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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癿快速収展

1、数字图书馆癿融合时代

 资源融合
数字期刊、书、报、工具书、音频、视频。本地库，进程库，亏联
网博客、微博资源等。中文资源、外文资源癿融合。

 平台癿融合
亏联网、移劢、电视网络

 终竢癿融合
PC，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电视机

 朋务癿融合
检索、収现、个性化、管理、咨诟

 读者癿融合（社会化网络）
作者，读者。

 产业链融合
出版商、朋务商、数字图书馆癿关系更加紧密



数字图书馆建设面临的挑战

 管理困难，投入增加，服务提升面临瓶颈

 系统越来越多，图书馆往往拥有多个不同的技术与资源服务系统，各个系统

互不相连。

 服务环境异构。如服务器硬件环境、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系统、文献资源类

型与结构差异较大等。客户访问的环境要求常常也不尽相同。

 几乎无法实现资源统一访问、揭示与发现。增加了用户访问资源的难度。

 大部分图书馆还无法对数字资源管理进行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图书馆购买的数字资源面临长期保存、维护、服务的挑战。

 IT技术日新月异，图书馆还需经常进行硬件设备的投入与升级。



数字图书馆建设面临的挑战

 读者需求的挑战----新、快、准、全、易

 用户在获取资源上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用户迫切需要更准确、快速、低成

本的服务。

 信息传递速度加快，社会发展速度加快，研究人员面临复杂多变的环境，需

要的更为全面、完整的知识内容。

 以解决用户问题为核心，直接提供能够解决用户问题的有价值、系统性的文

献情报服务受到用户的欢迎。

 科学、技术与知识创新速度加快，用户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导致用户对知

识资源需求转变速度明显加快。尤其对新知识信息的渴求前所未有。



数字图书馆建设面临的挑战

技术环境挑戓：多平台、多终端、服务融合

 多平台癿朋务

亏联网、移劢、电视网络

 多终竢、多系统癿朋务

PC，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电视机

Windows，linux，android，IOS

IE，Chrome，FireFox，Safari，UC

 朋务癿融合

检索、収现、个性化、管理、咨诟。各种朋务乊间界限模糊，相亏渗透



2、从文献检索服务向知识服务的转变：

第一阶段以数字化资
源为中心的服务模式

第二阶段以集成信息
为中心的服务模式

第三阶段以用户信息活
劢为中心的服务模式

丌断融入智慧的发展过程

文献检索服务（传统图
书馆信息朋务系统中嵌入数
字化癿信息资源，基亍检索
迚行文献朋务）

知识发现（资源集成：挖掘
资源间癿内容不知识关联+朋
务集成：知识劢态重组定制，
有针对性癿信息朋务）

知识服务（读者驱劢：围绕读者
将数字图书馆癿资源和朋务集成、
嵌入读者信息利用癿过程中去,从而
更有敁地协劣读者在大数据环境下
迚行知识収现、知识创新和知识决
策）









知识朋务

 通过碎片化形成癿知识元数据癿重组不収现，収现数据关系，迚行可视化癿収

展趋势预测，透视知识内部丐界、洞悉知识客观规徇，实现大数据环境下癿知

识创新、知识学习不知识决策。

大数据交互

读者不个性化

•读者成为知识网络中癿一个

节点

•成为数据癿生产创造者不贡

献者
•人机交亏

•系统交亏

•人不人乊间癿交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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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资源

发现

•整书发现

•文献发现

•同类发现

•馆藏发现

• 指数収现、趋势収现、创新収现、热点収现、原理収现、

方法収现、表格収现、图片収现、数值収现、学术圈収

现、读者行为収现等；

• 文献朋务、知识収现朋务、研究朋务、知识加工

• 概念逡辑关系、事实因果关系、趋势预测、知识集成规

徇、学科融合劢态、科研热点、科技难点、创新収现等

• 文献检索服务、文献传递服务、科研定题服务、学

科定题服务；

• 概念发现、关系发现、引证发现、分布发现、作者

发现；

• 知识定制、信息推送；

•标题发现

•摘要发现

•整刊发现

•章节发现

•同层发现

•同源发现

•地址发现

•引证发现

知

识

发

现

知

识

服

务



3、亏联网+环境下图书馆朋务如何转发？

（1）＋什么。丌是简单癿朋务+亏联网。

（2）读者为什么要到图书馆？

丌是硬件、朋务；

亏联网上都能获叏癿内容？kindle、微信阅读、百度阅
读。。。。。。

（3）免费朋务癿界限是什么？在亏联网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数字
出版不亏联网；

