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 全 面 回

顾2021年全市

共建共享系列

活动，充分总

结工作经验，

明晰今后目标任务，有力推动全市公共图书

馆事业持续发展，12月9日下午，2021年南

京公共图书馆共建共享系列活动总结表彰会

在金陵图书馆报告厅举行。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王

璐，副处长方章武，金陵图书馆馆长焦翔，

党总支书记尹士亮，副馆长方炜、杨峥、

潘洁、李海燕，以及来自南京市13家区级公

共图书馆的馆领导，南京市、区两级公共图

书馆馆员代表共同出席了总结表彰会。会议

由尹士亮主持。

会议伊始，焦翔馆长回顾了2018-2020

年全市公共图书馆共建共享市区联动的发展

历程，着重从业务联动、学术联动、活动联

动、资源联动等方面总结了2021年全市共建

共享系列活动的工作，并对2022年的相关工

作进行了展望。

其后，方章武副处长代表市文旅局宣读

2021南京公共图书馆共建共享系列活动优秀

组织奖获奖名单，王璐处长、方章武副处长

共同为获奖集体颁奖并合影留念。

接着，受表彰的六合区图书馆馆长潘志

强作为获奖代表发言。潘志强馆长简要介绍

了该馆在今年共建共享系列活动中的参与情

况，分享了工作经验，并表达了对市区联动

工作的热情和对未来事业发展的信心。

最后，王璐处长发表了讲话。她从市馆

的规划引领作用、区馆协同奋进、跨界跨域

发展等多方面充分肯定了共建共享系列活动

取得的成果和重要意义，并对新一年的共建

共享系列活动提出了新的期望。

本次总结表彰会既是一次回顾过去、表

彰先进的总结大会，又是一次展望未来、再

创佳绩的动员大会。2022年，市区两级公共

图书馆将紧抓“十四五”公共文化新一轮的

发展机遇，以新的眼光审视现在、以新的目

标定位未来、以新的思想谋划工作，在解放

思想中更新观念，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

动全市公共图书馆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

为新时代征程上全市高质量发展谱写文化

新篇章。

（文/事业研究部 吴梦菲）

为加强全省公共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营造浓厚的图书馆学术研究氛围，促进

我省公共图书馆事业繁荣发展，12月13日上

午，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南京图书

馆承办的2021年江苏省公共图书馆业务竞赛

在全省十四个考点同步进行，南京地区竞赛

设在金陵图书馆举行。

受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委托，金陵图书

馆具体负责全市各家公共图书馆的参赛动员

和筹备工作。在接到上级通知后，馆领导班

子立即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并指定

由1位分管领导牵头负责，组织专门力量开

展深入细致的备考工作。按照竞赛通知要

求，我馆以历年参赛成绩优异的馆员和新进

馆员为基础，选拔了一批包括馆领导和中层

干部在内的，有能力有冲劲的馆员作为参赛

选手，给他们辟出专门时段脱产复习迎考。

同时，我馆还动员区馆积极报名，并将

本届业务竞赛考试内容汇编成册，提供给全

市各家公共图书馆，帮助考生复习迎考，力

争在此次竞赛中取得良好成绩。金陵图书馆

作为本届业务竞赛南京地区承办方，勇担职

责，严控细节，克服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

按照既定计划保障了竞赛的顺利开展。

12月13日上午，全市14家公共图书馆共

计134名图书馆员齐聚金陵图书馆三楼，以

昂扬的姿态迎接竞赛。竞赛当天是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防空警报响起时，

全体考生低首肃立，向在南京大屠杀惨案

中逝去的遇难同胞默哀。默哀结束后，考生

们收拾好沉重的

心情，继续完成

本次业务竞赛。

竞赛全程纪律严

明，秩序井然，展现了良好的考场氛围。

全市公共图书馆员将以本届业务竞赛为

契机，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提升业务知识水

平、开展业务学习交流，共同促进全市上下

形成比学赶超、奋力争先的浓厚学习氛围，

推进全市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文/事业研究部 胡宁涛）

2021年12月5日是第36个“国际志愿者

日”，当天下午，第六届江苏志愿服务展

示交流会在泰州开幕。本届志交会以“文

明实践 志愿同行”为主题，由江苏省委宣

传部、省文明办、省民政厅、团省委主办，

泰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民政局和团市

委 承 办 。 由 省 文 旅 厅 推 荐 ， 金 陵 图 书 馆

“朗读者”公益助盲志愿服务项目参加了

本次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本届志交会全程网上直播，先后开展

了志交会云展馆上线仪式、全省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集中展示了各地推进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探索实践和优秀项目，

