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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图书馆】

成都市公共图书馆全市办证量统计
2015 年 7月——2018 年 3 月

区域 图书馆名称 累计注册量
有效

读者量

新增

办证量
退证量 净增长量 备注

中心城

区

成都图书馆 210932 154709 98010 27067 70943

成华区 60021 44748 23306 4328 18978

武侯区 32531 27755 23880 1688 22192

青羊区 34424 28408 20194 4134 16060

锦江区 41579 29953 19696 3638 16058

金牛区 19759 19408 12791 2045 10746

高新区 51046 25975 7867 1820 6047

郫都区 28866 25914 22945 2684 20261

双流区 55567 43817 31568 8624 22944

温江区 35101 31699 17310 2710 14600

新都区 48076 38890 32696 5863 26833

龙泉驿区 29745 22416 11520 2610 8910

青白江区 18002 13227 10269 4153 6116

非中心

城区

崇州市 14251 13126 9792 1739 8053

大邑县 4532 4197 3979 341 3638

都江堰市 20533 15797 9559 2206 7353

金堂县 8153 8148 7517 3 7514

彭州市 16091 13241 9160 1744 7416

蒲江县 3664 3664 2341 4 2337

邛崃市 82728 80935 13169 328 12841

新津县 12795 11079 5245 1682 3563

简阳市 47866 35427 3329 955 2374

简阳从

2017 年 8

月10日开

始接入全

市通借通

还

合计 876262 692533 396143 80366 315777
较上月净

增长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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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区图书馆】

锦江区图书馆开展“学雷锋活动月”活动

2018年 3月 5日是毛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55周年纪念日，

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倡导文明新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锦江区图书馆特举办“弘扬雷锋精神，争做锦江榜样”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在馆内一楼大厅展出“弘扬雷锋精神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展板，面向广大群众宣传雷锋精神，让广

大读者积极参与到志愿者服务活动中，更好地弘扬文明道德风

尚。同时于 3 月 5 日上午在锦江文化中心广场积极开展 2018

年锦江区图书馆“学雷锋纪念日”志愿服务活动宣传活动，现

场赠送内容丰富健康的期刊 200 余册，向群众免费发放《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签 100 余份和图书馆 DM 宣传单 200

余份，倡导全民学雷锋活动，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区图书馆希望通过宣传雷锋精神，弘扬青年志愿者精神，

掀起争做新时期雷锋式的青年志愿者活动；进一步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引导广大群众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争做文明市民，

共创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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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拥军”，让读书走进军营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1 周年，为全面贯彻落实十

九大精神，深入推进我区“双拥”工作的开展，加强“文化拥

军”，让读书走进军营，丰富部队官兵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区

图书馆积极开展军民共建读书活动。区图书馆于 3 月 13 日为

95607 部队送去图书 200 册、为四川省军区天仙桥干休所图书

室送去适合部队战士阅读的图书 200 册。区图书馆通过开展“援

建军营图书室、共建学习型军营”活动，丰富双拥活动内容，

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大力倡导读书风尚，让读书走进军营，

丰富部队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战士们的思想素质和文化

水平，让战士们充分感受到多读书，读好书的乐趣，增进军民

友谊，共建和谐社会，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公益性和社会教育职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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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区图书馆开展少儿国学系列公益讲座

为了充分发挥图书馆公共文化阵地作用，进一步推动全民

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区图书馆积极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联合海旎国学工作室于 3 月 18 日星期日在五楼多功能厅开展

少儿公益讲座。讲座特邀海旎国学工作室老师主讲，围绕“了

解山海经的故事”活动主题，秉承“幼儿养性，童蒙养正”的

理念，提倡“国际化前先扎根”，做“中国人的人文启蒙”,

此次活动吸引了大约 30 余名孩子和家长们参加。

此次少儿国学系列公益讲座是区图书馆 2018 年开展的第

三场，通过让孩子和家长了解传统典籍《山海经》的故事，感

受中国传统神话的魅力，同时激发孩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受到了学生及家长们的一致欢迎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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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图书馆】