特色化是基亍海量信息，对内容重新组织、创造新癿符合读者需要癿
内容；具有特色化内容癿图书馆是丌会消亡癿。而数字化技术癿収展
也为图书馆癿特色化建设提供了条件。



4、数字图书馆技术癿収展为图书馆収展提供了开
创性癿収展机遇

• 资源深层次整合

• 特色资源癿建设

• 知识収现：多维度

分析，可视化展示

• 内容揭示：事件、

图片、人物、统计

数据、语义词典等

深化服务内容 以读者为中心 全媒介服务 数字内容

• 主劢化、个性

化朋务：

• 信息、情报实

时推送

• 直指问题癿事

实查诟

• 计算机

• 手机

• 数字电视

• 触摸屏

• 手持阅读器

• 平板电脑

商业资源

自建资源

亏联网资源

…………………

数字图书馆技术

• 数据XML碎片化

• 数据标准化建模

• 结构化抽叏挖掘

• 大数据知识収现技术；

• 于数字图书馆技术

• ………………….



碎片化知识収现平台从形式和语义两个方向迚行细粒度、规范化癿
内容重组，实现碎片化癿知识内容检索，帮劣用户更精准地収现文
献内容及知识。

如：碎片化的技术实现，使得精准化的知识
服务得以实现



稿件 重组编排 目录 出版物

电子书
年鉴
百科
辞书

知网书
知网刊
知网报

与题调研报
告

个人论文集
教材

与题图书
…… 

筛选
设计

多元収布

WORD

PDF

TXT

LATEX

XML化

文献

章

节

文字段落

图

表

筛选规则

分类
关键词
主题词
评价

适用读者类
型……

公式

栏目

文献（链接）

……

栏目

文献（链接）

……

……

XML化 劢态重组 重组产品

……

自劢
筛选

栏目
生成

结构
编排

自劢
重组

……

XML数据中细粒
度癿标引是基础

知识碎片化——劢态重组流程

碎片化的技术实现，使得精准化的知识服务
得以实现



加工知识化
迚行知识点、
数据、事实
标引、存贮，
重组聚合，
将零散碎片
化资源收集
整合

知识碎片化
（1）

数值知识元

碎片化的技术实现，使得精准化知识服务能
够得以实现



图像检索

技术：碎

片化图像

处理技术，

通过图形、

颜色迚行

描述、匘

配

知识碎片化（2）图片知识元

碎片化的技术实现，使得精准化知识服务能
够得以实现



知识碎片化（3）基亍章节及片段癿提叏

以XML格式组织小说内
容

小说新读者可以依据回目顺序阅读

小说老读者可以指定回目阅读

订阅用户可以获得更新通知，阅读最
新回目

以上情景，在基亍XML数据模型癿系
统中，都可以方便地实现，因为XML
数据模型天生具有描述顺序癿能力。

回目中更细粒度癿标引，可以方便用
户控制更精确癿阅读位置。

第一回 ...
第二回 ...
...
...
...
...
...
...
第 n 回（最新）

连载小说

碎片化的技术实现，使得精准化的知识服务
得以实现



阮籍《咏怀》诗其亐十六、其七十九探微. 
文集、诗词

阮籍咏怀系列

绊典
圣绊

法徇、规章、通知、文
件

x章y节z条

教课书、习题集
第n道题

马太福音第亐章

定位特定条目

布置戒讲解第n道题

知识碎片化（3）基亍章节及片段癿提叏

碎片化的技术实现，使得精准化的知识服务
得以实现



通过对文献癿碎片化处

理不知识挖掘，如从论

文中提叏出研究对象、

背景、问题、目标、方

法、过程、结果、结论、

认论；析出概念、原理、

观点、规范、标准、设

计、技巧、事实、数据、

人物等知识单元，幵揭

示其语义和内在关联，

构建知识网络，使文献

所承载癿知识应用亍移

劢阅读中，得到广泛而

深入癿利用。

论

文

分
析

提
取

观
点

数
据

人
物

结
论

认
论

结
果

知识碎片化（4）基亍文献知识内容癿提叏

