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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9月9日讯(记者 赵念
东)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又到
一年中秋节，每个人都有关于中秋的
故事和记忆。或小时候与家人分食一
小块月饼；或走家串巷祝福相赠；又
或者远离家乡千里之外，共明月，遥
情相祝……如今，佳节逾浓，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推出中秋节系列策划，
向广大市民朋友征集你的中秋节。

此次征集主要分为“月是故乡
明——— 最美赏月地”和“同心邀明
月——— 诗歌朗诵会”两个板块。前者
需配以视频、图片等，抒发对家乡情
感。后者征集诗歌朗诵小视频(60秒
以内)，要求带“月亮”、“明月”、“中
秋”等关键词。视频、图片一经采用，
将发表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平台
上，并择优在今日菏泽报纸刊登。

本报邀你共话中秋

来来来来这这这这里里里里讲讲讲讲述述述述你你你你的的的的中中中中秋秋秋秋故故故故事事事事来这里讲述你的中秋故事

本报菏泽9月9日讯 (记者
赵念东) 9月7日下午，上海

韩哲一教育扶贫基金会秘书
长、韩哲一之子韩烽火来到菏
泽，向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
捐赠了34件韩哲一革命文物，
包括《韩哲一同志生平》——— 中
共中央组织部及讣告、上海韩
哲一教育扶贫基金会简介(旧)
中文版、《干部必读——— 论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上》韩哲一盖章

本等。
据悉，韩哲一是1931年参

加革命的老战士，他为新中国
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冀鲁
豫边区开展游击战，从事组织、
统战等工作，为加强山东抗日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上海韩哲一扶贫教育基
金会是韩哲一捐出毕生积蓄51
万元，在2010年倡导成立的，用

于专门资助立志支边的优秀教
师和学生。

据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
相关负责人介绍，韩烽火向纪
念馆捐赠革命文物有34件，冀
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将珍藏好
这份“殊荣”，传承好这份精神，
发挥好它的历史教育意义，将
革命光荣传统和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的精神发扬光大。

3344件件韩韩哲哲一一文文物物捐捐至至冀冀鲁鲁豫豫革革命命纪纪念念馆馆 鄄鄄城城交交警警开开学学季季进进校校园园
开开展展交交通通安安全全知知识识宣宣传传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志
贤) 近日，鄄城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以秋季开学为契机，
深入辖区小学开展“开学第
一课”交通安全知识宣传。

活动中，民警首先结合身
边真实案例，给师生们讲解了
道路交通安全常识。接着，民
警通过讲解道路交通安全标
识和示范交通指挥手势积极

与学生互动，将道路交通安全
常识和交通事故案例贯穿于
整个互动过程，让师生在互动
中掌握交通安全知识，增强交
通安全防患意识。

本次进学校开展交通安
全课活动，旨在引导学生们
从小养成文明参与交通的良
好习惯，争做交通安全的践
行者与倡导者。

摘要：当前，伴随科学技术
的发展，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人
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档案管理作为重要的
资料管理工作，更是积极将信
息技术应用其中，切实发挥档
案资料的作用，也决定了档案
管理的信息化发展趋势。本文
就档案管理的信息化现状做了
简要介绍，并详细分析了档案
管理的信息化发展趋势。

关键词：档案管理；信息技
术；信息化；

引言
我国已经迈入信息时代，

档案管理工作承载了更多的任
务，面临前所未有的管理压力。
在档案管理中充分应用信息技
术，能够极大提升档案管理的
质量和效率，同时，在信息化的
社会形势下，档案管理的职能
和方式也有了巨大转变，其信
息化发展趋势的优势已经呈
现。

1 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发
展现状

1 . 1 档案管理信息化的
重要意义

当前，在互联网技术应用
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信息的数
量和类型都在暴涨。在严峻的
社会环境下，档案管理工作承

载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在档案
管理工作中积极应用信息化技
术，能够充分展现出强大的优
势和必然的趋势。一是，顺应信
息化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势的必
然要求，二是，更加严苛的标准
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要求使然。
当前，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人
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更
加丰富多彩的信息化主题活动
如火如荼的开展。在时代的影响
下，档案管理工作更要与当前环
境紧密结合。所以，信息技术和
档案管理的有机融合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同时，社会信息量
的突然激增，如果依然使用传统
的人工管理方式，就会暴露出很
多的人为弊端，难以适应现代档
案管理的要求。所以，为了提高
档案管理的准确性、有效性和系
统性，就要积极推动其信息化应
用的广度和深度。