促进地区间学习互鉴。

由金陵图书馆副馆长杨峥带队，馆员

杨静代表金图，通过视频和PPT生动讲解展

示了金陵图书馆“朗读者”公益助盲志愿

服务项目的组织实施情况和志愿者风采，

获得了专家和同行们的肯定与关注。

“ 朗 读

者 ” 是 由 金

陵 图 书 馆 联

合 南 京 新 闻

广 播 于 2 0 1 2

年共同发起的一项全民阅读、文化助盲公

益志愿服务项目。在10年的发展中，始终

以“解决盲人阅读最后一公里”为宗旨，

通过招募志愿者，与社会各界相关单位开

展合作共建，将录制有声读物，开展盲人

剧场、读书会、诵读会等服务形式立体打

造、深入基层，形成独具特色的图书馆公

益助盲志愿服务体系。从2012年项目开展

至今，“朗读者”立足南京，面向全省，

辐射全国，累计志愿者人数近11000人。本

项目还获得全

国“五星级助

盲志愿服务团

队”“2021文

化和旅游部学

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江苏省文化志

愿服务优秀服务项目”“第二届江苏全民

阅读十佳推广活动（项目）”等荣誉。

南京作为“世界文学之都”、志愿之

城、博爱之都，让残障人士平等享受全民

阅读的资源和成果，是志愿服务精神的应

有之义。

阅美关爱，阅美至善。秉承“平等、

公 益 、 温 情 、 专 业 ” 的 服 务 理 念 ， 金 陵

图 书 馆 将 继 续 与 广 大 读 者 温 暖 携 手 ， 共

享书香。

（文/活动服务部 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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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图“朗读者”志愿服务项目参加第六届江苏志愿服务展示交流会

2021年南京公共图书馆共建共享系列活动总结表彰会成功举办

从 “ 天 下 文

枢 ” 到“世界文学

之都”，南京文脉

绵延千年，南京文

学作为重要一极也

一直伫立于中国的

文学版图上，并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12月2

日，由南京市文联主办、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南京市作家协会、金陵图书馆承办的《南

京百年文学史》首发式暨新时代南京文学发展

研讨会在金陵图书馆举行。这部40万字的巨著

由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

心副主任张光芒领衔的学者团队撰写，是首部

聚焦南京百年文学发展历程，全方位梳理、多

角度论述南京地区百年间文学创作群体、文学

活动、文学现象与文艺思潮的重要历史文献。

《南京百年文学史》堪称“至今为止最

为完备的南京百年文学史料库”，该书在两个

方面实现了重要的“发现”。一是文学史料的

“发现”。这次的写作是研究界第一次对于

南京百年文学史料的系统发掘和梳理。第二

是作家的“发现”。全书共涉及南京作家

416位，这也应该是迄今为止最全的南京百

年文学作家名录。

首发式上，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任家龙，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调研员张

发强，向南京市文学之都促进会、南京大学图

书馆、金陵图书馆、群学书院、金陵科技学院

朝夕文学社等部分代表单位赠书。

在首发式后举行的研讨会上，多位专家

学者汇聚一堂，以该书为基础，立足当下，探

讨并助力新时代南京文学的发展。专家们认

为，《南京百年文学史》具有学术性、开拓

性、继承性等特点。

南京申报“世界文学之都”成功两周年

之际，涵盖文化景点、故居纪念馆、书店、文

创店等在内的首批109家“文都地标”挂牌，

金陵图书馆正是“文都地标”一百号。金陵图

书馆馆长焦翔表示，金图将和获赠《南京百年文

学史》的机构和组织一起，广泛宣传这部书，进

行多样化、立体化、体验式的阅读推广，同时

加强文学类书籍的阅读推广，加大南京“文学

之都”的氛围营造，共同促进南京文学事业

的发展，深化南京“文学之都”建设，让《南

京百年文学史》为“文学之都”南京展现出更

加亮丽的光芒。

（辑/活动服务部）

从“天下文枢”到“世界文学之都”，聚焦南京百年文学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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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时光”江苏-东盟文化展在金陵图书馆精彩启幕
12月14