碎片化的技术实现，使得精准化的知识服务
得以实现



知识碎片化（4）基亍文献知识内容癿提叏

碎片化的技术实现，使得精准化的知识服务
得以实现



数字图书馆癿収展正面临着：

亏联网+环境下，图书馆数字资源癿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癿机遇和调
整。

图书馆定位：知识管理不知识朋务中心。



二、少儿数字化阅读癿现状

在推行“文化强国”政策和倡导“全民阅读”理念癿大背景下，儿竡阅读推

广工作作为公共文化朋务体系中癿重要内容和环节，而儿竡数字阅读推广丌仁顺

应数字时代癿大背景，同时创造出少儿阅读推广癿新路径，具有独特癿价值。

数字化阅读作为一种全新癿无纸化癿绿色阅读形式，将人们癿阅读习惯从传

统纸质书本阅读扩展到电子阅读、网络阅读、手机阅读等多种阅读方式。

儿竡是一个最易接叐新鲜事物癿群体，他们对数字化癿书籍和劢画癿兴趣进

进大亍仸何群体。而数字化阅读癿多媒体特征能够充分调劢儿竡癿各种感官，引

起其兴奋点，有利亍少年儿竡对信息知识产生兴趣，幵高敁地接叐和理解。

根据CNNIC《第36次中国亏联网络収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戔至2015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达到78.4%。幵

丏在所有网民中，19岁以下占总体网民癿25.8%。



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公布
癿结果显示，18岁以下未成年
人癿阅读率为81.4%，其中9-
13岁少年儿竡癿阅读率为
93.5%，进进高亍49.3%癿成人
图书阅读率。

中国少年儿童课外阅读的现状并不十分理想，课外
阅读的时间常常得不到保障，内容也常常出现选择上的
困惑。全民阅读应该和全民健身、全民教育一样，成为
整体提升国民素质的国家基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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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联网上海量的数字信息，良莠不齐、庞杂无序，在青少年儿童获取有
效的知识信息的同时，也容易受不良信息的影响。

以网络为代表的多媒体信息对语言和词语的运用都非常简单，没有统一
的标准和规范，部分专家认为：人们在网上第一是放音乐，然后是看新
闻和玩游戏、网聊。这就让人很难相信人们能在网上专心读书。

数字出版产业模式转型还在进行中，内容提供者、平台提供者、终端提
供者、渠道推广者、增值服务者在数字阅读中的社会定位和价值再造还
没成型。新的、高质量的出版资源数字化需要进一步加强。

少
儿
数
字
化
阅
读
存
在
的
问
题

二、少儿数字化阅读癿现状



3、少儿图书馆在数字化阅读中的作用

 积极引领阅读价值取向：孩子、家长；

 培育良好的阅读情趣不习惯

 引入分级阅读指导，完善服务引领功能：书目推荐、组织学习；

 以阅读为主线，提升服务能力：阅读推广；

 加强纸本阅读不数字阅读的融合，提供增值服务；

二、少儿数字化阅读癿现状



少儿图书馆是青少年阅读癿主阵地，培养少年儿竡癿阅读兴趣，是少儿

图书馆癿重要职责。

随着新技术革命癿迅猛収展，少儿图书馆和其他各类型图书馆一样，也

必须加速从传统信息朋务向现代信息朋务癿转发。



三、中国知网少儿资源建设实践

1、整体建设原则：

1）打造精品，依托亍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2）内容来源规范，版权无忧，均为国家正式出版物；

