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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区域图书馆联盟阅读推广服务模式研究


———以苏州市高校图协为例

苏州大学图书馆　王美琴　房金玲　汪宝君

摘　要：本文分析了阅读推广服务与图书馆联盟的关系、用户移动网络使用行为的特点和

微信公众号间的关联，并调查了苏州市高校图协成员馆利用微信公众号开展阅读推广服务的

现状，提出了建立图书馆联盟的基于微信公众号的阅读推广服务新模式，即：成立联盟阅读推

广组织，建立联盟微信发布机制，线上线下联合开展联合阅读推广活动，注重联盟品牌塑造，健

全联盟内阅读推广总结评优机制。

关键词：移动网络；图书馆联盟；阅读推广

１．阅读推广服务与图书馆联盟

从２００６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

等１１个部门联合发起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至

今，全民阅读活动已经走过１０个年头，从中央到地

方，再到社会各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全民阅

读。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社会

发布了《关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的通知》，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增强立法

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立法质量，这意味着全民

阅读立法正在“换挡提速”。

图书馆联盟是多个图书馆结合在一起的联合

体，目的是实现资源共享、互利互惠，有着共同的目

标和制约，促进区域图书馆的共同发展。理所当

然，图书馆联盟领导着的所有图书馆是全民阅读的

主要阵地，开展联合式的阅读推广服务，达到１＋１

＞２的效应，是图书馆联盟义不容辞的义务。通过

阅读推广服务可以刷出图书馆的存在感、扩大图书

馆的影响力、分享图书馆的成果；故随着形势的变

化，阅读推广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的图书馆服务，已

成为图书馆业务中发展最快、最主流的领域，也是

图书馆联盟实施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２．用户移动网络使用行为和微信公众号

第３９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１］显

示，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６．９５

亿；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间为２６．４小时；网民最常用

的ＡＰＰ中，微信的使用比例最高，达７９．６％；这些

数据告诉我们用户使用移动网络的普遍性和经常

性，为使图书馆联盟服务符合用户行为需求，应及

时开展基于移动网络环境的图书馆服务。

移动互联网络的便捷性、快速性和不受时空限

制的优势，给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拓展了空间，读者

可利用移动图书馆平台，随时随地获取图书馆资

源，享受图书馆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图书馆借助移

动服务平台，更好的推送信息和服务，发挥图书馆

的服务效益，这是一件双赢的事。微信公众号作为

网络用户使用最多的一种ＡＰＰ，是腾讯公司的微信

的基础上新增的功能模块，通过这一平台，个人和

企业可以打造一个微信的公众号，群发文字、图片、

语音三个类别的内容，进行品牌推广、服务推广活

动，其申请门槛低、操作简便、推送功能，自然而然

成为了网民使用最广泛使用的ＡＰＰ。

因此，利用微信公众号，开展图书馆联盟基于

微信的阅读推广服务也成为每一个图书馆、图书馆

联盟进行阅读推广服务的必要内容。

３．苏州市高校图协成员馆利用微信公众号开

展阅读推广服务的现状

苏州市高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简称苏州市高

校图协）的２０余家成员馆中，仅有８家图书馆开通

了微信公众号服务，微信推广的内容囊括了图书馆

工作的方方面面。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７年

４月３０日，在共计４８５天的时间里，这８家成员馆

推送的微信信息情况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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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图通讯２０１７．６　　　　 　　　 　　　　　　　　　　　　　　　　　　　　　　　图书馆建设

 本文系苏州市图书馆学会课题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１６－Ａ－０２）。



表１　各成员馆微信推送信息汇总表

单位 启用时间 信息总量（条） 微信菜单栏目 信息推送频率

苏州大学图书馆 ２０１４－９－２８ １１９ ＯＰＡＣ服务门户、其它（荐购、续借） ０．２５条／天

常熟理工学院图书
馆 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３４７

资源（ＯＰＡＣ、读览天下电子期刊、移动图书馆
ＡＰＰ）、阅读（经典阅读、湖畔书友汇、诗者协会、
活动介绍、服务（本馆简介、办证流程、勤工助学）

０．７２条／天

西交利物浦大学图
书馆 ２０１４－９－１７ １３５

资源（图书查找、热门借阅、荐购、电子资源）、新
闻、服务（房间预定、我的图书馆） ０．２８条／天

科技大学图书馆 ２０１６－５－２０ ３１ ＯＰＡＣ、云阅读（图书推荐）、读书节 ０．０６条／天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 ２０１５－４－２ ６３４ 书香园区（链接）、活动指南、在线阅读 １．３条／天

苏州职业大学图书
馆 ２０１３－９－９ ４８３

微图书馆（ＯＰＡＣ）、阅读活动、个性活动（新书刊
推荐、借阅排行榜、阅海拾贝、查询兑换、入馆考
试）

１条／天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图书馆 ２０１４－５－１３ １０ 无菜单 ０．０２条／天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
学院图书馆 ２０１５－１２－０３ １９ ＯＰＡＣ、资源工具、馆情常识 ０．０４条／天

３．１　微信数量分析

从微信推文数量看，推送频率最高的为苏州独

墅湖图书馆，其次是苏州市职业大学图书馆，包含

高校图书馆６０－９０天左右的寒暑假，也达到１条／

天的推送量。微信推送量的多少直接反映出一个

馆对图书馆微宣传的重视程度。微信公众号有服

务号和订阅号的区分，服务号每月可群发４条信

息，订阅号每天可发１条消息；服务号能整合图书

馆的馆藏ＯＰＡＣ系统，通过读者的个人信息绑定，

实现通过手机进行续借荐购等功能，但订阅号却不

能执行这一功能，故中国部分的高校图书馆同时申

请了订阅号和服务号，将服务号专门于于阅读推

广，充分利用它不受限制的推送权限。

３．２　微信内容分析

８个图书馆的微信推送内容囊括了图书馆的

全方位工作，普遍的信息为：图书馆新闻、通知、图

书馆培训、图书借还续借等信息，阅读推广类信息。

但阅读推广的广度和深度则大有不同，微信阅读推

广的内容直接反映了一个馆实际开展的阅读推广

活动的情况，一个馆开展的活动越多，则微信的推

送内容肯定也多，否则只能说明这个馆的宣传意识

需要加强。汇总的信息表明：独墅湖图书馆、苏州

职业大学图书馆、常熟理工大学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活动类型多样，重视品牌建设，重视可持续性，并能

加强与读者的互动、加大吸引读者组织和参与阅读

活动的力量。

３．３　阅读推广内容分析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间，８个馆均开展了微信阅读推

广活动，具体开展的内容见表２。根据中国图书馆

学会公布《大学生阅读暨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问卷

调查报告 ２０１０》显示
［２］，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

动，主要采取的组织方式有：读书征文比赛、图书推

介、名家讲座、图书捐赠、读书有奖知识竞赛、图书

漂流、精品图书展览、经典视频展播、读书箴言征

集、名著影视欣赏、馆徽设计征集、名著名篇朗诵、

品茗书香思辩赛、评选优秀读者等１４种。苏州市

高校图协成员馆开展的活动包含了这１４种，且已

有突破，出现了一些更新颖的活动内容。比如：真

人图书馆、阅读快闪、阅读疗愈、读者积分管理、配

乐连环画、微视频大赛、创客Ｓｈｏｗ等。

３．４　后台机制分析

比较推文量最高的独墅湖图书馆和普通高校

图书馆，不难发现一些体制机制的作用。独墅湖图

书馆作为苏州市高校图协一个比较特殊的成员馆，

其为隶属于工业园区教投公司管理的公共图书馆，

服务的对象是园区的企业、市区和高校，由于其公

司化的运作体制，图书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竞争

力均要强于高校图书馆高，且由于其服务的面广、

量大，导致它与高校图书馆相比的出类拔萃。普通

高校图书馆需要借鉴这样的管理体制，建立馆内的

竞争淘汰机制，优化用人机制。大凡阅读推广活动

开展的较有成效的图书馆，均专门成立了阅读推广

部、设有专项资金、得到了上一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具有总体目标和实施细则，集全馆之力、并吸引读

者参与策划组织，若仅围绕４·２３世界读书日、为

活动而活动的推广活动，肯定不具连续性和系统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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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效果较前者也远差许多。

４．苏州市高校图协基于微信公众号的阅读推

广服务模式

４．１　成立联盟阅读推广组织

针对当前用户的移动使用行为习惯和对微信

的关注度，利用微信进行图书馆联盟的阅读推广活

动，应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选择，图书馆联盟作为图

书馆的协作体，是单个图书馆力量的有效扩充，起

着比单个图书馆更广更大的作用，图书馆联盟应适

应形势的需要，吸收各成员馆的阅读推广专员组建

成立阅读推广小组，统筹协调、经常联络、及时发布

各类阅读信息。

４．２　建立微信发布机制

一个有品质的阅读推广活动需要线上线下的

齐齐行动，对于微信宣传而言，最佳的发布时间是

与线下活动同步，甚至还需要在活动前进行网络造

势，信息发布的及时十分重的，此外，发布信息时要

多使用流行的网络用语，排版活动、语言生动，定期

定时发布，与读者多多互动、信息要有连续性。应

成立微信信息编辑组，吸收有才华的读者加入，进

行文字组稿、版面设计。

微信信息发布的时间要相对固定，这也非常重

要，固定的时间、频繁的更新，有助于促进读者定期

的阅读习惯的养成，如果一个微信号自申请后长时

间没有信息更新，就失去了活力，也失去了存在的

价值，苏州市高校成员馆中长期不更新微信的个例

也有，这样的长期沉寂，大大影响了图书馆的形象。

４．３　线上线下联合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苏州市高校图协在成员馆间已经开展过联合

资源采购、区域内运动比赛、苏州高校信息检索比

赛、课件比赛等集体活动，但在阅读推广活动方面，

还是空白。可以学习上海高校图书馆间联合开展

诸如主题图片展、主题书展等的阅读推广活动，扩

大宣传的广度和影响，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带动

更多的读者加入到阅读活动中来。可以考虑借助

数据库商的支持，冠以“超星杯”、“万方杯”、“新东

方杯”等字眼的苏州高校图协第 Ｘ届阅读书评比

赛、第Ｘ届微视频大赛等等，并持续举办下去，成效

势必超过单一馆的单次推广活动。联合的优势不

必赘述，需要的是主任馆发挥领导作用、积极推动

以及各成员馆的积极响应；规划联盟的阅读活动指

南，进行任务分解和协作，达到节省成员馆精力却

扩大阅读推广效果的目的。

表２　苏州市高校图协成员馆阅读推广具体活动内容

　　　内容

单位

经
典
阅
读

你
选
书
我
买
单

立
体
阅
读
（
放
电
影
）

名
家
讲
坛

真
人
图
书
馆

读
书
会
／
沙
龙

书
法
、
摄
影
大
赛

诗
词
、
诗
文
诵
读
大
赛

书
海
寻
宝

有
奖
竞
答
／
有
奖
征
文

书
目
推
荐

微
书
评
／
书
评

信
息
搜
索
大
赛

阅
读
之
星
书
香
班
级
评
比

图
书
捐
赠

图
书
漂
流

讲
座
培
训

免
责
赔
书

读
者
积
分
及
兑
换

创
意
涂
色

灯
展

包
养
绿
植

节
能
行
动
挑
战

爱
心
伞
借
还

图
书
馆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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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 √ √ √ √ √ √ √ √ √ √ √ √ √ √ √ √ √

常熟理工学
院 √ √ √ √ √ √ √ √ √ √ √ √ √ √ √ √

西交利物浦
大学 √ √ √ √ √ √ √ √ √ √

科技大学 √ √ √ √ √ √ √ √ √ √ √ √ √

苏州独墅湖
图书馆 √ √ √ √ √ √ √ √ √ √

苏州职业大
学 √ √ √ √ √ √ √ √ √ √ √ √

苏州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 √ √ √ √ √ √

苏州健雄职
业技术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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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注重联盟品牌塑造

图书馆及联盟的阅读推广需要品牌，阅读推广

品牌能够加强图书馆对于项目的内部管理，提升公

众知晓度，推动阅读推广更好发展。高校图书馆阅

读推广方面的较有影响的品牌有：北京科技大学图

书馆阅读推广项目“ＲＥＡＤａｙ”（读书天）
［３］，获２０１７

年获国际图联第１４届国际图书营销奖第一名；厦

门大学图书馆的鯻·时光［４］，获２０１６年ＩＦＬＡ图

书馆营销奖第二名；此外，还有同济大学图书馆的

闻学堂等。在苏州市高校图协成员馆中，独墅湖图

书馆较重视品牌管理，各类活动均冠以品牌，如“湖

畔兰亭”系列书法艺术讲座，“思客读书会”、“独墅

一智”专题系列研究、“高士其”科普创意大赛等，每

一类活动均冠以品牌名称，在微信中明确显示，既

清楚又有持续。

阅读推广的活动日常化、经常化，其管理、营销

和服务均有较大难度，必须借助于品牌进行管理，

才能唤起读者对图书馆的持续关注，有效提升服务

品质。

４．５　健全联盟内阅读推广总结研讨、评优机

制

阅读推广已经从早年的图书馆辅助性服务发

展为主流服务，进入了图书馆服务标准、指标体系。

开展活动形式的阅读推广，起步于活动的策划，几

乎每一个精彩的阅读推广案例后面，都有一个精心

策划的创意，凝聚大量的智慧，需要进行头脑风暴

和分享。联盟组织开展关于阅读推广活动的研讨

和经验分享，有利于节省成员馆的精力，借鉴别馆

做法，最终符合图书馆核心价值的新型阅读服务目

的：让不喜欢阅读的人喜欢阅读、让不会阅读的人

学会阅读、让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

比如，苏州市高校图协成员馆中，常熟理工学

院图书馆开展的经典阅读工程，一本图书一个导

师，组建经典图书库、阅读测试题库，开展经典图书

书评，学校设专项、学院和老师积极参与，持续几年

下来，切实为全校学生提高阅读素养取得了可观的

成绩。

苏州市职业大学图书馆馨悦书虫联盟的《月光

书房》，为图书馆９位女馆员和文学类团队、校园之

声广播合作、每周二推出的一个关于阅读引导方面

的音频节目，与读者朋友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心情。

同时，该联盟还于每周一至周五中午１３：００在图书

馆一楼大厅带领读者们一同大声诵读美妙的短文，

让读者回归到阅读的本源。该节目自２０１４年３月

３日开播以来，已经播出１０７期广播节目，每月一个

主题，内容涉及人生感悟、畅销名家名著、时尚、美

食等等，伴读陪伴了读者三年已多。

这些优秀的案例值得每个图书馆学习，可以为

他馆带去借鉴，所以，联盟需要定期组召开研讨会，

进行经验分享和阅读推广活动创新；联盟也需要进

行年度评优，奖励个人和团队，表彰好的案例，向更

高一级的省图工委和全校高校图书馆分会推荐。

同时，还应及时进行总结，紧密围绕图书馆联盟引

导阅读、训练阅读、帮助阅读、服务阅读的功能［５］，

科学测评所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对参与者阅读意

愿和阅读能力的改变程度，从众多阅读活动中挑选

出可持续进行的活动项目、并在联盟内进行推广，

摒弃活动效果差的活动项目，探索新的活动项目，

全面发挥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的作用。

５　结语

随着读者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变化，图书馆的

信息组织形式也发生变化。微信公众号在互动性、

共享性、快速推广性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包括图书馆

在内的企事业单位进行信息推广的必然选择，图书

馆联盟作为图书馆的协作体，自然也应紧跟形势，利

用微信服务平台的优势，开展区域间的联合阅读推

广活动，注重阅读推广品牌塑造，加强阅读信息推送

的连续性、时效性，注重阅读推广活动的可持续性。

“改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服务”，利用微信公众号开

展阅读推广服务，必将成为图书馆联盟未来服务的

内容与方向。苏州市高校图协应发挥主导、引领的

作用，使苏州高校图协与苏州的经济文化发展相适

应、相匹配，推动苏州高校图书馆共同创造新的发展

空间，发挥出服务社会的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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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Ｏ２Ｏ模式下的智慧图书馆实践探索


———以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为例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　李春梅　郁嘉锋

摘　要：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采用新一代ＩＴ技术，运用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到图书馆服务中，积极建设“智慧图书馆”，实践开展微阅读、

云借阅、网上社区投递，实现阅读Ｏ２Ｏ，将资源“送”到读者手上，为读者打造“阅读无处不在”

的书香氛围。本文针对独墅湖图书馆目前实践的三项智慧图书馆服务进行实证案例研究，试

图通过对这三种基于互联网＋的创新服务模式的实践研究，包括对服务数据分析、实证调查

等，取得互联网＋背景下的图书馆虚拟网络服务应用的第一手服务数据，力求对图书馆同行具

备可复制性。

关键词：互联网＋；智慧图书馆；微阅读；云借阅；网上社区投递

１　引言

１．１　政策支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

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

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的要

求。《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服务”。李克强

总理也在２０１５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出了“互

联网＋”的概念，要求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

１．２　相关概念

智慧图书馆：作为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智慧

图书馆正在成为图书馆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实践。智慧图书馆是以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高

效 、便利为主要特征，以绿色发展和数字惠民为本

质追求，是现代图书馆科学发展的理念与实践 。

智慧图书馆最早由芬兰奥卢大学图书馆的学者在

２００３年第五届的国际研讨会与移动设备人机交互

和服务的会议上提出了基于位置感知的智慧图书

馆的概念。２０１０年，严栋发表了《基于物联网的智

慧图书馆》一文中提出了智慧图书馆＝图书馆＋物

联网＋云计算＋智慧化设备，通过物联网来实现智

慧化的服务和管理。之后王世伟在《论智慧图书馆

的三大特点》一文中形成了对智慧图书馆三大特点

的认识和概括，即智慧图书馆带来的各种变化可以

从三个角度来观察：一是互联的图书馆，可以细分

为全面感知的图书馆、立体互联的图书馆、共享协

同的图书馆；二是高效的图书馆，可以细分为节能

低碳的图书馆、灵敏便捷的图书馆 、整合集群的图

书馆；三是便利的图书馆，可以细分为无线泛在的

图书馆、就近一体的图书馆、个性互动的图书馆 。

Ｏ２Ｏ模式：Ｏ２Ｏ即ＯｎｌｉｎｅＴｏＯｆｆｌｉｎｅ（在线离

线／线上到线下），是指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

结合，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平台，Ｏ２Ｏ的概念

非常广泛，既可涉及到线上，又可涉及到线下，可以

通称为Ｏ２Ｏ。

网上社区投递：通过移动新媒体技术和物联网

相结合，运用 Ｏ２Ｏ模式，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

借阅模式，由网借书库、网借平台、物流平台、图书

配送平台、智慧取书柜、智慧还书桶组成，读者通过

手机或网上预定（ＡＰＰ、网页、微信等方式）进行借

阅，图书馆通过物流，将借阅的图书送到读者指定

的地点，大大节省读者的借阅路程，节约了阅读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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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微阅读：所谓微阅读，就是在网络时代下，人们

在较短时间内，借助便携式终端设备譬如智能手

机、Ｐａｄ等移动通讯设备，通过短消息、网文和短文

体等微小文体的阅读来获取资讯的一种新的阅读

方式。

云借阅：在图书馆云服务平台的借阅服务。云

服务平台能够将图书馆中的信息资源以数字化的

形式存储起来，并能够实现网络化传递，为用户提

供个性化读书服务，建立起以用户为中心的集约型

数字化图书馆 。

１．３　关于智慧图书馆的实践研究

智慧图书馆在国内的大部分研究尚处于理论

阶段，只有少量实践研究。陈嘉懿阐述了利用

ＲＦＩＤ技术构建的智慧图书馆；黄辉介绍了利用物

联网标识体系来建设智慧图书馆；康晓丹在重点介

绍了上海大学图书馆从感知、计算和交互等三个技

术层次实现智慧图书馆的体系；郎玉林通过分析当

前智慧图书馆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构建了智

慧图书馆发展的策略；曹轶提出了三维智慧图书馆

的概念、特点，如何实施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

遇到的问题。独墅湖图书馆建设基于Ｏ２Ｏ模式下

的智慧图书馆，并通过对三种基于互联网＋的创新

服务模式的服务数据分析、实证调查等，一起取得

第一手服务数据，力求对图书馆同行具备可复制

性。

２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图书馆建设基于

Ｏ２Ｏ模式下的智慧图书馆的实践尝试

２．１　建设背景

２．１．１　服务环境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重要合

作项目，行政区域面积２７８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

作区８０平方公里，下辖四个街道（１４３个社区），常

住人口约８０．２６万（据２０１５年底统计），苏州工业园

区独墅湖图书馆位于独墅湖畔，位置较偏，园区又

地广人稀，苏州工业园区的读者具有多元阅读需

求，人口类别有鲜明的特点，如企业员工、大学生、

社区居民、学前儿童、青少年、老人、外籍人士等，拉

进图书馆与读者的距离、方便读者借还书以及提高

服务匹配度是图书馆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２．１．２　技术环境

目前，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已经对现有模式

下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比如手

机ＡＰＰ（应用程序）以其便捷、迅速、可个性化定制

推送等特点在信息服务和知识传播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无线网络的传输速率已经大幅提高，足以

满足读者通过智能手机进行图片在线浏览，观看视

频、资料查阅下载等需求，据２０１７年１月的“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９５．１％，而使用台

式电脑、笔记本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６０．１％、３６．

８％，手机上网用户已超过ＰＣ上网用户，意味着人

们对移动阅读的需求量大大的增加，从而形成各类

阅读方式（碎片化阅读、个性化阅读、定制化阅读

等），为给智能手机用户提供更优势、更精准、更便

捷的服务。

２．２　建设智慧图书馆

２．２．１　总体思路

独墅湖图书馆从２０１５年起开始建设智慧图书

馆项目，项目为面向园区的公益性的惠民项目，用

户只针对园区，对园区所有居民及在园区工作的职

工免费开放。

项目由微阅读、云借阅、网上社区投递三部分

组成，项目采用新一代ＩＴ技术，通过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物联网技术运用到图书馆服务中，升级／优

化服务模式，增强服务的智能化，实现阅读 Ｏ２Ｏ，

将资源“送”到读者手上，为读者打造“阅读无处不

在”的书香氛围。读者通过简单便捷的方式（扫描

二维码、网上借阅等方式）进行借阅，阅读独墅湖图

书馆海量的优质的资源（各类数字资源及纸本图

书），并可为读者提供个性化、定制化阅读服务，满

足读者碎片化阅读需求的同时，满足读者的深度阅

读需求。在“互联网＋”时代下，独墅湖图书馆以

“连接一切”的心态创新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从人

性化的角度提升用户的体验，并尽可能链接并开放

更多资源。

２．２．２　建设的主要目的

①满足读者多元需求（碎片化、个性化阅读需

求等），提高服务匹配度，更贴合读者的阅读需求；

②集传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的优势，实现线

上线下相结合，让读者就近享受图书馆的海量优质

资源；

③打造书香氛围，运用微服务，将资源“送”到

读者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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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智慧图书馆的三项主要服务的建设

①网上社区投递

主要服务方式：通过移动新媒体技术和物联网

相结合，运用 Ｏ２Ｏ模式，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

借阅模式，读者通过手机或网上预定（ＡＰＰ、网页、

微信等方式）进行借阅，图书馆通过物流，将借阅的

图书送到读者指定的地点。

整个建设架构由网借书库、网借平台、物流平

台、图书配送平台、智慧取书柜、智慧还书桶组成。

网借书库：在独墅湖图书馆总馆建立网借书

库，入藏图书约５万册，涵盖所有类别图书（经管、

文学、畅销图书、少儿图书、科普类等），适合各类人

群阅读，根据平台借阅数据及分析，定期或不定期

调整馆藏结构，每年定期新增图书，促进纸本图书

的流通，让图书“漂”起来。

网借平台：开发相应的网上借阅 ＡＰＰ及微信

平台。读者打开ＡＰＰ软件使用读者账号密码登陆

后，即可检索相应图书。当检索到的图书所在馆藏

地点离读者家较远时，读者可选择就近的取书地点

进行网上借阅下单。

物流平台和图书配送平台：工作人员找到读者

所需图书后，由物流将图书送达读者要求的取书地

点，并将图书投放于取书柜内。

智慧取书柜、智慧还书桶：读者在手机端收到

图书送达通知后，即可凭读者证至取书点刷卡开箱

取书，亦可在取书柜上直接扫描二维码开箱取书，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Ｏ２Ｏ型智慧图书馆。

②微阅读

主要服务方式：积极引入国家图书馆优质数字

资源，全新打造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平台，以

手机网站形式展现，提供一站式资源搜索、全面优

化阅读体验，用户只需用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即

可完成借阅，并可根据用户的阅读喜好，定期推送

特色专栏，提升用户阅读深度。

可用的资源：汇集了国家图书馆专业团队精选

的６万余册数字图书及６００余种热门期刊，以及后

续不断更新的海量资源及新的移动应用服务模式。

实现方式：在独墅湖图书馆本地建立数据中转

服务器，由国家图书馆部署相应数据传递接口及统

一认证管理平台，将独墅湖图书馆的读者系统与国

家图书馆读者系统通过ＡＰＩ进行对接，实现独墅湖

图书馆现有读者数据库一次性批量加载国家数字

图书馆（手机端）读者权限，后续新增读者同时实现

实时自动更新，最终独墅湖图书馆所有读者均具备

国家数字图书馆（手机端）用户阅读权限。

服务特色：便捷性－读者选中资源后，只需扫

描二维码即可完成借阅，并且可大大的节省用户的

借阅时间；定制化－深度挖掘用户阅读喜好，定期

推送特色专栏；服务成效高－符合读者各类的移

动阅读需求，例碎片化阅读需求、个性化阅读需求

等；主动性－每种书或每种刊的二维码，可通过资

源推广服务定期发送到用户手上，让用户不用到图

书馆，即可阅读精品资源。

③云借阅

主要服务方式：读者扫描云借阅触摸屏上的期

刊和图书二维码，即可下载借阅期刊、图书的电子

版至手机等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进行离线阅读。通

过云借阅数字借阅软件，读者可在触摸屏上直接浏

览，也可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下载。

可用的资源：除从国家图书馆引入优质数字资

源外，还从其他优秀资源供应商处购买精品期刊及

适合各类人群阅读的电子图书，现有１００种市场上

受欢迎的数字期刊和２０００种优质数字电子图书供

读者浏览下载。内容可覆盖时政新闻、管理财经、

文学文摘、文化生活、教育学习等多方面。包括《读

者》、《南风窗》、《第一财经周刊》、《三联生活周刊》、

《炎黄春秋》、《看世界》等畅销名著名刊。

实现方式：分别采购触摸屏端数字资源阅读下

载平台及性能较好的触摸屏硬件，将独墅湖图书馆

的读者系统通过ＡＰＩ接口认证形式，与数字资源阅

读下载平台进行打通，读者可通过打开已安装在个

人手机上的ＡＰＰ阅读软件，在触摸屏上扫描二位

码进行下载借阅阅读。

服务特色：资源精品，选购大刊名刊资源，并实

时更新，与纸本期刊同步，可支持横、坚屏一体机；

便捷性，可通过触摸屏在线阅读或扫描二维码下载

阅读；不受时间约束，为读者提供２４小时服务；

２．３　智慧图书馆的服务分析

２．３．１　网上社区投递（统计时间段：２０１６年全

年）

①服务资源

截止２０１６年底，可网上借阅纸本馆藏２０万

册，占独墅湖图书馆总纸本馆藏量的２２．２％；用户

可使用平台４个（微信、安卓 ＡＰＰ、苹果 ＡＰＰ、网

·７·

苏图通讯２０１７．６　　　　 　　　 　　　　　　　　　　　　　　　　　　　　　　　图书馆建设



站），年用户访问量５８万次。

②服务量

服务用户：面向所有苏州市民卡用户、独墅湖

图书馆读者证用户开放使用。截止２０１６年底，活

跃用户（统计区间内设定取书点、产生网上借阅记

录的用户）累计达到１．３６万人。

借阅量：截止２０１６年底，用户网上借阅总量

１１．１万册，活跃用户人均借阅８．２册。投递包裹４．

５万个，读者还书量８．３万册。同时整体年度物流

配送图书册数超过２０万册。

③服务网点

２０１６年建设开通服务网点３０个，其中自助柜

网点１９个，人工网点９个，测试试点２个。详细数

据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６年苏州工业园区网上社区投递各服务网点服务数据

服务网点

借阅情况分析 投递包裹分析 还书情况分析

读者预
借量（册）

读者预
约量（册）

网点用
户数（人）

网点成功
取书量（册）

网点包
裹量（个）

成功取走
包裹量（个）

成功
投递率

自助柜总
还书量（册）

读者预
还量（册）

独墅湖图书馆
（自助柜） １２８８５ ２９１０ １８４７ １１０１８ ６２２９ ５８２７ ９３．５５％

新城邻里中心
（自助柜） １５５７２ ４０４３ ２２４１ １４７３８ ７４８４ ７０００ ９３．５３％

湖东邻里中心
（自助柜） ２５５１３ ６０３９ ３５５１ ２３７３１ １３０６８ １１９８６ ９１．７２％

东沙湖邻里中
心（自助柜） １６３４６ ４０３６ ２３５９ １５０１０ ７８０９ ７３６４ ９４．３０％

师惠邻里中心
（自助柜） １７９２ ３２８ ２６４ １５８７ ９８３ ９４０ ９５．６３％

贵都邻里中心
（自助柜） １４７７ ２２３ ２１３ １３４７ ７９３ ７４８ ９４．３３％

方洲邻里中心
（自助柜） ７０４１ １３７７ １０６５ ６３７１ ３８４２ ３６３５ ９４．６１％

独墅湖邻里中
心（自助柜） １０２２ １６９ ２０１ ８９９ ５４５ ５１０ ９３．５８％

邻瑞广 场 （自
助柜） ９４１ １９０ ２２０ ８２３ ４８６ ４６７ ９６．０９％

胜浦分 馆 （自
助柜） ９９６ １５５ １５２ ９０８ ５５３ ５３６ ９６．９３％

浪 花 苑 社 区
（自助柜） ５２２ ６３ １０３ ４５８ ２５３ ２４２ ９５．６５％

苏艺分 馆 （自
助柜） ２４９ ５１ ３６ ２２２ １３９ １２８ ９２．０９％

胜浦滨江苑社
区（自助柜） ６８４ ９０ １００ ６４１ ３７４ ３５９ ９５．９９％

娄葑金益社区
（自助柜） ５１６ ７７ １０３ ４５７ ２９１ ２７０ ９２．７８％

唯亭分馆 ２０２ ２２ ７９ １７６ ９８ ８９ ９０．８２％

青苑社区分馆 ２３８ ３６ ７６ ２１８ １２３ １１３ ９１．８７％

莲韵分馆 ３５６ ５２ ７６ ３１７ １８４ １７７ ９６．２０％

通园分馆 ５１７ １１１ １５８ ４３７ ２８７ ２６１ ９０．９４％

泾园北社区分
馆 １８２ ３７ ５９ １４６ １０６ ９６ ９０．５７％

淞泽社区分馆 １０６９ １４３ １９８ ８９７ ５２４ ４９３ ９４．０８％

新娄分馆 ５６６ ９６ １０８ ４６３ ２９３ ２６０ ８８．７４％

科技城邻里中
心分馆 ２３２９ ３８５ ４２２ ２０１３ １２７２ １１５５ ９０．８０％

８３７０５

３６５８

１０９２３

１８１８４

１０７３０

１６９３

１４１１

５６０６

６８７

８０３

８４５

３２１

１５９

３５４

１８３

／

／

／

／

／

／

／

／

合计 ９１０１５ ２０６３３ １３６３１ ８２８７７ ４５７３６ ４２６５６ ９３．２７％ ８３７０５ ５５５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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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服务量分析

