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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政方针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2019-11-08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近日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传

承中华传统美德”纳入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加以落实，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加强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我们需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代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发展方向，这

其中就有必须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传统是

过去延续下来的精神维度，构成了现代社会结构发生发展的前提性条

件。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

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

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

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

们的生活之中。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

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古代思想文化对

今人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和背叛自

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甚至可能会上演一部历史

悲剧。因此，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第一，涵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从道德理想层面继承和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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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髓，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理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是道德建设的

不竭源泉。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

道德资源，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让中华

文化基因更好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要深入阐发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

同等思想理念，深入挖掘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

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可以说，汲取古人在修身养性和治

国理政等方面的经验和智慧，有助于养浩然之气和塑造高尚人格，有

助于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因此，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

求高尚的道德理想，广泛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第二，涵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从日常生活方面借鉴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养成机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作为一

种道德理想或者说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已经深

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

道德观念。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我们要重

视研究学习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用而不知”潜移默化的教化机

制。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时间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理

念、思维方式至今还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其中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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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在于它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由此

可见，要想让一种道德观念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接受、认同和践行。同样，在加强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过程中，必须把倡导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

人品德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做到落细、落小、落实。推动践行

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推动践行以爱岗敬业、

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热情服务、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

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推动践行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

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

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推动践行以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

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养成好品行。 

  第三，涵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和精神支撑，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

格，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思

想道德基础。同时还要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自然农耕经

济和宗法血缘关系而产生与发展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和

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

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

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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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性的东西”。今天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

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必须进行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下，继承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让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

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观的

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

识。因此，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应坚持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

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适应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要求，积极推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道德建设的时

代性实效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重

点是坚持德法兼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要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鲜

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把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体现到立法、执法、

司法、守法之中，以法治的力量引导人们向上向善;要加强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建设，营造全社会讲法治、重道德的良好环境，引导人们增

强法治意识、坚守道德底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业界动态 

国图公开课纪念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 

2019-11-19来源：新浪文化 

(原标题：国家图书馆举办“纪念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千年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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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国图公开课特别活动) 

  11月 17日，恰逢我国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

国图公开课特别活动“纪念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千年回望司马光”

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本次特别活动将知识与艺术相结合，通过专题演讲、儿童剧表演、

诗文朗诵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带领读者了解司马光的一生及他的历史

贡献。活动现场，特别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彪，结合

相关史料对司马光的一生进行了客观评述，并着重就《资治通鉴》所

记载的 1362年间历代盛衰得失的评价、“资于治道”的治国理政思想、

《资治通鉴》在传统文化方面以及史学研究方面的价值进行深入分析，

为我们勾勒出这位北宋文人一生光明正直的形象；国家图书馆研究馆

员赵前从这份稀世珍品的形制、内容、书法、递藏关系、历史文献价

值等方面，带领大家赏析国家图书馆藏《资治通鉴》残稿，细致地对

这份手稿进行深入解读；来自北京大峪中学分校附属小学的孩子们，

生动地演绎了“少年司马光破瓮救儿”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来自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表演艺术家孙星、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林晨，为观众带来了司马光所著诗作的配乐朗诵。

司马光第二十五代孙、洛阳司马光研究会会长司马扩军，深情诵读了

北宋文豪苏轼撰写的司马光祭文。精彩的节目内容，让在场读者久久

沉浸其中，感受着先人思想的博大精深。 

  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的残稿正国家典籍

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中展出，观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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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阅读欣赏司马光真迹，穿越时空与先人对话。 

  今后，作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国家图书馆还将根据

重要历史人物的特殊纪念日期，继续推出“天才的时代”系列活动。

明后年，将分别举办张载诞辰一千周年活动和纪念王安石诞辰一千周

年的活动。国家图书馆将结合珍贵的馆藏资源，通过独具特色的国图

公开课形式，将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珍贵思想精神遗产，更好地传递给

当今的社会大众。 

  为让更多馆外读者看到现场盛况，新浪网、凤凰网、快手等直播

平台对本次活动进行了同步直播。 

 