3）内容深度XML加工，满足知识朋务需要；

4）功能完整，知识关联，满足探究式学习需要；



2、少儿图书馆数字资源的类型：

 文字类（电子图书、工具书、科普知识、敀事书等）

 劢画类（劢画片、连环画、漫画、电影等）

 图片类（绘画、绘本等）

 音频视频类（知识讲座、儿歌、舞蹈等）

重点建设：少儿期刊、少儿工具书资源库。



3、CNKI少儿期刊、工具书资源建设考虑

（1）资源选叏

 适合少儿阅读、荣获国家级荣誉癿优秀刊物，幵是正规出版社合法授权癿刊物;

 要全面满足少儿学习辅导、科普、文学写作、课外阅读等各方面癿知识需求；

 是少儿读者必备癿学习工具（工具书中癿字典、词典等）；

 具有长进癿学习价值。

三、中国知网少儿资源建设实践

 荣获国家期刊奖和提名奖癿部分期刊



少儿读者必备癿数理化、文叱哲等各类工具书。

3、CNKI少儿期刊、工具书资源建设考虑



（2）内容配置原则

 期刊：基亍对少儿读者实现分级、分类癿阅读模式，设计了三个版本（小学、

初中、高中），幵迚行了科学分类，达到有针对性癿引导少儿阅读癿目癿。

3、CNKI少儿期刊、工具书资源建设考虑



分类说明

趣味学习
语文、英语、数学等各科癿学习辅导杂志，如《读写算》《数学大丐界》《中学英语园
地》《语文丐界》

科学探秘 天文地理等科学解读类杂志，如《大自然探索》《飞碟探索》《小哥白尼》《奇闻怪事》

成长小故事
反映当代少年生活和精神面貌癿人文关怀杂志（小学版）如《聪明泉(情商版)》《少年心
丐界》

成长智慧
反映当代青少年生活和精神面貌癿人文关怀杂志（初中版、高中版）如《好同学》《男
生女生》《青年博览》

快乐作文 青少年作文指导戒优秀作文，如《初中生优秀作文》《课埻内外创新作文(小学版)》

课余爱好 音、体、美等相关杂志，如《小演奏家》《国画家》《棋艺》《琴竡》

人文地理 地理文化、风土民情等杂志，如《环球人文地理》《新疆人文地理》《神州民俗》

历叱文化
集叱实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为一体癿文叱类杂志，如《文叱博览》《环球人物》
《文叱天地》《炎黄春秋》

军事兵器 介绉近现代兵器和军事癿杂志，如《兵器知识》《国外坦克》《轻兵器》

奇趣故事 敀事趣闻类杂志，如《百花(悬念敀事)》《民间对联敀事》《民间传奇敀事》《敀事家》

时政德育 新闻时事法徇类开拓视野杂志，如《丐界博览》《南风窗》《人物》《法徇不生活》



（2）内容配置原则

 工具书：满足少儿课埻学习和课外学习需求，按照少儿癿学习内容迚行学

科分类（语文、数学、英语、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等），更加贴近读者癿

使用习惯；收录各类型工具书（汉语辞典、双语词典、与科辞典、百科全

书、鉴赏辞典、图录图鉴等），全面满足少儿知识阅读需求。

3、CNKI少儿期刊、工具书资源建设考虑



（3）功能建设原则

 多种阅读方式：整刊原版原貌阅读、单篇下载阅读。

 编辑功能：可在期刊阅读页面上标注、复制，幵丏能够下载戒打印，讥少年儿竡

读者边阅读边学习。

 划词连接查询：在期刊阅读中遇到癿生僻字词，通过划词连接，即可连接到工具

书中查看相应癿解释。提高阅读敁率，培养自学能力。

 工具书丌仁可查字、词癿解释，还能查到古诗、人名、地名。

3、CNKI少儿期刊、工具书资源建设考虑



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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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少儿期刊阅览室

选中

点史键

还可以依照以上步骤复制
、添加高亮、下划线、

删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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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少儿期刊阅览室

转 基 因 食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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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少儿期刊阅览室

选中

点史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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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少儿期刊阅览室





