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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图书馆】

成都图书馆“城市阅读空间”正式起航

4 月 23 日，在第二十三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由市全

民阅读指导委员会主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全民阅读活

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承办，成都图书馆、杜甫草堂博物馆协办的

2018“书香成都”全民阅读活动暨天府文化诵读比赛、“城市阅

读空间”建设启动仪式，在杜甫草堂举行。

仪式上，备受市民关注的成都图书馆“城市阅读空间”正式

起航。“城市阅读空间”项目是在市文广新局的指导下，由成都

图书馆携手全市方所成都店、言几又成都店、三联韬奋成都店等

首批 20 个实体书店共同打造。成都图书馆是成都市重要的文化设

施和文明载体，而实体书店则是成都市重要的文化窗口和文化地

标。将公共图书馆与实体书店相结合建设城市阅读空间，从买书

到看书借书，彻底拆掉阅读门槛，这在全国尚属首创。它将在更

大范围、更多空间、更多时间让公共文化、阅读服务惠及更多市

民。这对于创新公共文化运营服务模式，形成公共文化建设合力，

增强公共文化内容有效供给，加快构建体现新时代发展趋势、彰

显城市特色、契合市民文化需求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着

重要意义。

首批开放的 20 个“城市阅读空间”，将向读者提供不低于 20

平方米、不少于 10 个座位的公益阅读场所，提供不低于 20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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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供读者借阅。同时，空间每年开展公益阅读活动不低于 20

场。 “城市阅读空间”还将与全市公共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

让读者就近借还书。

作为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公共图书馆与实体

书店的结合是天府文化独特魅力的彰显。在成都诸多的印象中，

“最具阅读气质”的城市形象将越来越耀眼。未来，我们将让“城

市阅读空间”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让美丽

宜居公园城市飘满醉人的书香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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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天府文化诵读比赛”启动

在第 23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成都市 2018 年天府文化诵

读比赛、“书香成都”全民阅读活动暨“成都图书馆城市阅读空

间”联合启动仪式在杜甫草堂举行。来自巴中、广元、宜宾、资

阳、攀枝花、乐山、德阳、遂宁、阿坝、甘孜十个区域文化合作

城市的代表参加活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

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成都平原自

古被誉为“天府之国”，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孕育积淀出了思

想开明、生活乐观、悠长厚重、独具魅力的天府文化特质。天府

文化业已成为彰显成都魅力的一面旗帜，是成都的根与魂。为进

一步传承发展天府文化，普及文化经典，加强区域文化交流与合

作，2018 年成都市文广新局联合巴中、广元、宜宾、资阳、攀枝

花、乐山、德阳、遂宁、阿坝、甘孜十个区域文化合作城市，共

同发起“风·雅·颂—天府文化诵读比赛”活动，通过诵读比赛

的形式，增强建设“公园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的文化自信，

让更多的人成为天府文化的传承人和传播者。

天府文化历史悠久，历代名家吟诵天府文化的名篇佳作灿若

星河。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等都留下过书写天府大地的精

美诗篇。天府文化诵读正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经典诗

篇在城市的生长中创新重现，从而引起内心的共鸣，激发大家对

天府文化的热爱。

此次成都联合全省十个城市共同开展天府文化诵读比赛活

动，既是区域文化交流合作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我们传承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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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的创新举措。接下来，各区域文化合作城市将就天府文

化诵读开展分区比赛和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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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巴蜀文化 趣味读三国