网上借阅投递量稳步提升：２０１６年读者累计

借阅量１１．１万册（预借９１０１５册、读者预约２０６３３

册）。从月借阅量趋势图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网点

逐步投入使用、可网借馆藏中特别是新书畅销书的

不断补充、整体网借投递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用户

网上借阅热情呈逐步上升态势。见图１

图１

网上借阅用户量稳步提升：截止２０１６年底，活

跃用户（统计区间内设定取书点、产生网上借阅记

录的用户）累计达到１．３６万人。从月用户增长量

趋势图来看，４月及１０月分别为年度内两个高位

点，４月为世界读书日、独墅湖图书馆“阅读季”系

列活动，在此期间，通过宣传推广，获得大量用户支

持与信任；１０月为高校师生暑假结束返校期间，通

过独墅湖图书馆的“迎新季”活动，让网借投递服务

迅速在师生中得到广泛传播与使用。见图２

图２

物流投递成本持续优化：２０１６年，总计完成４．

５万个包裹计８．２万册图书的投递，同时通过园区

整体物流投递网络进行分馆图书配送达到１２万

册，图书单册配送成本约１．４元。按一个包裹平均

打包３册测算，每个包裹平均配送成本４．２元，相比

同城快递５元／单略为降低。但通过二次分析，也

发现各网点投递包裹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如服务量

第一的湖东邻里中心配送成本为０．８元／个包裹、

服务量末尾的唯亭分馆配送成本为８５元／个包裹。

后续拟对于服务量爆仓的网点采取扩容建设，对服

务量较低的网点进行宣讲及降低物流频率。

⑤读者反馈

通过网上社区投递服务热线共收集读者问题

反馈共５７条，其中有关安卓、苹果ＡＰＰ应用的２６

条，系统应用２３条，网点设备６条，物流１条，其他

３条。

主要反馈问题有：

·ＡＰＰ应用方面主要反映ＡＰＰ的图标设计及

使用说明等

·网点设备主要反映设备使用上的问题

·系统应用主要反映检索不到所需图书问题

２．３．２　微阅读———我身边的国家数字图书馆

（统计时间段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１６年５月）

① 从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微阅读阅读

量总数为２６１２０，其中２０１５年４月阅读季活动推广

及２０１５年９月阅读年会推广，有两个高峰值，月均

２０００次左右。见图３

图３

②微阅读阅读推广可行方式：邮件发送、扫二

维码等活动推广等。

２．３．３　云借阅

①２０１５年２月正式上线，截止２０１６年底，已建

成服务点４个（苏州独墅湖图书馆、苏大天宫、园区

消防大队、中新置地）

② 服务量云借阅：２０１６年１－５月服务量为

８２４３４次，月均阅读量为１７０００次左右。见图４

２．４　智慧图书馆的宣传推广

定期举办“智慧图书馆”相关的阅读推广活动，

如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全民阅读季活动中主推“智慧

图书馆”项目。定期做相关资源推荐工作，利用不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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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推广渠道进行推荐，例微信、网站、邮件等，同时

与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组织相关活动进行宣传推

广。

图４

３　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下，独墅湖图书馆以“连接

一切”的心态创新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从人性化

的角度提升用户的体验，基于 Ｏ２Ｏ模式建设智慧

图书馆，基于用户的使用习惯构建各类服务，对于

有移动阅读需求的人群推出二维码扫描及触摸屏

在线或下载数字图书或期刊进行阅读，对于有纸本

图书阅读需求的人群推出网上借阅社区投递服务，

满足读者就近取书，为读者大大缩减了借阅时间，

充分实现了惠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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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１２年．

［３］　柯平等著．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定位与服务研究［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４］　甘琳著．创新与超越－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网建设与

实践［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５］　张炜主编．国家数字图书馆服务框架研究［Ｍ］．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６］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主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探索

与实践－东莞调研报告［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７］　李新祥著．数字时代国民阅读行为嬗变研究［Ｍ］．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８］　严栋．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图书馆［Ｊ］．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０

（７）．

［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２０１７（１）．４３．

［１０］　王静芬 ．国内智慧图书馆主流研究及研究趋势［Ｊ］．

图书馆研究，２０１７（１０）．５．

［１１］　张晓萍．利用微阅读进行图书馆导读工作的新策略

［Ｊ］．武汉纺织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４）：６６－６８．

［１２］　陈嘉懿 ．智慧图书馆的构建之道 — 浅谈高校图书

馆 ＲＦＩＤ技术应用新思路 ［Ｊ］．大学图书馆学报 ，

２０１３（１）：５４－５８．

［１３］　基于物联网标识体系的智慧图书馆建设研究 ［Ｊ］．图

书馆工作与研究 ，２０１４（８）：４１－４４．

［１４］　康晓丹．构建第三代图书馆的技术思考———以上海

大学图书馆为例 ［Ｊ］．大学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４（１）：７８

－８２．

［１５］　郎玉林．智慧图书馆发展策略研究 ［Ｊ］．图 书 馆 ，

２０１５（４）７７－７９，８４．

［１６］　曹轶．三维智慧图书馆的设计和实现———以宝山 图

书馆为例 ［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２）：８９－

９２．

［１７］　王世伟．论智慧图书馆的三大特点［Ｊ］．中国图书馆学

报，２０１２（１１）．

［１８］　王静芬．国内智慧图书馆主流研究及研究趋势［Ｊ］．

图书馆研究，２０１７（１）．

［１９］　马梦丹等．我国智慧图书馆研究进展综述［Ｊ］．图书

管理，２０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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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户角度分析数字资源建设


昆山市图书馆　王艳艳

摘　要：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爆炸带来了海量信息，这让读者摸不到方向，公共图书馆在

引导读者阅读方面应当发挥引领作用，在数字资源建设和推广应该是以用户为导向的，了解用

户的真实需求，了解用户的阅读习惯，这样才能在建设和推广方面取得成效。本文主要分析苏

州地区数字资源面向的用户群体特点，从用户角度分析数字资源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如

何提高用户体验，推进数字资源建设和推广，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数字资源；读者分析；建议

　　各项资料分析表明，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普

遍会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资源，数字资源的重要性已

是共识，但是却很少借助于公共图书馆这个便利的

渠道，这与图书馆丰富的资源建设是不成正比的，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要做好数字

资源的推广。

１　数字资源读者认知

由于宣传方式简单、形式单一，读者往往并不

熟悉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首先不知道图书馆有何种

形式的数字资源，其次，不清楚数字资源对自己有

何作用，再次，不了解检索数字资源的方法。对于

数字资源，读者普遍认知度低，数字资源应有的价

值没有得到发挥。

目前，公共图书馆虽然建设了不少数字资源，

但是却缺少对数字资源的介绍，比如，图书馆网站

上对数字资源的主要内容缺乏提炼，没有数字资源

使用步骤的介绍，导致众多读者并不会操作。

因此，读者对于数字资源认知度低，一方面是

读者的自身水平和专业素养不高的问题；另一方原

因也是图书馆宣传推广工作没有做到位。

２　传统用户与新型读者比较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的服务对象

出现了传统用户和新型读者。图书馆不断强调“读

者第一”、“读者是图书馆工作的核心和基础”，研究

读者类型，分析读者区别，就成为了图书馆数字资

源服务的重点，只有准确定位读者，才能为读者提

供高质量有效的数字资源服务，图书馆与读者的关

系、传统用户与新型读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不同：

２．１　读者需求

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主要是从纸质文献上获取

信息，资源比较单一，视野存在局限性，为了获取某

项信息，甚至需要不远万里，人力、物力花费比较

大。现代读者则希望花费较少的时间和人力，获取

更大价值的信息资源。从读者需求的范围来看，现

代读者特别是企业用户对知识需求的范围更加广，

以苏州地区为例，对于行业领域的研究、研究报告、

专利数据等等，需求比较旺盛。

２．２　资源范围

传统意义上的读者，来到图书馆基本上是享受

本馆的图书和报刊类纸质馆藏文献信息服务，资源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读者向馆员提出借阅申请，馆

员办理借阅服务；因此在范围上是封闭的，形式上

是被动的接受。新型读者来到图书馆则希望不仅

获取馆藏文献，还希望能够获取图书馆的数字资

源；现代读者获取资源的方式更加灵活，渠道也更

加多样化，读者通过图书馆这个桥梁不仅要获取本

馆、他馆甚至还希望获取世界范围的数字资源；因

此现代的读者面向的资源是更加开放的、持续更新

的；因此也需要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更具创新性。

２．３　人口结构

根据２０１５年苏州市公安局发布的苏州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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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近八成流动人口常驻苏州，大多从事加

工产业，这其中四分之一在昆山。外来人口来到苏

州，融入城市是他们的一个目标，图书馆可以满足

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苏州地区的图书馆都应将这

部分人口纳入重点服务对象，提供流动人口充足的

精神给养。这部分群体不太需要学术类的资料，更

多的是生活或技能方面的资源。

根据苏州图书馆做过的读者问卷调查，我们发

现，来馆查找资料的大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公司

职员、自由职业者和学生。他们来馆的主要目的是

查找资料，对于数据库的要求，他们主要使用的是

三类数据库，一类是研究性数据库，一类是阅读类

数据库，另一部分是娱乐类数据库。图书馆应当充

分发挥数字资源的优势，通过各种数字资源服务项

目，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图书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变

化。

３　从用户角度对数字资源推广的建议

通过读者分析，图书馆可以及时发现数字资源

建设及推广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出结构调整，做好

推广规划、实施推广活动。

３．１　建立读者分析机制

公共图书馆应当建立一套完善的读者分析机

制，主要分析读者对数字资源的需求以及获取情

况，可以通过读者座谈会、电话调查、读者意见箱、

网络平台、问卷调查等等各种方式搜集读者意见，

将有关数字资源方面的意见分为两个方面：资源建

设类和资源获取类。了解读者需要哪些方面的数

字资源，他们都是通过何种渠道知道图书馆的数字

资源以及获取方式的等等。在数字资源推广方面，

了解读者喜好的方式，将这些情况安排专人，逐月

整理，找到规律。

３．２　创新推广方式

传统的咨询方式，是读者到馆，咨询图书馆管

理员，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源的推广方

式也应当是与时俱进的，除了定期举办讲座，滚动

式开设普通信息检索课程之外，公共图书馆应当充

分利用微博、微信、ＱＱ群等新媒体传播方式，推送

数字资源方面的相关资讯，包括数字资源讲座、数

字资源线下活动、数字资源介绍等等，还可以定期

举行网络数字资源知识竞答等具有趣味性的活动，

提高读者的参与性。

３．３　４Ｃ营销理论在图书馆的运用

１９９０年美国营销专家劳特朋教授提出来了４Ｃ

营销理论，４Ｃ营销理论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包括顾

客、便利、沟通和成本，强调顾客是第一位的，充分考

虑顾客的需求、便利、成本以及沟通性。这种商业的

营销理论对于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推广恰当合

适，公共图书馆完全可以将其运用到数字资源推广

上来，公共图书馆要开展满意度调查，充分了解读者

需求。通过分析读者查阅数字资源的记录，跟踪分

析读者群体的阅读情况以及偏好，随时发现馆内各

类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了解数字资源的内容、服务

方式是否符合读者的需求，找到中间的差距。

３．４　分层次的用户教育

读者所受教育是不同的，所从事的行业也是有

所不同的，对于数字资源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的，

对于来馆查找文献的学生，图书馆应该为他们开设

专门的文献信息检索课，这部分人群学习能力强，

很容易掌握信息资源检索的方法，使信息资源在他

们论文写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少儿读者，

应当根据儿童的活泼好动的特点，安排专业的老

师，组织一些小朋友喜欢的活动；对于企业用户，需

要的文献资源具有专业性、行业性和前沿性的特

点，因此联合数据商共同为企业用户提供专场培训

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更需要技

能类的知识，由于他们的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很多

知识无法很快掌握，因此采取个性化服务会有不错

的效果。

４　结语

作为公共图书馆，“读者至上”是一以贯之的服

务理念，数字资源的建设和推广应当是以用户为中

心的，建立用户分析机制，不断追踪用户的使用习

惯、使用需求，建立一套可行的推广系统和方案，促

进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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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优化研究


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　倪　睿　冯天宇　范一文

摘　要：“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文章

从“互联网＋”思维入手，通过分析目前高校图书馆用户阅读现状与特及如何应对“互联网＋”

带来的挑战，提出了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的优化创新策略。

关键词：互联网＋；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

　　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３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互联网＋”
［１］之后，“互联网＋”一词就

像一阵飓风一样迅速席卷全国，成为网民和主流媒

体争相讨论讨论的对象。“互联网＋”理念并不是

凭空出现的，早在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易观国际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于扬在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

就已经提出了，他认为：“在未来‘互联网＋’公式应

该是所有行业共同遵守的，在未来实体经济的产品

和服务将与互联网网络多屏全网跨平台用户场景

结合在一起”。［２］现如今，“互联网＋”早已渗透到人

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互联网＋金融”“互联网＋

医疗”“互联网＋营销”“互联网＋交通”等已先后出

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互联网＋”时

代已经到来。

长期以来读者服务工作都被认为是高校图书

馆工作与研究的核心主题，“互联网＋”作为一种新

型经济形态，为优化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提供

了新的研究视角。当然，“互联网＋高校图书馆”不

应仅仅停留在追求技术新词汇的潮流中，关键是要

在技术层面做好高校图书馆业务的融合与创新，更

新读者服务理念，拓展图书馆专业技术人员的认知

力，从而激活传统图书馆的创新形式，重塑高校图

书馆的凝聚力和使命感。

１　“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用户阅读特征

与阅读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互联网用户和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爆

发式增长，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媒体涵盖领域很广，如：互

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电视、户外车载媒

体、智能家居等都属于新媒体范畴。“互联网＋”是

新媒体概念的延伸，“互联网＋”时代阅读无处不

在，几乎可以在所有场景和场所中发生，高校图书

馆用户的阅读习惯也随之发生质的改变。

１．１　阅读方式数字化

“互联网＋”时代，各高校图书馆到馆阅读的学

生人数逐年减少，借阅量也较以前呈现下滑趋势，

生活中也不难发现传统的纸质图书、报刊、杂志的

订阅数量越来越少、传统电视的观看人数及观看时

间都在逐渐减少。究其原因，新媒体是大势所趋，

电子载体资源及数码产品盛行。随着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的普及和使用，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网络

上获取各种信息，Ｋｉｎｄｌｅ电子书、ＰＣ阅读、云阅读

更加方便，人们更加倾向网络或者电子阅读。阅读

方式的改变给高校图书馆服务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１．２　阅读内容碎片化

当今大学生阅读兴趣广泛，网络阅读受到青

睐。大学生通过 ＱＱ空间、微博、微信、新闻 ＡＰＰ

等渠道便可轻松、便利阅读，这些阅读内容精短快

捷，给大学生读者营造了一种轻松的阅读氛围，但

所获取的信息是碎片化的，往往不够全面、严谨。

１．３　阅读时间自由化

伴随４Ｇ技术以及 Ｗｉｆｉ无线网络的全面覆盖，

图书馆和自习室已经不再是大学生阅读的固定场

所。他们在公交车、候机厅、地铁、飞机上都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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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大小小的屏幕，很多地区更是设立了移动图书

馆、地铁图书馆，使得用户阅读的时间和地点更加

自由。

１．４　交流互动扩大化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喜欢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交

流互动，分享各自的心得体会，如：豆瓣网、知乎网、

ＱＱ阅读等社交平台等，大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喜

好查找志同道合的阅读书友，在线阅读并参与讨

论，分享彼此喜爱的文章和书籍，提高了阅读的互

动性。

２　“互联网＋”思维融入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

优化的必要性

２．１　“互联网＋”给当前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

优化工作带来机遇

高校图书馆的线上业务本来应该是一条完整

的工作流程，但由于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分

工不同，读者信息需求在传递过程中也会面临时间

差甚至传递失真等问题，尤其在当今信息时代伴随

各种新媒体的冲击，高校图书馆想要增加其吸引力

就变得举步维艰。“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经济

形态，利用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与高校图书馆的跨

界融合，对于高校图书馆资源整合、管理以及服务

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高校图书馆借助“互联网

＋”思维，将先进的理念与技术融会贯通，发挥自身

优势，从而提升自身创新服务能力，提高读者服务

质量，最终实现智慧化知识服务的目标。

２．２　高校图书馆已具备与“互联网＋”融合的

基本条件

物联网、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使高校图书馆自身的信息化技术水平

得到不断提升。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数据总量非

常庞大，可谓海量，同时其每年都增加有大量的实

体资源以及购买的数据库等电子资源；与此同时，

伴随着读者的借阅浏览等非结构化数据，面对浩瀚

的海量数据，如何将这些信息聚合，更快更优质地

筛选出适应读者需求的数据，已成为高校图书馆服

务的一个难题。“互联网＋”恰恰是以用户需求为

导向，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和创新思维，用新媒

体连接高校图书馆与读者，实现数据互联，促进高

校图书馆的资源整合以及创新驱动，让读者体验到

更加多样化的深层次服务。

３　“互联网＋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优化思路

３．１　开发高校图书馆室内智能导航系统

开发图书馆室内智能导航系统，利用ＲＦＩＤ无

线射频识别、物联网等技术，进入图书馆的资源都

直接或间接的带有芯片，对文献资源进行扫描定

位，当读者有需求时，使用导航系统搜索，图书的借

还状态以及室内导航图便可轻松呈现读者所需图

书的所在位置，进而把读者导航到所需图书的指定

地点。同时，高校图书馆还可以发展泛在化服务，

通过二维码“扫一扫”可以根据读者的阅读兴趣为

其推荐相关话题的纸质图书、电子书及其他图书馆

的馆藏和购书通道等。

３．２　效仿Ｏ２Ｏ，购书清单读者“私人定制”

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是开展读者服务的重要

基础和保障，其图书采购工作都多由专职采编人员

负责，尽管专职采编人员专业水平较高，但也不能

保障其专业涵盖各个领域，因此，对各学科深层资

源建设十分不利。Ｏ２Ｏ模式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

将线下交易同线上平台相互结合，并为线下提供更

多商业机会的新兴商业模式。当今时代，用户利用

手机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因此，高校图书馆可以

效仿 Ｏ２Ｏ模式，建立专门的读者荐购平台或社交

平台，收集读者需求信息、读者线上推荐图书、图书

采购、读者线下完成图书借阅。

３．３　馆藏资源利用分析，精准特色化推送服

务

高校图书馆的主要服务群体是在校大学生，根

据读者性别、院系、不同时期的阅读习惯、个人浏览

记录等进行信息抓取，有针对性的推荐。同时，高

校图书馆在想用户进行特色推送时，应根据渠道的

不同进行不同的功能定位。如：微博的特长是公开

传播，高校图书馆可利用微博向用户推广到馆的新

书书目、读者活动等；微信可以提供私密性客户服

务，高校图书馆可利用微信实现一对一私密个人专

属推送，彼此相互配合，实现精准的特色化推送服

务。

３．４　构建新媒体平台，提供个性化服务

结合“互联网＋”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阅读

偏好，高校图书馆可以构建自己的新媒体平台，如：

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其可以将图书馆馆藏资

源与之连接，微博、微信公众号可以（下转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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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犕犕 指数和犈犕犕′指数：
两种基于改进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学者学术

影响力评价指标研究

苏州市职业大学图书馆　张学梅

摘　要：评价作者学术影响力的科学计量学指标逐年增多。针对犺指数、犲指数和多维犺

指数的不足，ＡｎａｎｄＢｉｈａｒｉ设计出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这两种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上

述不足，但是仍存在计算方法不够合理，区分度较低等缺陷，本文在这两种方法的基础上提出

犈犕犕 指数和犈犕犕′指数。在阐述犈犕犕 指数和犈犕犕′指数原理的基础上，比较它们与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的异同。以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部分作者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实证研究以分

析这四种指标在作者评价过程中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犈犕犕 指数和犈犕犕′指数对作者学

术影响力的区分度均高于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能在作者评价中收到更好的效果。

关键词：犈犕犕 指数；犈犕犕′指数；犈犕 指数；犈犕′指数；犺指数

１　 引言

对科学工作者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及其

获得的引用数据加以分析应用，进而实现对其学术

水平和影响力的客观、公正、合理的评价，一直是文

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相关学科领域中重要的热

点课题之一。２００５年，美国物理学家Ｊ．Ｅ．Ｈｉｒｓｃｈ提

出的犺指数巧妙地将论文数量与被引量结合到一

个简单的数字里来实现作者评价［１］，一经提出，便

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大量相关研究。

但犺指数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对

高被引论文不敏感：一旦一篇论文进入了犺指数核

心中，那些多于犺次的引用量就不再对该作者的学

术水平得分起任何作用，这导致犺指数不能全面反

映作者论文被引量对学术水平的贡献。许多学者

提出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如犚 指数、犃犚 指

数［２］、犺犿 指数
［３］、犽指数和狑指数

［４］等等，其中有的

方法是专门针对那些多于犺次的被引量而设计的，

如张春霆提出的犲指数
［５］，通过利用犺核心论文中

那些多于犺次的引用量来对作者进行评价，犲指数

用数学公式表达为：

犲＝ 
犺

狆＝１

（犮犻狋狆－犺槡
） （１）

公式（１）中犺表示该作者的犺指数，犮犻狋狆 是第狆

篇论文的被引量。犲指数在数值上就等于犺核心论

文被引量中未对犺指数产生贡献的那些被引量的

和的平方根。假设犺核心中全部论文的总被引量

是犮犻狋，那么有

犲＝ 犮犻狋－犺槡
２ （２）

犲指数在评价过程中虽然能够利用犺核心中那

些对犺指数没有产生贡献的被引量，但却无法反映

作者犺指数的大小，这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如果

一名作者的犺指数在其所属学科领域中较高，但其

犺核心中的论文被引量都很接近于其犺指数，那么

根据公式（２），犲指数得分就会非常低，在开展学术

评价时，不符合实际情况。此外，和犺指数一样，犲

指数只考虑那些进入到核心中的论文被引数据，然

而，在科学评价中，每一篇被引用过的论文都是有

价值的［６］。多维犺指数正是针对这一欠缺而提出，

它是犺指数的一种变体，试图在科学评价中考虑到

每一篇获得过引用的论文的作用。多维犺指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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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是一个集合：犎 ＝｛犺１，犺２，犺３，…，犺狆｝，这

里犺１ 就等于作者的指数，第二项犺２ 是从全部论文

集合中去除上一步中使用过的论文后，即以（犖 －

犺１）篇论文为基础而计算出来的犺指数，相应地，第

三项犺３是从（犖－犺１－犺２）篇论文中计算而得出来

的指数，依此类推，直到全部论文都参加过计算为

止。这个指数对论文被引数据利用的更加充分，但

是它的表现形式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在实施评价

时不够方便直观。

ＡｎａｎｄＢｉｈａｒｉ等人
［７］在对犲指数和多维犺指数

的优劣加以讨论的基础上，试图综合它们的优势，

提出犈犕 指数以更全面地反映核心中未被使用的

那些引用。假设犘 是某作者发表论文的总篇数，狋

是其中至少获得过一次引用的论文量，犈 是一个犿

维度的向量，包括犺核心中全部论文的被引量。若

将其中各项按降序排列，有犲犽 ≥犲犽＋１ 且１≤犽≤

犿。犈犕 指数的大小由一名作者犺核心中的那些论

文量及被引情况所决定，与上述多维犺指数相似，

犈犕 指数中的第一项（犈１）就是作者的犺 指数，即

犈１＝犺；第二项犈２是由犺核心中每篇论文的被引量

减去犈１后，再按照犺指数定义计算出的新犺指数；

接下来继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所有的引用量都被

用尽或者全部论文的被引量都只为１或者集合中

只剩下１篇论文。这样，犈犕 指数就可以写为犈犕＝

（犈１，犈２，…，犈犽）且满足犈狆≥犈狆＋１。犈犕 指数的各

项值显示出犺核心中那些对犺指数未产生贡献的被

引量作用。最后，一名作者的犈犕 指数定义为犈犕

指数向量中各组成项的和的平方根，用数学公式表

示为

犈犕 ＝ 
犽

犲＝１

犈槡 犲 （３）

犈犕 指数的计算过程比较充分地利用了犺核心

论文的被引数据，但是每一篇获得过引用的论文在

科学评价中都是重要的［７］，为了更加充分地挖掘引

文数据信息，ＡｎａｎｄＢｉｈａｒｉ又进一步将犈犕 指数进

行多维度扩展，提出犈犕′指数。与犈犕 指数的计算

方法大体上一样，不同的是计算范围从作者犺核心

论文扩展到了全部论文的被引数据。

犈犕′指数定义为犈犕′＝（犈′１，犈′２，…，犈′犽）满

足条件犈′狆 ≥犈′狆＋１，犈犕′指数在数值上就等于各

组成项的和的平方根。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犈犕′＝ 
犽

犲＝１

犈′槡 犲 （４）

２　ＥＭＭ指数和ＥＭＭ′指数

２．１　ＥＭＭ指数和ＥＭＭ′指数的定义

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论文

被引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犺指数和犲指数对作

者引文数据利用不全面的局限，但是也要看到，首

先，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将作者各阶犺指数加和，

这会降低原始犺指数对于最终分值的作用。例如，

一名作者如果有许多阶犺指数为２，加和后对最后

分值产生的作用很可能会超过另一名作者的高犺

指数项，而犺指数开展评价的主要思想是高影响力

论文决定最后结果，对犺指数的任何改进应该继承

这一特点，否则就失去了修正的意义。其次，文中

提到每一篇获得过引用的论文对科学评价结果都

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的计算

中，当被引量均为１时就不再进行计算，这使得许

多引用数据实际并未对计算结果产生影响，这对于

一些被引量本来就不太高的作者来说影响还是比

较大的，而且会降低彼此之间的区分度。

鉴于此，笔者对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的计算方

法加以调整，相应地提出犈犕犕 指数和犈犕犕′指

数，它们的各组成项与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完全一

样，不同之处在于最后的分值是等于各阶犺指数平

方和的平方根，用数学公式表示如下：

犈犕犕 ＝ 
犽

犲＝

犈２槡 犲 （５）

犈犕犕′＝ 
犽

犲＝

犈′２槡 犲 （６）

２．２　ＥＭＭ指数和ＥＭＭ′指数与ＥＭ指数和ＥＭ′指

２．２．１　 相同点：

⑴ 非负性：这四种指数的取值范围都是［０，＋

∞），这里“［”表示能取到该值。

⑵ 非天然性：这四种指数的计算都要以作者

的各阶犺指数为基础，而无论论文的发表还是获得

引用，都需要作者通过一定时间累积，并满足一定

的客观条件。

⑶ 理论基础 这四种指数的理论基础均来源于

犺指数，且不同程度地继承了犺指数以高被引论文

为主要依据进行评价的理论依据，同时吸取了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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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多维犺指数充分利用学者所有引文数据的特

点。

⑷ 非递减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的发文量

或被引量可能会增加或保持不变，却不会减少，因

此这四种指数的值也只会增加或保持不变。

⑸ 可移植性：这四种指数除了可以运用于科

研人员个人学术水平评价，还可以推广延伸到期

刊、机构、大学、国家等多种科学实体的评价中去。

２．２．２　 不同点：

⑴ 取值范围：由于各阶犺指数均为正整数，当

不为１时，进行平方后会使得结果增大，所以对于

同一名作者来说，犈犕犕 指数 ≥犈犕 指数、犈犕犕′

指数 ≥犈犕′指数。

⑵ 区分度：由于取值范围更广，会拉大各分值

之间的距离，使得结果的分布范围更加广泛，从而

减少相同数值出现的可能性，所以犈犕犕 指数和

犈犕犕′指数对作者学术水平的区分能力要高于

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

⑶ 对犺 指数的继承性：由于犈犕犕 指数和

犈犕犕′指数将各阶犺指数进行平方，根据指数函数

的性质，犺 指数大的那些值增加的幅度相对更大，

它们对计算结果的影响也会更大，从而更加能够体

现犺指数以高影响力论文主为要标准评价作者影

响力的特点。

３　ＥＭＭ指数和ＥＭＭ′指数评价效果的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验证犈犕犕 指数和犈犕犕′指数

的评价效果以及与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的区别，选

取部分作者组成样本集合，通过实证分析以期客

观、准确地了解这几种指标的评价效果。

３．１　 数据来源

选择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１００名作者作

为研究样本，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ｈｔｔｐ：／／ｋｎｓ．ｃｎｋｉ．

ｎｅｔ／ｋｎｓ／ｂｒｉｅｆ／ｒｅｓｕｌｔ．ａｓｐｘ？ｄｂＰｒｅｆｉｘ＝ＣＪＦＱ）为

工具，分别统计出这些作者从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６年共１０

年论文被引情况，选择这一引文窗是考虑到作者发

表论文及被引是需要一定时间的，１０年这一较长的

时间段一般足够一名作者发表一定量的论文并获

得相当的引用。为减少因退休、转行等不确定因素

对实证研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从样本中去除连续

３年都未发表论文的作者。同时为避免因数据库更

新所带来的误差，所有数据都在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５日

至２０日之内采集完毕。按照定义分别计算出每一

名作者的 犈犕犕 指数、犈犕犕′ 指数、犈犕 指数和

犈犕′指数，为便于比较，各指数值均保留到小数点

后第４位数字，不足４位的用０补齐。

３．２　 数据分析

３．２．１　 样本集合中高影响力作者各指数分析

表１给出样本作者的犈犕犕 指数、犈犕犕′指数、

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最大

最小值之间的差值，从中看出，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

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较小，分别是１１．５４７９和

１６．５２３１，这导致非常容易出现多人分数相同的情

况，进一步查看各作者得分，发现分别有２４组作者

的犈犕 指数得分相同，其中大于等于１０的有２组，

小于１０的有２２组（其中有３组是三人得分相同，１

组是四人得分相同，１组是５人得分相同），即，共有

５６名作者遇到了分数和其他人相同的情况，超过了

全部样本作者数量的一半；分别有１８组作者的

犈犕′指数得分分别相同，其中犈犕′指数大于１０的

共７组，小于１０的１１组（其中包括２组分别是三人

得分相同），即共有３８名作者出现了与其它人分数

相同的情况，占全部样本作者总数的３８％。在本文

所选取的样本数量并不是非常大的前提下，分数相

同的情况已经如此严重，这表明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

数的区分能力有限，其中犈犕 指数的区分能力比

犈犕′指数更加不能令人满意。相比之下，犈犕犕 指

数和犈犕犕′指数分布范围比较广，它们的最大最小

值差距分别是３８．４３２６和５９．９３３２，所以对作者学术

水平的区分能力更加强。从数据看来，样本集合中

只有８名作者的犈犕犕 指数大小两两相等，而所有

作者的犈犕犕′指数都不相同，所以犈犕犕 指数和

犈犕犕′指数的区分能力更强。但是也要指出，当作

者人数继续增加时，并不能绝对排除出现更多人具

有相同分值的可能，但相相对于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

数来说，犈犕犕 指数和犈犕犕′指数的区分能力更

好。

表１　 样本作者各指标得分的范围

指数类别 犈犕 指数 犈犕犕 指数 犈犕′指数 犈犕犕′指数

最大值 １３．７８４０ ４３．５３１６ ２０．３９６１ ６８．３５９３

最小值 ２．２３６１ ５．０９９０ ３．８７３０ ８．４２６１

差值 １１．５４７９ ３８．４３２６ １６．５２３１ ５９．９３３２

　　３．２．２　 样本作者的犈犕 指数和犈犕犕 指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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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析

图１　 样本作者的犈犕 指数和犈犕犕 指数散点图

图１是样本作者的犈犕 指数和犈犕犕 指数散

点图，横坐标是作者序号，纵坐标是相应作者的

犈犕 指数和犈犕犕 指数分值，为便于观察，在图中各

作者的序号是按照犈犕犕 指数从大到小的顺序降

序排列，所以在图中犈犕犕 指数总体趋势是随着横

坐标的增加而下降。容易看出，犈犕犕 指数所占据

的纵坐标分布范围更广，相对于犈犕 指数来说有更

大的取值范围，而犈犕 指数主要集中在图中下方位

置，总体上和犈犕犕 指数的变化同步，但变化幅度

相对较小，各个散点相距较近，重合的点较多，对作

者评价的效果并不很理想。

分别使用犈犕 指数和犈犕犕 指数对样本作者

进行排序１００名作者中有９７名作者的名次前后发

生了变化，只有３名作者名次未变化。犈犕犕 指数

名次比犈犕 指数名次提高幅度最大的是３２名，降低

幅度最大的是３５名。所以就评价结果来看，对犈犕

指数加以修正后，对于作者个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的。进一步观察名次变化最大的几名作者的引文

