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中原区秦岭路
街道锦艺西社区举办“牢
记初心使命 争当出彩先
锋”庆七一文艺汇演，辖
区党员以及社团组织观
看了此次演出。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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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点亮城市之光
——郑州图书馆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纪实

成立于1953年的郑州

图书馆，在近70年的发展

历程中始终抱定初心，不断

创新服务机制，提高服务效

能；加强细节管理，于细微

处彰显人性化服务理念；顺

应时代发展，大力开展智能

化数字图书馆建设；提高品

牌意识，促进阅读推广形式

多元化；注重“内功”修炼，

不断巩固基础业务推进馆

藏资源“活化”；积极探索公

共文化服务新模式，助力

“十五分钟阅读生态圈”建

设……以勇于创新与务实

拼搏为风帆，郑州图书馆不

断在新时代发展浪潮中焕

发出新的光彩。

■ 建设郑州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
联盟，提升服务效能

2013年，以郑州图书馆集群式图书馆管理系
统为依托，该馆加快建设以郑州图书馆为中心
馆，以县（市、区）图书馆为骨干，以乡镇、社区及
农村图书馆（室）及24小时自助图书馆、流动服务
车为节点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实现“一卡通”
模式。此外，该馆还积极探索、打造跨地区的公
共图书馆服务联盟，已先后与兰考、漯河、夏邑、
睢县、永城、柘城、召陵等地图书馆组建了服务
联盟。目前，400余个郑州地区和跨地区公共图
书馆服务联盟成员馆之间，以及郑州市城市书
房——郑品书舍，已实现文献资源通借通还和数
字资源共建共享，为广大读者提供“平等、免费、
无差别服务”，在增强市民群众文化获得感的同
时，提升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

■ 读者服务实现智能化、数字化，
处处体现人性化服务理念

为不断提升读者阅读体验，郑州图书馆研发
了图书定位导航系统，对目标图书进行精准定
位，大大提高了读者检索效率；为提高读者参与
互动感，在静态阅读之余通过更加丰富新颖的方
式感悟阅读乐趣，专门设置祈愿树、册府楹联、中
原文化状元郎、八斗高才生、说文解字、AR地球
等高科技互动设备，将现代化技术手段融入阅读
推广中；为做好节能减排，引进使用楼宇能耗智
能化管理系统，大大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有效
减少了能源损耗；除此之外，倾斜 45度角的报刊
阅览桌，无障碍阅读空间的点显器、助显仪、听读
机、可升降桌椅，倡导深夜阅读的“夜读吧”，无一
不彰显着郑州图书馆细节处的人文关怀，逐渐形
成“清晨朗诵、千人长龙、映月夜读”三道独特的
风景线。

■ 叫响“天中讲坛”公益讲座品牌，
打造郑州城市文化名片

2015年 3月，郑州图书馆联合社会力量创办
了公益性文化讲座“天中讲坛”。截至目前，已累
计举办 170余期，受益读者 100万余人次。先后
邀请徐光春、王蒙、李伯谦、王立群、二月河、纪连
海、张泽群、朱迅、鞠萍等著名文化学者和领域内
知名人士担任主讲。在展现形式上，“天中讲坛”
不拘一格，除了正常的“坐着讲、坐着听”外，还把
地方戏曲、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表演、传统中医
药文化等原汁原味地搬上讲坛，形式多种多样；
在技术手段上，该讲坛除设置活动主会场以外，
还采用先进的视频同传技术实现馆内多屏互联、
同步直播，有效缓解了“一座难求”的局面，惠及
更多市民读者。“天中讲坛”倡导阅读、文化惠民
的品牌效应取得初步成效。

疫情防控期间，该馆第一时间调整思路，从
线下走到云上，真正实现“读者在哪里、服务就在
哪里”，与全体读者同心战“疫”、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贡献坚强的书香力量和文化力量。

■ 打造阅读活动品牌，深入
推广全民阅读

为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和品牌影响力，
郑州图书馆大胆创新服务机制，开创了“图
乐”“启源故事会”“十佳读者”“小小联合国
阳光俱乐部”等系列活动，读者喜闻乐见、形
式丰富多样、举办时间连续稳定、参与人数
众多，已成为深受社会好评的服务品牌。

