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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工程服务品牌影响力不断深化 1.1 

推广工程自实施以来，带动全国各级各地图

书馆积极开展服务推广活动，打造“网络书

香”品牌活动，通过在线诵读、答题、征文、

摄影大赛、微视频大赛、少儿绘画等丰富多

彩的线上线下主题活动，让公众更好地体验

推广工程与数字图书馆服务，进一步把数字

图书馆服务深入社会公众当中，提升工程的

行业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网络书香       



“网络书香过大年”春节活动 1.1.1 

参与活动的公共图书馆

涵盖全国大部分省、市

及基层图书馆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至今已连续举办7年 

2018年 



“网络书香过大年”春节活动 1.1.1 
近年来活动也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 



“网络书香过大年”春节活动 

34家省馆 

247家市级馆 

424家县级馆 

各地图书馆 

积极参与 

线上活动访问量 

37万次 

单日最高访问量：4.2万次 

1.1.1 



“网络书香过大年”春节活动 

334万人次 117万次 2.5万余条 

1.1.1 



↑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图书馆的读者在手机扫描易拉宝

二维码参与活动 
↑ 湖南图书馆的读者在参观戏曲文化主题展 

“网络书香过大年”春节活动 ←  重庆图

书馆的小读

者 在 体 验

VR 虚 拟 现

实活动 

1.1.1 



“童音诵古韵·经典有新声”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 1.1.2 

推广工程于2016年6月1日启动“童音

诵古韵•经典有新声”少儿诗词在线诵

读活动，目前已举办3届。 

活动依托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优质数

字资源，通过诵读形式让广大少年儿

童感受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强化其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学习，

提升少年儿童的人文与信息素养，共

同推动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的建设。 



“童音诵古韵·经典有新声”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 1.1.2 

11万人次 

20余万人次 

2016年 

2017年 

参与人次 

2016年首届开展，全国各级公共

图书馆鼎力支持，社会反响热烈。 

2018年 >100余万人次 



“童音诵古韵·经典有新声”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 1.1.2 

438家 

2018年 

省、市、县级
图书馆参与 

186家 

2016年 

省、市、县级
图书馆参与 

省、市、县各级图书馆积极参与 收到作品的数量 

2017年 

2016年 

4817首 

9721首 

2018年 

17000余首 297家 

2017年 

省、市、县级
图书馆参与 



“童音诵古韵·经典有新声”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 1.1.2 



“童音诵古韵·经典有新声”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 1.1.2 



“童音诵古韵·经典有新声”全国少儿诗词在线诵读活动 1.1.2 

全国各级图书馆结合自

身优势，积极配合，为

小读者组织各种形式的

培训、指导会、演出等

线下联动活动，鼓励全

国少年儿童及家人共同

参与，营造良好的全民

诵读氛围，激发孩子们

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

学习兴趣。 



“春雨工程·网络书香”阅读推广活动 1.1.3 

自2015年开始，响应文化和旅游部、中央文明办开展的“春雨工

程”号召，进一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性，加强对边疆地区数

字文化服务的建设力度。充分发挥推广工程数字资源优势，以

“大展台”、“大讲堂”为展现形式，先后在新疆、贵州、湖南

等八地举办“网络书香”数字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让边疆人民

共享“网络书香”。 

新疆 

贵州 

湖南 

四川 

…… 
春雨

工程 



“春雨工程·网络书香”阅读推广活动 1.1.3 

体验区展览 

读者培训 

馆员培训 

赠送图书 

赠送数字资源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官方微信公众号 1.1.4 

《 创新·改变·图书馆 》系列推文 
2016年6月1日正式上线 

用户近60000人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官方微信公众号 1.1.4 

《当“一带一路”遇上图书馆》系列推文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官方微信公众号 1.1.4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官方微信公众号 1.1.4 

结合推广工程工作开展宣传 



在推广工程整体带动下，各地数字图书馆服务推广成效显著 1.2 

紧跟现代科技，积极推动新媒体、新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在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整体带动下，各地图书馆积极推动新媒体、新技

术在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的应用，让创新蔚然成风。 



在推广工程整体带动下，各地数字图书馆服务推广成效显著 1.2 

云屏 
数字借阅 

有声数字 
图书馆 

数字文化 
体验区 

VR虚拟 
诗词体验 

公共文化 
数字平台 

读者流量 
实时揭示 

微信 
图书馆 

手机移动 
图书馆 

…… 



在推广工程整体带动下，各地数字图书馆服务推广成效显著 1.2 

推动区域联动，积极促进跨区域、跨领域协作与共享 

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效地满足信息用户的

需求，图书馆通过跨区域、跨领域合作，促进彼此协

调发展。聚各界之智、汇各方力量，形成共同推动区

域发展的强大合力，促进跨区域、跨领域协同发展。 

区域 

联动 

 