数据，发现当一名作者的全部论文中，有少数几篇

获得的被引量远远高于其它论文的被引量时，会获

得更好的犈犕犕 指数名次，这是因为这种引文分布

会使得该作者犺核心内的各阶犺指数较平稳的逐渐

降低，当对各阶犺指数加以平方后，会使得该作者

的得分增大幅度较多，从而获得更好的名次。而那

些犈犕犕 指数名次下降的作者，一般他们的论文中

被引量最高的论文与其它论文被引量差距不算太

大，所以犺核心内各阶犺指数下降的更加快，导致最

终的犈犕犕 指数数值不高，所以名次会下降。

表２　 部分样本作者的指数和指数及其名次变化情况

序号 姓名 犈犕 指数 名次１犈犕犕 指数 名次２ 名次变化

１ 邱均平 １０．１９８０ １４ ３９．６４８５ ３ １１

２ 朱庆华 １３．７８４０ １ ３９．９３７５ ２ －１

３ 范并思 １１．８３２２ ８ ３９．４４６２ ４ ４

４ 柯平 ９．５９１７ １９ ２８．２１３５ １２ ７

５ 初景利 １３．６０１５ ２ ４３．５３１６ １ １

６ 蒋永福 ７．６１５８ ３４ ２６．８１４２ １６ １８

７ 李国新 ８．３０６６ ２７ ２７．４４０８ １４ １３

８ 张晓林 １１．９１６４ ７ ３３．３１６７ ５ ２

９ 于良芝 １０．７２３８ １２ ３２．４３４５ ６ ６

１０ 陈传夫 ９．４８６８ ２０ ２７．４０４４ １５ ５

１１ 毕强 ６．４８０７ ５１ ２２．８０３５ ３４ １７

１２ 肖希明 ７．１４１４ ４２ ２４．３５１６ ２７ １５

１３ 任胜利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６ ２９．２４０４ １０ ６

１４ 马海群 ６．０８２８ ５７ ２１．３３０７ ４０ １７

１５ 马费成 ８．７７５０ ２５ ３１．２８９０ ７ １８

１６ 黄晓斌 １２．０８３０ ６ ２９．４６１８ ９ －３

１７ 黄如花 ７．２１１１ ３９ ２５．０５９９ ２３ １６

１８ 王知津 ８．４２６１ ２６ ２２．４０５４ ３６ －１０

１９ 邓胜利 ８．８８８２ ２４ ２６．７７６９ １７ ７

１９ 司莉 ７．８７４０ ２９ ２４．２８９９ ２８ １

２１ 胡昌平 ７．２８０１ ３６ ２３．３２３８ ３２ ４

２６ 刘炜 １２．７２７９ ４ ２９．８８３１ ８ －４

２７ 赵蓉英 １０．１９８０ １５ ２５．０９９８ ２２ －７

３１ 邓仲华 １２．４４９９ ５ ２５．８６５０ ２０ －１５

３２ 任树怀 １０．８６２８ １１ ２７．５３１８ １３ －２

３３ 叶鹰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７ ２５．２７８４ ２１ －４

３４ 王世伟 ９．００００ ２２ ２６．１５３４ １９ ３

３９ 茆意宏 １０．５８３ １３ ２９．０３４５ １１ ２

４４ 赵宇翔 ９．７４６８ １８ ２１．１４２４ ４１ －２３

４７ 成颖 １１．５７５８ ９ ２４．４３３６ ２６ －１７

５６ 胡小菁 １３．１９０９ ３ ２６．２４８８ １８ －１５

７１ 董晓霞 １１．４０１８ １０ ２０．７１２３ ４４ －３４

　　表２给出部分作者的犈犕 指数和犈犕犕 指数及

其名次变化情况，具体是包括全部样本作者中犺指

数、犈犕 指数或犈犕犕 指数排在前２０名的那部分作

者。其中名次１表示犈犕 指数的名次，名次２表示

犈犕犕 指数的名次，“名次变化”一列中，正数表示

按犈犕犕 指数排名后名次上升了，负数表示按

犈犕犕 指数排名后名次下降了，具体数值表示上升

或下降的位数。表中共涉及到３２名作者，其中有

２０名作者的犈犕犕 指数名次比犈犕 指数名次要好，

１２名作者的犈犕 指数名次比犈犕犕 指数名次要好，

说明对于学术水平较高的作者来说，使用犈犕犕 指

数获得较好名次的概率比犈犕 指数更加大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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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名作者中，名次提升最多的是１８名，分别是蒋永

福和马费成。蒋永福的犺核心内共有２２篇论文，共

１６阶犺指数（其中大于１的有９阶），计算犈犕犕 指

数时由于对各阶犺指数加以平方，而他的犺指数在

样本作者中较高（犺指数２２，排名第７），当以指数形

式增加时，与其他作者相比，犈犕犕 指数会得到更

大幅度的提高；但他的犈犕 指数集合中的犺指数总

阶数较少，所以犈犕 指数得分较低。 马费成的

犈犕犕 指数名次提高的主要原因一是他的犺指数较

高（犺指数１９，排名第１６），对犈犕犕 指数集合内的

各阶犺指数平方后会对最终的犈犕犕 指数值有较大

增加，二是因为他的犈犕犕 指数集合内的各阶犺指

数中，分值为１的有２２８个，这些被引量在犈犕 指数

的计算中被舍弃，而在犈犕犕 指数的计算中得到了

利用，从而较大幅度地提高了最终分值和排名。

犈犕 指数最高的是朱庆华，他的犈犕犕 指数名

次是第２名，下降了一名，而犈犕 指数排在第２名的

初景利，其犈犕犕 指数上升了１名，排在第１名。这

是因为朱庆华的犺核心内的２５篇论文中，被引量最

高的是２４７次，而初景利的２３篇核心论文中，被引

量最高的是４４０次，在犈犕犕 指数内多阶犺指数的

计算中，剩余的被引量会形成多个数值为１的犺指

数，这些数值在犈犕 指数的计算中都被舍弃，而在

犈犕犕 指数的计算中，却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能

够更多地增加了具有更高高被引量论文的作者的

得分，从而提高了名次。这也说明犈犕犕 指数比

犈犕 指数更加反映出高被引论文在评价得分中的

贡献量，更好地继承了犺指数的以高被引论文为主

要依据开展作者评价的特点。

３．２．３　样本作者的犈犕′指数和犈犕犕′指数对

比分析

图２　 样本作者的犈犕′指数和犈犕犕′指数散点图

图２是样本作者的犈犕′指数和犈犕犕′指数，

图中每一个点代表一名作者，横坐标是作者的序

号，纵坐标是相应作者的犈犕′指数和犈犕犕′指数，

为便于观察，在图中各作者的序号是按照犈犕犕′指

数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的，可以看出，犈犕犕′指数

所占据的纵坐标分布范围更广，而犈犕′指数主要

占据着图中下方位置，各个散点相距较近，重合的

点较多，对作者区分能力有限，所以同样有必要加

以改进以提高其区分能力。

全部样本作者中，使用这两种不同的方法，

犈犕犕′指数比犈犕′指数名次好的有４４名，犈犕′指

数比犈犕犕′指数名次好的有４６名，名次未发生变

化的有８名。犈犕犕′指数名次比犈犕′指数名次提

高幅度最大的是３２名，降低幅度最大的是２９名。

进一步观察名次变化最大的几名作者的引文数据，

发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作者的犈犕犕′ 指数比

犈犕′指数名次提高的较为显著：⑴当一名作者的全

部论文中，有１篇或少数几篇论文获得的被引量远

远高于其它论文被引量时，会获得更好的犈犕犕 指

数名次，这是因为这样的引文分布会使得该作者的

犈犕犕′各项中出现大量值为１的犺末阶指数，这些

数值在犈犕′指数的计算中完全被舍弃，而犈犕犕′

指数的计算中却会将它们进行充分利用，从而提高

了作者的名次；⑵ 作者没有特别突出的高被引论文

但是全部论文的被引量较平稳的逐渐降低，这使得

在计算犈犕犕′指数时会出现更多阶的犺指数，使得

该作者的得分增大幅度较多，从而获得更好的名

次。而那些获得过引用的论文数量不太多且被引

量分布不均衡的作者，由于在计算犈犕犕′指数时各

阶犺指数的阶数增加不多，所以与其它作者相比他

们的分值增加的幅度不够大，于是导致名次下降

的。

表３　 部分样本作者的指数和指数及其名次变化情况

序号 姓名 犈犕′指数 名次１犈犕犕′指数 名次２ 名次变化

１ 邱均平 ２０．３９６１ １ ６８．３５９３ １ ０

２ 朱庆华 １５．７７９７ ２ ５０．０８９９ ３ －１

９ 于良芝 １５．６５２５ ３ ３５．８１９０ １０ －７

５ 初景利 １４．５２５８ ４ ４８．２１８３ ４ ０

５６ 胡小菁 １３．５２７７ ５ ２７．６５８６ ３４ －２９

４ 柯平 １３．２２８８ ６ ４２．４６１７ ６ ０

３１ 邓仲华 １３．１９０９ ７ ３０．１６６２ ２９ －２２

２６ 刘炜 １３．０７６７ ８ ３２．６６５０ ２０ －１２

１６ 黄晓斌 １３．０７６７ ９ ３４．６９８７ １２ －３

１８ 王知津 １２．８４５２ １０ ３６．１１０９ ９ １

３ 范并思 １２．８０６２ １１ ４４．２１５４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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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犈犕′指数 名次１犈犕犕′指数 名次２ 名次变化

８ 张晓林 １２．６８８６ １２ ５６．０３５７ ２ １０

２７ 赵蓉英 １２．６０９５ １３ ３４．２３４５ １５ －２

１２ 肖希明 １２．４９００ １４ ３７．５１００ ８ ６

１５ 马费成 １２．３６９３ １５ ３８．５７４６ ７ ８

１４ 马海群 １２．１６５５ １６ ３５．３６９５ １１ ５

４７ 成颖 １２．１２４４ １７ ２７．０１８５ ３９ －２２

１１ 毕强 １１．７０４７ １８ ３４．５１０９ １４ ４

１３ 任胜利 １１．４４５５ ２２ ３３．２７１６ １７ ５

１０ 陈传夫 １１．００００ ２９ ３３．６３０３ １６ １３

１９ 邓胜利 １０．８６２８ ３０ ３３．２５６６ １８ １２

２０ 司莉 １０．８６２８ ３１ ３１．２８９０ ２４ ７

７ 李国新 １０．１９８０ ３８ ３３．２２６５ １９ １９

６ 蒋永福 １０．１９８０ ３９ ３４．６５５４ １３ ２６

１７ 黄如花 ７．９３７３ ５５ ２３．７２７６ ４６ ９

２９ 刘兹恒 １１．５７５８ １９ ２９．０５１７ ３１ －１２

３６ 苏新宁 １１．５３２６ ２０ ２９．８４５６ ３０ －１０

　　表３给出样本作者中指数、犈犕′指数和犈犕犕′

指数排在前２０名的那部分作者的犈犕′ 指数和

犈犕犕′指数及其名次变化情况。其中名次１表示

犈犕′指数的名次，名次２表示犈犕犕′指数的名次，

名次变化一列中，正数表示按犈犕犕′指数指数排名

后名次上升了，负数表示按犈犕犕′指数排名后名次

下降了，具体数值表示上升或下降的位数。表中共

涉及到２７名作者，其中有１４名作者的犈犕犕′指数

名次情况比犈犕′指数名次要好，１０名作者的犈犕′

指数名次情况比和犈犕犕′指数名次要好，还有３名

作者的名次前后未发生变化。说明对于学术水平

较高的作者来说，使用犈犕犕′指数获得较好名次的

概率比犈犕′指数更加大。这２７名作者中，名次提

升最多的是２６名，对应作者是蒋永福，名次下降最

多的是２９名，相应作者是胡小菁。前者是属于上

文中论述到的作者的犈犕犕′指数比犈犕′指数名次

提高的情形的第二种情况，后者是由于其犺指数并

不高（名次第５６），其犺核心内的高被引论文数量较

少，且犺核心之外的论文获得的引用量也非常少，

与其他作者相比，使用犈犕犕′指数计算学术水平

时，分值增加的幅度比其它作者小很多，所以名次

下降的较多。

４　 结语

与犺指数相比，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虽然能够

更全面地利用作者的引文数据，但却存在区分度过

低、对高影响力作者水平反映不明显等缺陷。改进

后的犈犕犕 指数和犈犕犕′指数的设计思想仍主要

来源于犺指数、犲指数及多维犺指数，在继承了这三

种评价指标的主要优点－在评价中将数量与质量

相结合的思想贯穿始终、使那些对犺指数未产生贡

献的引用数据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的基础之上，

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的主

要缺陷。犈犕犕 指数和犈犕犕′指数的科学性主要

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对犺指数设计初衷的继承

性更好，表现在充分利用指数函数的特性，能够更

加突出高影响力论文和高犺指数对评价结果的作

用，削弱了大量低犺指数对结果产生的过多影响，

这也是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计算中不合理之处；

② 区分能力更高，主要体现在它们的计算方法决定

了最终得分与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相比，分布范围

更广，作者得分之间的距离更大；③ 对引文数据利

用的更加充分，主要体现在计算过程中不遗漏每一

次引用数据，而在犈犕 指数和犈犕′指数的计算过程

中，当各阶犺指数为１时便停止计算，实际上并未充

分利用全部引文数据，这样的计算方法对于那些发

文量和被引量不高、影响力不大的年青作者来说产

生的不利影响更加明显；④ 评价结果的合理性，主

要表现在实证研究结果对所选样本作者的影响力

排名情况与实际情况符合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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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中外药企科研与技术创新能力对比分析


苏州大学图书馆　缪幽竹　徐旭光　袁晓明

摘　要：［目的］以江苏省内具有代表性的中外制药企业为样本，评价制药企业的科研能

力。［方法］从位于江苏省的全球２５大生物制药公司及全国制药工业百强企业中选取１３个样

本。检索ＣＮＫＩ、ＷＯＳ的论文数据及ＳＯＯＰＡＴ搜索引擎中的专利数据，通过文献计量法对

１３家公司近１０年的论文及专利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在论文产出方面，ＣＮＫＩ收录范围内，

跨国制药公司发表论文年均最高为１９．９篇，国内制药公司最高为２１．８篇，发文量相当；而在

ＳＣＩ收录范围内，跨国制药公司发表论文年均最高为１２８１．８篇，国内制药公司最高仅为７．４

篇，发文量差距显著；国内制药公司未能进入ＥＳＩ数据库。在专利产出方面，跨国公司的专利

持有量与覆盖面都远超国内制药公司。［结论］我国的制药企业和跨国制药企业在科研能力上

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要弥补这种差距需要企业加大研发的投入加强与高校以及科研院所有

合作。

关键词：制药企业；竞争力；文献计量学

　　２０１６年，我国医药市场销售额已达１１６７亿美

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１］。如此巨大的医药

市场，在给了国内的制药企业很大的发展空间同

时，也会带来跨国制药企业和国内制药企业之间日

趋激烈的竞争。因此关于竞争力的研究特别是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越来越受到行业内外的重视，

技术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企业

的生存需要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活动来确立市场

地位，赢得市场竞争。关于一般企业的竞争力指标

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研究企业各种经济指

标［２］［３］。而制药企业由于其行业特殊性，在其竞争

力中科研实力所占的比重相对其他制造行业更为

重要。

制药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必须具备较强的

研发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优势。在药物研发上市

及生产过程中，制药企业主要的科技活动集中于基

础研究、靶标发现、药物设计、临床试验前后以及知

识产权保护、技术转化等过程中，因此制药企业的

基础科研能力是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４］。

科研能力评价指标很多，主要有论文发表，专利申

请，新药持有量等。学术论文的发表体现了科研能

力的积累，而专利体现了科研成果的产出，因此本

文选取江苏省内具有代表性的中外制药企业，采用

文献计量法对科研论文及专利两个维度进行比较，

对制药企业的科研能力做出评价。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样本选取

在选取样本时，跨国制药公司样本从福布斯公

布的２０１６全球生物制药公司２５强中
［５］，选取在江

苏设有药品生产基地的六家，分别为排名第２的

Ｐｆｉｚｅｒ（辉瑞）、排名第３的 ＮＯＶＡＲＴＩＳ（诺华）、排

名第７的 ＢａｙｅｒＡＧ（拜耳）、排名第８的 Ｇｌａｘｏ

ＳｍｉｔｈＫｉｎｅ（葛兰素史克）、排名第１４的ＡｓｔｒａＺｅｎｅ

ｃａ（阿斯利康）、排名第１７的ＥｌｉＬｉｌｌｙ＆ Ｃｏ．（礼

来）。国内制药公司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中国制药

工业百强中选取［６］，其中江苏企业共有七家，分别

为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大天晴）、江

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恒瑞医药）、江苏豪森药

业集团有限公司（豪森药业）、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济川制药）、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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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苏中药业）、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金陵药

业）、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恩华药业）。

利用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接的“企查

查”工具确定以上企业的名称信息，包括其下属分

支机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信息。将其中经营范

围覆盖药品制造的子公司纳入到检索范围内。如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检索时包括了其

下连云港润众制药有限公司、连云港华凌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１．２　数据来源

１．２．１　国内发文

始建于１９９９年６月，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

起的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是国内较为权威的学术论文

收录平台之一，因此采用该数据库内收录的文献信

息作为企业在国内发表学术论文的一个代表。检

索中国知网期刊及会议论文子数据库中，作者单位

涉及１３家样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文献。考虑到国

内制药企业的成立年限，将论文发表时间限定为自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止。由于

ＣＮＫＩ是个综合类数据库，为避免经营管理类论文

干扰，将结果限定为化学化工及医药卫生分类中，

并将结果按照发文数量、发文时间排序。

１．２．２　国外发文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是原美国Ｔｈｏｍｓ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基于 ＷＥＢ开发的产品，是

大型综合性、多学科、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

ＳＣＩ数据库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数据库之

一，因此采用ＳＣＩ论文数据作为国外发表论文的代

表。检索ＳＣＩ数据库中，自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６止，作者

地址及机构扩展中涉及１３家样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的文献。ＳＣＩ数据库的数据来源以理工农医类为

主，且该数据库的学科分类过于细化，因此未对结

果进行学科精炼，而是将结果限定为Ａｒｔｉｃｌｅ，并将

结果按照发文数量、发文时间排序。

１．２．３　论文影响力

论文数量仅能体现科研的产出能力，而论文的

影响力却是能体现科研实力的部分。ＥＳＩ（Ｅｓｓｅｎ

ｔ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是基

于ＳＣＩ和ＳＳＣＩ所收录的全球学术期刊数据而建

立的计量工具，也是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科学影

响力评价分析工具之一，其在科研评价中的应用较

为广泛［７］。本文以ＥＳＩ数据库２０１７年３月公开的

数据（具体检索日期为２０１７年４月６日）为基础，

查找医药相关的各学科进入全球前１％的机构中的

所有制药公司。

１．２．４　专利持有量

专利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信息源，包含了世界

全部科技信息的９０％～９５％
［８］。专利是一个制药

企业核心技术的体现，也是基础科研能力的一个重

要指标。本文采用ＳＯＯＰＡＴ专利搜索引擎，检索

分析１３家制药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申请的专利以及

其中国别代码为ＣＮ的文献。由于专利公开有滞

后性，因此采用公开日进行限定，检索范围自２００７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跨国制药公司与国内制药公司科研论文

产出比较

２．１．１　国内发文量

通过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平台检索了１３个公司的

中文论文发表情况，结果如表１和表２所示。跨国

制药公司发表文献最多的是辉瑞，共发表了１９９篇

论文，平均每年１９．９篇，国内制药公司中，发文最

多的是正大天晴，共发表了２１８篇，平均每年２１．８

篇，均与其在国内外药企领域实力排名一致。这组

数据中，国内制药公司和跨国公司在中文论文的发

表数量上差别并不明显（图１），甚至还略有胜出。

表明在国内，药企对中国本土市场的重视使得企业

对科研的投入不亚于跨国药企。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跨国制药公司在知网平台论文检索数量

公司
文献
总量

年均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辉瑞 １９９ １９．９ １７ ９ ２１ ３６ ２６ １５ ３３ ２２ １１ ９

诺华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 ４ ６ ８ ２ １３ ２３ １９ ８ １３

拜耳 ９０ ９ ３ ２ １５ １６ ２５ １４ ６ ４ ４ １

阿斯利康 ８６ ８．６ ４ ７ ８ ５ ５ １３ ２７ ７ ６ ４

礼来 ８０ ８ １５ １ ６ ９ ２ １６ ６ ３ １３ ９

葛兰素
史克 ４９ ４．９ ４ ４ ６ ５ ５ ７ ５ ３ ５ ５

表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国内制药公司在知网平台论文检索数量

公司
文献
总量

年均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正大天晴 ２１８ ２１．８ ８ ９ ２ ７ １５ ２６ ４４ ３６ ３６ ３５

恩华药业 ９６ ９．６ １４ ４ ９ １０ １２ １１ １１ ８ １０ ７

恒瑞医药 ８６ ８．６ ７ ９ １１ ８ ３ ７ ３ ５ １８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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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文献
总量

年均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金陵药业 ６０ ６ ３ １１ １０ ３ ８ ５ ８ ３ ４ ５

苏中药业 ５９ ５．９ ２ ２ ９ ５ ３ １０ １０ ９ ４ ５

济川控股 ４４ ４．４ ０ １ ０ ５ ８ ４ ５ ３ １２ ６

豪森药业 ３５ ３．５ ０ １ １ ２ ３ ６ ４ ４ ８ １０

图１　跨国药企与国内药企年均发文量对比

２．１．２　国外发文量

在ＳＣＩ数据库中检索了１３个公司的论文发表

情况，结果如表３和表４所示。跨国制药公司发表

文献最多的仍然是辉瑞，共发表了１２８１８篇论文，

平均每年超过１０００篇，此外诺华与葛兰素史克的

年均论文总数也超过了１０００篇。而国内制药公司

中，发文最多的恒瑞医药也仅有总共７４篇ＳＣＩ论

文，金陵药业甚至１篇也没有。从国内外公司在

ＳＣＩ的发文量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内制药公司文献

产量差距显著。这表明国内企业高质量论文的发

表有所欠缺，这主要是由于跨国制药公司每年投入

大量的资源用于科研，所获得成果也是非常可观，

而国内制药企业则对自主研发不够重视，所以在国

外高质量期刊上发表论文缺乏竞争力。

表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跨国制药公司和国内制药公司

在ＳＣＩ数据库中论文检索数量

公司
文献
总量

年均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辉瑞 １２８１８１２８１．８１４２５ １４７３ １５３０ １５７７ １４２３ １３３５ １１２２ １００９ ９０６ １０１８

诺华 １０６９５１０６９．５１００４ １０１５ １０７７ １０６９ １０６７ １０８３ １０８６ １０９０ １０８６ １１１８

葛兰素
史克 １０５０９１０５０．９１０３７ １１４４ １１５８ １１４７ １１３６ ９４９ １０２７ ９１４ ９４２ １０５５

阿斯利康 ９０６２ ９０６．２ ８０２ ７８２ ８２６ ８０１ ８５９ ９９１ ８８９ ９８９ ９４１ １１８２

礼来 ５７５３ ５７５．３ ６５６ ５７８ ５５７ ５４４ ５２１ ５２５ ５８７ ５３７ ５７５ ６７３

拜耳 ４１５３ ４１５．３ ３７２ ４０１ ３８３ ３４５ ４０５ ４３１ ４３７ ４１２ ４４７ ５２０

表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跨国制药公司和国内制药公司

在ＳＣＩ数据库中论文检索数量

公司
文献
总量

年均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恒瑞医药 ７４ ７．４ ３ ４ ４ １１ ４ ４ ９ １１ ９ １５

公司
文献
总量

年均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恩华药业 ２８ ２．８ １ ０ １ ０ ２ ２ ２ ７ ７ ６

正大天晴 １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４ ３ １

豪森药业 ８ ０．８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４ ２ ０

济川控股 ８ ０．８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２ ５

苏中药业 ６ ０．６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１

金陵药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１．３　论文影响力

ＥＳＩ数据库收录的均为国际上以科研能力著

称的机构，是衡量企业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通过

在ＥＳＩ药理与毒理学学科中检索可见，所选取跨国

制药公司均进入ＥＳＩ数据库，其具体排名情况为：

辉瑞第８，葛兰素史克第１５，阿斯利康第２１，诺华第

２４，礼来第８８，拜耳第１８６，表明这些制药公司的基

础科研能力较强。遗憾的是，在这个分类中，没有

中国企业进入，甚至在其他的医药及化学相关分类

中，都没有中国制药企业。而全球排名第二的辉瑞

制药，不只是在药理毒理这个分类中位于第８的高

位，在其他与医药相关的ＥＳＩ排名中都能占有一席

之地。

２．２　专利产出比较

从公开专利数量来看，跨国制药企业持有的专

利数量是远超国内制药企业的（图２），近十年内，跨

国公司专利产量均数以千计，其中诺华公开专利数

最高为２２６７５篇；而国内药企近十年内公开专利数

仅几十篇至几百篇内，其中恒瑞公司公开专利数最

多，也仅为４２４篇。

表５　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专利数据

公司
国际
专利 ＣＮ

中国专
利占比

公司
国际
专利 ＣＮ

中国专
利占比

诺华 ２２６７５ ２７８９ １２．３％

恒瑞医药 ４２４ ９１ ２１．５％

阿斯利康 １８１０１ １４２０ ７．８％

恩华药业 １１８ ６３ ５３．４％

辉瑞 １４９６３ ６７８ ４．５％

豪森药业 ９１ ９１ １００．０％

拜耳 １３８４５ １０００ ７．２％

正大天晴 ８８ ５３ ６０．２％

葛兰素史克 ９８２５ ５７７ ５．９％

济川制药 ４４ ４４ １００．０％

礼来 ８４８８ ４９２ ５．８％

金陵药业 ３２ ３１ ９６．９％

苏中药业 ２３ １９ 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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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各企业在中国的专利公开情况来看，几家跨

国公司的中国专利数量所占比例较低，这表明，大

部分专利都是在国外授权获得保护的，这些专利所

覆盖的领域越广，留给中国制药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空间就会越小；同时，国内制药企业除恒瑞医药外，

所公开的专利中，均是中国专利为主，这反映出，国

内的制药公司主营业务基本局限在大陆市场，没能

走出国门。然而国内市场上，跨国公司的专利也是

数量占绝对优势的，且类似诺华这样的公司，中国

专利的占比达到了１２．３％，说明跨国公司也非常重

视在华的业务。如果国内的制药企业不能加强创

新意识，提高自主科研创新的能力，将会在国际国

内都面临越来越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

图２　跨国药企与国内药企年专利对比

３　讨论

通过上述的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在国外论文

发表数量和专利公开数量上，我国的制药企业和跨

国制药巨头们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悬殊差

距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１．我国制药企业多

以仿制药和原料药生产起家［９］，虽然企业规模不断

扩大，但从论文发表数量上可以看出，这些企业的

理论基础差，自主研发续航能力较弱，缺乏自己的

核心技术；２．国内的制药企业有相当部分是以中药

制品为主要产品的，比如金陵药业，这部分企业的

科研项目也大多是围绕着中医药行业进行的，所以

其成果在国外的期刊杂志上发表的就会比较少；３．

企业对科研不重视，很多制药企业每年的研发投入

占营业收入比不到１０％，如济川药业２０１５年年报

中，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仅为３．３７％
［１０］，

恒瑞２０１６年的年报中也仅有１０．６８％
［１１］，而跨国公

司的投入研发比可达到销售额的２０％，平均在

１５％以上
［１２］。

在全面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今天，制药企业如果

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就需要有自己的新药，自己

的核心技术，才能实现对国外制药企业技术壁垒的

突破。而开发新药是个需要大量积累的过程，这就

需要企业加大研发的投入。让笔者颇感欣慰的是，

在检索过程中，看到很多药企与国内的多家高校以

及科研院所有合作，我们确信这应该是一个协同创

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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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图书馆的绩效思维、

融合思维和互联网思维


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　张海江

摘　要：“新常态”下，一方面图书馆的经费投入肯定会减少，另一方面图书馆投入与产出

的绩效比较差。图书馆应该从亚马逊“预测式发货”理念中得到启示，树立绩效意识、联盟意识

和互联网思维，以最少的投入来赢得读者的支持和信赖，发挥最大的效益。

关键词：新常态；亚马逊；预测式发货；图书馆；绩效；联盟；互联网

１　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是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最先由美

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ＭｏｈａｍｅｄＥｌ

－Ｅｒｉａｎ）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

“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

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

阐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时期，我们要

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

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

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

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

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

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新

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

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

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

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

增长将与过去３０多年１０％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

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

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

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

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

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

权。

当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已进入新常态阶段，图

书馆人必须适应如何在低增长或者零增长的环境

中过“紧日子”，图书馆员必须分析研究新常态对图

书馆事业带来的影响及对策。本人认为，新常态下

各图书馆必须依赖联盟的力量和机制以满足日益

增长的信息需求———“图书馆联盟”，是一种有效的

途径和对策。而图书馆联盟的发展，图书馆必须树

立三种思维，即绩效思维、融合思维和互联网思维。

“新常态”对图书馆来说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更是

重振自己的重要机遇。图书馆要树立绩效思维，乘

经费调整的机会对图书馆活动的绩效进行重新评

价和盘点；还要树立互联网思维，把图书馆看做整

个网络中的一员，以网域级理念推进图书馆的转型

和创新；同时也要树立融合思维，一方面活用社会

各方面的资源，一方面深化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善

于与利益相关者一起在共建中实现共享。

２　基于流通数据下的图书馆绩效统计

长期以来，我国很多的图书馆存在一方面受书

价不断上涨和图书经费投入不足的困扰，另一方面

现有馆藏图书利用率不高，购书经费浪费严重，投

入和产出不协调，绩效偏低。以下是笔者对苏州市

吴江区图书馆（简称“我馆”）近几年来的流通数据

统计。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图书流通量、利用率

年份 购书费（万）购新书（册）馆藏数（册）流通量（册次） 图书利用率（％）

２００７ ４１１．９ １４７８３５ ５４２４００ ４４６５３４ ８２．３３

２００８ ３５０ １２５５１２ ６６７９１２ ４５６０８８ ６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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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购书费（万）购新书（册）馆藏数（册）流通量（册次） 图书利用率（％）

２００９ ２８５ ９４３８８ ７６２３００ ４０３５６９ ５２．９４

２０１０ ３００ １０２２３６ ８６４５３６ ５２６９３８ ６０．９５

２０１１ ４００ １２１９７４ ９８６５１０ ５０６９３４ ５１．３９

２０１２ ４５０ １９０７７３ １１７７２８３ ４９０２２１ ４１．６４

２０１３ ２５０ ７９１７５ １２５６４５８ ６６５２１０ ５２．９４

２０１４ ２５０ ８０５２７ １３３６９８５ ７５３９７８ ５６．３９

２０１５ ２４０ ７２６４９ １４０９６３４ ６９３６５２ ４９．２１

　　说明：２００７年我馆建新馆开放，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

年我馆开展“四位一体”农村信息服务中心建设，所

以这三年的购书经费相对充足，新购图书相对比较

多一些。

从表１可以看出：①我馆的购书经费基本保持

同一水平，并在近几年有减少的趋势，这是“新常

态”下的正常情况；②藏书数基本保持每年１０万册

左右的投入量，但图书的利用率并没有呈现出增量

态势，反而在逐年下降，说明我馆的图书采访工作

在这９年中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改变，缺少创新；③

图书流通量、图书利用率与购书经费、年购新书并

没有成比关系，虽然２０１１年购书费最多、购新书最

多，但图书利用率却最低，说明这一年多花钱并没

有产生最大效益，新购图书不合读者“口味”。④图

书利用率偏低，每年平均有将近一半的图书没有被

借阅，说明图书馆投入与产出的绩效较差。

表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新书在当年及后来几年中

的利用率（％）统计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购新书册数

２００７４１．５７４０．５９２９．８１２２．４６１７．７２１３．４０９．４９ ７．４３ ７．１２ １４７８３５

２００８ ３６．１１４２．０４３１．４８２４．７９１９．９８１５．０８１１．９１１０．８５ １２５５１２

２００９ ３２．０３３６．８６２８．５１２２．７３１６．６８１２．８２１２．１２ ９４３８８

２０１０ ２５．９４３３．００２６．１８１９．７４１５．７１１４．３６ １０２２３６

２０１１ ２５．３５２９．３５２２．９４１７．８５１６．１２ １２１９７４

２０１２ ２０．６６２５．２３１９．８４１７．０６ １９０７７３

２０１３ １９．５６２５．９７１６．４５ ７９１７５

２０１４ ２６．２３３２．０５ ８０５２７

２０１５ ２２．１９ ７２６４９

　　说明：新书进入流通后第二年的利用率最高，

原因是在一年中的新书不断按批次进入流通，并非

一次性入藏，在下半年入藏的新书离年底较近，与

读者接触时间短，有的新书进入流通没多长时间就

开始统计一年的借阅情况，所以当年不能完整反映

新书的利用情况。

从表２可以看出：①图书馆馆藏在前二年的利

用率最高，从第三年开始逐年递减；②新书的利用

率最高值仅为４２．０４％，只有四成新书进馆后被利

用过，有六成的图书很少或根本无人利用，说明新

书利用率低，购书质量及程序有待提高。

３　亚马逊发明“预测式发货”，预先掌握用户

需求

亚马逊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获得了一项名为“预测

式发货”的新专利，可以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分析，在

用户还没有下单购物前，提前发出包裹。这项技术

可以缩短发货时间，从而降低消费者前往实体店的

冲动。亚马逊在专利文档中表示，从下单到收货之

间的时间延迟可能会降低人们的购物意愿，导致人

们放弃网上购物。所以，亚马逊可能会根据之前的

订单和其他因素，预测用户的购物习惯，从而在他

们实际下单前便将包裹发出。该专利文件证明，该

公司希望充分利用其积累的庞大用户数据，以此获

取竞争优势。

亚马逊表示，为了决定要运送哪些货物，亚马

逊可能会参考之前的订单、商品搜索记录、愿望清

单、购物车，甚至包括用户的鼠标在某件商品上悬

停的时间。该专利凸显出一大行业趋势：科技和消

费企业都在通过种种方式提前预测消费者的需求。

如今的智能冰箱已经可以预测何时需要购买更多

牛奶，智能电视也能预测哪些节目需要进行录制，

而ＧｏｏｇｌｅＮｏｗ软件则试图预测用户的日常规划。

４　“亚马逊”带给图书馆工作的启示

过去图书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量的发展上，特

别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潮时期，人们往往

觉得只要有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办成，所以把大量的

资金用于硬件建设和项目建设，而忽略了软件方面

的发展。“新常态”，意思是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

去，我们必须适应中低增长的环境了。从文化角度

来讲，“新常态”意味着我们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这

是一个无法预知的时代，一切都可能发生，一切都

可能改变，我们要换一种思路发展，换一种方式生

存了。虽然至２０１４年国内经济高增长态势总体上

还没有改变，人们依然沉浸在大发展、大繁荣的氛

围中，觉得有钱就可以建图书馆、建数据库，上大项

目，没有意识到“新常态”会到来。我国经济在不久

会进入中低增长时期，“新常态”对社会方方面面一

定会产生影响。一旦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会

对图书馆、情报机构投入方式和发展方式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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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从２０１４年起全国大多数图书馆的预算基本都

