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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书香滨州建设面临新挑战，也面临
新机遇。滨州市图书馆迎难而上、
智慧升级，通过云端服务、创意策
划，有力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和完善。尤其在数字阅读、品
牌打造、阅读战疫、文化助残等诸多
方面亮点频出，为推进全民阅读，助
力书香滨州建设作出了贡献。

2020 年市图书馆共
开放267天，接待读者近
20万人次，新增持证读者
8968人次

数字会说话。《滨州市图书馆
2020年度数字资源使用统计报告》
显示，2020年滨州市图书馆共开放
267天，接待读者近20万人次，新增
持证读者8968人次，持证读者总量
达10.6万人次，文献借还218895册
次，数字资源访问总量达1074万次。

2020年，滨州市图书馆新增地
方文献对外窗口，以预约方式有序
开放，目前已接待20余名读者；新上
架图书9391种，11934册；共开设
18处图书服务点，增设一辆图书流
动服务车，新设4个流动服务点。

2020年，滨州市图书馆迎难而
上，克服疫情影响，举办公益活动近
400场。如：黄河风情艺术季、滨州
市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沿黄十五镇
街滨州散文征文活动等，活动点赞
量超20万人次。同时，市图书馆持
续推广“暑期文化活动月”“少年派”

“文化大讲堂”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阅
读品牌活动。2020年，市图书馆还
创新推出“文学堂”“家庭教育课堂”

“童阅起步走”等阅读品牌活动，积
极促进全民阅读发展，有效推动书
香滨州建设。

受疫情影响，2020年
市图书馆新增读者较去年
下降近19%

2020 年，市图书馆新增读者
8968人，累计读者105566人。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新增读者
数量较去年明显下降，下降近
19%。新增读者中，以青年读者为
主，占81.79%。总体来说，女性读者
数量略高于男性。

根据数据，2020年7月份的办
证量最多，原因是暑假来临，迎来了
学生放假及大学生返乡后的办证高
峰。新增读者总体比较活跃，在11
月份达到峰值，新增读者借阅量占
全年总借阅量的36.8%，而新增读者
数量仅占读者总量的0.77%。

2020年度文献流通量较2019
年下降近50%，借阅量最大的种类

仍然是I文学类
2020年，市图书馆文献流通总

计 218895 册次，其中文献外借
110637 册次，文献还回108258 册
次。读者借阅 46082 人次，还回
62692人次。受疫情影响，2020年
度文献流通量较 2019 年下降近
50%。市图书馆分析认为，这有两
个原因，一是读者的自身防护意识
增强，尽量少到公共场所；二是利用
图书馆的途径由到馆转为线上。

从整体借阅数据来看，2020年
借还量的峰值出现在12月份，其次
是8月份，分析与暑期及元旦假期有

关。每天的借阅高峰出现在上午10
时前后，其次是下午3—4时。与往
年一样，借阅量最大的种类仍然是I
文学类，其次是K历史、地理类。

2020 年度线上数字
阅读量较2019年有较大
幅度增长，总使用量增长
近20%

2020年年初，市图书馆闭馆近2
个月，其间推出了众多专项资源及线
上活动；恢复开馆初期进行入馆预约，
全面开放后，也限制入馆人数，并实行
疫情常态化管理。这一系列措施导致
2020年度接待读者数量减少，而线上
数字阅读量较2019年有较大幅度增
长，总使用量增长近20%。

其中，移动图书馆使用量较
2019年增长19.4%，电子期刊数据
库使用量增长92.8%，网络图书馆参
考咨询量增长53.3%，数字资源服务
已然成为疫情期间图书馆提供服务
的主阵地之一，标志着读者的阅读
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下一步，滨州市图书馆将不断
提升数字资源远程服务保障能力，
确保读者馆外资源使用的可靠性、
易用性与稳定性，让读者获得更好
的资源使用体验。

去年开放267天接待读者近20万人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张丛丛 赵燕汝

2020年每月借还情况示意图

2020年新增读者性别比例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书香滨州建设面临新挑战，也面临新机遇。滨州市图书馆迎难而上、智慧升级，
云端服务、创意策划，有力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尤其在数字阅读、品牌打造、阅读战疫、文化

助残等诸多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即日起，滨州日报·滨州网推出“滨州市图书馆亮点巡礼”系列报道，总结梳理滨州市图书馆过去一年的亮点成绩，分享阅

读故事，助力图书馆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助推书香滨州建设迈上新台阶。

编者按：

亮点巡礼亮点巡礼■ 滨州市图书馆 //（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一
娟 通讯员 盖志君 崔靓靓 报道）“帮
办代办员直接驻厂，让我们跑手续
可省心了，各个环节政府部门都为
我们想到了，手续实现了提前办、帮
着跑，服务周到、速度又快，对项目
建设帮助太大了。”2月18日，首建
集团建设负责人王永涛对滨城区为
黄海科学技术产业园项目提供的帮
办代办服务给予极大赞扬。

