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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本职  不忘初心 
8月1日上午，我馆职工大会在四楼多功能厅召开。会上，馆长江晔同志

针对近期读者纠纷、工作纪律等问题，要求员工在任何时候、任何岗位，都

要立足本职，不忘初心。 

“关注读者·用心服务”是我馆一直以来秉承的服务宗旨，我们要通过

“用心”的服务，与读者建立起友好平等的关系，赢得自己的职业尊严。 

不要让不守规矩、蛮横无理的读者成为我们冷漠服务的借口，因为至少

有那些在我们遭受白眼、甚至谩骂时，挺身而出支持和安慰我们的读者；不

要让平淡无奇的工作成为我们消极懈怠的借口，因为我们的一点点用心都会得到读者的肯定和赞扬；不要让现

在得过且过的状态影响未来的自己，因为再小的工作也能成就自己大大的梦想。做出合适的选择，不要忘记最

初的自己……                                                                          （办公室） 

                      ALL        U                                             
                 ——宝山区图书馆新馆开馆四周年 

Gift for U ： 

    在“宝图四周年庆”微信内容下留言你的

故事，或者送上对宝图的祝福，入选精彩留言

的读者将收到一份来自宝图的“陪伴”。 

    详情请关注宝山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四年，于你而言，或弹指一挥，或刻骨铭心；四年，于我们而言，是焕然一新，是新的起点！无论你与宝

图是否缘起于四年前的今天，四年后的我们想要告诉你，我们会一直在这里，用心相待：来宝图，或者让宝图

住进你心里…… 

2012年8月29日，宝山区图书馆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回到读者的视野，四年后的今天，宝图为读者们准备了

一系列的惊喜，共享成长的喜悦。 

Memory for U ：   

    8月29日-9月4日，

你在宝图看到的是不一

样的风景：4个巨大的彩

色魔方有序摆放在大

厅，呈现出“All 4 U”

的英文字母，为素雅的

环境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魔方正面是神秘莫测的万花

筒，如同遇见一本书，让人忍不住一探究竟…… 

Cake for U ： 

    8月29日，读者

们根据现场广播的活

动提示，在阅览区域

内寻找29枚蛋糕型卡

片。现场气氛异常热

闹，卡片陆续被找

到，幸运儿们凭卡片

领取了生日蛋糕，他

们边品尝着香甜可口

的蛋糕边送上了自己的祝福：祝愿宝图

越办越好，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和体

验！           

 



 任溶溶（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伯吹先生对我的言传身教 

        陈伯吹老了，91岁了，耄耋之年，几年前，他还能从淮海路瑞金路的家，轻松散步到外滩去，如

今，却只能在自己家的附近，慢慢地转圈。陈伯吹不老，91岁，眼不花，耳不聋，每星期四，他一定会去少儿

出版社上班，看看小读者的来信，听听儿童文学的近况，理理编辑的稿件，心里高兴。一周中的其他日子，他

伏案看稿，旧作新编；或者，为相识和不相识的作家写序，写跋。他耕耘在儿童文学的园地里，70余年，痴情

不改，童心不老。 

              ——纪念陈伯吹先生诞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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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不了他对我编辑工作的指导。当时

我负责译文工作，年少气盛，颇自以为是，校改译稿会

把人家的稿子改得面目全非。校对同志戏称我校过的稿

子是航空路线图，因为我改稿钩的线拉到稿子的四面八

方。陈先生终审译稿，很客气地对我说：“溶溶同志，

你改得很好，也很辛苦，不过这位老译者没有译错，文

字也很好，可以不用这样改。”我马上感觉到这是对我

的批评，可是他用的是商榷的语气，又和颜悦色，一点

不让我难堪。打那以后，我改稿就慎重很多，到后来甚

至“炉火纯青”，改好稿还给译者时总打个招呼。我学

会尊重译者，给我上第一课的正是陈伯吹先生。  

方卫平（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 ） 

       陈伯吹：一个世纪的缅怀与祝福 
 

                  “诵读经典·点亮童心”  
            ——2016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诵读展演 
    8月22日上午，由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理事会、上海市教委指导，陈伯吹

