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讯

1. 8月28日-9月1日，系统技术部张恺赴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参加第二届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理论与实践研讨班。

2. 9月1-3日，方炜副馆长、系统技术部王承冠主任赴杭州参加2017公共图书馆信

用服务论坛。

3. 9月6日，尹士亮副馆长、资源开发部纪景超主任、徐昊丰副主任等一行七人赴

南京市晓庄学院，与晓庄学院图书馆杨学民馆长等馆领导和中层干部进行了业务

学习与交流。

4. 9月8日，鞍山市文广新局局长闵霄、产业处处长陈帅一行两人来金陵图书馆参

观考察，杨峥副馆长向考察团介绍了我馆的基本情况以及各类品牌活动。

5. 9月12-16日，采访编目部彭飞副主任、陈凤娟赴银川参加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

中心2017年度工作年会暨业务培训。

6. 9月13日，洛阳市图书馆宋润芳副馆长一行四人来我馆考察学习。尹士亮副馆长

向考察团一行详细介绍了我馆的各项服务功能和创新举措。

7. 9月15日，董群馆长赴浦口区图书馆举办题为“核心价值规范的历史表达”的讲

座。办公室张磊副主任带领部门员工到场聆听了讲座，并在浦口区图书馆李焕璋

馆长、毛开颜书记的带领下参观考察了浦口区图书馆。

8. 9月18-23日，综合阅览部陈铭副主任、张浩赴宁夏银川参加全国图书馆决策咨

询服务业务培训。

9. 9月19-22日，资源开发部夏洞明、图书借阅部杨晓闻赴河北省沧州市图书馆参

加中图学会“2017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论坛”。

10.9月20-22日，方炜副馆长、系统技术部郝思源赴上海参加由新华书店总店、上

海图书馆主办的2017智慧图书馆论坛会议。

11.9月24日，合肥市长丰县图书馆俞清副馆长、董亚兰主任等一行20人来我馆交

流学习。董群馆长、办公室张磊副主任、文创发展部马骥副主任带领考察团参观

了我馆并对我馆的品牌项目、创新项目进行了介绍。

12.9月29日，安徽省图书馆王建涛副馆长一行至金陵图书馆学习调研，焦翔书

记、杨峥副馆长、公共服务部孙振强主任等带领考察团参观，并重点介绍了我馆

志愿者队伍建设管理工作和特色阅读推广活动。 （文/王亦淇 卜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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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精神障碍者原生艺术
文创产品展示研讨会在金陵图书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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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创发展部 马骥)

    2017年9月12日上午，“全国图书
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暨图书
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培训班”在国家
图书馆举行。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国家图书
馆副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常务副馆
长李虹霖等出席会议，与会人员还包
括文化部相关处室负责人、各省市图
书馆馆长、文创工作负责人等60余名代
表。金陵图书馆书记焦翔、副馆长杨峥、
文创发展部副主任马骥受邀参加。
    本次会议由李虹霖副馆长主持，他
介绍了联盟成立的背景。为了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导全国各图书馆
通过文创研发、营销渠道、人才培养
等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图书馆文创
研 发 整 体 水 平 ， 由 文 化 部 推 动 并 指
导，由全国图书馆自愿参加并组成联
盟，统一引入市场合作，参与市场竞
争，培育行业共有品牌。
    作为发起馆代表，金陵图书馆书记
焦翔受邀在大会上致辞，与大会代表
共同分享了金图文创发展之路。金图

