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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 文化和旅游部机关司局领导干部定了！（附最新名单）

时间：2018 年 9 月 27 日

关键词：文化和旅游部机关司局领导干部名单、文化和旅游部机关行政编制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在内设机构方面，文化和旅游部内设 13 个处室，以及机关党委和离退休干部局。

文化和旅游部机关行政编制 514 名。设部长 1 名，副部长 4 名；司局级领导职数 54 名

（含机关党委、机关纪委、离退休干部局司局级领导职数）。（详细名单请点击标题查看）

图书馆游学活动缘何渐成气候

时间：2018 年 9 月

关键词：图书馆游学活动、特色主题游学活动

近年来，肩负着社会教育职能和使命的公共图书馆，不断创新阅读推广形式，在“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观念的指引下推出特色主题游学活动，实现了阅读活动和社会实践的有机

统一。

游学活动缘何渐成气候？如何让游学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经历？怎样才能办好游学活

动？这些都是图书馆在开展此类活动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今年两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组建文化和旅游部，

这让人们不禁感慨“诗和远方”终于走在一起了！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图书馆界也不乏

新动作。

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旅·融合·创新——首届海淀区研学旅游季”系列活动近期已启

动。国家图书馆项目负责人表示，本次系列活动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明，致力于文化资源和

旅游资源的创新性体验，系统地向青少年儿童开展深入的科教旅游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2016 年 12 月，教育部、国家旅游局等 11 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研学旅行

的意见》，“研学”一词的热度自此居高不下，“研学旅行”也日益成为教育文化的一部分。

图书馆特别是少儿馆策划组织的游学活动符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习理念，且多安

http://www.sohu.com/a/256471348_669468
http://www.libnet.sh.cn/sla/list2.aspx?dbID=20310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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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寒暑假及其他重大节日举办，故而受到众多学生和家长们的积极响应。

今年 4 月，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倡导，长沙市图书馆首发、全国各地图书

馆共同参与的全民游学活动“阅天下·邂逅图书馆之美”启动，旨在鼓励广大市民将阅读、

旅行、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活动以领取“游学护照”前往各地图书馆“打卡”的新颖形式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积极参

与，读者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分享自己的游学感悟。在该活动的宣传视频中，多地多位馆长

联合推荐游学活动，向广大读者发出邀请，提高了活动知名度和参与度。

国家图书馆联合十四家单位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8000 多部

时间：2018 年 9 月 29 日

关键词：古籍保护、古籍数字资源、古籍共建共享

9 月 28 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东省

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

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图书馆、洛阳市图书馆、苏州图书馆、镇江市图书馆、

泰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等 14 家单位联合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本次发布的

古籍数字资源多达八千余部，免费服务大众阅览和学术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国家图书馆发布的普通古籍为全彩图像，山东省图书馆发布的永乐

南藏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包含正藏、续藏的明代刻本，已经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该资源的发布，填补了相关空白，具有较大的价值。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发布的《广州大典》

是关于广州历史文化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

在发布古籍数字资源的同时，全国古籍普查也取得重要进展，“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

数据库”累计发布 169 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 672467 条 6541261 册。随着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

不断推进，古籍普查登记数据将在该数据库中陆续发布更新。同时，“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

据库”正式上线，公布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全国 457 家单位收藏的 12274 部古

籍信息。

http://www.sal.edu.cn/view/new.aspx?id=13829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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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公共图书馆借还书全自助化

时间：2018 年 9 月 27 日

关键词：澳门公共图书馆、自助借还、RFID 技术

澳门文化局辖下公共图书馆于二○一五年四月开始，引入无线射频辨识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简称 RFID），并以凼仔图书馆作为首间试行点。目前文化局辖下公

共图书馆已全面采用 RFID 技术及设备，现时大部分图书馆都设有自助借还书机及自助还书

箱，透过 RFID 技术，读者可快速进行借书、还书及续借，全面实施自助化。

RFID 是一种无线通讯技术，可以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根

据二○一八年八月的统计显示，透过自助借还书进行借书次数及还书次数均占整体的近八

成，由此可见，由于科技普及，以及使用操作简明快捷，读者普遍很接受并乐意使用自助化

服务。

目前，图书馆所有图书资料已贴上 RFID 标签，读者只需将数本图书同时放置于自助借

还书机上的感应区，当系统识别到标签即可迅速完成借还或续借图书手续，不需经柜台处理，

整个过程大概仅需五秒。即使于延长开放的无馆员时段，读者仍可便利使用图书馆自助服务，

而于闭馆时段读者亦可使用设置于各馆外的自助借书箱进行自助还书，令还书不受开馆时间

限制。

期待公共文化有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时间：2018 年 9 月 27 日

关键词：政企合作、社区书房、公共文化

整洁的书桌、宽敞的阅读空间、供亲子活动的绘本室……这是山东省烟台市某处在建小

区的“社区书房”里的景象。据开发商相关负责人介绍，“社区书房”虽然投资数百万元，

但有效树立了小区的良好形象，以至于很多居民还没搬过来便经常到书房来看书。同时，“社

区书房”的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该小区楼盘迅速售罄。

这件事说明，只要经过合理的规划论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自身、

对公众都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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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民众的

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精神文化需求相应地迅速增长且日趋多元化。为回应上述需求，

