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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图书馆】

创新工作思路，当好参谋助手

7 月 26 日，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田蓉对《领导参

阅》2017 年第 36 期（总第 591 期）《财政金融手段推动文创

产业发展》专题信息作出批示：“部办公室与成都图书馆的《领

导参阅》工作做得好！较好地起到了智囊和决策参谋作用。

请再接再厉，针对重大工作开展研究。另，请分送部领导和

各处室负责同志，送母涛同志，并交文创中心建设行动方案

起草小组成员阅研。”

7 月 28 日，田蓉同志再次在《领导参阅》2017 年第 39

期（总第 594 期）做出批示：“《领导参阅》紧扣宣传与文创

中心建设主题，发挥参谋智囊作用，开展城市间比较研究，

很好！请继续：①在对标国内先进城市经验基础上，还可扩

展与国外城市的比较或分析；②扩大印发范围到部内中层，

各区（市）县委书记、宣传部长，相关市级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

继 2017 年 7 月 5 日田蓉同志对《领导参阅》给予肯定

后，成都图书馆与成都市委宣传部办公室进行了及时有效地

沟通，双方对今后开展领导决策专题服务达成了初步共识。

2017 年 8 月 1 日，成都市委宣传部办公室负责同志与成都图

书馆班子成员对落实田蓉部长批示精神，推进《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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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发挥参谋助手作用进行了交流。

为健全并完善图书馆决策信息服务体系，为《领导参阅》

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和文献保障，成都图书馆对参考咨询部

及时调整分工、整合资源，力争在下一阶段工作中充分发挥

团队协作精神，提高专业团队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关注参考

咨询馆员个体发展特点，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并结合专业

及学科背景，探索创新服务模式。

为各级领导机关提供决策信息服务是成都图书馆的重

要工作之一，我馆会紧紧抓住自身转型与发展契机，积极

参与领导机关智库建设，深度挖掘自身优势，充分发挥文

献信息资源的最大效益，提升团队专业化水平，为各级领

导机关决策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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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与普查，志愿者们在行动

2017 年 8 月 2 日，来自世界各地高校的古籍保护志愿者

们，结束了在成都图书馆古籍部为期一个月的普查著录志愿

工作。

参与本次成都图书馆古籍普查著录工作的志愿者是由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四川省图书馆招募，

共 7 名，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

绵阳师范学院和悉尼大学的相关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志愿

者们经过四川省图书馆和成都图书馆培训之后，迅速上手，

协助古籍部工作人员开展古籍普查著录工作，主要清理和著

录馆藏古籍的题名、卷数、版本、册数和存缺状况等信息。

年轻的志愿者们克服种种困难，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了丛书

类近百种古籍的普查著录工作。至此，成都图书馆各类古籍

的普查工作已经全面完成，之后将提交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

二审，这也为下一步出版全省古籍目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志愿者们在成都图书馆的出色表现，本次活动得到

了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充分肯定，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在志愿者们离开前一天派专人到成都图书馆

古籍部拍摄和采访志愿者和本馆工作人员，所拍摄的影像资

料将形成纪录片，以此宣传和推广中华古籍保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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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化厅专家组开展
我市图书馆第六次评估定级复评工作

圆满结束

8 月 14 日，由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谭发祥任组长的专家

组到成都市武侯区图书馆和锦江区图书馆就全国公共图书

馆第六次评估定级工作进行实地抽查，成都市文广新局公服

处处长夏凛、成都图书馆副馆长关涛陪同抽查。

近年来，武侯、锦江两区图书馆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

下已建设成为融学习、求知、交流、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复合

型图书馆，保持在成都地区图书馆行业中的第一方阵地位，

在全市县级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中起到标杆作用。

此次抽查专家组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审阅资料、

现场反馈等环节，对两区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和特色亮点做了

逐一考察。专家组表示，武侯和锦江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公共文化建设，特别是图书馆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专家组对

武侯区图书馆创新性开展“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运营模式

表示高度赞同；对锦江区图书馆合理规划、巧妙设计，扎实

开展的各项具体业务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同时专家组也对区

图书馆的未来发展规划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文化部每四年一次的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

级工作，不仅是对公共图书馆建设和服务工作的全面评价和

考核，也是对地方政府在公共图书馆运行条件和服务保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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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考评，是全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群