为弘扬巴蜀文明与天府文化，全面推进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开

展。3 月 31 日，成都图书馆联合武侯祠博物馆共同开展了首期“品

巴蜀文化系列活动之趣味读三国”少儿公益活动。

活动自宣传起就得到了 900 余名家长和小读者的关注，经注

册、报名成功的来自全市 60 余名青少年一同分享了三国文化之

《天下三分》故事。武侯祠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李志老师，更是

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将三国文化故事呈现在小读者的眼前。在他声

情并茂的讲述中，小朋友们聚精会神的听，争先恐后的答，国学

知识和三国文化在生动有趣的游戏中传递给了青少年读者，让在

场的家长们都情不自禁为老师和小朋友们竖起大拇指！

本次活动也是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之间首次进行资源整合、

优势互补的合作成果。既将成都璀璨的天府文化和古蜀文明在青

少年中得以传播，又将全民阅读活动推向高潮。“品巴蜀文化系

列活动之趣味读三国”少儿公益活动全年持续开展 12 期，明年

将进一步与成都博物馆、草堂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合作，力

争将“品巴蜀文化系列活动”打造成“书香成都”的又一全民阅

读少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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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公共图书馆办证量统计
（2015 年 7 月—201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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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19 156172 99505 27267 72238

成华区 60929 45654 24077 4423 19654

武侯区 33075 28288 24332 1708 22624

青羊区 35030 28930 20701 4206 16495

锦江区 41806 30140 19901 3681 16220

金牛区 20094 19819 13101 2061 11040

高新区 51261 26149 8061 1849 6212

郫都区 29802 26830 23722 2706 21016

双流区 56398 44546 32263 8717 23546

温江区 35563 32079 17658 2775 14883

新都区 49007 39807 33462 5875 27587

龙泉驿区 30095 22737 11824 2639 9185

青白江区 18469 13691 10733 4157 6576

非中心

城区

崇州市 14523 13388 9990 1748 8242

大邑县 4703 4368 4118 341 3777

都江堰市 20758 16002 9725 2226 7499

金堂县 8559 8554 7809 3 7806

彭州市 16299 13427 9341 1769 7572

蒲江县 3706 3706 2382 4 2378

邛崃市 82993 81192 13425 336 13089

新津县 12894 11170 5329 1690 3639

简阳市 50668 37983 6041 1062 4979

简阳从

2017 年

8 月 10

日开始

接入全

市通借

通还

合计 889251 704632 407500 81243 326257

较上月

净增长

1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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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区图书馆】

书籍与儿童：连接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

——成华区图书馆举办“国际儿童图书日”趣味书展

在 2018 年“国际儿童图书日”到来之际，一场“奇奇怪怪

的图书展”在成华区图书馆亲子阅读室开展。本次活动展出了各

类趣味图书，志愿者叮当妈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负责活动讲解。

书展分为“前世：书籍的源起”、“今生：图书的发展”、“童言：

我最爱的书”和“手作：诗意竹简书”四个部分，吸引了少儿读

者及家长共 60 余人热情参与。

叮当妈妈首先以趣味绘本《记事情》为线索，讲述了从古至

今书籍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并通过小视频，展示了现代

的书籍制作流程。随后，图书馆覃老师着重为大家讲解了古代书

籍的各类装帧形式，并配合竹简书、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

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书的实物展示，让孩子们能够直观地感受，

现场不时发出阵阵惊叹。

介绍完图书的源起，叮当妈妈接着带领孩子们感受现代图书

的丰富多彩，有趣的异型书、洞洞书、翻翻书、立体书、手偶书、

拉页书、地板书、洗澡书等让孩子们目不暇接、爱不释手，其中，

运用了现代高新技术的 AR 立体书逼真的动态影音体验更是让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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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惊喜不已。

活动现场，不少孩子还带来了自己心中最喜爱、最特别的图

书与大家一起分享。家长们也积极参与，亲自上阵相互配合，一

起给大家绘声绘色地讲解，留下了温馨难忘的记忆。

活动最后，叮当妈妈给大家示范了如何用冰棍棒和弹力线制

作竹简书，并给现场的小朋友们分发了手工材料，让小朋友和父

母回家一起制作竹简书，并写上一首美好的诗歌，活动在欢声笑

语中圆满结束。

四月读书月伊始，成华区图书馆希望通过举办更多的各类读

书活动，传递书籍和阅读的意义，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走进图书

馆与书为友，了解书籍、珍视书籍，爱上阅读、终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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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图书馆】