武侯区图书馆举办国学系列讲座第二期

之陈岳先生《论语》研习·分享

2 月 25 日，以“读《论语》看孔子”为主题的“陈岳先生

《论语》研习·分享讲座”系列国学讲座第二期在武侯区图书

馆三国文化馆精彩开讲。

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

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

—古希腊有苏格拉底，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他

们原创性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

生活。而在中国，孔子又为何能影响长达两千五百年，并成为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

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对当代人具有怎样的教育和借鉴

意义呢？陈岳先生通过生动的讲解，让在场的观众对这部精典

著作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场精彩的讲座历时两个多小时，陈岳先生幽默风趣地讲

解，与读者们的互动，让现场气氛高涨。到场读者表示，此次

讲座让自己受益匪浅，孔子的《论语》教会了我们如何学习，

怎样孝敬父母，关爱他人，这些理念对我们今天的学习、生活

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为今后走好人生的道路指明了方向。通



9

过此次讲座，除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论语》的相关内容，

也让大家更加热爱国学。活动结束后，读者朋友们表示希望图

书馆多多开展此类活动，将传统国学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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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区图书馆】

“阅读者·社区公益大讲台”
在金牛涉农街道巡讲

2018 年 3 月 20 日至 3 月 21 日，金牛区图书馆第一轮

“阅读者·社区公益大讲台”讲座活动走进金泉、沙河源、

天回镇、西华四个涉农街道。此次专题讲座特别邀请郫都区

公安分局耿琪警官，为广大社区群众带去了《珍爱生命 远

离毒品》专题讲座。耿警官与广大群众分析了我国目前所面

临毒品危害的严峻形势，揭示了毒品对国家、社会、家庭产

生的严重危害性，讲授了一些戒除毒瘾的方法知识，宣讲了

我国有关禁毒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毒品

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让社区群众深刻意识到远离毒品，珍

爱生命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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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图书馆】

新都区图书馆举办
2018 年第二期应急救护培训

为满足广大读者学习应急救护基本知识、提高自救互救

能力的需求，2018 年 3 月 3 日、4 日，新都区图书馆与区红

十字协会再次合作，在馆内多媒体阅览室开展了 2018 年第

二期应急救护培训。经过 12 个学时的培训，35 名读者通过

测试取得了救护员证。

为期两日的课程，来自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的李老

师向学员们介绍了红十字由来，并讲解了心肺复苏理论、外

伤急救理论，传授了创伤急救基本技术、心肺复苏术，灾害

救援基础技能，止血、包扎、骨折固定、搬运护送等意外事

故的紧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同时进行操作演练，学员现场逐

一实操演习考试。

通过此次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参与的读者不仅学习了解

了应急救护的基本知识，还提高了自身防灾避灾和自救互救

的能力。此次培训活动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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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图书馆举办少儿编程公开课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编程，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新都

图书馆与创客学堂联手，共同为新都小朋友打造的“Scratch

儿童编程公开课”系列课程，于 3 月 10 日开始，每周六下

午 2:30，在馆内多媒体阅览室开讲。

指导教师 Maker 老师告诉大家，编程的目的不在于结果，

而在于孩子思维的整个过程。孩子们在编程的过程中自己去

发现问题，思考如何改进程序并解决问题，这才是少儿编程

的学习重点。随后，他通过运用 Scratch 来指导小读者们创

造动画、乐曲、美术等作品。课程结束后，小读者们把自己

的作品上传到 Scratch 社区，与全世界的 Scratch 爱好者一

起分享编程的乐趣。此活动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吸引了

50 余位小读者及家长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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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都区图书馆】

