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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件大事
（由全体馆员投票产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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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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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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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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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微数据内容 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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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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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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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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服务

读者服务

订购中国知网论文查重系统，完成 19 篇期刊论

文和 15 篇学位论文（图书）的查重检测，满足师生

发表成果和毕业的需求。

以读者使用需求为导向，改版数字资源导航，方

便读者定位、查找和浏览数据库，获得 80% 以上读

者的好评和肯定。

改革新生入馆教育，引入超星云舟新生入馆教育

（手机版、电脑版），顺应读者的使用习惯和移动终

端的发展趋势；一改其他学校不通过考试不给借书的

惩罚措施为奖励政策，激发新生读者的参与热情。

修订“图书馆手册”，精美的印刷及年轻潮人的

语言表达风格获得新生一致好评。

优化研究生学位论文提交与验收流程，提供了安

全人性化服务，大大方便了毕业生：

★通过一卡通认证后方可提交电子版论文；

★提交电子版题录摘要和全文在一个系统中完成；

★ 学位论文题录摘要和全文的验收在一个系统中完

成，且不用另外上传；

★ 将电子版签名图片邮件发给验收人员即可，减少来

回奔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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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类学科分析报告：

★ 发布 2016 年全校 SCI、SSCI、A&HCI、CPCI、EI 发文情况。

★发布南京师范大学 2017 年 ESI 学科分析报告 6 份。

★ 完成南京师范大学电自院、能源、外院、文学院、社发院、化科院、新传院等相关学院科研竞争力报告。

★ 完成南京师范大学 2017 年上半年科研成果统计与分析报告。

★  完成材料科学、地理学、数学、环境科学等潜力学科 ESI 分析报告 4 种 4 份。

★ 完成南京师范大学一流学科地学发展状况分析 1 种 1 份。

★完成地理学学科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报告。

★完成 2012-2016 武书连排名分析报告。

★完成南京师范大学自然指数排名报告。

10 月 1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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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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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敬文图书馆四

楼西信息共享空间改造

工程并正式开放，引起

全校师生、校友及同行

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完成新北区图书馆大厅布局改造和

环境建设，增加阅读交流功能，营造温

馨舒适的阅览环境。

4、空间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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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敬文图书馆二楼大厅阅览区，建成四楼艺术

长廊，增设八楼东研讨室，提升读者对阅览环境

的满意度。

积极开拓学生工及志愿者工作，成立图

书馆学生馆员协会，有效开辟图书馆学

生工作新路径。为学生馆员配置工作室，

安排指导老师，提供经费支持，提升学

生参与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水平。

5、学生馆员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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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资源扎实积累

馆藏建设

★ 新增文献情况

★ 各文献类型经费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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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文献经费比例分配（单位：元）

中文图书 外文图书 中文期刊 外文期刊 数据库 多媒体光盘 其他

2802913.24 645015.71 597458.43 1854159 15582719.8 10738.9 91966.1

2017 年各文献类型经费分配比例

 

外文期刊 
9%

中文期刊 
3%

外文图书 
3%

中文图书 
13%

其他 
0%

多媒体光盘 
0%

数据库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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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文资源分配比重

★ 经费来源

2017 年中外文资源经费分配（单位：元）

中文资源 外文资源

7567741.37 13925263.71

2017 年经费来源（单位：元）

图书馆图书购置费 院系自筹经费 文科专款 中央财政经费

19019585.87 1081465 150671.06 1,312,569.00 

中外文资源经费分配比重

2017 年经费来源（单位：元）

图书馆图书购置费 
88%

中文资源 
35%

外文资源 
65%

 

院系自筹经费 
5%

文科专款 
1%

中央财政经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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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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莫愁职业学校开展合作，引进 8 名

实习生，有效保证文献整理、保护和修复

的工作，完成五级古籍修复 12 部 36 册。

申报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刊》整

理项目成果获得国家图书馆出版计划

立项。

2、特藏保护开拓提升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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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大中型图书馆首创，为特色文献库房敷设防紫外线隔热膜；对文献整理

与保护过程所用到的材料和施工辅料事先进行酸碱度测定；外文书回溯使用的标签是

在检测的基础上采购进口无酸白标签，然后委托专业厂家进行加工，全国首创。

推 进 旧 藏 文 献 的 整

理、回溯和数字化工作，

完成馆藏民国 3 万册近

代外文图书的回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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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制 馆 藏

