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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图书馆】

水绿天青，行走在“一带一路”的家国情怀
——成都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精彩纷呈

每年 5 月最后一周是全国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旨在大力

宣传图书馆在倡导阅读、指导阅读、推动全民阅读方面的重

要作用，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我馆“2017 年公共

图书馆服务宣传周”于 5 月 28 日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

主题为“悦读，在路上”。宣传周期间，我馆进一步整合图

书馆资源，积极与社会力量开展合作，提升服务水平，推出

一些别开生面的读者活动以及服务举措，传递阅读的力量，

让读者体验到图书馆的创新服务。

一、阅读传递——当“一带一路”遇上图书馆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 5 月 14 日至 15日

在北京举行，为让更多的广大市民读者了解“一带一路”的

知识，我馆于 5 月 28 日举办了“阅读，行走在一带一路的

家国情怀”图书展活动。活动中，我馆精选出百余种从政治、

经济和历史方面介绍“一带一路”的优秀图书，进而向广大

市民读者展示中国优秀图书、展现中国文化，更加了解中国

倡议的“一带一路”全球化发展思路。

二、水绿天青不起尘——讲述成都河流故事

由我馆和城市河流研究会共同发起的《回望：水绿天青



不起尘——成都河流故事图书展》于 2017 年 5 月 22 正式向

广大市民展出，展出时间为两周。展览以图片、易拉宝、海

报等形式，通过成都的城市河流、成都水系、水源地护水队

清淤、成都市水源地护水队探访岷江活动等图片和成都城市

河流研究会简介、寻找你家边的桥、因水而兴、河流健康计

分宣传等，回顾成都市河流历史变迁、了解成都城市河流文

化。通过招募民间河长的海报来向广大市民发起招募，希望

通过招募民间河长的行动来让市民们亲自寻找、观察并记录

身边的河流。此次展览向广大市民们介绍了成都市河流历史

变迁情况，帮助人们了解城市河流文化，为成都市民提供河

流文化学习的去处，还可以让关心河流情况的市民参与到河

流保护的行动中来。通过分享低碳、可循环的生活方式如教

授大家怎么自制简易家用污水净水装置等来提升市民的环

境保护意识，让市民们感受到友好的生活态度对环境及河流

的影响，从而实践环境保护、河流保护行动。

三、尖叫吧，小创客——过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宣传周期间，结合第 68 个国际儿童节的到来，我馆组

织了内容丰富的少儿活动。5 月 28 日，我馆阅创空间联合成

都乐学乐创机器人教育举办了以“科技、创新”为主题，开

展了科普观赏和体验活动。活动主要结合实际生活，展示科

技已与生活联系密切，着力提高孩子们的科技创新意识和科

学素养，让他们体会科技创新给人们带来的巨大改变。其中：

创客大讲堂、机器人迷宫、创客 DIY、娃娃机、电子小制作



等，让科技走进孩子、贴近生活，激发孩子们的创新活力，

营造孩子创新的良好氛围。

5 月 29 日，我馆还与牙科医院共同举办了“我是小牙医”