金陵图书馆受文化部邀请参加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

自去年被列为全国文化文物单位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以来，在南京
市文广新局的领导与推动下，金图上
下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成立文创发
展部，实施企业化运作。金图文创基
于馆藏资源，开发近百款文创产品；
举 办 了 数 期 文 创 相 关 的 读 者 培 训 活
动；并在今年5月在南京举办的第八届
中国京剧艺术节，承接了京剧节7大场
馆的京剧文创产品的展陈工作，为文
创事业赢得了喝彩。
    焦书记提出，文创工作不是一蹴而
就，立竿见影的，只有统一认识、解
放思想，才能有所为，有为才有位。
金图在文创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
去探索和实践，金图希望也愿意同参
与联盟的各家公共图书馆一起，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图书馆界
文创事业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入。
    会议现场还将全国多家图书馆开发
的文创产品做了集中展陈，金图的文
创产品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随着
联盟LOGO的正式揭幕，在发起馆第一
次工作会议中，与会代表审议并通过
了《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
盟章程（暂行）》和2017-2018年联盟
重点工作。
    “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
盟”的成立，将加速提升全国图书馆
的文创研发水平，让传统图书馆焕发
生机与创意，实现文化教育职能和文
化产业职能共同发展。

    9月20日上午，南京精神障碍者原
生艺术文创产品展示研讨会在金陵图书
馆多功能厅举办。此次研讨会由中共建
邺区委宣传部、江苏东方工艺艺术研究
院、金陵图书馆共同主办，市残联、建
邺区委宣传部、建邺区残联等相关领
导，以及社会组织、企业家等各界代表
6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金陵图书馆
书记焦翔作为主办方代表出席了会议。
金图文创公司——南京图策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参与了本次研讨会的承办工作。
    本次研讨会由江苏版权协会艺术评
鉴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东伟主持，
他首先介绍了本次研讨会举办的背景，
指出原生艺术是精神障碍者用画笔将心
中的世界进行的自然抒发，是人性的一
种表达方式。
    接着，江苏东方工艺艺术研究院院
长刘绥芝发言，他认为本次研讨会旨在
共同探讨精神障碍人群的社区康复，以
及依靠自身的原生艺术创作达到融入社
会并自给自足的方式和方法。
    随后，金陵图书馆书记焦翔作为主
办方代表发言，他介绍道，金陵图书馆
以平等、公益、温情、专业的服务理
念，一直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服务。其
中由金陵图书馆、南京新闻广播联合推
出的公益助盲品牌活动“朗读者”自

2012年首次推出至今已然走过五载春
秋。目前，参与的志愿者总计近8000
人，服务江苏省范围全龄段盲人读者
3万余人。今后，金图还将继续加强对
精神障碍者的服务，计划在馆内为原生
艺术家们的作品及相关书刊提供一块空
间，作为展示和宣传的窗口。
    焦书记还介绍金陵图书馆作为国家
级文创试点单位，文创产品开发在全国
图书馆界已成为先行者之一，不久前刚
刚以发起馆的身份加入全国图书馆文创
联盟。今后，将与江苏东方工艺艺术研
究院、原生艺术机构等单位商讨合作机
制，利用金图文创平台为精神障碍者原
生艺术的文创产品开发与展示提供帮助
与支持，以实际行动诠释公共图书馆对
弱势群体的关爱与担当。

   金陵图书馆2017年国庆、中秋期间开放安排

(文/文创发展部 甘旭扬)

    中秋，寄意相思之日；金陵，虎踞
龙盘之所；明月，千年诗魂之璧。
　  2017年9月24日下午2:00，由南京
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主办，金陵图书馆、
南京新闻广播、南京音像出版社、南京
市话剧团、江苏省戏剧学校、南京市盲
校、南京文投集团文客网等承办的“朗
读者”公益品牌中秋诗文朗诵会，乘风
而至，溯游而来，履霜而至，如约而
来，用真情、热忱、关心，推动“朗读
者”公益志愿品牌，彰显金陵图书馆平
等、公益、温情、专业的人文服务。
    朗诵会现场人头攒动，盛况空前，
既有长年参与“朗读者”的志愿爱心人
士，也有慕名而来刚刚加入的新成员，
还有被公益所感、因志愿所动前来观礼
的金图读者，登台献艺的有南京市话剧
团、江苏省戏剧学校、南京市盲校的朗
读志愿者。《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蓝天上飞翔的白鸽》《青春之春》