近年来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速，通过财政保障、政策保障、人才保障等措施，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此期间，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单

靠政府部门的力量难以实现均等化，因此急需社会力量的参与。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已持续了多年，当中有一些好的经验，也有

一些不成熟的地方，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和社会力量二者找不到利益共同点。

以文首的“社区书房”为例。其能成功运营的关键在于，政府和开发商能找到“共同语

言”。开发商出钱，目的是增强小区楼盘的吸引力、提高企业的品牌美誉度；政府给予相应

的政策支持，并将其纳入当地的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扩大了文化服务的供给量。此前个别地

区也进行过探索，将辖区的公共文化设施交由社会机构运营，但最终失败了，原因是社会机

构找不到盈利点。要求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企业等，用情怀去增加公共文化服务的总量，难

免有些强人所难，也太不现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这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也是一个十分积极的信号。但到底怎样鼓励和支持，还需要落实好后续的各项保障政策。

笔者认为，未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将会成为常态。相关部门除了为社会企业等

落实好相关的保障政策，更要善于开拓创新，探索一些政府和社会力量合作的新模式，以共

赢的手段实现服务效能的提升。

刘明清：未来的实体书店将是一个复合式文化场所

时间：2018 年 9 月 29 日

关键词：复合式文化场所、实体书店

自 2016 年 6 月 17 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等 11 部门联合出台《关

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之后，全国的实体书店发展进

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北京市自 2016 年起，对区域内实体书店发展给予财政支持。2018 年 7

http://www.ccitimes.com/yejie/mingren/2018-09-29/12967.html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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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北京市《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正式发布，

以此为标志，北京市的实体书店发展的春天来临。

作为作为北京市实体书店专家成员，我谈谈自己对未来北京实体书店发展的几点思考。

我个人总结是：理想的实体书店应当是——以图书（出版物）为关联纽带的文化体验消

费空间。

目前业界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了以下多种书店经营模式——

1. 图书+文创+咖啡+餐饮；2.图书+线上业务；3.图书+连锁商业；4.图书+社交（书友会）；

5.图书+活动；6.图书+工作空间；7.图书+图书馆；8.图书+教育；9.图书+公共文化服务（政

府买单）。

个人以为，今后北京的实体书店发展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1.找准自己定位（大型书店、特色书店、社区书店）。

2.在定位清晰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发展方向。大型书城也需要特点，也不能走老路。

特色书店则必须有特色。社区书店也需要有各种适合本服务区域的特色。

3.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图书+”上下深功夫、细功夫、长久功夫。

4.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区域优势与北京优势。

5.承担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这是北京的实体书店不同于或者高于全国其他省区实体书店

的优势所在。

6.人才升级转型。

图书馆“明天”的样子

时间：2018 年 9 月 30 日

关键词：图书馆转型、图书馆创新

近日，来自全国图书馆界和相关业界的专家学者、国内主要图书馆学院系和各级各类图

书馆青年代表共 300 余人齐聚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就“转型与创新：新时

代图书馆员的使命与责任”议题展开讨论。

论坛上，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吴建中向与会代表推荐了将于 2018 年开馆的芬兰赫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AyMjU0MA==&mid=2649619680&idx=1&sn=8c9ffce974f0de3ec377728eb9af1235&chksm=88af2583bfd8ac9575240c65d6d5ec61244a04367836c552a3a63e04932f33ddfb96507ccbf7&mpshare=1&scene=23&srcid=0930zaQeYX51QVwjaSnzkVUj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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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辛基中央图书馆。这是一座赫尔辛基居民自己参与规划的图书馆，除了传统的图书馆空间

之外，内部还有电影院、音乐厅、餐厅、开放式工作区和“市民阳台”。在吴建中看来，图

书馆的“明天”将是一个全新的知识空间，必将打破以往人们认为“在图书馆只能看书”的

固有印象。

国图出版社图书馆学新书目录(2018.9)

时间：2018 年 9 月 30 日

关键词：图书馆学新书、国图出版社最新专业书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4089&idx=1&sn=31119222a7ae62e94b20750a91e29d46&chksm=fa34d9dfcd4350c90b960836f138a87d780dbb3230846437fe845c8d2b3be224ce755c44e00b&mpshare=1&scene=23&srcid=0928URDak5tM4CDH7Gy3ydOZ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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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变迁：新时代需要新的价值引领

时间：2018 年 9 月 28 日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价值研究、图书馆价值定位、图书馆发展史

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冲击和反思，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价值研究开始从单一的价值研究向核

心价值导向下的价值研究转变。有学者将图书馆价值定位在五个方面：制度保障、信息中心、

经济促进、空间拓展、文化象征。除了经济促进之外，其他四个方面都不难理解。

在制度保障方面，公共图书馆保障公民在“知识自由”方面的权益，维护信息平等。在信

息中心方面，公共图书馆收藏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和信息资源。在空间拓展方面，公共图书馆

为信息资源相关的活动提供场所。在文化象征方面，图书馆保存的从古至今的文献资源，是

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象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已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关于公共图书馆价

值的研究也将继续。图书馆未来的发展与图书馆人息息相关，对图书馆价值的思考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必然课题。

http://www.sal.edu.cn/view/new.aspx?id=13823
http://www.renr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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