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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行主编：袁华

编者按：盘点 2017 年工作，图书馆强化科学管理，积极配

合学校“建设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及一流学科

建设，重点抓有特色、有内涵、有影响的“三有”工作，圆满完

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计划：创新理念深入人心，创新工作取

得实效；重视读者需求，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改进图书馆各项

服务；挖掘潜力优化空间布局，营造舒心的阅览和工作环境；特



藏工作内涵更加丰富、层次更高、更具开拓性；队伍建设取得阶

段性成效，学术研究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在推进现代大学图书

馆建设的征程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本期导读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017 年度事业发展十件大事

□2017 年度微数据统计

□南京师范大学新型图书馆上线

□朗读者林岳豹跟您聊聊：乡村春晚

□为了 54 年前没还的一本书，老人辗转寄送母校 1 万元现金

□2017 Springer Nature 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峰会在敬文图书馆举行

□图书馆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暨工代会胜利召开

□图书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推进会暨中心组

学习会举行

□感恩南师大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犹如我的家

按语：自 2017 年 4月《关于征集图书馆纪念文稿、馆史资料的通告》

发布以后，《纪念文稿》征集活动基本告竣。《馆讯》自去年第 2、

3期合刊选登部分文章之后，反响很大。自本期起将陆续选登部分佳

作以飨读者。



◎数据一瞥

No:1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017 年度事业发展十件大事

一、图书馆召开第三届教代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教代会新执委，

对征集的 29 个提案梳理并逐步解决，践行“馆员治馆，民主管

理”的治馆理念。分工会顺利完成换届工作并选举产生新一届工

会委员；完善“教工之家”建家工作，改建的“职工之家”在仙

林敬文图书馆八楼西揭牌，为全馆职工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

健身、休闲的空间。

二、图书馆党委开展“双抓双促”大走访大落实活动，深入物科院、

音乐学院等单位走访调研，与校团委、学生读者开展座谈，扎实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党员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刚教授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新航向”为题上专题党课。

三、龚亦农申报的“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获批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滕杰申报的“高校校园阅读危机

与真人图书馆现状研究”课题，获批 2017 年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一般项目立项；管红星取得江苏中杨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横向项

目“基于有效服务学科活动的数字资源的使用价值计算体系的

探寻与分析”；梁宏霞出版专著《读者阅读心理、行为与图书馆

服务》；2017 年度全馆职工在 CSSCI 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12 篇。

我馆国家级项目和横向项目均实现历史性突破，科研成果的质量

稳步上升。



四、图书馆与文学院合作开展古籍联合保护，文学院全部 6 万册古

籍入图书馆古籍书库进行保护，校内古籍文献整体建设工作取得

进展。图书馆完成馆藏民国 3万册近代外文图书的回溯；申报的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整理项目获国家图书馆出版计划立项；启

动民国中文图书数字化合作项目，图书数字化初期已完成 1 千种。

五、图书馆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成立读者工作小组、固定资产管

理工作小组;全面梳理和修订全馆规章制度，形成《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规章制度文件汇编》。

六、管红星馆长率图书馆访问团赴香港教育大学图书馆交流访问并

签署馆际合作协议备忘录，促进两馆专业交流与发展，共同推动

教育及相关信息的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国际化水平。

七、图书馆首次举办“2017 Springer Nature 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峰

会——科研人员与 Nature 学术编辑对话论坛”，特别邀请

Springer Nature 的专家到我校与广大师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

交流，共同拓宽科研合作领域，为提升我校学科建设国际化水平、

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做出新尝试。

八、图书馆按照学校校区功能规划的要求，以紫金图书馆搬迁至新

北区图书馆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图书馆空间，利用暑期顺利完成

三校区近 70 万册书刊的搬迁调整工作,建成紫金图书馆过刊库，

缓解各馆空间压力。

九、《图书馆读书节》作为我校首批校园文化品牌培育项目顺利结

项；举办主题为“浸润书香，品味人生”的南师大第七届读书节



以及“悦享图书馆：2017 南师大图书馆宣传周活动”；在研究

生科技月活动中举办研究生“iSearch”文献检索大赛；与宣传

部共同主办“随园琳琅——馆藏珍本古籍书影图片展”及“随

园英华——民国珍贵文献图片展”两场“校庆 115 周年文化展

览”。

十、图书馆完成纪念文稿与馆史资料征集工作，全面、客观地反映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建馆以来的发展历程与建设成就，传承图书

馆的优良传统，展现图书馆的人文精神。

N0:2 2017 年度微数据统计

年度微数据内容 具体数据

接待读者人次（入馆人次） 2352239

平均每天接待人次 7106

每天接待人次占全校师生总数百

分比
20%

入馆最多读者（次）TOP3

第 1 名、 160102085 王少帅 全日制学术硕士研究生 文学院 1841

第 2 名、 24140121 童志强 在校全日制统招本科生 国际文化教育学

院 1462 次

第 3名、 160101005 刘晓兴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文学院 1246 次

入馆最多学院（次）TOP3

第 1 名、 教师教育学院 244017 人次

第 2名、 文学院 214719 人次

第 3名、 中北学院 212903 人次

在馆时间最长读者

160102085 王少帅 全日制学术硕士研究生 文学院 2595.7 小时

01140212 胡锦超 在校全日制统招本科生 文学院 2550.8 小时

161602008 孔祥广 全日制学术硕士研究生 美术学院 2539.9 小时

主页访问量（次） 1408939

主页日均访问量（次） 3860

借还总量（册） 借书 308354，还书 307109

本科生借阅（册）、占借阅百分比、

人均

读者类型 借阅人次 借阅册次 有效读者人数 借阅人数占比

本科生 8992 125434 20261 44.38%

博硕士借阅（册）、占借阅百分比、

人均
研究生 5171 104240 11605 44.56%

教师借阅（册）、占借阅百分比、

人均
教职工 957 17104 4157 23.02%



图书借阅最多的大类 TOP3

I 84731

G 31152

D 26977

借书最多的读者 TOP10

姓名 证件号 读者类型 系别 性别 借阅册次

安传迎 150602001 研究生 教育科学学院 M 373

杨闯 160101019 研究生 文学院 M 316

陈广乾 02150120 本科生 社会发展学院 M 282

王少帅 160102085 研究生 文学院 M 252

李杨 160102138 研究生 文学院 M 252

谢美玉 162401007 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 F 248

凡如玉 160402014 研究生 法学院 F 233

陈博涵 17150133 本科生 法学院 M 232

钱一丁 05140135 本科生 外国语学院 F 230

张傲霜 14160515 本科生 新闻与传播学院 F 226

年度微数据内容 具体数据

借阅最多的书 TOP10

题名 分类号 著者 借阅

明朝那些事儿 K248.09/6.242/-1 当年明月著 139

全宋文 Z424.4/12.313 曾枣庄 122

明朝那些事儿 K248.09/6.242/[3]-1 当年明月著 120

中国文学史 I209/10.141/-1 袁行霈主编 117

挪威的森林:全译本 I313.45/7.121/(1)[1] （日）村上春树著 102

围城.第 2版 I247.57/10.445/[1] 钱钟书著 99

天龙八部 I247.48/8.430/(6)[4]-1 金庸, 93

挪威的森林.第 2 版 I313.45/7.121/(1) (日)村上春树著 92

长恨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第5版 I247.57/4.133/(2) 王

安忆著 88

围城 I247.57/10.445 钱钟书著 88

图书预约最多的书 TOP10

索书号 书名 著者 委托次数

C819/7.225/(1)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 吴明隆著 27

G206.2/8.332 娱乐至死 波兹曼, N. (Postman, Neil), 1931-2003

著 24

F019.5/12.441 集体行动的逻辑.新1版 (美) 曼瑟尔·奥尔森著 16

I712.45/9.435/[1] 追风筝的人.珍藏纪念版 (美) 卡勒德·胡赛尼

著 11

D632.4/7.320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

应星著 11

20.5/7.542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陈向明著 11

D091.5/6.341/[3]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

布: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增订

版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 9

I775.45/5.511/[1] 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9



C32/7.441 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 邱皓政, 林碧芳著 8

47.11025/6.420 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1813～1873 朱虹著 8