弘扬天府文化，传承巴蜀文脉

——郫都区举办“春天·岁想起”2018 新春读书会

浓浓新年味，朗朗读书声……新春伊始，大型阅读推广

活动——“春天·岁想起”2018 郫都新春读书会在郫都区图

书馆内举行。本次读书会由郫都区委宣传部、郫都区文化旅

游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郫都区图书馆承办，东周社执

行并特邀洁尘书屋联手打造，郫都区副区长吴红艳、成都市

图书馆副馆长肖平等领导参加了活动，并为活动致辞。读书

会共分为守岁、拾岁、迎岁、压岁四个章节。

守岁，由青年古琴演奏家，青羊琴馆馆长，中国民族管

弦乐学会古琴专业委员会理事，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张婷

婷与郫都区犀浦梓潼幼儿园的小朋友联袂为大家带来《杜鹃

城》、《春江花月夜》以及《春》等精彩表演。

拾岁，由洁尘书屋创办者、著名作家洁尘老师与成都市

全民阅读形象大使周东两位老师与现场书友展开关于古蜀

文化发展的互动交流，从“西道孔子”扬雄、《死水微澜》

作者李劼人到著名作家流沙河，洁尘和周东用珍贵的视频和

图片资料，讲述了古往今来诞生在巴蜀大地“大家”们的思

想、作品风格、文化价值等，并引申分析“成都气质”的文

化根源，生动形象的分享令观众们获益匪浅。

迎岁，由成都电视台金牌主持人刘文、陈菁菁，郫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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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体广新局王敔骒一起为我们领读了优秀的文化作品，

《迎春歌》、《在春天》、《春天，十个海子》，让在场的

观众享受了一场听觉盛宴。郫都区的文化名人代表也参与到

了其中，现场诵读非常有感染力。在他们的朗读声中，我们

看到了春意盎然的景象，看到了绿色，看到了希望。

压岁，区图书馆和东周社以书为礼，为现场幸运书友提

供由洁尘书屋创办者、著名作家洁尘老师与成都市全民阅读

形象大使周东等老师签名的书籍。最后，全场共同祈福，祈

福美好的明天。

整个读书会为时 2 小时左右，通过不同时期、不同作者、

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代表性作品进行艺术化的诠释、演绎，

以有限的时间展示天府、郫都文化无限的魅力，以有限的词

作囊括当地的发展与特点，整个读书会与天府文化紧密融

合，突出四川特色，呈现出天府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承力，为

我区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再添新的亮点。郫都区作协、社区、

学校等各界读书爱好者们与周东、洁尘两位老师围坐一起，

相聚一堂，共同诵读文学经典、分享读书心得、推荐优秀产

品，在新春佳节之际，用不同的方式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

属于读书爱好者们自己的“春晚”。

本次读书会是郫都区实施提升全民艺术素养行动计划

的具体行动之一，2018 年郫都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建设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都市新区，出台了《成都市郫都区

提升全民艺术素养行动计划（2018—2020 年）》，通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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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家园共享工程、艺术素养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惠民工程、

文化品牌塑造工程、文化艺术交流工程为主线，整合利用区

内公共文化资源、普及艺术素养提升，丰富群众文化活动、

形成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提升全区群众获得感和自豪感，

为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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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半边天，书香伴家行

为迎接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08 周年，区三八红

旗手（集体）、巾帼志愿者、最美家庭、巾帼志愿服务队代

表，各街道妇联主席、女领导干部及优秀创业女性等各界女

性代表在郫都区图书馆欢聚一堂，开展经典文学作品诵读、

分享阅读经历、交流创业经验……以阅读为主题的丰富互动

交流活动让女性朋友们度过了一段特别有意义的“三八节”

时光。

随着深沉、悠远的古筝声响起，活动在优雅的氛围中拉

开帷幕，主持人深情地诵读了《做灵魂有香气的女人》经典

片段，引起现场女性朋友们的共鸣。访谈环节，来自郫都区

的女性企业家、教师、家长、创业者及社区志愿者六位嘉宾，

就女性读书和生活、事业、家庭以及个人成长等话题进行访

谈，并现场与观众展开精彩的互动交流。

沙龙中“木子居读书会”姐妹带来经典诵读节目，现场

还向大家进行了好书推荐。通过参与现场的诵读活动，女性

朋友们认为，阅读可以成为生活方式的一种，在女性的精神

追求中，阅读不仅是满足了心灵和情感的诉求，同时也可以

对家庭、职业、子女教育、个人成长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郫都区图书馆围绕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入实施公民道德

建设要求”强化建设“书香郫都”，广泛开展书香家庭创建

活动，倡导女性阅读，树立与书为伴、以书为友的思想，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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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女性注重家风、重视家教，提升自身素养，做美丽睿智女

