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安徽最东部的滁州，东靠南京、西接合肥、北枕

淮河、南临长江，是南京都市圈和合肥经济圈中心城市，

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核心区城市之一。作为江淮分水岭，

这里“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素有“形兼吴楚、

气贯淮扬”之誉，不仅诞生了宋代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

记》、全椒才子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其境内还拥有国

家森林公园4座，各类景区景点40余个，是一座历史文化与

自然风光兼具的城市。

21世纪初，早在南京都市圈打造前期，滁州就作为第

一批“入圈”城市，正式牵手南京。滁州与南京地域相连、

经济相融、人缘相亲、文化相通，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

程的推动之下，两座城市从“近邻”到“紧邻”，不断在

各方面加深跨域合作。今年8月最新出台的《南京市结对合

作帮扶安徽省滁州市实施方案》则更加明确了两地要“深

化文旅产业合作、提升民生共享水平”。

滁州市图书馆建筑面积约2.5万㎡，以“公园里的图

书馆”为设计理念，由茧馆（少儿部）和蝶馆（成人部）

组成，寓意读者在图书馆的陪伴下“破茧化蝶”。图书馆

功能齐全、布局合理，提供“借、藏、阅、咨”为一体的

综合服务，共有阅览坐席1200个，设综合借阅室、数字体

验区、亲子阅览室、自习区、盲人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等

功能区。现有馆藏图书36万册、期刊598种、报纸98种，拥

有“滁州地方文化特色库”、“独联体”共享阅读平台、

“QQ阅读”等数字资源库。不仅构建了总馆、分馆、24小

时自助图书馆、阅读点和数字图书馆一体化服务，每周开

放72小时，还实行自助办证、查询与借还，开通图书馆网

站、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服务，利用微信、电话等媒体提

供在线服务。与此同时，引入绿色、节能理念，采用地源

热泵空调系统环境更舒适，为读者创造舒适的空间。

宁滁牵手20年之际，南京都市圈公共图书馆共享发展

协作体正式成立，相信两地图书馆乃至公共文化事业定将

基于此，共同开启共建共融、共创共享的合作新征程。

（文/事业研究部 吴梦菲 曹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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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刻者，刻竹雕竹也。其作品与书画

同，不过以刀代笔，以竹为纸耳。”金陵竹

刻是中国竹刻艺术中独树一帜的著名流派，

在明代即享有“大璞不斫”“寸竹寸金”之

美誉，与上海嘉定竹刻齐名，是中国竹雕艺

术的双壁。2009年6月，金陵竹刻被列入江

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与嘉定等地的“高、深、透”竹刻风格不

同，金陵竹刻的工艺特色是“留青浅刻”，

这种技法雕镂不深而层次不减，表面略加刮

磨，廖廖数笔却意境深远。金陵竹刻对圆雕

运用颇为讲究，雕刻时善于因形取势，不多

做人工修饰而古朴淡雅。作为艺术品，竹刻

的选材极为严格，要在冬季半山背阴处选取

竹子，宜选用产自浙江苍南等地的玉竹。处

理竹材时，要将其置于水中加热，再加入明

矾煮沸，洗干净后擦干，放在背阴而不通风

处阴干晾晒，三年后，没有霉变和裂变的竹

子方能取材。如此匠心，方能成就竹刻佳品。

“刻刀为笔竹作简，金陵烟火入画来。”

金陵竹刻传承的是流转百年的文人精神，雕

刻的是书经史卷的君子之风。纵观金陵竹派

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它从早期的质拙浑朴，

发展为中期的典雅多姿，再嬗变为晚期的平

浅单一，虽时有变化，但总体风格保持大体

一致，在以雕刻再现书画的艺术趋向中，以

浅刻、简刻独领风骚，以竹刻之意趣求笔墨

之情韵，达到了竹刻与书画艺术的完美结合。

金陵竹刻依然璀璨，离不开默默坚守的

手艺人。江苏省非遗项目金陵竹刻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龙双衡“师古而不泥古”，经过不