C912.1/10.123 身份认同的困境 (法)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著 8

C91/13.420 流动的现代性 (英) 齐格蒙特·鲍曼著 8

院系借阅总量排名 TOP10

系别 借阅人次 借阅册次 有效读者数 人均借阅

文学院 1243 38657 2394 16.15

教师教育学院 1544 24477 3215 7.61

教育科学院 1046 22379 2273 9.84

公共管理学院 795 17074 1597 10.69

社会发展学院 710 16284 1241 13.12

中北学院 1900 15768 10242 1.53

法学院 712 12918 1627 7.93

外国语学院 909 12686 1909 6.64

美术学院 863 11315 1795 6.30

新闻与传播学院 580 9760 1181 8.26

年度微数据内容 具体数据

院系人均借阅量排名 TOP10

系别 借阅人次 借阅册次 有效读者数 人均借阅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5 4076 127 32.09

文学院 1243 38657 2394 16.15

社会发展学院 710 16284 1241 13.12

强化培养学院 307 5405 453 11.93

公共管理学院 795 17074 1597 10.69

教育科学院 1046 22379 2273 9.84

新闻与传播学院 580 9760 1181 8.26

法学院 712 12918 1627 7.93

教师教育学院 1544 24477 3215 7.61

心理学院 319 4537 625 7.26

数据库访问量（次） 549833

访问量最高的五个中文数据库
CNKI 中国知网 248367；超星读秀学术搜索 28241；超星百链学术搜

索 27059；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21850；超星数字图书馆 13887

访问量最高的五个外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SCI/SSCI/A&HCI/CPCI）24624；EBSCO 12099；

Elsevier SDOL 9478；Springer Link 9213；ACS（美国化学学会）

4060

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中累积馆

藏纸本量（册）
2850772 册

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中外文图

书量（册）
中文图书 2334942 册，外文图书 184095 册，共 2519037 册

电子图书（册） 外文电子图书 126020 册，中文电子图书 2140335 册，共 2266355 册

电子学位论文篇数 外文学位论文 789775 篇，中文学位论文 3477718 篇，共 4267493 篇

中外文数据库个数 外文数据库 59 个，中文数据库 55 个，共 114 个

中外文全文电子期刊种数 外文电子期刊 31882 种，中文电子期刊 56137 种，共 88019 种

新购纸质书刊（册） 46321 册

平均每天购买纸质书刊量（册） 231 册



新购中文图书（册） 43657 册

新购外文图书（册） 2664 册

新购中文期刊（册） 2343 册

新购外文期刊（册） 134 册

新增数据库（个） 14 个

引进大型丛书（套） 44 套

引进大型丛书（册） 2552 册

名人捐赠（册） 2244 册

主要捐赠列举

曹辛华 《阳明文献汇刊全 54 册》等 1356 册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 《江苏历代方志全书·苏州府部》等 175

册

王健《人生知识大词典》等 174 册

王小锡 《道德资本研究》等 105 册

胡同恭 《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103 册

年度微数据内容 具体数据

微信粉丝数 16427

微信发布文章数 66

微博关注人数 10595

微博发布博文数 165

发送手机短信通知（条） 4878 条

年度微数据内容 具体数据

获得奖项（个）

29 个；突破性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2017 年一般项目 1项、国家图书馆

2017 年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 1 项、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2017 年

一般课题 1项、横向课题 1 项；成功申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 项；

举办大型文化活动 开设敬文讲坛 15 场，真人图书馆 2季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篇） 623

查收查引项目数、篇数 共检索 578 项，3555 篇论文合计他引 25110 次

科技查新 完成科技查新报告 19 份

读者培训（场） 26

解答读者咨询（条） 16668

验收本校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册）
2359

图书荐购（种） 288 种

用电脑和移动设备访问图书馆网

站的比例
3.6:1

网上服务时间 365 天

数字化博士后出站报告（篇） 1

“南师学人”新增学人数、文章条

目数

新增学人(正高) ：44 人（总 1192 人）

新增文章条目 ：2541 条（总 51464 条）

新增全文数量 ：1458 条（总 36257）

“图话师大”新增照片张数、标签

个数

新增照片：3621 张（总 49385 张）

新增标签：3306 个（总 62031 个）



制作并发布《图书馆馆讯》期数 2

年度读者调查满意度 TOP10（读者

满意度调查）

1、 图书馆主页方便查找所需信息。

2、 图书馆的指示标牌（如书库的位置标识，书架的架标等）清晰。

3、 馆藏印刷型中文期刊满足需求。

4、 馆藏电子资源满足需求。

5、 对图书馆电子设备（公共查询机、电子阅览室电脑、自助打印

复印机、电子书借阅机等）满意。

年度微数据内容 具体数据

年度读者最满意的文化活动（读者

满意度调查）
敬文讲坛

年度读者最满意的个性化服务（读

者满意度调查）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媒体精选

No:3 南京师范大学新型图书馆上线

时间：2017-03月-24日 来源：新华网

厉害了我的南师大！你记忆中的图书馆是否还定格在单一的阅读模式中，南师大已将多

种学习模式融于一体，把以前单调的机房，改造成现在的影视体验区、信息共享区、活动区、

休闲阅读区等区域，还有 3D打印机、大屏幕高画质电子书和只有自己能听到自己弹奏出乐

曲的电钢琴。别具匠心的细节设计和区域划分，带给学生人性化的体验与学习氛围。（张元

/文 唐杨 席航飞/图）



南师大“信息共享空间”走的是简而美的风格，灰白绿为主色调。现代化的设计和装修营

造出新型创业工场的既视感。

南师大“信息共享空间”内景



极具设计感的流线型书柜

在安静的图书馆里，戴上耳机，为自己弹奏一曲。



航拍南师大图书馆全景

航拍美丽南师校园一隅

No:4 朗读者林岳豹跟您聊聊：乡村春晚

时间：2017-04-24 来源：龙虎网

浙江丽水是中国乡村春晚最典型的地方，是农村文化再造的奇迹。今天南师大请到丽水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艺术处处长林岳豹结合丽水乡村春晚近年的品牌实践，从文化工作的



背景思考、乡村春晚的品牌解读、文化品牌的设计条件等方面给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将进行

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现在小编已经到达现场，马上精彩的视频直播就将开始，小伙伴们赶紧做好准备哦！



视频直播正式开始了，小伙伴赶紧来听林岳豹先生聊乡村春晚！

现场的同学们都在认真听，乡村春晚是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项目，

这次把林岳豹先生请来非常有意义，也会为这个项目在全国决赛上的表现加分！



乡村春晚是乡土文化复兴的重要部分，2017年的春节期间，全国乡村春晚实现了“百县

万村网络联动”，并邀请年轻一代大学生进行网络直播，让更多人、更多年轻人了解农村，

打造了一种新型互联网农村电商模式。



创新机制正在引领着乡村春晚的发展，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特色的乡村春晚更打动人。模仿来的节目哪

怕演得再好，也缺少艺术根基，只有本土原创才能有效融入本地元素，形成一县一特色。



乡村春晚也是南京师范大学公管院学生的一个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

赛项目，团队在经过前期的外出调研后，也有很多学术方面的疑问在现场向林岳豹处长进行

了提问。

今天的高校讲坛直播第一期—朗读者林岳豹：乡村春晚现象讲座到这里就结束了。敬请

期待龙虎文创旅游更多精彩直播！



No:5 为了 54 年前没还的一本书，老人辗转寄送母校 1 万元现

金

时间：2017-07-02 来源：现代快报 ZAKER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徐翎 记者 金凤）前不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郦波怀揣一