《西河金陵怀古》《中秋夜》《西洲
曲》《渔家傲》《南京城事》《渔夫和
金鱼的故事》《热爱生命》……一首首
篇目，道千古兴替之余韵；一句句吟
诵，抒继往开来之伟业。石头古城，一
草一木，皆有旷古之幽情；十朝古都，
万家灯火，照耀永恒之希望，观众和读
者感受到了古典之优美，现代之壮美，
节日之华美，人间之大美。
   “朗读者”是由金陵图书馆与南京
新闻广播联袂推出的公益助盲品牌活
动，以“阅读带来光明——朗读吧，朗
读者！”为第六季活动口号。“朗读
者”自2012年首次推出以来，志愿者人
数已达到近8000人，服务江苏省及全国
部分地区全年龄段盲人读者3万余人，
录制现当代文学书籍64种。其中正式出
版有声光盘6套，总时长超过150小时，
举办活动120余场。这些作品除了服务
本地盲人读者外，还邮寄赠送至全国
20余家省市盲校，开通了“朗读者”微
电台，同步上线金图微信、喜马拉雅
FM、荔枝FM三个音频分享平台，提供全
网共享服务。盲人剧场是“朗读者”创
意打造的全新活动版块，已获得中国图
书馆学会“全民阅读案例征集与评选活
动一等奖”、“五星级文化助盲志愿团
队”、“首批江苏省公共文化设施学雷
锋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等殊荣。

   “朗读者”公益品牌中秋诗文朗诵会：
     秋水方生，对月吟风在金陵图书馆举办

尊敬的读者：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7年部
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结合本馆工作
的实际情况，现将金陵图书馆2017年国
庆期间的开放安排公布如下：
　  10月1日-4日（法定节假日），开放
时间为9:00-17:00，晚间不开放；开
放区域为一楼、三楼的读者服务区域；
   10月 5日 （ 周 四 ） ， 开 放 时 间 为

9:00-12:00，下午及晚间不开放；开

放区域为全馆一至四楼的读者服务区域。
　  自10月6日起，全馆恢复正常开放。
    国庆、中秋期间,新街口地铁图书
馆闭馆，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汽车图书
馆于10月3日暂停一次，10月7日起恢复
正常服务。
    请广大读者朋友们合理安排到馆时间。
　　金陵图书馆恭祝广大市民读者国庆、
中秋愉快，阖家幸福！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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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报是以画为主、文字为辅的期刊。中国的画

报诞生于19世纪后期。时至今日，很多地方都出版

了以自己城市名字命名的画报，更新城市动态，宣

传地方特色，展现不同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本期

精选了几款城市画报，带你走入这些画报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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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专题：画报中的城市
          

(文/综合阅览部 蒋蓓蓓)