是零基预算，就是不增长，不像以前一定是百分之

多少的增长比例了。过去的发展主要靠大投入，基

建的大投入，项目的大投入，现在突然刹车，逼着我

们要改变发展方式了。在新形势下，有专家、学者

看出：全国各图书馆可以依赖联盟的力量和机制以

满足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图书馆联盟活动可分

为三个层次———沟通交流、抱团取暖、事业拓展，并

以ＯＣＬＣ等机构的发展为例提出新常态下图书馆

联盟发展的新路径，强调需在图书馆树立三种思

维，即绩效思维、互联网思维和融合思维。

４．１　绩效意识

亚马逊开发“预测式发货”，目的是为了提高工

作效率，加快物流速度，赢得更多的顾客，强化绩效

意识。“新常态”倒逼人们转变价值观念，已经成为

欧美的一种价值观，过去那种不计成本、不讲效益

的大手大脚和虚荣奢华的作风已经不适应新的发

展潮流。国际上都在提倡节制型发展（Ｆｒｕｇａｌ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即“花小钱办大事”的发展观，都在强

化“绩效意识”。

图书馆过去往往缺乏成本意识，不太重视成本

管理，其实管理、采访、编目、服务甚至库存都有成

本问题。如果这些成本能够降低一点的话，那么图

书馆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会得到提高一截，这就

是绩效。新常态下，我们需要从绩效的角度对图书

馆的各项工作进行价值评估，特别是“采访工作”应

该象“亚马逊”一样，要有先知先觉意识，要参考之

前的借阅情况、图书检索记录、预约清单、拒借统

计，甚至包括读者的鼠标在某种图书上悬停的时间

等等，开发建立自己的“预测式阅读”分析系统，有

针对性地采购读者喜欢的新书，以提高新购图书的

利用率。

４．２　联盟意识

为什么在电子商务发展普遍受挫时亚马逊的

旗帜不倒？是什么成就了亚马逊今天的业绩？亚

马逊的快速发展说明了什么？经过研究惊奇地发

现，正是被许多人称为是电子商务发展“瓶颈”和最

大障碍的物流网拯救了亚马逊，并创造了亚马逊今

天的业绩。通过亚马逊的生存和发展经历带给图

书馆界的启示是，图书馆也需要建有互惠互利的圈

子网，即联盟意识。图书馆联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它才成为图

书馆学文献中的一个专业词汇。实践证明图书馆

联盟是实现资源共享最实际、最有效的组织形式。

图书馆联盟首先可以促进沟通、交流思想、表达诉

求。其次可以抱团取暖，近年来西方经济进入“新

常态”阶段，大部分图书馆面临经费削减的窘境，穷

则思变，为摆脱困境携手成立图书馆联盟，由于目

的性较强，因而很注重绩效。再者可以拓展事业，

如目前已经在１７０个国家／地区拥有１６７３７家图书

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ＯＣＬＣ联盟具有专业的服务

规范、执着的追求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合作精神。

图书馆既是信息的提供者，也是信息的利用

者。图书馆只有树立联盟意识，在与其他利益相关

者一起共同承担信息服务责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

利用和分享他人的信息资源，才能以最少的投入来

赢得读者的支持和信赖，发挥最大的效益。

４．３　互联网思维

２０１３年底，高德纳公司（Ｇａｒｔｎｅｒ）发布了２０１４

年十大战略性技术趋势报告，其中之一是网域级

ＩＴ（Ｗｅｂ－ｓｃａｌｅＩＴ）。高德纳指出，亚马逊、谷歌、

脸谱等大型云服务提供商正在重塑提供技术服务

的方式。这些公司的能力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规模

范畴，还涉及到速度和敏捷性”。高德纳认为，信息

技术企业应该仿效这些领先的云提供商的流程、框

架和实践。根据该公司预测，至２０１７年在全球

２０００家世界级企业中将有一半采用网域级ＩＴ，而

２０１３年只有１０％使用这种结构，网域级ＩＴ是世界

发展潮流。图书馆作为专业信息服务机构，毫无疑

问应该具备这样的思维意识。

５　结束语

“新常态”对图书馆来说是既是严峻的持挑战，

更是重振自身的机遇。应该向亚马逊 “预测式发

货”理念学习，树立绩效意识，乘经费调整之机对图

书馆活动的进行绩效评估；树立联盟意识，通过合

作达到双赢；树立互联网思维，把图书馆看作整个

网络中的一员，借船出海，借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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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老年读者网络信息需求服务探析


———以昆山图书馆为例

昆山市图书馆　殷　玲　陈继华　杨利丽

摘　要：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老年读者的比例也不断增长，本文以昆山图书馆的老

年读者为调查对象，通过发放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来调查新媒体环境下老年读者的网络

信息需求，并在文末针对性的提出加强开展网络技能培训和馆内自助设备使用培训、根据老年

读者信息需求合理配置数字资源、建立专有老年读者微信、ＱＱ服务群等若干策略。

关键词：老年人；公共图书馆；信息需求；调查；服务

　１　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图书馆开展老年人网络信

息服务的重要性

１．１　保障老年读者信息权利是公共图书馆的

责任与义务

当前中国的老龄化形势严峻，据国家统计局最

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国６０岁以

上人口已达２．３亿人，占总人口的１６．７％，６５岁以

上人口达１．５亿人，占１０．８％的比例。随着我国人

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关注

老年工作，倡导“积极老龄化”，公共图书馆作为公

共文化机构，有责任、有义务来保障老年人的信息

权利得到保障。

１．２　新媒体环境下开展老年人网络信息服务

的必要性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已达７．３１亿

人，而６０岁以上老年网民仅占比百分之四。在网

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流方式环境下，老年

人由于受到文化程度、年龄、缺乏专业的技术培训

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率较低，如

此情况必定会出现老年群体的信息权利得不到保

障，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为了提高老年群体的生

活质量，提高老年群体的信息和媒介素养以及大力

开展老年群体网络信息服务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但

是老年群体自身的需要，也是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必

然要求。

２　调查内容和结果分析

为了掌握老年读者网络信息需求，采用发放问

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昆山图书馆６０岁以上的

到馆读者进行了调查。

２．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读者性别占比方面，男性老年读者比例为

８０％，女性老年读者比例仅为２０％，男性读者是女

性读者的４倍，女性老年人的时间大部分被家务琐

事占用，较少使用图书馆。

（２）老年读者年龄在６０－７０岁之间的占３６％

的比例，７１－８０岁之间的占５９％的比例，８０岁以上

的占５％的比例。因为昆山地区外来人口较多，很

多６０－７０岁之间的老年人选择退休后再就业以减

轻子女的压力，所以这一年龄段的老年读者相对较

少；７１－８０岁之间的老年读者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

时间，所以占比相对较大。８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

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等因素，使用图书馆的人次和

频率明显少于其他两个年龄段的老年人。

（３）学历为高中（含中专）、大学（含大专）及以

上文化程度的老年读者合计达６９％的比例，文化程

度较高的老年读者较多的使用图书馆。

２．２　老年读者关注的网络信息类型和信息需

求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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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息需求类型的题目是多选题，从调查结

果来看，①７６％的老年读者关注社会、时政类新闻；

②６９％的老年读者关注健康、养生信息；③４２％的

老年读者关注天气预报；④２１％的老年读者关注休

闲娱乐信息；⑤１３％的老年读者关注金融证券类信

息，小部分老年读者关注军事信息、工业发展信息。

数据显示，最受老年读者关注的是时政热点、

社会新闻，这和当今的老年人大都经历过新中国成

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时代变迁有关，以及老

年人想通过不断的关注社会时政新闻来认识和了

解飞速发展的社会，另外图书馆老年读者中男性占

了更大的比例，男性向来比较关注社会、时政类新

闻，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健康、养生、保健类信息成为了老年人第二关

注的信息类型，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机

能不断衰退，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健康问题，老年

人都渴望长寿，所以老年人喜欢查阅一些健康养

生、疾病预防、求医问药方面的信息。

天气状况老年读者第三关注的信息，老年人大

都有未雨绸缪的特点，他们对天气预报非常关注，

还有一部分经济水平较高的老年人退休后喜欢全

国甚至全球各地去旅游，他们会随时关注天气预报

信息。

有些老年读者根据个人如听戏、书法、绘画、编

织、烹饪等兴趣爱好，从而比较关注休闲娱乐类信

息，喜欢阅读、搜集一些相关技术技巧，来提高自己

的兴趣技能。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喜欢炒股票，会多

去关注一些金融证券类信息。其他老年人由于个

人的兴趣爱好或退休前的工作特点，喜欢关注一些

军事类、工业发展类的信息。

调查结果表明，新媒体环境下，老年读者的网

络信息需求已趋于多样化，他们对不同类型信息的

需求程度均有所不同，老年读者信息需求有实用

性、具体性、切身性、浅显性的特点。

２．３　老年读者获取信息的方式及对待网络获

取信息的态度

根据调查结果，昆山图书馆的老年读者中有近

三分之二的老年人是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

媒体来获取信息的，三分之一左右的老年读者通过

使用电脑、手机、平板等上网设备从互联网上获取

信息。调查者中有７６％的老年读者对待网络上获

取信息持支持态度，他们认为网络上信息资料非常

丰富；１６％的老年读者不支持从网络上获取信息，

他们认为网络上信息真假难辨、良莠不齐，容易上

当受骗。

２．４　老年读者对网络信息技术的学习需求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８０％左右的老年读者对学

习新媒体和信息技术都有很强烈的需求，他们都渴

望能掌握使用电脑、手机、平板来上网的技能，他们

觉得通过互联网可以获取新闻资讯，可以和子亲朋

好友沟通交流，可以在网上下棋打牌，可以网上购

物等等，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２．５　老年读者对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知晓度

从调查结果来看，７８％的老年读者对昆山市图

书馆提供的无线网络、数字资源、信息参考咨询服

务、电子读报设备、微信公众号等信息服务的知晓

度不高。有的老年读者即使知道也不会使用，他们

对图书馆的使用还是仅限于读报、看书方面，并且

调查发现老年读者新技术、新设备、新系统普遍有

畏惧心理。

２．６　希望图书馆提供的网络信息服务类型

受访者中７３％的老年读者希望图书馆能提供

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等上网设备的培训服务，教授

老年人上网技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绝大部分的

老年读者都提到希望图书馆还能提供馆内自助设

备的使用培训服务，以及 ＯＰＡＣ检索平台、馆内无

线网络连接、数字资源、微信公众号的相关培训服

务，他们也期望像年轻人一样享受这些公共文化资

源。还有部分老年读者希望图书馆能定期举办一

些和老年人相关的诸如讲座、剧场、展览读书会、座

谈会，以及书法、绘画、摄影、编织等比赛活动。

３　公共图书馆开展老年读者网络信息服务的

若干策略

３．１　加强开展网络信息技能的培训

老年读者对掌握上网技能有着强烈的需求和

渴望，但是他们却没能得到系统、有效的技能培训，

他们在使用电脑、智能手机上网方面仍然面临着很

大的心理和技术障碍，公共图书馆应该充分发挥自

身公共电子资源的优势，积极开展老年人网络技能

培训。上网技能培训不仅限于电脑使用方法，还要

加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上网设备的操作技能，

培训课程要有针对性的分为基础班、提升班、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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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以满足不同需求和不同水平的老年读者。培训

方式上要采用集中教学和一对一辅导相结合的方

式，这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培训服务，可以更好地

满足每个老年读者的需求，让老年读者能真正掌握

并运用到实际中。

３．２　开展馆内自助设备使用培训，并提供个

性化的参考咨询服务

现在馆内自助借还书机、自助办证机、触摸屏

读报机等设备十分普及，但是老年人使用起来却非

常困难，需要求助于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往往为了

节省时间会替老年读者“代劳”，这样导致老年读者

下次使用时还是不会，所以公共图书馆要重视这样

的“小事”，积极开展馆内自助设备使用方法培训，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更多的老年读者掌握

独立操作自助设备的技能，这样触类旁通，还有助

于老年人对其他诸如医院自助挂号缴费设备、车站

自助购票设备等的使用熟悉程度。

与此同时，图书馆要为老年读者提供有针对

性、个性化的参考咨询服务，要专门开设针对老年

读者对新技术、新系统的参考咨询服务，针对老年

读者对于馆内无线网络连接、数字资源访、微信公

众号的使用方法、以及 ＯＰＡＣ检索平台、图书分类

法等方面的问题，给予及时、细致的回复，还要定期

宣传和推送适合老年读者的新书推荐和活动预告

等信息。针对部分信息需求层次较高的老年读者，

图书馆也要能提供相应的专业信息服务。

３．３　数字资源的采购要考虑老年读者的信息

需求

馆内采购数字资源时要充分考虑到老年读者

的信息需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采购一些老

年人信息需求方面的资源，并在馆内外积极宣传，

引导老年人使用。

３．４　建立专有老年读者微信、ＱＱ服务群

为老年读者创建专有的微信、ＱＱ服务群，专

门推送老年读者服务活动信息，宣传图书馆公共文

化资源，随时回复老年读者使用图书馆过程中的疑

问，收集老年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和提升

服务质量。

４　结束语

预计２０５０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４亿，

老年人整体文化水平将会越来越高，公共图书馆要

抓住机遇，跟上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老年读者信

息服务手段和内容，让更多的老年人成为图书馆的

忠实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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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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络电台，开展音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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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在全民阅读推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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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阅读服务创新研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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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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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全民阅读，读者

不再是被动受众，载体不再是单纯纸媒，视听阅读

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公共图书馆作为开

放的知识与信息中心，不断适应读者需求和阅读方

式的变化，综合运用实证研究、网络调查、统计分

析、经验总结等方法，研究视听阅读创新服务，搭建

读者互动新平台，将有效拓展全民阅读受众面，深

化阅读服务，促进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深入

推动传播知识、传承文明这一社会功能的实现。

２　网络视听阅读推广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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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理学实验表明，人对客观事物的接受率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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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更是强化了视听

信息的重要性。对于公共图书馆而言，利用网络推

进视听阅读服务，是创新阅读推广服务理念、服务

内容和服务手段的重要途径。

２．１　视听阅读契合读者需求导向

当前，“视听”正逐渐成为人们接受的一种阅读

方式，网络环境中的视听阅读，越来越契合读者的

阅读需求。第一，视听阅读契合读者即时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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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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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读者间高效

充分的交流互动。第二，视听阅读契合读者数字

化、集成化、远程化的信息需求。网络环境下的视

听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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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信息资源的精品化和集成

化，实现读者远程自助传递信息的需求。第三，视

听阅读契合读者手机阅读、移动阅读的信息需求。

吴建中指出，全球正在从传统互联网时代快速进入

移动互联网时代［３］。国内外有关新阅读载体的调

查表明，手机阅读是未来一段时间人们的首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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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６．

５６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２０１５年

９０．１％提升至９２．５％
［４］。公共图书馆需要利用

ＡＰＰ等新技术手段，在提供读者注册认证、检索、续

借、数字资源推送发布等移动服务的基础上，发掘

内容资源的更多价值。

２．２　视听阅读契合网络发展趋势

视听阅读的创新推广，得益于网络技术的迅猛

发展。在网络环境下，公共图书馆视听阅读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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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迅速延伸到了网络覆盖的任何

地方，这使得图书馆阅读服务无所不在成为可能。

从理论支撑、技术支持上看，当前国内外一些著名

的基于Ｓ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社会性网

络服务）技术的社交网站发展迅猛，如国外的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ＭｙＳｐａｅｅ、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国内的人人网、

新浪微博、ＱＱ空间等，它们为用户搭建随时交流、

即时获取、分享信息资源的平台，这些平台及其运

行经验可以为公共图书馆借鉴利用。世界很大，但

在网络的世界里依旧很小。数学领域有一个著名

的“六度空间理论”，又叫小世界理论，认为任何两

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

最多通过五个中间人就能联系起两个陌生人［５］。

随着网络环境下自媒体的发展，大众自传播能力迅

速提升，这为读者间的异地共时阅读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条件。各类读者群体因为相同话题、共同爱好

等凝聚在一起，在网络上共享他们的想法、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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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新兴“媒介”，创新服务方

式，进驻ＳＮＳ网站，发挥视听资源优势，拓展开发

具有图书馆特色的功能模块和服务平台。

２．３　视听阅读契合信息创建主体多元化趋向

视听阅读的创新推广，突破了传统意义上信息

创建主体的概念和范畴。传统的公共图书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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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只能被动、

消极地接受服务。互联网创造了平等开放的信息

空间，实时互动与异步传输并举，让图书馆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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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图书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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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信息传播。读者利用 ＤＶ、相

机、手机、录音笔等采制设备，会声会影、Ｐｒｅｍｉｅｒｅ、

Ａｕｄｉｔｉｏｎ等视音频编辑软件和即时通讯软件工具，

除了可以“自我生产”，上传个人创作和拥有的视听

信息，还可以选择关注感兴趣的个人或机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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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信息对于

读者而言，通过网络化的人际传播及超链接跳转，

由单向单次接收，变为多向多次多级接收，从而大

幅提高视听阅读资源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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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积极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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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的信息服务新局面。

３．１　探索一：音频互动，依托网络音频分享平

台发布声音。

３．１．１　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创设“书香吴中”

官方网络电台

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目前正处于新馆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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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阅读推广新

路。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４日，吴中区图书馆依托知名的

网络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ＦＭ，正式开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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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众多读者的参与。读者只需登录喜马拉雅ＦＭ

网站，搜索“书香吴中”，即可进入吴中区图书馆的

官方网络电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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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络电台专辑音频。读者通过手机、

ｉＰａｄ等移动设备可以随时随地便捷收听，同时能够

以志愿主播的身份发布声音，参与“明星主播”评

选，并主动转发电台发布的声音链接，助推了电台

的有序运行和良好社会效应的营造。

“书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开通以来，紧密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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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这一主题，在实践中摸索、研究运行方

案，向社会招募志愿者主播，先后创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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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讲座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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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

２０１５年第十届苏州阅读节优秀活动奖。电台对

“太湖大讲堂”的现场音频进行录制加工，并在网上

发布，以延伸信息传播渠道。专辑二《作家面对

面》：邀请身边作家，推荐原创图书，畅谈创作感想

并进行阅读推介，同时邀请志愿者主播选读其作品

并定期发布，以重点宣传推广本土作家和吴地文

化。专辑三《吴中文库》：着力宣传推介《吴中文库》

丛书，并鼓励志愿者主播自由选读。专辑四《“阳光

苗苗”爱阅读》：涵盖吴中区图书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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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和家庭、学校、社会间构筑了桥

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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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督导师姜老师提供公益心理援

助，同时邀请志愿者主播自由选读其博客作品并定

期发布。专辑六《史老师荐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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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并采购加工，

提供借阅，鼓励读者发布读后感音频。截至２０１６

年８月１３日，“书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开播８个

月来，发布声音２１１条，播放次数达２００００余次，粉

丝数量增长迅速，成人志愿者主播４２人，少儿志愿

者主播２９人，有效开发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潜在

读者。

对于授权图书馆的作家作品，志愿者主播完全

是自主选读，相关统计数据更能客观反映民众的阅

读兴趣和倾向，《红茶心灵之约》《“阳光苗苗”爱阅

读》《作家面对面（一）》《太湖大讲堂》的发布声音和

点播次数位于前列。首先，作家和主讲人本身的社

会影响力与声音发布点播直接关联。其次，贴近生

活、本土文化、社会热点的作品内容更易受到关注。

例如，《红茶心灵之约》专辑中，“你遇到过这样的同

事吗”“父母婚姻带给我们哪些影响”“孩子的终极

竞争力是什么”等与家庭、生活、职场密切相关的阅

读内容，点击量较大。“芈月凭什么值得男人珍爱”

与热播电视剧《芈月传》同期发布，播放次数非常

高。在《太湖大讲堂》专辑中，“苏州园林：你不知道

的秘密”“博物·指间苏州·刺绣”等与本土文化关

联，获得了广泛关注。最后，无论线上线下，少儿群

体都是公共图书馆读者群的重要组成，对于成人读

者的拓展和吸纳有较大的带动力，《“阳光苗苗”爱

阅读》专辑的播放达到了２６５１次就是例证。公共

图书馆需要在研究分析受众阅读选择的基础上，开

发出丰富优质的视听内容，引导阅读。

３．１．２　其他公共图书馆的音频互动服务

２０１６年以来，一些公共图书馆陆续加入到网络

音频互动推广阅读的服务队伍中，分别在喜马拉雅

ＦＭ或荔枝ＦＭ等网络音频分享平台注册，推广特

色服务。表１为以喜马拉雅ＦＭ 为平台的其他公

共图书馆音频互动服务示例统计情况。

表１　公共图书馆网络音频互动服务示例（平台：喜马拉雅ＦＭ）

用户名
首条音频
发布时间

平台
认证

粉丝数
／个

发布音
频数／条

专辑
／个

专辑名 内容 最新发布时间 主办方

浦东图书馆
空中图书馆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机构
认证 ３６２ ７４ １

每天 读 点 季
羡林全集（测
试版）

读经典 ２０１６年３月
浦东 图 书
馆

运河书苑 ２０１６年２月
机构
认证 ５７３ ６７９ ３

童声故事汇
亲子留声机
故事人

孩子讲故事
妈妈讲故事 ２０１６年８月

北京 通 州
区图书馆
第九 大 陆
国际

上图讲座 ２０１６年３月
机构
认证 ２３９１２ ８８ １

上 图 讲
座———名 人
演讲集

讲座 现 场 音
频 ２０１６年８月

上海 图 书
馆

朗读者
公益微电台 ２０１６年４月 未认证 ６０ １５ １ 阅读金陵

读经典
书评 ２０１６年８月

金陵 图 书
馆
南京 新 闻
广播电台

　　以上为笔者根据喜马拉雅ＦＭ平台显示统计整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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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互动内容看，仍以喜马拉雅ＦＭ为例，据２０１６

年８月１２日笔者检索不完全显示，目前，公共图书

馆在该平台进行机构认证注册的仍为数不多，内容

区分度不够明显，专辑数量不多。上海图书馆注册

的“上图讲座”用户以发布讲座现场录音为主要形

式，由于吸纳了优质的个体资源，在名人效应的带动

下，运行短短５个月，就达到了２２５．３万次播放，吸纳

粉丝超过２万人。上海浦东图书馆开设了《每天读

点季羡林全集》专辑，由专业人员诵读季羡林的作品

供读者收听，截至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２日，已发布声音７４

条。金陵图书馆注册用户“朗读者公益微电台”，开

设《阅读金陵》专辑，以读经典和书评为主要内容。

北京通州区图书馆的“运河书苑”开设了３个专辑，

以少儿和妈妈讲故事为音频发布的主要内容。

３．２　探索二：音频互动，依托微信公众号发布

声音。

利用微信公众号组织网络诵读比赛、征集发布

阅读主题音频，是公共图书馆网络音频互动服务的

又一形式。例如，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在２０１６年９

月１日上线微信订阅号“读佳少儿”，在“读佳少儿”

微信平台上，吴江区图书馆设计了“声音魔法石”板

块，邀请喜马拉雅ＦＭ 签约主播为少儿定期播讲绘

本故事，推荐绘本阅读。表２为江苏苏州地区的公

共文化机构及公共图书馆关于此方面的部分案例。

表２　公共图书馆网络音频互动示例（平台：微信公众号）

主办方 时间 主题名 内容

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 ２０１６年５月 首届苏州名人名篇网络诵读大赛 经典吟诵比赛

苏州市姑苏区图书馆 ２０１６年５月 给孩子讲故事 讲故事音频征集发布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 ２０１６年６月 姑苏有声书 读书

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 ２０１６年９月 声音魔法石 读绘本

　　以上为笔者根据微信公众号显示统计整理完成

　　３．３　探索三：音视频实时互动，开设网络视频

公益讲座。

２０１６年３月，吴中区图书馆以庆祝“三八”妇女

节为契机，开始了网络视频在线公益讲座的首次尝

试。活动特别邀请了网络培训心理专家姜老师担

任主讲嘉宾，双方磋商确定了“智慧女人、幸福人

生”这一讲座主题，并选择腾讯 ＱＱ平台为活动地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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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窗口展板及图书

馆建立的读者 ＱＱ群等多个平台对外宣传推介。

为扩大社会影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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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加群参加活动。讲座时间充分考虑读者的作息

规律，确定在３月７日晚８～１０点进行。一系列的

策划宣传活动引发了社会多方关注，讲座在开始前

就吸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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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群视频使用手册”等多个版块内容，对于新

入群的读者，均热情接待并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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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公益讲座在“书香吴中·女人慧”ＱＱ群

同时视频直播，当晚参加活动的在线人员最高达

２６８人，传统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时间、空间、地域界

限被彻底打破，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日韩的心理学爱

好者都加入了进来。除了在线读者外，打开ＰＣ电

脑或手机扬声器，读者身边的家人、友人也均可共

同收听。姜老师以实时视频讲座的方式，为大家解

析女性创造幸福人生的秘诀，同时开辟时段提供在

线心理答疑，读者不仅可以通过文字即时发表观点

和感想，还可以选择“上台”进行音视频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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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信平台推广

发布，同时在“书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发布讲座音

频，从而多维度地巩固、拓展活动成效。该网络视

频心理讲座与“书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合力，形成

蝴蝶效应，吸引了更多粉丝关注电台《红茶心灵之

约》专辑，加入志愿主播服务团队，传播阅读。网络

视频在线公益讲座的创新尝试，对于进一步扩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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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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特点

与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相比，公

共图书馆通过音视频网络互动服务的方式推广全

民阅读，具有其自身特点。

４．１　互动特征鲜明，体验自主灵活。

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投放的信

息，一般由专业人员统一采制，以点对面的方式发

布，读者以线性接受为主，自由度受限。公共图书

馆网络视听互动服务，互动特征鲜明，加上无门槛、

公益化的设置，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免费、便捷、丰富

的视听体验机会，读者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他

们可以在参与视听信息制作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

需要，多角度呈现其个性特点。在接收和传播视听

信息时，也可以突破时空限制，随时享受无限次点

播的乐趣，同时体验更多个体间的人际交流。

４．２　资源整合有力，推广主力转变。

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因其受众广泛，呈现出

面广量大、主题杂陈的特点，信息推广力量单一。

依托社交网络平台，公共图书馆可以将阅读主题信

息和读者的个性特征有机融合，以文字、图片、音

频、动画、视频等多元素进行立体化的信息呈现。

在阅读推广上，读者不只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更

可以自由点击和转发包含自己视听信息在内的链

接，提供给更多读者分享，从而在感受自身价值的

同时，成为全民阅读推广的主力军。

４．３　服务常态一贯，社会效果持久。

传统媒体在参与阅读推广时，往往选择世界读

书日、全民阅读日、读书节、图书馆宣传周等特定时

间节点进行宣传报道，掀起一时热潮。公共图书馆

把网络视听互动服务应用在阅读推广的日常工作

中，取得的社会成效更为稳固、持久。无论是书籍

的诵读、故事的讲述，还是讲座现场的音频等，都可

以长期保存在网络平台上。志愿主播团队将随着

个体数量及其影响力的拓展不断壮大，视听信息资

源内容不断更新补充，优质的资源又将吸引更多的

读者关注，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尤其对参与视听阅

读推广的青少年来说，保存在网络平台的视频、音

频，更是其在阅读中一步步成长的见证，具有特殊

的意义。

５　公共图书馆网络视听互动服务的推广策略

与路径

网络视听互动创新的实践尝试，让我们对做好

新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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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如何利用网络视听互动服务将更多阅

读信息传递给更多的读者，笔者认为以下方面需要

得到重视。

５．１　合作力量社会化

开展网络视听互动服务，仅靠公共图书馆自身

的力量是不够的。吴建中强调，“图书馆要增强与

社会的关联度，与社会共建共享资源”［３］。网络的

迅猛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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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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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中，促进知识的交流与创新，增加资源总量，从而

实现多赢局面。例如，喜马拉雅ＦＭ 用户“运河书

苑”就是由北京通州区图书馆与第九大陆国际共同

打造，“朗读者公益微电台”则由金陵图书馆与南京

新闻广播电台联合主办。另外，一些社会力量也很

重视通过网络音频分享平台进行自我宣传和公益

阅读服务，公共图书馆可以考虑与之合作，扩大阅

读推广的影响力。

表３　社会力量网络音频互动示例（平台：喜马拉雅ＦＭ）

用户名 首条发布时间 平台认证 粉丝数／个 发布音频数／条 最新发布时间

常春藤读书会 ２０１５年 机构认证 ２８７０ １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４月

小书虫有声童书馆 ２０１５年 个人认证 ２０７７０ ３３３０ ２０１６年４月

你是我的眼助盲公益 ２０１３年 个人认证 ５２０５ １１７５ ２０１６年８月

　　以上为笔者根据喜马拉雅ＦＭ平台显示统计整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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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听信息网络互动在赋予读者平等话语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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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要善于辨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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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志愿服务公益化

全民阅读推广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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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区图书馆在创建“书香吴中”官

方网络电台时，一方面邀请作家、教师、业界专家等

加入官方网络电台的公益服务队伍，另一方面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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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服务热情，其自发转播的推广力度

不容小觑。“书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创设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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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　主题创设个性化

网络为读者创造了自主探索、协作学习的互动

环境，公共图书馆要引发读者强烈的信息需求欲望

并保持持续关注，就要深入研究读者的个性需求，

精选视听信息网络互动主题，激发读者的学习“内

驱力”。优秀的资源是推动信息使用和传播的力量

源泉，如果要让读者不仅阅读信息，还要成为信息

的传播载体，那么就要求图书馆以读者需求为驱

动，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及窗口服务平台，多渠道获

取并分析读者的个性化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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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和网络

视频公益讲座立足自身资源，把握当前民众的心理

需求热点，精心设计专辑版面专栏和讲座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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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根据内在兴趣，自发性地对“话题”展开讨论，

从而实现信息交流深入度和满意度的提升。

５．４　内容选择本土化

视听内容的选择要尽可能贴近本地读者的实

际。吴中区图书馆注重选择本土作家、反映本地作

品的图书作为视听阅读的对象。一方面，发布《吴

中文库》诵读音频。大型历史文化丛书《吴中文库》

是吴中区“十二五”文化建设重点工程，历时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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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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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实体活动录音音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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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提升图书馆