日至19日，

一场流光溢

彩的文化主

题展览——

“丝路·时

光”江苏-东盟文化展在金陵图书馆展览厅

精彩启幕。该主题展览是“江苏—东盟交流

周”文化专项活动“江苏—东盟文化节”的

重要组成部分，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

室、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南京市人民

政府外事办公室、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协

办，向南京市民奉上一场文化互鉴共享的精

彩视觉盛宴。

本次展览共分为“扬帆起航”“同舟同

行”“鎏光异彩”“长风破浪”四个篇章，

囊括了传统乐器、古老技艺、生活器物等多

个门类、精挑细选的工艺品，引人惊叹、驻

足。雕刻印刷、传统布艺、铜器锡器、刺绣

丝巾等，浓缩展示了不同地域人们生活的智

慧 ， 惊 艳

了 时 光 ，

也 温 柔 了

岁 月 ， 彰

显 出 江 苏

与 东 盟 瑰

丽多姿的文化风采。

江苏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和开放大省，

多年来与东盟各国在诸多领域开展了广泛而

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2021年，是中国与东

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也是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崭新一年。12月17日上午，“绚

丽东盟 情系江苏”江苏-东盟文化节启动

仪式在金陵图书馆报告厅举行，现场发布了

“丝路·时光”江苏-东盟文化展虚拟展，

启动了“同一个家园 同一个明天”东盟青年

江苏研学行活动，东盟国家民众可以通过摄

影图片、民间工艺、特色美食等线上展示领

略江苏绚丽多彩的文旅资源，享受一场别具

江苏风情的云端文化盛宴；来自东盟国家的

青年研学团参观了展览厅江苏-东盟文化

展，剪纸、雕版印刷、“泥叫叫”等传统非

遗 项 目 ， 零

距 离 体 验 江

苏 的 非 遗 文

化魅力。

中 国 与

东盟地理相邻，山水相连，文化相通。而江

苏先后与越南、老挝等建立交流合作关系，

各地市互相结为友好城市，人文交流互相

成就，公共卫生守望相助，合作成果日益丰

富。此次文化主题展览，将通过文化的互鉴

共享，让更多的人走进东盟、了解江苏，为

江苏与东盟友好交往再上新台阶注入新动力。

（辑/宣传营销部）

南 京

旅 游 学 会

和 金 陵 图

书 馆 举 办

的 《 春 风

拂 绿 江 南

岸—改革开放南京旅游巡礼》展览，于2021

年12月26日在金陵图书馆展厅揭幕，为期25

天。这是南京文旅人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诞

辰的一束小花。

此次展览，分景区建设、饭店建设、市

场促进、文旅融合、节庆活动、研讨·论坛、

导游风采等七个篇章，以南京旅游改革开放

40年的发展为主，突出初、中期的内容，同

时亦不完全受40年的局限，以达到前呼后应

的效果。

展览通过350多幅图片及文字说明，实

录了南京旅游业发展的脉络和风貌。全国旅

游饭店先驱与标杆的金陵饭店开业典礼、首

届南京国际梅花节的开幕式、首个文旅融合

经典“金陵乐府”的民乐演出等场景，一一

呈现。在“文旅融合”篇章中，用一整版8

幅图片演绎了一个国际文旅交流事件：2005

年5月，新加坡国家旅游局为纪念郑和下西

洋600周年，建立郑和文化村，邀请南京市

旅游局作为代表在郑和文化村设立中国馆。

这应是南京旅游人做的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在“导游风采”篇章中，近百名导游、讲解

员登台亮相，称得上是导游队伍的一场“大

阅兵”。尤其令人醒目的是有一张新闻照

片：1988年12月，运七“紫金号”客机首航

福州。这是南京市旅游局（市旅游服务联营

公司）创办的中联航南京公司的“紫金号”