万元现金来到学校图书馆，替一位素昧谋面的老校友完成一个心愿。1963 年，南师大物理

系大四学生徐瑞农毕业时，无意中将一本从校图书馆借阅的《宋词一百首》夹在行囊里，带

回了家乡。直到多年后，才发现这本未归还的书。徐瑞农歉疚不已，多年来一直想找机会还

给母校，却因各种缘故始终未能如愿。直到他在《百家讲坛》里看到来自母校的教授郦波，

于是致信郦波，希望委托郦波代他向南师大归还多年所欠书费。不过，南师大最终并没有收

下这 1 万元，他们听说老人生活拮据，通过徐瑞农的弟弟，将这 1 万元又归还给他。



郦波代徐瑞农向南师大图书馆转交的 1 万元书费 通讯员供图

在《百家讲坛》看到郦波，想起一桩未了心愿

2015 年的一天，定居北京的徐瑞农爷爷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里看到来自南京师范

大学郦波教授的讲座，对母校和往事的种种回忆被瞬间勾起。

老人辗转找到了央视《百家讲坛》的编导林屹屹，又通过林编导将一封信转交给郦波。

信中，他提及，自己是 1963 届毕业生，有一本《宋词三百首》当时被误夹在行李里带回

家乡，直到几十年后才发现，信中一直非常歉疚，所以想向南师大图书馆捐赠 1 万元，以

赎当年所欠书费。

郦波收到信后，向南师大图书馆转达了老人的愿望，时任图书馆馆长的张建平表示，感

念老人一片赤子之心，但时过境迁，欠费不必再还。郦波即请央视编导向老人转述此意。

但意想不到的是，2016 年 3 月，郦波通过邮政快递收到了一万元人民币，原来是徐

瑞农寄来的。

郦波立即委托央视编导将此笔费用转交回徐老，但因为后来始终无法联系上徐瑞农，今

年年初，这一万元又回到郦波手中。" 我自己也曾经是毕业生，也在图书馆借阅过很多书，

经常会因为延期还书而去交钱，所以老人的心情我很理解。他一定是个爱书之人，所以这件

事才给了他这么大的心理负担，我很受感动。"

母校收下心意，又将 1 万元善款退还给他

突如其来的 1 万元善款，该如何使用，南师大图书馆当时和郦波曾有约定，图书馆馆

长管红星说，" 当时有两个方案，一是觉得老人的做法让人很感动，如果能退回去，尽量把

钱退回去，如果实在联系不到他，就设立一笔推广、鼓励阅读的读书基金。"



几经辗转，南师大最终找到了徐瑞农的弟弟徐瑞泰。" 哥哥是家里的长子，1959 年从

海安中学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当时，他的成绩特别好，而且文学、艺术的功底不错。" 徐瑞

泰回忆，哥哥和中学的同班同学，也就是后来的嫂子感情很好，大学毕业后，哥哥就回到海

安了，在海安东方红中学教英语。

那时，徐瑞泰和弟弟还在读初中，物质贫乏，书籍稀少，在插队的地方，徐瑞泰和弟弟

几乎读不到什么书，有一次在老家的旧书里翻到了这本《宋词一百首》，哥俩如获至宝。

" 很长一段时间，哥哥都不知道这本书，直到后来一次家庭聚会，我们又谈起这段经历，

哥哥才知道。"

徐瑞农和妻子在海安的中学任教，一直到退休，近年来，他们跟随在北京发展的儿女，

迁居到北京生活。徐瑞泰说，哥哥嫂子的退休金并不宽裕，所以这 1 万元对他们来说，要

拿出来也不容易。

近日，图书馆馆长管红星和南师大物科院党委书记周海忠一行特地拜访徐瑞泰，并委托

他将这一万元还给徐瑞农，还赠给徐瑞农一套《文心雕龙》影印本以作留念。

（编辑 周冬梅）

NO:6 2017 Springer Nature 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峰会在敬文图

书馆举行

时间：2017-10-13 来源：阳光网

10月 10日上午，由校图书馆主办，社科院、科研院、研究生院共同协办的“2017
Springer Nature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峰会——科研人员与 Nature学术编辑对话论坛”在
仙林校区敬文馆举行。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了“Nature Research”大中华区总监 Paul
Evans先生、“Springer Nature”中国区科学总监 Ed Gerstner先生、"Scientific Reports"
总监 Anna Treadway女士等专家来校，与广大师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副校长田

立新出席并致辞，我校 100余名师生及部分兄弟高校人员参加此次活动。



田立新在致辞中指出，在“双一流”高校建设过程中，我校应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重要国际

组织和机构的沟通和联系，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促进学校的各项事业朝

着国际化的方向迈进。本次科研峰会有助于增进我校作者对 Springer Nature期刊的了解，

有助于拓宽科研人员与期刊编辑的交流渠道，促进科研成果的及时公开与发布，提升学者的

学术影响力。他殷切期望与会作者要潜心研究、厚积薄发、事业有成，为我校“双一流”建设

贡献力量。



峰会上，Paul Evans与 Ed Gerstner分别做了题为《Nature Research—More Than Just
Great Science Journals》及《Making Your Research Count》的主题报告，从专业的角度

介绍了 Nature Index体系以及世界及亚洲科研机构在指标体系中的排列情况，介绍了开放

获取（Open Access），指出科技期刊将与开放获取、开放网络、开放科研融合生长，使开

放数据和开放科研成为发展趋势，以及目前所面临挑战与机遇。他们阐释了作为国际出版机

构，Springer Nature如何在帮助科学家把科研论文，甚至科学数据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受众

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报告分享了如何在《Nature》系列期刊上发表论文，读者应该选择何种

研究成果去发表，论文发表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以及如何使研究工作获得最大影响力等。

Gerstner先生介绍了期刊处理稿件的基本流程和一般机制，就论文选题与写作技巧等问题

进行了耐心而详细的讲解，并总结了在《Nature》子刊上发表论文须关注的方面以及稿件中

常见的错误，强调作者应从读者的角度去组织和表述论文内容。



主题报告后，Evans、Gerstner和 Treadway共同回答了与会师生的提问，并就相关问

题进行了耐心解答与深入阐释。



为了增强交流与讨论的互动性和针对性，本次对话活动还邀请了我校 30余名作者参与

了小型封闭讨论会。特邀陈礼明、朱建栋、张静然和徐林等 4位老师针对自己的科研成果

做专题发言，Springer专家根据发言内容展开了深入讨论。



本次会议是图书馆创新学科服务的新举措，是在提升我校学科建设国际化水平、共同拓

宽科研合作领域、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做出的新尝试。深化与国际重要出版机构的

合作与交流，有利于筑建与“双一流”大学建设相适应的科研成果发布平台，有利于健全一流

的科研、教学服务体系。（图书馆：李荣）

◎活动集锦

No:7 图书馆组织离退休同志春游高淳“慢城”

谷雨时节，万物复苏。4月 20 日，图书馆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到高淳“国际

慢城”踏青。

2010 年高淳桠溪镇被授予“国际慢城”的称号，是长江之滨最美丽的乡村。

那里山水城林融为一体，风景宜人，对于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都市人来说更像是

一座“乌托邦”。

游览车在山水之间穿行，大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看着路旁的美景，彼此问

候有说有笑。郭书记和管馆长代表图书馆党委和行政带去了对老同志的关怀。老

同志和馆领导轻松交谈，气氛热烈。

文/叶素心 图/葛虹



No:8 图书馆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暨工代会胜利召

开

5 月 10 日，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暨工代

会在敬文图书馆西报告厅召开。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田立新，校工会主席张志刚

出席会议，图书馆第三届教代会代表和全体工会会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图书馆

党委书记郭志峰主持。

田校长和张主席阐明了二级教代会在图书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

督中应发挥的作用，肯定了图书馆一年来作出的成绩，对图书馆教代会的顺利召

开表示祝贺。

图书馆馆长管红星作题为《凝心聚力 务实创新 为建设有国际影响的高水

平大学图书馆努力奋斗》的图书馆工作报告并提交大会审议。报告回顾了 2016

年图书馆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 2017 年的重

点工作，其中对 2016 年图书馆财务工作作了报告并提交大会审议。



图书馆工会主席顾小明对上届馆教代会和工会工作作了总结，同时就提案

征集情况作说明：本次图书馆教代会共收集提案 28 个，主要涉及职工培训、应

对突发事件预案、职工健身、部际交流、工作环境与服务设施等方面，体现了广

大馆员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这些提案将会交由新一届执委会梳理、

讨论。

经与会图书馆工会会员的无记名投票，选举出图书馆新一届工会委员：丁

秉中、丁锦、汪莉、胡滨、顾小明、徐洁、黄超。

下午，大会在三个代表团分别审议、讨论了两个工作报告后，与会教代会

代表无记名投票选举出本届教代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丁锦、平保兴、朱茗、沈艺、

周二春、庞明勇、胡滨、顾小明、郭志峰、龚亦农、管红星。三个代表团团长就

各自审议、讨论的内容作了大会交流。

最后，管红星馆长作总结讲话指出，本次教代会的召开是图书馆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充分体现了“馆员治馆，民主管理”的治馆理念。他希望代表们