珍贵古籍 2 部 6 册。

举办特藏专题讲座、

展览，为文学院老师进

行教学辅助服务；开展

古籍和民国文献数据库

及多种影印文献的采购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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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与交流合作

★ 科研项目及成果概况

2017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所在学科

2754 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研究 龚亦农 南京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序号 立项编号 项目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17 17YB12 一般课题
高校校园阅读危机与真人图书馆

现状研究
滕  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年江苏省图书馆学会课题立项名单

2017 年图书馆横向课题立项名单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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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红星 江苏中杨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
项目

省级
项目

横向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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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图书馆馆设科研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负责人 主要参加人员 申报项目名称 项目号 项目类型 立项类型

1 朱茗 —— 编写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大事记 TZ2017A01 实务性选题 重点项目

2 蒋南
耿曼曼、蒋鄂忠、
彭珊、仲红艳、
朱茗、龚亦农

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建设与研究 TZ2017A02 实务性选题 重点项目

3 汪莉
何春建、顾小明、

许萍华
数字人文环境下图书馆信息服务

转型研究
TZ2017A03 学术性选题 重点项目

4 陈方宁 ——
七楼西志愿者自主式、集中式管
理模式的探究及在书库广泛推广

的可行性研究
TY2017B01 实务性选题 一般项目

5 刘洁璇 刘婧、钱耘 图像资料的规范著录与知识关联 TY2017B02 学术性选题 一般项目

6 朱海燕 汪莉
“双一流”背景下图书馆期刊资

源的学科保障度优化研究
TY2017B03 实务性选题 一般项目

■ 论著

★题目：读者阅读心理、行为与图书馆服务

★著者：梁宏霞

★出版单位：江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1-30

★总字数：25 万字

★ ISBN 号：978-7-5684-0359-7

★ 简介：作为较为系统地探讨和阐述了读者阅读心理与行为问题，并试图提出在

新媒体背景下图书馆行业具体应对方略的一部专著，梁宏霞的这本《读者阅读

心理行为与图书馆服务》以读者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阅读为中心，深入探究

了读者的概念、特征、类型，以及人类阅读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分析

了读者权利和读者义务问题，阐发了读者阅读文献之外与阅读有关的行为特点、

读者违规失范行为的成因与防范，尤其是书中提出的“副阅读行为”讨论，涉

及读者阅读过程之外的心理、读者到馆行为、读者反馈行为、移动互联网用户（读

者）行为、读者焦虑情绪与投诉行为等话题，颇有新见，最后由读者及其阅读

行为的研究，回归到图书馆工作的本质内涵之一——读者服务工作，针对当前

新媒体背景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讨论了如何务实有效地做好读者服务工作。 

馆设
项目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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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 刊物级别 卷号 期号

基于 Citespace 的智慧图
书馆建设研究

梁宏霞 梁宏霞 2017-11-25 情报资料工作 CSSCI 期刊 2017 06

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馆员
考——记三位西蒙斯学院
图书馆学毕业生

朱茗 朱茗 2017-10-31 新世纪图书馆 CSSCI 扩展版 0 10

从 WOS 地址字段提取二
级机构数据的半自动数据
清洗方法

何春建 何春建 2017-08-20 新世纪图书馆 CSSCI 扩展版 2017 08

高校图书馆生态改造中的
数据思维研究

刘洁璇 刘洁璇 2017-07-14 图书馆建设 CSSCI 期刊 277 7

ESI 学科排名指标的异化
与纠正

何春建 何春建 2017-07-09 图书情报知识 CSSCI 期刊 2017 04

加拿大高校图书馆科研数
据管理服务调研

阎婷婷 阎婷婷 2017-05-01 图书馆建设 CSSCI 期刊 5 5

媒介技术对读者心理与行
为的影响

梁宏霞 梁宏霞 2017-04-20 新世纪图书馆 CSSCI 扩展版 2017 04

对“读者”概念的再认知
与思考

梁宏霞 梁宏霞 2017-03-05 新闻与写作 CSSCI 扩展版 2017 03

微信在国内图书馆信息服
务的应用与作用——以南
京师范大学为例

王桂平
王桂平 ,
石雯静
( 学 生)

