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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概览 

年度工作总结 

2021 年，在上海市文旅局和

黄浦区文旅局的领导和大力支持

下，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有力指导

下，黄浦区明复图书馆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形式中，充分发挥图书

馆文化传播的阵地作用，紧紧围

绕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队伍建

设等方面，为市民读者提供更方

便、快捷和舒适的服务。2021

年累计发证 1178 张，总外借

137418 册次，总流通人次 59540

人，新增藏量 28033 册，现将本

年度工作总结如下： 

一、多渠道、多维度开展阅

读推广活动 

2021 年明复图书馆坚持履

行阅读推广和文化建设的社会责

任，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结

合各大文化节日的时间节点，整

合各方资源，融合线上、线下活

动渠道，为市民读者提供丰富多

彩的精神文化生活。2021 年全年

组织各类读者活动 232 场，参与

人次 7309 人，其中线上活动 145

场，参与人数 3305 人次；线下

活动 87 场，参与人次 4004 人。 

（一）线上线下活动丰富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为结合文化和旅游融合试点工作，

明复图书馆充分利用黄浦区文化

资源、旅游资源，尝试探索阅读

推广的新途径、新方法，引导线

上全民阅读，为读者提供有内涵、

有特色的文化服务。 

利用新媒体和网络资源，将

传统的阅读推广方式转变成可以

在网络信息时代传播的数字资源，

在微信公众号上开展各类阅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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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活动，总浏览量达 6 万余次。

以阅读推广、传播文化为初心，

每周发布“新书推荐”，为读者介绍

新书好书；从文旅融合角度出发，

推出“阅游·悦读”系列、“读书·读城”

系列互动观影活动，以文彰旅，

以旅促文，带领读者在云游阅读

中感悟城市历史的文化情怀，在

互动观影中感触城市发展的时代

脉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推出“不忘初心再出发”

竞答活动、“建党百年 峥嵘岁月”

线上讲座 21 天打卡活动，结合

新时代特点，重温往昔峥嵘岁月，

掀起红色文化学习的热潮；结合

石库门主题阅览室，推出五期“石

库门里的红色记忆”线上活动，以

微动画的形式向大众展示石库门

里承载的一个个红色故事，为读

者展现石库门建筑背后的革命历

史，从中汲取革命先烈的精神力

量，其中两期视频被学习强国

app 上海平台发布展示。 

明复图书馆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开展线下活动。

每月一期的“今天·我们读”演读会，

将具有表演元素的演读融入活动

现场，使书本中的文字鲜活起来，

用声音彰显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提供“真人版”的听书阅读体验。

今年先后举办了“《共产党宣言》

百年回响 声声入耳”、“五月黎明

——纪念解放演读会”、“阅读黄浦，

我们的精神家园演读会”等活动。

其中，融合明复图书馆“今天·我

们读”演读会与黄浦区“人文会客

厅”等文旅红色资源打造的，可聆

听、可阅读、可欣赏的“阅读黄浦，

我们的精神家园演读会”吸引了

众多大学生、在职员工和文学爱

好者，此次演读会作为 2021 年

“悦读黄浦，阅读黄浦”——文旅

融合活动的重要内容，得到了“看

看新闻”平台报道，产生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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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反响。  