协作 

共享 



在推广工程整体带动下，各地数字图书馆服务推广成效显著 1.2 

“点单”配送 
公共文化服务 

联合编目 
通借通还 
资源共享 

公共文化
物联网 

书香 
遂宁 

总分馆 
服务模式 

…… 



在推广工程整体带动下，各地数字图书馆服务推广成效显著 1.2 

针对各类不同需求，精准提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以用户为核心，面对不同群体、各类需求，有

针对性的开展数字文化服务。通过多层次、多

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图书馆服务，加大公

共数字文化资源和产品“点对点”直接配送力

度，精准提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让阅读的阳

光照亮每一个人。 



在推广工程整体带动下，各地数字图书馆服务推广成效显著 1.2 

盲人 老年人 少儿 不同群体 …… 

你读书·我买单 
无障碍阅读 E阅读 

少儿3D图书 
…… 



在推广工程整体带动下，各地数字图书馆服务推广成效显著 1.2 

吸纳社会力量，为公共文化服务注入鲜活力量 

各地图书馆不断探索，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社会支持、惠及全民”的建设思路，引导和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用更加包容和合作

的心态吸纳新鲜血液，聚合更多力量，建立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推动数字图书馆社

会化发展。 



在推广工程整体带动下，各地数字图书馆服务推广成效显著 1.2 

与地方性行业机构和协会合作 

与当地电视台合作 

与公共交通集团合作 

“地铁图书馆” 
覆盖社区、企业、酒店等图书流动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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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服务覆盖面，保障特殊群体需求 2.1 

…… 

特殊群体 

政府机关 

普通读者 

企事业单位 

“十三五”期间，推广工程将继续本着“边建

设边服务”的原则，以用户服务为核心，充分

利用新技术、新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开展面向

特殊群体、政府机关、普通读者、企事业单位

等各类用户的数字图书馆服务工作，致力于打

造面向不同群体的特色服务平台。不断满足社

会公众在信息获取、数字阅读、知识更新、文

化交流、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文化信息需求，

增强公共数字文化的惠民力度。 



扩大服务覆盖面，保障特殊群体需求 

完善面向特殊群体的服务内容 

在互联网时代，残疾人如何获取知识、

提高自身素质、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

是全社会都要重视关心的问题。推广

工程将进一步完善公共图书馆残障人

士数字化服务内容和保障措施，为残

障人士提供无障碍数字图书馆服务。 

6000本 

1297场 

9383首 

2.1 

http://www.cdlvi.cn/ 



扩大服务覆盖面，保障特殊群体需求 

为了在少年儿童群体当中培养人文主义精

神，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传承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工程采选了大

量优秀的、具有科普或者教育意义的数字

资源，为全国少儿读者和家长们提供服务。 

2.1 

http://kids.nlc.cn/ 



扩大服务覆盖面，保障特殊群体需求 

提供深层次的知识服务 

推广工程在未来发展中将把用户需

求作为核心动力，充分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和工具，从图书

馆服务乃至更广范围内产生的各类

行为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分

析用户特点与隐性诉求，为政府机

关、企事业单位、普通读者等各类

群体提供精细化、个性化、深层次

知识服务。 

2.1 



扩大服务覆盖面，保障特殊群体需求 2.1 



加大基层和贫困地区精准帮扶力度，实现公共数字文化零门槛服务 2.2 



加大基层和贫困地区精准帮扶力度，实现公共数字文化零门槛服务 

稳步推进基层互联互通 

推广工程积极申请中央转移地方专项资金用于基

层图书馆网络互联互通经费，拨付贫困县图书馆

试推广工程从2016年起利用中央转移地方专项

资金用于建设基层图书馆网络互联互通，拨付一

部分县级图书馆点15万元/县，用于网络联接。 

15万元/县 

贫困县图书馆 
159家县级图书馆启动该工作  50余家图书馆完成互联互通 

2.2 



加大基层和贫困地区精准帮扶力度，实现公共数字文化零门槛服务 2.2 

“十三五”期间，推广工程将稳步推进基层互联互通工作，省级图书馆负责辖区内县级图

书馆网络连通建设的申报，规划全省各县级图书馆接入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络体系建设方案，

根据各县级图书馆实际情况，帮扶建设县级图书馆馆内局域网和无线网络建设，为基础数

字图书馆管理和移动阅读服务提供网络保障。 

打通推广工程资源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加大基层和贫困地区精准帮扶力度，实现公共数字文化零门槛服务 