2017-02-20 新世纪图书馆 CSSCI 扩展版 246 2

单篇论文学术影响力评价
指标构建

何春建 何春建 2017-02-20 图书情报工作 CSSCI 期刊 2017 04

基于 ESI 和 InCites 的高
校潜力学科发展预测

汪莉 汪莉 2017-02-18 情报杂志 CSSCI 期刊 36 2

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文华
图专毕业生考

朱茗 朱茗 2017-01-31 高校图书馆工作 CSSCI 扩展版 37 1

 CSSCI 期刊论文

■ 其他
蒋南、仲红艳、耿曼曼分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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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服务与交流合作

图书情报专修科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在《信息分析》学位课程的大自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通过率 100%，开创记录；实现了学生住宿制度改革，解决了困扰办学已久的老大难问题。

华茂联合采编中心改变经营思路，引进电子资源的代理销售，以适应市场发展需求。中文图书中标及合作

客户 79 家，馆配图书订单量 4737.02 万码洋；教材业务再创新高，中标客户 24 家，订单量 4471.98 万码洋，

营业收入同期增长 31%。

继续帮助佛学分馆、中北学院图书馆、南师大附属学校图书馆等相关协作馆建设，为其提供技术、文献、

人力等专项支持服务。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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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养与文化活动

4 月，在研究生科技月活动中举

办研究生“iSearch”文献检索大赛。

4 月 22 日 -5 月 22 日 ，举办主

题为“浸润书香，品味人生”南京师

范大学第七届读书节活动。

读 书 节 活 动 之 一 “光 与

色 的 追 逐 — —印 象 派 画 展”

于 4 月 28 日至 5 月 7 日在敬

文图书馆二楼大厅成功举办。

此次展览受到全校师生的高度

关注和踊跃参与，参观人数达

18,000 人次，其中 2573 人参

与知识竞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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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献礼 115 周年校庆，与宣传部共同主办“校庆

115 周年文化展览：“随园琳琅——馆藏珍本古籍书影图

片展”、“随园英华——民国珍贵文献图片展”，并配套

设计网上展览及馆藏章纪念书签一套 9 枚；制作“南京师

范大学历年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名单及

获奖博士论文题录汇编” 网络展示。

11 月 13 日 -20 日， 举 办

主题为“悦享图书馆”南京师范

大学图书馆宣传周活动。

12 月 19 日，《图书馆读书节》作为

首批校园文化品牌培育项目顺利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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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开设敬文讲坛 15 场，真人图书馆 2 季

敬文讲坛讲座题目 主讲人 时间

1 德国奥芬巴赫设计学院院长克劳斯·海瑟教授谈设计 克劳斯 3.10

2 佛学与现代人生 王月清  3.15

3 朗读者：乡村春晚现象 林岳豹 4.24

4 一切艺术走向音乐 戚灵岭 4.26

5 最是书香能致远  ——阅读选择与幸福追求 徐  雁 5.4

6 中国模式：稳定与发展 (China Mode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霍世涛 5.25

7 亚美尼亚传统服装和传统绘画的过去与现在 Ani Margaryan 6.5

8 中国山水画笔墨及其修身精神 翁志丹 6.8

9 感时花溅泪：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浅谈 陈祖言 6.12

10 美声：唱歌保护嗓音的秘诀 张  泓 6.13

11 华语电影的寻路与出路：从《战狼》票房创纪录说开去 杨  吉 9.27

12 音乐教育大家陈洪先生的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 钱仁平 10.10

13 中国工艺花鸟画大师陈之佛 欧阳宗俊 11.8

14 如画风景：艺术史中的象征意义 汤宇星 11.22

15 程式与革新：20 世纪的中国人物画 薛  墨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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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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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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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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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图书馆工作创新奖评选活动，评出一等奖 4 名，二等奖 7 名，三等奖 8 名，鼓励奖 7 名，进一

步激发图书馆人的创新意识，表彰管理与服务中的出彩细节。

一等奖

二等奖

项目内容 获奖部门 / 人员

《南师大历年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博硕士学
位论文名单及获奖博士论文题录汇编》及学位
论文电子全文在线阅读服务