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更好地履行职责，在多方面发挥作用，并再次承诺：图书

馆领导班子一定会继续严格执行学校各项要求和相关规定，不断推动图书馆的建

设和管理向科学、民主的方向迈进。

文 葛 虹

No:9 考察个性化学习空间，助力图书馆阅读推广

5月19日，图书馆各支部联合组织了一次主题教育活动----参观江北新区扬子-凤凰

云书房。

凤凰云书房是江北新区首个24小时书屋，为园区工作人员下班后的休息阅读提供配套

服务。室内有借阅空间、创客空间、书虫小铺、3Ｄ打印、健身、咖啡吧等设施。云书房和

普通线下书店不同的是，它和南大、东大、河海、南医大、南信大、南工大、南农大等多所

高校图书馆建立了联系，在它的平台上可以查询其他学校的文献信息，还可以通过馆际互借，

使各馆的“死书”变成“活书”，让更多的人享受图书馆的资源，目前云平台藏书量已超

过500万册。

凤凰云书房的经营模式、管理理念、个性化的阅读空间让我们耳目一新，也为我们开展

阅读推广打开新的思路。

文/图 刘莉



No:10 图书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推进会

暨中心组学习会举行

7 月 12 日，图书馆召开中心组学习会，专题部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推进工作。馆领导、党委委员、部门主任、支部书记、分工会主席参

加了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郭志峰主持。

首先，郭志峰书记带领学习《南京师范大学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工作方案》，以图解方式解读“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动员

并部署推进图书馆“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以及开展“双抓双促”大走访大

落实活动的具体工作。

随后，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微视频——《习近平用典》，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文章）精神，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精髓。

管红星馆长结合工作实际，阐释了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之后，中心

组成员开展了研讨、交流，梳理当前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列出负面清单，拟于 9

月-12 月针对问题开展整改。

最后，馆领导班子开展了“旗帜鲜明讲政治”的专题讨论。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2%BE%E9%AB%93


图书馆党委

No:11 图书馆赴物科院开展学院大走访活动

为了更好地服务我校“双一流”学科建设，广泛听取学院对图书馆的意见与

建议，8月 29 日开学第一天，图书馆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与相关部门主任和学科

馆员，赴我校物科院开展大走访活动。

在仙林校区行健楼物科院会议室，聂守平院长代表物科院领导班子对图书馆

一行表示了热烈欢迎。随后，物科院领导就图书馆此次走访所提供的《物理科学

与技术学院科研现状及图书馆资源配置》报告中反映的问题，结合学科发展现状，

从人才队伍、项目合作、研究方向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对图书馆一直以来为我

校物理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表示了感谢。在随后的交流中，管红星馆长简要介绍

了图书馆物理及相关学科资源的配置情况，并对图书馆提供的学科服务尤其是专

业期刊发文润色、专业资源宣传推广等进行了介绍。

此次物科院走访，只是图书馆学院大走访活动的第一站，后期还将陆续走访

学校其他学院。图书馆希望通过走访，进一步了解院系需求，让资源与服务更加

深入人心，有效实现图书馆服务向纵深推进。

文/李荣 图/葛虹



No:12 “图书馆会给你们提供自我成长和成果展示的平台！”：

学生馆员协会召开第一次馆长见面会

9 月 29 日下午 4:30，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生馆员协会在敬文馆一楼偲怡

园召开了第一次与馆长的见面会。管红星馆长和协会的会长及部门代表参加了本

次见面会。

首先，与会的部门代表做了自我介绍，以便管馆长对协会的部门及各部门分

工有了深入了解。接着，管馆长给与会的学生馆员代表提了几点建议：第一、在

大学里只要觉得感兴趣的事就应该去做，因为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第二、在

不断尝试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和长处。因为大学有着社会中所没有的宽容的应错机

制，故而只要不触碰红线，同学们都应该不断尝试，以期发现更多可能性；第三、

老师是困难的解决者，不是麻烦的制造者。参加图书馆的工作不是负担，而应该

让同学们找到能够帮助自己成长的导师。同学们要保持热情，多多举办有意义的

活动。

管馆长还以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生组织工作的优秀成果为例，向学生馆员

们表明了他的期许。图书馆活动的策划和执行过程也应当是同学们成长的过程，

将基本工作都交给同学们自己完成，蕴含着的是图书馆众位老师对同学们的信任

与期待，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在锻炼中逐渐成为小半个专家。同时，管馆长也期盼

图书馆学生馆员协会的成员们在活动过程中能够形成良好的团队文化，并让这种

良好的团队文化成为图书馆文化的一部分传承下去。

最后，管馆长总结了本次见面会——“今天的见面会，就是为了认识大家，

给大家打气，我们每个馆员们走出去都应当很有底气。希望我们图书馆学生馆员

协会能够成为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组织！”



文/图 孙梓航 李湉

No:13 图书馆党委组织离退休老师重阳节活动

霜降，秋天里的最后一个节气，过完霜降意味着冬天来临。在这个南方的城

市里，阳光依然耀目绚烂。为了迎接重阳节的到来，10 月 24 日，图书馆党委组

织离退休同志前往句容的岩藤农场参观。

秋日里的岩藤农场，有着大片的格桑花田，黄橙橙成熟的稻田，蜿蜒的田间小道，

沐浴着阳光走在花海田间，心旷神怡，对于在水泥森林里的人们来说，这里是难

得的世外桃源。大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欣赏着美景，感受到图书馆大家庭的温

暖。

文/叶素心 图/葛虹



No:14 我馆在校消防运动会中取得佳绩

11 月 9 日下午，校消防运动会在西区体育场隆重举行。本项比赛以项目接

力形式，油盆灭火和连接消防水带两个单项组成，由教工组与学生组组队，我馆

派出四名队员参赛，队员们协同配合，通力合作。比赛现场，选手们摩拳擦掌，

精神抖擞，一个个生龙活虎、跃跃欲试，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操

场。各项比赛有序进行，师生们正确使用灭火器、迅速连接消防水带等动作赢得

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最终，图书馆获得教工组第三名的好成绩，师豪组与体科院分别获得一、