的资源利用率，深化阅读推广的社会效应。例如，

“书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阳光苗苗”爱阅读》专

辑除了发布“阳光苗苗”朗诵团活动的相关音频外，

还在寒暑假期间，组织策划“我给大家讲故事”“国

学经典诵读”等活动，将小读者们生动演绎的音频

内容发布、上传至专辑，供读者在线或下载收听。

与此同时，吴中区图书馆还将平时邀请专家举办的

讲座录音、录像予以发布，供读者收听、收看，并且

组织作家、专家与读者的线下见面会和志愿主播交

流会，从而延伸了网络视听互动信息服务的触角。

５．５　信息公开合法化

保护和处理网络时代的视听信息不当容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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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对此要

予以高度重视。“书香吴中”官方网络电台开设的

每个专辑，发布的每条声音，均与相关的专家学者

签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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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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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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要加强视听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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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

阅读时代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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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提供新书信息推送服务、在线阅读电子资源服

务、实体资源借阅的查询、预约等核心服务；构建类

似百度知道、新浪爱问等问答式虚拟社区平台，一

些读者借助平台提出问题，一些读者回答问题，虽

然答案不完全准确，但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如：

读者对某书籍的观后感、书评等，有利于增加读者

之间的交流、互动及阅读的积极性。另外，高校图

书馆还可增加其他类型的服务。如：用户通过微信

公众号服务模块在线预订自习室座位研讨教研室

预约、专家讲座信息签到、回看等业务。

３．５　尝试跨界服务

高校图书馆的核心职能是为教学和科研作保

障，“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不能继续处于被动

的地位，尝试跨界服务，高校图书馆才能赢得更多

发展机会和认可，规避被用户和社会“边缘化”的危

险。［３］“互联网＋”时代的高校图书馆，用户并不是

因为想要借还书或者自习才来图书馆，图书馆可以

是交流中心和科技体验中心，高校图书馆可以设置

茶吧、多媒体视听中心、创客空间、３Ｄ打印教室、

ＶＲ虚拟与现实体验区等等，给师生提供开放、自

由、充满活力的空间，将这种跨界服务的“动”与图

书馆的“静”巧妙融合，并且相得益彰，给用户提供

多元化的选择和服务。［４］

３．６　建立用户反馈平台

用户参与度是衡量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质量

的重要依据之一，高校图书馆应加强注重用户的反

馈意见，设立专门的反馈平台。同时高校图书馆也

可以通过数据库的建立和共享，监测科研数据、把

握先机，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的发

展趋势，提供应用创新支撑。

４　结语

高校图书馆将“互联网＋”创新思维融入读者

服务工作，是在传统实体服务的基础上，拓展其服

务内涵，通过核心服务、定制服务、跨界服务、创新

服务，在服务中取长补短，缩短用户与高校图书馆

的距离，从整体上推进高校图书馆创新转型，实现

各类数字资源不断重组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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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独生子女的图书馆阅读服务研究

苏州大学图书馆　崔凌洁　董丽娟

摘　要：［目的／意义］旨在提高图书馆针对独生子女的阅读服务水平。［方法／过程］通过

调研和文献分析，对独生子女馆员和独生子女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行为进行分析。［结果／结论］

提出改善馆员与读者关系、调整馆员结构、提供特色服务、吸引幼儿读者等对策。

关键词：苏州；独生子女；图书馆；阅读服务

　　图书馆流通服务的研究早已是图书馆界关注

度最高的问题之一。然而，图书馆界针对独生子女

问题的研究极少。目前，独生子女已渐渐成为社会

各个领域的主力军，也给图书馆改变固有的服务

模式带来契机。图书馆的主旨是服务，为了更好的

开展图书馆的服务工作，有必要将服务与被服务

的主体作为研究对象。图书馆流通服务工作有读

者、馆员、书籍、规则、环境五大要素。读者是服务

对象，馆员是服务人员，书籍是服务载体，规则是服

务保障，环境是服务条件［１］。其中，馆员与读者是

图书馆流通服务的人为主体，图书馆工作秉承以人

为本的理念，坚持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馆

员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在实际工作中，随着独生子

女馆员与独生子女读者的比例增大，图书馆的流通

服务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将独生子女问题融入

到图书馆服务研究中，彰显了图书馆人对社会问

题的关注，也是图书馆界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

文通过对独生子女人格进行调查分析，为图书馆阅

读服务工作提出改进措施。

１　独生子女概述

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８０

后”“９０后”以及部分“００后”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

独生子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的修改，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中国正式从 “只生一

个好 ”转向鼓励生育２个孩子，施行了３０多年的

独生子女政策在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正式终结，从此

成为历史。国内外对独生子女的研究由来已久。

１９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 Ｇ．Ｓ．霍尔率先研究独生

子女问题，分析了独生子女的特异性；１９２８年，Ｈ．

Ｆ．胡克等人发表一系列研究论文，强调家族关系在

人格形成中的重要性，把独生子女与家族联系起来

加以研究；德国研究独生子女从医学领域开始，小

儿科医生Ｅ．内特尔１９０６发表了《独生子女及其教

育》。１９３７年，日本保育会会长、儿童心理学家山下

俊郎发表《独生子女其心理与教育》一文，阐述独

生子女的意义及其渊源，分析独生子女的心理特

点，提出独生子女的教育原则。在国内，社会学、心

理学、教育学等领域早已将独生子女这个特殊群体

作为研究对象。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６年，国内各种学

术刊物发表有关独生子女的论文６０００多篇。独生

子女问题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心理学主要研究独生

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教育学着重研究独生子女

学生的教育问题。

２　调查分析

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生子女在各个领域的工作、

学习、生活、人际交往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同样也存

在于图书馆的流通服务工作当中。

图书馆的流通服务工作是图书馆最基本也是

最重要的工作，服务人员（馆员）与服务对象（读者）

共同构成流通服务工作的主体。目前，读者很多是

独生子女以及独生子女的下一代，独生子女的下

一代正处于儿童期，他们的阅读导向主要来自于父

母。馆员与读者均为独生子女的状况还会持续很

长一段时间，比例会越来越大，独生子女馆员与独

生子女读者发生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本文

通过调查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对独生子女人

格特点、读者对图书馆的满意度、独生子女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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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习惯进行分析。

２．１　独生子女的人格特点

本文以文献分析与网络调查为手段，以苏州

大学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相城分馆的独生子女读

者与馆员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独生子女的人格特

点。

２．１．１　独生子女馆员

独生子女馆员是图书馆的新生力量，既有工

作热情，又有专业知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集万般

宠爱于一身，生活在学校和家长共筑的象牙塔中，

虽然有个性、有见解，但缺乏挫折教育。当他们走

向图书馆工作岗位后，优越感荡然无存，对工作产

生不满，认为个人价值得不到体现，图书馆员工作

得不到尊重，常有抱怨。这些馆员与读者一旦沟通

上出现问题，由于缺乏经验，不够理智冷静，很容易

把一些矛盾转化为冲突。这直接影响到流通服务

工作，破坏馆员在读者心中的形象，甚至影响以后

读者的到馆率。

２．１．２　独生子女读者

高校图书馆的独生子女读者以学生为主，这

些独生子女崇尚个性，以自我为中心，有些学生还

缺乏谦恭礼让、尊师重道的优良品质。他们经过高

考走进高校，对高校充满期待。然而，高校图书馆

在高校中的地位与功能，使得学生读者对图书馆

及馆员的认识有所欠缺甚至有偏见。他们表现出

的不满与不屑，常导致馆员与读者关系紧张，以致

影响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工作的开展。

公共图书馆的独生子女读者是社会的年轻群

体，以及独生子女的下一代。随着网络技术的发

展，电子产品带来的便利，他们习惯了快节奏的生

活。另外，社会上早教机构、兴趣班、各种亲子活动

的普及，使得他们不愿意走进图书馆。

２．２　读者满意度调查

以苏州大学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相城分馆独

生子女读者为主要研究对象，设计调查问卷［１］，调

查读者对图书馆的满意程度。调查内容包括：图书

馆的开放时间；图书分类、资源配比；图书逾期罚

款、遗失赔偿的惩罚措施；馆员的服务能力等。调

查结果显示，有３０％的读者认为需要适当延长开

放时间；有２６％的读者认为图书种类、资源配比不

能满足需求；有３３％的读者对图书逾期罚款、遗失

赔偿的惩罚措施不太理解；有２５％的读者对图书

馆员的服务能力不太满意。因此，图书馆的流通服

务需要做相应的改进，以提高读者对图书馆的满意

度。

２．３独生子女下一代的阅读习惯

以苏州图书馆相城分馆的独生子女下一代读

者为主要研究对象，调查独生子女下一代活动情

况和阅读习惯，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独生子女下一代活动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下一代活动内容丰

富多彩，然而用来阅读的时间最少，走进图书馆阅

读的意识较弱。苏州图书馆相城分馆位于苏州相

城区市民活动中心，是各类培训班、兴趣班的培训

基地，是相城区儿童比较集中的活动场所。根据调

查，有部分家长不知道图书馆的存在；大部分到图

书馆阅读的儿童是利用参加培训班、兴趣班的间隙

时间。图书馆只是他们穿梭在不同培训班、兴趣班

之间的切换点，阅读的时间少、效果差。

３　图书馆针对独生子女的服务对策

３．１　改善馆员与读者关系

改善具有独生子女特性的馆员与读者关系，利

用馆员与读者之间的相似点、共同点，将矛盾冲突

转化为理解互助。良好的馆员与读者关系和优质

的流通服务是增加图书馆流通量的首要条件。因

此，可以成立“独生子女”馆读协会，分析研究不同

年代独生子女特性，充分了解读者需求，促进相互

认识，做到馆员与读者之间零障碍沟通。高校图书

馆中的独生子女馆读协会，由图书馆的独生子女

馆员和全校师生中热爱读书的独生子女读者组成；

公共图书馆中的独生子女馆读协会，由图书馆的

独生子女馆员和热爱读书的独生子女市民组成。

通过馆读协会改善馆员与读者关系，建立良好的馆

员与读者沟通平台，形成馆员与读者之间亦师亦友

的关系，从读者的角度宣传图书馆，培养出更多热

爱读书、热爱图书馆的读者。

３．２　调整馆员结构

（１）流通服务部门的独生子女馆员与非独生

子女馆员的比例要适中。馆员中要有成熟稳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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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后，他们有全面的专业素养、丰富的工作经验、

良好的工作态度、正确的工作方式，可以在生活、工

作上给独生子女馆员以指导，能妥善处理流通服

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２）改变清一色女馆员的结构，加入男馆员。

流通岗位有不少体力活，男馆员胆大心细、有智力

有体力，男馆员的加入更有利于流通服务工作的开

展，还可以缓解馆员内部矛盾。

（３）提高馆员专业素质 ，及时掌握各专业书籍

。根据读者需求介绍相应书籍，给读者提供专业、

全面的服务。

３．３　提供特色服务

３．３．１　开展特色活动

通过特色活动，提高读者的参与度，培养独生

子女读者的分享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改变读

者对图书馆的固有认识，提高图书馆利用率。

（１）开展读书节活动 。４月２３日为 “世界读书

日”，苏州大学图书馆每年在“世界读书日”以不同

形式举办读书节活动，时间持续１～２月。活动形

式丰富多样，有表演、摄影、绘画、征文、辩论等比

赛；阅读之星、志愿者之星等评选；名师名家的学术

讲座等。读者参与度高，活动反响好，提高了读者

的阅读兴趣，改变了读者对图书馆的认识，拓宽了

馆员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形式。

（２）开展阅读推广活动。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

阅读推广大赛中有很多优秀的阅读推广案例，取

得了很好的推广效果。如武汉大学图书馆闯关游

戏《拯救小布之消失的经典》［５］，将网络游戏与卡通

形象 “小布”融于图书馆的服务中，生动形象，贴近

学生群体，增加了阅读推广的趣味性，拉近了馆员

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吉林大学图书馆的“白桦书声”

校园朗读分享平台，用朗读的方式推广深阅读和价

值阅读，契合学生特点，与学生自我展示、校园回

忆、青春回忆主题相结合；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将

书与话剧结合，把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话剧，用表

演的形式激励学生多阅读，多走进图书馆。

（３）召募独生子女志愿者。志愿者走进图书

馆，可以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角度了解图书馆的工

作流程、馆员的工作内容，了解图书馆的重要性，体

会图书馆员的工作性质。

３．３．２　提供新媒体服务

充分利用新媒体沟通方式和网上借阅平台。

年轻人追求时尚、潮流，传统的纸质阅读、到馆借还

方式不符合他们的特点，电子图书与网上借还更

容易让他们接受，更能提高图书馆的使用率。

３．４　吸引独生子女下一代

（１）通过独生子女影响他们的下一代。独生子

女下一代正处于儿童时期，他们的阅读意识、自主

意识还没有形成，引导这部分已成为父母的独生子

女，让他们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培养儿童对图书

馆的认识。

（２）通过早教机构 、培训班、兴趣班的老师介

绍图书馆，介绍读书的好处，引导儿童走进图书馆。

（３）结合儿童的特点，开展绘本阅读、亲子阅

读。图书馆的绘本种类丰富，精彩的图画、生动的

故事吸引儿童。结合儿童展现自己的天性，开展绘

本剧表演、诗歌节、朗诵比赛，让儿童爱上图书馆，

把到图书馆阅读作为他们业余活动的一部分，培养

阅读意识，加深对图书馆的认识。

（４）提供阅读大礼包。统计１个季度儿童到馆

阅读次数，给经常到馆阅读，热爱阅读的儿童提供

阅读大礼包。针对０～３岁、３～６岁、６～１０岁及１０

岁以上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提供相应的阅读礼包，

让他们爱上图书馆、爱上阅读。

本文通过调查分析独生子女的人格特点、读

者对图书馆的满意度、独生子女下一代的阅读习惯

等，提出图书馆针对独生子女的服务对策，旨在提

高图书馆流通服务质量，增加流通量，创新图书馆

流通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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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简讯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班

成功举办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７－１９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

办，苏州市图书馆学会和苏州图书馆共同承办的第

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培训班在

苏州举办。

此次培训拉开了苏州市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

工作的序幕，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

级公共图书馆和县级公共图书馆的３００余名学员

参与培训。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

定级宣讲工作专家组成员对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

的目的、意义及评估总体要求、新特点和工作机制

作了详细的讲解，并解答了各馆评估定级工作中存

在的困惑和问题。

本次培训明确了标准，细化了指标，增强了评

估工作的准确性和实操性，对我市各级公共图书馆

的评估定级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范并思教授来苏讲座

２０１７年５月９日下午在苏州图书馆多功能厅，

华东师范大学范并思教授为苏州市图书馆学会的

会员们做了《图书馆新型阅读服务和推广活动》的

学术报告。

范并思教授现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中国图

书馆学会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

任，《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等重要

学术期刊编委以及《图书馆杂志》副主编。他长期

致力于公共图书馆、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阅读推

广等方面的研究，他是当代最活跃，也是影响最为

深远的图书馆学家之一，其学术思想受到了国内外

图书馆学界的广泛赞誉。

范并思教授指出阅读推广是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图书馆服务，发展很快，在

实践和研究中都备受关注。那么，什么是阅读推

广？有使命说，有活动说，也有休闲说等，范教授主

张阅读推广是图书馆人面对社会阅读环境挑战而

做出的基于推广活动的解决方案，其重点在于阅读

推广是一种解决方案。接下来范教授从新型阅读

服务和推广活动两个角度对阅读推广做了进一步

阐述。新型阅读服务包括活动化的阅读服务、利用

新技术的阅读服务、非本馆资源阅读服务和非文献

阅读服务等，其目的在于让不喜欢阅读的人喜欢阅

读、让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让阅读有困难的人

跨越阅读的障碍。推广活动分为项目类活动和事

件类活动，项目类活动如４·２３读书日活动，事件

类活动指图书馆日常服务中开展的活动，如一场讲

座等。范教授还谈了阅读推广活动中若干注意事

项。一是要充分尊重读者权利，特别是大部分在时

间和花费上倾向于“浅阅读”和数字阅读的读者。

二是要注意公平服务，并以自费置装表演活动例说

明在活动要避免将经济困难家庭儿童排斥在服务

之外。三是要做到人性化服务，特别是在儿童活动

中要注意分级服务，避免低龄儿童和大龄儿童接受

同一服务。四是要专业化服务和管理，加强理论指

导和实践总结。五是要精心策划，突出创意，并举

了办动漫展、建立一个小花园、举办一次角色扮演

早餐等十个公共图书馆创意活动的例子。六是要

做品牌建设，好的品牌可以提升公众知晓度，推动

阅读推广更好发展，如同济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知

名品牌闻学堂。最后范教授谈到了现代图书馆理

念对于阅读推广的制约，阅读推广应符合现代图书

馆理念，违背现代图书馆理念的如收费或变相收费

活动、面向优势人群的服务、反人文关怀的讲座等

活动则不应当开展。

铜仁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

翰墨丹青传情谊，山城水乡谱华章。６月７日

上午，由中共铜仁市委宣传部、铜仁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的

“铜仁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苏州图书馆拉开

帷幕。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盛蕾，铜仁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夏虹出席开幕式，苏州市图书馆

学会组织会员参见了此次活动。

本次作品展汇集了铜仁一线书画家、摄影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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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创作的３０幅美术作品、３０幅书法作品、６０幅摄

影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积极健康、风格鲜明，

是铜仁文化多姿多彩的一个缩影。

此次作品展的举办是铜仁、苏州两市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江苏省委、省政府，贵州省委、

省政府相关文件精神，落实“新三百工程”帮扶计

划，加强双发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也是２０１７年铜

仁、苏州文化活动周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图书馆简讯

苏州首家园林主题特色图书馆对外开放

４月１２日下午，由苏州图书馆、苏州市拙政园

管理处、苏州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建设的

“苏州园林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园博分馆）”在拙政

园李宅举行了揭牌仪式。

苏州园林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园博分馆）位于

苏州市姑苏区东北街２０２号园林博物馆内，毗邻拙

政园，馆舍面积约２００多平方米。该馆是苏州图书

馆的第７９家分馆，一楼设有自助还书机、智能取书

柜设备，与苏州图书馆“网上借阅 社区投递”服务

（书香苏州）有效衔接，能够实现自助借还书功能。

二楼设有图书借阅区，馆藏图书千余册，图书涉及

到苏州园林文化、苏州地方特色文化等主题，读者

可随意阅览或借阅。此外，作为宣传苏州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个阵地，苏州园林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园

博分馆）还会不定期开展各类读者活动，例如沙龙

讨论、专题讲座等。其对社会公众开放时间为：周

一闭馆，周二至周日９：３０－１６：００。

苏州图书馆举办２０１７年“世界读书日”经典诵读活

动

４月２３日是第二十二个“世界读书日”，为倡导

全民读书，共建和谐社会，激发全民的读书热情，苏

州图书馆举办了以“悦读，在路上”为主题的２０１７

年“世界读书日”经典诵读活动。

此次活动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知识

工程领导小组、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举

办，苏州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学会、苏州市全民阅

读促进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苏州市支中

心承办。

活动当天共有苏州大学社会学院２０１５级历史

师范班代表队、苏州市南环实验中学校代表队、高

新区狮韵合唱团、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２０１６届

酒店管理一班代表队、姑苏区沧浪街道道前社区鹿

麟书院代表队、苏州中学园区校代表队、苏州市盲

人协会代表队以及驻苏７３０４９部队代表队等８支

队伍参加。各个代表队以不同形式诵读了《写给未

来的你》、《李白诗词联诵》、《春雨潇潇》等多篇经典

美文。

走进朗读车，重温学生时代的课文

由苏州市社科联全程支持，喜马拉雅·听苏

州、姑苏晚报、苏州图书馆、滴滴快车、新浪苏州联

合主办的“知苏达理·享朗读”活动于４月２１日正

式启动。一辆由房车改造成的朗读车，在喧闹的街

头打造出一个安静的朗读环境。即便身处闹市，你

也可以坐在朗读车里，享受独处的时光，选一本好

书，静静地朗读。

为了能让市民重温美好的读书时光，本次活动

选用了６０后、７０后、８０后、９０后以及００后不同年

龄段的代表课文，内容涵盖了社会科学普及知识的

方方面面。活动方还为每位参与朗读的市民建立

了各自的声音档案，这些档案将制作成专业的音频

作品，在听苏州平台上进行发布。

活动从４月２１日持续至４月２７日，为期一周

的时间里，朗读车在苏州图书馆、独墅湖文星广场、

吴中太湖湿地公园等地等候市民的到来。

相城分馆举办“相城区少年古诗词大赛”

４月２１日，在相城区文体局和苏州图书馆的指

导下，相城区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相城分馆）联合元

和街道睦邻党建第六联盟和江苏省蠡口实验小学

共同举办了以“赏中华诗词 品阅读之美”为主题的

相城区少年古诗词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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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为“诗词接龙”、“狭路相逢”、“诗词连连

看”和“飞花令”等环节，来自蠡口实验小学的八组

选手经过紧张而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六年级二班

的五名选手力压群雄，夺得冠军。

相城区少年古诗词大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以

“品味经典 浸润书香”为主题的相城区阅读节正式

拉开帷幕。阅读节期间，相城区图书馆将联合区内

各图书分馆、社区、学校相继开展“读国学经典，写

最美汉字”诵读及书法比赛、“我听·我读———少儿

读者朗诵大赛”、“悦读妈妈”绘本故事活动、“追寻

相城名人、开启相城未来”之相城文化名人普及活

动等系列文化惠民活动，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推动

书香相城建设，让广大市民爱上阅读，感受传统文

化之美，从古人的智慧和情怀中汲取营养，涵养心

灵。

苏州图书馆荣获全省公共数字文化先进单位

本月，江苏省文化厅发布苏文公共〔２０１７〕７号

《关于通报２０１６年度全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考核

情况和表彰先进单位的通知》，表彰３０家２０１６年

度全省公共数字文化先进单位，苏州图书馆名列其

中，并以综合得分９７分在地级市馆中排名第一。

近年来，随着网络阅读、手机阅读的普及，苏州

图书馆不断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积极参与

“共享工程地方特色资源（苏州记忆）”、“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基层文化服务中心公共电子阅览

室”、“江苏少儿数字图书馆”、“全省联合参考咨询

网”、“全省馆际快借服务网”等重大公共数字文化

项目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广受读者好评。

今后，苏州图书馆将坚持“平等 免费 专业 礼

貌 高效”的服务理念，创新数字化阅读模式，为读

者提供更多、更全、更新的数字阅读。

苏州图书馆科技城医院分馆正式揭牌

由苏州图书馆与苏州科技城医院、苏州新华书

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建设的 苏州图书馆科技城医

院分馆于５月１８日在科技城医院揭牌。

苏州图书馆科技城医院分馆是建在医院里的

对社会公众开放的文化场所，位于高新区漓江路１

号科技城医院住院部大厅。苏州图书馆提供约１

万册图书，并定期进行更换，同时设有自助还书机、

智能取书柜等设备，与苏州图书馆“网上借阅社区

投递”服务（书香苏州）有效衔接。馆内还为读者打

造了音乐体验区、休闲阅读区等特色区域，并每月

与苏州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展一次线下

“你选书我买单”服务。

科技城医院分馆作为一个为社会公众提供服

务的文化场所，让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市民随时随地

都可享受到的一种社会福利，也是对党和国家“倡

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是建

设“书香苏州”的重要组成部分。

指尖触摸历史———盲人问古访碑

５月１８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为进一步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丰富盲人朋友的精神世界，苏州图书馆

与苏州碑刻博物馆、苏州市盲人协会共同举办了

“走出户外”之“指尖上的历史———盲人问古访碑”

特别活动。

活动以听觉和触觉为主要渠道，呈现碑刻博物

馆内优秀传统文化和丰厚的历史底蕴，包括“穿汉

服 拜先师”、“听讲解 访古树”、“赏古乐 敲编钟”和

“摸石碑 诵古诗”四个环节。２０位盲人朋友在图书

馆志愿者和党员志愿者一对一的陪伴下一起走进

碑博，共同穿越时光，身临其境地用耳朵倾听历史，

用指尖触摸历史。

苏州碑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徒弟潘金杰在

苏州图书馆国学分馆分馆（德善书院）为盲人朋友

们介绍了碑刻的起源和历史，带领盲人朋友们诵读

唐寅《落花诗》碑文，引导盲人朋友们通过触摸的方

式零距离感受中国传统的碑刻文化及其承载的厚

重历史。

苏图精选万册图书 为学龄前儿童送“书香”

５月３１日，苏州图书馆“悦读宝贝计划”走进幼

儿园首批服务点在园区落地，苏图“流动图书大篷

车”开进了翰林幼儿园、新洲幼儿园、斜塘实验幼儿

园、香堤澜湾幼儿园等九所学校，在“六一”国际儿

童节前夕，为小朋友和家长们送去众多优秀绘本图

书。

该项目是苏州图书馆“悦读宝贝计划”近期推

出的新举措，在原有为０－３岁小朋友发放“阅读大

礼包”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与“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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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流动图书大篷车”相结合，为３－６岁的幼

儿园小朋友提供服务。

为了适应幼儿园小朋友的需求，工作人员将原

有图书大篷车上的书全部下架，精心挑选和采购了

近万册图书，以国内外优秀图画书为主，同时也配

有家长和老师用书。合理的图书类别搭配，不仅有

利于提升儿童的文学和美学艺术境界，还能够帮助

老师更科学地设计幼儿课程，也为家长更好地了解

和教育孩子提供指导。

工作人员还将利用专业知识，给孩子们介绍图

书和图书馆的相关知识，指导幼儿园老师如何利用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为师生们提供更多的深层次服

务。

自今年３月２２日试运行以来，“悦读宝贝计

划”走进幼儿园活动得到了师生和家长们的热烈欢

迎和大力支持。苏州图书馆也希望能通过该活动

吸引孩子、家长和老师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为

儿童打造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进一步推动书香苏

州建设。

第六届苏州市小学生课本剧表演比赛圆满落幕

６月１１日下午，第六届苏州市小学生课本剧表

演比赛颁奖典礼在苏州图书馆举行。本次比赛由

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苏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自５

月启动以来，共吸引了全市５７所小学报名参加此

次比赛。直接参与表演比赛的老师和小朋友达到

千人，也是历年来参赛单位和参演人数最多的一

次。

本次比赛由各参赛单位先提交录制好的视频

短片，以参赛作品的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综合

效果和创新特色等方面为标准进行评选。颁奖典

礼除了在南广场设立照片集锦墙之外，还在报告厅

设立了迎宾区，类似绿野仙踪中的梦幻场景美轮美

奂，悍娇虎，功夫熊猫、迪士尼公主等卡通人物也在

欢迎小朋友们的到来，舞台上绚丽缤纷的拱形彩虹

场景热情奔放。获奖作品《曾信卖柴》、《皇帝的新

装》、《时光机》、《稻草人的梦》和《哪吒闹海》的现场

表演也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除了优秀剧目的现场表演外，主办方还对所有

获奖剧目和学校进行了表彰。

真人图书馆———走近御窑金砖

６月２０日下午，苏州图书馆与苏州市非遗办、

苏州市盲人协会共同开展了第１２期“真人图书馆”

活动。参与活动的３４位视障读者在１１名志愿者

的陪同下，来到了苏州陆慕御窑金砖厂和御窑金砖

博物馆，共同走进御窑金砖的世界，揭开了 “天下

第一砖”的神秘面纱。

御窑金砖厂的技艺传承人孙坚老师带领大家

在工厂内进行了实地参观，并邀请视障读者通过触

摸近距离地体验了金砖的完整制作过程。随后，大

家一同来到了御窑金砖博物馆。作为全国首家以

“御窑金砖”为展示主题的文化博物馆，主馆分为三

个主题展厅：“开物———一块砖的修炼”、“成器———

一块砖的旅程”和“致用———一块砖的时代”更加全

面的展示了御窑金砖从阳澄湖的地域性物质原料

到王朝最高殿堂基石的转变过程。通过工作人员

的耐心讲解，大家对于御窑金砖的历史背景有了更

多的了解，也更加意识到身边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

的重要性。

常熟市图书馆简讯

第十届常熟市阅读节暨第七届常熟市少儿阅读节

正式启动

４月２２日，第十届常熟市阅读节暨第七届常熟

市少儿阅读节启动仪式在虞山镇举行。

本届阅读节以“阅读，让常熟更美丽”为主题，

与第七届常熟市少儿阅读节、各乡镇阅读节有机整

合。据统计，本届阅读节期间将举办各类阅读活动

１８５项，重点开展“让革命英雄主义代代相传”———

读《沙家浜小英雄》征文比赛、“虞书飘”———机关干

部读书漂流活动、“青春仍在进行时”———第二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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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市退休人员阅读节、“异语同书”读书会等１０项

市级主体活动。全市机关、乡镇、企事业单位、民间

阅读推广组织等也将开展阅读活动１７０多项，精彩

纷呈的阅读活动将进一步扩大全民阅读的参与度

和社会影响力，使“书香常熟”的建设更具深度，推

动市民“多读书、读好书”，不断引领全民形成阅读

新风尚。

启动仪式上，由常熟市图书馆组建的常熟市余

音朗诵艺术团揭牌，常熟市阅读节组委会向开展

“红色经典书籍进校园”活动的学校赠书。常熟市

全民阅读促进会表彰了“十佳图书馆分馆（流通

点）”“十佳阅读推广组织”和“十佳阅读推广人”。

当天，虞山镇第十届“书香虞城”全民阅读节也

同时启动，并举行了“拥抱春天、诗情飞扬”音乐诗

歌朗诵会。

常熟市余音朗诵艺术团成立仪式暨朗诵艺术漫谈

讲座在我馆举行

４月２３日，常熟市余音朗诵艺术团成立仪式暨

朗诵艺术漫谈讲座在我馆举行。

常熟市图书馆馆长、余音朗诵艺术团团长李烨

宣布常熟市余音朗诵艺术团成立，并做了重要讲

话。他介绍了余音朗诵艺术团的筹备过程，宣布了

朗诵艺术团章程，并对朗诵艺术团以后的发展做出

了规划和设想。他指出，常熟市余音朗诵艺术团是

在常熟市文广新局、常熟市全民阅读促进会的宏观

指导下，在常熟市图书馆的直接领导下，由朗诵艺

术爱好者组成的群众性业余团体。以展示常熟历

史文化名城的人文风采，传播阅读经典，构架心灵

桥梁，推动全民阅读，促进常熟朗诵事业发展和书

香城市建设为宗旨；以年度重点活动为依托，以沙

龙式朗诵分享会为主要活动方式，穿插讲座、观摩、

舞台实践、对外交流等多种形式，通过艺术团微信

群、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交流学习和推介宣

传；力争建成一支具有一定专业基础和良好艺术素

养，在省内具有一定水准和知名度、影响力的业余

朗诵艺术团。

接着，常熟市图书馆馆长、余音朗诵艺术团团

长李烨为余音朗诵艺术团策划总监毛玉芬，文学顾

问朱新华，艺术指导穆兵、王宏、肖建军颁发聘书。

常熟市余音朗诵艺术团成立仪式结束后。艺

术团成员和常熟市朗诵艺术爱好者共同聆听了上

海广播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朗诵家，上海市朗

诵协会会长陆澄《朗诵艺术漫谈》讲座。陆澄老师

从朗诵内容的选择、语调和节奏的把握等几方面深

入浅出的讲解了朗诵知识，使听众受益匪浅。讲座

结束后，余音朗诵艺术团团员吴彩华朗诵了 《你并

非独自一人》，吕虹朗诵了《致橡树》。陆澄老师分

别对两位团员的朗诵进行了精彩点评，并对余音朗

诵艺术团的水平给予了极大地肯定和期待！

走进千年文庙 体悟拓碑文化

为迎接“五四”运动９８周年纪念日，常熟市图

书馆团支部于５月３日组织青年馆员开展了“走进

千年文庙 体悟拓碑文化”为主题的参观实践活动。

文庙是古代城市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也是每

个地方的最高学府，修葺一新的常熟文庙坐落于古

城区东南，是宋、元、明、清四朝孔庙，也是南宋年间

县学所在地，在常熟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天，在文庙讲解员的带领下，青年馆员们首

先参观了文庙中轴线的棂星门、戟门、大成殿等祭

祀孔子的主要场所，接着参观了西轴线宫坊、学门、

泮池、仪门、明伦堂、尊经阁等常熟古代邑学所在，

随后参观了东轴线言子祠内的言子坊、祠门、礼门、

享殿等祭祀先贤言子的场所。参观结束后，青年馆

员们前往文庙传统文化体验馆“尊经阁”内进行了

拓碑体验活动。在认真聆听拓碑专家张军老师对

拓碑常识、技巧的初步讲解后，大家在张老师和工

作人员手把手的指导下兴致勃勃地制作拓片，亲自

体验拓碑技艺，从刷纸到拍包上墨、揭开拓片，馆员

们亲手“复制”了属于自己的碑刻副本，感受了原碑

刻的内容与风采。

作为苏州县市中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存，常

熟文庙在复原修缮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匠心独运、精

益求精的理念，凸显了名城底蕴，成为了常熟文化

新高地。本次参观学习活动，加深了青年馆员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的了解，继承和发

