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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 图书馆党总支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集中学习研讨会 

● 周飞副校长莅临我馆指导工作 

● 我馆顺利承办“NSTL 安徽地区高校文献资源培训会” 

● 一入图林十五年，回眸磬苑情更暖 

● 我们——礼赞祖国七十华诞，致敬图书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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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党总支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集中学习研讨会 

10 月 9 日上午,图书馆党总支在文典阁会议室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集中学习研

讨会。 

 

 

会上，彭丹菊书记围绕主题

教育集中学习的重点内容，要求

理论中心组成员认真学习《习近

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等，她强调，集中学习要以查摆

问题为导向，用心用力发现问

题，挖原因找对策，做到标本兼

治。图书馆总支委员、副馆长彭

少杰结合图书馆工作实际，进行 

领学，分享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学习心得。他指出，党员同志要牢牢把握

主题教育的思想精髓，明确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做到：坚定理想信念，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纪律底线，培养高尚情操；坚持服务宗旨，发挥党员作用。与会

人员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行交流研讨，表示通过理论学习进一步强化“四个意

识”、树立“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爱国教育贯彻到主题教育中去。 

 会议由党总支书记彭丹菊主持。图书馆党总支委员和各支部书记参加会议，馆长储节

旺、馆办张雪成、何倩倩列席会议。                                   （馆办 张雪成） 

 

 

 

 

强化需求导向 提升服务保障——记南京书展现采活动 

为进一步提升逸夫馆的文献保障能力，有效支撑龙河校区相关学院教学、科研及学科建

设，更好地满足龙河校区师生文献阅读及知识服务需求，10 月 11 日，图书馆邀请文学院、

历史系、哲学系、管理学院及互联网学院教师代表参加 2019南京秋季馆藏图书展销会。 

 

 

本次展销会共有 500 家出版社参展，参

展图书 8 万多种。参会老师从学科需求角度

出发，结合教学科研实际，精心采选，所选

图书内容丰富、主题新颖、专业性强。在院

系及图书馆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此次书展

共采选文、史、哲、管理及计算机类图书 1867

种。与会老师表示，图书馆组织一线教师、

科研骨干参与纸质图书现采活动，真正挑选

出教研需要、师生满意的图书，图书采选针

对性更强、馆藏建设更加精准科学。 

 

 
教师代表在采选现场 

    图书现采活动进一步增进了馆、院（系）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今后，图书馆在文献资源

建设中将继续扩大师生参与力度，提升图书馆为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提供支撑的文献保障

能力及契合用户需求的精准服务能力。                                （采编部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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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在安徽省图工委“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馆” 

主题征文比赛中荣获佳绩 

为庆祝祖国 70 周年华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发挥高校图书馆在全民阅读和书香校园建设中的主阵地作用，2019 年 10月 18日

-20 日，由安徽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淮南师范学院图书馆承办的“我和我

的祖国，我和我的馆”主题征文交流会暨颁奖典礼在淮南师范学院知明湖学术报告厅举行。 

安徽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安徽大学图

书馆馆长储节旺教授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

家图书馆的回信为着眼点，提出对图书馆事

业的美好愿景，殷切希望图书馆人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精

神，并将之贯穿到图书馆管理、服务、建设

的全过程中去。 

本次主题征文大赛，共收到 36 所高校

117 篇优秀征文。所有稿件经过两次查重，

对符合要求的征文由各评委匿名盲审后取

其平均分。我馆推荐的 9篇征文中，全部获 

奖，其中特等奖 1项，一等奖 3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 2项。我馆因征文组织和推选工作

突出，荣获优秀组织奖。 

    我馆特等奖获得者谈海蓉老师会上作了发言，深情讲述了作为一名图书馆员甘于平凡，

默默奉献的事迹以及图书馆与读者之间发生的故事，感动了在场所有嘉宾，让大家以身为图

书馆人而骄傲。                                                      （信息咨询部） 

谈海蓉老师在会上发言 

我馆喜获 2019 年全国高校信息文化与信息素质教育研讨会 

优秀案例一等奖 

 

 

2019 年全国高校信息文化与信息素质教育研讨会于 11 月 13-17 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成功

召开，此次大会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河南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委员会和《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协办，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承办。 