系统技术部（朱茗、龚亦农、蒋南、耿曼曼）
信息咨询部（张晓彤）

图书馆毕业生清证管理系统 系统技术部（蒋南、蒋鄂忠、彭珊）

数据库展示与导航平台建设改革

信息咨询部
系统技术部（蒋南、耿曼曼）科技查新站
专业馆管理部（李咏梅、代宁、薛茜、左素素）
文献资源建设部（徐洁）
办公室（李荣）

馆藏文献数字化 古籍特藏部

项目内容 获奖部门 / 人员

图书馆微信座位管理系统
系统技术部
敬文流通阅览部（刘莉）

学科服务创新 科技查新站

中北馆大厅空间再造
专业馆管理部（李咏梅）
办公室（袁晓慧、余堰萍）

馆藏珍贵文献图片展
古籍特藏部（胡滨、宗瑞冰、刘畅、鞠莹、周津丞、张德铀）
公共服务部（袁华）

图书馆高性能站群开源架构应用平台 蒋南（系统技术部）

新生入馆教育模式创新 郇楠（信息咨询部）

外文数据库自动检测 薛茜（专业馆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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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鼓励奖

项目内容 获奖部门 / 人员

基于 CCTV 系统的设备管理监控系统 系统技术部（蒋南、朱茗、蒋鄂忠、彭珊）

图书馆常用服务预约管理系统 系统技术部（耿曼曼、蒋南）敬文流通阅览部（刘莉）

加强协作，彰显图书馆影响力 信息咨询部

敬文馆学生馆员管理 敬文流通阅览部

汇文馆藏地整理
文献资源建设部（徐洁、邓鸥英、徐晓群）
系统技术部（蒋南、蒋鄂忠）

读书节敬文馆画报刊展 王伟（敬文流通阅览部）

组织图书馆优秀志愿者开展读书与学习交流活动 王晓敏（敬文流通阅览部）

古籍修复室基础建设及古籍修复 周津丞（古籍特藏部）

项目内容 获奖部门 / 人员

宣传月“瓷言墨语”活动 专业馆管理部（邓盛、李咏梅）

嵌入式学科服务——读者信息素养培训
专业馆管理部（左素素、李咏梅）
科技查新站（何春建）

专修科教学与管理 图书情报专修科

敬文馆外文多媒体书库管理方式创新 陈方宁（敬文流通阅览部）

查收查引工作创新 梁宏霞（科技查新站）

提高工作效率 张筱鸥（敬文流通阅览部）

利用QQ和微信的媒体平台，为校内外读者提供快、
精准的信息服务，取得良好效益和口碑

宗瑞冰（古籍特藏部）

成立由刘八一、朱同同、吴家驹、

季忠民、商金凤组成的退休专家巡视督

导组，指导馆员做好工作，传递爱岗敬

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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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与奖励

1、皇甫玉莉获“2017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征文二等奖。

2、汪莉获“2017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征文一等奖。

3、朱海燕获“2017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征文三等奖。

4、李荣获“2017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征文三等奖。

5、王桂平获“转型发展与创客空间建设研讨会暨 2017e 线图情年会”征文三等奖。

6、周津丞获“江苏图书馆数据管理与服务创新专题大赛”二等奖。

7、汪莉获“江苏图书馆数据管理与服务创新专题大赛”三等奖。

8、彭珊获“第十届校园廉洁文化教育活动月”《寻找身边的“老严”》优秀主题征文一等奖。

9、周津丞获“第十届校园廉洁文化教育活动月”《寻找身边的“老严”》优秀主题征文二等奖。

10、朱建峰获“全国出版物馆配馆建交易会优秀个人”。

11、李荣获 2016-2017 年度“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优秀网站特约通讯员突出贡献奖”。

12、蒋南获 2015-2017 年度“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先进工作者”。

13、胡滨获 2015-2017 年度“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先进工作者”。

14、李春卉获 2015-2017 年度“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先进工作者”。

15、徐洁获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服务工作与研究先进个人”。

16、张基皊获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服务工作与研究先进个人”。

17、图书馆获校消防运动会教工组第三名。

18、图书馆党委第一党支部获校先进党支部。

19、管红星获校优秀党员。

20、徐洁获校优秀党务工作者。

21、张晓彤获 2016-2017 年度“工会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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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汪莉获 2016-2017 年度“工会积极分子”。

23、张海鸣获 2016-2017 年度“工会积极分子”。

24、夏碧获 2016-2017 年度“工会积极分子”。

25、刘婧获 2016-2017 年度“工会积极分子”。

26、许萍华获 2016-2017 年度“工会积极分子”。

27、贺健获 2016-2017 年度“工会积极分子”。

28、任志刚获 2016-2017 年度“工会积极分子”。

29、吴俊平获 2016-2017 年度“工会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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