众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为保障第六次评估工作顺利开展，

成都市文广新局、成都图书馆第一时间组织全市公共图书馆

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估定级工作培训，先后组织召开两次区

（市）县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协调和经验交流会议，成都图

书馆组织有关专家和工作人员前往各区（市）县图书馆调研

指导工作数十次，提出合理的建议与整改意见。借助此次评

估工作，成都市文广新局加强指导、周密部署，市图书馆作

为全域公共图书馆联盟牵头者，加强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

县级公共图书馆也将此次评估作为提升服务效能、推进业务

建设、提高管理水平、提升队伍素质的重要契机，使得各项

工作稳步提升。截至目前，县级图书馆评估工作基本结束，

成都图书馆正认真组织 21 个区（市）县图书馆的复评工作，

预计本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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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成都图书馆 争做小小管理员

为大力推广全民阅读活动，引导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图书

馆、利用图书馆，珍爱图书，热爱阅读，营造出良好的文化

氛围。8 月 17 日，成都图书馆和四川教育报刊社联合举办“走

进成都图书馆，争做小小管理员”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包括“图书知识培训”、“图书排架我第一”

和“我是找书能手”三个环节。首先，我馆馆员精心准备，图

文并茂，为小朋友用通俗易懂的讲解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怎样排序，怎样利用图书馆资源扩宽知识面，怎样用新技术

和新设备快速查找图书。其次，通过“图书排架我第一”和“我

是找书能手”，小朋友们进行了实战比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较

量，11 岁的胡缤心、12 岁的彭熠羽和 11 岁的黄思语从参加

活动的 21 名小朋友中脱颖而出，取得了最终比赛的一二三

名。

本次活动的开展，不仅仅是比赛，更重要的是让小朋友

们从小爱阅读，了解图书馆，学会科学利用图书馆，活动受

到了全体参加小朋友和家长的一致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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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做快乐义务小馆员
——成都图书馆 2017 年义务小馆员活动圆满结束

8 月 29 日，我馆在学术报告厅举行了 2017 年“优秀小馆

长”和“优秀小馆员”颁奖仪式。龚华平书记和史臻赜副馆长代

表馆领导班子对获奖小读者表示祝贺。

今年，小小馆长及优秀小馆员的招募活动于 6 月 28 日

正式开始，截止 8 月 20 日，共有 398 名同学参与活动。今

年活动较往年表现出，一是参与志愿服务的人数增多，比

2015 年增加了 115 人；二是志愿者素质普遍提高，参与者对

志愿服务意识认识更深，对志愿服务精神理解更透。经考核

和评选，对涌现出努力工作，任劳任怨，积极进取，表现突

出的 17 名“优秀小馆长”和 67 名“优秀小馆员”进行表彰。

我馆义务小馆员活动本着宣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者精神，自 2009 年启动以来，累计招募培训小馆员

2000 余名，有 500 余名被评为“优秀小馆员”称号。活动旨在

培养青少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志愿服务理念，帮助他

们从小养成高尚的奉献、友爱、互助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和人生观，小馆员通过服务他人、帮助他人，提升个人道

德品质与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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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图书馆】

社区儿童科学家活动——“飞行梦工厂”

2017 年 8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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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梦工厂”在图

书馆举办，23 名“小小科学家们”在这里开启翱翔天空的美

好愿景。

要制造一架飞机，需要什么呢？在老师李科的指导下，

“小小科学家”自己动手，跟着老师从安装机翼开始，安装

主机翼，安装尾翼，一步一步细致操作，一架架飞机不断在

小科学家的手中组装成功。在老师带领下，“小小科学家”

还放飞了自己亲手制作的飞机。

社区儿童科学家是由新都区图书馆支持，艾几米青少年

科技传播中心执行的科普公益项目。主要是把目前国际上比

较前沿、创新的科普教育形式与社区文化活动结合起来，为

社区儿童打造更加丰富、立体和特色的体验式科普活动！与

此同时，社区儿童科学家也致力于打造一个具有特色的科普

教育社区，培养具有科学素养与创新精神的社区儿童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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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庵国学讲堂系列活动之“诵、习、赏”

