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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图书馆

金陵图书馆是南京市立图书馆，创立于1927年。现为国家副省级

图书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金陵图书馆为广大读者提供书刊借阅、参考咨询、信息检索、会

议展览、讲座培训及各类读书交流活动。近年来，创新了“阅汇点”

数字阅读平台，创建了“心惦图”等新型阅读项目，创设了以“阅美

四季”为主题的全年阅读推广活动体系，并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界首创

了读者自己的节日——“读者节”。

金图与时俱进，顺应文旅融合，有效发挥市馆的龙头作用，联合

全市区级公共图书馆共同打造“书服到家——南京共享图书馆”，在

全国首创全市统一的图书馆信用网借平台，成为“送到家的图书馆”。

琢石成玉，阅美筑梦。金图人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群策群力，图新图强，与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一道，只争

朝夕，不负韶华！

         江宁区图书馆为

区级公共图书馆，始

建于1953年，建筑面

积3390平方米，现为

国家一级图书馆、国

家文化信息共享工程

支中心、江 苏 省 文

明图书馆。图书馆

服务体系现有馆藏

纸质文献140万册，

收藏古籍6896册，拥

有各类数字阅读资源

40TB，现有持证读者13万余人。为满足群众就近阅读的需求，江宁区

图书馆全力构建总分馆体系，建有阅读分中心3家，街道分馆10

家、社区（村）分馆201家，单位分馆22家，24小时自助分馆11家，

共享阅读点“书香驿站”11家，9家城市邻里书房。2019年图书馆共

接待读者212.3万人次；借还图书219.9万册次。图书馆全年无休

免费开放，开放时间9:00-20:00，为市民提供借阅、查询、参考

咨询、数据库检索、文献传递、远程访问、馆际互借、流动服务、

讲座、展览、培训等各类服务。江宁区图书馆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

结合不同时间段，策划开展了符合各类群体口味的阅读活动，打造出

“书香江宁•父母共读”“书香江宁•跟着大学老师读经典”“悦读江

宁”等活动品牌。了解更多江宁区图书馆详细资讯，请关注“南京市

江宁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江宁区图书馆 江北新区图书馆

南京市江北新区图书

馆始建于1984年，前身为

南京市大厂区图书馆、南

京市六合区第二图书馆，

坐落于繁华的新华路上，

交通便利，环境优雅。富

有现代气息的庭院式主建

筑与辅楼综合培训中心、

少儿活动中心交相呼应，

总面积4300平方米，文献

总藏量达43.11万册，持证

读者2.7万人。

馆内设有图书期刊借阅、少儿借阅、亲子阅览、科技艺术类借阅、电子

阅览、盲人电子阅览、盲文阅览室、地方文献、视听资料、多功能厅、

报告厅、展览厅和自修室等十多个免费公共文化服务窗口。

江北新区图书馆连续四次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一级图书馆”；三次获

评“江苏省文明单位”光荣称号；2014年创新项目“少儿真人图书馆”

被评为“南京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十大创新案例”；2019年，品

牌服务项目获评江苏省公共图书馆优秀服务成果一等奖；2016年，获得由

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发的2015年全民阅读优秀组织奖。

江北新区图书馆始终坚持以“倡导阅读，延伸服务”为主旨，坚持“以

人为本，服务立馆”的办馆方针，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

进社会和谐的浓厚阅读氛围。

玄武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南京市玄武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始建于1958

年，现为国家一级少儿图书馆，江苏省文明图

书馆，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馆舍面积1500平方米，馆藏总量20万册，

拥有读者2万余人，文献年流通量为12万册次。

藏书结构以少儿读物为主，有低幼拼音读物、

精美绘本、中外文学作品、历史地理、知识科

普等内容。对外服务窗口有：图书外借处、期

刊阅览室、低幼亲子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各

类活动室等。

玄武区少儿图书馆依托“一卡通”通借

通还技术，不断拓展图书馆的服务阵地，深入基

层，在学校和社区建分馆、建流通服务点。目前

已建成了3个分馆和20个流通点，5万多册少儿书

刊在各基层点借阅流通。

玄武区少儿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数字阅读资源，有超星移动图书馆、江苏省少儿数字图书