黄海科学技术产业园项目是滨
城区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助推项目

建设，滨城区推出“一线驻厂”帮代
专班服务模式。目前，企业内已进
驻行政审批、自然资源、住建、梁才
街道等4个部门和单位的7名帮办
代办员，主动为企业帮代办项目前
期所需的各项审批手续。

驻厂服务期间，滨城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作为服务牵头部门，明确
帮办代办工作职责及工作流程，要
求帮办代办员对项目认真履行职
责，主动了解项目情况，制定手续办
理流程图，确保服务提前介入，提高

服务效率。同时，派驻业务骨干深
入一线服务，加强与相关责任单位
的沟通，调优区、工业园区、乡镇（街
道）三级专业帮办队伍，强化业务技
能培训，实现“企业吹哨，部门报到；
企业动嘴，帮办跑腿”目标，着力打
造驻企一线帮办模式，得到了企业
的一致认可。目前，滨城区帮办代
办员已为黄海科学技术产业园项目
完成事业单位法人登记、道路绿化
开口、高压电路及输油管线迁移、地
质勘验等13项手续办理工作。

在“一线驻厂”服务的同时，滨
城区政务服务中心还实行“内部联
审联动”，服务大厅调优“项目一窗”
人员，做到“进必授权”到位；项目建
设股采取“预审、并联”等方式，推进

“一链”高效办理，协调各方做好“并
联审批”。在高压电路及输油管线
迁移时，联合行政执法、油区服务、
电力等部门，利用半天时间就完成
现场勘验、审批工作，实现联合审
批、当天发证。

每年的1月，是黔北山区最寒冷
的时节，1935年也不例外。

那一年打下遵义后，很多红军
战士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个字：
冷！冬雨连绵，口袋里的火柴都潮
得划不出火星。

此时的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
央苏区已有3个月。在博古、李德等
人的错误指挥下，这支红色大军由
8.6万人锐减至3万人，缺粮少弹、疲
惫不堪。

一份解放军档案馆里的历史档
案记录：“给养非常困难……每天改
为两餐一干一稀……”

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坚持下，
1934年年底至1935年年初，中共中
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
场会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
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这犹如一招妙棋，一下子缓和了满
盘皆输的危局。

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
义。遵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历史中
不可省略的章节。

此时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恢
复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广大红军
指战员已经从近期的作战思路变化

中发现了中央决策层的变化。老红
军方强生前回忆：“我偷偷问了营
长，突然改变计划，是谁的主意？营
长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边悄悄说：

‘毛泽东……’”
此时，博古和李德已经失去对

红军的实际控制权，毛泽东的正确
主张也被大多数领导同志所接受，
全党全军急需一次深刻的总结与反
省——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
思想、军事和组织上的基础。

1月15日的晚饭后，冬雨还在
淅淅沥沥地下。贵州军阀柏辉章公
馆门前的煤油灯被点亮，灯光辉映
着牌坊上碎蓝瓷片镶嵌出的“慰庐”
二字。被抽调出来担负南门警卫任
务的红军战士杨世林问连长：“慰庐
是什么意思？”连长摇头。

杨世林生前曾回忆，遵义会议
从15日起连开了3天，都是在晚饭
后进行，第二天凌晨才结束。选择
晚上开会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防
空。

一个大火盆烧起了炭火，中央
领导和各军团负责人陆续赶来。杨
世林担负警卫的南门是进入会场的
主要通道，他生前回忆：“毛主席披

着一件带补丁的袄子，手里夹着烟
和张闻天一起来的。”

王稼祥是被担架抬着来参会
的，他发着烧，身上还有枪伤。刚好
开会的房间里有一张躺椅，就让他
躺着开会。杨世林还记得李德来得
最晚，穿着笨重的大皮鞋，脸红。

辩解、争论、批判，遵义会议在
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连续开了3个晚
上。杨世林和守卫北门的袁崑，从
门窗缝隙中见证了历史，更多的红
军官兵则并不知情。老红军王道金
生前回忆，那几天部队晚上睡觉都
不允许脱衣服，枪搂在怀里，随时准
备战斗。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发生了
什么事情，后来一直走到了云南扎
西，才知道召开了遵义会议。

3天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
李德最高指挥权，并通过了“毛泽东
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会后，
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
了红军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
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正如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所
说：“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的艰苦努
力，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
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袁崑生前回忆，会议结束后，毛
泽东专门绕到北门看望警卫战士，问
候大家：“同志们辛苦了！”袁崑所在
的红37团官兵列队回答：“不辛苦！”

遵义会议后，全党全军进入以
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为指导的
新的历史时期，其成果最先反映在
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上。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军取
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第3次渡赤
水的前夜，红军主力在遵义的长干山
和枫香坝，成功歼灭贸然跟进的川
军，大获全胜。毛泽东在机要科听到
这一消息，突然用湖南话特别大声地
朗诵起来：长干山……枫香坝……