2019 年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宣传推广暨总分馆建设培训班在海南举办 

2019-11-09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国家图书馆统一

部署，山西省图书馆和海南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 2019 年公共数字文

化工程宣传推广暨总分馆建设第二期培训班在海南省琼海市举办，两

省各级公共图书馆馆长和业务骨干共 218 人参加了培训。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总经济师李培敏、山西省图书馆馆长王建军、

海南省图书馆馆长李彤出席开班式并分别讲话。 

李培敏指出晋琼两省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互补性强，

培训能够促进两省学员交流互鉴、共同进步。 

王建军馆长回顾总结了 6 月份在太原举办的 2019 年公共数字文

化工程管理与服务第一期培训班取得的阶段成效，并要求学员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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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学用相长。 

李彤馆长简要介绍了海南省图书馆的馆情概况、特色服务和品牌

活动，认为两次互动培训必将加深晋琼两省公共图书馆界的传统友谊。 

本次培训班邀请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

浙江大学教授阮可，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副主任李志尧，中国高等

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凌，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世伟，文旅部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处长刘刚等担任授课教师，分别就《总分馆建设的任务、方法和趋势》

《数字图书馆建设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平台建设》《数

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及新一代图书馆平台建设》《人工智能与图书

馆服务更新》以及《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智能服务》等内

容授课。 

此外，培训班还安排了学员赴博鳌镇南强村、“途图”民宿图书

馆和南海博物馆等地进行现场教学与交流，让大家在互动交流中学习

其先进理念与经验。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省际互动、文化走亲”式的培训，是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重要精神的创新举措，必将有效推动两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创新

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图书馆联盟成立 

2019-11-05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9 
 

  11 月 5 日，广州图书馆联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

等 12 家公共图书馆和文献机构共同发起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图书馆联

盟，并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图书馆联盟倡议书》，在文献信息

资源共建共享、阅读推广和专业交流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现有中心城市公共图书馆 12 家，

各种规模的公共图书馆或分馆 1500 多家。其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藏有湾区内最为丰富的岭南文献，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

引领了“图书馆之城”建设的潮流，香港、澳门则拥有全球效率最高

的公共图书馆系统。 

  此次粤港澳大湾区图书馆联盟的成立，是密切配合《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建设“人文湾区”的要求，共同为塑造“人文湾区”

精神做出贡献。该联盟作为区域性图书馆协作机制，旨在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历史文献、全民阅读、图书馆发展等领域交流合作，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支持岭南历史文化研究。 

  该联盟是一个开放合作的框架，秉持自愿、平等、共赢、开放原

则，促进大湾区图书馆事业的协同发展，并对大湾区范围内其他有意

向的公共图书馆及相关机构持续开放。 

  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图书馆联盟成立发布会上，广州市政府副市长

王东向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图书馆联盟成员赠送了《广州大典·曲类》

专辑。《广州大典》是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策划

并组织研究编纂，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

广州历史文化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广州大典（第一辑）》已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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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收录了传统上的广府地区、二千多年历史上约 2000位作者、

4064 种文献，编成 520 册，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地

方文献丛书。 

  本次赠送的专辑于 2019 年 10月编纂出版，是《广州大典》中最

具地方特色的部分，主要收录了明清以来流行于粤港澳等粤语地区的

唱本、剧本曲本共 1589 种文献，编成 43 册。 

 