馆资源等，同时通过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定期发送阅读推广信息，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活动。

玄武少儿馆不仅是少儿文献资源的借阅服务中心，也是开展少儿读书活动的场所。常年举办少儿

讲座、征文、公益性阅读实践活动，为少年儿童提供展示的平台。如寒暑假“文明小义工”活动、

经典阅读交流、讲故事展演、亲子阅读课、科普知识讲座、志愿者服务、阅读推广宣传等，通过丰

富多彩的各类读者活动，提升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和能力，受到小读者和家长的热烈欢迎。

玄武少儿馆将不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充分发挥少儿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为广大少年儿童

课外阅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建邺区图书馆

建邺区图书馆成立于

1980年，是建邺区文化和

旅游局（体育局）下属的

公 益 性 全 民 事 业 单 位 ，

2004年完成“国家一级图书

馆”创建工作，并先后荣获

“江苏省文明图书馆”“南

京市文明单位”“南京市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等称

号。2014年8月，馆址由湖

西街3号迁入双和办公区，

建成目前我们看到的软硬

件设施属省市一流的公共

文化场馆。

图书馆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总藏量达58万余册。新馆主要功能

布局为：一层为独立的少儿馆，馆内分设低幼区与少儿区。低龄幼儿相

对独立，设立了单独的活动空间，配备相应的儿童玩具；少儿区设有图

书借阅室、阅读活动室、电子阅览室、盲人图书借阅室，动静分离，既

可以安静地阅读，也可以举办丰富多彩的少儿阅读推广活动。二层为成

人借阅室、自修室、报刊阅览室等，图书馆致力于打造最美阅读空

间，设计风格雅致、知性，二楼夹层设立专属读书区、自修区，让每

一位到馆读者都能捧书而谈，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三层为建邺书房文创

展示、全民阅读活动空间，全年开展各类艺术沙龙、展览展示、讲座、

读者活动、寒暑期夏令营、雏鹰小队等活动。

雨花台区图书馆

        雨花台区图书馆始于1972年，

1976年开始对外办理借书证，

1984年5月正式成立。位于共青团

路40号的原馆舍于2017年10月拆

除，租赁润和创智中心B栋东1楼

过渡，建筑面积1189平方米，区

馆藏书 156623 余册，报刊327

种，自建地方文献数据库，容量

9TB。电子期刊、电子图书、有

声听书等电子资源库12个。图书

馆设有综合借阅、报刊阅览、电

子阅览、少儿阅览、视障阅览、自修等区域，提供图书外借、报刊阅览、资料查询、阅读

推广等服务。

雨花台区图书馆始终秉持“读者至上、用心服务”的宗旨理念，坚持全部服务免费开

放的原则，以“诚实、务实、扎实”的作风，持续推进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形成了“十个

特色服务品牌”活动，即“365天开馆、为街道（社区）配书、书香雨花读书节、为机关上门

送书、群文大讲堂、‘红领巾’读书征文与演讲比赛、快乐书期•悦读相随、中国作家•雨

花读者俱乐部、书香雨花进万家•读书有奖知识竞答、历史文化遗迹实地寻访”等，扎实做好读

者服务工作。通过建设街道分馆、社区图书室、机关企业服务点等方式不断延伸服务，形

成了“区图书馆+街道分馆+社区图书室+馆外服务点”的体系建设模式。积极在全区范

围内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区所有社区图书室都达到省定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标准，实现区图书馆、街道分馆的总分馆制全覆盖和图书资源共建共享目标。

