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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要内容

● 河南省图书馆 2020 年“春雨工程”走进贵州威宁

● 豫赣两省联合举办“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与服务培训班”

● 河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进基层活动走进平顶山市石龙区

● 我省地方资源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 河南省分中心读者宣传月数字资源展映活动

● 2020“平顶山阅读推广和数字化建设”培训班举办

● 新乡市图书馆举办“我是你的眼”无障碍观影及知识竞答活动

● 许昌市支中心开展“让科技与阅读同行”数字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 开封市图书馆开展馆藏珍贵古籍线上展览

● 汤阴县图书馆开展 2020 年基层电脑管理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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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图书馆 2020 年“春雨工程”走进贵州威宁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全国

上下没有放慢脱贫攻坚的脚步。按照《2020 年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

工作方案》和河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安排部署，

2020 年 12 月 6 日河南

省图书馆志愿团队在党

委书记赵丽、副馆长刘

杰的带领下一行 6 人，

走进贵州威宁彝族回族

苗族自治县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2 月 7 日，河南省图书馆志愿团队抵达此次志愿活动的第一站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图书馆，给当地送去 300 册河南省图书馆品

牌活动“豫图讲坛”文集、3000 册数字图书、400 集讲座视频。捐赠

仪式结束后，省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主任杨向明给当地基层文化工作者

带来了一场题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基层资源建设与服务——以河南

省图书馆为例》的讲座。聆听讲座的基层图书馆、文化馆工作人员表

示会把此次讲座的收获运用到日常的工作中，加强基层数字文化建

设，拓宽公共服务领域。

出席 2020 年“春雨工程”河南省图书馆文旅志愿活动开幕式的

还有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副局长蔡逸秋、威

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图书馆馆长孔勇。

12 月 8 日上午，河南省图书馆“春雨工程”文旅志愿者一行来

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幼儿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河南省图

书馆党委书记赵丽、副馆长刘杰、毕节市图书馆馆长余波、威宁县图

书馆馆长孔勇、民族幼儿园班子成员出席了此次活动。

赵丽书记代表我馆给幼儿园送去文体用品，希望小朋友们强健体

魄、茁壮成长。少儿部主任李茜把我馆品牌活动七色花故事会带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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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幼儿园，给小朋友们讲了绘本故事《仓颉造字》。同时，我馆还

将数字体验送到了幼儿园，教职工和小朋友们共同体验了神奇的 3D

阅读、AR 等高科技电子阅读设备。

（省分中心供稿）

豫赣两省联合举办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与服务培训班”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学习先进经验，

提升服务效能，加快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根据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河南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结合《中部六省（湘鄂赣

皖晋豫）公共图书馆联盟章程》以及《2020-2021 年中部六省公共图

书馆联盟工作计划》，由河南省图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公

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与

服务培训班”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在江

西省图书馆举办。

江西省图书馆馆长

陶涛、河南省图书馆党委

书记赵丽、江西省图书馆

副馆长蔡荣生、河南省图书馆副馆长刘杰出席了开班仪式，河南省图

书馆副馆长申少春主持，来自河南省市县（区）的 70位公共图书馆

馆长及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

本次培训是中部六省（湘鄂赣皖晋豫）公共图书馆联盟成立后的

第一个省际业务交流与合作活动，在江西省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邀

请江西省图书馆副馆长蔡荣生、南昌航空大学图书馆馆长龚勇清、井

冈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王喜和三位专家分别就《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实

践》、《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案例实践与交流》、《公共数字文化

背景下的智慧图书馆微服务建设》作了专题报告。九江市图书馆、南



4

昌市青山湖区图书馆、吉安市图书馆分享了各自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与服务方面的经验。