我馆信息咨询部报送的“‘1+KM+OM’企业培训模式：让人人爱上新生入馆教育”案例在

本次大会评审中荣获一等奖，卢传胜老师作为优秀案例获奖代表在大会期间做交流发言，引

起不错反响。 

河南省图书馆界学术带头人张怀涛教授在做大会总结点评时对我馆新生入馆教育工作

评价如下： 

广度温度迸激情，以少带多效果明。 

讲练结合交朋辈，情景体验动师生。 

近年来，我馆积极探索新生入馆教育新模式新方法，践行“读者第一，服务至上”初心

使命，在新生入馆教育方面积累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得到了业内同行的一致认可。 

（信息咨询部 卢传胜） 



导读                                                                               总第 89 期 

4 

 

 

 

 

 

 

 

 

 

 

 

 

 

 

 

 

 

 

 

 

 

 

 

周飞副校长莅临我馆指导工作  

11 月 14 日下午，周飞副校长到我馆进行调研座谈，旨在深入了解图书馆总体情况和在

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图书馆馆长储节旺、党总支书记彭丹菊、副馆长彭少杰、图书馆办

公室主任杨晓阳、特藏阅览部主任路俊英、研创服务部主任李朝云、活动与发展部主任张蓓

蕾参加了座谈。 

 

首先，储节旺馆长从图书馆的人

员结构、资源建设、学科服务、创客

空间等方面做了全面的汇报。周飞副

校长在听取了图书馆工作汇报后，充

分肯定了图书馆开展的工作，同时也

指出了图书馆服务中需要改进的问

题以及图书馆以后的工作方向，并强

调图书馆是学校整体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希望图书馆在做好服务工作

的同时配合学校的双一流建设。 

（馆办） 

我馆顺利承办“NSTL 安徽地区高校文献资源培训会” 

12月 6日上午，“NSTL安徽地区高校文献资源培训会”在安徽大学磬苑校区文典阁召开，

此次会议由 NSTL 用户服务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安徽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

作委员会主办，安徽大学图书馆承办，旨在提高安徽地区高校的文献资源保障水平。安徽大

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王群京，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主任彭以祺，安徽大学图书馆馆

长储节旺，NSTL用户服务中心的有关领导和老师，安徽省高校图工委委员以及全省各高校图

书馆领导和相关业务人员近 120人与会。 

本次会议由 NSTL 主题报告、开通电子资源签约仪式、专家报告、交流研讨等环节组成。 

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王群京首先为大会致辞，指出在信息化时代，文献资

源的共建共享已成为发展趋势和共同努力的目标，希望通过本次会议，让更多的高校馆受益，

共享到 NSTL优质的科技文献信息服务，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文献保障能力。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主任彭以祺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和安徽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安

徽大学图书馆馆长储节旺共同签署了“NSTL安徽地区全国开通电子资源”。 

随后，专家报告依次进行，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储节旺教授作“智慧图书馆资源聚合与

文化再现”报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张闪闪博士作“基于 CSCI 的学科评价体系”报

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丁遒劲博士作“开放环境下的资源建设方式”报告；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佟彤老师作“基于发现系统的用户认证与用户画像”报告。主场会议之后，

NSTL 资源建设负责人与我省部分高校图书馆馆长和资源建设负责人进行了自由深入的交流

和热烈探讨。 

此次会议成功助推了 NSTL 的资源与服务走进安徽省，进一步发挥国家科技文献信息中

心整体高效的服务功能，普惠安徽省高校师生员工，对提升我省地区科技文献信息保障能力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馆办 何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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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古籍颜值  传扬工匠精神  

为落实中央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部署，积极响应由文化和旅游部公

共服务司指导、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展的中华传统晒书活动，2019 年 11 月 5 日，安徽省古

籍保护中心、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安徽传习所在安徽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室举办“第一