国际儿童文学奖理事会办公室、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

办公室、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宝山区图书馆承办的2016陈

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诵读展演活动，在上海书展中央大厅隆重举行。 

展演活动上，来自全市各区县的中小学生声情并茂地演绎了《三只小喜鹊

说的》、《四季歌》、《命名》、《龟兔赛跑》等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来自乌

克兰、韩国的小学生也运用新颖的表现形式、恰当的肢体语言朗诵了《太阳公

公和雨婆婆》、《一条杠也是杠》等经典作品。此外，展演活动还邀请到了狄

菲菲、吴磊等知名朗诵表演艺术家为现场观众朗诵儿童文学作品《煎饼弟弟写

给米糕哥哥的信》。整个活动编排新颖，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为观众们呈现

了一台充满童真童趣、传承中华文化、传播正能量的视觉盛宴和文化大餐。 

作为“2016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上海书展

为平台，重视文教结合，加强宣传推广力度，打造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品牌特

色，也是“书香校园”阅读推广行动建设成果的一次重要展示。                   （教育培训部 杨秋琳）          

            1987年岁末，我在阅读了陈伯吹先生近

期的其他文章后，写下了《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态势

之我见——兼与陈伯吹先生商榷》一文。拙文发表

后，发行量颇大的《报刊文摘》以《方卫平与陈伯吹

针锋相对》这样一个颇有些夸张的标题摘登了其中一

些观点。留在我记忆中并让我今天仍然感到震撼的并

不是那场“笔战”中的观点及其碰撞，而是陈伯吹先

生面对青年人的质询和商榷时所表现出的学术宽容和

前辈风范。《新民晚报》曾对这一“事件”有过一次

综述性的报道。报道中特别提到，陈伯吹先生对年轻

人的批评抱持一种欢迎的态度。  

 

 周晴（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 

       不老的童心 
 

        上世纪20年代，有一位乡村小学教师，怀着一颗温暖而坚定的心，为少年儿童们写下一篇又一篇

浅显易懂但又寓意深刻的童话故事……他对儿童文学的创作热情和才华影响着许多人，他的人格魅

力更感染着许多人。8月13日，是陈伯吹先生诞辰110周年，本栏特摘取部分回忆文章向这位“东方安

徒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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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牵小手  播撒志愿种子 
                                ——记宝山区图书馆志愿者活动 

我们通过在馆内拍照取材以及挖掘网站内容，为孩子们设计了浅显

易懂的图书馆介绍教案《图书馆的那些事儿》，同时为他们挑选了绘本

故事《图书馆的狮子》，希望让孩子们在聆听故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

了解图书馆的相关知识。我们还为每一位孩子准备了一份来自图书馆的

小礼物，激励他们更为认真地听讲。 

通过本次志愿者活动，不但让我们认识到作为一名志愿者的使命与

责任，也让我们体会了那份深埋已久的童真，感受到了那份盈满心间、

最纯粹的快乐。                              （志愿者 张海燕）                              

高温的炙烤、沉重的宣传材料和额角上豆大的汗滴，都让我深深体

会到一名志愿者的不易，但是孩子们天真的眼神和灿烂的笑容却让我们

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爱心暑托班”志愿服务拉近了宝山区图书馆

与小读者之间的距离，同时也给炎炎夏日送去一丝清凉，希望这丝清凉

可以持续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志愿者 王卉）                                            

2012年宝山区图书馆新馆开放至今，宝图的志愿者一直陪伴着我们。目前，宝图小志愿者队伍也在不断茁

壮成长，今年的他们又有哪些收获和体会呢？ 

    今年是我第三次参加小小志愿者活动，

能够继续担任一名“小小图书管理员”让我

感到非常自豪。大家可别小瞧了这份工作，

要做好它可真不容易呢！一开始，我对书架

不是很熟悉，常常拿着书找不到方向。慢慢地我知道

了，I287的书架是最多的，它们就在阅览室的最中间。

每次看着堆积如山的图书被我们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

上，都让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担任小志愿者，既帮助

了别人也锻炼了我自己,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了图书馆叔

叔、阿姨们工作的辛苦。今后再来图书馆，我会更加遵

守图书馆的规定，也会号召班级里的同学一起遵守！            

                           （小小志愿者 程奕灏）          

    除了担任小小图书管理员外，今

年我又有新任务：在放映电影《狮子

王》中担任文明宣传员；在《立体纸

艺》中做活动记录；担任童话剧《齐

天大圣》主持人。在担任活动记录员时，我学会了

感受活动、抓拍美好的瞬间；担任文明宣传员时我

向大家宣传了文明的行为；担任主持人过程中，我

受益匪浅，台上的完美演绎少不了台下的苦练。 

很感谢图书馆叔叔阿姨给我的这次机会，我会更努

力的进步，争取从各方面充实自己。明年我还会来

的！加油！            （小小志愿者 刘沁蕾） 

图书馆的志愿者工作不仅要让读者走进来，我们也要走出去。今年6月底宝山区图书馆成立了一支由20多名

年轻馆员自愿报名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以志愿者的身份服务社会，并依托“2016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的平