“童书·童话·童梦”让爱和快乐在阅读中分享

——武侯区图书馆举办“国际儿童图书日”活动

武侯区图书馆为了深入贯彻“全民阅读”，在 4 月 2 日“国

际儿童图书日”走进新蒙幼儿园，给孩子们讲故事、倡导孩子们

阅读，让孩子们从小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20 多名小朋友在老师的组织下围坐在教室里，专注的聆听着

咱们志愿者绘声绘色地讲述绘本故事。生动的故事深深的吸引住

了孩子们，每听到精彩处，孩子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阵阵笑声。

讲述绘本故事的同时，志愿者也积极的与孩子们互动，根据故事

的情节给孩子们提出问题，启发孩子们思考，鼓励他们积极的回

答问题，让孩子们知道阅读不仅仅是简单的读书，而是通过文字

引发思考，从而才能学到知识。

活动中还向孩子们介绍了“国际儿童图书日”的由来和图书

馆少儿馆的丰富内容，并向孩子们普及如何办理借书证，如何用

借书证借到好看的故事书。活动最后发放了水彩笔、玩具等孩子

们喜欢的纪念小礼品，鼓励孩子们养成阅读的好习惯。本次活动

在分享阅读的过程中让孩子们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激发了孩子

们对图书和图书馆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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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主持人江喃推动图书馆志愿者活动

为了提高武侯区图书馆服务质量，吸引更多优秀的志愿者前

来我馆服务，以 4 月 10 日美籍主持人江喃来到武侯区图书馆做

志愿者为契机，武侯区图书馆举行了推动志愿者活动。

江喃，美国西雅图人，四川电视台著名特邀主持人，20 年前

来到中国成都，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特别是被天府之国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美食文化所打动，所以选择留在了成都。因为热

爱中国文化，江喃时常都会前往各大图书馆翻阅各类中国文化文

学典籍，武侯区图书馆收藏的大量三国历史文化典籍是他的最爱，

对我馆产生了归属感，决定成为武侯区图书馆的一名志愿者。

活动中，江喃为到馆读者耐心的讲解成为武侯读者的注册流

程，细心的为读者推荐好书，得到了到馆读者的一致好评。闲暇

之余，他也会选择一本自己喜爱的著作，在书香四溢的环境中静

静的阅读，享受中华文学带来的愉悦。

本次活动，在著名主持人江喃的大力号召下，武侯区图书馆吸

引了一批优秀的志愿者前来，为我馆注入了新的血液，让我馆的

服务水平得到了更优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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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图书馆开展“小小图书管理员”培训

在深入贯彻“全民阅读”中，武侯区图书馆深刻认识到，让

老百姓爱上阅读只是第一步，还要从娃娃抓起，让每一位读者都

成为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参与者。4 月 14 日，武侯区图书馆

在七楼亲子互动体验馆举办了 2018 年第一期“小小图书管理员”

培训活动。

父母与孩子共同参加，在亲情洋溢的氛围里，让孩子们懂得

不仅要自己学会阅读，让生活变得充实，还要学着去传播阅读好

处，以小小图书管理员的身份去实际参与和体验，这样同时能让

孩子们增强对书的热爱，也让他们的童年过得更有意义更加的丰

富多彩。

培训活动中，小小图书管理员们认真学习了图书馆馆内布局、

藏书结构、借阅制度等基本知识，以及借阅流程、自助设备和图

书排架等基本操作，并亲手实际操作。在操作过程中得到了不少

的肯定和赞许，孩子们变得更加有自信，更积极的参与其中。

本次培训活动吸纳 10 余名小小图书管理员志愿者。活动结

束后，小小图书管理员们都表示将在今后更多的参与到志愿者工

作中，全力协助武侯区图书馆，为打造“全民阅读·书香武侯”

贡献自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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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区图书馆】