当时就站在毛泽东身后的机要
参谋杨初振生前回忆：“看得出来毛
主席心情非常好，想作一首诗。”事
实确实如此——红军四渡赤水之
后，终于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
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
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
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
确定了。”（新华社贵阳2月9日电）

“一线驻厂”做细服务“联审联动”高效办理

滨城区帮办代办服务让企业省心省力快速“办手续”

贵州遵义
——伟大的转折从这里开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报道）2月7日，农历腊月
廿六，在山东省文联大厦，滨州
市美协主席李玉泉向山东省疾
控中心医师陈仁友送上了一份
特别的新年礼物——其精心创
作的国画作品《医师陈仁友》。

陈仁友任职于山东省疾控
中心健康教育所，现为主任医
师。2020年2月15日至4月12
日，他参加了援鄂医疗队。2020
年，他被湖北省委、湖北省政府
授予新时代“最美逆行者”称号。

据了解，国画作品《医师陈
仁友》是2020年初李玉泉为战
斗在抗疫一线的山东省援鄂医
疗队所创作的众多英雄肖像之
一。该作品以武汉长江大桥为
背景，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
以写实与写意相容的绘画语言，
生动地刻画了陈仁友医师在疫
情面前无畏无惧的精神状态。
这幅作品曾入选“众志成城 抗击
疫情”山东省美术家在行动作品
展，于2020年5月12日在济南
市美术馆展出，受到济南市美术
界和陈仁友医师的好评。

滨州画家李玉泉创作
《医师陈仁友》赠与陈仁友

李玉泉向山东省疾控中心
医师陈仁友（右）捐赠作品。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博
海精机加工中心班班长徐敏，
2003年参加工作以来，先后获得
齐鲁首席技师、山东省技术能
手、滨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
誉称号。他主持参与了10余项
技术改进及攻关项目，解决了关
键技术难题，多项成果填补国内
外技术空白，3项获得国家专利，
累计为公司创造效益1200余万
元。

徐敏创造的“板翼式内冷主
轴箱先进铣削加工方法”，成功
解决了关键机型“板翼式内冷主
轴箱”装夹定位、深孔精密镗削
和大螺旋螺纹的加工技术难题，

使公司顺利完成了消化吸收机
型“DLY-210可重构式车铣复
合加工中心”的研制，并用该机
型组成了公司自制活塞全自动
机加工生产线，达到国际同类机
型先进水平；创造的“BHC-30A
数控车床床身立式精密铣削技
工方法”，成功解决了现有母机
无法完成大尺寸、重质量及高精
度类斜床身加工难题，床身加工
质量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创造的

“活塞专用数控机床主轴箱精密
加工方法”，每年为公司加工活
塞专用数控机床精密主轴箱100
余件，质量合格率100%；参与的
提高加工中心生产效率改善活
动、铣大型螺纹刀具设计、数控
机床自动攻丝与铣螺纹的程序
编制、加工检测机料道工装设计
等，都为公司创造了很好的效
益。他先后荣获省部级及以上
科技进步奖5项。

作为技能型人才领路人，徐
敏注重技能传承，多名徒弟在大
赛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全市
技能大赛状元和首席技师。

徐敏：多项成果填补
国内外技术空白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管林忠 通讯员 李花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讯员 赵新英 报道）近日，
滨州市基层PCCM联盟第一次
活动举行。活动由滨州市基层
PCCM联盟主席李凯述主持，来
自滨城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PC-
CM联盟单位的代表参加活动。

滨州市基层PCCM联盟成
立于2020年12月31日，旨在提
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和水平，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呼吸疾病防诊治能力标准化、同
质化，加快构建全市呼吸疾病规
范化防诊治体系。

滨州市基层PCCM联盟
第一次活动举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报道）2月9日，滨州市青
年书法家协会召开第六次会员代
表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滨州
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第五届理事会
工作报告》《滨州市青年书法家协
会章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
会和主席团。郭庆利当选第六届
滨州市青年书协主席。

近年来，市青年书协第五届
主席团成员带领全市青年书法
家植根传统、守正创新，推动青
年书法事业取得了骄人业绩。
新一届理事会将团结引领全市

青年书法作者积极投身“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实践活动，广泛开
展书法普及活动，努力为群众奉
献出更好更多的优秀作品；通过
开展一系列书法作品展览、学术
研讨会、对外交流等活动，提升
作品的内涵和品位，为推出优秀
人才和精品力作创造良好条件；
努力创作具有精神高度、文化内
涵、艺术价值的艺术精品；继承
和发扬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
统和人文精神，把德艺双馨作为
毕生追求，努力成为新时代先进
文化的践行者、领跑者。

滨州市青年书协完成换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