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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图书馆】

沐浴春风谱新篇 团结协作谋发展
——“三八节”主题工会活动跃马扬鞭青龙湖

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

化生活，进一步激发馆员争先创优和建功立业的工作热情。

日前，成都图书馆工会与永陵博物馆工会周密策划、联合开

展了“三八节”健步走活动。

3月 10日上午，春暖花开，阳光灿烂，青龙湖畔欢声笑

语，永陵博物馆馆长彭建平热情洋溢地致辞，成都图书馆馆

长胡建强同志一声令下，百余名运动员冲出了起跑线，健步

走比赛在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湖湿地公园正式拉开帷幕。一

路上， 运动员你追我赶、步伐矫健，抛掉了烦恼、释放了压

力，欢声笑语地冲向终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快乐工作、

健康生活”的理念。中午时分，伴随着一浪一浪的欢呼声，

各组前十名和精神文明奖掷地而生。

此次活动是 2017 年第一次组织的大型户外主题活动，

活动圆满成功，展示了全馆上下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促进

了干部职工之间的了解与交流，大家在汗水和欢笑中找到乐

趣、放松身心，增进了与同事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增强了凝

聚力与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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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启蒙 带领孩子走进世界
——成都图书馆举办少儿公益讲座

3 月 19 日，成都图书馆联合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务中心

（微笑书库），邀请全国万物启蒙公益课程地图发起人、第

二届“全人教育奖”提名奖获得者、北京亦庄实验小学教师

钱锋老师来成都图书馆为广大市民做题为“万物启蒙——带

领孩子走进世界”少儿公益讲座。

活动当天，我馆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来自教育界人士、

家长、少年儿童，以及关注儿童教育和阅读的人群 260余人

聆听了钱锋老师精彩、生动的演讲。钱锋老师以儿童成长为

起点，用想象力、理性和爱心，创造性地打通学科边界，创

设“万物启蒙”教学理念，开启了全新的项目学习，探索了

一条中国文化启蒙的原生路径，为孩子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与工匠精神。

钱峰老师的精彩演讲获得听众的阵阵掌声和一致好评。

同时，也引领大家思考教育的本质和育人的艺术，为大家献

上了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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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舱”助力最美文化志愿服务

“甜美的微笑，贴心的服务，端庄的举止……”很难想

象平时只在空中忙碌穿梭的空姐们走进成都图书馆成为众

多文化志愿者中的一员。“国际社工日”期间，成都图书馆

联合四川航空公司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15 名空姐不仅为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礼仪培训，还与窗口馆员一起交流

学习，共同提升服务质量。

走进图书馆的礼仪培训课，台下的座椅已经被图书馆的

馆员坐满，虽然她们年龄不一，表情却基本一致，台上的“老

师”尽心的讲，台下的“学生”专心的听，一讲一听、一动

一静，与成都图书馆“闹中取静”的环境氛围完美融合。仪

容仪表、面部表情、坐立姿势，参加文化志愿服务的空姐将

自身接受的专业训练转化成大众语言传授给现场的图书馆

员，听课的“学生”们也对照“老师”讲解的内容不断的纠

正往日服务中存在的不足。

“刚开始我还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这种方式挺好，耳

目一新。”75 岁高龄的张中贵老大爷每天都坚持到图书馆看

书，读书已经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说起此次活动，他希望

能够经常保持，以后到图书馆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公共文化服务，突出的是读者的主体地位。航空客机

可以有头等舱和经济舱之分，但是我们的文化服务方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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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偏差、服务质量和态度更不能有丝毫的差别。”采访中，

成都图书馆馆长胡建强向记者表示。如今，成都文化志愿服

务已成为国内志愿服务的响亮品牌，成都，这座有着几千年

文化传承和历史熏陶的古城，已走出自己独有的、迥然不同

的西部文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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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区图书馆】