人，让书香伴家行，建温馨和谐书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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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鹃城讲坛”走进基层讲述本土本乡文化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宏扬优秀

传统文化，按照区委、区政府下发的《关于提升全民艺术素

养行动计划》的文件精神要求，郫都区图书馆 “鹃城讲坛”

走进基层，于 3 月 15 日下午 15:00 首站走进花园街道，讲

述“神仙豆花”的传说。

此次活动由郫都区图书馆，花园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主

办，花园街道社区教育学校，花园街道综合文化站，花园学

校承办，郫都区文化名人卫志中老师担任本场讲座的主讲嘉

宾，现场卫老师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学校的孩子们用有趣生动

的乡土故事讲述了“神仙豆花”的来由及背后的悠久历史和

文化底蕴，让大家大饱耳福。活动尾声，卫老师还向大家进

行了好书推荐和赠送。花园学校的负责人也对孩子们提出了

“讲好花园故事 做文化小使者”的新要求。

此次活动是“鹃城讲坛”第一次走进基层，郫都区还将

持续开展走进基层活动，通过讲述本乡本土的人文故事，深

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让更多的读者了解郫都区悠久的历史

文化，培养人文情怀，为我区建设幸福美丽新村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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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区图书馆】

双流首个无人值守自助图书点投用

双流图书馆首个无人值守自助图书点在双流自贸试验

区正式投用，不仅可以刷身份证进入还能自助借还书。

自助借书全程不到 30 秒.在图书点内，配备了自助借还

书机、休闲座椅等设备设施，舒适的环境让人欣喜。该图书

点占地 60 平方米，现拥有各类图书 2000 余册，读者只需在

双流图书馆进行读者注册，凭身份证刷卡进入借阅，适时开

放，全程自助借还书。为方便读者操作，自助借还书机具有

语音提示功能，同时也张贴了借书、还书、续借的详细流程，

读者只需要根据提醒便可轻松享受自助借还书服务。

目前，读者凭借身份证每次可借阅 13 本图书（期刊）。

这是我馆建设的第一个无人值守自助图书点，为自贸区企业

和周边居民带来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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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区图书馆】

“锦城讲堂”直播讲座《汉赋》

3 月 10 日温江区图书馆“锦城讲堂”举办视频直播讲座。

此次视频直播内容是李里老师的中国文学史第三讲《汉赋》。

李里老师详细解说汉代文学的历史、特征。汉代文学的最高

成就是赋。汉赋又分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三类。本

期讲座主要谈赋体文学的总体特征，各类赋的特征，产生及

其原因，流变及其原因，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主要内容及

精神，成就偏失及影响。读者观后表示对汉代文学又有了更

深层次的了解。区图书馆还与东街社区合作邀请成都市第五

人民医院主任医生带女性健康知识讲座，让辖区妇女提高防

治意识及预防水平，提高自我保健意识，树立早预防、早发

现、早治疗的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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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驿区图书馆】

龙泉驿本土话剧《战狼归来》再度上演

英烈故里真情演绎致敬忠魂

3 月 16 日，由龙泉驿区图书馆“龙泉记忆”戏剧社打造

的本土话剧《战狼归来》第二场公演走进其故事原型黄强烈

士家乡大面街道（原洪河镇），在梵木创艺区演艺中心再度

真情上演，这群“业余中靠近专业的”本土演员们，再次用

真情打动了在场所有观众。

剧目《战狼归来》以龙泉驿本地反恐英雄黄强烈士为人

物原型，讲述黄强从应征入伍到因反恐战斗不幸牺牲的英勇

故事。朴实的独白、温馨的布景、质朴的方言，随着剧情的

不断发展，主人公黄强的亲情、爱情、友情以及与家国情怀

的爱恨交织开始愈演愈烈。演员成功塑造出慈祥善良的母

亲、耿直老实的老汉儿、忠于爱情的未婚妻、铁血仗义的战

友等等一系列生动角色，整场剧目情节环环相扣、紧凑流畅，

现场观众无不为演员们的真情演绎所感动。

据了解，由龙泉驿区委宣传部指导、龙泉驿区文体广新

和旅游局主办、龙泉驿区图书馆承办的“龙泉记忆”戏剧社

于去年正式成立，致力于挖掘本地千百年口口相传的真人故

事和古今中外书本中的经典故事，尝试以“真人图书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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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表现，传承传播中华经典、优秀传统、民族精神以及世