浦口区图书馆

南京市浦口区图书馆是公益性公

共图书馆，全民事业单位，隶属于浦

口区文化和旅游局。位于浦口区江浦

街道象山路4号市民中心A栋，馆舍建

筑面积近5500平方米。馆内一楼大厅

设有办证、咨询等功能的总服务台、

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视障阅览室、容

纳180余人的多功能报告厅、24小时自

助图书馆；二楼设有面向大众的综合借

阅区、报刊阅览室、公共电子阅览室、

读者自修室、特藏阅览室、多媒体资

源播放室等。浦口区图书馆拥有现

代化图书采访、编目、流通、书目查

询等功能的计算机管理和服务系统。馆内配备先进的防火、防盗、空调等设备，WIFI全

覆盖，为读者提供舒适、安全的阅览环境。

在认真做好常规的阵地借阅工作外，不断改进服务方法，扩大服务范围，

深化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水平。多次被区委、区政府授予“浦口区文明单位”“浦

口区文明窗口”等荣誉称号，2005年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一级图书馆，2006年被省

文化厅命名为省级文明图书馆，2017年再度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浦口区图书馆已成为浦口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和阵地。

高淳区图书馆位于淳溪镇石臼湖南路7号2幢，于

2012年12月开馆，建筑面积约5390㎡，在2017年全国第六

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中被评为国家一级馆，获得

“2015-2016年度南京市全民阅读先进单位”“2017年

南京市志愿服务首批示范单位”“2018年市学雷锋示范

点”“2016-2018年南京市文明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高淳区图书馆拥有实体文献藏量33万册，年接待读

者流通人次达49余万人次，图书流通33万余册次。设有少儿

借阅室、图书外借室、报刊杂志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等

11个服务功能室。图书馆四楼还设有活动室，常年开展

专题讲座和各类读者活动。全年365天对公众免费开放，

为广大读者提供多方位的信息咨询和参考服务。

除总馆外，2018年、2019年高淳区相继新建成两家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为市民提供了“加长版”开放服

务时间，大大提升了市民对于阅读需求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目前两家24小时自助馆每季度平均接待读者人次达

28000余人次，书刊借阅册次达7000余册，大幅度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效能，更好地为社会民众的阅读活动提

供有力的保障。

近年来，高淳区图书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文化主阵地作用，积极创新服务模式。一方面出台

“两证合一”“取消超期罚款”等多项举措，方便读者，降低了图书滞还率，提高流通率。通过微信公众号、

移动图书馆的建设等便民措施，使读者的借还图书体验感直线上升。另一方面高淳区图书馆积极开展各类阅读

推广活动，在加大活动影响、打造服务品牌等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文化志愿者”“新春少儿灯谜会”“

亲子朗读比赛”“共享工程长效电影播放”等许多品牌活动都得到了全区人民的广泛参与和好评。

高淳区图书馆

秦 淮 区 图 书 馆 始 建 于

1961年，后于1987年正式开

放，2013年与原白下区图书

馆合并，成为今秦淮区图书

馆。坐落夫子庙景区南侧，老

门东景区西北侧，毗邻秦状元

府。

秦淮区图书馆建筑面积

3 6 0 0 平 方 米 ， 纸 质 文 献 近

6 1 万 册 ， 视 听 文 献 资 源 、

电子图书达100万册件，古籍

1.7万册，数字资源达7种，日

可接待读者1450人次以上。

多次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省文明图书馆。

秦淮区图书馆坚持“全方位开放，全方位服务”的理念，向各类人群提

供“平等、免费、无障碍”的图书馆服务。馆藏以人文科学为主，并以旅游

类与南京秦淮地方文献为特色。新馆位于文化艺术中心三、四楼。三楼除了

古籍阅览区、视障阅览室和办公室外，还有全开架式布局的阅览借阅区，形

成“人在书中，书在人旁”应用自如的格局。四楼分布有少儿阅览室、多功

能厅和培训室。少儿阅览室分为低幼、少儿、亲子和电子阅览区域。培训室

主要分为活动室、会议室、展览室等。新馆开展多层次、多项目的读者服务活

动，开展“游见秦淮”“悦享童年”“生活中的科学”等特色系列活动。成为区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枢纽，面向全区的文化教育中心，宣传“强富美高”新秦