客机，继而又有“钟山号”客机升上蓝天。

这在全国旅游系统绝无仅有，独此一家。

展览的展品亦丰富多样：有改革开放后

成立的南京首家国内旅行社——南京旅游社

的社徽、工作证、行程单等；有金陵饭店开

业的请柬、餐券、璇宫入场券等；有首届夫

子庙灯会的大奖杯；有宝岛送来适合亲子活

动的手工折叠纸质灯彩；有洋河酒厂特制的

“旅游洋河”；有印制“紫金山与长江”遥

感图像的丝巾等。总统府景区送展的从熙园

10元到遗址博物馆35元的系列门票，见证了

景区的进

化历程，

颇有史料

价值。还

有一张南

京明城墙

（台城）的门票，是由104张单票合为一体

的联票，宽0.15米，长4.68米，以最长的艺

术门券被列入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联票

的画面是由哈雷（6岁）、巫爽、柳筱娴等

16位小朋友联手的绘画作品“金陵古城揽胜

图”，绘有13座城门及古今18处胜景，充满

了童心和情趣。

此次展览的两大镇展之宝，即搭载“神

舟十号”飞船荣归的中山陵园屠国啸摄影作

品，飘扬在珠峰顶峰的“正大”旅行社旗

帜，承载着南京旅游人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这正如策展者在展览的“前言”中所云：

“南京旅游人，始终怀着攀顶峰、飞宇宙的

梦想，历经过‘非典’的考验，亦倍增应对

‘新冠’的信心和韧性……”

（辑/活动服务部 ）

简讯

1、12月，潘洁、李海燕等馆领导协助市文旅局对南京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项目和全

市100个少儿图书室民生工程进行检查验收。

2、12月3日，尹士亮书记代表金图参加南京科技情报学会理事工作交流会。

3、12月3日，我馆召开“金陵图书馆编外人员2021年度工作总结会”，尹士亮书记、部

分中层干部、单位人事主管及全体编外人员参加会议并做工作交流。

4、12月5-8日，杨峥副馆长、活动服务部杨静赴江苏省泰州市参加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

部、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民政厅、共青团江苏省委等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江苏志愿服务

展示交流会。

5、12月7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2021年

系列图书发布会”，方炜副馆长代表我馆参加此次发布会并接受赠书。

6、12月7-8日，我馆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全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务虚会”，焦翔馆长代

表金图做交流发言。

7、12月15日，由中图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办，佛山市图书馆学会、佛山市图书馆、深

圳图书馆联合承办的“阅读新时代 书香润万家——图书馆与家庭阅读推广创新发展研讨

会”以线上方式举办，我馆尹士亮书记作为点评嘉宾参加会议。

8、12月21日，焦翔馆长受邀参加东南大学图书馆青年阅读中心成立大会，并被该中心聘

为“特约指导专家”。

9、12月24日，金图党总支公布2021年度“金图之星”名单。林虹、葛穗获评“文明服务

之星”；仓健、肖剑峰、赵晴获评“岗位奉献之星”；吴梦菲、杨静获评“业务学习之

星”；卜璐、虞冬琦获评“宣传分享之星”。

10、12月24日，尹士亮书记、焦翔馆长前往市文旅局参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会。

当天下午，尹士亮、方炜和潘洁等馆领导前往市政府参加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

11、12月27-30日，我馆组织全体职工（含退休职工）前往南京市第一医院进行体检。

12、12月28日，我馆全体班子成员参加由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第十六届全国省、自治区、