台，为宝山区内12个街镇暑托班宣讲图书馆知识，同时也把志愿者“种子”播撒到小朋友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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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您，我们全力以赴…… 

前言：炎炎夏日，酷热难耐，然而却有这么一处地方：室内温度舒爽适宜、空间布局宽敞通透、自助服务

快捷方便……惬意舒适的阅读空间离不开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听听他们的暑期小

故事。 

8月3日上午，一个寻常的工作

日，信息技术部办公室响起一阵急

促的电话铃声：“一楼自助借还设

备故障，无法正常借还。”工作人

员迅速到达现场，检查后发现故障

并非个别现象，经过一番调试，故

障仍然存在并导致大部分借还设备

无法工作，为了确保系统数据安

全，我们决定当天晚上闭馆后对服

务器进行维护。 

晚上8点，我们的“战斗”正式

打响，技术部所有工作人员就位，

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抢修工作。 

数据备份过程中，服务器警报

数据备份失败，现场故障超出了所

有人的预料，紧急报修EMC公司， 

并将我馆网站数据迁移到其他服务

器上。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在

线分析故障原因，逐步清理文件，

腾出存储空间。等待的过程是漫长

而煎熬的，由于已闭馆，空调设备

关闭，现场异常闷热，大家汗流浃

背，但是谁也没有一句怨言，只想

赶快排除故障源，确保第二天读者

能正常使用借还系统。         

3小时后，数据备份完成、冗余

数据清理完毕、服务器重启成功、

借还设备运行正常，大家总算舒了

一口气，而此时已是凌晨一点多。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事后，我们又一次对存储空间

进行检查，此次故障的原因是由于

在同一存储中，对服务器的多次备

份造成了空间溢出，为保证此类故

障不再发生，我们进一步对服务器

进行优化，迁出所有服务器备份，

给存储预留远多于运行服务所需要

的存储空间。至此，故障总算得到

了完美解决，我们不仅吸取了教

训，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 

       （信息技术部 颜琼） 

8月3日不眠夜 

暑假期间，我馆平均每日到馆

读者达8000人次，面对如此大的人

流量，我们流通部做好充足的准

备，迎接每一位读者：梳理并完善

各岗位操作流程，强化员工服务意

识；确保新书及时上架流通，调整

并开辟空间为优秀读物提供展示平

台；加强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对

等。 

然而，百密难免一疏…… 

7月28日周四晚闭馆前夕，有

位老奶奶在出馆时不小心被地毯绊

倒，撞伤了脸部和膝盖。我馆工作

人员当即送其就医，并全程陪同检

查。事后，我们针对此次突发事

件，勘察了事故现场，因下雨且人

流量较大导致地毯不平整，成为绊

倒读者的安全隐患，为此我馆立即

展开了馆内安全隐患的检查，以避

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在上门看望

老奶奶时，她对于我们的处理方式

给予了赞扬，也表达了她的歉意，

认为自己的不当心给我们制造了不

必要的麻烦。 

在这件事的处理过程中，我馆

工作人员站在读者的角度，以最大

诚意解决读者问题，并及时查找自

身的不足；而我们的读者，也并未

把责任归咎于馆方，反而为自己的

不小心内疚万分。我们的相互理

解、相互尊重，搭起了馆员与读者

心灵的桥梁，多一份真诚，多一份

信任，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流通部 王煜宾） 

一次意外 一份收获 

 “在使用宝图‘九知堂’内的电脑时，遇到文件不能上传的问题，三楼管理员小刘同志

和技术部一位戴眼镜的男同志热情细心、不厌其烦地为我解决问题，感谢他们的热情态度和

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摘自8月9日的表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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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少儿阅览室工作人员，工