扬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 “五四”精神，大大

激发了广大青年馆员的工作和学习热情。

诵读《岳阳楼记》荣获“扬传统美德　倡廉洁清风”

诵读比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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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深化廉政文化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传播廉洁清正新风，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３日，常熟市

文广新局组织开展的“扬传统美德 倡廉洁清风”诵

读比赛在常熟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图书馆党支部

全体党员观看了诵读比赛，我馆党团员青年的诵读

作品《岳阳楼记》荣获三等奖。

现场比赛中，评委分别从诵读内容、语言表达、

仪表姿态、诵读效果四个方面对参赛选手进行现场

评分，共有１３个诵读作品参赛。选手们紧扣主题，

声情并茂。《家风的力量》铿锵有力，《毛岸英写给

舅舅的信》道出共产党员的伟大情怀，《清正自持、

取予有义的他》诉说了两代帝师翁同騄的风骨和傲

气……图书馆党支部推荐由党团员青年姚远、朱纯

学、方晶怡的诵读《岳阳楼记》参赛。选手们优秀的

表现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诵读作品所传达的

思想也得到了观众的共鸣，大家深受鼓舞和启迪。

此次比赛，给选手们提供了一次展示自己、锻

炼自己的平台，也让全体党员更加牢记共产党员的

宗旨，发扬优良传统美德，不忘清正廉洁，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做好廉洁从业的表率。

张家港市图书馆简讯

张家港市入选江苏省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县、区）

３月３１日，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表彰江苏省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县、区）、先

进市（县、区）的决定》，公布首批书香城市建设示范

市（县、区）、先进市（县、区）名单，张家港市获评“江

苏省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县、区）”。

据了解，获评“江苏省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

（县、区）”的共５家，除张家港外，还有苏州市、南京

市、江阴市和江宁区；镇江市、盐城市、扬州市、吴江

区、海门市、句容市、姜堰区、泗阳县等８个城市则

获评“江苏省书香城市建设先进市（县、区）”。

据悉，这是江苏省首批通报表彰的书香城市建

设示范市（县、区）、先进市（县、区）。书香城市（市

和县市区）基本标准为“价值引领有力，精品供给丰

富”、“基础设施完备，服务优质高效”、“阅读活动多

样，社会参与广泛”、“书香氛围浓郁，阅读环境优

良”、“保障机制健全，基础工作扎实”等五方面。书

香城市测评每两年进行一次。本次评选从２０１６年

４月起在全省各地开展，经过了材料审核、实地考

察、问卷调查、第三方调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

程序。

市少儿图书馆开展“我们的节日 清明”主题阅读活

动

３月２９日－４月４日，市少儿图书馆举办“我

们的节日 清明”主题阅读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倡导文明祭祀，普及民俗知识，缅怀祭奠英烈，

丰富少年儿童的文化生活，志愿活动传播服务精

神。市少儿图书馆文化志愿服务团走进塘桥镇民

工子弟学校，从清明背后的文化内涵出发，通过民

风民俗、历史渊源等角度进行活动课程。开展“缅

忠魂 展未来”走进爱国主义基地祭奠革命先烈文

化志愿服务活动，组织青少年读者在沙洲县抗日民

主政府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敬献鲜花，缅

怀革命先烈、追忆革命历史。

朗诵讲座传递清明正风。举办“清明时节话清

明”中国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市著名的文化学者、市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管理办公室组长吕大安老师从

地方习俗入手，结合民间故事，生动形象地为广大

小朋友及家长讲述了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的由来、风

俗及文化内涵。开展“我们的节日 清明”读者诗歌

朗诵会，读者们声情并茂的朗诵表达和抒发对先

人、先贤、先辈的缅怀。

阅读活动倡导文明风尚。积极开展中国传统

节日文化知识有奖问答、“清明传承 清正家风”家

风家训征集、“缅英烈 话理想”网上祭扫、“清明思

念 风筝寄语”手工风筝制作等主题阅读活动倡导

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

演讲故事弘扬奋斗精神。开展“清明节—缅怀

革命前辈”讲故事比赛，弘扬革命精神，激发广大小

读者缅怀革命前辈、学习革命前辈的思想感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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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颂忠魂 扬文化”演讲比赛，小选手们讲述革命

先烈的感人事迹，声情并茂、激情飞扬的演讲，引起

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市少儿图书馆推荐童书入围２０１７“我最喜爱的童

书”３０强

４月２日国际儿童图书日，２０１７“我最喜爱的童

书”阅读推广活动于海南省图书馆正式启幕，张家

港市少儿图书馆与全国２６个省市图书馆强强联

手、打造国内最具公信力、影响力的少儿阅读推广

活动。

活动现场揭晓了３０强“我最喜爱的童书”提名

童书，市少儿图书馆推荐的童书《难童求学记》入

围。即日起开展童书进校园、阅读分享会等多种形

式的阅读推广活动。孩子们将通过网络或线下投

票，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喜爱的童书＂。最终，２０１７＂

我最喜爱的童书＂将于１０月１７日揭晓。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

长刘奇葆视察步行街全民阅读设施建设

４月６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宣传部刘奇葆在江苏省委书记李强陪同

下，来到了一个商场图书漂流亭，仔细询问了图书

漂流方法、流程；在遇见书屋，刘部长饶有兴致地观

看了工作人员用手机扫码借阅图书全程操作演；在

王府广场趣读馆，刘部长又兴趣盎然地观看了工作

人员会讲故事绘本的操作演示，高度肯定我市阅读

便利化，阅读资源随手可取、随时可阅的做法，赞盛

我市全民阅读“做得很好，很有创新”。

近年来，我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线，以提升市民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养为

目标，广泛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有力有序推进

“书香城市”建设，实现了“十六个全国首创”。在全

国首创覆盖城乡的“书香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在全

国首创并实现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镇、镇办事处全

覆盖；在全国首创 “五位一体”（村（社区）图书室、

农家书屋、党员远程教育、文化共享工程基层点、公

共电子阅览室）并实现全覆盖；在全国县市率先开

展全民阅读基线调查；首创系统化分众化全民阅读

引导机制；首创民间阅读推广人队伍资格认证制

度；首创实施社区阅读活动站建设；首推“宝贝阅读

起跑线计划”；成立全国首家少儿阅读邮局；发布全

国首个０－３岁婴幼儿阅读能力发展测评标准；率

先开展学龄儿童阅读理解监控能力研究；出版全国

首部“书香城市”建设指导用书；建成全国首个分级

阅读少儿图书馆；成立全国首个县级图书馆学会；

建立全国首个农家书屋图书流转中心；在全国首创

ＶＰＮ模式，率先实现镇级分馆满堂红、“一卡通用，

通借通还”等。最近，又以全省县级总分第一的优

异成绩，获得“江苏省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县、

区）”称号。

“科技之家”案例荣获中图学会首届“科普阅读推广

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三等奖

４月１９日，以“阅读，文化自信的基石”为主题

的“东亚文都·书香长沙”中国图书馆第十一届全

民阅读论坛在长沙开幕。中图学会首届“科普阅读

推广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结果揭晓，张家港市

图书馆选送的“搭建科技工作者之家平台，大力开

展科普阅读推广工作”案例荣获三等奖。

这次征集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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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阅读推广专业

委员会、北京市图书馆协会承办，２０１６年６月起向

全国征集科普阅读推广优秀案例。征集内容包括４

个方面：一是科普文献资源建设与管理；二是面向

不同群体的科普阅读推广；三是图书馆与出版社、

科技馆、博物馆、媒体合作项目；四是各类科普阅读

推广报告会、沙龙、讲座等活动。案例须是各图书

馆和科普基地真实开展过的案例，突出各图书馆和

科普基地开展活动的主题，杜绝虚假、抄袭、杜撰案

例。活动共收７０多家图书馆１００多个科普阅读案

例，由专家组评选出有代表性、创新性强、推广度高

的优秀案例，设一等奖三名，二等奖５名，三等奖７

名。

张家港市图书馆科技工作者之家自２０１０年５

月挂牌成立以来，积极整合市图书馆的现有信息资

源，重点围绕我市科技工作者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科

普服务，并利用资源优势和阵地优势，围绕普通读

者需求提供通俗易懂的科普服务，为推动图书馆事

业繁荣发展、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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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读书月”活动暨“童话里的城”首届张家港市

童话节启动

４月２３日，第２２个“世界读书日”当天，２０１７

年张家港市“全民读书月”启动仪式暨“童话里的

城”首届张家港市童话节启动仪式在张家港市少儿

图书馆举行。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调研员马小改，

张家港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芳等出席启动仪

式。

活动现场，马小改向张家港市颁发首批“江苏

省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县、区）”奖牌。杨芳等人

为２０１６年度张家港市全民阅读优秀阅读项目及先

进集体、先进个人颁发证书并现场介绍了全民读书

月活动及“童话里的城”首届张家港童话节有关情

况。随后，在场领导共同触碰显示屏，启动全民读

书月活动暨“童话里的城”首届张家港童话节。

２０１７年“童话里的城”首届张家港市童话节以“走

进童话 书香伴行”为活动主题，将开展“我最喜爱

的童话”评选活动、“童心绘童话”张家港市少儿童

画比赛、“我是童话故事大王”亲子讲故事大赛、“与

童话同行”张家港市少年儿童童话剧表演大赛、“童

声唱童话”童话歌曲我来唱活动、《住在围巾里的

歌》见面会活动、《小兔奇奇历险记》见面会活动、

“童话里的世界”少年儿童童话故事创作大赛等系

列活动，引导全市广大少年儿童在快乐的情绪中读

童话、写童话、画童话、演童话、唱童话，推进“书香

城市”建设。

当天，围绕启动仪式展开的各项活动精彩纷

呈。显示屏集中展示２０１７年全民读书月系列活动

安排；新华书店开展“朗读者”活动推荐和“我与童

话有约”青少年优秀读物惠民展销活动；经开区（杨

舍镇）举办“童真里的色彩”绘本交流趣读活动，由

趣读大使小鹦带领孩子们一起阅读中外好故事；

“童话里的天空”现场手绘活动，孩子们在雨伞上手

绘优秀童话故事；“光芒照亮童年”优秀本土作家与

读者对话会上，作家们携新作与读者见面交流并签

名寄语；原创绘本大赛优秀小作者签名赠书活动吸

引了大批小读者排队领取。内场活动亦童趣十足。

“童心飞扬”童话剧表演、“邵豆米与你分享童书的

奇妙与美好”活动、“３Ｄ立体童话屋”、“我是童话大

王”讲故事活动、“匠心独运”篆刻艺术活动等活动

同时开展。

今年“全民读书月”将继续围绕“阅读·让张家

港更文明”总主题，同时突出“阅读点亮梦想”年度

活动主题，进一步完善分众化阅读引导机制，全年

不间断组织开展“书香润童年”少儿读书活动、“书

香润夕阳”银龄读书活动、“书香润青春”青少年读

书活动、“书香润人生”市民读书活动、“书香润心

灵”新市民读书活动等五大类３６项重点活动，其

中，本届读书月从４月２３日开始至５月２３日结

束，历时一个月，采用“部门联动、市镇互动、全民参

与”的形式开展，包括１８８项镇（街道）配套活动、４６

项机关部门配套活动和２００多个民间阅读组织的

特色活动，充分发挥阅读的滋润作用，在全社会持

续形成全民读书、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

市图书馆“花样阅读”扮靓世界读书日

４月２３日，第２２个世界读书日，市图书馆“八

小时花样阅读”公益读书活动，给来馆读者带来全

新体验。本次活动以“阅读，让生活更精彩”为主

题，从早上九点至下午四点，贯穿了“乐读、闪读、品

读、美读、换读”多种“悦读”方式，古今穿越，动静相

趣，老少皆宜，带给读者丰富的视听享受。

“快乐益读”作为图书馆周末品牌少儿活动，

２０１７年已举办２２期。围绕“世界读书日”主题，参

与小读者进行了“乐读”经典诵读专场，结合长笛、

吉它、歌舞表演，揭开了市图书馆“４·２３”市民读书

体验日活动的序幕。

“快闪”是现下年轻人喜欢的一种表演方式。

民间阅读组织“益启读书会”将它引入朗读活动，采

用“闪读”的方式，将诗词吟诵赋于新意，令人眼目

一新。

读书与品茶，意境相通，都需要沉浸心灵、慢慢

体会。４月２３日下午，图书馆将“书香”和“茶香”有

机结合，特别邀请茶艺老师为读者表演茶艺、讲解

茶道，“品读”好书。

“古韵雅读”汉服秀则给读者带来了一场“美的

享受”，表演者在悠远的古琴声中，身着汉服、款款

而吟，令观众穿越时空，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

让书香传递、让知识共享，“好书交换”活动贯

穿读书日全天。许多市民特意带上闲置图书来到

图书馆进行“换读”，既倡导了绿色读书的理念，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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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了家庭阅读，一举多得。

市少儿图书馆与多所学校签订２０１７“我最喜爱的童

书”评选活动馆校合作协议书

塘桥中心小学、市青龙小学、市大新实验学校、

市乐余中心小学、市兆丰学校等７所学校签订馆校

合作协议书，预计参加活动人数将突破７５００人次。

下一步，陆续进入学校开展阅读分享会。

信息开发部荣获２０１７年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工人

先锋号”称号

４月２８日下午，２０１７年张家港市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在保利大剧院举行，一批先进

个人和集体受到表彰。张家港市图书馆信息开发

部荣获２０１７年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工人先锋号”称

号。

一直以来，张家港市图书馆信息开发部秉承

“服务第一、读者至上”的宗旨，为社会大众提供包

括科技查新、文献传递、讲座培训、读者沙龙等的形

式多样性、专业程度高的参考咨询和各类信息服

务，时刻紧跟读者需求，不断创新工作机制，获得了

诸多好评。

省文化厅通报表扬张家港市图书馆公共数字文化

工作

４月２５日，江苏省文化厅发布《关于通报２０１６

年度全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考核情况和表彰先进

单位的通知》（苏文公共〔２０１７〕７号），公布２０１６年

度江苏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考核情况并通报表扬

３０个公共数字文化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张家港

市图书馆在表扬之列。

２０１７年３月，省文化厅组织省公共数字文化建

设中心对全省各地２０１６年度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进

行考核，重点考核各地实施中央和省级１４个公共

数字文化工程项目建设、运行和服务情况。在各地

自查自评的基础上，省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心依据

统计数据进行综合评分，形成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公

共数字文化工程考核情况。

近年来，张家港市图书馆不断提高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水平。在全国率先实现文化共享工程村村

通、“五位一体”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全覆盖、全面

实现市镇村图书馆（室）通借通还的基础上，积极探

索创新公共阅读服务平台，开创性地建设图书馆驿

站，运用技术手段“一站式”集中公共阅读全部基本

服务功能，实现图书馆服务时间、空间、资源、网络

等功能的延伸。不断深入数字图书馆建设，数字图

书馆被列入２０１３年张家港市政府实事项目，市财

政拨款４７０万元。建成全国首个包括公共电子阅

览、读者统一身份认证、数字资源加工发布、流媒体

制作管理、数字资源检索、移动数字服务、数字资源

体验、网站管理、分馆运行实时监测、远程参考咨询

等十大系统的高标准数字图书馆。

市图书馆科技查新工作站：借力“接地气”式举措，

彰显“聚人气”化效能

张家港市图书馆科技查新工作站成立于２０１１

年４月，是图书馆为企业提供全面、专业、高效科技

信息服务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多年以来，科技查新

工作站扎实推进多项举措，信息服务效能日趋凸

显，颇受张家港市企业青睐和好评。

今年以来，科技查新工作站为了推进服务举措

“接地气”、服务效能“聚人气”，以多种形式不断拓

宽服务渠道、搭建高标准服务平台：一是服务平台

全面升级。科技查新工作站致力于融合多方资源，

全面升级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专业、高效的信息

服务。与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苏州大学科技查

新工作站建立合作关系，为企业提供课题立项、成

果鉴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申报等科技查新服

务；以苏州市独墅湖图书馆为依托，免费向企业发

放智慧信息服务卡，提供科技文献服务平台，满足

企业包括专利、标准在内的中外文各类科技文献的

查询和下载需求；成功签订慧科讯业（北京）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的数据库平台的使用，为我市企业定期

推送六大支柱产业及四大新兴产业的行业资讯。

二是企业走访深入基层。为进一步加强与我市企

业的沟通联系，深入了解企业信息需求，科技查新

工作站通过“下基层 进企业”的方式走进企业内

部，走到科技人员身边，了解第一线实情、倾听第一

线需求。先后前往江苏飞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等多家企业就企业信息需求、企业信息获取、图书

馆信息服务等内容进行深入的交流。在彰显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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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主动服务能力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科技查新站信

息服务水平。三是线下活动长效开展。以线下活

动开展为契机，科技查新工作站与我市企业建立了

良好的分享与交流互动关系。以行业特点和经济

发展需求为基准，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讲座

培训，助力于企业的高效管理与人才培养；设定不

同主题，邀请企业科技人员走进图书馆开展科技沙

龙活动，促进企业人员深入了解图书馆和信息服

务；定期邀请行业内专家和企业科技人员代表前往

上海图书城开展“科技图书荐购”活动，从根本上满

足企业针对产业专业文献的需求。

截至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５日，市图书馆科技查新工

作站已免费为全市２５２家企业进行科研立项、成果

评审、申报奖励等查新服务，完成科技查新服务

１６６２例，举办各类讲座培训７５场，并以“搭建科技

工作者之家平台，大力开展科普阅读推广工作”的

案例形式获中图学会“科普阅读推广优秀案例”三

等奖。为了进一步适应新常态，市图书馆科技查新

工作站将始终践行“科技交流平台 温馨联谊之家”

的服务宗旨，支持和鼓励我市企业科技创新创优，

全力服务于“四大路径”，在“两聚一高”的实践中做

出更大的贡献。

市图书馆举办２０１７年全市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业

务培训班

５月２６日，２０１７年张家港市２４小时图书馆驿

站业务培训班在市图书馆举行。全市４５名各镇

（区）文体中心、各村（社区）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的

基层文化工作者参加了此次培训。

开班仪式上，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市图书馆馆

长李忠影对学员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提高认识，

认清培训班的紧迫感和重要性。二是要端正态度，

认真掌握培训班的学习内容。三是要学以致用，切

实增强培训实效，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工作，固强补

弱，查缺补漏，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以扎

扎实实的工作和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不断提升

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的服务效能。

此次为期一天的培训班，采用集中学习、安装

操作演示、案例分享和自由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培

训课程紧密围绕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日常管理工作

展开。培训内容的设置充分考虑到了基层文化业

务学习和工作实践的需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

突出工作指导性和实用性。

市图书馆２０１７年度“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惠民

活动精彩纷呈

为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传播与社会教育职能，

引导读者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在５月２８日至６

月４日“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期间，市图书馆充

分利用馆藏资源、场地资源，整合读者需求，延续开

展优秀阅读活动，丰富市民阅读方式。

体验式阅读精彩节日。宣传周期间，正值端午

和六一双节，市图书馆推出了“市民体验日”活动，

通过包粽子、做香包、画彩蛋，共同感觉传统节日的

文化魅力；针对青少年，开展“挑战古诗词”、“趾压

板朗诵”、“运动答题乐”等趣味阅读活动，受到了小

读者和家长的欢迎；宣传周来馆的读者，也可以通

过“我的阅读”微文征集、“印象图书馆”手机摄影、

“书海寻宝”悦读搜索等活动，与图书馆开展互动。

读者沙龙激励正能量。近年来，市图书馆为许

多民间阅读组织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和成长平台。

宣传周期间，“今虞诗社”来馆开展了总第４２期讲

座；“益启读书会”则邀请了电视台主持人大春老师

来馆讲授“如何提高你的朗诵水平”指导会；同时通

过举办“英雄辩论赛”的方式，讨论了“青年成才的

关键是自身能力还是外部机遇”；“快乐益读”青少

年经典诵读会围绕主题，开展了“我的童话梦”、“情

浓端午节”等助读活动。

便民阅读走进社区。“悦读先锋”文化志愿服

务队作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重要力量，宣传周时间

走进阳光小学、恬庄老街、梁丰社区、塘桥文体中

心，积极开展“悦读来到你身边”便民活动，免费向

市民发放“好书推荐书目”、赠阅期刊，引导市民走

进图书馆，进一步认识图书馆，爱上图书馆，从而引

领阅读时尚，助力“书香城市”建设。

市少儿图书馆举办“非遗文化 童心传承”文化与自

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６月９日－１１日，市少儿图书馆举办“非遗文

化 童心传承”文化与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感受

非遗魅力 传承千年文化”民俗知识讲座邀请教育

硕士、中学高级教师余贵红，围绕张家港市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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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展开讲述，图文并茂的向广大读者深入解读非

物质文化遗产魅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走进塘桥

中心小学，向学生们详细介绍张家港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宣传普及张家港市民俗知识，播种非遗

保护的种子；“中国印迹”篆刻课堂、“非遗传承”中

国剪纸、“指尖艺术”面塑创作、“艺术画卷”麦秆画

创作、“能工巧匠”中国结制作、“放飞非遗”风筝制

作等活动，让中小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增进对文化

遗产的认识和了解，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不关门的图书馆，可以有！（文化脉动）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年０６月２２日１９版）

驿站虽小，能量不小

夜幕降临，霓虹闪烁，张家港市的商业中心购

物公园迎来了晚间的客流。在这条繁华的商业街

上，一座２４小时不间断开放的小小图书馆如同磁

铁般吸引着附近的居民和途经此处的客流。侯春

霞就是其中的一员。自从２０１４年８月购物公园２４

小时图书馆驿站建成开放，侯春霞就成了这里的常

客，几乎每天都要来一次。她说：“从我家走到这儿

只要５分钟，吃完晚饭溜达着就过来了，看看书，碰

见喜欢的就借回去，特别方便。”

与通常的图书馆不同，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是

无人值守的，读者凭市民卡（即社保卡）就可刷卡进

入，自主完成从办证到借阅的全过程，还可以在室

内看书、上网。室内的灯光、空调等电子设备均为

人体感应以及温控感应自动开关，有人进入就打

开，读者离开１０分钟后就会自动关闭。驿站还配

备了图书消毒机以及自动售货机，哪怕再晚，读者

在这里也不会饿着渴着。读者也不必担心安全问

题，所有驿站都安装了无死角摄像头，与市图书馆

专线连接，图书馆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可以通过手

机客户端随时调看视频。

当然，所谓无人值守也并非绝对，在白天８点

半至夜里８点半，分三个时段会有志愿者在此为读

者提供咨询、求助、图书上架等服务。志愿者陆晓

宇说，每到周末，驿站就会爆满，晚来的读者连站的

地方都没有，毕竟这个驿站只有４４平方米。就是

如此袖珍的驿站，去年共接待读者３．９万人次，平

均每天１００多位读者光顾。６月６日，记者在驿站

里统计，从１９点５０分到２０点２０分的半小时内，

有十余位读者借还书，他们中有公务员、有退休老

人、有外来务工人员、有在校学生、有父女、有夫妻

……夜色中，这座通体透明的小小图书馆显得格外

晶莹剔透，静谧温馨。

在张家港市，目前像这样的２４小时图书馆驿

站有３２家，其中对外开放的２７家驿站，２０１６年共

接待读者９２万人次，借还图书４２．８万册次，占全市

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借还册次的１３％，而驿站的藏

书量仅为全市的７．９％。

群众对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赞不绝口，市供电

公司的读者邵伟在意见簿上写道：“购物公园２４小

时图书馆驿站环境好，图书流转快，志愿者精神昂

扬，为我们喜欢看书的市民提供了满意的服务，值

得表扬。”

“以人为本，不要以书为本”

读者的留言充分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环境好、图书流转快、志愿者这三个关键词说出了

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受欢迎的秘诀。

“我们之所以搞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一个主要

的目的就是解决农家书屋、社区图书室等利用率不

高的难题。”张家港图书馆馆长缪建新说，２４小时开

放，解决了农家书屋开放时间没保证的问题；总分

馆制使驿站源源不断地获得每月２００册新书，解决

了图书更新的问题；志愿者服务，解决了农家书屋

缺少专兼职管理员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农

家书屋的吸引力一下子就增强了，读者人数迅速增

加。”

张家港东莱社区曾经有一个藏书量达１万余

册的图书室，但随着社区办公室搬迁了四五次，好

多年没有更新图书，慢慢地读者就不来了。２０１４

年，面积达１６０．８平方米的东莱办事处文化中心２４

小时图书馆对外开放，全新的１．２万册图书、优雅

的阅览室、丰富的阅读活动立刻使这里成为社区的

热点，从早到晚，人流不断。６月６日，记者在采访

时正赶上幼儿园在这里上绘本阅读课，孩子们聚精

会神地听老师讲绘本故事。社区主任张小燕对记

者说，类似这样的活动几乎每天都有。

“我们调查发现，图书馆驿站的服务半径决定

了老百姓愿不愿意来。５００米到８００米是最佳服务

半径，离群众越近，就越受欢迎。”缪建新说，为此驿

站在选址上强调了人口密度和客流量，在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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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选择了一楼。“所有３２家驿站全部建在一楼，这

是我们分析了群众心理后作出的决定。必须建在

一楼，一点儿障碍都不能有。以前在农家书屋创建

时期，不少地方把书屋建在村部办公楼的二层，本

来老百姓没事儿就不愿意去政府部门，你还建在二

楼，那不更没人去了？”

缪建新分析，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契合了群众

的心理，这是成功的深层次原因。“人都是喜欢自

由和自主的。以前商店货品都放在柜台里，现在超

市都改成了开架自选。你回家掏出钥匙就开门进

去；在驿站，你掏出市民卡就开门进去。读者来驿

站就好像回家，所以他愿意来。图书馆一定要以人

为本，不要以书为本。”

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被媒体诟病的农家书屋的

书不对群众需求的问题竟然也顺带着解决了。购

物公园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的管理员沈蓉蓉说：“一

开始，我们驿站的书比较单一，我们也不知道读者

究竟喜欢什么书，但因为是全市通借通还，不少读

者在其他驿站借的书也在我们驿站还，这个量已经

超过我们每月２００册流转的新书３倍多，来我们驿

站的读者就发现这些其他驿站的书挺好看，就都借

走了，毕竟这些书是经过读者挑选的，有的还流转

了不止一个驿站。”

另一个让人意外的是，真的有读者在半夜或凌

晨来图书馆。“你看看昨天夜里１２点还有８个读

者来借书，凌晨２点钟还有４个读者。”６月５日夜

里８点，缪建新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指着屏幕上的

实时统计数据对记者说，“以前没有２４小时图书

馆，谁能想到读者还有晚上借书看书的需求。”

志愿服务是低成本运行基础

在张家港永联村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里有一个

小小的咖啡馆，在黑板上，咖啡和饮料的价格标示

的不是人民币而是红色的心形图案，一杯咖啡需要

两颗心。“只要你在我们这儿做一个小时的志愿者

就能攒一颗心，两个小时就能换一杯咖啡，我们２４

小时驿站除了一位专职图书管理员之外，全部工作

都是由志愿者来做的。”永联村党委办主任胡文俊

说。

实际上，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已经成为志愿服

务的一个热门平台。“每次在群里招募志愿者的时

候，都是秒杀，手稍微慢一点儿，就抢不到了。”金港

镇山北村镇山小区居委会主任高荣说，目前镇山小

区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有２００多名志愿者，以“每天

奉献２小时”的方式，来打扫卫生、整理书籍、举办

阅读活动。

志愿者年晓清老家在安徽，只上过一年半学，

但如今她是小区山北村国学苑的负责，自学认字读

书的她每个月都要开三次读书会，３０多人一起研读

《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她说：“小时候家里穷，想看

书没有书，如今在２４小时驿站里想看什么书就有

什么书，我在这儿当志愿者，大家一起读书交流，特

别开心。”

据介绍，在张家港，志愿者们可以通过志愿服

务攒积分，积分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享受免费体

检、子女入学等优惠。良好的激励机制使张家港志

愿者队伍日益扩大。而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环境优

雅、书香氤氲，对许多喜欢看书的志愿者而言是不

二之选。购物公园驿站的志愿者陆晓宇已经攒了

２０００多个积分，意味着３年来她义务为读者工作了

２０００多个小时。“我自己开公司，时间上比较自由，

又很爱看书，所以就一直在这儿做志愿者。”陆晓宇

说。

“志愿服务不仅仅为广大市民奉献爱心提供了

渠道和平台，客观地讲，也大大降低了２４小时图书

馆驿站的运营成本，使得驿站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缪建新说，如果建传统的图书馆或农家书

屋，就算只配备两个管理员，按目前每人每年５．８

万元工资也要１１．６万元。但无人值守和志愿服务

使得２４小时驿站每年仅需支出１．４万元的电费和

２４００元的上网费。“２４小时图书馆驿站的成本比

较低，我们算过，一个驿站一年在每位读者身上花

的成本不过４毛钱左右，下一步，我们希望能把张

家港所有１５０余家农家书屋全部改造成２４小时驿

站。”缪建新说，“到那时，你会看到，在张家港的夜

里永远明亮的除了路灯，还有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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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图书馆简讯

昆山市图书馆———花桥经济开发区便民服务中心

流通点正式建立

近日，昆山市图书馆花桥经济开发区便民服务

中心流通点正式成立，该流通点位于全省发展现

代服务业示范区的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为了契合

花桥“融入上海、面向世界、服务江苏”的战略目标，

同时也为了让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更好地享受书

籍带来的乐趣，陶冶情操，我们配送图书１０００册，

涵盖了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政治法律、经济、

教育、文学、历史地理、医药卫生及农业科学等各个

种类。值得一提的是，花桥经济开发区便民服务中

心流通点是我馆首个设有母婴室的流通点，为爱看

书的年轻妈妈们解决了后顾之忧，馆舍的装修设计

也十分温馨，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劳逸结

合的好去处。

昆山市图书馆小书虫绘本馆试开放日活动

为了能更好的服务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日，期待已久的昆图小书虫绘本馆

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与大家相约六点至八点开馆

试运行。

当晚六点左右，家长就带着小朋友们陆续的进

入少儿室一楼进行签到和阅读。稍后全体集合前

往二楼绘本馆并由李老师带队向大家详细介绍绘

本观的情况：小书虫绘本馆是昆山首个专门为０－６

岁儿童提供独立公共文化服务的场馆，总服务面积

３００平方米，入藏各类绘本图书１万余册，有绘本文

学区、英文原版区、新书架区、小舞台区，为鹿城低

幼儿童提供各类绘本的阅览、借阅、检索、咨询以及

开展丰富多彩的绘本阅读推广活动。

试开放日为大家准备了两场亲子活动，一个是

创意美学－小猪佩奇存钱罐，喜爱手工的小朋友们

带着家长前往我们的阅读区接受老师的指导开始

手工创作。一个是在绘本墙和舞台区为大家准备

了英语趣读绘本及绘本小游戏，由可爱的外教老师

带着大家认识水果和颜色，带领小朋友们做游戏。

活动结束后，大家自由参观借阅，而且每一组到馆

家庭都领取了一份由我馆制作的原创绘本《昆山市

图书馆民间故事系列绘本》大礼包。

活动结束后，家长为我们的工作小朋友和家长

们大都意犹未尽，纷纷表示绘本馆的出现为他们提

供了更好的阅读和教育环境，只要有空就会带着宝

宝来读书，参加活动，让孩子体验阅读的兴趣，乐于

看书，与书为友。

小书虫俱乐部“世界读书日”系列少儿主题活动

伴随着孩子们与蝴蝶姐姐“我们开馆了”的口

号中，昆山市图书馆的小书虫俱乐部第２２个世界

读书日的系列主题活动开演了。

小书虫绘本馆是昆山首个专门为０－６岁儿童

提供独立公共文化服务的场馆，总服务面积３００平

方米，入藏各类绘本图书１万余册，在４月２０日预

开放热身后于４月２３日正式开门迎客，开门首日

接待读者３１０２人次，借阅图书９６６册次。

小书虫绘本馆小舞台区为大家准备了英语绘

本故事会《ｐｅｔｅｔｈｅｃａｔ：ｂｉｇｅａｓｔｅｒ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由

绘本树的Ｌｕｃｙ老师为大家讲解复活节的由来，分

享ｐｅｔｅ猫乐于助人并收获快乐的故事。

读书乐基地由个人阅读推广人陆金茂老师带

来《数学王国冒险记》，小朋友们都被故事中奇妙的

数学构思所吸引，跟随主人公的脚步，到充满想象

力的数学王国一探究竟。陆老师根据故事的发展，

延伸出许多数学知识，比如：数学的起源、数学大小

的比较、数子记法等，让小朋友在欢声笑语中学到

了很多数学知识。

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开阔了小朋友的眼界，激

发小朋友的阅读兴趣，培养了小朋友的阅读习惯。

图书馆人借以“世界读书日”的契机开展活动希望

每个小朋友都能走进图书馆、爱上图书馆、爱上阅

读、增强自信。

“金色的青春”五四诗会

５月４日，由昆山市文广局、昆山团市委主办，

昆山市图书馆承办的《金色的青春》五四诗会在昆

山图书馆举行。

本次诗会以“金色的青春”为主题，围绕“岁月、

青春、梦想”的主旋律，分为“流金岁月”、“青春舞

曲”两个篇章，诗会现场首次采用主持人做引子，台

上嘉宾现场对作品解读，然后朗诵者现场演绎的形

式，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全新的诵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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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者以真挚的情感、深情的朗读为听众奉献