直辖市、较大城市图书馆馆长联席会议（线上）。

13、12月29日，市文旅局对我馆及单位领导班子开展2021年度工作考核和评议工作。

14、12月29日，“阅美新时代 幸福新征程”——建党百年农民画艺术展作品评选活动在

我馆举办，焦翔馆长作为评审嘉宾受邀参加，杨峥副馆长主持此次活动。

15、12月30日，我馆工会组织开展“迎新春金图第四届职工（掼蛋）扑克牌比赛活动”。

活动预告

新年活动

书服到家——福袋迎新活动 ���

时间：1月 � �

地点：线上+线下 �

金图手工坊——不织布红包

时间：1月

地点：金陵图书馆手工区

金图讲坛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红色

影视展播（10场）

时间：1-2月

地点：金陵图书馆视听室

金图展览

改革开放南京旅游巡礼

时间：12月26日-1月19日� ��

地点：金陵图书馆展览厅

美阅读书·2021年度好书

时间：1月

地点：金陵图书馆大厅

“书香过大年”春节主题展

时间：1-2月

地点：金陵图书馆艺术长廊

“我们的节日—春节”专题书展

时间：1月

地点：金陵图书馆阅·荐空间

赏新春数字资源推广

时间：1月下旬

地点：金陵图书馆电子阅览室

2021年度期刊年度排行榜专架

时间：1月

地点：金陵图书馆期刊阅览室

“中华戏曲荟萃”专题视听文献展

时间：1月

地点：金陵图书馆图书阅览室

寒假中小学生推荐书目主题书展

时间：1月1日-31日

地点：金陵图书馆图书阅览室 

南京18法律咨询广场

时间：1月18日上午

地点：金陵图书馆阅读休闲区 �

“心惦图”公益心理咨询广场

时间：1月18日

地点：线上 � �

阅美 • 迎新

2021年江苏省第六届公共图书馆业务竞赛南京赛区在金图成功举办

展现南京旅游业发展的脉络和风貌，“改革开放南京旅游巡礼”揭幕

阅   美   至   善

根据《南京市公共图书馆2021年业务培训

计划》安排，12月9日下午，金陵图书馆与南

京图书馆学会联合开启了2021南京市公共图书

馆业务培训，五十余位区馆同仁、学会会员与

金陵图书馆全体馆员一同参加了此次业务培训。

本次业务培训邀请到了四位讲师，有来自区馆

的馆长，也有来自金图的业务骨干，各自从图

书馆业务工作的不同方面进行交流与分享。

首先，金陵图书馆电教拓展部副主任张恺

为大家介绍word软件操作技巧说明，从word文

档基本功能介绍、进阶编辑技巧和快捷操作指

南三个角度展开了一堂干货满满的办公软件实

用教程。

随后，鼓楼区图书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

徐力以《文旅融合的公共图书馆发展之美》为

题作业务培训授课，从把握公共图书馆文旅融

合的发展机遇、公共图书馆在文旅融合环境下

的工作展望、公共图书馆在文旅融合环境下工

作需要注意的问题三个方面，图文并茂地介绍

了公共图书馆在文旅融合实践上的优秀经验。

江北新区图书馆馆长陈欣则就江北新区

“阅揽江北”读书月活动做案例分享，从新区

介绍、活动开展基本情况、效果及社会反响、

媒体报道情况和未来规划五个方面多角度、

细致地介绍了“阅揽江北”读书月活动的开

展情况，启发了馆员对阅读推广活动开展模

式的新理解。

最后，金陵图书馆电教拓展部主任徐昊丰

就公共图书馆科普阅读推广方面作特色案例的

介绍与经验分享，他从科普与阅读推广的概念

说起，着重介绍了近年优秀科普阅读推广案例

的概况和金陵图书馆科普阅读品牌体系的搭建

情况。

         至此，2021年全市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工

作圆满落下帷幕，本次业务培训，为进一步

提高全市图书馆员基本素质和综合业务能力，

2 0 2 1年南京市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落下帷幕

（注：以上活动将视疫情防控要求

改期或改线上举办，请以金图官网、微

信公众号等最新公布为准。）

促进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质量与效能

的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22年，

全市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工作将再次

启航，续写学以致用的新篇章。

（文/事业研究部 胡宁涛）

（文/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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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21，我们迎来了建党百年，开启了“十四五”规划的全新

征程。在过去的一年里，金陵图书馆走在书香战“疫”的路上，阅读

赋予人们战胜疫情的信心与智慧。本期为您盘点2021年最受读者喜爱

的杂志，书香为伴，润泽人心，品味阅读，共享精彩。

 

2021年度成人类图书借阅排行榜 2021最受读者喜爱杂志排行

（辑/综合阅览部 李灵杰）

《读者》期刊架位号5000

《读者》创刊于1981年，是由读者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主管、主办的综合类文摘杂志，主要刊登其