届安徽省古籍修复技艺大赛”，我馆特藏阅览部孔令云老师不负众望，荣膺一等奖。 

经过初审，当天，来自全省 7 个古籍公

藏单位的 9 名修复人员参加了比赛，比赛共

分为 3 个项目：为破损古籍制定修复方案、

修补一张破损书叶、装订一册线装书。项目

的设置涵盖了古籍修复工作的基本流程，既

考查了修复师们对修复工作的整体策划能

力，又考验了修复师们在修复工作中的独立

动手能力。在紧张的比赛中，修复师们心无

旁骛，认真仔细地操作着每一个环节。 

安徽传习所导师、业界名宿潘美娣老师

作为评审专家对所有参赛选手的作品进行了 

盲评并打分，最终，孔令云老师一举夺魁，一等奖花落我馆。 

该次大赛的举办，旨在全面提升古籍修复人员的理论素质和业务技能，选拔优秀修复人

员，营造“以赛促学”的良好风气，为安徽省古籍修复工作打造一支业务精通、技艺娴熟的

专业队伍。我馆员工获得的这项宝贵荣誉，也见证了安徽大学图书馆在古籍保护的事业上的

持续投入与高度重视。                                                   （特藏部） 

潘美娣老师为孔令云颁奖 

我馆在 2019 年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教学研讨会暨 

创新案例大赛中荣获佳绩 

11 月 29 日-30 日，2019 年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教学研讨会暨创新案例大赛在

四川大学举行。会议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以“聚焦本科教育教

学，提升图书馆服务力”为主题，与会人员围绕高校图书馆如何坚持“以本为本，四个回归”，

怎样服务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教学等内容展开讨论。全国 140所高校的约 220 名代表参会。 

 

 

会议面向全国高校图书馆征集服务

本科教育教学创新案例，共征集案例 150

余项，最终评选出“最佳案例”20 项，

“特色案例”30项，“优秀案例”92项。

我馆活动与发展部报送的《服务助力研

发 创新引领创业——安徽大学图书馆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案例》荣获最佳案

例，李雪松老师作为获奖代表在现场展

示交流。 

（活动与发展部 李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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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图林十五年  ，回眸磬苑情更暖  

毕业进入安大图书馆已整整十五年，颇有感慨，常回忆起馆里的点滴故事。骤然提笔，

仍蓦然一惊，时间过的飞快，同时来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值得记录的收获和成绩，想是十分

惭愧。正是石中无玉难成材，枉入图林十五载。本意驻笔，“我”隐没在图书馆的发展运行

轨迹，仿佛无人察知，“写”的意义在哪里呢？但又想正是有了众多平凡如我，默默付出的

馆员，一如无数磁分子，处于祖国和图书馆事业磁场之中，绘成磁力线。另今年正值祖国华

诞七十周年，随着国家科技文化实力不断增强，在互联网和信息的迅猛影响下，图书馆事业

也获得了很大发展和成就，安大图书馆这些年也是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作为普通馆员的视角

和体验，来记录下十五年来磬苑校区图书馆的过去，也许算是一种别样的回忆和责任吧。 

一、读者服务部 

1999 年，为普及高等教育，振兴中华民族，教育部出台了《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成为高考扩招的第一个年头。高校老校区办学空间不足，开始建立新校区。安徽大

学也在 2002年新建了磬苑校区，纳入“211工程”二期计划。我 2004年 6月毕业到图书馆，

当时老校区逸夫图书馆已建成。因新区缺人，我主动到了磬苑校区。那时新校区建设不久，

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才建成，2003年招生了第一届。临时图书馆，实质上也就是读者服

务部设立在教学楼博学南楼 B楼一楼，只能阅览期刊、报纸，满足学生最低限的需求，当时

阅览室不大，经常学生要排队等着牌子，等待有同学出来才能进去。记得当时蚊子特别多，

当时有师傅用喷雾器打药，蚊子尸体黑压压一地，蚊子叫声长时间萦绕在耳边。我是 o型血，

常被蚊子盯上，不胜其烦。因新校区交通不便，读者服务部成了同学们课余和周末最爱的去

处，小小的空间因为渴望与追求，知识流动，精神氤氲，别样温馨，也成为工作最大的动力

和成就。 

下半年搬到了现代教技中心一层和负一层，一层是报纸和期刊阅览室，负一层作为临时

书库。负一层空气流动性差，层高比较低，亮度即使开灯也不够，工作环境比较压抑，我主

动到下面去工作。临时书库能够满足学生借阅图书的需求，而不用再奔波到老校区借还书。

受到读者由衷的喜欢，下课高峰期常常排队沿楼梯排到一层。因为新书量不断加大，一次假

期里面公司只运来书架，不能及时派人来安装。我和卫爱国老师、许跃钢老师三个人暑假自

己动手安装，忙了好多天，炎热的夏天在地下室里，常常汗流浃背，真正是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 