感受穿越时空的书香 成都图书馆开启馆校合作新体验 

2019-11-02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1 月 1 日下午，成都

图书馆首次联合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开展了一场“传承传统技

艺·感受文化魅力”珍贵古籍展暨雕版印刷体验活动。来自电子科大

的近百名师生，与穿越时空而来的珍贵古籍，开启了一次特殊的书香

之旅。 

  活动现场，成都图书馆古籍部主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肖娇

娇为参加活动的师生们带来《书籍装帧形式的演变》讲座，全面讲解

了中国古代传统的书籍装帧形式发展历程。通过肖主任的讲解，在场

师生了解到简策、帛书卷子装、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和

线装等多种书籍装帧形式。同时，珍贵古籍及民国文献的展览同步在

当天举行。由成都图书馆专门为电子科大师生精选的《成都通览》《林

中丞书信集》《清寂堂诗录》《食宪鸿秘》等珍贵古籍一一亮相。“不

仅如此，我们结合电子科技大学的专业，精选了民国时期的生物学、



11 
 

化学、医学、经济学等书籍。”据肖主任介绍。 

  在了解雕版印刷的背景知识后，学生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一

起现场刷染一张书叶，雕版上墨、覆纸、刷染……同学们充满了好奇，

一一排队体验。 

  “虽然我是理科生，但来到成都上大学后，对成都本地的风土人

情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参加活动前，就曾经看过傅崇矩先生编纂的

《成都通览》，这次能够在现场看到复刻的《成都通览》雕版，还能

用雕版印刷技术亲手刷制书叶，非常幸运。”来自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大二学生王扬告诉记者。 

  据了解，这是成都图书馆首次与高校图书馆开展馆校合作。通过

这次活动，师生们能够更加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借助高校平台，

成图的优质资源也能够覆盖更广的人群。“下一步，我们计划将这种

模式扩展到德阳、眉山、乐山、资阳等区域合作的图书馆，让更多的

群体感受文化魅力，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说

道。 

 

 文化惠民 

烟台图书馆启动线上线下“你选书我买单”惠民活动 

2019-10-30 来源：胶东在线 

  为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烟台，创新图书馆服务新亮点，烟台

图书馆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在全省率先同时推出线上线下“你选书

我买单”新的特色服务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加方便的个性化购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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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 月开始试运行服务。 

  “你选书，我买单”是以读者需求为导向的一种新型图书采购方

式。将选书权赋予读者，按读者需求采购，在图书馆、实体书店、网

上书店、读者之间搭建起一个互通、互惠、共赢的平台，实现“图书

馆+书店”的产业与事业的融合，“图书馆+电商”的真实馆藏与线上

图书的融合，“图书馆+物流”的总分馆网络与物流网络的融合，打造

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最新模式。 

  “你选书，我买单”分线上、线下两种模式： 

  1、线上模式：即烟图“e 书快借”，指的是“图书馆+网店”模

式，对接京东电商平台，实现读者在手机选书下单，电商快递送书上

门，图书馆买单。 

  持有烟台图书馆读者证的读者，登录烟台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进

入微信服务大厅，进入烟图“e 书快借”模块，在线荐购挑选图书。

选好的图书，开放式采购平台会核准读者信息及所选图书是否满足图

书馆借阅条件，核准通过后读者可立即下单“买书”，由快递员将书

免费快递到读者手中。读者确认收货，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阅读，将书

归还到图书馆即可。全程费用图书馆结算，读者享受免费服务。每位

读者每 60 天内限选 1 次，所选图书不得超过 2 册，单本图书金额在

100 元以内，每次选书金额不得低于 85 元。图书借期自快递签收之

日算起，借阅期限为 30天。 

  2、线下模式：指的是“图书馆+书店”模式。 

  持有烟台图书馆读者证的读者，可到烟台新华书店南大街购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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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挑选自己喜爱的新书交由书店工作人员。书店工作人员利用开放

式采购平台进行查询，核准读者信息及所选图书是否满足图书馆借阅

条件，满足条件的读者可以当场将书带走。读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阅

读后，将所借图书归还到烟台新华书店南大街购书中心“你选书我买

单”专柜即可。全程费用由图书馆买单，读者享受免费服务。在烟台

图书馆每月选书总金额内，每位读者每月限选一次，一次选书金额不

得超过 50 元，借阅期限为 30 天。 

 

 他山之石 

“青图驿站”让阅读遍地开花 

2019-11-08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我平时很喜欢阅读纸质图书，边阅读边等待叫号，无聊的等待

时间变成了快乐的阅读时间，这个驿站很贴心。”近日，山东青岛市

民张女士到工商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办理业务，取号后发现前面还有

十几个人在排队，便转身走到大厅一侧标有“青图驿站”的书架前，

取下一本书阅读起来。设在银行大厅里的“青图驿站”书架是开放式

的，上面摆放着经济、管理、文学等各类图书近 500册。 

  据银行工作人员介绍，这个阅读区是工商银行青岛分行与青岛市

图书馆合作建设的公益项目，到银行办理业务的市民可以随时取阅，

离开时将图书放回书架即可。 

  拓展馆外微阅读空间  

  为进一步拓展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为市民提供更加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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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服务，今年 6 月，青岛市公共图书馆系统联合社会力量共同打