断磨练，他将江南地区特有的留青浅刻与明

代金陵派始祖濮仲谦的圆雕、透雕巧妙地融

合在一起，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且地域特

色鲜明的竹刻风格。他还创作了一大批有着

创新风格和时代特色的作品，比如《南京长

江大桥》《抗疫》系列竹刻作品。让从事一

辈子竹刻的龙双衡倍感欣慰的是，近年来，

随着各级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

加强，金陵竹刻逐渐为世人所熟知，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中。

推荐书目：

题名：《金陵竹刻》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

索书号：J31/126

（辑/采访编目部 于洋）

金陵竹刻：大璞不斫 咫尺匠心金陵匠心

玩转手机

陈作霖（1837-1920），字雨生，又字

伯雨，自号懒道人，晚号可园、可园老

人，晚年因患眼疾无法看书，再加上掉发

秃顶，又号盲和尚，人称可园先生，是南

京近代著名学者，尤其在南京地方史志研

究方面，成绩斐然。清代南京书院兴盛，

陈先生自幼年时期在书院求学，中年学有

所成执鞭书院，一直到晚年时期见证书院

改革热潮，一生中亲历书院由盛及衰至变

的发展进程，可以说，他与南京书院有着

不解之缘。

陈作霖出生于书香世家，家族最早居

于河南颍川，明末清初时为了躲避战乱，

举家搬迁至南京红土桥第九家，后来又移

居乾道桥新宅（今安品街20号）。其曾祖

陈授，“崇祀乡贤祠，世居讲堂街”；祖

父陈维垣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

次年与弟陈维屏同中进士，授内阁中书，

曾担任杭州紫阳书院主讲；父亲陈元恒

（1819-1893），同治六年（1867）举人，

曾官东台训导。《金陵通传》记载其爱好

收集地方文献，“上采六朝，下稽明史，

旁及诸名家之记载，以至碑版文字，凡又

关于乡邦掌故者，皆刺取之”。受如此家

风熏陶，陈作霖自幼便表现出对文学的

喜爱。咸丰元年（1851），年仅15岁的他

便得以补县学生。后因太平天国战乱，

随家人辗转于南京周边避难。直到同治三

年（1864），他才重归金陵，并先后“入

钟山、惜阴两书院肄业”。

钟山书院成立于雍正二年（1724），

位于江宁府城内旧钱厂地（今南京市太平

路），由两江总督查弼纳创建，为当时省

会书院之首。书院“凡门二层，堂二进，

楼二层，两旁斋舍百余间”，雍正皇帝

御赐“敦崇实学”匾额，并“赐帑金一千

两”，用来建书院和士子们的膏火费用。

学生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除丁忧在

籍人员外，只要是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

者皆可来书院参加面试。尽管如此，能进

入钟山书院学习也不是易事，“书院生徒

需由驻省道员专司稽查，各州县秉公选

择，布政使会同该道再加考验，果系材堪

造就者方准留院肄业。”钟山书院还仿效

朱子白鹿洞出台了规条和分年读书法，杨

绳武制定规约，大致内容为“先励志、务

立品、勤学业、穷经学、通史学、论古文

源流、论诗赋派别、论制义得失”等。乾

隆四十六年（1781），两江总督萨载定书

院规条，院长钱大昕定学约。太平天国时

期，书院毁于战火。同治三年（1864），清

军克复南京，曾国藩用有限的经费在门

东旧漕坊苑街东花园处伪王府的房屋进行简

单改造，书院才得以恢复讲学。之后，曾

国藩、沈葆桢等人先后聘李联琇、林寿图轮

流担任书院主讲。光绪七年（1881），两江

总督刘坤奏请在钱厂街旧址重建书院，是

年底建成。

惜阴书院创建于道光十八年（1838），

位置在南京盔山园（即四松庵），是时任

两江总督的陶澍为纪念自己的远祖陶侃平

定苏峻、祖约的叛乱，迁都建康城有功，

仿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书院建立而

成。书院创建之初，陶澍自捐一万两白银

作为办院资金，建书舍，聘名师，招儒士，

教授内容只限于经史诗赋，不学制艺，学

生不发生活补贴，但是有奖金，每月举行

一次考试，考超等一得四两，二三名得三

两，四至十名得二两，十名以外得一两，

特等皆五钱。一时间学术名流汇聚于此，

惜阴书院颇负盛名，与钟山书院齐名。可

惜，咸丰年间受战乱影响，一度荒废，仅

存书舍10余间。后经李鸿章修建，惜阴书

院得以恢复讲学。书院经费前取自于后湖