现在驻足于博学南楼 B楼或现代教技中心一层和负一层，还能依稀想起那段日子，仿佛

看到学生熙熙攘攘排队、安静的读书和带走“意中书”的喜悦样子。岁月留下的痕迹仍刻于

空间，回忆中与之轻触交融，思绪流动，温暖如初。 

学生对知识的追求，让他们对有限资源的如饥似渴，而没有去过多抱怨环境和资源，我

们馆员的热心服务和沟通及双方的宽容与理解，让大家在困难的条件下和谐相处，读者服务

部良好的完成它特殊时期的使命。 

二、文典阁 

安大磬苑校区新图书馆于 2007 年建成，下半年投入使用。馆名以学校首任校长刘文典

名字命名为“文典阁”。2003 级学生因建设周期原因，未能在本科期间最后体验到一流的空

间服务，也是我们安大馆员老师对他们留下的一种遗憾和愧疚。 

2007年暑假整个假期没有放假，上百万图书的搬迁工作量巨大，是图书馆最耗费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一场“战役”，是图书馆最不想打而不得不打的战役。作为其中一份子，我参

与了部分图书的下架、打捆、分类搬运、分类上架等工作，这时更能感觉图书馆男老师的缺

少和重要，女老师成为“女汉子”。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克服诸多困难，历时几个月，

顺利完成搬迁。繁重的体力劳动更让人体验到馆员的不易，想想现在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方 



导读                                                                               总第 89 期 

7 

 

 

 

 

 

 

 

 

 

 

 

 

 

 

 

 

 

 

 

 

 

 

 

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物质实体及空间的变化都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纸质图书

的制作、物流、加工、借阅、保存等也是如此。数字化、互联网和信息化成为现代图书馆发

展的方向。 

国家科技的发展为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保障，也为其指明了方向。图书馆是信息

技术发展的受益者。信息技术沉淀于图书馆，图书馆作为有机体才获得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从自动化到数字图书馆，从光盘到数字化资源，从条码到 RFID，从 MARC 到下一代图书馆管

理系统，图书馆正向着智慧方向发展。 

安大文典阁也经历着同样的进程。在龙河校区上学时，还是用卡片目录来检索图书，藏

书和阅读是分开的空间，找书也需要借助于老师，费时费力还常不能借到自己理想的书。后

来读者可以通过检索机检索馆藏图书，包括数字化资源，图书也是“藏借阅”一体，等等都

使用户体验得到极大的提高。我先后在阅览流通部、采编部、信息咨询部工作，既作为资源

建设者，又作为普通读者，感受到科技以人为本，技术彰显出的人文精神。老一代图书馆学

家和图书馆人为读者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提供泛在化服务的最大梦想在当前得以实现，这

正是借助于技术的力量。 

同时得益于“以藏书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变化。图书馆更注重用户

体验和用户多样化的需求，近年来不断进行空间的再造和服务领域的拓展。文典阁进行了运

行环境的改造和提升，阅览空间进行了美化和装饰，添加了沙发等，更好满足了读者审美需

求，让读者沉浸于空间、人、书合一的审美境界。还设立了学习共享空间和创客空间，举办

了文创大赛，扶持了“四月影像”、“咖啡吧”等学生创业实体，图书馆真正成为了学习空间、

共享空间和创新空间。 

在充分感受到“图书馆消亡论”冲击后，图书馆发展面临挑战和威胁，产生了危机意识。

信息技术的发展成就了图书馆的梦想，也把它从知识中心逐向边缘。图书馆不断“自救”，

朝着“信息学转向”和“空间转向”，馆藏从“拥有性”转向“可获取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图书馆法》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公共图书馆法是我国建国以后第一部国