“按需点单”，推送精准数字资源 

2010年初，文化部启动了“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 。 

1TB 

● 向每个县级图书馆提供1TB数字资源 

（包括视频、图片、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网络信息

资源等多种类型） 

● 推送至2940个分布于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县级公共图书馆 

2.2 



加大基层和贫困地区精准帮扶力度，实现公共数字文化零门槛服务 

2015年底，面向全国各地县级以上

（含县级）基层图书馆进行共享，全面

启动“基层图书馆数字资源提升活动”。 5000余册 
中文图书 

200种 
中文期刊 

6000余集 
视频 

5.2万余张 
图片 

26万条 
网络资源 

4TB的特色优秀数字资源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近2700家基层图书馆

部署了4TB的硬盘数字资源。 

2.2 



加大基层和贫困地区精准帮扶力度，实现公共数字文化零门槛服务 2.2 



加大基层和贫困地区精准帮扶力度，实现公共数字文化零门槛服务 

电子图书 电子期刊 视频 

少儿专栏 文化资讯 县域特色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启动“基层图书馆帮扶计划”以来，已经部署了9家图书馆试点。 

视频 

3000集 

图书 

2000册 

期刊 

200种 

数字资源量

1.5TB 

2.2 



加大基层和贫困地区精准帮扶力度，实现公共数字文化零门槛服务 2.2 

推广工程将采用“订单式”、“菜单式”的服务模

式，实现数字文化资源的订单是配送，形成线上线

下有机结合的服务模式，增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精准度。同时加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面向基层文