亲子体验活动。30 名小朋友们在互动式学习体验中了解了口

腔卫生的重要性，通过《松鼠与松树》互动游戏帮助小朋友

打破了隔阂、在轻松的环境中相互学习和交往。牙科医生阿

姨还为孩子们耐心讲解了有关牙齿保健常识，针对孩子们的

口腔问题进行了解答，通过牙模的展示教小朋友正确的刷牙

方法和学唱刷牙儿歌。体验活动让小朋友们不仅学会了正确

的刷牙方法，还懂得了日常如何护理、爱护自己的牙齿。

“阅读，行走在一带一路的家国情怀”图书展



回望：水绿天青不起尘——成都河流故事图书展

尖叫吧，小创客

我是小牙医亲子体验活动



水绿天青不起尘
——成都图书馆举办成都河流故事摄影图

书展

历史上的成都“因水而兴、因水而荣”，二江的开凿塑

造了成都的建城格局，孕育了两千年河流文化，赋予了成都

天府之国的美誉。近现代的成都“因水而困”，水源污染、

水量减少、河流生态功能丧失，水资源问题严重制约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

“水绿天青不起尘”，李太白诗句里的成都自然生态环

境一流，倘若全成都能够共同关注、一起行动，相信这一天

的回归就不会太远。

本次成都河流故事摄影、图书展由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

成都图书馆共同发起，在成都图书馆二楼大厅展出，展出时

间为 2017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14 日。本次展览内容有摄影

照片，易拉宝展架，出版图书等，共有上万名读者参观学习。

通过志愿者拍摄的河流整改前后对比图片、出版的河流

调查相关图书、河流研究会易拉宝宣传等形式向读者传递河

流故事，传播河流保护理念，让大家一起知水、爱水、护水。

本次展览由成都图书馆、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联合主办，

不仅在馆内二楼大厅展出，在成都图书馆官网成图展厅也有

相关内容的展览，让市民不必到现场也能直观看到成都河流

近年的相关摄影照片，了解河流保护方面的相关知识和信息，



传播环保理念，让大家共同努力，共建水绿天青不起尘的美

好家园——成都。







传承志愿精神 见证快乐成长
——成都图书馆 2017 年义务小馆员活动启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和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 7 部门《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意见》精神，大力推进文化志愿服务，

促进文化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营造全社会参

与文化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6 月 28 日，我馆 2017 年暑期

义务小馆员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300 名余小朋友和家长

走进图书馆，参加我馆举办的义务小馆员岗前培训。

今年，我馆围绕“传递书香 见证成长”主题，开展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培养青少年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志愿服务理念，帮助他们从小养

成高尚的关爱社会、关爱他人精神，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时，倡导青少年从小养成“多读书，

读好书”的阅读习惯。通过“走进图书馆”，从小了解图书

馆，学会科学利用图书馆。

我馆义务小馆员活动自 2009 年启动以来，累计招募培

训上岗小馆员 2400 余名，其中：有 400 余名小馆员获得优

秀义务小馆员荣誉称号，20 余人获得优秀义务小馆长荣誉称

号。作为我馆青少年志愿服务品牌活动，随着活动的影响力

逐年扩大，越来越多的家长认可小馆员活动，更多的学生乐

于参与到志愿者活动中来。我馆也因此受到文化部的表彰，



被评为“2012 年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优秀项目”。

我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单位，也是志愿服务活动的前沿

阵地。今后，我们将更好地开拓思维，创新服务理念，引导

青少年传承和弘扬志愿服务理念，为培养更多具有社会责任

心的小市民做出贡献。



【新都区图书馆】

新都区图书馆“六·一”系列活动

为了让少儿读者度过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六一”节，

新都区图书馆在 6月 1日儿童节当天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少儿

活动，包括少儿新书推荐、少儿手工、少儿电影放映活动，

让全区小读者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

少儿新书推荐在图书馆大厅开展，我们采用书目展板的

形式向少儿读者推荐新书，为最大限度满足小读者的借阅需

求，我馆推荐了一大批适合少儿读者的新书，包括科幻、绘

本、漫画、文学书籍等，推荐新书吸引了大批小读者到馆借

阅。

少儿手工活动于下午 3 点在图书馆自修区开展。我馆邀

请来自成都市现代职业制造技术学院的郭萍老师到现场进

行指导，郭萍老师为小读者们教授了漂亮的橡皮泥摆件制作

技巧，让小读者在手工制作中体验乐趣，感受集体活动的魅

力，欢欢喜喜庆“六一”，快快乐乐过节日。

另外，图书馆还为喜欢动画的小朋友们播放了经典的动

画电影《昆虫总动员》，吸引了大量小读者前来观影。

此次系列活动共吸引了近 200 人次少儿读者参与，极大

的提升了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今后我馆还将开展各种各样



的少儿读书活动，通过活动让更多的少年儿童养成阅读好习

惯，走进图书馆，在书香中度过快乐童年。





升庵国学讲堂系列活动

中华八德之——悌

国学是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多年的

文化内涵，它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

中体现。为传承国学经典，弘扬中华文明，让青少年进一步

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新都区图书馆于 2017 年 6 月 10 日下

午在我馆的多媒体阅览室开展了升庵国学讲堂活动，邀请青

年国学老师武子老师为小读者们讲解了中华八德之——悌。

悌，是悌敬。是指兄弟姊妹之间的兄弟友爱，相互帮

助。扩而充之，对待朋友也要有兄弟姊妹之情，这样人和人

之间才能消除矛盾，相互谦让。武子老师教授时，先为大家

朗读并讲解了中华八德故事之《悌》篇，向到场的小读者和

家长展示了何为敬爱兄长以及如何维系与朋友间和睦的情

谊，然后带领大家一起朗诵弟子规中的悌篇。此次活动吸引

了 50多位小读者的参与，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社区儿童科学家专项活动—熔岩灯

