得

了牺牲与体谅,懂得了感恩,感谢每一位在活动中

付出的老师和干事们,感谢冒着寒风,前来报名的

新同学们.我相信有你们这份热情,有我们社团干

事们的悉心经营,有负责人老师的指导关照,有图

书馆的大力支持,我们的社团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

好,有更长足的进步!

«设计匠心»书摘活动圆满成功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１日,在图书馆老师的指导下,
书友会于院图书馆三楼举办的 “设计匠心”主题

活动圆满落幕! 本次活动主要是针对«桃花坞年画

刻制»、«首饰花丝艺术 »、«首饰錾刻艺术 »、«苏

氏装裱 »、«苏氏核雕 »、«苏氏浅雕»、«苏氏砖雕»、
«桃花坞年画印制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娥瑛苏

绣 »、«宝剪不老 生花百年:中国著名艺术家胡家芝

»等图书馆倾力推荐的书籍进行阅读并摘录有意义

的文字,做成书摘,互相交流心得!
此次活动由图书馆提供资源,同学们积极参

与,在书中学习«设计匠心»的真正含义! 从这些

手工艺类书籍,看出匠人们对自己作品的极致要

求,将９９％的完美做到９９．９９％,其实匠心就是一种

对“完美”的卓越追求,而设计也一样,只有精益求

精不断地去苛责,才会做出更好的设计! 现如今

“工匠精神”不再是手工艺传承者的专利,而是每一

个合格设计师都要去践行的理念! 完美主义不是

一种精神强迫症,而是对设计作品与生活的一种责

任.
同样,作为一名设计师,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匠

心? 人生是一场修行,做好每一件正在做的或将要

做的事,作为一个普通人也要如此,保持一名设计

者的匠心生活:严谨、踏实,认真、精益求精、耐心、
专注、坚持、追求完美极致的创作态度和工作态度;
并对每一个细节都把控到位! 夏奈尔曾经说过:
“一切手工技艺,皆由口传心授!”要想做出好的作

品不光要有高超的技艺,还要用心,但凡经典的传

世之作都是设计者倾尽毕生心血去打造近乎１００％
的完美!

活动接近尾声时,书友会就收到了几十份手摘

稿.从手摘稿中可以看出,此次活动收效较好,同
学们对于“设计匠心”有了自己的理解.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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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值得鼓励嘉奖.活动结束,对手摘稿进行了

点评与分析,公布了获奖名单.
通过此次活动,同学们深刻了解到什么是“设

计匠心”,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设计师.以

一颗匠心去做设计,追求完美与极致,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读一本好书,就有如发现了一颗原钻,越
深入越美丽,越钻研越闪亮;从书中学到的知识,将
是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同时,此次活动也加深了

会员们对大师心路历程的认识,为以后学习专业打

下了夯实的基础.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由指导老师统一部署,精
选了部分优先手摘稿,设计制作了优秀手摘稿展示

展板,在图书馆一楼大厅及时展出,同学们反响热

烈,促进了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挖掘图书馆的

知识宝藏.
至此,书友会的第一次社团活动的圆满收官.

一个社团的良好发展,离不开会员们的积极参与和

热情,离不开会长与干事们的辛苦规划,离不开图

书馆老师的悉心指导.如今书友会正一步步发展

壮大,搭建了美院学子与图书馆沟通的桥梁,增强

了美院学子对图书馆的了解,将图书馆资源更好地

在全院共享,带动美院学生一起快乐学习,扩大图

书馆影响力,推动校园文化建设与发展.

我院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案例获奖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至２日,江苏省高校图工委

读者服务与阅读推广、队伍建设与职业素养两个专

业委员会年会在南京召开.我院图书馆馆长牛传

荣老师、读者服务部负责人倪菁老师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由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

员会主办,江苏省高校图工委读者服务与阅读推广

专业委员会、江苏省高校图工委队伍建设与职业素

养专业委员会、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南京农业大

学图书馆共同承办.会上举办了以“服务变革? 队

伍再造”为主题的”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读者服

务与队伍建设发展论坛”,论坛围绕主题,结合学术

探讨和案例研究,广泛深入地探讨“互联网＋”与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与馆

员队伍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会议表彰了江苏省高校新生入馆教育优秀案

例,部分优秀案例进行了大会交流.我院图书馆读

者服务部申报的«环环相扣、立体推进———苏州工

艺美院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在江苏省高等学校图

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组织的“高校图书馆新生入馆教

育优秀案例”评比中,荣获“优秀奖”.这是我院图

书馆继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荣获江苏省高职高专院校图

书馆第二届“倡导全民阅读,构建书香校园”阅读活

动大赛三等奖之后,获得的省图工委的第二次表

彰.
图书馆自２０１５年下半年内部装修改造以来,

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资源建设与读者服务工作同

步展开,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体馆员将继续以

提供优质资源服务为起点,携手全校师生,为共建

书香美院、文化美院做出应有的贡献.