今年上海书展由于疫情延期

举办，但明复图书馆作为书展分

会场之一，特别开展了“2021 上

海书展‘阅读的力量’——我编读

书乐二十二年”阅读分享会，邀请

《新民晚报》高级编辑曹正文老

师，与广大读者分享、交流自己

的编辑经历。 

明复图书馆还联动企业、学

校、社区组织开展了《海底两万

里》、《上海路数》等阅读讲座、

音乐赏析、走读活动，使企业职

工、学校师生和社区居民更便捷、

直接地获得知识和信息。 

此外，图书馆坚持“艺术贴进

大众”的理念，先后举办了“曼庐

墨戏——陆小曼的艺术世界”作

品展、中国传统手工艺术展、“最

美的书”书籍设计展、“红色地标，

红色故事”、“一代人的记忆——连

环画的发展历史”展览 5 场，层出

不穷的展览吸引了 1755 人次到

图书馆观展，给广大读者以美的

享受，给艺术爱好者提供文化欣

赏的空间。 

（二）组织 2021 年市民文

化节赛事 

今年，明复图书馆担任“永远

跟党走”——上海市民红色故事

演讲大赛黄浦赛区的承办方，积

极发动和组织街道社区开展红色

故事汇，有序推进此次赛事的各

项工作。期间，共征集到视频作

品 81 部，择优选拔入围作品 10

部。为了进一步提高黄浦赛区选

手演讲红色故事的能力水平，更

好地展现党的魅力和选手的风采，

特别组织黄浦赛区选手开展集中

培训，邀请专家对每位参赛选手

的故事内容、语音面貌、情感表

达、舞台表现进行专业指导，帮

助选手们掌握故事演讲的知识和

技巧，更好地完善作品。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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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用真挚的情感语言、各具特色

的演讲方式，以当代黄浦人的亲

身故事、父辈的奋斗故事、城市

的红色故事等，歌颂人民英雄的

荣光，讲述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

全方位展示黄浦的红色风貌。最

终，黄浦区选送的 10 部作品捷

报频传，有 8 名参赛者收获了全

市百位优秀“红色故事传讲人”称

号，2 名荣获了海选、决赛人气

奖，2 名荣获决赛入围奖，明复

图书馆荣获优秀组织奖。同时，

黄浦区的六个街道分别荣获百个

优秀“社区红色故事汇”。 

（三）总分馆建设 

利用每季度街道馆长例会、

每月辅导下基层等形式对辖区内

五里桥、淮海中路、打浦桥、瑞

金二路四家街道分馆进行业务指

导，详细了解街道分馆和基层服

务点在软硬件建设、服务功能、

基础业务、疫情防控等方面的情

况，及时了解和回应读者不断变

化的阅读需求，通过经验互鉴、

资源共享的模式提升服务质量，

将服务网络覆盖全部业务指导区

域。 

在为读者提供各类信息、文

化服务的同时，加大对基层服务

点的服务力度，以图书馆为总馆，

四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街镇图

书馆为分馆基层服务点，开展内

容多元、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

以服务广大青少年儿童读者为出

发点，精心策划 48 场少儿系列

主题活动，涵盖创造能力、百科

知识、艺术、科技等多个方面，

在全区少年儿童中掀起崇尚知识、

热爱读书的文化热潮。建党百年

之际，为弘扬红色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以音乐为载体，先后在

各街道分馆举办了红色音乐系列

讲座，开启百年红色音乐之旅，

将上海这座红色之城、音乐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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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诞生的经典红色音乐进行赏析、

传唱，社区音乐爱好者在音乐中

汲取精神力量，增强文化自信。 

（四）少儿活动精彩纷呈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教育活动 

今年正值建党百年之际，明

复图书馆通过“明复开放日”、“明

复伴你游祖国”等主题活动，引导

广大青少年发扬红色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

脉。 

以“明复开放日”为契机，开

展“悦游黄浦，阅读黄浦”——文

旅融合之探访红色文化活动，通

过“红色建筑走读”的形式，带领

15 组亲子家庭先后探访中共中

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博文女校旧

址等黄浦红色革命景点，通过走

读的形式一同寻访先辈足迹，引

导小读者感悟红色建筑中激荡的

“革命初心”。图书馆馆员还为大家

重点介绍了明复图书馆各主体建

筑的历史沿革，让小读者们在感

受图书馆人文积淀的同时，从光

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中汲取更

多的智慧和更大的力量。“新闻晨

报·周到上海”、《青年报》等媒体

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明复伴你游祖国”系列活动

在原有基础上，着重挖掘各地红

色资源，已陆续带领小读者们聆

听了革命文物里的重庆故事和青

海的抗战故事、探寻了沈阳的红

色文化印记、盘点了新疆红色革

命教育基地、阅读了西藏革命回

忆录，与少儿读者们共同感受革

命文化，体验奋斗历程。暑假期

间，陆续开展了“明复伴你游祖国”