南京古诗词 （第八期）
            《桂枝香·金陵怀古》

北宋  王安石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

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

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

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

《后庭》遗曲。

    古来有学识、有抱负的文士，一旦登高望远，

便兴起满怀愁绪，王半山这一阙《桂枝香》实为个

中翘楚。词的上阌描写了金陵深秋的壮丽景色，下

阕追述六朝旧事：统治者安于宴乐，醉生梦死，竞

逐豪华，终致亡国。通过对金陵故都景色的描绘和

对历史兴衰的慨叹，抒发作者的现实政治热情，表

达其鲜明的政治倾向。

《浪淘沙令·秣陵秋旅》

清  宋徽舆
    雁字起江干，红藕花残。月明昨夜照更阑。

酒醒忽惊秋色近，回首长安。

    零落晓风寒，乡梦须还。凤城衰柳不堪攀。

木落秦淮人欲去，无限关山。

    这首《浪淘沙令》，写词人旅次南京，于晓风

残月浓重秋色中，所感受到的家国之忧，江山依旧，

人事全非。那“无限关山”的茫茫旅次，那“木落

秦淮”、“零落晓风”环境以及“红藕花残”的眼

前景色，都透射出词人在秣陵道上的悲凄苍凉的客

愁，体现了词人易代难忘的心灵创伤。

末世一救”的目的。除了对家国的哀叹，《桃花扇》中还

有知识分子因为时代衰亡而产生的浓重的失落和悲叹。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

塘、岸堂，又号云亭山人，曲阜（现山东曲阜）人，孔子

第64代孙，清初戏曲作家、诗人。曾隐居曲阜石门山中读

书著述，有文名，精乐律，擅词曲。经十年时间，三易其

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写成传奇剧本《桃花扇》。

此外，尚有传奇《小忽雷》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塘文

集》《长留集》等传世。

    剧本写的是明崇祯末年，东林党人成立复社进行抗清

活动，复社成员之一侯方域经友人杨龙友牵线，与秦淮名

妓李香君相识，并以一柄题诗宫扇作为定情之物。后来，

李香君得知侯方域曾受阉党余孽阮大铖资助，痛骂阮大

铖，并严词规劝侯方域。侯方域幡然醒悟，后与阮大铖划

清界限，双方仇恨日深。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尽，

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为帝，并把持朝政，残害忠良，

趁机报复侯李二人。此时，侯方域投奔扬州督师史可法，

马、阮二人强迫李香君做他人侍妾，香君不从，以头触

柱，血溅于定情之扇，杨龙友就血点染成桃花。后清兵南

下，南京城破，南明君臣各自逃散。侯方域和李香君均为

人所救，不约而同来到栖霞山，二人相见百感交集。经张

道士点破，最终双双出家。

    《桃花扇》的曲词对白向来为人称道，孔尚任在语言

上坚持“宁不通俗，不肯伤雅”的原则进行创作，曲词既

有婉转流丽的华美之章，又有慷慨悲凉的沉郁之句，《余

韵》中的“哀江南”套曲历来为世人传诵，说白则抑扬顿

挫，整齐凝练。

    《桃花扇》与洪昇的《长生殿》齐名，两部剧都是清

传奇中最优秀的剧作，也成为戏曲表演中经久不衰的演出

剧目。清末民初，《桃花扇》有各类地方戏的改编本。康

熙戊子刻本、兰雪堂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都是比

较受欢迎的本子。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桃花

扇》，整合、校对以往《桃花扇》各种本子，较为清晰易

读，注释亦较为详尽，是目前较好的读本。

数字资源检索

(文/系统技术部 王承冠)

    在各种电子软件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个人信

息泄露的困扰也时有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6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将怎样影响你我

的网络生活，又将如何为个人信息安全护航呢？这五

个案例为大家以案释法。

案例一：使用网络实施诈骗，违法！

    身为高三学生，本应全心备战高考，山西交城的

两名高考生却动起歪心思，在网上卖起了高考答案。

他们建立了一个QQ群，先后实施诈骗活动5次，涉案金

额2万元。

针对使用网络实施诈骗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第46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

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的网站、

通讯群组。违反此条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

关处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关闭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的网站、通讯群组。

案例二：发送电子信息设置恶意程序，违法！

    “你好，我是你的老同学XXX，上周我们同学聚会

的相册链接在这里，快点进来看吧！”你是不是也收

到过类似的短信或邮件？看似象征美好友情的链接点

进去却是扣除话费甚至银行卡被盗刷的下场，正义君

也很气愤啊······

针对发送电子信息设置恶意程序的行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8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发

送的电子信息、提供的应用软件，不得设置恶意程

序。违反此条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络安全等后果的，

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案例三：购买或出售他人个人信息，违法！

    某派出所民警上门突击检查一家小贷公司，在这

家公司大厅的电脑里，民警发现一个名为“上门客

户”的excel表格，其中的公民信息记录将近10万条，

是在上海一商家处购买的，仅仅花了2000元钱。

针对购买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第44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