租、典商生息与淮盐引捐，同治后则取自

善后局，光绪五年（1879），开始由江宁

府按季拨付。

当时说起南京书院，必然首推钟山、

惜阴。同治年间，南京克建，两书院又复

以往盛名，任主讲者，如李联琇、薛时雨、

冯桂芬、缪荃孙等，皆为大家。陈作霖肄

业于两书院时，以诗、古文、词见赏于李

联琇、薛时雨，与刘寿曾、冯煦相角逐，

同里如姚兆颐、秦际唐、朱绍颐辈亦互为

推重，活跃于南京文坛（《金陵通传》卷

四十五，叙传第一百九十六）。

（文/特藏发展部 蒋倩）

陈作霖与南京书院（一）：青葱少年肄业书院
南京故事

悦读杂志

金秋九月，是一年

中最绚丽的时节，各式

各样的果实呈现出最饱

满的姿态，山野河川也

显得浓艳有色，天高气

爽心情格外开阔。趁着“9.27世界旅游日”的良机，跟

着“悦读杂志”一起去旅行吧，我们纵览祖国的美丽山

河，徜徉诗情画意的清丽山水，驰骋芳草连天的壮阔高

原，回望一眼千年的人文风情。

《重游汉中 寻千年汉韵》

提到如明珠般镶嵌在秦岭与巴山之间的汉中，脑海

中的历史故事和人物典故历历在目。这里是汉王刘邦成

就汉室基业的发祥地，是诸葛亮六伐曹魏的战略大后

方，是“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的故里，是造纸术发明

者蔡伦的封地，还是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四

大国宝”的乐园。

——《汽车自驾游》2022.08

   《茶马古道 马帮铃声千年回响》

“太阳最早照耀的地方，是东方的建塘，人间最殊

胜的地方，是奶子河畔的香格里拉。”詹姆士·希尔顿

的《消失的地平线》中，极尽所有美好的词汇描述了这

样一个神秘地方，“一个深藏在东方崇山峻岭中的，永

恒、和平、宁静之地”，那就是香格里拉。

——《云南画报》2022.07

《长河不朽》

位于扬州城西北、南接长江的蜀冈，是扬州的地理

制高点，也是古扬州城的发源地。蜀冈中峰万松岭上，

始建于南朝刘宋时的古刹大明寺，被誉为“扬州第一名

胜”。唐代名僧鉴真在大明寺讲经期间，结识了日本留

学僧荣睿等，遂东渡日本传法。瘦西湖边，即可看到高

耸的大明寺栖灵塔。山、水、寺、塔，共同构成了扬州

运河园林城市的风貌。

——《中华遗产》2022.07

《山与海的相逢》

大海在亿万年前用牡蛎画下谜面，人类在亿万年后

到山顶的洞穴中找出这个谜底。在山与海的缠绵进退

中，福建，形成了中国最曲折美丽的海岸线。从大巫的

东方第一神灯，到泉州港成为东方第二大港，这是中国

人凭海而居谱写的传奇历史。下南洋的福建人如候鸟早

已返回故士，马尾港还有古炮台和昭忠祠，提醒今天的

人们不忘历史。

——《环球人文地理》2022.07

《西藏的窑洞：阿里的洞窟建筑》

说到西藏的古代建筑形式，人们可能更多会联想到

帐房、碉楼，而不了解在西藏最西端的阿里地区，还有

着一种“洞窟建筑”。自从远古时代，洞穴就出现在这

里的山体之上，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洞穴演变成了洞

窟建筑，规模逐渐壮大、形式逐渐丰富、装饰逐渐复杂。

但由于历史交通等因素的限制，在相当长段时间内，它

们游离在人们的视野外，养在深闺人未识。

——《中国国家地理》2022.07

《观天地凝光，赏玻璃璀璨》

玻璃博物馆就设在两栋尖顶红砖的老厂房内。走进

博物馆展厅，中央主题雕塑《天地凝光》极为抢眼。雕

塑表现了玻璃来自于天地自然，经火淬炼而最终成形的

过程。而整个博物馆的展览主题，也以“天地凝光”为

名。主题雕塑周围的壁饰景观名为“光明之窗”，在仿

佛苍穹的弧面墙体上，柔和悦目的各色光芒透射而出，

展现了光明透过玻璃驱散黑暗的美好寓意。

——《河北旅游》2022.06

（辑/综合阅览部 余正逸凡）

融·爱行动

前几期，“融·爱行动”栏目刊登过《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

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的介绍，并对其作了一

定解读。8月1日起，国家版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马拉喀什

条约》制定的《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

行规定》）正式施行，并作为规范性文件公开发布。

《暂行规定》将在一定期限内，规范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的