淮的重要阵地。

秦淮区图书馆

六合区图书馆

六合区图书馆设立

于1958年12月，1974年

12月恢复六合县图书馆

建制。2013年、2017年连

续荣获国家一级图书馆称

号，2017年被省文化厅批

准为江苏省古籍保护单

位。2018年，在区委、

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图书馆焕发出新的生机。

六合图书新馆落成，总

建筑面积达8660㎡，阅

览座位800余个，总、分馆藏书量近60万册（件），数字资源达25TB。馆

内还设有24小时自助图书馆、图书借阅、少儿图书借阅、少儿数字

体验、综合阅览、电子阅览、视障阅览、资源播放、特藏文献、重点读者

阅览、地方文献、参考阅览、政府信息查询、报告厅、展览厅、多功能

厅、自修室、国学馆等服务部门。

如今，图书馆本着“创新、共享、开放、均等”的服务理念，采用

藏、借、阅、智能化管理模式，实现图书借阅电子数据库查阅、信息咨询、

自主学习、自主查询、自主借还、影视欣赏、新媒体体验、休闲阅览、研

讨交流、讲座、培训、创客空间等功能，“六图讲坛”“读行六合”“六

图放映室”“六图书友会”“书香六合 经典诵读”“18法律咨询”等品牌活

动，给广大市民带来全新的人文体验。此外，为实现全民阅读，共享书香，

六合区图书馆与南京所有市、区图书馆实现一卡通通借通还，现已建成

8家街镇分馆、105家社区（村）书屋，并实行365天全面免费对外开放

服务。所谓历久弥新便是于岁月中生出活力，延绵往复，我们将带着文海

拾珠的虔诚伴随每一位读者成长。

栖霞区图书馆新馆位于尧化门尧辰

路，总建筑面积6476.52平方米，年均接

待读者约60万人次。目前馆藏图书43万余

册，报刊204种，数字资源12种，容量超过

10TB。馆内设有24小时自助借阅室、综合

借阅室、少儿借阅室、视障阅览室、电子阅

览室等对外服务窗口，采用开放灵活的

藏、借、阅、查、展为一体的新型服务模

式，为读者提供图书外借、报刊阅览、资

料查询、阅读推广等服务。图书馆全部服

务实行免费开放，全年无休息日，免费开

放时间每周60小时。

近年来，栖霞区图书馆积极建设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分馆。截止目前，全区共建成

105个街道、社区图书分馆，42个栖图驿站，打造了20家“六个书香系列”图书分

馆，形成覆盖栖霞全域的阅读文化生态圈。

针对少年儿童，开展“成长在栖图”阅读活动；针对创新创业群体，开展“学习在

栖图”阅读活动；针对老年人群体，开展“幸福在栖图”阅读活动；针对残疾人群体，开

展“爱心在栖图”阅读活动。

2020年成功举办了第四届“读创栖霞”读书节、建设了全区第一家城市书房。年

均在国家、省、市以上媒体、网站刊登我区全民阅读相关稿件、视频近50篇。

栖霞区图书馆正逐步成为栖霞区的图书借阅中心、资料检索中心、信息交流中心、教育

培训中心，欢迎每一位市民的光临。

栖霞区图书馆溧水区图书馆

溧水区图书馆于1957年建

馆，1997年易地建新馆。总建

筑面积为3300平方米，为庭院

式建筑结构。为国家一级图书

馆，江苏省文明图书馆。经过

多年的发展，溧水区图书馆现

拥有藏书34万多册。设有4个

服务窗口，为城市书房（外借

大厅）、报刊阅览室、电子阅

览室、参考资料室。建有24小

时自助图书馆12家，图书馆分

馆8家，军营、企业分馆14家，通借通还一卡通建设覆盖到行政村。

溧水区图书馆以最大限度满足读者需求为宗旨，为读者提供简便、快捷

的服务。在服务上呈现出四大亮点：一是坚持节假日、双休日和中午都对外

开放。二是具有开放性的特色。对内紧跟读者的需求，实行全方位开架，实

行免费对外开放；对外面向社会，为政府部门、科研、教育、企事业单位提

供信息咨询、文献检索、定题跟踪服务等深层次的文献信息服务。三是开展

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活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到选题准、形式新、受