2017 年 5 月 28 日下午,由新都区图书馆主办，艾几米科

技传播中心承办的社区儿童科学家专项活动“海底火山之熔

岩灯”在新都区图书馆举办，为全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丰富、

立体、特色的体验式科普活动。24名儿童读者参与此次活动。

指导老师肖肖老师让大家带着思考问题“我们遇到火山

爆发的时候，怎么来躲避？”开始了当天的活动。老师带领

少年科学家们从烧杯的使用开始，然后加入食用油，再加入

小苏打……一步一步，有条不紊，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制作，

完成了在“海底看火山爆发”的实验任务。

活动得到了家长的一致肯定。家长们说“有这样的活动

真是太好了！以前孩子们是接触不到这样专业的科学课堂的，

现在好了，他们可以零距离的去接触，去感受科学的奥秘！

希望这样的活动一直不断地开展下去！”







彩虹故事会之三
亲子共读绘本——《有个性的羊》

为了给父母创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以书为媒，以阅读

为纽带，让父母与孩子共同学习，一同成长，新都区图书馆

馆特地举办“彩虹屋故事会”系列亲子共读活动。本周主题

是亲子共读绘本——《有个性的羊》，活动于 6 月 25 日下午

3 点在图书馆低幼儿阅览室展开。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共同阅

读绘本，体味小故事里的大智慧。活动当天吸引了 50 余人

次读者参与。

活动开始后，来自老约翰绘本馆的黎老师先用拍拍手小

游戏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然后指引孩子们和家长一起阅

读绘本故事，分享自己的心得。这个故事里那只淘气的小羊

让我们明白了，即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也一样可以成

为群体中的一分子，作者用缤纷的色彩，向我们透露了一个

秘密：每只羊都是不一样的，也都是有个性的。

活动最后，黎老师总结发言说：“每个孩子都是在学会

做一个与众不同的自己的同时，学会接受与众不同的他人。

我想，也只有懂得这一点的孩子，才会懂得如何快乐地和整

个世界一同成长。”这段话引起了到场众家长的共鸣，获得

大家的好评。





【彭州市图书馆】

彭州市图书馆

《湔江讲坛》举办《三国风云与中国品格》

公益讲座

2017 年 6 月 29 日下午 2 点，由彭州市文体广电新闻出

版和旅游局主办，彭州市图书馆承办的传统经典文化学习系

列讲座如期开讲。文旅系统 100 余名机关干部参加了此次学

习。

本次讲座邀请了明伦书院执行院长、成都明伦书院院

长、深圳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施文忠老师主讲，施老师以

《三国风云与中国品格》为题，以三国中重要人物，如曹操，

诸葛亮等人的代表性事件为例，分析了曹操失败的原因，分

析了诸葛亮成功的原因以及诸葛亮的人格魅力，用古人的智

慧和魅力告诉我们，人首先要有德，其次才是要有才，只有

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受到人们的尊敬，我们要不断地陶冶我们

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参会人员表示，通过这次讲座大家收获颇丰，不仅感受

到了祖先的智慧，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更加懂得

了品德对一个人的重要，要不断提高品德的修养，努力踏实

工作，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不懈努力。