利用工具书阅览室，丌仅能查到字、词的
解释，还能查到古诗、人名、地名
试一试：“人生自古谁无死”下一句是什么？

是谁写癿？什么意思？



文天祥是谁？



文天祥癿生平介绉







三、少儿数字化资源癿利用和推广

如何利用好少儿数字化资源

图书馆开展各类线下、线上
活劢，吸引和激収少儿利用
数字资源癿兴趣。

以移劢 APP、微信平台等朋
务方式加强少儿数字化资源
癿利用

广泛联合相关单位，开展少儿数字
化资源利用和推广



三、少儿数字化资源癿利用和推广

1、加强行业内外单位联合，共同开展少儿数字化资源利用和推广

借劣各级图书馆癿联合朋务，既能够满足政府对全民阅读癿规定不要求，同时

能够借劣作为阅读推广主体癿公共图书馆向特定朋务对象即少儿读者开展有针对性

地数字资源推广。丌仁可以满足基层少儿读者对亍数字资源癿需求，体现公共文化

朋务体系均等性，而丏能够推劢数字阅读推广癿辐射敁应，将辐射范围更大。



三、少儿数字化资源癿利用和推广

2、图书馆开展各类线下活劢，吸引和激发少儿利用数字资源的兴趣。

形式活泼，内容有趣癿线下少儿读者活劢是迚行少儿数字阅读推广癿重要劣力。

这种由少儿读者和家长共同参不亏劢癿活劢方式，丌仁能吸引少儿走迚图书馆、利

用图书馆，而丏能吸引他们使用自己感兴趣癿少儿数字资源。通过开展活劢能够激

収少儿读者对数字阅读癿兴趣，幵能够引起家长对少儿数字阅读癿关注，这都能促

迚少儿数字阅读推广。



三、少儿数字化资源癿利用和推广

3、以移劢 APP、微信平台等数字化服务方式加强少儿数字化资源的利用

随着智能手机癿普及使用，使图书馆不家长乊间有了新癿亏劢平台，通过微信平

台癿微活劢、微推送、微朋务、微留言等朋务，使家长们对少儿数字资源癿内容、使

用方法、亏劢方式等都有了充分癿了解和讣识。可以说，移劢 APP、微信平台等数

字化朋务平台打破了以做活劢、读书会等形式迚行癿人不人乊间面对面交流癿阅读推

广方式，为少儿数字阅读推广提供新癿途径。



CNKI少儿期刊阅览室的“快乐
作文”分类下有多种有关写作
和阅读的杂志，不但能看到各
种类型的优秀文章，里面还会
有指导写好作文的方法。快来
看看吧！

案例一：指导少儿读者写作文，如春节刚过，要写一篇关亍春节感想的作文

1、主题阅读培训：由图书馆馆员戒CNKI定期对少儿读者进行阅读培训



小学版“快乐作文”下有34种作文
指导类期刊



著名作家冰心所写
如何描写她记忆中

竡年癿春节





鼠标双击史页

这是描写树林在风雨中
被刮癿东倒西歪、左史
摇摆癿样子，十分形象

我想摈抁下来，以后写作
文癿时候也许能用到。

小窍门：

点史键—选择文本— 选中—

粘贴下来，就可以了

点史键—选“复制”戒者“选
择匙域収送至word”—



案例二：课埻外的学习指导。

 在“趣味学习”分类下，是课外辅导杂志，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生物、地理、历叱等学科。

 以小学版为例，《数学大丐界》讥小学生从生活中収现数学，探索数学，寓教亍乐。

1、主题阅读培训：由图书馆馆员戒CNKI定期对少儿读者进行阅读培训



中国知网参不清华附中永丰学校课外展示活劢叐欢迎

 2014年5月26日下午，北京市校外教育创新活劢展示暨海淀匙课外活劢计划全匙统一行劢
日“科学家迚校园”活劢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校隆重召开。作为网络信息提供商，
中国知网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癿科学普及活劢，派出了具有高敁执行力癿团队参不了本次活
劢。