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违反此条规定尚不

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万

元以下罚款。

案例四：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

取网络数据，违法！

    不久前，“勒索病毒”席卷全球，中国部分

Windows操作系统用户遭受感染，影响巨大。这不禁

让小编想起2006年的“熊猫烧香”病毒，它在短短的

两个多月内，不断入侵个人电脑、击溃数据系统，给

上百万个人用户、网吧及企业局域网用户带来无法估

量的损失。

针对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

络数据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

27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

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

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违反本条规

定，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处

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案例五：网络运营者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

信息，违法！

    招聘求职、共享单车、外卖叫餐……各式各样的

网站和手机应用App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在

不知不觉间收集了大量的用户信息。某招聘网站的公司

内部销售人员利用公司漏洞，私自非法出售十几万份简

历，内容包括姓名、电话、身份证号、住址等个人信息。

针对网络运营者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

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2条规

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

信息。违反此条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1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

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凤凰台上之南京传世名著

期刊专题推荐

         （文/事业研究部 马小翠）

（文/事业研究部 吴迪）

【编者按】

    南京是一座秋天的城市，它有太多属于这个

季节的性格。满城的梧桐和银杏，默默点缀着这

座传奇古都。金秋时节，秋风阵阵，满目金黄，

昔日的南京城，也就变成了古香古色的金陵城。

秋日里的南京隐约透着一种婉约伤感，台城下的

烟柳似乎有太多的故事想对游人诉说，它们在轻

柔的烟雨中，饮泣着六朝如梦的回忆。而历代诗

人们也都喜欢在这个季节来金陵城走一走，发一

发思古之幽情。

  

                  《送朱越》

                                 唐 王昌龄 
远别舟中蒋山暮，君行举首燕城路。

蓟门秋月隐黄云，期向金陵醉江树。

    这首送别诗，写于诗人江宁丞任上。在暮色苍茫

之中，诗人登上舟船，送别即将远去的友人。以“秋

月隐黄云”写边地荒漠，以“江树”概金陵美景，简

炼省净，点到即止。而把主要笔墨放在写情寄意上，

从暮舟惜别，写到边愁之苦，再由边地不可留转到劝

其及早返回，写得情深思密，婉曲有致，回环自如，

而诗人厌弃功名之情，亦意在言外，真正做到了“句

绝而意不绝”。

  《桃花扇》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群像专栏

    梅子涵，1949年生，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发表

文学作品。作为儿童文学家，他为儿童写了几十部书

集，如《女儿的故事》、《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等；

作为儿童文学的研究者，他写作、主编了多部理论著

作，如《儿童小说叙事式论》等；作为儿童文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他培养了几十位儿童文学研究生，为儿童

文学事业培养人才做出很大贡献。对于儿童文学创作，

他认为，新世纪的儿童文学一定是以超凡的想象力和幽

默感作为基本的存在条件的，这是儿童文学的两个“翅

膀”，儿童文学因此才可以高高地飞翔。事实上，生活

中的梅子涵就相当幽默，幽默已经成为他的生命状态，

并不需要刻意培养。在作品创作的时候，梅子涵强调孩

子天真快乐的生活本身，而不附加很多成人的东西。儿

童文学作家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中是否真正看得清楚、真

正了解他们，这一点对于儿童文学创作非常重要。
(文/少儿工作部 胡宁涛)

跟我学检索之中华经典古籍库检索

    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华书局组建的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出版与服务的专业公司，承担

“中华经典古籍库”的产品研发与推广工作。“中华经典古籍库”从专业用户的角度出发，立足于近现代学者古籍

整理的成果，通过知识关联将古籍文献有机结合，建立起立体化系统，通过知识检索、链接、知识提示等功能，提

供纸质图书无法实现的服务功能。金陵图书馆自2016年购买“中华经典古籍库”资源，为读者提供了必备的辅助工

具，省去了读者核对纸书时的麻烦，为读者带来便利。

    本期“金图小助手”将继续为您介绍金图“中

华经典古籍库”关于纪年换算的使用方法。

  打 开 中 华 经 典 古 籍 库

(http://www.gujilianhe.com/)的 首 页 ， 进 入

纪年换算页面。

公元查询:

    输入公元年、月、日，点击查询即可显示该公

元年的干支年、时期、政权、帝号、帝名、年号、

年份和具体日期的农历月、日换算信息，也可只输

入公元年进行查询。查询范围为商（约公元前10世

纪，系统默认起始值为-1001)至清道光三十年

（1850)。公元前的年份需加“–”表示，如要查

询公元前200年，则需输入“前200”或者“ –

（英文状态下）200”。

干支查询:

    直接通过下拉菜单进行选择，点击“查询”即

可显示符合该干支年和农历月、日条件下的所有公

元年，点击对应公元年进行下一步查询，也可只输

入公元年进行查询。

纪年查询:

    直接在下方的各项下拉菜单中选择时期、政

权、帝王（包括帝号和帝名）、年号、年份中的若

干项，点击“查询”即可。

    通过本期讲解，相信大家已经学会如何使用中

华经典古籍库，搜索出更精准的结果。在下期“金

图小助手”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不同的搜索引

擎产品，为您讲解搜索技巧，提供搜索服务。

第 一 步 ，

     第 二 步，

     第 三 步 ，

     第 四 步 、

(文/资源开发部 曹远方)

学习网络安全法  携手共迎十九大

   《桃花扇》是孔尚任经过十余

年的酝酿，在掌握大量史实材料

的基础上，根据“实人实事”而

创作的一部历史传奇，全剧共四

十出。作者表明《桃花扇》全书

的主旨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

之感”，以“知三百年之基业，

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

于何地”，达到“惩创人心，为

本版责编：卜 璐   吴 迪     美编：庄文越 本版责编：徐晓溧   吴梦菲     美编：庄文越 

caoyf@jllib.cn

1.《黑龙江画报》架位号：8520

   《黑龙江画报》体现党的思

想，报道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和

先进事迹，记录省内重大事件的

发展和发生，体现省委省政府的

工作思路和省情的发展进程，为

省委省政府的重大经济决策提供

了有力的参考依据。《黑龙江画

报》已被公认为黑龙江最具权威

的时政杂志。

   《青岛画报》由青岛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是青岛市惟一的一

份铜版纸全彩印画报，每期发行

量高达6万份。“创新生活·享

受人生”是《青岛画报》的办刊

宗旨。内容以都市生活为主，聚

焦旅游、文化、历史、时尚，以

强烈的视觉冲击、独有的图片资

源优势画说青岛、画说生活。

2.《青岛画报》架位号：8522

3.《山西画报》架位号：8525

   《山西画报》是中共山西省

委宣传部主办的大型画册，面向

国内外发行，连续两届被评为

“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并

连续荣获山西省“优秀期刊一等

奖”。其办刊宗旨是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全面反映山西经济、政

治、社会各方面的风貌，为两个

文明建设服务。

    《上海画报》是一份以摄影

图片为主，图文并茂的综合性中

英文期刊。改革开放以来，《上

海画报》用它的镜头摄下了上海

各行各业的建设成就和上海市民

社会生活中的万千新事，真实地

记录了上海城市和上海人民精神

风貌的变迁，成为上海对外宣传

的一个重要窗口。

4.《上海画报》架位号：8445

   《浙江画报》围绕浙江省委、

省政府的中心工作，以摄影专题

报道的形式形象地反映浙江的社

会、经济、自然和人文发展状态

及崭新面貌。《浙江画报》在全

国画报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多次

获得全国、华东地区和浙江省优

秀期刊奖。

5.《浙江画报》架位号：8528

梅子涵

1.《女儿的故事》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索书号：I28/12668

2.《绿光芒》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索书号：I28/11653

3.《麻雀》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索书号：I28/10592

4.《男子汉进行曲》
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索书号：I28/10537

5.《树叶与小鸟》
出版社：希望出版社
索书号：I28/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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