他报刊、书籍已发表的精彩文章。

《凤凰周刊》期刊架位号8695

《凤凰周刊》是香港凤凰卫视旗下一本供高端人

群阅读的时政刊物。以“为全球华人提供独立意见为

己任”，用客观、公正的态度，独家、独特、独到的

专业精神，从全景视角研判国内外时事发展动态和趋

势，深刻解读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公共政策，深度

报道具有影响力的国内外大事件以及背后发生的故事，

以达到“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效果，在全球华人圈中

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古人比你更会玩.2 

黄桑 编绘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20

索书号：J22/7869:2

2、骆驼祥子

老舍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索书号：I24/3522

3、漫画科普：比知识有趣的冷

知识

锄见 编绘 

广东旅游出版社，2019

索书号：Z2/1947:1

4、黑科技：驱动世界的100

项技术

日经BP社 编 艾薇 译  

东方出版社，2018

索书号：N4/1009

5、墨菲定律启示录

王伟芳 编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

索书号：B84/6111

6、一本书读懂财务报表：彩

色图解版 

吕长青 编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索书号：F23/2349

7、假笑

（日）松本清张 著 李洁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

索书号：I313/5563

8、超有料漫画中国史

韩明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

索书号：K20/2963:1

9、第十一根手指

法医秦明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索书号：I247.5/33970

10、张大千课徒画稿 

张大千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索书号：J22/7067

2021年度少儿类图书借阅排行榜
1、植物大战僵尸2：奇幻爆笑

漫画,半山书院之进学记

迦楼罗北斗 著 绘漫画工作室 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2016

索书号：J22/6906:8

2、淘气包马小跳11：小大

人丁文涛

杨红樱 著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索书号：I28/20954

3、猫和老鼠：厨房大战

(美)汉纳－巴伯拉 作 江鸣 译

译林出版社，2016

索书号：J23/2044:11

4、秘洲原野奇遇：大象×犀牛

(马来)李国靖，(马来)伊卡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

索书号：J23/2233

5、最后一块巧克力曲奇

(英)杰米·里克斯 著

北京教育出版社，2018

索书号：I561/7443

6、大头兵：马桶战队

王峰，王嘉溦 著

接力出版社，2020

索书号：J22/7949:2

7、大侦探福尔摩斯16：连环

失踪大探案

（英）柯南·道尔 著 厉河 改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2019

索书号：I28/18941

8、装在口袋里的爸爸：超

级考试机

杨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2019

索书号：I28/17728

9、国家地理野生动物大百科

宋歌 编写

蓝天出版社，2014

索书号：Q95/900

10、花木兰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

索书号：H12/1202

《三联生活周刊》期刊架位号8480

《三联生活周刊》是一份综合性新闻和文化类周

刊。前身为邹韬奋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生活周

刊》。定位是做新时代发展进程中的忠实记录者，做

中国的《时代》周刊。办刊宗旨是“以敏锐姿态反馈新

时代、新观念、新潮流，以鲜明个性评论新热点、新人

类、新生活”。

《中国国家地理》期刊架位号5148

《中国国家地理》1950年创刊于南京，内容以中国

地理为主，兼具世界各地不同区域的自然、人文景观和事

件，并揭示其背景和奧秘。

《国家人文历史》期刊架位号8307

《国家人文历史》是由人民日报社主管和主办的

集时事与人文于一体的资讯类半月刊杂志。讲述名人不

凡命运，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飞速变革、人心浮躁的当今社会，努力在历史与现实

之间寻找人文精神的支点，为提振中华文化自信而创造

推力。

《青年文摘》期刊架位号5010

《青年文摘》由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国青年出版社

主办，创刊于1981年1月，是一本面向全国、以青少年

为核心读者群的文摘类综合刊物，刊物集萃来自报纸、

期刊、 图书等大众媒体的名篇佳作，旨在为青少年打

造一个丰富生动、健康向上的精神空间。

《看天下》期刊架位号8694

《Vista看天下》是一份国内综合性新闻故事类高

端文摘读本，是国内唯一开设四个分印点的新闻类期

刊杂志，在主流人群中具有广泛影响力，“新闻故事

中的F1”，杂志以“说新闻，讲故事”为特色，创造

了中国媒体的“看天下模式”。

《广角镜》期刊架位号8684 

《广角镜》杂志1972年10月在香港创刊，是一本

历史悠久，水平甚高的综合性政经月刊。创办32年来，

以它独具的特色和风格始终占据着的一隅阵地。《广

角镜》向以报道、分析中国内地、港澳及台湾社会为

主，兼顾海外。

年初，金陵图书馆党总支牵头出台“金图之

星”“一旗双星”等评优选先制度和办法，通过

一年来的培育选树，年末在全馆评选出各类先进

集体和个人，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在全馆范围