“图乐”品牌阅读活动自2014年开创以
来，已累计运行 6年，成功举办 500 余场次
阅读推广活动，通过讲座沙龙、主播领读、互
动体验、影视欣赏、创意手工、绘本分享、培
育小小志愿者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了郑
州图书馆的多种服务功能，譬如为鼓励海外
归国学子就业创业，郑州图书馆利用自身公

共资源优势，创办图乐“乐·读”音乐沙龙系

列品牌，邀请有一技之长的归国学子定期为

广大市民读者带来音乐演奏与分享，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与好评。

河南是姓氏宗亲祖根发源地，当今我国

常见的100个大姓中，有73个源于河南。基

于此，郑州图书馆联合社会力量开设了一档

以姓氏文化为主题的少儿传统文化公益体验

项目“启源故事会”。“启源故事会”每周一期，

在专门搭设的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活动空

间，邀请家长与孩子一起着古装、听姓氏起源

故事、看郑州悠久历史、玩传统艺术手工，让

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了解中原人自古以来

坚韧不拔的匠人精神，期期活动爆满，深受家

长和孩子的喜欢。以弘扬中原传统文化为己

任的“启源故事会”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已经成为中原文化传播的新平台。

每年举办的“4·23世界读书日”系列阅

读推广活动，因其内容丰富、形式出彩、贴近

百姓，深受广大市民读者喜爱，2018 年、

2019年世界读书日阅读推广活动连续两年

荣登央视《新闻联播》，2020年世界读书日

宣传片《阅读，点亮城市之光》被央广网、文

旅中国、河南卫视、大河报、郑州发布、郑州

电视台以及今日头条等新闻媒体报道转载；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郑州图书馆举办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秀，因形式新颖、特色

突出、唤起爱国共鸣被腾讯视频、西瓜视频

等主流网站广泛转发报道，进一步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更

多人传达了阅读推广理念，为继续深入推广

全民阅读注入了新的动力。

■ 做好馆藏资源活化，让馆藏精品
“动”起来、“活”起来

郑州图书馆有着丰富的古籍馆藏和地方文献
资源，为进一步创新思路，推进文化资源的开发利
用，郑州图书馆积极开展馆藏资源活化工作，除了
开展古籍与地方文献数字化、自建商都文化全景
数据库外，先行探索、挖掘馆藏文献内容，借助现
代高科技手段建立多种形式的读者互动体验平
台，让读者在寓学于乐的过程中，了解国学知识，
既传承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又展示了郑州图书
馆的馆藏品质。

■ 与城市书房相联通，巩固“15分钟
阅读生态圈”

2019年以来，郑州图书馆积极参与到郑州市
文化惠民工程——城市书房建设中来。目前，一
个“机制创新、内容多元、布局合理、环境优雅、服
务便捷”的郑州公共阅读生态体系初具规模。随
着郑州图书馆与城市书房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加
快统筹联通，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无差别、公平均
等地送到每位市民的手中，进一步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向基层社区延伸。

一座座如漫天繁星般散布于大街小巷的城市
书房与郑州图书馆交相辉映，正在点亮美丽绿城
的阅读之光，照亮古都郑州的文化梦想。

▼映月夜读

▲清晨朗诵

◀千人长龙

去年郑州图书馆举办“4·23世界读书日”系列阅读
推广活动启动仪式

考古专家李伯谦、王巍、顾万发做客郑州图书馆“天中讲坛”

又是一年毕业季

郑大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毕业典礼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6月 28日，郑州大学线下线

上同步举行 2020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主校区，2000
名毕业生代表参加现场典礼；在云端，14000余名毕业生齐聚线上
观礼，大家互道珍重，期待再见。