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国学精髓，推广国

学经典教育，丰富读者暑期生活，进一步提升市民文化素质

和道德修养，2017 年 8 月 7 日下午 3:00,区图书馆邀请青年

国学老师，省书法家学会会员李武在多媒体阅览室开展“升

庵国学讲堂”活动， 近 50 多位读者到场参与了此次活动。

国学老师武子老师从诵经典、习经典、赏经典三方面给

读者带来了别样的国学体验。指导读者诵读了训练儿童应对、

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为读者朗诵了

《弟子规》之“余力学文”章节，讲解了古人弟子在家、出

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讲座最后，

武子老师带大家一起共赏了《颜勤礼碑书法》。

“升庵国学讲堂”以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

通过国学经典教育，树立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

活动每月开展一期，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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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图书馆即日起实施延时开放服务

为了最大程度满足读者阅读需求，方便“上班族”到图

书馆学习、阅读、查询资料，新都区图书馆 从 8 月 14 日起，

开始实施延时开放服务。

开放情况为周一至周五下午 5 点 30 以后，继续延时开

放成人阅览室、阅报室和自修区至晚上 8 点 30（冬季为晚上

8 点），周末及节假日，馆内服务时间统一调整为上午 9 点至

下午 5 点。

我馆已将图书馆窗口延时开放时间表向社会公示，欢迎

市民读者到馆阅读。新都区图书馆将继续完善不定时开放服

务制度，让图书馆服务能够覆盖最广大的读者群体。



19

【武侯区图书馆】

武侯区图书馆迎接四川省第六次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检查

8月14日，由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谭发祥组成的专家组，

深入到成都市武侯区图书馆就全国公共图书馆第六次评估

定级工作进行实地督察，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跃等陪同调

研。

专家组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审阅资料、现场反馈

等环节，对区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和特色亮点做了逐一考察。

对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公共文化建设，特别是图书馆建设

的各类保障给予充分肯定；对创新性的“向社会力量购买服

务”的运营模式表示高度赞赏；对区图书馆扎实开展的各项

具体业务工作表示认可。同时专家组也对武侯区图书馆的未

来发展规划提出了指导性建议，一是加强阅读指导、三国文

化研究等专业化建设；二是拓宽特色资源建设面；三是继续

探索创新社会化运营；四是加强与高校合作交流。

武侯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跃在会上表示，区政府会结

合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继续加大对公共文化的投入，注重

特色化建设，进一步在政策、人员及财政保障上向其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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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区图书馆】

锦江区图书馆迎接全国第六次县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专家组评估简报

2017 年 8 月 14 日下午，全国第六次公共图书馆评估省

文化厅专家组来到锦江区图书馆进实地考评工作，成都市文

广新局公服处处长夏凛、成都图书馆副馆长关涛、锦江区文

体广新局局长许波、局党委书记黄飞、区人社局、区财政局

等领导陪同检查。

国家文化部每四年一次的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

估定级工作，不仅是对公共图书馆建设和服务工作的全面评

价和考核，也是对地方政府在公共图书馆运行条件和服务保

障方面的考评，是全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人

民群众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锦江区图书馆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已建设成为融学习、求知、交流、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复合型

图书馆，保持在成都地区同行业中的第一方阵地位，在全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具有标杆作用。

以四川省图书馆谭发祥副馆长率队的省文化厅第五专

家组在锦江区图书馆各服务功能室全面检查后，专家们在评

估现场会查阅了自评估材料并认真听取了区文体广新局许

波局长关于近年来锦江区文化事业及图书馆发展建设工作

的相关情况汇报。专家组表示，通过实地考察看到了基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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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精准服务和浓厚的人文气息，锦江区图书馆虽然存在

客观的建筑条件限制，却能合理规划、巧妙设计，扎根书籍

本源，强化服务质量，将图书馆打造成为了一个接地气、能

全面服务于广大群众的文化播种地，很让人感动。评估组专

家最后在对锦江区图书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提出

了开拓思维，勇于创新，大胆探索多层面服务方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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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驿区图书馆】

点读绘本阅读活动之《红烟囱》活动

7 月 25 日下午两点半，龙泉驿区图书馆少儿阅览室内传

来阵阵欢笑声。少儿阅览室的大方桌上摆放着今天要讲的绘

本，小朋友们围着桌子坐成了一圈，兴奋地等待着活动开始。

主讲老师黄老师首先给小朋友们讲了一个小故事，并做

了小游戏，引起了大家对今天活动内容的兴趣。接下来，黄

老师给每一位小朋友都发了一支点读笔，并现场教大家使用，

将点读笔点在绘本书上，点读笔就自己发出了声音为小朋友

们讲故事，小朋友们都玩的很开心，黄老师带领大家一起用

点读笔读完了绘本故事《红烟囱》和《转遍全球》。一个多

小时过去了，活动已经尾声，现场的小朋友们还久久不愿离

去。

本次活动受到了小朋友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我们还将

推出更多精彩的少儿活动，让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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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的日记”