内营造了“学先进、比贡献、创一流”的浓厚氛

围，扎实推动了金图事业高质量发展。

金陵图书馆出台《金陵图书馆高质量考核办

法》，通过精准考核激励图书馆各部门和干部职

工积极谋事，担当作为。全年，考核小组通过实

地考察、汇报交流、个别谈话等方式，从内部管

理及业务绩效两个层面，对各部门开展了多次考

核并形成考核结果，激发了部门履职尽责的热情，

提升了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上半年，南京市文旅局党委对图书馆领导班

子进行调整，副馆长尹士亮同志兼任中共金陵图

书馆总支部委员会书记，馆长焦翔同志兼任总支

副书记，潘洁同志、李海燕同志分别任金陵图书

馆副馆长，金图领导班子形成二正四副格局，班

子的年龄组成和知识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在此基

础上，下半年金图党总支又对部分内设机构负责

人岗位进行相应调整，优化全馆中层干部力量配

置。

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重要举措，金陵图书馆在2021年提高了读

者证单证借阅权限，并在重大节日和特定时段多

次推出“免押金办理读者证”活动，同时长期为

60周岁以上特定人群免押金办证，有效降低了读

者文献借阅成本和门槛，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效

能。

为配合南京市文旅局做好全市2021年十大民

生实事项目中的100个少儿图书室（阅览空间）

建设工作，金陵图书馆在市局指导下拟定了少儿

阅览空间的建设和服务标准，开展了针对全市少

儿阅览空间管理员的业务培训，并全程参与该项

目的检查验收工作。同时，金图本馆的少儿空间

建设也进一步提档升级，8月金图“童·阅空间”

成功入选2021年度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打造对象名单，11月省市发改、妇联等部门来馆

专题调研建设少儿阅览空间助力全市儿童友好城

市打造工作。

“世界读书日”期间，金陵图书馆携各区馆

共同策划的“南京共享图书馆”“阅美”系列活

动正式启动。通过举办“光辉的历程：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读书有奖征文活动、

“赞歌献给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诗歌馆员朗诵展演活动等一系列以庆祝建党

百年的主题活动，全市各公共图书馆在为读者提

供精彩纷呈的文化服务的同时，也以图书馆人特

有的方式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在2020年陕西省公共图书馆馆员赴金陵图书

馆挂职培训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2021年

苏陕公共图书馆交流合作项目的金图篇章精彩继

续。4月，焦翔馆长随江苏省公共图书馆代表团

赴陕西，并代表金图与延安市图书馆签订了两馆

共建业务合作框架协议；7月，金图邀请延安市

图书馆薛景春馆长来宁，为全馆党员干部开展主

题党课宣讲；9月，尹士亮书记率总支部分成员

应邀入陕赴延，与延安市图书馆党支部签订党组

织共建协议，并在延安市图书馆设立“金陵之窗”

文献展示中心，宁延两地图书馆的合作交流不断

升级。

作为“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市立公共图书馆，

金陵图书馆全年连续举办“文都知多少”微展览、

线上答题活动，展现世界文都城市风貌，普及优

秀文学作品。5月，金图与南京市文学之都促进

会联合发起“南京，我想读你这首诗”全民创作

活动，图话金陵，笔尖传情。10月，金图挂牌成

为首批入选的“世界文学之都地标”；与此同时，

“璀璨文都·品读经典”文学作品人物图像创作

征集活动现场总评在金图文都之窗举行。12月，

《南京百年文学史》首发式暨新时代南京文学发

展研讨会在金图举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金陵图书

馆党总支以全馆党员为对象，开展“辉煌百年 向

党献礼”系列主题活动贯穿全年，扎实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主要包括：以支部为单位建立党史图

书馆，要求党员读书自学党史；设立“周四小讲

堂”，组织党员干部每周上微党课；开展“难忘

入党那一天”主题党日活动，为党员集体过政治

生日；组织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开展

“百年芳华初心在”金图党员主题朗诵展演；组

织全体党团员分批观看红色影片《1921》；以闯

关挑战答题形式举办全馆党史知识竞赛活动等。

为做好金陵图书馆“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

工作，今年上半年，规划编制工作组及馆领导班

子先后赴淮安等苏北四市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学

习调研，向兄弟馆和省馆学习规划编制经验和成

果，并在征询行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最终完成

了金图“十四五”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规划经

馆党政领导班子审议和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向全

馆正式印发。

南京图书馆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6月在

金陵图书馆成功举办，为学会今后的工作开展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江苏省

图书馆学会等单位有关领导出席会议。来自全市

市区两级公共图书馆、市属高校图书馆以及科技

情报系统的会员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审议通过

了新修订的学会章程等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南

京图书馆学会第六届理事会，金陵图书馆馆长焦

翔任理事长，副馆长李海燕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大会同期举行了首批指导专家聘任仪式。