7 时整，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郑州大学
2020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正式拉开帷幕。校长刘炯天为
本硕博毕业生代表授位，祝愿 2020届全体毕业生不负时代重任，
不负学校嘱托，不负青春韶华，永葆家国情怀，担当责任使命，锤炼
过硬本领，在砥砺奋斗中铸就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典礼上还
播放了 2020年毕业纪念视频，引发师生的强烈共鸣和温暖回忆。
在师长的见证下，郑州大学 2020届全体毕业生庄严宣誓，誓言铮
铮，气势如虹，表达对母校和自己的一份坚定承诺。

典礼上，刘炯天以《隔绝的方法 开放的逻辑》为题寄语全体毕
业生：面对新生活，要脚踏实地，只要坚持脚踏实地的人生态度，就
会找到光明的事业起点；面对新生活，要拥抱社会，走向社会，要做
学习者，更要当好主人，积极拥抱社会；面对新生活，要坚定信心，

“我是郑大的”意味着你在郑大获取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与思维
方式，更意味着信心。每年毕业季，刘炯天都会送给毕业生两个
字，今年是“开放”，他说，经历了新冠疫情，必须形成开放发展的思
维与逻辑，这应该成为大家成熟与成长的标志。居家隔离，封校复
学，隔绝仅是方法，开放才是逻辑。隔绝是为了开放，开放是基于
隔绝。面对疫情，要做逆行者，更要做坚守开放与推动发展的践行
者，去勇敢面对新生活。

市消协发布提醒：

中高考期间住宿餐饮须加倍注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中、高考推迟到了 7月份。面对今年的特殊情况，市消协提醒
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及家长，在考试期间对餐饮、住宿等方面要多
加注意。

住宿方面，市消协提醒预订宾馆的考生家长应提前实地考察
预订宾馆的周边环境、内部设施、卫生防疫状况和服务质量等。在
订房时，要注意确定使用时间，并在押金条上注明，防止临考前出
现提早退房的突发情况扰乱考生，影响下午的考试。入住宾馆期
间注意佩戴口罩、勤洗手，做好防控措施。

市消协还提醒，高考期间正处于盛夏季节，气温高，微生物容
易滋生繁殖导致食物腐败变质，再加上疫情防控需求，考生饮食要
倍加注意。餐饮场所应合理控制排队及就餐人员距离，考生及家
长应使用公筷公勺或分餐就餐，防范交叉感染。

考生及家长在考试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就餐，如需外出就餐时
要严格落实各级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和要求，不购买三无食品，不购
买外包装破损的食品；外出就餐要选择持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
许可证、环境卫生、防控措施规范的餐饮服务企业消费；不提倡食
用凉拌菜、海鲜类、生鱼类、四季豆角等菜品，防止过敏；切勿食用
超过保质期和变质变味的食品。建议考生家长及考生预备中暑、
感冒及腹泻的常用药，以备不时之需。

同时，市消协还倡议接待中、高考考生和家长的餐饮住宿企业，
餐饮单位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各项规定、规范开展经营活
动，严防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人员进入餐饮场所，加强对送餐人员
健康及卫生管理，提高服务意识，及时妥善解决纠纷，为考生提供合
理的退房时间，为他们营造一个放心、舒心、安静、安全的消费环境。

庆祝建党99周年专场
晚会今晚网络直播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
日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
为庆祝建党 99周年，由该厅指
导，省京剧艺术中心、河南豫剧
院主办的“初心永恒 使命如山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专场直播晚会”将于 6 月
30日晚上8时通过戏缘APP网
络直播。届时，河南众多名家
新秀将齐登台，共同唱响红色
经典，回顾先辈们的奋斗征程，

重温党的革命历史，以一个个
文艺作品谱写初心，用实际行
动叩响使命。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目前
剧场尚未完全开放，观众还不
能到现场观看演出。为了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培养良好的观
演习惯，支持戏曲艺术的发展，
本次网络直播特推出惠民票价
——2 元剧场活动。观众只需
要花费 2元，即可观看直播，同

时还将获得抽奖机会。
据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负

责人介绍，此次演出，该中心精
心准备了京剧《杜鹃山》《红灯
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红
色经典现代戏中的核心片段。
同时，豫剧名家、河南豫剧院院
长李树建、党委书记汪荃珍等也
将分别带来豫剧《乡村警官》《红
色娘子军》《江姐》等现代戏中的
经典唱段。