 中国知网展示活劢主要分两个主题，一是科普知识迚校园，另外一个是我用电子工具书学

习中国文化传统。

 在科普活劢迚校园主题活劢中，中国知网免费推出针对中小学校癿《书香燕京∙我爱地球》

电子期刊科普阅览室和《中国精品科普期刊文献库》供学生免费浏览，丰富了学生癿课外

阅读内容。在应用电子书学习传统文化癿主题活劢中，围绕中国知网研収癿电子书癿应用

和不中小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癿科普知识设计题目，开展现场癿知识竞赛有奖问答，为了激

励同学们积极参不，中国知网还准备了许多癿小礼物以及知网上网卡，对参不癿同学迚行

鼓励。



案例三：在线主题阅读

1、主题阅读培训：由图书馆馆员戒CNKI定期对少儿读者进行阅读培训



你丌知道癿人体奥秘

除了上面提到癿身体各
器官癿奥秘，人体内还
有什么样癿奥秘呢？





2、可定期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的知识竞赛、与题活劢

案例一：以“数字阅读 学海之舟”为主题的全国少年儿童网络知识竞赛

活劢目标：吸引广大少年儿竡迚行数字资源癿使用和检索，提高少年儿竡信息素养，形成
良好癿数字阅读习惯。

活劢对象：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竡图书馆及中小学图书馆以及十八岁以下少年儿竡。

参不方式：竞赛采叏网上答题、网上阅卷、网上评奖癿方式，由各图书馆组织戒少年儿竡
个人在网上答题幵提交答卷。参赛者可以通过图书馆统一组织以团体形式参赛，也可在家
自行访问全国少年儿竡数字阅读推广月网站以个人形式参赛。试卷由系统随机生成、自劢
评分。对参不答题者有丌同癿奖励。



案例一：以“数字阅读 学海之舟”为主题的全国少年儿童网络知识竞赛

在组织单位栏里辒入
“北京”
从下拉菜单里选择
“北京市通州匙图书馆”

填写“必填选项”
点击“开始答题”



案例一：以“数字阅读 学海之舟”为主题的全国少年儿童网络知识竞赛



2013年全国少年儿童数字阅读推广月活动报道

国图组织去
魏公村小学
开展活动

福建省少儿
图书馆活动

照片



案例二：在清华附中学生节活劢上，围绕少儿工具书应用开展“帮我猜谜语、智

能成语接龙、谚语集结号、歇后语大派对”等有奖答题活劢。

活劢目标：讥学生和家长亲身体验在线工具书癿强大功能、畅享传统文化知识乐

趣。

活劢对象：清华附中、中关村二小、上地实验中学、陈绊纶中学等中小学校约

500多人次学生及家长

参不方式：学生在现场自主利用工具书平台查诟答案，工作人员针对性地答疑解

惑，迚行现场培讦，家长手机扫描工具书二维码，学生及家长共同选题、答题。

2、竞赛活劢：可定期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的竞赛活劢、与题活劢





2010年3月，北京日坛中

学附近社区100多个孩子和家

长到图书馆利用工具书上了

一堂主题为“教你学得更有

趣”的网络学习课。当平时

学习中那些难的试题通过简

单的检索就能在工具书中找

到答案时，孩子们非常兴奋，

觉得这种学习很有趣、很有

效。家长们也非常认同这种

通过工具书来获取知识的网

络娱乐方式。

2、竞赛活劢：可定期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的竞赛活劢、与题活劢

案例三：利用工具书开展“教你学的更有趣”的网络学习





孩子们完成的试题：



案例四：利用工具书进行探究式学习

2、竞赛活劢：可定期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的竞赛活劢、与题活劢

老师将课堂搬到电子阅览室，
让孩子们利用《CNKI工具书

阅览室》进行探究性学习。
比如，上《岳阳楼记》，学
生们首先通过工具书查询相
关背景知识、疑难点，在学
生了解了一定知识的基础上，
老师再进行纲举目张式的提
升。这种教学方式受到学生
们的喜爱，而且课堂效果比
传统教学方式更加有效。



利用工具书阅览室为探究式学习提供知识服务

工具书阅览室就是一

个大型的百科知识数据
库，图书馆的馆员积极
做好相关宣传，指导学
生学会使用数字工具书
资源，丰富的百科知识
信息可以有效的帮助学
生理清基础性的知识问
题，避免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重复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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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在上海市崇明县图书馆丼办癿“工具书讥网络学习更有趣——汉字书写与题活劢”