开展庆三八“悦享读”志愿活动

3 月 7 日，我馆全体员工来到胜利幼儿园图书馆流转点

开展“悦享读”志愿者服务活动，以庆祝“三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

本次活动以“服务不止步，好书同分享”为主题，通过

图书流转、业务指导、推荐新书、模拟图书馆、“书中寻宝”

等活动来切实增强胜利幼儿园图书馆流转点的图书管理业

务水平，使图书馆成为陪伴大家阅读成长的良师益友。

“你好，我想借一本书···”在胜利幼儿园大三班教室内，

一场趣味丛生的模拟图书馆活动正在进行。来自大三班的 2

名“图书管理员”正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亲身体验图

书管理者的工作，其他小朋友则拿起图书证来到服务台前

“借阅图书”，切身感受图书馆图书借阅过程。当天，我馆

工作人员还为胜利幼儿园图书流转点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帮

助分类整理图书和完善图书借书登记。

通过本次活动，不仅拉近了图书馆与流转点之间的距离，

让老师和小朋友在游戏中进一步了解图书馆，还让我馆全体

员工度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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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悦享读”绘乐园活动

3 月 11 日，我馆“悦享读”绘本乐园活动——《好饿

好饿的毛毛虫》在馆内故事屋举行。活动通过讲解故事、角

色扮演、话剧编排、做手工等方式，提高孩子的口语表达能

力和动手动脑能力。

活动现场，孩子们正坐在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听着故事。

绘本老师则指着 PPT，正在绘声绘色地讲解毛毛虫的故事，

从毛毛虫出生讲到毛毛虫变成蝴蝶，精彩的故事、夸张地动

作令现场小朋友哈哈大笑，一片欢乐的气氛。为让小朋友更

好地感受毛毛虫的生活，现场还准备很多头套和服装，来让

他们模拟毛毛虫的生活。活动上，绘本老师还将故事编排成

了话剧，让他们身临其境地去演绎着心中的毛毛虫。活动最

后，小朋友们还和家长一起做起了毛毛虫的小手工。精彩又

丰富的活动给现场小朋友和家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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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驿区图书馆】

乐高小小设计师之“竞速赛车”

3 月 5 日下午 14:00，乐高小小设计师培训班终于迎来了

第二节课。小朋友们都非常开心，早早地就在座位上等待了，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竞速赛车，大白老师跟小朋友们简单地互

动之后，活动便正式开始了。

大白老师首先带小朋友们一起回忆了上节课讲的内容，

然后就要开始制作竞速赛车了。小朋友们被分成了四组，大

家分工合作，认真地制作属于自己组的竞速赛车。制作过程

中，大白老师对每组小朋友都进行了悉心地指导。小朋友们

提出了很多疑问，大白老师也都耐心地作了解答。半小时过

去了，一辆辆赛车被成功地制作了出来，四个小组开始用赛

车竞速了！小朋友们玩的非常开心，活动结束时都舍不得离

开现场。

乐高培训班自开展以来广受家长和孩子的好评，我馆还

将开展更多精彩的少儿活动，力求做好全民阅读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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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魔法课堂之“夏威夷快艇”活动

2017 年 3 月 18日下午，备受小朋友们喜爱的科学魔法

课堂系列活动在龙泉驿区图书馆开展。本次活动的主题是

“夏威夷快艇”，Candy老师跟小朋友们简单地做了活动介绍

后，活动便正式开始了。

Candy老师首先将今天活动的制作材料发给了大家，现

场的小朋友们人人有份。接着，Candy老师就开始教大家正

式制作“夏威夷快艇”了，制作过程共分为六个步骤，小朋

友们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认真地制作着属于自己的“夏威

夷快艇”，很快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大家手中的快艇也逐渐

成型。Candy老师为小朋友们拿来了装满水的盆，让小朋友

们拿着自己的快艇在水里自由地驰骋，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活动结束后也不肯离去。

科学魔法课堂系列活动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我馆也将

推出更多精彩的少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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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图书服务车“文化惠民走基层进景区”