界文明。

“此次我们把这台剧目带到大面街道，带到黄强烈士魂

牵梦绕的故土家乡，以‘真人图书馆’的方式为大家呈现，

就是想告诉黄强烈士故乡的亲友们，告诉这个时代，我们没

有忘记这位英雄，丰碑常在，英魂永存。” 彭红梅馆长说

道：“此次公演现场效果震撼，彻底触动了观众的灵魂，台

上台下声泪俱下，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哪有什么岁月

静好，是有人在暗中为你负重前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从历

史中汲取力量，不断肩负起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和民族

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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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驿区洛带分馆举办少儿英语活动

2018 年 3 月 10 日，由龙泉驿区图书馆举办的英语活动

之“农场动物”在洛带分馆二楼举行。

活动开始后，老师首先和小朋友们来了一个简单的自我

介绍，教了小朋友们几个简单的问候语句。接着，老师在屏

幕上展示了许多的动物，比如小狗、奶牛、公鸡等等，老师

不仅教会小朋友这些动物的英语单词，而且还模仿叫声，让

小朋友们更能形象的记住这些单词。然后，老师在黑板上画

了几个简单的图形，有三角形、正方形和圆形，让小朋友们

通过图案来记住单词，仅是几个简单的圆形circle、三角形

triangle和正方形square单词也让许多在场家长都在摸索

回忆读法。

不一会儿，活动就接近尾声，许多小朋友都依依不舍的

与老师告别，就连家长都表示非常喜欢这种寓教于乐的英语

学习方式，期待下一次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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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市图书馆】

都江堰市图书馆
开展民俗闹春“猜灯谜·送春联”活动

2 月 16 日（正月初一），都江堰市图书馆在都江堰市水

文化广场举办了都江堰市民俗闹春城乡大拜年系列文化活

动之“猜灯谜·送春联”活动，1000 条灯谜一亮相就吸引了

广大市民的关注。

灯迷竞猜是我国一项传统的文化活动，是一种富有讥

谏、规戒、诙谐的文艺游戏。谜语既传承了文明，又陶冶了

情操；既饶有兴趣，又能开动脑筋、活跃思维、启迪智慧，

深受社会大众欢迎。活动现场，装扮的大红灯笼显得格外喜

庆，千余条谜语分别被悬挂其中。一条条彩纸制成的谜语内

容丰富多彩，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汇集了字谜、成语

谜、地名谜、人名谜等多种类型。前来猜灯谜的群众三五成

群，他们时而相互交流讨论，时而冥思苦想，不时有猜中灯

谜者来领取奖品。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大家积极踊跃参与，

气氛热烈而又融洽，每个人脸上都堆满了快乐的笑容。

本次活动共计送出猜对灯谜小礼品 1000 份，春联 400

余副，参与人次达 14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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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图书馆】

简阳市图书馆

举办“三八”节职工阅读分享会

3 月 8 日上午，简阳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读书分享会”

主题活动，活动历时两个小时，职工们各展所长，为大家带

来了一场特别的阅读分享盛宴。

分享会上，职工以部门为单位组成阅读分享小组，部门

内的职工相互配合，相互协作，以不同的方式推荐着自己喜

欢的书目，畅谈自己的阅读感悟及阅读过程中思想与心灵深

处发生的变化。一个又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打动着在场的每

一位同事，少儿部汪老师分享了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

书中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向我们诉说着人性的真、

善、美；办公室陈老师的原创作品《于彼之侧》以清新柔美

的散文诗风格诠释了什么是最好的“遇见”；馆领导的《图

书馆，我们倾心相付的名字》更是将阅读分享会推向了高潮，

精心制作的 PPT 展示了每位职工认真工作的画面，凝心聚力

谋发展的豪言壮语一直在耳边回响！浓浓的书香弥漫了简

图，滋养着每一位简图儿女！

本次阅读分享会，旨在勉励职工多读书、读好书，让读

书成为一种习惯，用阅读武装大脑、提升素养，并能充分发

挥图书馆员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引导更多的人“多读书、读

好书”，为建设“书香简阳”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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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委党建办副主任程文茂一行
到简阳市图书馆调研