2017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4 时 30 分，由龙泉驿区图书馆

举办的“昆虫的日记”活动在洛带分馆二楼举行。

活动开始后，大米老师给小朋友们讲了一只小苍蝇的故

事，在老师精彩的讲解和丰富的肢体动作下，小朋友们听得

津津有味，开展自己的奇思妙想，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随

后老师拿出了一个显微镜，小朋友们十分兴奋，纷纷想看看

通过显微镜能看见什么东西，老师通过显微镜给小朋友们展

示了羊毛、尼龙等材料，并且也带来了小蜜蜂、蚂蚁、苍蝇

等昆虫的标本，让小朋友们不仅听到了故事，也通过眼睛的

观看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最后活动在小朋友们展示自己创作

的昆虫画的愉快氛围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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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昆虫小世界”活动

2017 年 8 月 1 日下午，“昆虫昆虫小世界”活动龙泉驿

区图书馆少儿阅览室内成功举办。主讲老师大米带着小朋友

们与昆虫对话，和大自然进行了一次亲密的接触。

活动开始后，大米老师先和小朋友们一起做了暖场小游

戏，游戏结束后小朋友们都更加熟络了。接着，大米老师给

小朋友们在电子显示屏上播放了和昆虫有关的幻灯片，重点

讲解了一些昆虫小知识，并教小朋友们模仿昆虫的动作，成

功勾起了小朋友们对昆虫的兴趣。最后，大米老师拿出了提

前准备好的昆虫标本，指导小朋友们用显微镜观察昆虫，透

过显微镜，小朋友们又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昆虫世界。

本次活动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小朋友们都非常

开心，度过了一段愉快的下午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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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手工之“衍纸花朵”活动

2017 年 8 月 4 日下午 14:30，由大米老师带来的趣味手

工——“衍纸花朵”活动在龙泉驿区图书馆芦溪河分馆少儿

阅览室举行，十五位小朋友参与了此次活动，感受衍纸文化

的魅力。衍纸，又称作卷纸，起源于 16 至 17 世纪的法国和

意大利，随着殖民潮进入北美洲大陆，是纸艺大家族中比较

独特的一项。”活动伊始，大米老师对于衍纸艺术发展历史

的介绍，勾起了小朋友们的兴趣。一根普普通通、毫不起眼

的纸条，经过卷、折、捏、剪和拼贴组合等“九九八十一难”，

就会变身为画面立体、风格绮丽的工艺美术品。其多样的表

达手法和包罗万象的内容，带给人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是纸

艺大家族中的典范。

在给大家讲解了衍纸的基本制作方法之后，大米老师将

制作材料分发给每位小朋友，并且告诉陪同小朋友们的家长，

如果有小朋友不能独立完成的部分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完

成。但是千万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的身上，那样会

扼杀小朋友们的创造力。制作开始了，一张张色彩缤纷的小

纸条在大家的手中翩跹飞舞，细长的纸条被竖棒一圈圈的卷

起来，成为一个个小“零件”，再组合形成图案。两个小时

转眼就过去了，小朋友们纷纷向家长展示自己做好的衍纸作

品，十分开心。大家表示希望图书馆今后多多举办这样的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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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手工活动，锻炼小朋友的动手能力的同时，又能激发大家

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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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读绘本阅读之《哈比孵蛋》

2017 年 8 月 8 日下午 14 时 30 分，由龙泉驿区图书馆举

办的点读绘本阅读之《哈比孵蛋》活动在洛带分馆二楼举行。

活动开始后，老师请各位小朋友们上台做了一个简单的

自我介绍，接着给小朋友们讲了一个小故事《哈比孵蛋》：

一只可爱的小猪傻傻的帮偷懒的小鸡孵蛋。小朋友们听得津

津有味。然后老师为了调动小朋友们的积极性，邀请小朋友

们一起做几个简单的小游戏，不一会儿，小朋友们热情高涨，

回答问题也更加积极。最后，老师向小朋友们展示了手中那

神奇的点读笔，只要轻轻用笔尖触碰书籍，这只神奇的笔就

会读出你所触碰的那页故事，小朋友们感到很神奇，都认真

倾听故事并踊跃回答老师的问题。

活动就在小朋友们欢声笑语的氛围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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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古色中国茶道活动