众广、效益高。四是举办“溧图讲堂”公益性讲座。内容涉及时政、家庭教

育、历史文化等方面，结合社会热点，切合广大市民文化需求，形成自己的特

色品牌。 溧水区图书馆以其优雅的环境、优质的服务、丰富的活动成为市民获取

新知识、新信息，接受终身教育的知识殿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图

书馆，利用图书馆。

溧水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溧水区少年儿童

图书馆时刻关注少儿

阅读，开展形式多样

的少儿阅读活动。

溧水区少年儿童

图书馆在中国图书馆

学会主办的2018全国

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

活动中，捷报频传，先

后获得“我和图书馆

的时光轴”图文创作

大赛优秀组织单位奖、“礼行天下”全国少年儿童礼仪故事大赛优

秀组织单位奖、“我爱图画书”故事讲述大赛优秀组织单位奖、“我的

藏书票”设计大赛优秀组织单位奖等。

2019年至2020年期间，先后开展《我不知道我是谁》绘本分享

会、《跟着经典学写作》系列公益讲座、留守儿童阅读讲座、“我

们的节日——中秋”主题阅读活动、“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

阅读活动、“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阅读活动、12期3-6岁幼儿

早期阅读系列活动、12期绘本故事学写话系列公益讲座、12期“阅

读•实践•写作”系列公益讲座等丰富多彩的少儿活动。同时，走进

学校、走进社区、走进儿童的身边，一起阅读，分享成长与学习的

欢乐。

南京市鼓楼区图书馆是国家一级图书馆、江苏省

文明图书馆，总馆位于南京白云亭文化艺术中心（鼓

楼区二板桥486号），在鼓楼区中山北路99号设有“城

市书房”分馆，拥有流动图书车、“书香鼓楼”全民

阅读节、“遇见鼓楼”文化行走等优秀服务品牌。

南京白云亭文化艺术中心的鼓楼区图书馆总馆，

馆藏规模总量可达40万册，读者座位约500个，日接待

读者能力可达1000人次。开架图书室近20万册图书，收

藏数字资源达6TB。24小时自助借还室藏书3万册，无

人值守，读者可全天候自助借还图书。全馆已实现

市、区、街道、社区四级通借通还服务，联手支付宝

芝麻信用面向市民推出信用“双免”（免押金、免办

证）扫码借阅服务，开启“信用+阅读”借阅新模式。

最为引人瞩目的部分是二楼至四楼的阅览区，这里原是白云亭副食品市场的汽车货运坡道，

现在改造成为了图书馆的坡道阅览区，挖掘了特殊形式交通空间的使用价值，暗合了“书山有路

勤为径”的寓意，被媒体和读者誉为“最美坡道图书馆”。

在这里，您可以畅游书海，汲取营养，带走知识，留下文明；在这里，您还可以捧一本书，

品一壶茶，回味生活，憧憬未来；在这里，您还可以与名家相遇，思想碰撞，分享知识，感受文

化。

鼓楼区图书馆

地址：六合区雄州街道王桥路155号 地址：江宁区土山路46号 地址：江北新区大厂新华路178号

地址：玄武区太平北路120-2号

地址：建邺区雨润大街99号5号楼南侧

地址：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西路14号

地址：溧水区大东门街81号 地址：建邺区乐山路158号

地址：栖霞区尧辰路与新城路交汇处

地址：秦淮区钞库街21号

地址：鼓楼区二板桥486号

地址：高淳区淳溪镇石臼湖南路7号2幢

地址：雨花台区软件大道168号润和创智中心B栋 

地址：浦口区江浦街道象山路4号

浦口市民中心A栋1层-2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