培训期间，特别安排了分组讨论环节，各馆之间充分交流培训心

得，深入探讨数字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和当前遇到的困难。学员们还参

观了江西省图书馆新馆、南昌市图书馆、南昌高新区图书馆，交流学

习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经验。

此次培训，广大学员获益匪浅,收获颇丰。不仅了解了公共数字

文化方面的前沿理论，还通过实地观摩，借鉴兄弟图书馆公共数字文

化建设经验，开阔了视野，对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创新服务方式、

提升服务效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省分中心供稿）

河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进基层活动走进平顶山市石龙区

2020 年 12 月 18 日，河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走进了平顶山

市石龙区。河南省图书馆副馆长申少春，石龙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刘杰，平顶山市图书馆馆长田长斌、书记王文参加了此次活动，石

龙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刘大伟主持。

活动中，广大读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积极体验数字资源，电子

书借阅机、3D立体书、头戴

式 VR 学习体验机、墨水屏

阅读本等设备吸引了众多

读者参与互动。

下午，数字资源服务小

组来到了石龙区中鸿小学。

活动伊始，开展了题为《数

字阅读在身边》的专题讲

座，教会小朋友们如何阅读，并着重介绍了承载数字资源的各项设备。

随后，学生代表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体验数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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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之余，申少春一行参观了石龙区图书馆，了解了该馆自今年

6月底开馆以来遇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希望石龙区图书馆能

够积极利用县域平台和资源，深入推进文化精准扶贫工作，同时表示

河南省图书馆将继续发挥各种资源优势，为图书馆各项业务的全面开

展提供支持。

（省分中心供稿）

我省地方资源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下发《关于 2020 年中

央转移支付地方资源建设项目验收结果的通报》文件（文全公群发

【2020】22 号），根据中央转移支付

地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体系专项资

金工作安排，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

文化发展中心近期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地方资源建设项目验收工作，全国

各省（区、市）项目承建单位共提交

299 个地方资源建设项目参加本次验

收，我省提交的 2016-2018 年建设项

目《河南文物考古建筑》系列专题片

（四）（五）、《中原姓氏文化探寻》

专题片（二）（三）、《洛阳地方濒

危曲艺戏曲》系列专题片、《南阳百工》微纪录片、《河南红色记忆》

系列专题片（一）（二）、《闽台祖地——固始县根亲文化》专题片、

《漫步中原古都——河南特色音频资源库》、《中国戏曲动漫——河

南篇》（一期）（二期）等通过验收。

文件要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充分利用项目建设成果，丰富

内容，畅通渠道，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

（省分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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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分中心读者宣传月数字资源展映活动

2020 年 12 月，一年一度的全民读书月如期而至，为树立良好读

书风尚，促进文明城市建设，营造浓郁书香氛围，河南省图书馆于

2020 年全民读书月期间举办“倡导读书风尚，促进文明和谐”主题

活动，共计 8 大类，80 余场，为广大读者带来丰富的文化盛宴。

12月 21 日，读者宣传月数字资源展映活动在河南省图书馆三楼

资源展映室拉开帷幕。此次展映为期一周，12 月 21 日至 25 日，每

天上午 9 点半，为读者播放河南古代建筑方面的自建资源。河南建筑

荟萃八方文化精髓，是我国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也是河南人民伟大

创造的结晶。这些建筑具有合理的结构形式，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巧妙

的设计手法，其辉煌成就在国内外都久负盛名。本次播放的内容包括

《开封相国寺》、《汝州风穴寺》、《嵩山中岳庙》、《洛阳龙门石

窟》、《巩义康百万庄园》等等，吸引读者欣赏观看。

（省分中心供稿）

2020“平顶山阅读推广和数字化建设”培训班举办

2020年 11月 16日至 21日，由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

平顶山市图书馆、平顶山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平顶山市图书馆学会承

办的 2020“平顶山阅读推

广和数字化建设培训班＂

在平顶山市图书馆成功举

办。

出席本次开班仪式的

领导和嘉宾有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黄静、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科长周伟凡、河南省图书馆副

馆长申少春、河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主任杨向明、平顶山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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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田长斌、书记王文。开班仪式由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