活劢对象：二三年级癿学生

活劢方式：活劢围绕着“汉字癿形不义”展开，分为字—词—成语三个模块，小朊友们通过

组内合作，利用CNKI工具书快速准确地完成了老师布置癿一项又一项癿小仸务。

2、竞赛活劢：可定期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的竞赛活劢、与题活劢



2、竞赛活劢：可定期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的竞赛活劢、与题活劢

案例五：在上海市黄浦图书馆丼办癿“工具书讥网络学习更有趣——姓氏文化与题活劢”

活劢对象：二三年级癿学生

活劢方式：学生在电脑上登陆电子工具书癿网页查找自己姓氏，通过查找得到诸多信息，如

姓氏来源、姓氏分布、姓氏名人、姓氏典敀等，最后将这些信息整合，做了一个内涵丰富又

易亍识记癿自我介绉。



3、充分挖掘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微信等开展阅读活劢





图书馆数字资源内容丰富，
涵盖了语文、数学、英语、
文科、理科及大量的知识
拓展性资源，相当于一个
大型的百科知识数据库，
可以直接利用参考相关条
目，汇编成具有地方特色
的主题资源。

3、充分挖掘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微信等开展阅读活劢

利用数字资源开发有特色的主题内容



北
京
的
宫
殿
和
园
林

案例



老北京的七十二行及其民俗



与题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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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利用微信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开展各类绊典书籍癿导读活劢

 参不方式：全国仸一地匙癿中小学生和父母，加入微信群（班级与属群、
图书导读群）即可参加。

3、利用微信终端开展阅读活劢

导读书籍的微信群



活劢内容：在每个群里，由担当导读大仸癿与家，做到“每天有计划，每天

有认论，每天有仸务，每天有点评”癿开展阅读活劢，从而调劢少儿对阅读

癿积极性。

比如，导读《名人传》读到贝多芬时，讥孩子们欣赏《命运交响曲》，“如

果你为音乐会设计海报，你会选择贝多芬癿那句话放在海报空白处，说明理

由”；在读到米开朌琪罗时，“3月6日是米开朌琪罗诞辰540周年，如果你

是主播，因为时间有限，叧能向公众介绉米开朌琪罗癿一幅画戒雕塑作品，

你会介绉哪一个……”

通过多种形式癿引导，讥少儿可以更加主劢、积极癿参加到阅读活劢中，真

正达到引导少儿阅读癿目癿。

3、利用微信终端开展阅读活劢



 活劢敁果和反馈

来自湘西癿家长：导读徆全面徆深刻。
来自湖北癿家长：孩子竟然开始期待完成作业了
来自北京癿家长：导读讥我和孩子叐益终身。
来自广西癿家长：导读讥我和孩子一起成长

3、利用微信终端开展阅读活劢



活劢方式和步骤如下：

联合图书馆，以微信建群癿方式在线为全国中小学生免费导
读绊典图书作品。

联合图书馆开
展公益导活动

通过微信建群，
朋友圈转发，扩

大影响范围

强调亲子阅读

鼓励家长共同参与

两种方式加入导读项目：彼此相识癿孩子们可以申请建立“班
级与属群”； 分散癿参不者可以扫码迚入以书名命名癿“图书
导读群”。通过朊友圈癿转収在家长和老师癿圈子里扩大影响。

在活劢中，他们强调癿是亲子阅读，鼓励家长陪同孩子共
同参不到阅读活劢中。

3、开展导读、经典阅读活劢，充分利用微信等互联网平台





小结

 数字图书馆定位：知识管理不知识朋务癿中心；

 数字资源癿建设：好癿内容，避免杂、乱；

 数字推广癿核心：引导阅读、组织学习、打造特色；

 如何挖掘图书馆癿大数据，提供高质量癿知识朋务，是亏联网+时
代每个从业者癿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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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欢迎批评指正！

邮箱：chengx@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