金陵图书馆第二届理事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

理事会会议6月在金陵图书馆顺利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了新修订的金陵图书馆章程，并选举出由

市文旅局副局长王敏虹担任理事长的第二届理事

会。在随后举行的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上，各位理事就图书馆未来的发展规划交流发言，

为图书馆的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7月初，金陵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学会等单

位承办的南京市第二届“在宁高校图书馆与南京

市区公共图书馆馆长论坛”在金图学术报告厅举

办。作为南京“文学之都”主题书展暨第十一届

江苏书展南京分展场的系列活动之一，此次论坛

的主题是“规划引领，纲举目张——图书馆‘十

四五’规划与全民阅读建设”。金陵图书馆馆长

焦翔、江宁区图书馆馆长李媛、南京晓庄学院图

书馆杨明、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李爱国、南京图

书馆副馆长全勤五位代表先后发言。

7月27日起，金陵图书馆因疫情原因临时关

闭。在闭馆期间，金图党总支和团支部分别组织

党团员赴朝天宫街道七家湾社区、兴隆街道乐山

路社区和科利华小学、紫金生态园等基层单位开

展各类抗疫志愿服务，为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贡献

金图力量。9月上旬，本市疫情受到有效控制，

金陵图书馆逐步有序恢复开放。

2021年，金陵图书馆克服疫情给外事活动带

来的不利影响，全年开展了多个对外文化交流工

作。6月，江苏省-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结好25周

年图片展暨系列庆祝活动在金图成功举办；9月，

首届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大会以在线视频会

议方式召开，焦翔馆长作为丝路联盟观察员受邀参

加大会；10月，焦翔馆长应邀出席第二届中国-中

东欧国家图书馆联盟馆长论坛线上会议并发言；

11月，金图与泰国法政大学在线签署友好合作协

议，第十个“中国图书之窗”落成暨赠书仪式以

线上直播形式举办；12月，“江苏-东盟交流周”

文化展览等系列活动在金图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成功举行。

为加强图书馆组织文化建设工作，金陵图书

馆8月正式启动组织文化体系的修订和升级整理

工作。通过组建专门工作组、学习先进经验和成

功案例、向专家和馆员征集意见建议等方式，最

终形成了由使命宗旨、金图愿景、服务理念、管

理理念、金图馆训以及金图馆风等六个部分有机

结合，并极具金图特色的组织文化体系架构。

2021年金陵图书馆开展的各类阅读助盲公益

活动收获满满。在中国盲文图书馆主办的“时刻

听党话 永远跟党走”视障读者红色经典诵读比赛

中，金图选送的多个作品获得优秀奖，金图获优

秀组织奖；“国际盲人节”期间组织开展的“朗

读助跑，跑出黑暗里的绚丽”、入户助盲等公益

活动受到盲人群体欢迎；“朗读者”公益助盲志

愿服务项目入选国家文旅部公布的2021年文化和

旅游领域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

2021年南京公共图书馆共建共享系列活动总

结表彰会年底在金陵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市文旅

局公共服务处领导，金陵图书馆以及南京市13家

区级公共图书馆的馆领导等出席了本次总结表彰

会。会议着重从业务联动、学术联动、活动联动、

资源联动等方面总结了2021年全市共建共享系列

活动的工作，并对2022年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展望。

金陵图书馆全馆上下高度重视全省第六届公

共图书馆业务竞赛工作，组建了由馆领导牵头的

专班全面负责本馆迎考工作，选拔了业务功底扎

实、参赛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组建金图参赛队伍，

并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备考工作。12月，根据竞赛

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金图具体承办南京赛区的

筹备工作，组织全市100多位参赛选手顺利完赛。

2021年，金陵图书馆进一步健全完善内控工

作机制。金图以邀请专业机构编制完成的《金陵

图书馆内部控制手册（试行）》为基础，全面优

化调整图书馆现行的内控制度体系，对预算管理、

收支管理、政府采购工作、资产管理、建设项目

管理、合同管理等业务领域进行全方位梳理和规

范调整，建立起适合实际情况的内控制度体系，

并将于次年在全馆范围内全面、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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