讲座现场，听众们聚精会神的聆听



施老师正在授课



施老师从历史意义开始讲起



【成华区图书馆】

成华区图书馆 6月活动

截至 5 月 23 日，成华区图书馆共举办各类活动 16 场，

包括少儿读书活动 3 场，少儿英文绘本故事会活动 6 场，“锦

城讲堂”视频直播 1 场，“英语公社”老年英语课堂 4 场，

亲子水彩公开课 2场，以上活动共吸引了 200余名读者参加，

深受大家喜爱。6 月 24、6 月 25 日成华区图书馆还将在亲子

阅读室开展两场少儿英文绘本故事会活动 :绘本<What a
sailor sees>和一场少儿趣味绘本阅读活动:绘本《神奇校车》。

一、少儿读书活动

孩子们的故事屋：6 月 3 日，在成华区亲子阅读室叮当

妈妈为孩子们带来了绘本故事《海洋女神》，带着孩子们感

受了西方神话的魅力，并和孩子们一起制作了漂亮的手工海

景盒，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又增强了孩子们关于海

洋保护的意识。



少儿趣味绘本阅读: 6 月 11 日，再过一周就是父亲节，

图书馆特意安排了一场跟父爱有关的特别的故事会：观影

“我是只小狗”。活动由灵慧读书文化中心大白老师主持。

开场时大白老师设计了好玩的开场拼图游戏，让小朋友们一

起协作完成，以熟悉视频人物，迅速融入故事。然后大白老

师就开始带领孩子们一段一段观看精选的《天才狗》影片视

频片段，一部分一部分带着孩子们思考、讨论。影片和讨论

带给孩子们很深的触动，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如山般伟岸

壮阔又沉静的父爱。



孩子们的故事屋:6 月 17 日，父亲节来临之际，成华区

图书馆开展了“父爱如山，护我成长”父亲节专题活动。活

动中叮当妈妈为孩子们讲述了《小熊和最好的爸爸》这个温

馨有爱的亲情故事，孩子们都深受感动。随后叮当妈妈带着

孩子们现场为爸爸绘制了独一无二的“手工定制领带”，作

为父亲节的礼物。最后，孩子们纷纷在领带背面写下了自己

最想对爸爸说的话，表达了对爸爸深深的感谢和爱。



二、少儿英文绘本故事会活动

6 月 4 日,绘本<What is it>，外教老师和中教老师带着孩

子们游览了一座美丽的花园，锻炼孩子根据部分猜测整体的

能力，并一起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花园中的人、事、物；6
月 10日，绘本<Max jumps >让孩子们认识了一只爱奔跑爱跳

越的小羊 Max，并一起模仿 Max 跳跃让孩子们动起来，又通

过既重复又有变化的句子“Max jumps over…”让孩子们熟



悉了该表达并扩充了词汇量；6 月 18 日，绘本<Big brown
bear>则通过鲜明的卡通形象和生动的故事让孩子们区分

“big”和“small”的概念，并学习了相关事物的表达。(每
个绘本分 4-6岁和 7-9 岁两个年龄段开展两场。)

6 月 4 日绘本<What is it>

6 月 4 日绘本<What is it>

6 月 10 日绘本<Max jumps >



6 月 10 日绘本<Max jumps >

6 月 18 日绘本<Big brown bear>



6 月 18 日绘本<Big brown bear>

三、“英语乐园”老年英语课堂

今年的“英语乐园”老年英语课堂五月起继续每周四固定在

成华区图书馆研习室开展，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老年英语爱好者们齐聚一堂开展学习交流。6 月 1 日学习了

“There be 句型的复数”，6 月 8 日学习了“《新概念英语》



42 课”，6 月 15 日学习了“旅游常用英语”，6 月 22 日学习

了“《新概念英语》43 课”