郑州慈善K歌团
线上歌唱庆七一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 99周年到来之际，因为疫情不能举行大范围聚
集活动，郑州慈善K歌团线上唱歌庆七一。

据悉，该 K歌团于去年成立，主要成员是我市医
疗卫生单位和其他部门热爱歌唱的人士，开始主要是
为慈善事业服务，但今年初疫情发生，他们立即把歌
唱的主题确定为抗击疫情，为此组织了多场演唱，为
前线的医务工作者鼓劲加油。

在党的生日到来之际，他们又组织了五场线上专
场晚会，用《党啊，亲爱的妈妈》《绣红旗》等几十首歌
曲献给党。另外还聘请了外地歌唱爱好者喻强、老
枪、狼神等来助阵演出，取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

红歌快闪为党庆生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皇甫秋艳 李江涛）

28日，中牟县雁鸣湖镇政府机关广场上，党员们用嘹
亮的歌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红歌回
顾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伟大成就，歌颂美好生活。

“今年种的 5亩桃大丰收，感谢党，没有党就没有
我们今天好日子！”果园内吴阿姨望着果园内的累累
果实一边开心地唱着红歌，一边表达着自己的对党的
感激之情；学校前，小学生们清脆的音律回荡在耳旁；
村庄内的广场老干部、老党员们放声高歌……恢宏而
热烈的声音响起，飞扬在雁鸣湖镇各个角落，吸引着
玩耍的小孩、散步的老人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红
歌合唱中来。

“今天的快闪活动真得劲，这些红歌真亲切，一唱就
唱进心里去了，又回忆起当年的艰苦岁月，现在的生活
真幸福！”党员李庆功表示，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但是趁
着伟大的党99岁生日，还是想献歌一首为党庆生。

高雅“云上”音乐会奏响爱党赞歌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晚，

一场高品质的音乐会在云端奏
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
周年，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承办，
河南交响乐团倾情演出的“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交
响音乐会”在百姓文化云直播，
艺术家们饱含深情地奏响了一
曲爱党赞歌。

此次音乐会也是河南歌舞
演艺集团“云剧场”的第三场演
出，音乐会由旅美青年指挥家
吴博执棒，河南交响乐团演奏，
为大家献上了管弦乐曲《红旗

颂》《我的中国心》《北京喜讯到
边寨》《热巴舞曲》，歌曲《小白
杨》《我和我的祖国》《唱支山歌
给党听》等曲目，带大家重温红
色经典曲目，为党的九十九华
诞献礼。

本场演出也是 2020 年河
南交响乐团音乐季系列的其中
一场演出。据介绍，音乐季是
从西方引进的，目前国内大多
数职业交响乐团都举办音乐
季，河南交响乐团从 2010年开
始，每年举办音乐季，为大家献
上 10 场左右的音乐会。音乐
季中，乐团会邀请国内外知名

指挥家、音乐家及乐队合作演
出，展示乐团自身技艺，提升演
奏业务水平。

河南交响乐团是一支年
轻而富有朝气的乐团，曾与李
德伦、黄晓同、杨鸿年、刘大
东、陈燮阳、汤沐海、绍恩、谭
利华、彭家鹏、姜金一、李心草
等著名指挥家合作演出，具有
丰富的演出经验和高超的演
奏技巧。昨晚的演出中，青年
指挥家吴博与河南交响乐团
联合为大家呈现了一台配合
默契的高品质音乐会，受到乐
迷们的欢迎。

市直机关举办庆祝建党
99周年文艺节目分享会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为庆祝建党 99
周年，激励市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奋进新时代、展现
新作为，6月 29日下午，由郑州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

“守初心 担使命 当先锋”——庆祝建党 99周年文艺
节目分享会在郑州市总工会举行。

分享会以“守初心 担使命 当先锋”为主题，从市
直机关各单位报送的 226 个节目中筛选出了 12 个
优秀作品，以舞台演出和视频展播的方式为观众奉
献了一场视听盛宴，分享会现场演出和网络直播同
步进行，市直各单位党员代表 200 余人在现场观看
了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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