之“追寻红色记忆 感触上海红色

文化”、“游魔都上海 观百年外滩”、

“寻上海记忆 漫游老城厢”等主

题活动，为小读者们介绍上海所

承载的红色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 



黄浦区明复图书馆 2021 年度报告 
 

6 

2、承办“2021 上海童话节”

活动项目 

作为“2021上海童话节”的承

办单位之一，明复图书馆结合区

域特色和馆内资源，开展了 2021

亲子朗读声音档案大征集和“图

话上海”——少年儿童城市阅读

行走主题活动。 

2021 亲子朗读声音档案大

征集通过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和街

道图书馆等渠道广泛发动读者，

先后共收到了 40 组家庭的踊跃

投稿，经评委研究，最终遴选出

10 个优秀作品上报至上海市少

年儿童图书馆参与评选。“图话上

海”——少年儿童城市阅读行走

主题活动以“明复伴你游祖国”为

平台，组织开展线下的绘画辅导

活动，带领小读者们领略黄浦特

色建筑风采，引导他们勾画红色

印记——《新少年报》社旧址、

描绘外滩的璀璨风貌、描摹上海

文庙和明复图书馆等建筑。活动

自启动以来，共收到 59 幅投稿

作品，最终评选出 10 幅优秀作

品参加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

评比活动，其中两幅作品入选《图

画上海》画册。 

3、开展科普教育系列活动 

在 5 月的上海社科科普周和

9 月的全国科普日期间，明复图

书馆分别举办了“智能新时代 科

技赢未来”少儿编程大赛和“创意

编程，闪耀未来”少儿编程大赛，

通过直播教学与线上创作的形式，

将少儿编程与科技主题相结合，

进一步传播编程知识，培养青少

年对科技的浓厚兴趣，两次编程

大赛共收到了 252位小读者的作

品投稿，其中“智能新时代 科技

赢未来”少儿编程大赛入选“第 20

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

活动项目。 

暑期期间，举办了明复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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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暑期训练营，侧重运用活泼

有趣的游戏式动画来展示编程效

果，通过 5 场线下编程课和 3 场

线上直播课让小读者们在乐趣中

锻炼逻辑思维，共吸引了 164 人

次参与。在编程学习过程中，家

长们也共同参与，进一步增进了

亲子间的互动交流。最终，根据

大家课程的参与度、课堂表现和

作业完成度，评选出了 6 名编程

进步奖，活动受到少儿读者和家

长们的一致好评。 

此外，还组织开展了“小小考

古学家之恐龙篇”、“风力发电”、“中

国人的星辰大海——星空立体画

制作”等科普手工体验活动，通过

直观、有趣的方式为少儿读者普

及科学知识，进一步激发孩子们

的科学探索精神，提升小读者的

科学素养。 

三、多元阅读渠道，丰富阅

读选择 

明复图书馆结合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周年主题开展书籍推荐，

纸质书与电子书双管齐下。在文

学阅览室推出了红色主题书库，

新购 400 多册红色图书，囊括史

实、传记等书籍，同时，在阅览

大厅的歌德阅读机上推出“建党

100 周年”电子书专区，为读者提

供一站式的借阅选择，通过红色

图书推广，让更多市民们了解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养成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好习惯。 

今年，明复图书馆与喜马拉

雅合作推出了“有声图书馆”专区，

扫码即可听书，内容包含：习总

书记对你说、党的发展历程、经

典名著、健康养生、抗疫防疫、

旅游指南和少儿有声读物等书单

22 个，共计电子书 16000 多本，

读者只需拿出手机扫一扫，无需

注册或下载 APP，即可直接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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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了读者更多的阅读体验方式，