二名。

在“119”消防日举行此次比赛，是一种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和演练的很好形

式，体现了学校对消防安全的高度重视，深化平安校园建设，同时通过参加消防

运动会，也让图书馆在日常工作中共同努力提高消防意识，加强防范手段，真正

做到防火患于未“燃”。

文/图 侯晓萍



No:15 专修科组织师生秋游栖霞山

为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促进师生交流，提升班级凝聚力， 11 月 14 日专

修科组织师生秋游栖霞山。

“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栖霞山因其独特的人文历史、佛教文化和地

质面貌，在古都南京熠熠生辉。正值红枫节，枫林如火，漫山红遍。14 日上午，

师生们怀着愉悦的心情乘车抵达栖霞山下，以班级为单位合影留念，而后拾级而

上。古银杏树在栖霞寺旁显得格外光彩夺目，路两旁的枫叶虽没有完全红透，却

也五彩斑斓，美不胜收。一路上，师生们谈笑风生，不时用相机记录着旅途中的

美好，不知不觉登上山顶，极目远眺，令人心旷神怡。

四个年级一起活动，这是多年来没有过的，人数众多、安全问题等，组织起

来的确有一定困难，但机会难得。在师生们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老师和班委精

心组织下，活动圆满结束。师生们一致认为，栖霞山登高，修心修行，激励大家

在工作和学习上更加努力，取得优异成绩。

文/图 白睿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9%99%B5


No:16 ◎ 图书馆成功举办学生馆员图书上架比赛

11 月 25 日，由图书馆主办、图书馆学生馆员协会承办的图书上架比赛在敬

文馆二楼东、西借阅室举行。

下午 1:30 比赛开始，参赛者们各显身手，根据工作时养成的排序习惯，技

巧娴熟，都争取又快又好地将散乱的图书上架。每轮比赛告一段落时，图书馆学

生馆员协会督察部的工作人员按照比赛规则，认真评判各个参赛者的上架结果，

最终综合四轮比赛的成绩，评比出了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若干。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促进了学生馆员之间相互交流和学习，而且增强了同学

们对图书馆工作的积极性，提升了学生馆员与图书馆之间的和谐关系。

文/图 毛煜琪



◎征文选登

No:17 感恩南师大图书馆



□黄涛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前身可追溯到 1902 年清朝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三

江师范学堂，至今已有 115 年。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建立了南京师范学

院，学校在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馆舍、馆藏和设备的基础上，调集原南京

大学师范学院等单位所藏书刊资料组成了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距今也有 65 年。

所以从图书馆的“实足年龄”看，也早已过了“耳顺之年”。 组建之初，工作人

员只有 9 人，馆舍 1,396 平方米，馆藏图书(只有纸质资料)11.7 万册。经过半

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学校进入“211”工程项目建设的十多年时间里 ，顺应

信息社会爆炸式发展的模式，秉承文献资料(包括影像、数字存储、网上共享),

读者服务(包括信息咨询和留学生服务)，图书情报研究与编辑、联合采编、教材

中心、图书馆设计、图书馆人才培养、国际交流拓展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建设理念，

运用办公自动化、数字化的技术，将南师大图书馆建成一所名符其实的大型综合

性高校图书馆。目前南师大图书馆已建成三区四馆的馆舍格局，总面积达到 40，

000 多平方米(即随园校区的华夏教育图书馆和西山文学图书馆，紫金校区的紫

金工科图书馆与仙林校区的敬文图书馆)，与专业分馆(理科楼的数理化专业馆，

文科楼的社科专业馆和在中北学院图书馆原址上建的生地专业馆),以及图书馆

情报研究所共同组成了大学图书情报信息保障系统。纸质馆藏已达 300 多万册，

纸质现刊和杂志 3,000 多种，数字图书文献资料已实现全程网络共享。古籍、民

国文献、工具书等颇具特色，有古籍 12 万余册，其中线装书 11 万余册，被收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有 190 种 3,000 多册，还有一批古籍孤本，弥足珍贵。

图书馆正在为立德树人，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等高校基本功能发挥越来越

大的保障作用，虽然默默无闻，却又不可替代。图书馆对学校达到建设双一流，

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奋斗目标的作用，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春雨润物细无声，默默保障胜有声。

我没有能力，也无意编写南师大图书馆的历史，我只想通过与图书馆交集的

片段，写出一个南师大人对图书馆发展历程的点滴见证，写出一个南师大图书馆

读者对受图书馆惠泽的感恩之情。毕竟我在南师大从读书、实习、教书、科研到

社会实践、外派协作、行政管理、退休养老已有 57 个年头了，而且我的下一代

中又有多人是南师大的校友。可以说南师大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其间总也离不

开图书馆的启迪襄助之恩。

一、华夏教育图书馆秉承了师范教育的灵魂

华夏馆的馆舍就是中国传统宫殿式的金陵女院图书馆。我 1960 年入学读物

理系本科时,这是学院唯一的“大图书馆”，因为各系还有只对教师开放的“小图

书馆”，即资料室。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让我这个从小城市来的中学生如临知识

的海洋，阅读的殿堂，肃然起敬。书籍借阅一本又一本，涉猎数理外，文史哲和

美术摄影，我变成一个爱读书的人。二楼的阅览室以其安静的环境，舒适的桌椅

(大阅览桌木料讲究，据说是加拿大红松)及查阅的方便，得到学子们的青睐。我

和几个班上的挚友轮值抢位子，在晚饭前体育锻炼时间早早用书包占好位子，并

且坚守到学友们就座阅读。读本科的四年自修时间我基本都在阅览室度过，时间

长了与邻座的其他系科专业的同学也成了良友。自修时间长了，我会去现刊室借

杂志翻阅，稍作休息。就这样成了英文杂志《Peking Review》 和《China's

Construction》 很少数的老读者。再后来得到教参室和现刊室管理员张德顺老

师的照应和开恩，同意我破例进入教参室阅读并出借英文现刊。张老师是个 50



多岁的原金女大图书馆职工，忠于职守，乐于助人，一周六天都是晚自修结束铃

响才离开岗位。我对英语学习的坚持和翻阅群书的习惯得益于张老师的厚爱。当

我 1978 年参加全国出国留学英语考试发榜时，特别想念和感激张老师，那年考

试我名列江苏省前茅，并顺利地于次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储氢金属材料。

1964 年上半年是我们应届师范生中学实习的时间，大图书馆为我们班级的

每个实习小组准备了一套中学物理课本和教参书，由班级学习委员统一领发。那

时候穷学生没有额外的钱购买专业参考书，图书馆购买的教参书籍可由班级集体

借阅，借阅时间长，种类多，对爱钻研的学生来说，真是“雪中送炭”，50 年后

老同学回想起来还是满满的爱。图书馆对师范教育的支持是出于本性，因为它有

一颗“师范教育”的灵魂。

1966 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红卫兵“造反有理”“破旧有功”的

浪潮席卷而来，来势汹汹。学院的院长教授都被冠以资产阶级权威和走资派，被

打倒了。图书馆也没了馆长，正常工作受到干扰不说，图书馆内数万册的古籍线

装书和民国图书，港台杂志随时都有被红卫兵“揪”出来，当作“四旧”和“反

动书籍”付之一炬的危险。 保存这些古籍珍贵资料变成图书馆的“心患”和“风

险”。感谢在那群龙无首的十年里，由谈理、张梅真、仇锋三位老师组成的领导

小组，依靠馆内基本群众，抢先采取行动，封存了一批“毒草”，保留了一批“反

面教材”用作批判，还藏匿了一大批老报纸，老书籍，老文献和老照片在三百号

至六百号大屋顶的顶层储藏室，那里杂物破家俱堆放，尘土满地，红卫兵们不屑

光顾。就这样图书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用他们的智慧与极“左”思潮周旋，保护

了大批古籍和民国书刊资料。我们今天能在社科研究项目中享用这些资料，应该

感恩图书馆的同仁们。

1988 年 5 月香港华夏教育基金会与我校合作，支持基础教育的研究和图书

建设，捐助了华夏教育基金，利用原有图书馆馆舍(1984 年以前称大图书馆)建

立扶持基础教育的华夏教育图书馆。建立了教材样品书库，并支持成立“中小学

图书情报”杂志编辑室。杂志全国发行，指导中小学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和图书馆

管理。1989 年华夏教育图书馆成了国内第一所面向全国基础教育、师范教育的

专业图书馆。经过文献布局的调整，这所建于 1933 年的老图书馆焕发青春，成

为江苏省高校文献信息保障系统教育学文献中心，藏有丰富的中文人文样本图书

和港台版图书。华夏教育图书馆秉承了师范教育的灵魂，值得赞扬。师范教育是

我校长期的根基和特色强项，作为曾经的地方师范教育院校的龙头老大，是否应

该在成立专职的教师教育学院后，为我国的基础教育多做点什么?华夏馆可为华

夏再立新功。

二、西山图书馆和院系资料室为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插上翅

膀

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之前，南师的学生规模一直在 3,000 名本科生左右，

研究生只有个别几个人。文革开始，废止高考十年，生源大量减少。“工农兵上、

管、改大学”的政策实行后，从 1972 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直至 1976 年最