化机构的推送力度，建立数字文化资源定期更新机

制，提高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使用效率。 



提升基层图书馆服务推广能力 

近年来，推广工程借助 “春雨工

程·网络书香”数字图书馆阅读推

广活动等，将资源和服务积极向贫

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等群体开展推广。 

2.3 

新疆石河子市 

西藏拉萨市 

新疆哈巴河县 

宁夏同心县 

湖南湘西州 

四川广元市 

贵州黔西南州 

云南大理州 

↑ 2015年至今“春雨工程·网络书香”活动开展地 

加大基层和贫困地区精准帮扶力度，实现公共数字文化零门槛服务 2.2 



加大基层和贫困地区精准帮扶力度，实现公共数字文化零门槛服务 

培养一批基层志愿者，配

合工程传递公共数字文化

理念，推广优质数字资源。 

策划进校园、进村入户等

阅读推广活动，普及阅读

理念，使公共数字文化深

入人心。 

发放读者卡、数字图书馆

移动阅读平台账号等方式，

为贫困地区群众提供多种

资源及阅读方式选择。 

2.2 

采用线上培训与现场培训、

展览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服

务推广，提高群众图书馆

及数字资源使用技能。 



加强全国协作，完善共享服务模式 2.3 

推广工程将利用云计算和移动互联服务等技术手段，打造

基于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和移动通信网的跨网络、跨终端

的服务新业态；加强全国协作，建立国家数字图书馆“互

联网+”的移动服务平台，提升移动服务效能。建设全国

公共图书馆公开课云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全国图书馆视

频资源共享与开放式互动服务。 



加强全国协作，完善共享服务模式 

移动阅读服务共建共享 

推广工程于2013年建成“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

台”。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采取总分馆建设

模式，旨在将移动阅读服务业务与国家图书馆、

各地公共图书馆业务体系协调统一，在全国各级

图书馆间构建共建共享的业务机制。 

已在全国349家图书馆建立了分站。 

2.3 



加强全国协作，完善共享服务模式 2.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395家公共图书馆

为读者提供移动服务，392家公共图书馆

开通微信服务，277家公共图书馆提供

APP服务。读者需要逐一下载、关注和使

用，浪费精力和设备存储空间。各馆之间

缺乏沟通协调和统筹整合，造成各平台程

序格式不统一、资源重复性高等问题。 

推广工程将依托丰富的资源库，充分挖掘移动互

联网特有渠道，建设移动阅读客户端、移动阅读

SDK包，在此基础上，加大面向基层图书馆服务

推广，提供手机号、社交账号等快速注册登录方

式，降低平台使用门槛，使基层用户快速便捷地

登录平台进行阅读。 



加强全国协作，完善共享服务模式 

合力推进图书馆公开课直播 

2.3 

为了让读者更加快速便捷地获取公开课资源，丰

富公众的文化生活，也为了扩大各地图书馆讲座

品牌的影响力，自2016年世界读书日，推广工程

借助专网和互联网，联合地方图书馆启动图书馆

公开课网络直播。直播以公共图书馆用户为主要

传播对象，是传统讲座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手段

的一次有益尝试。 



加强全国协作，完善共享服务模式 

2017年推广工程中央转移支付经费 20万元/省 

2.3 

图书馆公开课直播开展以来，依托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微信公众号，加大

宣传力度，也得到了地方公共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各馆通过网站、微信公

众号等多种渠道对图书馆公开课网络直播进行宣传，既展示了本馆优秀的

讲座资源，也补充丰富了各馆的社会教育服务。 



加强全国协作，完善共享服务模式 

加强规划和统筹公开课的主题和体系，重视图书馆

公开课网络直播内容建设与管理 
策划特别活动 

文学 

音乐 

经济 

传统文化 

科技 …… 

“网络书香·世界读书日”图书馆公

开课网络直播等。 

2.3 



加强全国协作，完善共享服务模式 

完善图书馆公开课网络直播功能建设，探索

全国公共图书馆公开课云服务平台建设，全

面打造图书馆业界公开课品牌；加强移动端

建设，优化公众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

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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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网络书香”品牌影响，积极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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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网络书香”品牌影响，积极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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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网络书香”品牌影响，积极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配合“网络书香”系列活动，推广工程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常规宣传活动。借助多种媒体开展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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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网络书香”品牌影响，积极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推广工程 
官方微信公众号 

2.4 



扩大“网络书香”品牌影响，积极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2.4 



探索海外服务模式，助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十三五”期间，推广工程不仅面向国内公众开展服务推广活动，还充分发挥在资源等领域的优

势，积极尝试探索海外服务模式。通过合作建设与独立建设两种不同方式，实现工程优质数字资

源的国外访问获取；以此打破文化国界，拓展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范围，促进文化的国际交流和

推广，助力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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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海外服务模式，助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展，打造中华文化海外展示平台 

推广工程结合自身特点，与海外文化中心开展合作，

借助对方文化传播的阵地优势，结合其提供信息服务

职能在信息时代的新需求，共同建设了海外文化中心

数字图书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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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海外服务模式，助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内涵里，

“民心相通”就包含了开展人文交流等方面

的内容。推广工程把握这一国家重大对外战

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的阿盟各国开

展合作，建设“中国阿拉伯国家数字图书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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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分级分层培训，打造素质过硬的数字图书馆人才队伍 

“十三五”期间，推广工程的人才培训工作将以

培养一支总量均衡、相对稳定、技术过硬、业务

精湛的复合型数字图书专业人才队伍为目标，发

挥省级图书馆的专业引领作用，加强市级图书馆

以及基层图书馆的人才培训力度，力争提升队伍

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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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人才培训机制 

开展分级分层培训，打造素质过硬的数字图书馆人才队伍 

推广工程将建立有效的人才培训工作机制，制

定与各地推广工程发展目标相适应的人才培训

发展规划，支持各级图书馆培训实践。培训机

制除包含从国家层面到省、市、基层的整体培

训机制外，还应借助工程考核，建立和实施培

训评估考核机制、培训奖励机制、资格准入制

度等，充分调动各地方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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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分级分层培训，打造素质过硬的数字图书馆人才队伍 

通过信息库全面开展人才评估，将

推广工程业务工作与人才培训进行

深度结合，形成推广工程联建等业

务工作的资格准入制度。 

人才培训机制 

收集各地培训素材，形

成全国人才培训基本资

料库； 

重点开展师资库、试

题库等信息库的建设，

形成推广工程培训评

估和师资选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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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层级递进式课程体系 

开展分级分层培训，打造素质过硬的数字图书馆人才队伍 

基层文化队伍在线培训 

面向基层文化队伍开展在线培训，借鉴MOOC的公开课制作形式，以点播或

者录播的方式，提供公共数字文化基础课程，开拓视野，提高基层文化队伍

的整体素质。 

推广工程基础业务培训 

面向省市级图书馆推广工程工作人员，开展推广工程基础业务培训，培训内容

紧跟工程进展，通过培训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促进推广工程各项业务在全国

公共图书馆的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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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分级分层培训，打造素质过硬的数字图书馆人才队伍 

图书馆员精品研修培训 

面向省市级图书馆以及部分基层图书馆馆员开展，旨在针对各地图书馆实际

需求，通过个性化和系统深入的实操培训，切实提升公共图书馆数字图书馆

从业人员的工作技能和业务水平。 

高层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提升培训 

面向有一定数字图书馆建设和管理经验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者推广工程相关业

务的资深从业人员开展高层管理培训，开设领导力提升课程，提高数字图书

馆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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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培训信息库管理保障 

开展分级分层培训，打造素质过硬的数字图书馆人才队伍 

推广工程将建设人才培训基础资料库、师资库、试题

库等信息库，通过信息库对培训效果进行数据分析和

持续追踪，为学员提供一个不间断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通过人才培训信息化管理水平的提升，形成人才培训

信息库，增强培训体系化管理和针对性实施，提高人

才培训的效率。 

培训 
信息库 

基础 
资料库 

 
师资库 

 
试题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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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关注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数字资源 推广工程建设协调组 

联系电话：010-88545392, 88544189 

电子邮箱：tggc@nlc.cn 

QQ群号：22483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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