相知冬至２０１６图书馆主题阅读活动成功举办

１２月１９日下午,苏州工艺美院图书馆“相知
冬至”２０１６主题阅读活动成功举办.本次活动邀请

了越溪街道人口计生办主任朱永红女士、及相关社

区(村)妇女主任和越溪街道热心居民代表等校外

嘉宾,工业设计系党总支副书记、挂职光福镇党委

副书记兼吴中区文体局副局长周华山老师、学院环

艺系教授王汉卿老师,以及优秀师生读者代表.
活动开始前由图书馆馆长牛传荣老师接待了

越溪街道妇女主任朱永红女士、及相关社区(村)妇
女主任和越溪街道热心居民代表等一行嘉宾,召开

座谈会,介绍了学院图书馆的基本情况,并带领嘉

宾参观了图书馆.
下午三点,活动正式开始.首先由牛传荣馆长

致辞,与篆刻者陆晨辉老师一起发布了“书香美院”
纪念印章,并接受了陆老师的赠书«聆蛩偶寄».同

时,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在本次活动上公开上线,
努力打造一个方便、快捷、随时随地的阅读平台,让
广大同学和老师们更加深入了解图书馆,现场大家

扫码关注.与此同时,宣布职工书屋正式创建.
为促进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本次活动表彰

了孙康等１０名优秀教师读者、２０１５级王康、２０１４
级杨浩和２０１６级窦文秀等４８名学生优秀读者、肖
倩倩等２０１６级新生入馆借阅前１００名大一新生.
优秀教师读者代表曹春辉老师分享了自己的读书

感悟和心得,并对图书馆此次活动给予了肯定.曹

老师强调,书籍是学生的第二课堂,从书中学到的

５７

苏图通讯２０１６．１２　　 　　　　 　　　　　　　　 　　　　　　　　　　　　　　　　　简　　讯



东西往往比课堂上要多.学生代表书友会会长康

振同学在发言中提到:现代社会我们很少能够静下

心来去读一本书,阅读活动的举办无疑是为我们提

了一个醒,放下自己的心,融进书中,你得到的往往

比想象的要多.
“冬至大如年”,为了给现场师生代表体验冬至

民俗,共同庆祝节日,书友会、那蓝文学社、英语协

会的同学们共同带来一场精彩的才艺表演.同学

们各展才能,发挥所长,诗朗诵、歌曲表演、书法表

演等,娱乐大家的同时也能增长才干,通过看和听

去了解书中的那些人、那些事.
在体验冬至节食俗环节,师生一起动手包饺

子.从洗菜、调馅、和面、擀皮、包饺子到品尝美味

的饺子,让远离家的同学感慨在图书馆感受到了家

的温暖,尝到了妈妈的味道.
最后,参加活动的全体师生合影留念,牛传荣

馆长对此次活动进行总结,回顾了２０１６年度“书香

美院,艺海泛舟”系列活动,衷心感谢大家对图书馆

的关心和支持;强调了一年一度的冬至活动是年度

阅读推广活动的总结与分享会.希望“书香美院”
系列活动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让广大师生从阅读中

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乐趣.图书馆将继续努力,加强

资源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搭建服

务平台,为创建优质高职院做出贡献.

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读者服务部开展业务学习与

交流会

１１月２３日,图书馆理科服务部和工科服务部

在分别在东湖逸夫馆３１５多媒体室和东南图书馆

７２５室开展了业务学习分享会.
分享人是馆员赵永会、徐菁琪和陆佳炜,她们

作为服务部代表,参加了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第四届

在职暨新进馆员的专业培训班,此次分享会就学习

体会进行了汇报与交流.徐菁琪以用户体验为切

入点,谈到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优化和创新.陆佳炜

从理论的视角,与大家交流了现代数字资源的管理

与服务工作.赵永会的汇报对本次培训的每一位

专家的讲课内容均进行了总结概括,并对“开展阅

读推广”和“新馆员角色”两块内容进行了详细介

绍.
汇报交流活动非常顺畅,馆员们踊跃交流.在

分享的过程中,大家不断联系我馆实际情况,吸取

对我馆有用且操作性高的“好点子”,以提高读者的

体验满意度;同时,也对比出我馆存在的一些不合

理地方,如空间利用率低、用户体验存在差距、书库

照明灯管理等问题.此次业务交流,既提高了馆员

的理论基础水平,也与时俱进地学习了一些图书馆

发展的前沿动态,从而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馆员的专

业服务能力.

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举行第二轮阅读推广项目中

期交流会

近日,图书馆组织“第二轮大学生阅读推广活

动”项目中期交流,获得立项资助的五位馆员分别

汇报.交流会由副馆长王雪锋主持,图书馆学术委

员会成员和部门负责人参加.
五位项目负责人分别就项目的目标、内容、进

展、成果等方面作了介绍.总体而言,五个项目共

开展名著佳片共读赏析、经典诵读和书写、阅读达

人评选和交流、阅读推广人培育、微信公众号推送

等各类活动二十多场次,参与学生近５０００人次.
与会成员认真听取汇报,并对项目活动的覆盖面、
节奏及后续推进给予了中肯的建议.

最后,图书馆馆长丁晓良进行了点评总结.他

充分肯定了五个项目既紧扣阅读推广的活动主题,
又突破了传统阅读推广活动的模式.各位项目负

责人为策划、实施各项活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取
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有些活动称得上非常出

彩.希望项目负责人们继续努力,不断壮大阅读推

广人队伍,提高推广活动的受益面和影响力;在总

结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特色、升华亮点,
打造图书馆的服务品牌.最后,提醒项目负责人要

妥善处理“引导和迎合”的关系,在推广活动的内容

上要注重正面引领,但在形式上可以适度迎合学生

的兴趣爱好.

６７

简　　讯 　　　　 　　　　 　　　　　　　 　　　　　　　　　　　　　　　　苏图通讯２０１６．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