2017 年 08 月 15 日，由龙泉驿区图书馆举办的“古韵古

色中国茶道”活动在龙泉驿区图书馆三楼少儿阅览室举行。

（图）

活动伊始，茶艺老师先给孩子们讲了讲茶的来历，茶文

化的演变，随着时代的变化茶艺也在变化。老师还告诉孩子

们，在中国古代，人们采来新鲜的茶叶之后，会把茶叶蒸干，

蒸干之后会做成茶饼然后烤制，不仅如此人们还会用石磨将

茶叶磨成粉，用茶粉来冲泡。这样的做法引起了孩子们的好

奇心，大家都认认真真听老师讲茶艺。（图）

随后，老师将装好茶粉的容器拿出来准备给孩子们展示

在宋代时期是如何使用茶粉点字的。（老师点茶图)老师写完

一个茶字之后给大家轮流观看。

孩子们已经跃跃欲试了，大家分成三人一组有序的开始

体验茶粉点字，有的孩子在茶粉上画画，有的在写字。（图）

大家看着自己在茶粉上的作品，一片欢声笑语。

最后，孩子们在想尝试一下茶粉冲水之后的味道~纷纷

上前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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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女皇的故事”

2017 年 8 月 18 日，由龙泉驿区图书馆举办的“芭蕾女

皇的故事”活动在洛带分馆二楼举行。

活动一开始，老师就给小朋友们播放了一段经典的芭蕾

舞《天鹅之死》，小朋友们看的非常投入，深深被其中优美

的舞蹈所吸引，接着老师便引入今天的主题——芭蕾女皇安

娜·巴普洛娃。老师向小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了芭蕾。接着，

用动画方式向小朋友们讲解了芭蕾女皇安娜·巴普洛娃的一

生，是她的坚持不懈，才能有芭蕾女皇的称号，这激励了小

朋友们朝目标奋斗的决心。最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小朋友自

己亲手制作了属于自己的“天鹅羽毛”。

最后，活动在优美的天鹅湖乐曲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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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3D电子书阅读互动活动信息

8 月 22 日下午两点半，在龙泉驿区图书馆三楼少儿阅览

室开展了“AR3D 电子阅读书活动”，今天的阅读题目“草原

巨兽—恐龙”。

阅读开始之前，老师先带孩子们做了一场游戏，为了突

出阅读主题，老师先将孩子们分组然后教孩子们把萝卜蹲改

成了“恐龙蹲”。小朋友们都说出了不同恐龙的名字，看来

小朋友们对恐龙十分有兴趣。

随后，老师给小朋友们发了 AR3D 读本《白垩纪公园》，

孩子们在翻阅读本之后老师还给孩子们播放了恐龙的动画

视频，孩子们带着对恐龙的好奇十分认真的观看视频，看完

视频后，老师还根据视频对孩子们提出了问题，大家都争先

恐后的回答。

最后，在老师的带领和家长和协助下，大家通过手机扫

描读本上的二维码，看到了 3D 的恐龙，孩子们纷纷都沉浸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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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花道基础”活动

所谓“花道”，就是适当截取树木花草的枝、叶、花朵

艺术地插入花瓶等花器中的方法和技术。“花道”或“华道”，

也叫“生花”，“花道”是日本传统艺术之一，也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髓之一。2017 年 8 月 25 日 14:00，龙泉驿区图书馆

芦溪河分馆少儿阅览室内举行了一场以“日式花道基础”为

主题的插花活动。

活动开始后，主讲老师大米首先给小朋友们讲解了关于

“小原流花道”的一些小知识，小朋友们都听得非常认真。

接着，大米老师现场演示了如何插花，并将花束分发给了每

一位小朋友，让小朋友们自己练习，小朋友们每三人一组，

认真地按大米老师的步骤开始了插花。插花过程中不时有小

朋友们举手提问，大米老师都一一详尽地做了解答，半个小

时过去了，小朋友们都完成了自己插花作品，并开心地将自

己的花束带回了家。

美好的事物总能带给人们好的心情，“花道”活动受到了

家长们的一致好评，我们还将推出更多精彩的少儿活动。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19488&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19488&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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