为践行公共图书馆“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实

现公共图书馆阅读服务均等化、便捷化、公平化。解决老百

姓看书看报难的问题；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惠民“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龙泉驿区图书馆开展“文化惠民走基层进景区”服

务，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及阅读推广触角延伸到全区每一个

地方，每一个老百姓身边。服务领导小组组长由龙泉驿区图

书馆馆长彭红梅担任，副组长由副馆长周晓红、基层工作部

邹翰雨、资源建设部许诗担任，组员分别有李公仆、刘明、

刘韵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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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图书馆】

“从小事做起，与文明同行”学雷锋图片展

无论时代和环境如何变化，雷锋精神永远是我们时代发

展的正能量，为了弘扬雷锋精神，新都区图书馆从三月初开

始，在馆内读书走廊开展了“从小事做起，与文明同行”学

雷锋图片展。截止 3 月 27日，共吸引 500 余名读者驻足观

看。

雷锋精神是指以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基本内涵，在实

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革命精神。其实质和核心是从小事

做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

此次图片展从雷锋生平、雷锋名言、雷锋日记节选等几

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雷锋精神的主要内容，在加深大家对

雷锋了解的同时学习如何从小事做起，在日常生活、学习、

工作中自觉实践、发扬雷锋精神，与文明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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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市图书馆】

举办“互动乐园”亲子系列活动

百善之首，以孝为先！为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加

强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市

图书于 2017 年 3 月 26日，在图书馆文化广场成功举办了以

“感恩父母”为主题的“互动乐园”亲子活动。

活动现场开展了轻松有趣的“蒙眼找父母”游戏。小朋

友们蒙住双眼，在指定的范围内，通过触觉、嗅觉来辨别自

己的父母。简单的游戏，让小朋友们以不一样的方式感受父

母、了解父母。游戏中，小朋友们各出奇招：有的上来就闻

气味；有的从手指甲开始摸；更有直接抱住量“腰围”的。

在现场的小选手们也热情的支招，给蒙住双眼搞不清方向的

伙伴“左右指路”，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更是让小选手们摸

不到头脑了，家长们倒是乐的呵呵直笑。最后，参赛的 22

个家庭中，6 个用时最少的家庭脱颖而出，获得了最高达 500

元的现金大奖。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感恩签名横幅。到场的小朋友们在上

面密密麻麻的写上自己的感恩心语，画上甜蜜的心愿，表达

了对父母的感恩。

最后，在一片欢笑声和恋恋不舍中，参赛的家庭一起合

影留念，为今天的亲子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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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参赛家庭全员出动齐到场

感恩留言处，宝贝们庄重的写上自己的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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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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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县图书馆】

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

3月 21日，新津县文体广新局在安西小学隆重举行 2017

年新津县“图书漂流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暨第七届“金色

年华·我爱读书”征文大赛颁奖仪式，此次活动拉开了我县

2017 年全民读书活动的序幕，在全县中小学掀起“书香校园”

的读书高潮。

启动仪式上，学生代表发起倡议，希望同学们捧起书本，

沐浴书香，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健康成长；启动仪式结束

后，县文体广新局和县教育局相关领导为获得征文大赛奖项

的同学颁发了奖状，并提出了殷切希望，鼓励孩子们多读书，

读好书；同时，县图书馆为安西小学选送了知识性、可读性、

启迪性、趣味性强的课外书籍 500 余册。

“图书漂流进校园”活动暨“金色年华·我爱读书”征

文大赛，是以“漂流知识、倡导阅读”为主题，通过征文大

赛检验“图书漂流进校园”读书活动成果，是推进“书香校

园”读书活动的重要举措，是新津县打造的读书活动品牌。

该活动在我县已连续成功举办多年，对构建“人人爱读书，

人人有书读”的书香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后，新津县文体广新局将充分利用图书

馆馆藏资源，不断创新读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丰富全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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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群众和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全民阅读氛围，

