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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工作
的核心要解决：
为什么读书
读什么书
怎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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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图书馆规程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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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是由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联合印发的第一个专门针对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

用工作的文件。

基本建成与深化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相适应的现

代化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管理和服务体系。使图书馆

与教育教学全面深度融合，成为学校信息资源高地和

师生智慧中心、成长中心、活动中心。基本形成中小

学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馆藏资源共

享格局，带动全民阅读，助推学习型社会和书香社会

建设。

《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
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

图书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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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图书馆是中小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
是学校教育教学和教育科学研究的重
要场所，是学校文化建设和课程资源
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和推动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
是基础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
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机组
成部分。

《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

图书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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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任务：

•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建立健全学校文献信息和服务体系，
协助教师开展教学教研活动，指导学生掌握检
索与利用文献信息的知识与技能；组织学生阅
读活动，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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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馆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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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甄别出版物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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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购书的一般方法：
A 大出版社 著名、知名、在出版界广受赞誉的出版社
B 大书店 当地规模大、品种全、图书质量高、有信誉的 新
华书店、图书大厦或购书中心
C 参考大书目 国家级获奖书 目（国家书奖、文津图书奖、茅
盾文学奖、《中华读书报》年 度十佳图书”）、参考大型读书
网站年度推荐书目、中学生阅 读行动指南等
D 重点审查相关大类图书 选书后重点逐本审查B（哲学宗
教）、 C（社会科学总论）、D（政治法律）、I（文学）四大
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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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提升图书馆藏品质的做法

采取“在推荐目录基础上的自选”的模式

全市统一集中招标采购。



18• 推荐图书目录:

• 市装备中心遴选主管部门、专业机构推荐书目
（主要包括教材指定阅读书目、教育部教材发展
中心、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与中国出版协会、
新教育阅读组织等和语文专家推荐）。

• 编制南京市中小学基础性装备图书推荐目录，分
小学学生、小学教师、中学学生、中学教师阅读
书目四个模块。

• 此目录按推荐部门、图书类别进行排列。每年补
充更新。学校在此目录中自主选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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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图
书
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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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管理

03



22建设图书馆管理团队

目前普遍存在图书馆管理人员人手不足的现状
可采用图书馆馆长负责，班主任老师协助和小志愿者共同
服务等多维度的管理方式。
注重对小图书管理员（志愿者）的培养，设置“图书馆小
馆长”，定时“上岗”。明确分工，各司其职。
管理范围还可遍布到班级图书馆角、公共阅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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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管理手段的应用

通过以电子标签技术为

基础的RFID图书馆智能

管理系统，构架起计算

机信息和馆藏文献、读

者服务之间的更为方便、

高效、便捷的管理与服

务体系。

传统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

无人值守、自助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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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及标识

电子标签

层架标 读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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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加工及转换

馆员工作站
双面馆员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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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阅机等

自助借还机 自助借还机儿童款
（掌静脉可选）

人脸识别自助借还机
升降式移动还书箱综合导航检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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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办证机 人脸识别办证机 挂壁借还机 借还办证机

自助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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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盘点设备

移动盘点车 便携式盘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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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系统

包含电磁锁、红外感应器、门禁刷卡

控制器一体机及联动模块。

支持多种类型证件刷卡 RFID安全门 读卡门禁模块

 读者刷卡进馆（记录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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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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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智能控制系统

通过智能APP对智慧图书

馆内的电源，灯光，温湿度，

CO2浓度，音响，紫外消毒等

实现后台智能调控，保证馆内

保持最适宜、最舒适的借阅环

境，无需人员现场看管，大大

节省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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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墙

馆情信息展示系统

建设实时大数据平台，是为了能够有效的将图书馆的服务工作以及服务成果以数据

的方式，直观的展示到读者面前。同时，利用数据，可以辅助图书馆领导人员，教

师、图书馆管理人员，分析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学生阅读行为，制作更加有效的服

务决策。

20 阅读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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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图书借阅柜

微型图书柜 微型图书柜 智慧图书柜 智能书架



34馆情信息展示系统

借阅图书分析

借阅行为分析

读者分析



35RFID智能图书馆建设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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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南京市安排市级专项资金1000
多万元为近40所学校建设了无人借守
的智慧图书馆，部分学校实现了人脸
识别借阅图书。加上部分区及学校先
前自主建设的自助借阅系统，全市达
到80所学校。2020年将继续推进此项
目。

智慧图书馆包含了借阅机、盘点车、
门禁、漂流柜、监控、图情发布等设
备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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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测评

26 阅读新生态

科学测评系统：测评流程

68$

阅读测
评

阅读内容分级

适应不同学段学生的心智发展与兴趣分布。

一级（1年级） 二级（2年级）

三级（3-4年级） 四级（5-6年级）

五级（7-8年级） 六级（9年级）

阅读行为报告

阅读能力可视化，阅读轨迹立体化，多

角度、多维度分析阅读行为，精准的喜

好推荐与补差推荐。

阅读能力维度

与 国 际 阅 读 素 养 测 评 理 念 接 轨 ， 以
PISA、PIRLS、NEAP等权威教育评价
项目为理论支撑，制定科学实效的能
力维度与评价框架。

阅读过程管理

教师：简易操作、机动组卷、实时追踪

学生：实时接收任务、管理自主任务

家长：关联学生、监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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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阅读氛围营造