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招收学生的总数是收缩的，所以大图书馆长期以来是学院

唯一的图书馆，各系的资料室在文革中少有利用，所以图书馆的馆藏一直停步不

前，也没有扩大馆舍建立新馆的打算和需求。

1984 年南京师院改为南京师范大学，并且随后提出争建全国一流师大的办

学目标，教学和科研成为学校学科发展的两翼翅膀。学校从 1977 年起恢复全国

统考招生，1978 年连续两届大学生报到入学。到 1984 年南师大学生总人数已达



5,000 人，批量的研究生招生也已开始。图书馆的设施明显不够使用，学院新建

了西山图书馆，现称为随园图书馆，1984 年建成投入使用,建筑面积 5,300 平方

米，比华夏馆大了三倍。新馆舍融入了开放共享等概念，四个层楼中间有共享空

间，楼道是开放式的。它成为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师的中外文书刊的共享馆。现

在收藏重点以文史为主，有古籍、工具书、文科期刊样本、文革前及民国期间出

版的文献、本校博硕士学位论文等。由于办学目标的重大变化，图书馆和各系资

料室的购书资金增加较多，书籍期刊层次提高很快。我在 1983 年启动了储氢金

属新能源材料研究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在国内当时只有北京有色冶金院和浙江大

学在研究，其他很少院系研究，所以我担心图书馆进不了专业图书和国外资料。

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在物理资料室我找到了 Hydrogen in Metals (英语版金属中

的氢)当前储氢金属科研文集(一)(二)，当时我国还未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书籍

是影印版的。在现刊杂志中也找到了我发表论文的《中国激光》和《应用激光》

1988 年的期刊。从我的科研项目事例出发，我体会到图书馆对科研工作的文献

支持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也有缺门的,如我发表论文的荷兰杂志《Journal of

Rare Metals》就查不到。现在网络普及，成果共享，通过信息数字化的进程和

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国外现刊和最新科研成果共享已不再是图书馆的难处。作为

南师大科研项目参与者，真要感恩图书馆对科研工作的支持，社科类的学者和研

究生导师应该体会更深。

三、图书馆在学校网络化建设中堪称立了头功

计算机网络的使用和普及，信息的采集和交流，图书馆是个敏感的单位。早

在 1987 年，当时的馆领导就着手试验微机编程管理流通和报刊。1989 年引进主

机建局域网和购买管理软件。1998 年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投入使用，上网的读

者趋之若鹜，展现了其旺盛的生命力。1999 年学校为申请进入 211 工程项目，

建设新校区，网络先行,开启光纤铺设项目,图书馆是最早参与校园网建设的单位

之一。为配合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图书馆进行了信息采集的革命，由图书采编技

术代替传统的图书卡片。南师大图书馆是江苏省教委立项建设江苏高校文献保障

系统的副牵头单位，图书馆的员工们开发使用先进的图书馆系统软件，对 JALIS

系统在江苏高校中推广使用起了指导作用，还参与分设地区与科学文献中心的工

作，成立华茂联合采编中心，为促成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有力的贡献。

我当时作为校领导分管校园网建设，我真诚地感谢为校园网建设，为科学文

献中心建设做出过贡献的图书馆，感谢当时吴锦馆长和刘晏平书记为首的图书馆

员工和学校其他部门的一些人员，如刘穿石、郑铿等同志。我只是想提醒每一个

运用网络进行工作，研究、著作、交流、交友或者发表博文的南师大人不要忘记

为校园网建设废寝忘食，为铺设光纤披荆斩棘的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

图书馆对网络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正像手机从 2G 升级到 3G 、4G 一样，技

术逐步升级，应用日趋常态化。

1987 年用 286 微机试编了流通管理和报刊验收系统的程序，1989 年利用华

夏基金添置了 HP3000 小型机和上海交大图书馆管理软件，进行简编目，1991 年

随园校区的华夏馆和西山馆连接计算机系统通讯线路，实现两馆统借统还，同时

西山馆一楼借书处实施计算机借还图书模式，结束了人工借书的历史。1996 年

随园图书馆接入校园网光纤，并连接中国教育科学网，初步实现教育图书文献资

料网上共享，但是那时网速很慢，应用的读者也不多。不管怎样，图书馆步入“互

联网”时代。1999 年在“211”工程建设中，接通了仙林校区与随园校区校园网

的光纤，从此图书馆的数字化、自动化建设突飞猛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99



年起先后在文献的采访、验收、分编、典藏和流通管理中采用国内先进的“汇文”

图书信息管理系统，又数次升级，开通了 OPAC 联机公共检索系统，建立了图书

馆网站，更加完善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开发安装研究生论文库、网络资源导航

系统、VOD 点播系统，还自主开发了多个应用软件。至于配套设施，连各个资料

室都配备复印机、扫描仪、光盘记录仪、数码相机、彩打等自动化机具。

四、紫金图书馆突现工科优势，提速升级

位于紫金校区的紫金图书馆前身为南京动专图书馆，建于 1988 年，建筑面

积 4900 平方米，馆藏以工科为主，同时藏有《中国国家标准》、《中国专刊文献》

等文献资料，该馆设有江苏省高校文献信息保障系统文理科中文图书采编中心。

该中心为高校图书馆特别是新建馆和民办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系统建设，提供

服务良多，名声在外。我曾在一个民办科技职业学院任职 8年，该校新建图书馆

历时 5年，他们唯一的求助者就是设在紫金校区图书馆的这个采编中心，中心的

服务项目从采购、编码、上架、借阅软件设计到图书馆日常管理一条龙，且收费

合理，在图书馆同行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口碑。

我校的工科专业，无论是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还是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花

了 10 多年时间实现了三级跳，从专科升级为本科，从本科争取到硕士点授予权，

又从教学工作提升为创业创新、专利申报排头兵，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作贡献。紫金图书馆顺应科学升级有预见地为工科专业文献资料的积累提速加油，

工科的强劲发展弥补了南师大作为综合性大学建设的短板，事关全局。

2000 年两校合并办学,两校的图书馆也面临人员合并资源整合，结合资料室

的回溯建库实践经验，两个图书馆很快确立了共建、共知、共享，面向两校读者

的共识，图书馆的合并工作非常顺利。我怀念与动专图书馆张智松馆长的共事时

光，他工作严谨又顾全大局，很快适应了南师大图书馆副馆长的工作岗位，继续

负责工科图书馆的管理和建设，直到退休。谢谢你，张馆长。谢谢你们，紫金图

书馆的同仁们。

五、敬文图书馆是文笔塔下一本翻开的史册，记载了教育春天的到来，记

载着朱敬文先生的高风亮节……

党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的需要，在 1993 年启动

了为21世纪的高等教育高层次发展重点支持建设100所高校的超常规发展计划，

以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水平及人才培养质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211”工

程计划。1995 年“211”工程项目在江苏省开始了，南师大及时启动了争取进入

“211”工程项目的准备工作。当时作为省重点的南师大与全国的重点大学差距

很大，所以要挤入国家队，谋求中央政府支持发展学科建设，难度很大。当时的

党委书记王臻中同志说:南师大申请“虽然有点悲壮，但南师大人一定要抓住这

个机遇”。这届党委和校领导班子确定了上项目的方针，“211”工程项目的申报、

建设和验收则是在公丕祥校长(兼书记)领导的班子启动和操作的。我在领导班子

里一度分工财务、网络建设和图书馆建设。经过 5 年多的努力，南师大终于在

21 世纪来临的历史时刻进入了“211”工程项目高校行列，进入中国高校 100 强。

“211”工程建设把我校的办学规模，办学层次，人才质量，社会影响，国内高

校综合式实力排名都提到了一个历史新高，这应归功于全体师生员工团结一致，

奋斗拼搏的“南师大精神”。

敬文图书馆是我校“211”工程的重点项目和新校区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我

校图书馆的中心馆，馆舍占地 5,2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0,800 平方米。这是一