作中总会遇到这样的烦恼：阅览室

的小读者常会嬉戏打闹、大声说

话、随手翻

乱书架，更

有甚者随意

涂鸦损坏图

书，我们轻

声提醒，小

读者不予理

会；大声制

止，小读者

惶惶不知所

措而家长不快。面对如此情景，为

了引导和宣传少儿读者文明阅读，

针对他们的年龄及性格特征，我们

想到制作手绘海报。添加了可爱卡

通图案并配以朗朗上口语句的海报

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小读者和家长

们的喜爱！从2月份的《做文明读

者，品阅读快乐》到7月份的《小青

蛙有话说》《热门图书哪里找》，

在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相继

在四楼少儿阅览室推出手绘海报，

获得了的良好反响。 

    “不奔跑，慢慢走；不吵闹，

静悄悄……”时常见到家长带着小

朋友围观海报，听着小朋友用稚嫩

的声音认真念着海报上的提示，看

到这样的场景更会觉得我们的努力

没有白费，手绘海报或许是费时费

力的笨办法，但我们希望这一条条

小小的提示，透过这些幼嫩清澈的

声音，细雨般浸润他们的心灵，潜

移默化间引导他们文明阅读。             

               （流通部 王卉）          

不是不想要一个完完整整的双

休日，逛街吃饭陪伴亲友； 

不是不想做一名爱看书的图书

管理员，手不释卷相伴书香； 

也不是不想放缓一下工作的脚

步，时光温柔岁月静好……可是，

比起这些，我们更在意的是能否让

你、你们——每一位宝图读者体验

到一个更有趣、也更“有料”的图

书馆。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中，细心的

你或许会发现各类暑期活动精彩纷

呈：伴随着上海迪士尼的开园，宝

图不仅开展了暑期迪士尼专场电

影，还特意邀请来自上海音乐学院

的师生为我们带来迪士尼音乐秀；

曾任南极科考站站长的汤妙昌老师

为小朋友们带来了来自南极的极地

知识与科考精神；兼“发明家”与

“艺术家”身份于一身的梁海声老

师则用一张A4纸为大家展示了立体

纸艺的无限可能……而延续往年的

“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活动、

“小材大用”开心跳蚤会、“大张

琴鼓”少儿音乐才艺秀等活动更是

受到了空前关注，火爆无比。还有

那封神秘来信，和那窗户上向大家

挥手的卡哇伊的小青蛙，都在时刻

示意着——我们热情欢迎你…… 

图书馆的每一刻都在改变，我

们的美好初心始终未变。总会有人

问：“你们这么忙是图什么呢？”

其实，答案就藏在“娃哈哈故事

会”上故事妈妈温柔的故事中，藏

在“宝图亲子学堂”的每一个互动

时刻，藏在“乐高积木”拼搭的无

穷想象里，藏在每个小朋友闪闪发

亮的求知的眼眸中，藏在我们每一

颗温暖的心房里……                      

     （教育培训部 陈晓雪） 

为了你，我愿意！ 

小海报 大用场 

      

                             

 

“三楼管理员小王姑娘工作勤劳踏实，对待新老读者，都能坚持微笑服务，给人以如沐

春风的温馨感觉”； 

“她在管理‘九知堂’的过程中，如遇读者因事暂时离开，她会立刻跟来关上房门，从

来没有半句怨言，让我们产生安全感和信任感。”                                      

                                                   ——来自8月10日的表扬信        



 

第六版 

公共图书馆互联网+服务平台构建初探 
李彤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年第1期撰文，