3 月 9 日下午，省委党建办副主任程文茂一行 3 人来简

阳市图书馆馆调研，简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斌等同志

陪同调研。

程文茂一行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查看了简阳市

图书馆智慧墙统计数据，逐一视察了图书馆期刊阅览室、盲

人阅览室、微型消防站，对图书馆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重

点询问了简阳市图书馆同社区联合开展党建工作情况、总分

馆建设情况及开展读者活动情况。

程文茂副主任对图书馆未来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

图书馆以《公共图书馆法》颁布为契机，拓展工作思路，创

新工作举措，引导全民阅读，挖掘本土特色，充分发挥好公

共文化服务的阵地作用。

下一步，简阳市图书馆党支部将在文体广新局机关党委

的指导下，积极主动与社区沟通协作，利用创立社区图书分

馆搭建党建服务平台，将党建服务建设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有机结合，推动简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上新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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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市图书馆】

崇州市图书馆“颢颖老师亲读园”开课

3 月 13 日，“颢颖老师亲读园”2018 年第一期在图书

馆开课了，15 位小朋友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阅读《谁藏起

来了》，新颖的阅读形式，让整个阅读课都兴趣盎然，充满

欢乐！阅读课一开始，老虎、河马、斑马……孩子们喜欢的

动物朋友逐个亮相，孩子们都瞪大眼睛仔细看着。陈老师顺

势不停提问引导，最后，当孩子们与爸爸轮流躲在布帘后面，

让其他小朋友和妈妈猜猜谁藏起来了时，现场充满了孩子们

兴奋的叫喊声与爸爸妈妈的欢笑声，整个课堂气氛被推向高

潮。亲读园就是通过快乐的游戏，不知不觉增强孩子们认知

能力，让孩子们感受到阅读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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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市图书馆】

临邛朗读者沙龙《论语》诵读活动
第一轮圆满结束

为传承国学经典，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临邛朗读者

沙龙长年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活动于每周四晚上 7:00

在邛崃市图书馆二楼多功能厅举行。通过诵读国学经典，不

仅可以从中学习领悟古圣先贤的智慧，还可以规范普通话语

音，提高诵读水平。该活动特别邀请专业语言教师带领大家

诵读，向全社会免费开放。

临邛朗读者沙龙第一轮《论语》诵读活动从 3 月 1 日开

始到 3 月 15 日已经圆满结束。

通过第一轮诵读培训活动，让更多热爱朗读的人们走进

邛崃市图书馆，走进朗读者沙龙，提高了朗读者的诵读水平，

用声音传递国学经典诗文，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圣

贤之道开启智慧，滋养愉悦心灵，共创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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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县图书馆】

大邑县图书馆开展“阅读志愿者绿道行”暨
“我们的节日·元宵”志愿服务活动

2018 年 3 月 2 日上午 10 时，由大邑县文化体育广电新

闻出版局主办，大邑县图书馆承办的大邑县 2018 年“阅读

志愿者绿道行”暨“我们的节日·元宵”志愿服务活动在安

仁镇学府苑广场举行，当日在现场参加活动的阅读志愿者 20

余人，参加活动的群众达 500 余人。

活动开始以后，安仁镇学府苑广场上志愿服务活动现场

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活动现场有猜灯谜、成语接龙、元宵

诗词填写等活动，志愿者们在现场积极为群众服务做好服务

工作，互动性非常高。当地群众纷纷涌向猜灯谜活动现场，

图书馆工作人员为猜中谜底的群众赠送了小礼品，据统计现

场发放了手机架、钥匙挂件、折叠手提袋等小礼品共计 200

余份。文体广新局工作人员在广场打扫卫生为群众做好事。

将学雷锋精神贯穿于元宵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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