1 . 2 档案管理信息化的
困境

一是，网络安全难以保障。
当前，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网
络充分展示了开放性和包容
性，同时也呈现出更多的安全
隐患，包括病毒侵入、黑客攻
击、信息被盗等，都会造成档案
信息的丢失。当前，针对互联网
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很多人

就会利用法律漏洞和计算机技
术，潜入档案管理系统，给很多
单位和个人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是，档案管理人员信息化管
理意识较低。档案管理信息化
的重要执行者是档案管理人
员，很多档案管理人员的计算
机水平有限，再加上长期受到
传统档案管理理念的影响，导
致档案管理信息化推进步伐缓
慢。

2 档案管理的趋势分析
2 . 1 网路安全管理机制

不断完善
档案管理工作从社会层面

来讲，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如果
存在安全隐患，就会引起巨大
的社会损失。所以，要加强档案
管理的安全性，档案管理单位
要立足于互联网技术，采取针
对性的档案安全管理，以防出
现信息泄露的情况。档案管理
单位可以通过构建计算机防火
墙、鉴别用户IP信息，全面提升
计算机的安全防护系统，减少
外界入侵。

2 . 2 从业人员的综合素
质有效提升

随着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
度越来越高，档案管理工作全
面步入信息化已经成为一种必
然趋势，那么，信息技术则必然

成为对其从业者的基本要求，
也就是说，具备一定程度的信
息技术知识已然成为从事此项
工作的必备素质，否则，将无法
适应现代档案管理工作对信息
化的需求，所以说，信息技术培
训注定会成为当前档案管理信
息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和主要
工作。笔者认为，做好当前工作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
将培训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建
立健全档案管理人员培训制
度，并将其作为一种长效机制
切实贯彻下去，不断提升档案
管理从者人员的信息化技术等
专业素质，从而促进档案管理
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二是
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从
档案管理的长期发展趋势和当
前行业人员构成情况来看，具
有一定水平信息技术的综合性
档案管理人才必定供不应求，
成为各家企业单位争抢的对
象；三是档案管理工作信息化
程度的不断提高，档案管理工
作从业者的职能和责任也会随
之发生改变，其对于社会所做
的贡献也将远远超出传统观念
档案管理工作范畴。

2 . 3不断健全和完善管理
制度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已经预

示着信息化必将成为现代档案
管理的主要方式，传统的档案
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必然会一
去不复返，所以，必须做到未雨
绸缪，做好以下工作，以适应即
将到来的全新的信息化管理方
式以及管理环境，一是加速建
立网络化档案管理监督机制，
最大程度的激发管理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和责任感；二是进一
步明确网络安全管理责任制，
不断强化内部安全管理，从而
确保档案管理安全。

3 结束语
综合上述，随着信息技术

在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普及
和应用，标志着社会已经步入
了信息时代，因此，作为档案管
理单位，必须切实做好各方面
的准备工作，以迎接档案管理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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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砥砺砺前前行行
续续辉辉煌煌

本报菏泽9月9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通讯员 邹
斌) 9月6日，菏泽市牡丹区
二十二中学在学校操场举行
开学典礼，2019级新生开启
了崭新的成长之旅。此次开
学典礼，还进行了队列训练
展演、学生才艺展示等活动。

开学典礼在国歌声中拉
开序幕。牡丹区二十二中党总
支书记、校长李爱华致辞，她
代表学校及全体师生，对新老
师、新同学的到来表示热烈的
欢迎。并总结了过去学年中所

取得的丰硕成绩，对新生提出
了希望和要求。她表示，通过
这次“抒爱国情、立少年志”主
题开学典礼，希望新生们涵养
学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涵养品格，做一个善良担当的
和雅好少年；涵养身心，做一
个和谐幸福的人。

据悉，二十二中始终坚
持、践行“和雅”教学理念，以

“追求卓越，玉汝于成”为校
训，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求真
务实、尚美向善的素质全面
的现代人。

牡牡丹丹区区二二十十二二中中举举行行开开学学典典礼礼

9月9日，菏泽市实验中学召开

了开学典礼暨教师节表彰大会，升

旗仪式下伴随着庄严的国歌，2019

级新生开启了崭新的成长之旅，并

对学校优秀教师颁发了证书。

校长岳喜军代表学校向全体

教职工表示亲切的慰问。总结了过

去一年来学校取得的各方面成绩，

勉励全体师生奋发进取，全面提升

自身素质，敢于争先，开拓创新，迎

接实验中学更加美好的明天。 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张晓

博 记者 李凤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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