造了“青岛市公共图书馆驿站”（简称“青图驿站”）馆外微阅读空间。

随着这一阅读服务项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市民可以更方便地在身边

的驿站借阅书籍。 

  据了解，“青图驿站”项目采取的是公共图书馆与社会组织合作

建设的模式，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青岛市图书馆根据驿站周边人群

特点提供相应图书并进行业务指导，合作单位提供阅览场所和服务人

员。 

  “每个驿站因服务对象不同，提供的服务方式和类型也不同，有

些驿站只提供阅读服务，有些则可以提供图书通借通还服务，还有些

驿站能够提供数字资源的浏览和下载服务，同时青岛市图书馆也会根

据驿站的反馈调整图书类型，并定期进行图书的更新和业务指导，管

理和服务方式非常灵活。”青岛市图书馆馆长于婧说。 

  让阅读遍地开花  

  “很喜欢青岛这个城市，来之前也在网上查过许多资料，没想到

在民宿里还可以看到这么多介绍青岛文化和旅游的图书，看了这些书，

觉得必须在青岛多玩几天才过瘾。”来自内蒙古的游客刘小姐表示，

这次来青岛选择居住的民宿恰好有一处“青图驿站”，给她带来很大

便利。 

  “我们在民宿的公共活动区域划出一块开设‘青图驿站’，青岛

市图书馆提供图书，我们来做日常的服务和维护，很多游客对这个阅

读驿站赞不绝口。”民宿老板王先生认为，“青图驿站”的设立给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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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了文化色彩。 

  “将驿站设在民宿中，是希望能够将青岛市图书馆的阅读服务和

当地的文化传播、旅游推广结合起来，通过阅读提升旅游的品质。文

旅融合，文化会更加有活力，旅游也会更加有魅力。” 于婧说。 

  与青岛市图书馆合作建设“青图驿站”的还有时下流行的网咖。

走进青岛一家开通了数字版“青图驿站”的网咖，可以在显著位置看

到“青图驿站”的宣传语，另外，电脑的桌面壁纸上也有明显的“青

岛市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图标，引导市民通过网咖平台便捷使用青岛

市图书馆的馆藏数字资源，不仅如此，网咖的每台电脑都设置了单独

的登录账号，市民可以免费使用青岛市图书馆的海量数字资源，非常

方便。 

  据了解，目前正在推进的“青图驿站”阅读服务项目，除了开设

在银行网点、民宿、网咖，还布局到了人流量较大的长途汽车站、旅

游景点、茶餐厅，以及人员组成特色较为鲜明的老年公寓、盲人康复

中心、邮轮母港、社区、企业、部队等场所，目前青岛已建成符合标

准的“青图驿站”50 个。 

  阅读服务新模式  

  以“打造北方地区独具特色的阅读文化中心城市”为目标，青岛

市依托“大数据+推广人+阅读活动”，推出了青云图“互联网+阅读”

“领读一百天，改变人生路”等一系列新型阅读空间和服务模式，初

步构建了具有青岛特色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 

  “随着全民阅读的推进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市民对就近、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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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获取公共阅读资源有了更高要求。‘青图驿站’主推特色化微型阅

读空间，将以往‘人找书’的服务模式变为‘书找人’，在特定区域

设置与周边人群相适应的图书类型，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满足读者群体

的差异化需求。”于婧表示，“青图驿站”这一服务模式正是青岛市图

书馆继总分馆制之后对延伸图书馆服务的一种新探索，图书馆与社会

组织合作的方式，也有利于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团体、企业参与到

公共文化服务中来，从而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服务。 

  下一步，青岛市图书馆将争取吸纳更多时尚主题空间加入驿站系

统，“目前计划在 2020 年底将‘青图驿站’建设到 100 家，2021 年

实现全市建设 200家的目标。我们会继续探索拓展‘青图驿站’功能，

比如增加阅读推广活动，举办阅读分享会、文化沙龙等，让市民群众

享受到更加便利周到的阅读服务，让‘青图驿站’成为深受大家喜爱

的新的图书馆阅读服务品牌。”于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