版权秩序，从而更好地为阅读障碍者使用作品提供便利，发挥著作权促进阅读障

碍者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作用。

在《暂行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无障碍格式版的制作、提供的相关要

求。例如，制作、提供无障碍格式版要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称、作品名称；要尊重

作品完整性，除让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并有效使用所需要的修改外，不得进行其

他修改；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要使用有合法来源的作品；仅限通过特定渠道向可

以提供相关证明的阅读障碍者或无障碍格式版服务机构提供，不得向其他人员或

组织提供或开放服务；要通过标注“阅读障碍者专用”、身份认证、采取技术措

施等方式防止被阅读障碍者以外的人员或组织获取、传播；向阅读障碍者提供的

无障碍格式版类型应当仅限于满足其合理需要。这些要求在完成无障碍版本运用

的同时，保证了原作品的正常使用，避免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不合理的损害。

金陵图书馆在7-8月份持续开展的“无障碍电影进社区”系列活动，即是电

影无障碍格式版的使用，这种方式将电影的艺术和美带给了视障群体，丰富了他

们的精神生活。在此我们呼吁，在文化作品无障碍格式版的提供方面，有更多想

法与建议的读者可以联系金图视障阅览室（025-51872791），共同探讨如何为更

多阅读障碍者更好提供共享文化成果的渠道。

（文/分馆建设部 孔瑶）

书香都市圈

环滁皆风景 与宁共书香

馆读荐书

本期荐书官：黄睿 学生

推荐一本图书：《寂寞的游戏》

内容简介：

在这一本由七篇短篇小说组成的

《寂寞的游戏》中，袁哲生通过各种

不同的人际情感，例如父母与孩子之

间的亲情，年少时同学之间的友情，

或是两人结婚多年的夫妻之情，一再

去捕捉寂寞这种“生而为人必定面临

的困境感”，字里行间处处散发孤独

的感觉。寂寞、孤独一直是文学作品

中常见的基调，也是许多作家竭力描

述的情感，但是，当我们在《寂寞的游戏》中仔细品味后，

会发现一种独属于他的“寂寞书写”。

推荐理由：

“捉迷藏”是《寂寞的游戏》的题眼，贯穿始终。在游

戏中，躲藏者要避开寻找者的目光，当被发现时就要回到游

戏起点。我小时候最爱玩捉迷藏，人天生就爱躲藏，渴望消

失。所有人都需要寂寞，但是正如捉迷藏一样，更愿意藏起

来，不代表自己完全不想被人需要，游戏一直不被找到，并

不会有趣，没有被发现，游戏就不会重新回到起点。正如人

需要他人的目光来肯定自己一样，捉迷藏游戏要有他人来找

到才会有趣。故事中的我找到“我”，司马光找到了“司马

光”，说明作者认为自己拯救是不可行的。人需要寂寞，但

不能自找寂寞。

“密封罐子”，故事很短，韵味却很长。夫妻决定在山

中生活，与世隔绝。妻子突然想玩个游戏，约定各写一句话

给对方，放在罐子里，将罐子埋在树下，二十年后再挖出来

看。丈夫并不想玩，迫于无奈，放了一张白纸。妻子去世

后，丈夫挖出罐子，里面只有自己的白纸，当妻子发现丈夫

放的是白纸时，就把她自己的那张收走了。确实如他所说，

在玩游戏的那一夜，妻子就死了，死于密封罐子。罐子是可

以打开的，人却是密封的。已经设定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

人还是密封自我，连最亲近的人都不愿打开，这样的寂寞何

尝不是自找。不由得反省自己，人是独立的个体没错，有自

己的秘密也没错，但是当对方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时，切莫

不作回应，哪怕是错的回应也比罐子要强不是吗。

袁哲生的文笔其实并不算优美，甚至近乎白描，但是文

章却很美，压抑过后却很过瘾。正如寂寞一样，在需要时出

现，极致的享受，但切莫自找寂寞，沉溺其中。

（辑/图书借阅部 张楠笛 雷鸣）

《寂寞的游戏》：寂寞的人也可以乐观地面对生活

（“荐书官”活动参与方式详见金陵图书馆一楼

“阅·荐空间”门口宣传海报）

阅读障碍者的新保障玩转手机之打车篇

袁哲生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馆藏地：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I247.7/4438