了一场视听盛宴。值得一提的是，由昆图朗诵团成

员周玲原创的作品《壮志天涯》首次演出，采用了新

的诗歌演绎方式，将小品化的形式带入朗诵，引起

了台下观众的强烈共鸣。

青春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青春不是老年人的曾

经，在金色的青春中，我们与诗同行，踏着青春的节

拍，徜徉于朗诵的海洋，感受流金岁月。

昆山市图书馆获得２０１７“文明昆山 爱家行动———

文明随手拍”最佳组织奖

５月２０日，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文明办、昆山

日报社主办的２０１７“文明昆山 爱家行动———文明

随手拍”颁奖典礼在昆山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举行。

活动中由３０名大众评审以现场投票的方式选

出了１０个最具人气奖与２０个最美社区作品奖、１８

个优秀作品奖，另外根据各单位对于本次活动的参

与度与配合度评选出最佳组织奖，昆山市图书馆有

幸获得最佳组织奖。

通过文明随手拍活动充分发掘和传播市民身

边的文明现象，激发市民的文明意识，以及对自身

所处环境的爱护、自身言行的规范，展示出个人及

单位在文明城市建设中应作出的努力。

行走的图书馆正式启动

５月３１日，在昆山市家庭美德教育周启动仪式

现场“行走的图书馆”正式启动。

为加强图书馆服务功能的宣传，让图书馆公共

服务走近百姓，昆山市图书馆启动了“行走的图书

馆”活动项目，一个微缩版的图书馆来到了活动现

场，现场共分为展示区、活动区以及阅读区，环环相

扣，区区相应。我们以“文明点亮生活”为主题，在

现场有好家风好家训专架展示、阅读体验、现场借

阅、活字印刷等活动，错落的书架，温馨的环境、可

爱的装饰，大家走累了在图书馆坐坐，拿本书，阅读

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们搭建微图书馆就是要让阅读走进大家的

身边，今后“行走的图书馆”将走进商场、走进社区，

我们希望让阅读的力量注入每个人的内心，让阅读

放缓匆匆而过的世人脚步，阅读习惯的培养不论早

晚，阅读，一直在路上。

我馆接受俞明先生书籍捐赠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２日午后二时许，我馆金磊馆长

与采编部杨枫主任共赴苏州新区明基医院，探望我

邑德高望重之老前辈———俞明先生，并接受其平生

著述捐赠合计１１种、２８册。

俞明先生乃昆山人士，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

投身革命工作，成为昆山最早之地下党员之一。

１９４９年后历任昆山城区党组副组长、宣传委员、副

书记、县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后转赴他乡，长期执

教于南京师范学院，并在其间负笈北上，于人民大

学短暂求学。回到姑苏故里之后，转任苏州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部长、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昆

山市顾炎武研究会会长。

俞老先生在政务之余，笔耕不辍，自八十年代

之后，撰写了大量散文，并结集付梓，广为流传，如

著名之《姑苏烟水集》、《姑苏烟云》、《苏州故事》等，

其人亦名列《中国散文史》所举当代优秀作家之林。

俞老先生如今已年逾九十，因思乡情切，欲为梓里

留下一份自己的文化记忆，故而身虽抱恙，却主动

联系我馆，商议捐赠事宜。我馆领导高度重视，亲

赴苏州新区进行探望，与俞老先生伉俪促膝畅谈良

久，在俞老先生之重托下，接受了其捐赠之书籍，并

对俞老先生表达了深深的敬谢之意。

我馆今后将不负乡贤之厚望，郑重珍藏其书，

以其自强不息之精神、悠远厚德之文化，复我浩浩

正气，振我巍巍乡邦。

突破自我，演绎精彩 ———昆图朗诵团举办五周年

朗诵ＰＫ赛

６月２４日，昆图朗诵团举办了五周年特别节

目———朗诵ＰＫ赛，新老团员一起以朗诵的形式向

五周岁献礼。

２０１２年，昆山图书馆搭建了一个交流沟通、展

示才艺的文化平台———昆图朗诵团，吸引了有很多

语言艺术爱好者加入朗诵团，五年来，大家一起探

讨、互相鼓励、一起成长，这个团队就像一颗种子一

样慢慢的生根发芽。为了更好的检验我们的学习

成果，我们挑战自我举办了朗诵ＰＫ赛。

我们以团员们入团时间分成了彩虹队、精英队

和梦之队，在各自队长的带领下进行了易错字ＰＫ、

诗词朗诵ＰＫ和团外嘉宾助阵三个环节的ＰＫ，三

个环节比拼非常激烈，尤其是诗词朗诵ＰＫ，我们分

为古诗词、现代诗词、外国诗词及本土作家诗词的

比拼，每一个环节团员们都发挥了极高的水平，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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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的评委和大众评审也难以取舍。最后梦之队

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第一名，

团员们认为胜负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大家

展现了各自的风采，展现了昆图朗诵团的专业，展

现了我们团结进取的精神。这是一次成功的演出，

是对五周年成绩的汇报，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朗诵

会，也是对朗诵团五周岁的献礼。

６月昆图老年人免费电脑及智能手机培训活动简

讯

为了能让更多的老年人掌握电脑知识和智能

手机的使用，我馆在６月份又推出了一期的“老年

人免费电脑、智能手机培训”活动，活动报名预告一

经推出，就得到了老年读者的踊跃报名。

６月阴雨连绵的天气并没有抵挡住叔叔、阿姨

来图书馆参加培训的热情，有些叔叔、阿姨是夫妻

两人结伴来学习的，大家各个都学习劲头十足。本

期培训由三节电脑课程和两节智能手机课程组成，

为了能达到授课效果，同时考虑到老年学员的接受

能力，每节课程都由一位主讲老师授课，由几位志

愿者在老年学员中间随时进行辅导和答疑解惑。

课上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学员们讲解，讲到

关键知识点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进行操作演练，授

课内容包括电脑基础、使用浏览器上网、聊天工具

的使用、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方法、微信等常用手

机ＡＰＰ的使用等知识。在授课和操作演练过程中

我们的志愿者随时在旁进行指导及疑问解答。通

过课上细致的讲解，和操作演练时手把手的指导，

让老年学员们真正掌握了所学的知识技能。课堂

上，老年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教室里充满了提问

和回答的声音，满是浓浓的学习氛围。

本期培训活动有多位志愿者积极参与，主动申

请为老年人授课，他们奉献自己的爱心和时间，耐

心、细致的为老年学员进行辅导，仔细的回答老年

学员的每一个问题，得到了老年人们的赞赏和感

激。以后的培训活动我们欢迎更多的老年人前来

报名学习，我们会努力为你们带去更精彩的课程，

也欢迎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团队奉献爱心，收

获快乐和感动！

太仓市图书馆简讯

太仓市图书馆举办《馆藏民国文献珍本展》展览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由南京图书馆、太仓市图书

馆联合主办的大型展览《馆藏民国文献珍本展》在

太仓市图书馆一楼展厅开展。

民国文献，特指编纂、出版于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４９

年的一切文献。它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记载了中华民国的荣辱兴衰，记载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的伟大历史，记载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具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此次展览共计展出５０块展板，展出了民国时

期文献三个部分：图书、期刊和报纸。范围广、品种

全、机构遗藏多，内容丰富，吸引了不少读者前来观

看。

针对本次展览，太仓市图书馆开展了有奖知识

竞答环节，读者可至图书馆二楼办证处领取试卷，

能够正确回答出试卷中的问题的读者，月底将有机

会领取到精美礼品一份。

“读吧！太仓”城市阅读巡展来到南洋广场

４月２３日世界读书日，太仓市图书馆主办的

“读吧！太仓”城市阅读巡展在南洋广场开启２０１７

年首站。当天，图书馆将小型书展搬入南洋广场，

在现场举办读书和手工活动，还有心愿赠书、文创

帆布袋赠送等活动。当天，“心有所书”赠书活动受

到了读者的欢迎，展区现场的一面蓝色心愿墙上，

牵上了几根细线，线上则是读者写下的阅读心愿卡

片，每张卡片上有读者的心愿书目，卡片背后是读

者姓名和联系方式……开场１小时半幅心愿墙就

被阅读心愿卡给占据了。活动结束后，太仓市图书

馆的工作人员将随机抽取２０张心愿卡片，在一周

内将心愿图书采购到馆，通知书单填写者前来领取

图书。另外，在活动区举办的“海底世界多美丽”彩

绘活动和“不负春光不负花———ＤＩＹ插花活动”也

受到了小朋友和家长的欢迎。

２０１７年，太仓市图书馆将会在全市其他公共区

域举办四次“读吧！太仓”阅读巡展，图书馆希望通

·５５·

苏图通讯２０１７．６　　 　　　　 　　　　　　　　 　　　　　　　　　　　　　　　　　简　　讯



过这样立体、丰富、生动的形式，把一座小型的图书

馆展示在读者面前，也向市民们传达，处处皆是读

书地，人人皆是读书人。

图书馆举办《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展览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３日是全国世界读书日，当天由

国家图书馆主办、太仓市图书馆承办的大型展览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在我市图书馆一楼展厅开

展。

“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倡导全民

阅读的公益性图书评奖活动，旨在评选出适宜阅读

的、读者喜爱的，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

众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普及类图书。文津图

书奖选用《耕织图》中的《簸扬图》为标识，取“读书

如稼穑 勤耕致丰饶”之意，揭示了读书与人生的关

系，也传达了文津图书奖的宗旨。该奖项命名“文

津”，不仅缘起于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津阁四

库全书，更是取意“文化津梁”，显示了图书馆愿意

作为沟通交流的使者、传承文化的桥梁，为促进作

者、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作用。第十

二届文津图书奖评选工作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正式启

动，本届文津图书奖在推荐阶段收到了来自专家、

图书馆、出版社、读者各方推荐的书目共１８００余

种，最后经过图书馆评审、媒体评审和专家评审们

多轮投票讨论，评选产生了５４种终评入围图书。

４月２３日阅读节下午正式揭晓了本届文津图

书奖的最终十本获奖书单，展览详细介绍了十本获

奖图书相关内容。太仓市明德高中组织学生前来

参观了本次展览。

图书馆举办《传统文化之浅谈易经》社区讲座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６日，由太仓市科协、太仓市图书

馆、浏河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娄东大讲堂———“讲座

进基层行”活动在太仓浏河江南丝竹馆举行。本场

讲座请来了上海科协团讲师张宝玉老师来为居民

们讲述《传统文化之浅谈易经》。

张宝玉老师告诉大家，要了解易经首先要从

“何为易经”这个题目开始，“易”是什么？

文献中记载“易”是群经之首，不管五经还是六

经，都将“易”放在前面。人们认为“易经”是中华文

化的起始，也是诸子百家的起始。《易经》可以说是

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吕氏春秋》中描写其“其大

无外、其小无内”，说明了《易经》的博大精深。讲述

了“何为易经”之后，张宝玉继续为居民们讲述了

《易经》的历史与发展，并通过《易经》引申出了许多

哲学、神话典故，让在场的听众对《易经》有了更深

刻的了解。

本场讲座得到了浏河居民的一致认可，太仓市

图书馆“娄东大讲堂”也将继续每月为社区居民们

开展基层行讲座，下一场将会走进太仓朝阳社区，

由苏州科协团高级讲师王杰生为居民们解读《十八

届六中全会》。

吴江区图书馆简讯

科普活动进校园，开启孩子天文梦———吴图“馆校

阅读联盟”系列活动吴江实验小学太湖校区站

为培养学生的探索发现精神，宣传天文，普及

天文知识，进一步激发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的热情，４月１３日下午，吴图“馆校阅读联盟”活动

以科普小讲堂的形式走进了吴江实验小学太湖校

区四（六）班，以“天文和望远镜”为题带领同学们进

入神秘的星空世界，开启一段梦幻之旅。

吴图未成年人阅读推广人糖糖妈妈以三种不

同的问候方式，调动起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互动游

戏“人类的演变”，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决出参赛

者，余下的同学瞬间变身小裁判。你猜拳来我判

定，优胜者从“鸡蛋－小鸡－猴子－人类－超人－

男神女神”不进则退，你追我赶，大家玩得不亦乐

乎，从中明白做优胜者，要主动沟通、要自信、要勇

于尝试，充份调动起同学们的求知、探索的欲望。

紧接着吴图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志愿者震泽中

学吕老师从“我们眼里的星空”与“望远镜里的星

空”两个方面为同学们普及天文知识。在多媒体软

件的辅助下，老师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通过循序

渐进的方式，将深奥的天文学知识讲述得通俗易

懂、妙趣横生。同学们饶有兴致地聆听和学习，了

解到在无限大的宇宙中每当星体爆炸，便会有无数

星星诞生，同时宇宙扩大。随着一张张精美图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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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浅出的讲解，同学们知道了许多星星的名字，

还学会了辨认星座的位置。知道最早制成天文望

远镜的物理学家伽利略、了解了射电、太空、双筒等

望远镜类型。同学们了解天文望远镜基本知识的

同时，也明白了想要探寻到宇宙的更多奥秘，还需

要不停地发展科学，完善望远镜技术。随后提问环

节，整个班级就像炸开了的锅，面对色彩斑斓、形状

各异的星云照片，大家纷纷举手起立抢答星云名

字，试着用望远镜进行观测，不亦乐乎！同学们犹

如一棵棵正在汲取养分的幼苗，吸收着吴图“馆校

阅读联盟”带给大家的养分，知识面得到了拓展。

下课时，大家意犹未尽，却也受益匪浅，心里满载着

对吕老师的敬佩和对神秘且精彩的星空世界的向

往，开启了孩子们的“天文梦”。

一直以来，吴江图书馆坚持以公益性、普及性、

多样性为宗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手段新

颖、持续性强的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活动，既增长了

未成年人的知识，也丰富了业余生活，从而达到了

建设“书香吴江”的目的。

阅读，让吴江更美丽———吴江图书馆举办２０１７年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在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上，李

克强总理将“大力推动全民阅读”位列２０１７年重点

工作任务，并且放在“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

点的社会建设”中。４月２３日，第２１个“世界读书

日”如约而至。吴江图书馆积极响应“全民阅读”号

召，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举办了以“阅读，让吴江

更美丽”为主题的大型阅读推广活动，设吴江图书

馆主会场、全区各镇（区）图书馆分馆分会场，围绕

“Ｉｆ运动”、“Ｉｆ陪伴”、“Ｉｆ分享”、“Ｉｆ科技”四大出

题，多地同时推出３１项子活动，内容涉及讲座、展

览、诵读、竞赛、数字文化等，受益人数达１００００余

人。创新的活动形式，全新的阅读体验，充分体现

了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展现了

它的多彩神韵和阅读的魅力！

【Ｉｆ运动】

近年来，吴江图书馆不断创新阅读模式，为了

让读者在阅读之余放松身心，带给读者不一样的体

验，让读者“读书与运动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以世

界读书日为契机，围绕“Ｉｆ运动”主题开展了４项子

活动：“悦读彩虹堂”之趣味谜语，为小读者讲解谜

语知识、举办互动小游戏；“盲人读者俱乐部”，为全

区盲人读者开展助残活动；开辟阅动空间，在读者

阅览区旁开辟单车运动区域；在平望镇新世纪文化

广场，为基层百姓举办科学健身主题讲座，惠及更

多基层百姓。

【Ｉｆ陪伴】

为了让阅读成为家长和孩子沟通的纽带，让阅

读开启美好人生，吴江图书馆开展了８项“Ｉｆ陪伴”

主题活动：“妈妈俱乐部”之妈妈课堂连续举办３场

小讲座，传递科学的育儿方式；“馆校阅读联盟”走

进吴江实验小学本部校区举办天文科普活动，带给

学生全新的阅读体验；为全区０－３岁婴幼儿家庭

免费派送５０份“金婴于都礼包”，陪伴孩子快乐成

长。“阅读齐步走”镇村少儿活动走进舜湖分馆和

肖甸湖“四位一体”中心举办绘本故事；邀请志愿者

走进桃源镇学校举办非遗活动；在桃源、铜锣、青云

小学举办竟读、朗诵比赛……为基层少儿送去了丰

富的阅读体验。

【Ｉｆ分享】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推动

书香城市的建设，吴江图书馆开展了１４项“Ｉｆ分

享”主题活动：《垂虹讲坛》走进高校举办网络文艺

与传统文化讲座；举办国学大师柳诒徵专题展览；

吴江朗诵团面向全区热爱阅读的市民，招募“阅读

弘人”；承办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全国朗诵

比赛（吴江赛区），为吴江喜爱朗诵的读者提供展示

平台；面向广大市民免费赠送５００册过刊；在吴图

微信公众号“悦读吴江”开展吴图百年知识有奖竞

答活动；举办“古籍不再沉睡，传统走进生活”活动，

与读者分享仿古笔记本的制作流程；评选太湖新城

（松陵镇）第五届借阅之星；在盛泽舜湖分馆开展好

书推荐活动，为基层百姓推荐好书；在平望镇、汾湖

开发区，为基层百姓举办劳动主题展览、张志英中

国画小品展；在震泽镇、庙港镇、七都镇等基层开展

半价公益义卖阅读推广专柜……利用覆盖全区的

总分馆服务体系，让文化活动在江城大地遍地开

花，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Ｉｆ科技】

近年来，吴图致力于打造“智慧图书馆之城”，

向读者提供基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新的服务生

态循环，为读者创造更好的知识服务体验，最大限

度满足读者需求，吴江图书馆开展了５项“Ｉｆ科技”

主题活动：“读佳悦借”网上借阅活动结合“你阅读

我买单”线上模块，书单范围突破馆藏，并提供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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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的个性化服务；为小读者举办３Ｄ海洋体验、

ＶＲ三位视景体验、沙画体验；以及举办“码上共读”

活动，读者通过手机扫描微信二维码并收藏，即可

永久免费在线阅读。

通过４·２３系列阅读活动的开展，让广大读者

在油墨的芬芳中感知五千余年中华文明的神韵，感

知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走好“中国路”、振兴“中

国业”、铸牢“中国魂”。四月来了，有爱，有暖，有

书。阅读，让吴江更美丽！

文化活动新方式，互联助力“夏青杯”———央广“夏

青杯”朗诵大赛吴江赛区全面启动

“夏青杯”朗诵大赛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

办的朗诵大赛，是全国最高等级的朗诵赛事，始终

致力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次大赛作为吴

江首届“夏青杯”朗诵大赛，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

办，吴江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新局、团区委承办，吴

江图书馆、吴越在线、８９．１交通音乐频率、吴江朗诵

团协办，以阅读让吴江更美丽为主题，在秉承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第五届“夏青杯”朗诵大赛的宗旨基

础上，弘扬吴江朗诵艺术。

本次大赛，吴江赛区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兴网络

文化优势，采用初赛网上录音、投票的形式，充分体

现了大赛的“专业化、普及化、网络化”。从４月２１

日启动以来，共收到２３５位参赛选手的作品，网上

访问量达１２６５３９０次，累计投票１２３２７３票。经过

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定，最终１００位选手进入复赛、

１３５位选手进入复活赛。参赛的优秀选手将被吸

收进入吴江朗诵团，参与到吴江朗诵团的专业培训

和活动中。

为了给参赛选手更多朗诵经验的指导和提升，

吴江图书馆为选手安排了专业、有针对性的决赛前

培训。５月１３日下午，吴江图书馆特邀浙江传媒学

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张伟老师为参赛选手进

行专业的朗诵培训。通过理论指导、示范讲解、互

动活动，让参赛选手全面了解和学习朗诵的技巧，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发挥更好的水平。

本次“夏青杯”朗诵大赛，为全区的朗诵爱好者

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风采的平台，也是贴近群众、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平台。今后，吴江图书馆还

将继续大力宣传推广朗诵品牌活动，为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推动朗诵艺术的普及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

吴江图书馆举办论文写作培训 以实际行动迎接国

家一级图书馆复查

党十八大对新时期图书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也为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

加强学习型图书馆建设，提升图书馆馆员的业务工

作水平，更好地服务广大读者，吴江图书馆于近期

面向全体馆员，开展论文写作活动，活动得到了全

馆各部门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加，共收到论文１９

篇。５月２３日下午，吴江图书馆针对此次论文写作

活动，举办“论文写作培训”，图书馆参考咨询部门

张海江老师主讲，各部门派业务骨干聆听了讲座。

讲座中，张老师结合本人多次在中国图书馆学

会年会征文获奖的经历，与大家一起分享了自己的

论文写作心得。他从广大馆员在论文投稿方面的

切实需求出发，以本次论文写作活动的论文投稿规

范为例，从论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参

考文献与注释、格式等六个部分进行了详细分析和

解读。他指出，论文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论文主

题的选择要有背景、有意义；论文内容要有自己的

新思想、新观点或新举措。他强调，要注重过程性

资料的积累以及学术研究中的不断反思和自我成

长，这样才能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才能提高图

书馆员队伍的素质和业务能力，解决在工作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实现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化成长。

吴江图书馆在迎接全国第六次公共图书馆一

级馆评估定级之际举办本次讲座，激励了广大馆员

参与论文写作、提升自身素质的自信心和热情，更

表达了吴江图书馆打造一支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与发展的高素质文化服务队伍的决心。

融入群众送服务，全民阅读氛围浓———吴江图书馆

举办２０１７年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

“４·２３”世界读书日的热潮还未退去，又迎来

了全国图书馆服务宣传周！５月２１日至６月４日，

吴江图书馆举办了 “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吸

引了众多市民走进图书馆，感受书香魅力。

【融入群众送服务】

５月２１日上午９：３０，吴江图书馆走进吴江新

湖明珠城，将流动图书车开到居民身边，将图书馆

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用心为每位群众提供优

质服务，将“四个融入”精神落到实处，落到全心全

意为群众服务中。带去贴近群众实际需求的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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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１．流动图书车进社区；２．现场借阅证办理；３．

图书馆服务现场解答；４．听取读者心声，完善提升

服务；５．数字文化服务推广介绍。在活动中倾听群

众的意见和建议，对广大读者的阅读情况进行详细

地询问，并把一些阅读推广政策措施及时传递给读

者，让更多人了解图书馆，走进图书馆，享受文化惠

民带来的美好生活。

【全民阅读氛围浓】

“过刊新生”活动向广大读者赠送期刊１０００

册，让过刊资源得到最大的利用，新老读者在领取

福利的同时感受图书馆浓浓的书香氛围。

“让书回家·读者免责”活动，免收图书超期滞

纳金，活动共收回超期图书２１３６册，免除罚金

７９７６．２０元，很多长期滞留在读者手中的图书回归

书架，大大提高了图书馆资源的流通率和利用率。

“十佳勤奋读者”及“十佳读书小明星”评选，根

据读者借阅量、遵守图书馆规章制度等情况，评选

出十名成人读者和十名优秀小读者，给予奖励，激

发读者阅读热情。

【文化活动新方式】

“夏青杯”朗诵大赛（吴江赛区）从４月２１日比

赛启动以来，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兴网络文化优势，

采用初赛网上录音、投票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大赛

的“专业化、普及化、网络化”。经过初赛、复赛、复

活赛，通过网络投票（网上访问量达１２６５３９０次，累

计投票１２３２７３票）、激烈的现场比拼、专业评委评

定，最终２０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为了给

决赛选手更有针对性的朗诵指导和提升，５月２８

日，吴江图书馆特邀张威子老师给决赛选手进行了

专业的个别朗诵指导。

【科普知识伴成长】

５月２１日，特邀李雁雁博士走进《垂虹讲坛》作

主题为“读书成才———首位留美盲人医学博士的追

梦人生”，为吴江图书馆盲人读者俱乐部盲人读者

和热心盲人志愿服务的读者普及科学知识，传递正

能量。

５月２８日，举办举行“大手牵小手，共制咖啡

香”活动。带领孩子们赴一场科普之旅，参观咖啡

烘焙工厂、听老师讲解咖啡历史、咖啡的来源，并且

体验咖啡制作，了解课本以外的知识，很大程度地

提高了孩子们欣赏美、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

吴江图书馆将以全国图书馆服务宣传周为契

机，顺应文化发展潮流，积极开展形式更多样、内容

更丰富的活动，推广全民阅读，让书香遍布吴江！

吴中区图书馆简讯

同一片蓝天　共一缕书香———吴中区图书馆举办

“太湖大讲堂”走进民工子弟学校系列活动

为了进一步推广全民阅读，充分发挥公共图书

馆社会教育职能优势，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服

务，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９日———２０日，吴中区图书馆“太

湖大讲堂”特邀儿童文学作家、幼儿教育专家、阅读

推广人、儿童安全教育大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苏

梅老师作为主讲嘉宾，先后走进吴中区香樟学校、

木渎蓝天学校、吴中区藏南学校，为３所学校共７００

多名学生带来３场“在阅读中快乐飞翔”的主题讲

座。

苏梅老师运用生动风趣的语言，通过现场问

答、开启“童话大门”、“放鞭炮”奖励等多种充满童

趣的互动方式，传授了在阅读中寻找快乐的“秘

诀”，并引导同学们养成快乐阅读的习惯。苏梅老

师通过故事《恐龙妈妈藏蛋》，教导同学们如何将不

同的词汇运用到写作中去，传授写作技巧。她还与

同学们一起朗读经典绘本《你是特别的，你是最好

的》，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根植自信心。最后，苏

梅老师向积极参与回答问题的同学赠送了签名书

籍和明信片。孩子们在与苏梅老师的互动交流中，

接受了阅读指导，激发了阅读兴趣，培养了爱读书、

善读书、读好书的阅读习惯。

吴中区香樟学校、木渎蓝天学校、吴中区藏南

学校都是吴中区图书馆流动图书大篷车定期定点

服务的对象，作为民工子弟学校，公共文化资源相

对匮乏，今后，吴中区图书馆将组织更多的讲座资

源和阅读资源送进校园，让民工子弟学校的儿童享

受到图书馆免费、普遍、均等、便捷的公益文化服

务。

吴中区２０１７年“书香吴中”全民阅读节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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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３日，吴中区２０１７年“书香吴中”

全民阅读节启动仪式在木渎国际影视城举行，这标

志着吴中区新一年度的阅读节拉开了序幕。吴中

区图书馆参加启动仪式，并积极开展阅读推广活

动。

本次活动由吴中区委宣传部主办，区文明办、

团区委、教育局、文体局、木渎镇党委承办。活动主

题为“书香吴中 悦读越美”，旨在唤起大众读书热

情，在全区上下营造“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良

好氛围和文明风尚。

活动上吴中区首届“书香门第”家庭出炉，这些

家庭或藏书颇丰，或有成员著书立说，或有成员在

专业领域建树丰盈，集中体现了吴中厚重的文化积

淀和文脉传承。四月诗会通过朗读与舞蹈、乐器等

相结合的方式，为大众献上了视觉听觉双重盛宴。

除此之外，活动现场还举办了特色书展，包括新华

书店、耐思、初见书房等在内的书店集中亮相，吸引

了众多眼球，展现了近年来吴中区各类新型阅读载

体蓬勃发展之势。

吴中区图书馆将传统阅读与时下最流行的阅

读方式———“朗读”相结合，承办了吴中区２０１７年

“书香吴中”全民阅读节线上活动———“悦读越美”

和“荐书如面”，鼓励市民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吸引

了本地及外地社会各界主播热情参与。其中，“悦

读越美”活动第一阶段短短１５天时间里，共收到音

频２０１条，点播量达１７．４万次。启动仪式上公布展

示了“悦读越美”活动第一阶段最佳人气奖与最美

声音奖获奖名单及参赛音频，并为获评最美声音奖

的五名主播现场颁奖。值得一提的是，获奖主播江

南燕和翟俊豪是一对母子，他们为全场观众朗诵了

芬兰作者索德格朗创作的诗歌《星星》，让大家感受

到了阅读之美。线上活动“悦读越美”和“荐书如

面”将持续至今年９月３０日。

特色书展处，吴中区图书馆展位人头攒动，馆

员们为广大市民提供借阅咨询、图书赠阅及现场办

证服务，推介“书香吴中”微信、微博、“书香吴中”官

网电台等吴中区图书馆公众网络交流平台，共计发

放《市民阅读手册》２００本，餐巾纸、手机支架、笔、

环保宣传袋、省少儿数字图书馆４·２３活动推介和

绿书签等宣传资料等各２００余份，鼓励市民朋友走

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促进公众人文素质和全区

文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吴中区图书馆绘本阅读、

视障服务志愿者招募活动同步启动，旨在吸引更多

的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与管理，营造全民阅读

氛围。

此次活动，吴中区图书馆创新采用微博直播方

式，将活动现场画面实时在线传送，扩大活动辐射

面和影响力，推广全民阅读。

苏州市吴中区２０１７年“书香吴中”全民阅读节线上

活动全面启动

为进一步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以“根植吴文

化、建设新吴中”为主题导向，紧跟网络时代民众阅

读需求，增强线上线下与读者的交流互动，在全区

上下营造“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良好氛围和

文明风尚，更好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

文化素质，苏州市吴中区文明办、团区委、区教育

局、区文体局联合主办苏州市吴中区２０１７年“书香

吴中”全民阅读节线上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书

香吴中，悦读越美。活动由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负

责承办。

苏州市吴中区２０１７年“书香吴中”全民阅读节

线上活动于２０１７年４———９月举行，将开展“悦读

越美”和“荐书如面”两大评选活动。“悦读越美”评

选将面向社会公众征集朗读音频，参与者自由选读

“书香吴中”官网电台授权作品，录制音频，由承办

方在电台进行发布。“荐书如面”评选将面向社会

公众征集“荐书如面”文稿及音频，参与者以荐书为

主题，描写自己与图书之间的故事，以书为媒，分享

阅读趣事，发表阅读感悟。参与者可选择将原创

“荐书如面”文稿内容录制成音频，由承办方在“书

香吴中”官网电台进行发布。

本次“书香吴中”全民阅读节线上活动历时６

个月，将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及单条音频在“书香吴

中”官网电台上的点击量评选出最美声音奖１０名、

最佳人气奖１０名、最动人故事奖１０名、最动听声

音奖１０名。获奖者每人将获得价值５００元的购书

卡及“悦读”书香卡各１张，外地获奖者将获得快递

寄发的等额图书。优秀作品将入选“书香吴中”全

民阅读节启动仪式视频展示环节，优秀主播将参与

“书香吴中”官网电台ＣＤ录制。

本次活动立足互联网时代阅读推广的特点，突

破时空界限，以音频为媒介，推动个体阅读向交互

阅读转变。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对此次活动高度

重视，积极组织、精心策划，发动全馆人员全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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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服务，以确保即时在线应答回复。为扩大活动

的覆盖面和辐射面，增进各地读者之间的阅读互动

和交流，吴中区图书馆与授权作家沟通，扩充授权

作品电子版内容，丰富各地参与者的选读空间，营

造浓郁的书香氛围，唤起大众读书热情，确保活动

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推进总分馆建设　香山分馆资源建设任务圆满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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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功

能，满足乡镇群众的文化需求，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５日上

午，吴中区图书为了保障香山分馆顺利建成运行，

吴中区图书馆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工程建设对接、

空间布局设计、业务辅导、资源配送等服务工作。

此次配送的资源包含１００００册新书、１０００张音像光

盘、１００种报刊。在保障资源的同时，区图书馆还

完成了分馆工作人员业务培训，以及总分馆 ＶＰＮ

专线部署，实现业务标准统一、资源互联共享、文献

通借通还。

分馆图书上架期间，区图书馆要求分馆管理员

切实履行乡镇分馆的职能和义务，认真贯彻落实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精神，发挥基层公共图书馆