家层面的图书馆立法，对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了国家层面的法律保障

和制度保障，借助于科技和人文，发展为智慧图书馆，正是前行的方向和希望。 

三、图书馆精神和感怀 

北大王波先生在《快乐的软图书馆学》一书中，曾概括了图书馆精神，实质上也是图书

馆员精神，是“爱国、爱馆、爱书、爱人”。我想这概括的极好。“爱国、爱馆”才能让我们

这些小磁分子，在祖国“大磁场”和图书馆“小磁场”的导引下，绘出美丽的事业和生命磁

力线。“爱书、爱人”才能让磁力线多了一份坚守，多了一份温暖。 

图书馆馆员岗位相对来说是单调而清贫，职业天花板一望到头，自我成就感和社会评价

低，所以极易形成职业倦怠，不少同事先后换了岗。有了“四爱”才能忠心于职业，平静于

内心，守望住这块土地。个人中间也有换岗的想法和机会，但因性情疏淡，素喜清净，而听

从了内心的声音，选择了与书为伴，选择做知识的“摆渡者”。一份纯真，一份平淡，“四爱”

蕴藉其中，图书馆员的工作似乎就是这八个字最好的注脚。 

科技的力量终究有它的边界，它能以外在的方式俘获读者的情感，传达宜人的关怀，但

始终间隔距离，无法直达读者的内心，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科技的“人文之心”

与馆员的“爱人”精神相得益彰，才是最终温暖所守，图书馆的“虚实空间”才真正为读者

心之所向，神之所往。 

最后浅唱低吟，以一首不成诗的诗表达内心这份感怀。 

祖国华诞七十载，科技人文相益彰。 

一入图林十五年，回眸磬苑情更暖。 

（此文获安徽省高校图工委“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馆”主题征文比赛一等奖）                                     

（信息咨询部 邹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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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陈乐雪 张蓓蕾 杨栎  

我   们  

——礼赞祖国七十华诞，致敬图书馆员  

 

 

曙光初现，春雷乍响， 

这古老而沉重的巨人开始转身。 

拭去青铜剑的蒙尘， 

这伟大的民族奋力挥戈， 

不再踟蹰，没有了彷徨， 

唯有赤子之心在胸腔跳动。 

一代又一代，一辈复一辈， 

将辉煌的华夏文明传承至今。 

 

听—— 

来自远古的鼓声锵锵， 

炎黄先民们在齐声呐喊： 

醒来吧，醒来！ 

像睡了一场经年不衰的大梦， 

睁开朦胧的双眼，抖擞精神， 

这头雄狮蹲踞在东方的山巅， 

发出响彻寰球的怒吼， 

泱泱大国崛起在世界之林！ 

 

这是英雄的国度，也是我们的家园。 

背负青天向下俯瞰， 

都是我巍巍中华的绿水青山！ 

亿万万人在此繁衍生息， 

以改天换地的豪情，披荆斩棘， 

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这赤县神州的大地上口耳相传。 

图书馆员，也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 

我们满腔热情，力透纸背， 

将对职业的热爱，熔铸进血液里， 

我们与祖国风雨同舟， 

一起经历征途的颠簸， 

一起品尝失落与荣耀。 

 

作为图书馆员，我们很普通。 

上班下班，三餐一宿， 

在这大千世界里步履匆匆， 

生活不像小说那样的跌宕起伏， 

 

 

 

 

夫物芸芸，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作为图书馆员，我们又不普通。 

有人守护田垄里的庄稼， 

有人守护呀呀学语的稚童， 

有人紧握钢枪，守护祖国的边疆。 

而我们，守护着泛黄的故纸， 

守护着大哲先贤的遗产， 

一部部书，就是一座座思想的丰碑， 

我们是游吟诗人，我们流浪， 

将人类的智慧之歌在晚风中传唱。 

 

作为图书馆员，我们很平凡。 

我们是读者的服务员，是群众的书僮， 

查书、借书，在书架间来来回回， 

为他们寻找心仪的著作； 

我们挥洒汗水，在书田里辛勤耕耘， 

只为了奉上果香四溢的精神食粮，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作为图书馆员，我们又不平凡。 

建筑、帝国、金石， 

或掩埋于地下，或湮没于风尘， 

只有知识，穿越时光的洪流， 

与我们朝夕相处。 

我们手握知识的火炬， 

我们是布道师，是燃灯者， 

我们守望着知识的灯塔， 

引领求知者在航路上破浪前行。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历史的影子在日晷的石板上不断旋转。 

这是千年未有的时代，这是新时代，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我们从这里出发，姿态昂扬，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此文获安徽省高校图工委“我和我的 

祖国，我和我的馆”主题征文比赛一等奖）  

                     （特藏部 王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