04



40营造书香阅读氛围

学校即图书馆

处处有图书，处处可读书

图书馆、班级图书角、公共阅读书吧、校园文化展示处都
是学校阅读空间。



41营造书香阅读氛围

淡化藏书室的功能（按班级、阅览室、公共空间、藏书室
顺序布置图书）
提倡借阅一体模式、开放自助
明确功能定位（阅览、休闲、研讨等）
划定功能区域（年龄段或专题区）
完善电子阅读（电子阅读，移动大屏）
彰显环境育人



42营造书香阅读氛围

设备选型人性化（高低、造型、色彩、多类、人体工学）

设备布局交融（设备交错、纸阅与数字阅）

设备质量品质（简洁、环保，木质、钢木等）

环境布置艺术化（花草、字画、工艺品等）



43图书馆建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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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建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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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建设案例



46公共空间建设案例



47公共空间建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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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级开放书吧

10 阅读新生态

公共空间建设案例

数字图书借阅机 智能微图书馆 书吧



49班级图书角建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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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阅读新生态

阅览室配备墨水屏阅读器，开展集体和个体阅读活动。保护学生眼睛不受传统LCD屏伤害。

同时，杜绝学生利用终端连接与阅读无关的网站，杜绝学生使用电子终端玩电子游戏。

墨水屏阅读器案例展示

共读
课堂

电子
阅览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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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水屏阅读器

6 阅读新生态

墨水屏阅读器阅读优势

阅读测评
0

2

云端书城
0

1

读写合一
0

4

纸感体验
0

3

阅读统计
0

5

学校 课堂 家庭 个人

数字阅览，潮流引领 电子书包，共读课堂 云梯书包，阅读成长 一机多用，角色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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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校园文化展示区

16 阅读新生态

校园阅读文化展示区，由瀑布流阅读屏、查询导航机、朗读亭、大数据墙等组成。

瀑布流阅读屏 图书查询或信
息发布屏

朗读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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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打造智慧的数字阅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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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建设了统一的数字阅读平台
40%的学校配置有户外阅读大屏。

全市所有PC端、户外阅读大屏均可阅览
数字阅读平台资源。

平台内置30000册图书、400种期刊
（主流、实时更新）、2000集科普视频
图书、期刊均设置二维码，实现了扫码移

动阅读。

网址：http://szts.jsnje.cn



55部分区及学校，结合区情校情，建设特色的的个性化
数字阅读云平台



56图书分级、分类，点对点推送。同时
每本书还有专家的阅读导读方案



57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58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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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数据

27 阅读新生态

校园阅读系统通过采集阅读过程的基础业务数据，利用信息技术对基础数据进行深

度挖掘，实现对阅读质量及时有效的监测、诊断、反馈和分析。为学生自我了解，

家长管控评估，教师监测分析，学校管理和规划提供客观有效的数据参考。

学生通过数据了解自身阅读和学习情况；

家长通过数据对孩子的阅读和学习情况进行管控和

评估；

教师通过数据对孩子的阅读和学习情况进行诊断和

分析，并给出及时反馈；

学校通过数据对校园整体阅读情况进行管理，同时

对阅读相关教学安排进行规划；

区域（省、市、区）管理者通

过数据对区域内学校的阅读情况进

行横向比较、纵向跟踪等深度挖掘。

区域数据报告

学校数据报告

班级数据报告

个人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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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阅读活动，培养智慧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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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多彩的阅读活动：

制定学校各年级学生阅读推荐书目，引导学生阅读。

开发富有学校特色的阅读校本课程，提升学生阅读素养

举办丰富的活动（情景剧、演讲比赛、征文比赛、读书小
报制作、亲子阅读、到公共场馆等），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62多彩的阅读活动

与语文课堂教学相结合
每天语文课上的“三分钟演讲”时间，孩子们更会轮流推
介自己喜爱的书籍。包括对书籍内容的介绍，作者风格的
比较，电影作品的关联，主题相同的书籍等等，持续培养
学生的阅读能力。



63多彩的阅读活动

将阅读课安排到图书馆阅览室进行

学校开设阅读课，列入课表，纳入常规教学检查。阅读指导
课都经过精心准备，确保课程实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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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大家”读者见面会

定期根据孩子们的读书情况和需求，开展“大作家，
小读者”活动，邀请名家大家走进学校与孩子们亲切
交流，让孩子深切感受作家作品背后的灵感和故事，
激发孩子们的创作热情，让孩子们在充满诗意的年纪
书写自己的美好。

多彩的阅读活动



65多彩的阅读活动

阅读活动常态化



66

个性化精确指导

利用阅读平台大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图书流通排
行，阅读班级排行、阅读个人排行，学生阅读轨
迹。指导教师对学生的阅读行为进行引导、指导。

多彩的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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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百万富翁”的评选
每月进行班级阅读小达人的评选
每学期进行学校阅读小达人的评选。
学校开展表彰颁奖活动，校长签名，奖励图书等。
邀请获奖代表多形式分享阅读方法与经验，用身
边的实例影响更多学生爱上阅读。

多彩的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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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   智慧图书馆建设论坛
科技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