的功能，努力提升读者的文化获得感和社会影响

力，促进书香城市建设。香山文体中心陈扬主任表

示，将积极配合全区总分馆建设，加快落实开馆各

项准备工作，确保新馆顺利运行。

吴中区图书馆举办“书香吴中 悦读越美”全民阅读

推广活动

为了让更多市民走进图书馆、了解图书馆、热

爱图书馆，增强与读者的交流互动，扩大吴中区图

书馆的读者群体及图书馆影响力，同时宣传即将启

用的吴中区图书馆新馆，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８日，吴中区

图书馆在新馆北广场举办“书香吴中、悦读越美”全

民阅读推广活动。

推广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馆员们为广大市民提

供借阅咨询、图书赠阅及现场办证服务，推介“书香

吴中”微信微博、“书香吴中”官网电台等吴中区图

书馆公众网络交流平台，共计发放《市民阅读手册》

２００余本，餐巾纸、手机支架、签字笔、环保宣传袋、

省少儿数字图书馆使用指南和绿书签等宣传资料

等各２００余份，鼓励市民朋友走进图书馆，利用图

书馆，唤起大众读书热情。现场还发放吴中区图书

馆绘本阅读、视障服务志愿者招募活动宣传单，以

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与管理，营造

全民阅读氛围；发放“用童话记录生活———少儿阅

读公益讲座活动”推广宣传单，培养少年儿童的阅

读习惯，增进亲子间的沟通交流。

活动现场同时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及江苏省少儿数字图书馆《阳光下的

插画———世界经典儿童插画作品展》宣传展览，宣

传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群众文化素养。

推进“书香吴中”建设 吴中区图书馆筹建特色

为贯彻落实《２０１７年苏州市吴中区实事项目》

中的“书香吴中”建设任务，全面推进“特色分馆”建

设，引导社会力量开辟阅读空间，进一步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拓宽公共文化服务范围，２０１７年５

月１５日，吴中区图书馆对运河图书分馆管理员进

行业务技能培训。

培训现场，吴中区图书馆辅导人员按照分馆管

理制度和服务规范，分别就图书办证、文献流通、超

期处理等窗口服务操作进行了培训。双方围绕馆

藏布局、图书分类、活动开展等服务细节充分交换

意见。

运河分馆是全区首家由企业参与建设运营的

公共图书馆，即将建成开放。该馆坐落于吴中高新

区大运河畔，颐和湾小区内，建筑面积１２００平米。

馆舍着力打造“传统精品”图书馆，馆内开辟“大众

阅读”和“典藏专区”，结合丰富的读者特色活动，为

公众提供多层次阅读需求和文化交流。

吴中区图书馆举行２０１７年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系列

活动

每年５月最后一周是全国“图书馆服务宣传

周”，为营造书香氛围，推动全民阅读，充分发挥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职能，吴中区图书馆于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４日至５月３１日期间举行了服务宣

传周系列活动。

吴中区图书馆在服务宣传周期间举办了广场

宣传、“让书回家，免收滞纳金”、“书香吴中·浸润

好时光———少儿画信比赛”、“你观展，我送礼———

微信互动抽奖”、“书香吴中”官网电台“悦读越美”

“荐书如面”评比、少儿数字线上推广等一系列活

动。在５月２７日的广场宣传活动中，吴中区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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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为广大市民提供借阅咨询、图书赠阅及现场办证

服务，推介“书香吴中”微信微博、“书香吴中”官网

电台等公众网络交流平台，发放宣传资料及礼品

２００余份。在“书香吴中？浸润好时光———少儿画

信比赛”中，孩子们选择“图书馆”、“阅读”、“文明礼

仪”、“端午节”、“儿童节”主题在定制明信片上进行

绘画创作，大家纷纷用画笔充分发挥想象力，家长

也饶有兴致地欣赏孩子们的作品，比赛现场洋溢着

欢乐温馨的气氛。截止５月３１日，共有５２名少儿

参赛。经过评选，徐欣洁、周星怡、林龙３人获得一

等奖，周士渝等５人获得二等奖，徐子昊等８人获

得三等奖。

通过此次系列活动，区馆展示了良好的服务形

象，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高，引导更多读

者走进图书馆。

苏州市吴中区图书馆新馆正式建成开馆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８日，苏州市吴中区迎来文化体

育事业发展的大事、喜事和盛事，苏州市吴中区图

书馆新馆正式建成开馆，并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

开馆当天，苏州市副市长、吴中区委书记金洁也以

普通读者的身份，来到新馆体验自助办卡、借阅图

书服务，并实地参观考察了新馆各服务功能区。吴

中区委副书记李朝阳、吴中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顾

建列、吴中区副区长顾益坚、周黎敏、吴中区文体局

局长周一风等领导陪同。

上午十点，在签到墙上签好名字后，金市长就

直奔一楼自助办证设备处，亲自体验自助办证服

务，金市长按照屏幕提示操作，不出二十秒，一张借

阅证就到了手上。金市长用新办的借阅证，在自助

借还设备上自助借阅图书，并参观了一楼会展区、

读者沙龙、综合借阅区，智能化的设施设备、便捷的

操作方法，让金市长连连点头。

吴中区图书馆举行新馆开馆系列活动———太湖大

讲堂“苏州古城街巷辨析”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苏州市吴

中区图书馆在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８日新馆开馆当日，邀

请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苏州方志文

化建设专家库成员潘君明老师做客太湖大讲堂，在

新馆五楼主题活动室为读者们讲解苏州古城街巷

的故事。约７０名读者聆听了潘老师的主题讲座，

并在讲座结束后，参加了主办方安排的桃花坞木刻

年画制作体验。

潘君明老师长期从事民间文学、诗歌创作及吴

文化研究，出版民间文学、诗歌、楹联等著作四十余

部。作品多次获全国和省、市奖励。他今年８０岁

高龄，虽已耄耋之年，但依然精神抖擞，神采奕奕。

潘老围绕苏州悠久的历史文化，介绍了三元坊、太

监弄、伍子胥弄等苏州古城街巷名称的来源和相关

的历史故事，如有的街巷以官衔命名，有的以历史

人物的姓氏名称命名等。读者们听得全神贯注、津

津有味，都沉浸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之中。

讲座结束后，吴中区图书馆还邀请中国工艺美

术学会会员、桃花坞木刻年画乔麦工作室的何木老

师现场展示了桃花坞木刻年画制作技艺，并指导读

者朋友们现场体验印制技巧，深受读者欢迎。

吴中区图书馆举办“腹有诗书气自华———中华传统

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推荐展”

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培养

公众良好阅读习惯，迎接吴中区图书馆新馆开放，

吴中区图书馆精心组织了以“腹有诗书气自华”为

主题的中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推荐展活动。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少儿数字图书馆主办，吴中

区图书馆承办。吴中区图书馆精心制作了４２幅中

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推荐宣传展板，自２０１７

年６月１８日起在一楼展厅展出。展览主要围绕

“百家争鸣———先秦诸子著作”、“春秋笔法———中

国古代史书”、“文苑英华———古代诗歌小说”三大

内容，详细解读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主要思想

和《春秋》、《左转》、《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

经典著作，带读者领略《诗经》、《楚辞》、西汉乐府

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发展轨迹和艺术

魅力。吴中区图书馆通过举办本次展览，帮助读者

重温经典，让阅读的意识深入人心，使读好书、好读

书成为一种风尚，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倡导全民阅

读的积极作用。

吴中区图书馆举办“苏州吴中十大文化名人展”专

题展览活动

吴中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涌现出许多著名文

人、经典篇章和动人故事，值得读者品鉴与学习。

为了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传承

和弘扬吴地文化，提升读者的文化素养，建设“书香

吴中”，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８日起，吴中区图书馆在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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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楼主题活动区举办《苏州吴中十大文化名人展》，

精心制作展板十块，以图文专题展览形式集中介绍

展示苏州吴中十位著名文化名人的生平，包括朱买

臣、陆龟蒙、范仲淹、唐寅、叶圣陶等。本次展览为

吴中区图书馆新馆开馆系列活动之一。

姑苏区图书馆简讯

姑苏大讲堂系列讲座之“红木竹节搭建制作技艺”

百姓达人走进平江

５月３１日下午，由姑苏区图书馆主办，拙政园

历史文化片区管理办公室（平江街道）承办的“姑苏

大讲堂”———“百姓达人讲堂”进基层系列讲座活动

在原娄门街道办事处二楼报告厅举行，平江街道２３

个社区的文化工作人员、社区居民参加了此次活

动。

主讲人张红根为平江街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张老师简要讲述了他３０多年的学习、从业经

历，并对红木竹节制作技艺进行了介绍普及。张老

师介绍说，创作一件竹节红木小件作品，从画设计

图、选料、制作成各个搭件，打磨、拼装，要经过十几

道工序。选材，取决于对各种红木材质的认知。

长期以来，张老师积累了识别各种红木的知

识。他创作的红木小件有马车、官轿、游船、轿子、

鸟笼、扇子、仿真家具等等，都得到了居民朋友的赞

赏。张老师制作的一顶独具竹节风格的竹节轿，轿

骨、轿窗、轿帘，都是竹节形状，该作品在苏州工艺

美术精品展展出，获得了评委的好评，荣获精品银

奖。讲座中，张老师还向大家展示了他创作的多件

竹节红木小件工艺品，现场观众纷纷拍照、把玩，无

不为张老师的精湛技艺所惊叹。

听完讲座后，现场气氛依然热烈，居民朋友热

情高涨，主动上台近距离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探讨

文化、请教技艺。此次活动让更多居民感受到了非

遗文化的魅力。

苏州独墅湖图书馆简讯

园区第三届绘本剧奥斯卡精彩收官，园区少儿馆正

式启动

“一书一绘·一世界”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届儿

童绘本剧奥斯卡典礼于６月４日在园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圆满落幕。当天参演的老师和孩子们身着

礼服、剧服走过红毯，欢度这个属于园区孩子的节

日。园区少儿馆（青少馆）于当日启动，成为园区儿

童创意和梦想的加油站！

绘本剧表演是语言、音乐与舞蹈的交融，在艺

术中感悟故事的真谛。孩子的童年需要文学与艺

术的浸润，绘本剧是帮助孩子完成一次天性的舒

展。与往届绘本剧大赛不同，今年园区绘本剧大赛

以“原创”为主题。参演团队均选择了中国本土作

家的原创作品进行演绎，还有６支团队演绎了２０１６

年园区儿童绘本创作大赛中的获奖作品，这些由园

区孩子创作的绘本故事被搬上了舞台，其中，来自

金鸡湖学校的学生创作的《蚂蚁搬家》经过东沙湖

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创意表演，获得了大赛一等

奖。园区儿童绘本阅读年已经成为园区孩子的创

意和梦想集结的地方！

大赛引起了园区社会各届的广泛关注，主办方

累计邀请了１４位专家评审为大赛把脉，并邀请到

苏州市文化馆、苏州电视台等机构的专业人士作为

大赛的导师，为参赛团队提供系统性的指导意见，

以期促进园区绘本剧创作水平提升、经验交流。大

赛最佳人气奖通过微信票选，８小时有效期内创造

了７万余投票量、１０万余阅读量的佳绩。园区管委

会、苏州新闻网、苏州日报、新华网、搜狐新闻等媒

体对大赛进行的报道。上海交大昂立国际教育玲

珑湾分校、苏州川大华西口腔科学中心有限公司附

属诊所对本届大赛给予了大力支持。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幼儿园、葑谊幼儿园、新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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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东沙湖学校等绘本剧佳作在典礼上 “巡

礼”，这些佳作的精彩表演赢得了观众一次又一次

热烈的掌声；孩子们用他们生动的演绎，诠释着一

个又一个富有深意的故事。本届大赛来自园区幼

儿园、中小学等４５家单位团体及个人分获“第三届

苏州工业园区儿童绘本剧大赛”一、二、三等奖及各

单项奖。

苏州工业园区 “绘本阅读年”以“选·读·演

·画”为主线的一系列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中。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

每个孩子的童年，都拥有非凡的灵性与创造力。从

这种意义上说，园区绘本剧大赛是一种外在的形

式，而所有参赛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对绘本作品的理

解、感悟与创作的过程才是项目的内核所在。让孩

子在人生早期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感受语言的丰

富和优美，并因此爱上阅读，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

期望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能够激发更多家庭关注

儿童阅读，开启孩子的那一份“独一无二”！

首期苏州市知识产权经理人沙龙开讲

６月８日下午，苏州市知识产权经理人沙龙的

首期活动在金陵观园国际酒店成功举办。本次沙

龙主题是：《企业知识产权经理人选育之道》，来自

沙龙的内部会员约２０人参与了活动。

本期沙龙活动中邀请了来自富士康（昆山）电

脑接插件有限公司的知识产权室资深专理姚锦程，

和苏州精濑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杨欣

陆，两位嘉宾分别从《企业知识产权人才的选育用

留》，以及《中型企业如何做“大”知识产权》等角度

分享了企业内部知识产权人才管理及人才培养经

验，可谓干货不断。

然后，现场与会人员展开了热烈的互动，大家

根据自身企业的管理现状及未来发展，就企业知识

产权经理人的定位、需要具备的能力素质、自身成

长路径、以及人才培养方式等管理办法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和交流。有与会人员会后表示今天的沙龙

受益匪浅，回去要好好消化，与工作实际相结合后

要更好的运用在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上！

据悉，为了给苏州市范围内各类企事业单位、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人

士打造互动交流平台，苏州市知识产权局和国家中

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培训（苏州）基地（苏州独墅湖图

书馆）于２０１７年４月共同发起成立非营利性学习

交流组织———“苏州市知识产权经理人沙龙”。目

前独墅湖图书馆已向全市知识产权经理人发出倡

议，邀请苏州市企业的知识产权从业人群加入沙

龙，大家一起交流成长。

探究科学的奥秘，点燃激情的梦———苏州市第

九届“高士其”科普作品创意大赛获奖作品展

６月１０日下午，苏州工业园区青少年科技嘉年

华正式启动，以“探究科学·点亮梦想”为主题的第

九届高士其科普作品创意大赛获奖作品展也同期

在苏州独墅湖图书馆举行。活动现场，学生们不仅

能够欣赏到众多精彩的科技表演，还能来到现下最

ｉｎ的黑科技ＶＲ体验区，亲身体验这些新奇有趣的

高科技。

第九届高士其科普作品创意大赛以“虚拟视野

中的科学世界”为主题，要求参赛者结合本届大赛

的科学课题，自主设计验证试验，展开课题研究，通

过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展现课题研究的思路、过

程和结果，最终利用 ＡＲ或 ＶＲ技术呈现参赛作

品。大赛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全市共有

３０所中小学参与，共收到各类４Ｄ图书作品２９４

件，１５９０名学生参与其中。经主办方组织专家评

审，共评出获奖优秀作品５９件及优秀组织单位９

个和优秀指导教师９位。这也是“高士其”大赛自

２００８年举办以来，走到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累计

１．７６万人参与，累计４９０多所中小学组织学生参

赛，共评出个人和组织奖６８５项。

苏州工业园区青少年发明家招募计划同期举

行发布仪式，初期学员招募完成后，将通过培训课

程，提升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争取３年内提

交专利申请１００项，并鼓励优秀学员参加国际、国

内各项科技创新大赛。２０１７年计划招募３０个项目

成员，基地设有强大的师资团队在基地定期辅导，

培养学生的创新理念，１０－１６周岁的学生都可以来

报名参与，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来独墅湖图书馆，

这里可以帮你达成梦想。

园区青少年嘉年华共设有多个展区，其中最绚

的当属ＶＲ科技体验区，共设有五个区域，分别为：

ＶＲ影院、ＨＴＣＶｉｖｅ体验区、ＰＬＡ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ＶＲ

体验区、ＯｃｕｌｕｓＲｉｆｔ体验区以及 ＶＲ厂商展示区。

而展示的内容也大多是同学们较为感兴趣的 ＶＲ

艺术、ＶＲ生物、海底世界、宇宙太空以及益智游戏

等。

中国科普研究所高士其基金会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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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其、苏州市科协主席程波、苏州工业园区教育

局局长沈坚、苏州工业园区科协主席虞吉强等出席

活动。活动现场吸引了千余名市民及小朋友们现

场参与，使市民们开拓了科技视野，领略到高新技

术的独特魅力。

中国原创奏响、天籁之韵———百城插画展·苏州站

６月２５日上午，中国原创奏响天籁之韵———

《婴儿画报》《幼儿画报》百城插画展继北京站、南京

站后，苏州站启动活动在独墅湖图书馆进行。此次

画展出席的嘉宾主要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

文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白冰，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蓝皮鼠和大脸猫”之父葛冰，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刘丙钧，苏州文联副主席邢

静，苏州作协副主席王一梅，主办方代表中国少年

儿童出版总社总编辑张楠，以及媒体代表和读者

等。

据了解，此次插画展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主办，悠贝亲子图书馆承办，独墅湖图书馆协

办，旨在以插画展的形式，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落

地活动，推动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

画展上，主办方展示了原创图画书在幼儿园、

绘本馆、社区所开展的各种类型的落地实践活动，

各位出席嘉宾对于此次插画展都发表了各自见解。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

洪波的原创作品《小猪波波飞》的故事就是现实生

活的反映，小朋友们很喜欢波波飞，他们理解这个

因为二孩政策和父母闹别扭的小猪。

白冰的《爸爸，别怕》这个故事同样来源于生活，

把父子之间的感情描述得十分感人，幼儿园用这个

故事开展的实践活动也感染了在场的所有观众。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看

了孩子们以不同形式讲述他新创作的图画书《我爱

妈妈的自言自语》故事后十分赞许，同时也倡导给

孩子多读儿歌、诗歌，以增强孩子对语言和文字的

感受力。

关于故事和文化如何融合，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蓝皮鼠和大脸猫”之父葛冰表示，插画展不仅

是对插画的展示，也是对故事和文化的展示，对插

画的欣赏和利用，就是对故事和文化的审视和检

验。

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这是一个千年难题。刘

丙钧就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次插画展将一直延续到１２月，陆续在江苏、

浙江、上海、深圳、成都等全国近百个城市的悠贝亲

子图书馆开展，并且穿插讲座、沙龙、论坛等活动。

苏州工业园区少儿图书馆－属于园区每个孩

子、家庭的阅读天地

阅读是一把钥匙，帮助孩子开启未知的世界；

阅读是一汪清泉，滋养孩子灿若夏花的生命；

对于孩子来说，书是不开口的、一辈子的老师！

对于家庭和学校来说，书是送给孩子一生最好

的礼物！

园区全民阅读计划把青少年作为最重要的推

广人群之一，逐步构建起并不断完善青少年分级、

分众阅读服务体系。为０－１２岁青少年定制阅读

计划，帮助他们提高阅读能力、扩展学习边界。

由独墅湖图书馆联合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共

建的全国首个国家级开发区少儿图书馆，辐射全区

１６万青少年读者，功能规划涵盖青少年阅读平台、

家长学习中心、教师能量站等，围绕原创绘本阅读、

科普阅读、家庭阅读、智能阅读等主题，升级打造

“阅读梦工厂”、“无国界外语小课堂”、“原创绘本研

习社”、“小手拉大手”小小作家分享会、“父母课堂”

等系列品牌活动，满足园区青少年多元文化融合的

需求。

园区少儿图书馆还将依托独墅湖图书馆“园区

绘本阅读年”品牌项目，建立园区原创绘本馆，开展

“选、读、听、演、绘”系列绘本阅读活动。每一个孩

子，都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每个孩子的童

年，都拥有非凡的灵性与创造力。从这种意义上

说，园区绘本剧大赛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所有参

赛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对绘本作品的理解、感悟与创

作的过程才是项目的内核所在。让孩子在人生早

期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

并因此爱上阅读，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期望这种

喜闻乐见的形式能够激发更多家庭关注儿童阅读，

开启孩子的那一份“独一无二”。

建立一个属于孩子、也属于每个家庭的少儿图

书馆，让每一位孩子在人生早期爱上阅读，接触优

秀的文学作品，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感受世界

的美妙与奇幻———这是一个公共图书馆的理想与

使命。苏州工业园区少儿图书馆（青少分馆）将努

力打造成为园区青少年阅读服务主阵地，让更多的

孩子和家长爱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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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高校图书馆活动简讯

苏州国际教育园读书月暨苏州市职业大学第十二

届阅读节开幕

４月１９日下午，苏州国际教育园读书月暨苏州

市职业大学第十二届阅读节在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拉开了序幕。

馆长赵宁燕作了热情洋溢的开幕式致辞，并向

读者们介绍了此次阅读节的各项活动。本届阅读

节以“‘悦’读正青春，书香满校园”为主题，活动丰

富，形式多样。与以往不同的是，阅读节将历时８

个月，每个月都会有相应的阅读主题活动。除了经

典保留项目：馨阅书虫联盟月光书房、馆刊《阅溪》

征稿、“悦”读龙虎榜揭晓，“悦书房”真人图书馆、馨

阅漂流书屋图书漂流、“书香浓浓寄真情”捐书活

动、“Ｅ资源”超市、图书馆利用“一二三”培训、“悦”

读非遗等活动外，此次特别推出“悦读为快”朗读演

讲大赛、“校园情缘”微视频大赛、“我眼中的图书

馆”手绘比赛和“ＲＥＡＤＥＲＳ来挑战”通关比赛等四

项大赛活动。另外，还设有立体艺术作品征集、创

客Ｓｈｏｗ等活动。

随后，曾丽霞老师宣布了“‘悦’读龙虎榜”获奖

名单，并向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悦”读非遗主题沙龙作为阅读节的开幕式大

餐，邀请到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

委员会委员，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

室研究员、原主任龚平，与读者分享了《非遗，与我

们同行》的主题讲座。龚老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有生动活泼的例证地展示了苏州十大项非遗，让同

学对苏州非遗资源特点、艺术价值有了深入了解，

感受苏州非遗的独特魅力，拓宽了同学们文化视

野，促进专业学习与苏州文化的有效融合。整场报

告座无虚席，让人意犹未尽。

“一书一世界，静谧似天堂。”图书馆孕育的是

知识的力量，激扬的是知识的浪花。书籍是我们生

命的云梯，它让我们的梦想青云直上，我们的生命

将随着它的延伸，得到快乐和辉煌。欢迎广大师生

积极参与到阅读节中来，阅读改变你的人生，阅读

因你而精彩！

非遗讲座“吴文化漫谈”成功举办

４月２６日下午，苏州国际教育园读书月暨苏州

市职业大学第十二届阅读节“悦”读非遗系列讲座

第二讲在图书馆报告厅开讲。本次讲座由苏州市

政协文史委主任叶正亭先生主讲，讲座主题为“吴

文化漫谈”，共二百五十余位学生参加听讲。

叶先生首先用“２５００年建成史”“双面刺绣”“三

顶帽子”“从一体两翼到五区组团的城市定位”“四

市六区”“８４８８（市域面积）１３００万人口”六个关键词

概述苏州；然后，叶先生诙谐地讲述苏州的九个故

事，“一万年前的三山岛”———长江流域远古人类发

祥地之一、“６０００年前的草鞋山”———全世界水稻之

父、３０００年前泰伯奔吴始建国，专诸刺王僚，伍子胥

构建水城；以及苏州的状元文化、双面刺绣、盘门三

景、山塘街、平江路等，贯穿历史纵横解读苏州历史

脉络、深厚文化。最后，叶老师勉励同学们一是要

挖一口属于自己的深井，二是每天两小时拉开人与

人之间的距离，两小时专注做一件事。

讲座持续了近二个小时，会场内座无虚席，气

氛热烈，同学们感受到吴文化魅力，促进了专业教

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拓展了同学们的文化视野。

我校召开２０１７年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

近日，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２０１７年度工作

会议在图书馆会议室召开，纪委书记刘丹及校图书

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图书馆

馆长赵宁燕主持。

刘丹宣读了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名单。

赵宁燕从借阅服务、资源服务、信息服务、阅读

推广、微信服务以及空间改造６个方面，汇报了图

书馆２０１６年完成的主要工作。同时，介绍了２０１７

年图书馆“智能图书馆建设１期”和“悦·咖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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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图书馆将在教师工作室、

院部资料室建设、精准学科服务和专题展示进行探

索的思路进行了说明，将尽可能地做到为学校教学

与科研提供精准服务，为师生提供更好的利用资源

的途径和空间。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罗金增和办公室陈钰作了

专题汇报。罗金增介绍了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开展

情况，２０１６年图书馆咨询服务开始引入了嵌入式

科研服务和深度学科服务两种服务模式，２０１７年

将会把这些服务继续深化，学科服务做到精准对

位，并有选择地嵌入教学，建立学科服务平台进行

学科评价；陈钰汇报了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情

况，当前，阅读推广工作已成为图书馆的一项重要

常规工作。为扎实做好这项工作，图书馆以“阅读

推广活动工作小组”为抓手、充分发挥“馨阅书虫联

盟”和“读书吧”社团这两个团队的作用、借助微信

图书馆，校广播台，阅读节三个平台，将阅读推广活

动逐步常态化和泛在化，努力营造慢阅读和深阅读

的校园阅读氛围。

征求意见阶段，委员们对图书馆工作积极建言

献策。对阅读活动与教学、学生人文素养的结合，

以及新生入馆教育的前置和形式给出了很好的建

议，对教师（研讨）工作室、院部资料室等方面表示

了浓厚的兴趣，表示愿意与图书馆共同探讨设立的

模式和可行性。

刘丹作了重要讲话，首先感谢图情工作委员会

委员对学校图书情报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其次，肯

定了学校图书馆努力调整，很好地服务了学校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他强调，各位委员要一如既往地支

持图书馆的发展建设，更要多呼吁教师与学生来图

书馆，书之所以“香”，就是人生与读书结合，在阅读

中体会自身感受，从而得以熏陶，人生得到了升华。

图书馆要根据师生需求，努力提升服务水平，让青

年学生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发挥图书馆的最大功

能，创新管理与服务形式，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做好

学校教育与科研的支撑服务，办出我校图书馆的特

色。

第二届苏州高职院校“万方数据杯”信息检索大赛

决赛及颁奖大会在我校举行

６月９日下午，２０１７年第二届苏州高职院校

“万方数据杯”信息检索大赛决赛及颁奖大会在我

校图书馆举行。校纪委书记刘丹，上海万方数据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亓法蕊，苏州科技学院图书馆副馆

长顾永时，以及１３所高职院校图书馆馆长与老师、

选手参加了颁奖大会。我校图书馆馆长赵宁燕主

持颁奖大会。

苏州地区共１３所高职院校参与本次大赛。大

赛分为教师组和学生组，共计７６８位师生参加初

赛，４６位老师和４９位学生进入决赛。经过紧张激

烈的决赛角逐，丁蕾蕾、霍前程２位师生荣获大赛

特等奖，冯羽凯、陈晨、许鹏、周洁等１２位师生荣获

大赛一等奖，宿瑞芳、陈刚、黄佳琪等２４位师生荣

获大赛二等奖，陈立人、于亚莹、姚慧婷等５７位师

生荣获大赛三等奖。

颁奖典礼上，刘丹代表我校对大赛的圆满举办

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向为活动提供大力支持的上海

万方数据有限公司表示了感谢。刘丹介绍了我校

教育发展取得的各项成果和图书馆服务转型的探

索，指出检索大赛有利于老师增强获取学术信息资

源的能力，有利于同学们对信息检索技术知识的系

统理解与掌握，有利于图书馆提升网络信息资源利

用率和服务效率，掌握利用各类数据库获取文献信

息的方法，不仅是一种宝贵的知识技能，也是从事

终生学习所必需的知识基础。同时，他表示，大赛

有效加强了在苏１３所高职院校图书馆的交流和合

作。

图书馆罗金增代表承办单位对此次大赛进行

了总结。亓法蕊和顾永时分别代表万方公司和苏

州高校图协对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了感谢与

祝贺，充分肯定了活动对苏州高职院校师生信息获

取和选择能力培养的积极作用。

我校已连续承办两届苏州高职院校“万方数据

杯”检索大赛。通过大赛全面考察了参赛师生的信

息检索认知和信息检索获取的实践能力，提高了师

生掌握网络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技能，其影响是

积极和长远的。虽然大赛帷幕已经落下，但图书馆

“授人以渔”的任务永远在路上，不忘初心继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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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今后将与苏州高职院校图书馆同仁加强协作、

共同探讨信息素养教育的路径和方法，努力推进苏

州高职院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四届二次教代会图书馆相关提案座谈会顺利举办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１日学院召开了苏州工艺美术职

业技术学院四届二次教代会，在本次教代会上环境

艺术系钱蔚老师提出了希望图书馆考虑提供二楼

专业资料外借服务，宣传处房春波老师提出了提高

图书馆利用率的几点建议。６月２６日提案处理座

谈会在图书馆３楼会议室召开，图书馆馆长孙鸿文

老师主持了本次会议，钱蔚老师、房春波老师、任镱

老师以及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此次会议中，图书馆流通部谢卫老师首先就

二楼专业书库图书外借的问题与钱蔚老师进行了

沟通，二楼图书价格高且多为孤本善本，长时间外

借容易造成遗失和损坏，图书馆希望能够通过提供

高清扫描等服务为老师和同学们解决问题。随后，

图书馆读者服务部倪菁老师就提高图书馆利用率

的问题与房春波老师进行了沟通，图书馆将积极联

系各院系开展“每月一书”，“共读一本书”等相关活

动，积极联系院系教师为学生推荐专业书籍和文学

类图书，争取将电子书借阅服务范围扩大到院系。

另外，将与后勤、院系等相关部门联系开辟阅读推

广专区，开展新书推荐、经典书目推荐活动。

座谈会历时２个小时，图书馆工作人员与相关

提案人开展了积极全面的沟通，提案人就各自提案

给出了更加详细和具体的建议，也对图书馆之前的

工作给予了肯定。学院图书馆将透过各种渠道去

了解、关注师生对信息资源的需求，提升图书馆信

息资源与服务的相关性、能见度、独特性和准确性，

为专业提供“个性化”精准信息服务，为教师的教科

研提供多维度、深层次支持等精细化服务，构建服

务质量和效益转变的新常态。

图书馆升级微信公众号 打造最实用“掌上图书馆”

近日，我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ｃｓｌｇｌｉｂ）全新升

级为服务号，并与汇文图书管理系统联通，读者只

需通过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通过“添加朋友”直

接搜索“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即可添加关注，绑定

证件号后即可实现“图书检索”“图书推荐”“图书续

借”等多项功能。

“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公众号开通三年多，关

注人数稳步增加。２０１６年初通过腾讯认证，经过一

年的常态化推送，已初步建立起品牌效应，“书目推

荐”“电子数据库推荐”“经典阅读”等栏目实现了推

送常态化，并通过“书香校园”“新生入馆教育”等活

动，打造专题信息推送。区别于传统网页，在语气，

风格上相对宽松，充分利用微信平台“多元、及时、

互动“等优势。此次与汇文图书管理系统联通，真

正实现读者在手机上查询借阅情况、续借图书、推

荐图书等功能，进一步开拓了为读者服务的渠道。

另外，推送内容也将全新整合改版，更加注重推送

信息的多元化、立体化以及版面风格新颖化。图书

馆希望以此次公众号升级完善为契机，以阅读推广

为主旨，倾心打造引领大学生阅读风尚的新媒体平

台。

图书馆启动青年馆员专业图书阅读计划

５月１０日下午，图书馆青年馆员“专业图书阅

读”启动仪式在逸夫馆３１５举行。全馆５５名馆员

参加。馆长王燕主持会议，王雅戈博士进行第一轮

阅读辅导。

图书馆一向重视充分发挥阅读资源优势，积极

创建学习型图书馆，推进全民阅读，为馆员创设阅

读、提高的优良氛围，完善自身的知识储备。为提

升馆员内涵素养，充实专业知识结构，图书馆依托

信息研究所，深入馆内各部门，充分调研，有的放

矢，为馆员“量身定制”培训系列计划。青年馆员专

业图书阅读计划是系列培训计划之一。每学期针

对四十周岁以下馆员选取专业书目，明确学习重

点，通过集中辅导、自主讨论、交流提高，设立业务

学习专架扩展成果，让学习成为馆员成长的“加油

站”。本学期学习书目为《图书馆学概论》，王博士

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剖析了该书的篇章结构，从实

用的角度指导大家如何通过阅读专业书籍提高自

己的业务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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