就互联网+平台构建提出了一些

思考。在“互联网+”不断改变各

行各业的当下，如果图书馆不能

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转变服务内

容与方式，改进传统模式存在的

问题，就会被逐渐边缘化，也就

很难重新被用户接受，立足于公

共文化服务的首要位置 。因此

要利用互联网+平台的构建思

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定制化服

务；整合当前资源，对各类资源进行合理分类，实现一

站式资源检索。 

一、检索系统的优化。通过前期的资源整合与分

类，建立统一的平台。通过平台，用户无需在不同资源

库中切换查看馆内资源。系统能根据用户的历史检索、

阅读等记录，自动推送给用户可能要查找的资源。互联

网+平台会根据用户每次的浏览行为，调整用户需求，

提高推送的准确性。 

二、定制主题信息推送。根据不同层次、年龄段、

兴趣爱好的读者定制不同的用户界面。平台根据分析用

户的借阅行为、阅读时间等综合数据，为读者提供符合

自身审美、阅读习惯的界面，用户也可自己在界面库中

选择喜欢的界面。用户通过平台定制专题服务、文化大

讲堂等，使服务变被动为主动，提高服务质量和速度。 

三、移动借阅渠道的拓展。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

馆藏资源数字化、数字资源整合的合理化、拓展移动阅

读功能，满足读者用户随时获取资源的需求。读者通过

移动端在线阅读、下载数字资源，建立交流平台，增强

读者与馆员之间的互动、读者与读者之间的联系，让资

源真正流动起来。 

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信息服务方式。互联网+平

台具备充分的服务整合能力，能够为读者提供所需服

务，线上读者可享有借还业务、数字资源服务等。同时

互联网+平台能够分析用户行为及爱好，为读者主动推

送服务，通过线上发布各类活动，吸引读者到馆内体验

图书馆带来的知识盛宴。 

国外数字参考咨询服务 

与社交问答服务的比较研究 
邓胜利、杨丽娜在《图书馆杂志》2016年第1期撰

文认为，数字参考咨询和社

交问答服务具有相似之处。

最大的不同在于数字参考咨

询对信息搜寻者提供深度、

专业化的答案；社交问答平

台问题的答案几乎能够由世

界上每个人提供，利用群体

智慧提供快捷答复。前者具

有质量优势，后者具有数量

优势。 

    国外相关研究在综合考

虑用户需求、感知及环境变化的基础上，认为社交问

答用户是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潜在用户，其信息多

样，是社交问答服务和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合作研究的

重要研究对象。如何使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在用户信息

搜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数字参考咨询服务潜在用户挖掘。社交问答

平台的用户，可能有一部分了解数字参考咨询服务但

从未提出过问题，或根本不了解图书馆提供的交互式

数字参考咨询服务。这些用户都有获取高质量、准确

问题答案的信息需求，是图书感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的

潜在用户。 

二、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用户意识提升。可以借鉴

Yahoo!Answers和Google搜索引擎的合作关系：Yahoo!

Answers的问题和答案通过Google能够搜索到。使更多

的用户了解到社交问答服务，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发展

类似的合作，或是和社交问答服务合作，比如图书馆

员在社交问答平台回答问题，将为网络用户提供更多

机会使其意识到图书馆员可以提供高质量问题答案。 

三、不同用户群体信息搜寻的偏好和感知研究。

调查特定用户群体，是否偏好使用数字参考咨询服务

或社交问答服务，而不管其信息需要和所处的情境，

探索偏好的原因以更好的理解用户信息搜索过程。 

四、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发展模式探讨。未来数

字参考咨询服务的形式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数字参

考咨询和社交问答服务合作的有效方式如何？如何将

问题更专业的推荐给用户？社交问答服务和数字咨询

参考服务的相关资源整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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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书名 作者 排名 书名 作者 

1 
    WHAT IF那些古怪 

    又让人忧心的问题  
[法]兰道尔·     

   门罗 
6             时间之间 

[英] 珍妮特·   

    温特森   

2   巨人的陨落 
 [英]肯· 

  福莱特  
7         你心柔软却有力量 林清玄 

3   自在独行 贾平凹 8 
         别扯了，时间 

  才不会改变一切 
王远成 

4        解决冲突的关键技巧 
[美]达纳·       

卡斯帕森  
9            美的沉思 蒋勋 

5        蒙着眼睛的旅行者 朱岳 10        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人民日报社 
新媒体中心  

    我时常会想，一个作家如何遇见属于他的文字，亦或是文字如何遇见

属于它的作家。是一个作家苦苦寻觅多年终于寻到独属于他的文字？还是

文字在不经意间就撞见了能将它完美组合的作家？也许《小说诞生记》能

够给予我最好的答案。 

    薛舒老师开头便直说自己小时候从未想当作家，作文也甚少得到好

评。机缘巧合写出第一部作品因为刚买了电脑觉得打字好玩才把对童年的回忆写下来，开始仅仅将写作当成乐

趣，在作品被杂志发表并得到王安忆老师的鼓励后，她逐渐地重视起写作，决心写出好的作品。 

谈到《世上最美的脸》，薛老师说当时在世博会的盲人区体验，在一片深不可测的黑暗中体会着被恐惧和

不可知压垮。耳边却传来“砰砰”的响声，在光明之中回首再看，是几个孩子在如浓墨般的漆黑中踢足球——

他们是盲人。“如果生来就在黑暗之中，他们眼中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谈及《田园交响曲》，双眼复明的

少女看到牧师与他的儿子后立刻推翻了自己之前爱上牧师的结论，认为自己爱上的是牧师的儿子。……“那么

真正去爱的到底是我们的眼睛还是心？盲人又怎样去判断美丑这个问题？”“我想去探究他们的心理，所以我

写下了《世上最美的脸》这篇文章。” 

《远去的人》则是她的真实经历。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她眼睁睁地看着父亲逐渐忘记身边的亲人，看