四、亲子水彩公开课

6 月 7 日、6 月 21日成华区图书馆研习室开展了两场亲

子水彩公开课。活动由成华区图书馆读者俱乐部志愿者组织

开展，邀请了常盘动漫工作室绘画老师授课，吸引了十多名

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其中。研习室里大家铺开画纸、拿起画笔，



在老师的悉心指点下，涂抹色彩，描绘风景，在欢声笑语中

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一起合作完成了一幅幅充满创意色彩

斑斓的美丽画作。



【简阳市图书馆】

简阳市图书馆

开展“庆六·一”经典诵读比赛

6 月 1 日上午，简阳市图书馆内书声朗朗，2017 年庆

六· 一“童心向着党“经典诵读比赛活动在图书馆五楼多

功能厅举行。近 40 名小读者和家长参加了比赛。孩子们通

过经典诵读活动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六·一节”。活动共评

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8 名，三等奖 20 名，每个参与活动

的小读者均获得精美节日礼品一份。

据图书馆活动部老师介绍，简阳市图书馆已将丰富多彩

的阅读推广活动做为免费开放工作的一部分，本次活动寓教

于乐，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普及经典诗词，

也锻炼了孩子们的表达能力、增进了亲子感情，得到家长和

孩子们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







简阳市图书馆

开展“新书进农家”扶贫帮扶行动

6 月 17 日至 6 月 18 日，简阳市图书馆在市文体广新局

的指导下，认真落实精准扶贫工作措施，扎实开展了“新书

进农家”扶贫帮扶行动。市图书馆在充分调查了解贫困户的

用书需求后，为他们精心挑选了种养殖类、健康养生类、实

用技术类书籍共计 600册，走村入户为群众讲解他们最关心

的知识 ，在送去温情的同时也送去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

广大贫困户带去了新的希望。灵仙乡严家祠村是图书馆开展

“新书进农家”扶贫帮扶行动的第一站。今年，市图书馆还

将持续地开展此项工作，确保“新书进农家”活动惠及到更

多的群众，为广大老百姓致富奔康注入精神动力！



市文体广新局副局长徐三祝同志在为群众宣传“新书进农家”

活动



【大邑县图书馆】

大邑县图书馆开展“好书伴成长”

阅读分享会

6 月 28 日上午十时，大邑县图书馆开展了“好书伴成长”

阅读分享会，大邑县北街小学三年级部分学生与老师 50 余

人参与了分享分会。

活动中，学生轮流上台深动的讲述自己最喜爱的图书并

与别的同学交流分享。孩子们互相交流着读后感，相互分享

自己喜欢的书籍，气氛甚是融洽。

通过本次阅读分享活动的组织，丰富了青少年的暑期文

化生活，增长了知识，培养了他们多读书、读好书的好氛围，

同时也增进了他们彼此的友谊。青少年在图书馆搭建起了一

个倡导学习、增进交流、促进友谊的平台，为进一步加强青

少年素质教育，增强青少年暑期课外阅读的积极性，使他们

在读书活动中广交良师益友，陶冶情操。





【龙泉驿区图书馆】

乐高小小设计师之“传送带”活动信息

6 月 11日下午，乐高小小设计师活动在区图书馆芦溪河

分馆成功开展，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大白老师的带领下，

小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活动在下午两点正式开始。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传送带”，

大白老师首先为小朋友们做了简单的介绍，接着便将乐高器

材分发给了大家。现场的小朋友们被分成了四个小组，分别

制作着各自的“传送带”。

制作过程中，不时有小朋友们举手提问，大白老师都一一详

细地做了解答，半个小时过去了，小朋友们做好了传送带，

个个小脸上都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本次活动就在小朋友们的依依不舍中结束了，乐高小小

设计师培训班也将在下周迎来尾声，我们还会在暑假期间推

出更多精彩的少儿活动。







科学魔法课堂之“节日烟花灯”活动

2017 年 6 月 17 日下午，科学魔法课堂活动在龙泉驿区

图书馆三楼少儿阅览室开展，本次活动的主题是“节日烟花

灯”。

活动在下午两点正式开始。屈老师在简单地介绍了活动

过程后，便把活动器材一一分发给了大家，小朋友们已经迫

不及待啦！烟花灯的制作分为四个步骤：1、制作灯罩——

用铁丝将灯罩抻开；2、安灯泡——用橡皮筋将电子灯固定

在灯笼内；3、装饰灯面——给灯面上贴上不同的图案；4、

安装灯把——将提灯笼的一根塑料棍安装在灯笼上。半个小

时过去了，小朋友们基本都做好了灯笼，每一个小朋友都认

为自己的灯笼是最好看的，活动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科学魔法课堂活动自开展以来广受好评，我馆还将努力

推出更多精彩的少儿活动，推动少儿阅读的发展。





“阅读瑜伽”

“阅读瑜伽”是成都市龙泉驿区图书馆常态推进的一项活

动。该项活动的年龄阶层覆盖 18 岁—50 岁，定于每周四上

午十点到十一点在我区图书馆总馆（沿山路二段 84 号）进

行。我馆邀请国际瑜伽导师协会高级瑜伽导师，高级瑜伽教

练培训师——若男定期到场培训，帮助改善当地居民的身体

素质，也丰富了我馆的活动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