座气势恢宏的八层大楼，背倚青山和文笔塔，坐北朝南，遥对学校大门。 楼顶



设计独具匠心，远处眺望，像一册打开的书本，寓意着现代图书馆的职能，又像

展翅的雄鹰，象征着南师大在 21 世纪的飞腾。建馆总投资 7,000 万元，其中香

港朱敬文教育基金会捐资人民币 1,800 万元。为表示对朱敬文教育基金会的感谢，

特以朱敬文先生的名字命名。图书馆于 1999 年开工，至 2001 年落成。敬文馆的

建成是南师大图书馆发展的新的里程碑，也意味着馆舍格局，馆藏的内涵，要进

行彻底的整合和调整，这付担子落到了以徐克謙馆长、翟天灵书记为首的全体馆

员身上。为了抢时间，能在 2001 年 9 月新学期开学时用上敬文馆，图书馆进行

“一级战备”动员，从 1999 年到 2001 年初全体馆员放弃寒暑假休息，完成了近

60 万件文献回溯建库工作,并进行清库、打包、搬运、上架等繁重工作。为了做

好新馆建成后的调整工作，他们早在 1997 年底就开始采用 MARC 中文标准的进行

馆藏编目，1998 年完成首个电子阅览室的建设，1999 年老校区图书馆与新校区

过渡图书馆联通网络，2000 年接通了三校区图书馆的光纤。图书馆书架和家具

的选订也早已在多次考察调研比对的基础上，按样定制。为营造宽松的读书环境，

馆长们还设计了书吧、茶吧等场所，一切为了读者，一切为了保障服务质量。以

女职工为主力的图书馆硬是在 15 天创造了搬迁上架 70 万册书籍的奇迹。为了保

证敬文图书馆按时开放，他们整天在书库忙碌，盒饭解决中、晚两顿餐。我在暑

假去书库看望他们时，个个都是灰头灰脸的，穿了蓝色的工作服，戴着工作帽，

分不清谁是馆长，谁是书记，谁是干部，谁是群众，在一片灰蓝色中，只有笑容

下的白牙显得特别亮，特别白，我深受感动，心里感谢这些可敬可爱的员工，在

“211”工程建设关键时刻，她们、他们都像是冲锋陷阵的战士，真是好样的!

2001 年，教育部专家和省厅领导来校验收“211”工程项目建设成果时，专

家组分类考核，量化打分，结果高分通过，成果被评为优秀。考核中的图书馆文

献情报系统分项也是高分通过。图书馆的员工的这份答卷凝聚了全体成员的心血

和智慧。评估专家对南师大“211”工程项目的评价“在高原上缺少高峰”，即要

求南师大出巨匠、出大师。这正是南师大要走的路。我想到图书馆作为完美的保

障系统，是否应该在闯得开局面，守得住事业之外，还应多一点创新亮点。

南师大图书馆卓有成效的工作确立它在江苏省高校图书信息情报行业中的

地位，也受到上级单位的多次表彰。图书馆多次接受国家教育部的委托，承办“全

国贫困地区中小学图书管理培训班”“全国师范院校图书馆计算机管理培训班”

等面向全国同行的公益活动。还接受国家教委和人事部委托，常年举办专业证书

班及图书馆学专修班函授教育，为各级学校图书馆输送管理人才。南师大图书馆

先后三次荣获“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先进单位”称号。不过,对图书馆最大的褒奖

是记在南师大广大读者心中的口碑。

六、国际交流使图书馆坚守的文化内核更加厚重

图书馆在内涵建设的同时也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常有国外学校图书馆同行的

回访交流。2002 年南师大图书馆加入了国际图联(IFLA)及其下属的三个专业委

员会，成为图书馆大家庭中的一员。当年图书馆馆长率队访问美国加州四所著名

高校(UCLA，CSUN)等的 11 家图书馆，考察了国外图书馆在内部管理、业务流程、

读者服务、信息咨询、系统建设、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有关情况，与这些图书馆建

立了合作关系。 同时学习人家的长处，如 CSUN 图书馆已引入物流概念，建立自

动检书还书系统，UCLA 图书馆定期介绍东方文化，展出过中国字画，中国服饰

旗袍，中国瓷器，展出规模不大，但结合图书馆的东亚典藏，起了很好的文化知

识宣讲作用,丰富了读者的知识，引起了部分读者阅读和研究的兴趣。这种图书

馆现场实物展览诠释文化特色的做法，对馆长们很有启发。CSUN 图书馆馆长



Susan Curzon 博士，馆员 Angela 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周

欣平博士和澳门，英国的专家来访和交流，不但互相学习，增加了解，更扩展了

馆员们的多元文化视野，也加强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坚守。应了一句话:“越

是民族的也越是国际的。”

我感恩图书馆。感恩图书馆在我成长中润泽的恩惠；感恩图书馆在保障学校

教育、研究、社会服务中的出色表现；感恩图书馆对我在行政管理任职内的支持

和帮衬。我敬重图书馆，敬重图书馆这座知识殿堂在莘莘学子心里的神圣，敬重

图书馆为在知识海洋中遨游的读者的引领，敬重图书馆作为现代大学精神文化地

标的厚重。

我感恩图书馆，显然不是为了馆舍的宏伟，不是为了馆藏的数量，也不是为

了馆中设施的现代先进，而是感恩建馆的员工和捐赠者，感恩建馆藏的先人和长

辈，感恩运营现代化图书馆的馆员和职工，多年来员工的福利不多，来源是学校

补贴小部分自己创收大部分，员工能始终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值得感恩。当然

也应感谢图书馆的广大读者和粉丝，感谢帮助图书馆选专业书刊的教师和专家，

因为他们的参与,在图书馆结集成文明的读者队伍，扬起信念的风帆，前行在寻

求学问的路上!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朱茗、崔江、李荣等同志提供帮助，在此特致谢忱！）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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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 学校图书馆犹如我的家

□左用章

我自从 1973 年 9 月到南京师范大学（原南京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学习及

毕业留校工作以来，就与我们学校图书馆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缘。

40 多年来，图书馆工作人员薪火相传温馨的态度、贴心的服务、乐于 奉

献的精神；图书馆与时俱进优良的环境、丰富的馆藏和便捷的网络，使我流连忘

返，图书馆犹如我的家。我的学习进步和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取得诸多的

成绩，得益于图书馆颇多。

从客观上讲，图书馆是读者之家。她总是准时敞开大门，欢迎每一位读者

的到来，为读者提供舒适、便捷的服务。从主观上讲，读者要视图书馆为自己的

家，我想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熟悉图书馆



熟悉图书馆，即要了解自己的“家底”，做到胸中有数。其中，最重要的

是要熟悉与自己学科、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在图书馆总馆、专业分馆、储存书库

及学校二级院系的收藏情况。比如，2007 年我在参加江苏省社科院《江苏通史》

科研项目撰写中，除了从敬文图书馆、随园西山图书馆、华夏图书馆、经济法政

学院资料室借到了有关图书资料之外，还从紫金图书馆借到了一些重要的参考资

料。这是了解“家底”，就近方便、充分地利用我们学校图书馆资源的案例。此

外，要熟悉图书馆的开放时间，避免走弯路、浪费时间；要熟悉图书馆借、还书

的规定，避免因借书超期而被罚款。

二、钻研图书馆

钻研图书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研究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情况。一般

地说，国内外每个图书馆的图书分类都有它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及历史的传承；有

它的优点和缺点。比如，我们学校图书馆关于近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图书资料十

分丰富，散藏在随园西山图书馆、华夏图书馆和敬文图书馆，并且散见于历史类、

政治类、经济类以及港台个人赠书类，等等。这就需要读者深入图书馆钻研，而

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或现有的图书分类和目录索引。这样做，能有喜出望外的

收获。

其二、钻研图书馆的发展动态及发展趋势。譬如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们

学校图书馆与南京部分高校图书馆合作办理了通用借书证。我们可以用通用借书

证从南京大学图书馆借到自己急需的图书资料。现在，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学校图书馆内部建设前卫，与外界的合作丰富多彩。我们如果能敏锐地跟随