着父亲叫他老伴“妈妈”到对她问“你是谁”……她无能为力，“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类无法解决的疾病。”

那天父亲穿着深红色的衣服从家里走了出去，独自晃在偌大的村子里一直走，拐着来到了围墙，他终于回过身

来怯怯地望着周围永远是陌生的一切开始叫“女儿”。“我的妈妈当时跟在他的身后，我听到这件事时就在后

怕，如果有一天他就真的孑然一身地走了，在十字路口呼唤我的名字，我该怎么办。”她开始每天写日记——

“用我的记忆，挽留你的记忆。” 

我们总是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界、又两手空空地离开。唯有记忆使我们仅有24克重量的灵魂变得厚重。也

许我们写文字是为了记忆、是为了抒发、是为了抛出疑惑、是为了解决问题……在遇见一个场景、收获一份感

情、聆听一个声音时，该去如何消受这一份扑面而来令人窒息的情感？唯有文字，能够蕴入书写者的体温、藏

进书写者的指纹，在多年之后翻开这些白底黑字的文字，还能看见那一串缓缓拉近的宛如黑白默片的镜头。 

作家如何遇见属于他的文字，亦或是文字如何遇见属于它的作家。也许他们谁也没等，谁也用不着等谁。

他们只是在那心潮澎湃的一刻相遇——不多一分也不少一秒——然后成就了最好的对方。 

你我是江南小巷的过客，等那一声哒哒的马蹄； 

你我是平平仄仄的字词，等那一首荡气回肠的诗词； 

你我是未曾相识的恋人，等那一场不会遗忘的遇见。                              

                                                                     （宝山区淞谊中学 朱斐） 

                 遇 见 
            ——听薛舒讲《小说诞生记》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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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书惠民 倡导阅读 

  ——杨行镇图书馆暑期送书活动 

为了发挥图书馆与

读者间的桥梁作用，

2016年杨行镇图书馆暑

期送书活动开始了，此

次为驻地部队、敬老

院、社区居民等开展送

书上门服务。 

7月12日，我馆工

作人员冒着酷暑为驻地

部队送上了军事、时

政、传记类等图书，充

实了他们部队的业余文

化生活，为部队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提供最优质的服

务；根据老年读者的需求，为上海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和

杨行镇金秋晨曦老年公寓送上了保健、养生、饮食方面

的书籍，受到老年朋友的喜爱；7月14日，为社区老人及

小朋友也送上了书籍，我馆利用暑期送书活动引导广大

未成年人在阅读中拓宽视野，度过一个“文明、健康、

快乐”的假期，也让更多的居民能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我馆紧紧围绕“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在

暑期针对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有针对性的配送图书，

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及时、有效的服务。                                       

                           （杨行镇图书馆）         

友谊路街道开展《听党史、讲故事、树理想、助成长》主题演讲比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8月3日，

友谊路街道图书馆举办了“听党史、讲故事、树理想、助成长”主题演讲比

赛。 

比赛中，参加演讲的学生们紧扣主题，用充满温情的话语讴歌了党的丰功

伟绩，用生动的语言抒发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他们声情并茂的演讲，充分展

示了新时代学生的风采，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最终宝山九村明方宇同学的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征路上永不停》获得全场最高分。 

演讲结束后，友谊路街道社区服务办副主任施马对学生们的演讲进行了点

评，他充分肯定了同学们在演讲中展现出的爱党爱国情怀，鼓励大家要传承中

华民族优良传统，勤勉好学、积极进取，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

的接班人。             

                                            （友谊路街道图书馆） 

     我爱阅读 书香中国 

 ——高境镇图书馆开展读书活动 

为激

发学生的

阅读兴

趣，培养

学生的良

好阅读习

惯，努力

形成“多

读书、读好书”的文明氛围和文明风尚，使学生享

受读书的快乐，8月10日上午，高境镇图书馆开展了

“我爱阅读 书香中国”推进全民阅读读书活动。 

活动过程中，40多位同学积极参与，畅谈读书

乐趣，分享读书心得，家长们纷纷表示：感谢图书

馆为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阅读平台，在如今网络风

靡的时代，能静下心读一本书、读一本好书真的很

难得。 

通过此次读书活动，让学生们在交流中启迪智

慧，拉近了学生与社区图书馆之间的距离，还将为

他们今后的“悦读”奠定良好的基础。建设书香社

会，任重道远，让我们多读书,读好书，让书香成为

“国香”。                

                       （高境镇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