服务科科长周伟凡主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静

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致辞。

河南省图书馆副馆长申少春研究馆员，就图书馆资源建设尤其是

特色馆藏建设方面作为地市级图书馆建设发展的重点入手，分析与介

绍国内公共图书馆特色馆藏的建设与发展模式，结合河南省图书馆特

色馆藏建设的实践经验,深入讲解特色馆藏的发展之路,以促进公共

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事业的发展。

河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主任杨向明研究馆员，讲授《数字图书

馆建设服务》；郑州大学图书馆原馆长硕士生导师崔波教授讲授经典

阅读，并解答了学员们关于阅读经典出现的一些问题；著名纪录片导

演海金星教授讲授《新媒体时代的微视频创作与传播》；周口市图书

馆馆长李佳研究馆员讲授《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图书馆工作者》。

舞钢市图书馆馆长贾喜英的《快乐阅读 梦想飞扬》、汝州市图

书馆馆长姚西的《敬老是一种特别的阅读-汝州市图书馆长年坚持敬

老爱幼特殊服务》、宝丰县图书馆副馆长徐慧丽的《小副馆长小讲解

员文化志愿者》和叶县图书馆副馆长祝可佳的《图书漂流进基层进校

园活动》的特色工作分享使大家从中得到学习，为我市阅读推广工作

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期培训，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专家们高屋建瓴，讲述内容丰

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通过培训，学员

们对阅读推广和数字化建设的理论和实际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

促进我市图书馆工作将会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平顶山市支中心供稿）

许昌市图书馆开展“庆中秋 迎国庆”系列活动

为进一步丰富读者的节日文化生活，营造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许昌市图书馆于 2020 年国庆中秋假日期间，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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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为市民读者送上了精美的文化大餐。

一、开展“诗词朗诵”、“谜语竞猜”等线下读者活动。为庆祝

新中国71周年华诞暨中秋节的到来，许昌市图书馆分别于9月26日、

9 月 27 日举办“我邀明月颂中华”少儿诗词朗诵会和“欢度国庆，

浓情中秋”喜迎双节猜谜活动。

二、开展专刊展示、好书推荐活动。为引导读者铭记光辉历史，

讴歌伟大祖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许昌市图书馆特于 10 月 1 日—

10 月 31 日期间开展“党报党刊专架展示”和“传承时代经典、激发

爱国热情”为主题的好书推荐活动。

三、依托网络平台，开展线上文化

活动。一是 9 月 30 日—10 月 11 日期间举

办“雅集中秋，阅读相伴”文化展览活动

和“中秋诗词”网络知识竞赛活动，增强

广大读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和认同感，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营造了良

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二是 9 月 22 日—10

月 22 日期间开展“家国同庆，山河壮美

——中国最美自然与人文景观”网络展览

活动，让读者足不出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

山，激励和动员广大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线上活动吸引了广大读者踊跃参与，截至目前，累

计参与人数达 1200 余人次。

（许昌市支中心供稿）

新乡市图书馆举办

“我是你的眼”无障碍观影及知识竞答活动

2020 年 12 月 20 日上午，由新乡市图书馆、新乡市残联盲人协

会联合举办的“我是你的眼”无障碍观影及知识竞答活动在新乡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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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隆重举行，来自全市的 35名视障者和陪同家属及文化志愿者等