老年群体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对象

之一。为他们提供周到的阅读服务，是公共

图书馆的一项责任和义务。如今，越来越多

老年人在“老有所养”的基础上，更多追求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在智能手机时

代，我们选取生活中最常见的手机使用场景，

通过馆内刊物连载的方式提供金陵图书馆适

老化服务，送给老年读者一份实用好礼，共

享美好生活。

现在路边打车是不是越来越难了？好多

车明明空着，它就是不停，这可不是司机师

傅在欺负老年人，是他们可能已经接了手机

上的订单了。今天我们来教教大家怎么用手

机打车。

一、如何发起打车订单

首先，在手机上打开打车软件。屏幕上

有一张地图，上面还有几辆小汽车，说明我

们出发地附近就停着一些空闲的车辆。在屏幕

下边找到“输入你的出发地”，填一下出发

地址。

地图右下角有一个小标记——定位器，

点击就能自动定位出发地，记得确认一下定

位是否准确。然后再往下找到“输入你的目

的地”，填写目的地。软件上还可以选出租

车，旁边会标记“打表计价”，说明收费规

范，不用担心价格比路边打车贵。

选 中 车 后 ， 可 以 点 屏 幕 下 边 “ 确 认 呼

叫”，软件就开始自动叫车了。中途会提示

当前有多少人在附近叫车，我们排多少号，

还要等多久。等听到软件上有一声“叮”的

响声，那就是有司机接单了。

软件会显示出租车车牌号，也会写明司

机还有多长时间到，只要注意在定位处留意

往来车辆的车牌号，认准了再上车。

二、车开到了，如何上车

我们可以和司机师傅电话沟通具体位置，

注意要保持原地不动，方便司机师傅找。如果

司机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还可以看手机上

的地图，上面会实时显示位置，只要左右旋

转手机，找到地图上小箭头的方向，就能找

到司机师傅在哪儿了。

等到了目的地，司机师傅就会往打车软

件上面发送本次打车费。收到费用提示以后，

注意核对下价格，如果没问题，就可以点击

付款了。

（辑/系统技术部 李轩）

金秋时节 河山大好金秋时节 河山大好

蒙得维的亚是乌拉圭首都，位于拉普拉塔河下游，濒

临南大西洋，是乌拉圭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的中心，也

是乌拉圭的最大海港及海上门户。2015年，蒙得维的亚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文学之都”，成为“创意城市

网络”项目南美洲分部的翘楚。

1520年，麦哲伦船队驶过南美洲东岸的拉普拉塔河，

途经今日的蒙得维的亚，水手长弗朗西斯科·德·阿尔博在

航海日记中写下：“上星期二我们经过圣玛丽亚海角，海岸

东西延伸，沙质地形，海角的右侧有座像帽子似的山，我们

称它为‘我所见之山’”。

博尔赫斯在《蒙得维的亚》一诗中，赞誉蒙得维的亚

为“被听成了一首诗的城市”。这座有着“拉丁美洲生活质

量最高城市”之称的城市聚集了全国一半的人口，移民与原

住民共同孕育了这块文学与艺术的灿烂瑰宝。

整座城市杂糅了古典主义、表现主义、新艺术等风格

的建筑，这也是蒙得维的亚历史的映射。受西班牙、葡萄牙、

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移民的影响，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和激

荡，诞生了一座包容、精彩、百花齐放的别样城市。

“拉普拉塔河畔的雅典”是蒙得维的亚的另一个美誉，

这里是马里奥·贝内德蒂、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和克里斯

蒂娜·佩里·罗西等著名作家的故乡，也是高乔文学的摇

篮。文化和传统的交流一直滋

养着蒙得维的亚的文学运动，

这座城市也将文学视为社会活

动的纽带。这里的商场和购物

中心大部分都有一家书店，并

且城市各处的公园和海滩上都

会有流动图书馆带。

2020年，蒙得维的亚文化艺术部门根据作家们的文字，

串联起城市的街道、建筑，绘制了蒙得维的亚文学地图，以

便人们一边享受阅读，一边欣赏这片孕育了多位文学巨匠的

土地。旧城区著名的巴西咖啡厅深受著名小说家加莱亚诺的

喜爱，是他下笔如神的场所。巴西咖啡厅还在菜单上增加了

一款“加莱亚诺咖啡”以纪念这位“常客”。致敬文学、舞

蹈和音乐界人士的“名胜之路”萨拉迪步行街上，装饰着彩

色玻璃窗的“纯净诗篇”书店藏书超过10万册，其中包含许

多古董书和珍品初版。

蒙得维的亚最打动人的是这座城市的内核，每个人来

到这里，无论历史、文学、艺术，都能找到与自己内心共鸣

的闪光点。

（辑/电教拓展部 赵晴 吴琦玮）

蒙 得 维 的 亚
读历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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