真正做到无门槛全民免费阅读。 

四、参与志愿服务，担当社

会责任 

今年，明复图书馆积极参与

各项志愿服务活动，党团员职工

在瑞金二路淮海中路路口志愿维

持道路交通秩序，协助交警、协

警对各类违规行为进行劝阻，发

现骑车欲横穿马路和闯红灯的市

民及时上前劝阻，营造和谐文明

的交通环境；在新天地城市志愿

服务站开展志愿执勤活动，为过

路的市民提供各类便民服务，并

定期为站点配送图书，开展文化

共建服务，通过深入群众了解读

者的阅读和服务需求，不断提升

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积极发挥

图书馆的社会责任与文化宣传作

用，也让更多市民了解图书馆、

走进图书馆。 

针对老年人对智能手机功能

掌握不多、操作困难的普遍现象，

明复图书馆党支部与区瑞金街道

永嘉社区党总支联合结对共建，

推出“明复讲堂——智能手机培

训”,为永嘉社区的老年居民和明

复老年读者们普及智能手机的基

础知识和使用技巧，消除“数字鸿

沟”，让老年人了解智能手机的实

用性与多样性，以实际行动践行

为民服务宗旨，持续推进“我为群

众办实事”主题。 

五、加强业务培训，提升职

业素养 

为提升职工业务水平和职业

素养，明复图书馆通过讲座、参

观、视频学习等形式开展了职工

系列培训活动，举办从上海——

党的诞生地，看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毛泽民与上海出版发行工

作、党史小故事等红色专题讲座；

组织职工观看父辈们的胜利、初

心、“百年追梦人”——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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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浦印迹系列微党课等四史教

育视频；参观春申潮起潮涌——

“黄浦首发首创”主题展、豫园、

国歌展示馆、一大会址纪念馆等

场馆，鼓励和号召集团职工不懈

奋斗，为文化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今年共组织培训活动 37 场。职

工人均培训时数达 80 学时，培

训教育人数覆盖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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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人员结构 

1. 职工性别结构（单位：人） 

 

 

2. 职工年龄结构（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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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工性别结构（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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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工年龄结构（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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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工学历结构（单位：人） 

 

 

4. 技术职称结构比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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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情况说明 

黄浦区明复图书馆属区级全额拨款预算单位。 

2021 年度，黄浦区明复图书馆财政收入总计 25815 千元，全部

为财政拨款预算收入。收入总计较上一年同比增长 34.7%。其中，免

费开放资金 0 元，购书专项经费为 2100 千元。 

2021 年度财政支出总计 26166 千元，较上年同比增加 37%。其

中，基本支出 14404 千元，项目支出 11762 千元。在支出合计中，

工资福利支出 7872 千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947 千元；其他资本性

支出 1275 千元。 

另，2021 年度全年累计资产总计 37359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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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 

业务数据 

文献入藏 

文献种类 
藏量 

册/件/套 

图书 458671 

古籍 12635 

报刊 6108 

视听文献 90618 

总计 568032 

 

新增藏量 
新增 

册/件/种 

本年度新增藏量（册、件） 28033 

本年度新增电子图书（册） 9070 

当年购买报刊种类（种）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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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数据 

读者服务 

1.服务读者 

内容 人次 

总流通人次 84400 

线上服务人次 400990 

图书馆网站访问量 3260555 

 

2．持证读者 

内容 数量（个） 

持证读者数 8793 

 

3.读者活动 

类型 场（次） 人（次） 

各类讲座 5 248 

展览 6 2121 

培训班 3 46 

其他各类阅读相关活动  72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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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层辅导 

类型 人（次） 

基层培训辅导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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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与机制 

馆所组织机构 

 
  

馆长 

书记 

副馆长 

党、工、团 

职能办公室 

业务协调部 

流通服务部 

宣传辅导部 

媒体服务部 

特色文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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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馆长室 馆长 王巍 

支部书记 

副馆长 

王巍 

余蒨 

 

部门负责人 业务协调部 秦东 

流通服务部 孙中伟、张良 

宣传辅导部 马佳沁 

媒体服务部 邱颖倩 

特色文献部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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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理事会机制 

黄浦区明复图书馆首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尚龙 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王  巍 女，黄浦区明复图书馆馆长 

许  岚 女，黄浦区文化局社文科科长 

杨柏伟 男，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 

徐开麟 男，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曲艺家协会理事 

韩筱芳 女，前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 

颜  琳 女，永嘉居委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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