90余人参加了活动。

一大早，视障者朋友在家属

的陪同下早早地来到图书馆，每

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期待的笑容。

在市图书馆文化志愿者介绍电

影《流浪地球》的故事概况后，

视障者朋友们带着对未来宇宙

故事的无限遐想，开启了一场盛

大的中国科幻电影之旅。

观影结束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为主题的知识竞答活动随即展开。答题过程

中，每一位答题者都认真聆听，积极参与，现场气氛非常热烈。答对

的朋友还能够得到一副手套的奖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中收获温暖。

活动结束了，视障者朋友们却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去。他们纷

纷表示：感谢市图书馆举办了这次活动，希望今后能够有机会参与更

多这样的活动。新乡市图书馆副馆长王惠敏现场表示，图书馆将在以

后的活动中加入更多关爱视障群体的内容，丰富大家的精神内涵，让

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为了满足视障者朋友的心愿，

新乡市图书馆将继续充分利用文化共享工程资源，进一步扩大服务范

围，丰富活动类型，助力特殊群体融入社会，感受美好幸福生活。

（新乡市支中心供稿）

许昌市支中心开展

“让科技与阅读同行”数字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为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提升数字阅读服务能

力，将优秀数字阅读资源直接推送到志愿者手中，培养志愿者自主阅

读的习惯，许昌市图书馆于2020年11月初开始于每周五下午开展“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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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阅读同行-—阅读 悦自己”数字阅读推广培训活动。

活动首先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引导志愿者参与和体验多种形式的

数字阅读方式，通过对各种

电子阅读设备的使用方法

讲解，激发广大志愿者的阅

读兴趣,营造了浓郁的数字

读书氛围，提高了志愿者信

息素养能力和阅读检索技

能，培养了良好的数字阅读

习惯。

通过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面对面的讲解、互动，将许昌市图书馆数

字阅读的新技术、新服务展示给志愿者，让志愿者零距离地体验丰富

的数字资源和便捷多样的设备服务，通过营造数字阅读环境，引导志

愿者学习正确的数字阅读方法，形成正确的数字阅读习惯，培养广泛

的阅读兴趣，并能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引领更多的读者了解、

利用我馆数字阅读资源。

（许昌市支中心供稿）

开封市图书馆开展馆藏珍贵古籍线上展览

开封市图书馆在微信公众平台开辟了“开封市图书馆馆藏珍贵古

籍展”专栏，市民读者可免费在线阅览馆藏珍贵古籍资源。同时我们

将在微信公众号推出“馆藏珍贵古籍推荐”，每期推荐一部入选国家

及河南省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藏本。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了丰富多彩的珍贵文化遗

产，其中古代典籍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记录华夏文明成果最

直接的载体。科学地保护及有效地利用古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0 年开封市古籍保护中心成立，肩负起了全市范围内的古籍普查

和保护工作。2016 年 7 月开封市图书馆被文化部正式授予“全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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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重点保护单位”。现馆藏古籍 4644 种、50180 册，其中善本 6 千

余册，12部古籍入选《国家古籍珍贵名录》，

37部入选《河南省珍贵古籍名录》。

古籍文献属于不可再生性的文化资源，

具备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同时由于其珍贵

性，在查阅上有着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为了

使古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拉近市民读者与

古籍经典的距离，在感受我国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的同时，助推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开

封市图书馆长期以来致力于古籍的数字化

加工工作。在河南省文化厅、开封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我馆于 2019 年起就开始了对

馆藏入选国家及河南省珍贵古籍名录的 22部最珍贵的古籍进行了数

字化加工，并建成“开封市图书馆古籍数字化资源库”，包括《集古

印谱二卷》明隆庆钤印本、《北齐书五十九卷》宋刻元明递修本、《资

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元刻明修本、《周易兼义九卷》元刻明修本等。

（开封市支中心供稿）

汤阴县图书馆开展 2020 年基层电脑管理员培训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2020 年

11 月 4日至 7日，汤阴县图

书馆组织举办 2020 年度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电脑

管理员与文化专干培训班，

全县 10个乡镇村级网点的电脑管理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采取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中，电脑

专业老师对全县 298 个村级服务网点电脑管理员进行办公自动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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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培训。对 word、excel、ppt 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期间穿插互动

提问、实操演练等，达到了预期效果。

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受益匪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让我们充分认识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专业性服务理念。在今

后的工作中，将学以致用，大力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为不断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趋增长的文化需求而努力工作。

（汤阴县支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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