实现图书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最大化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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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区图书馆】

开展植树节主题亲子共读户外体验活动

3 月 11 日上午，成华区图书馆举办了植树节主题亲子共

读户外体验活动。活动由叮当妈妈主讲，将读书和游园相结

合，带领 20 名儿童及其父母提前度过了一个充满意义的植

树节。

活动分为绘本阅读和户外体验两个部分。首先在亲子阅

读室完成了绘本阅读环节，叮当妈妈声情并茂地为孩子们讲

述了绘本《春神跳舞的森林》，阿里山的美丽风光和动人的

梦幻故事勾起了孩子们对自然和春天的无限向往。

随后，孩子和家长们带上老师分发的“大自然寻宝”任

务卡兴致勃勃地来到图书馆旁美丽的成华公园，开始了一段

奇妙的亲子发现之旅。在寻找和观察树木、花朵、飞鸟的过

程中一起感受春天，亲近自然，探索万物，感悟生命，培养

孩子们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

最后，家长们和孩子一起用搜集到的落叶完成了对称的

落叶画，并得到了老师奖励的叶脉书签作为纪念，小朋友们

都开心不已。本次活动既起到了自然启蒙的作用，又在欢乐

中增进了亲子感情，深受家长和孩子的支持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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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图书馆】

青羊区“十百千”阅读推广行动纵深推进

为深入推动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的理念，青羊区图书馆

领导、业务骨干、106名阅读推广人及其他阅读推广组织、

社区和读者的带动下，2017年青羊区“十百千”阅读推广行

动向纵深推进。

2017年初，青羊区图书馆馆内业务骨干走进文翁实验学

校、泡小（西区），办理身份证注册读者500余个，让更多

的师生、家长知晓了使用身份证注册读者证的便利；春节前

夕，我馆联合武警四川总队汽车中队在其驻点新建了图书流

转服务点，为武警官兵送去节日精神食粮。同时，还在各个

流转点、家教基地分馆等地开展活动共12场次；青羊区图书

馆一楼多功能厅举办各类读书阅读活动16场次；全区各类场

馆举办“十百千”阅读推广活动100余场。

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得到了市民的有力支持

和好评，为更多的市民提供了便捷和共享阅读的平台，及培

养终身读书学习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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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和 VR的科技体验

近日，青羊区图书馆在一楼多功能厅为孩子们举办了一

场 VR（虚拟现实）科技专场体验活动，近百名少年儿童和

家长朋友前来参与。活动由桂花树下、成都虚拟世界科技有

限公司 IDEALENS 协办。

VR 作为虚拟现实体验，把原有计算机游戏的趣味性、

真实性大大拓展了一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为让孩子们

了解现代科技的变化及科技的力量，专业人员专门对 VR 技

术原理进行了讲解，孩子们一个个专注而好奇的目光围着讲

解员。

孩子们现场体验 VR 设备的乐趣：有趣的 VR 世界比

如海底世界、云中漫步等，宇宙星体等等，真的是寓教于乐，

趣味无穷！那些碧蓝清澈的海水，近在咫尺的轮船，仿佛触

手可及，海底动物从身畔游弋而过，仿佛身临其境一般，逼

真炫目。戴着 VR 镜的孩子们都伸出了手在面前挥舞。

云中漫步更是非常特别，虽然脚下是宽敞的地面，但戴

上 VR 眼镜仿佛真的行走在高楼大厦上一般，只能胆战心惊

地走过去，再次小心谨慎地走回。这种让人又害怕又兴奋的

体验让大家尖叫连连。

最后是互动讨论环节：VR 将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

变化。现场的孩子按人数分成了不同的组别，分别上台谈自

己对 VR 的体验和看法，孩子们宽阔的眼界和认知让在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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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大人都竖起了大拇指，VR 会带来什么，又会有哪些利弊，

相信整场体验会留给在场所有孩子深刻的印象和长远的思

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