其发展，常常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爱护图书馆

读者应该爱护和关心图书馆建设和管理的方方面面。首先，尊重、礼貌地

看待每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咨询。其次，学习他们爱岗敬

业、甘为人梯、默默奉献的精神。再次，珍惜图书馆的良好环境，保持安静、卫

生，看过的图书资料及时放回原处。又次，积极主动地为图书馆的管理、建设提

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积极响应图书馆的号召。比如到图书馆做义工、为

图书馆捐赠自己的论著和馆史资料，等等。

总之，图书馆和读者要成为一个“家”，须图书馆领导、员工和读者的共

同努力。作为读者来说，在建“家”的历史过程中，应更主动些，更自觉一些。

作者简介
左用章，男，1949 年 11 月生。1973 年进入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学习，毕

业后留校任教，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出版《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两大飞跃》(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论》(副主编)等著作及教材
8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



No:19 从读者到图书馆员

□邓鸥英

我与书的缘分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记得在上学前，身为教师的父亲和哥哥就找来《唐诗三百首》的小册子让我

背，一边给我作简要的解释。等到上学，自己可以阅读了，我就迷上了《中国少

年报》、《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少儿读物；到三、四年级，开始搜罗周

围一切可读的东西，如饥似渴地阅读。记忆中，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老

舍的《骆驼祥子》、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 Q 正传》等都是在小学毕业以

前就啃完的，虽然看得似懂非懂，很多字都还不认识，但仍然念得津津有味，废

寝忘食。这些书来自各种不同的渠道，儿童读物是父兄省吃俭用为我订购的；小

说的来源就不怎么正规了，那本书页泛黄、封面封底全无的《骆驼祥子》是哥哥

用一毛钱从收废纸的老头儿那一堆旧报纸中抢救出来的珍宝，而鲁迅的作品则出

自姐姐的高中语文课本。后来上了中学，知识面渐渐扩大，我对书的渴求也越来

越急切，只苦于没有那么多的书可读。乡村学校是没有图书馆的，书店也在几十

里以外的城里，而清贫的家境更不允许我有多余的钱可以买课外读物，所以那时

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了到书店或者图书馆工作，拥书万卷，那种感觉岂不比南面

百城、君临天下的帝王更淋漓畅快吗？

那时候的孩子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活动，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除了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以外，最大的欢乐就是阅读的愉悦了。书陪伴我走过童年、少年，陪伴

我走上教书育人的工作岗位；在我彷徨无助的时候，在我茫然不知所从的时候，

在我与逆境作斗争的时候，是书——这知识的航船，在暗夜里为我指引方向；正

是由于对书的情有独钟，对书的孜孜追求，我才能够坚持学习，不辍攻读，从一

个中师生，通过自学，最终考上硕士研究生，实现了多年的大学梦。

当我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大学时，素有“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之称的南师大

给我的最大的惊喜，却不是如诗如画的校园风景，而是藏书万卷、包容万象的图

书馆。第一次踏进图书馆，我就被惊呆了！那么多的书，一排排一架架，不，那

不是书架，那是书城，书山，书海，将我环绕，将我淹没，使我第一次真正体会

到什么是“坐拥书城，四面环书”的感觉。

从此，我一头钻进这浩瀚的书的世界，尽情地遨游。无论是查找纸质文献资

料还是上网浏览最新信息，无论是阅读专业书籍还是欣赏文学作品，我在校的一

切学习与活动几乎都离不开图书馆。三年的硕士学习生活，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泡

在图书馆里。是图书馆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学科信息以及研究方向，充实我的知识

储备，促使我勤奋学习，增进学业；是图书馆扩大了我的视野和思维，丰富了我

的内涵，为我平淡的生活带来一抹又一抹的亮色。而图书馆老师们耐心细致、认

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毕业后，带着少年时代的梦想，我如愿以偿地留在了学校图书馆。从一名读

者成长为图书馆员，这才知道原来图书馆的内涵远比我作学生时想象的要深刻得

多。单说我们馆的馆藏资源，除了 200 多万册的纸质文献以外，还有大量的电

子图书、电子期刊、国内外数据库等网上资源可供使用，覆盖了各种学科，足够

为全校广大师生的教学科研服务；读者可以自由地借阅、预约，在三个校区之间

进行通借通还，还可以通过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课题咨询与代检代查以及学科



馆员服务等方式获得更多的资源信息。总之，无论读者有什么样的需求，图书馆

都能给他们满意的解答。

同时，我更深深地体会到，图书馆员的工作绝对不仅仅是借借还还、整架理

书那样简单。帮助读者从架上找书或从电子资源中查阅信息只是最基本的服务，

要求馆员全面熟悉馆藏，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中外文数据库；读者还会提出各种

各样的问题，内容涉及各个学科以及学习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必须一一解答。记

得有一次，一位本科生拿来一本期刊，指着文章后面的参考文献问我：“老师，

这些参考文献后面为什么都有一个带中括号的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什么意思？”

我就告诉他，这是学术论文写作的规范，每篇参考文献后面都用一个字母标明它

的来源，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文献类型，如 M 是单词 monograph 的首字母，

意思是“专著”。同样，字母 C 是单词 collection 的首字母，指论文集， J 是

journal 的首字母，指期刊， A 是 article 的首字母，指单篇文章。应他的要

求，我又把论文写作的一般格式，参考文献的规范等详细地给他说明了一下，这

个同学满意地谢了我。他不知道，其实我比他更满意，因为自己受到信任，能够

给读者一些具体的指导。作为一个图书馆员，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价

值的体现。

实际上读者服务工作只是图书馆众多部门工作中最表面的一部分，在这背后，

图书馆员们付出的智慧和努力更是许多读者想象不到的。从文献的采访搜集，到

整理登录、分类编目，再到入库、上架，保护、修复；新书的不断补充，旧书的

剔除，都要求馆员熟练掌握图书分类、编目、典藏知识，还必须对科学体系有系

统的了解，熟悉各门学科的分支，更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如果说教师与学

生是一桶水与一碗水的关系，那么图书馆与读者则应该是一池水与一碗水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是一江水、一海水与一碗水的关系吧？当然，这绝不是一个或几个图

书馆员就可以做到的，而要靠全体馆员的努力与合作。每个馆员利用自身的专业

知识，精心搜集整理一门学科的资料信息，聚集在一起就汇成了“弱水三千”，

读者来到这浩瀚的知识的海洋，可以自由选择，撷取自己需要的那“一瓢饮”。

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图书馆员们必须随时关注知识的更新换代，不断积累最新

研究成果，为广大师生的教学科研提供服务。年年月月，“为他人作嫁衣裳”，

从这种意义上说，图书馆员的工作不也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吗？

CD 机里正在播放的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教师之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也

是我最爱听的一首歌。是啊，教师是值得歌颂和传唱的，因为他们渊博的学识和

默默的奉献，而这些，不也正是作为一名图书馆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

吗？什么时候，我们的图书馆员也能像教师这样受人尊敬，被人传颂呢？当然，

歌词就要改一改了：

上学时，我以为你很心细，让一架架图书整整齐齐；上学时，我以为你很神

奇，你总能准确地找到我要的信息。毕业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借阅室，

储藏的是知识，守护的总是你；毕业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排书架，排列的

是真理，剔除的是功利。

上学时，我以为你很尽力，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满意；上学时，我以为你很有

礼，你总能耐心地解答我们的问题。毕业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些索书号，

给我们的是清晰，留给你的是汗滴；毕业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些资料，成

就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

我希望能成为这样的图书馆员，我也在努力成为这样的图书馆员，我更希望

能有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图书馆员队伍，与书、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



热爱书、热爱图书馆，我们的人生将会更加美丽而丰富！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简报》2004 年 10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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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入图书馆工作，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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