成都市锦江区图书馆在成都华商理工
职业技术学校建立图书流转点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共图书馆法》的施行，在第 22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锦江区图

书馆为了充分发挥图书馆公共文化阵地作用，进一步推进全民阅

读工作的深入开展，不断深化校地之间的合作交流，继去年与四

川电影电视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建立文学实践基地之后，今年与

成都华商理工职业学校合作，建立该校图书流转点。锦江区图书

馆为学校提供学生阅读书籍 500 余册，期刊 400 余册。

4 月 19 日，成都华商理工职业学校阅览室举办图书流转点挂

牌仪式，成都华商理工职业学校张伟校长和锦江区图书馆馆长李

辉先后发表致辞，随后成都华商理工职业学校“全民阅读”志愿

者学生代表热情洋溢地宣读“全民阅读活动倡议书”，倡导全民

阅读，营造全民阅读氛围，以书为友，以书为伴，快乐读书。锦

江区图书馆为成都华商理工职业学校挂牌，图书流转点正式成立

并开放。

挂牌仪式结束后，锦江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将为成都华商理工

职业学校的全体师生陆续办理读者卡，可在全市 21 家公共图书

馆通借通还，方便师生们就近借阅图书。同时，区图书馆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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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根据学校的需求，不定期更换图书，保证阅览室图书的更新，

并将在成都华商理工职业学校开展多场系列读书活动。

此次活动是图书馆作为公益文化单位发挥社会职能的再一

次体现，将图书馆的文化资源更好地向社会开放。锦江区图书流

转点的建立，能让学生们能多读书，读好书，培养读书兴趣，深

入开展校园文化，倡导全民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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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图书馆】

新都区图书馆文化惠民流动讲座在马家镇
升庵文化广场开讲

家风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历史借鉴

意义和积极影响，为更好的传承中华文明，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实施社会教育的社会作用。由成都市文

体广新局、成都市新都区马家镇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新都区图

书馆承办，成都市新都区马家镇图书馆分馆协办的“升庵国学讲

堂”于 4 月 17 日在新都区马家镇升庵文化广场举办。成都文学

院签约作家，成都阅读协会副秘书长，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朱晓

剑为现场的近百名听众做了题为“新时代 旧家风”文化讲座。

朱晓剑老师从明代状元杨升庵的家风家训为讲座开篇，提出

“家训、家风近年来广为关注，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些

古老的家训，是祖辈的人生智慧，对于今天的我们，是一份约定，

也是一种力量。”讲座对家风家训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类整理，

其一是志存高远，着重谈教育孩子有志向有才能，这事关一个人

的未来人生格局，古今成大事者常常是有大格局大境界。其二是

德善传家，德善是做人的根本，做事首先存良善之心，一旦突破

了德善的底线，就有可能使人生走向反面。其三是大家风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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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常所说的“范儿”，风范也即风骨，人之所以受人尊敬，就

在于其做事有风范，坚持正确的道路和理念，其四是学海无涯，

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不断学习是一个人一生的必修课。

升庵国学讲堂以“传承中华文明、弘扬国学精髓、推广经典

教育，普及传统文化”为主旨，常年邀请名师开展传统文化类讲

座，收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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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2018全民阅读活动暨“区域图书馆联盟”
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成都医学院举行

在第 23 个“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之际，“新都区 2018 年

全民阅读活动暨新都区区域图书馆联盟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

于 4 月 19 日在成都医学院报告厅举行。本次活动以“好阅经典

书，喜读新时代”主题，由成都医学院、新都区全民读书指导委

员会主办，成都医学院图书馆承办，新都区图书馆、西南石油大

学图书馆、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成都阅读学会，艾芜研究学会、

新都区作家协办。

成都医学院党委书记余小平、成都医学院院长樊均明、成都

图书馆馆长肖平、成都市新都区全民读书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曾正国、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馆长王良超、成都医学院图书

馆馆长王伦安、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毛立新、成都市阅读

协会会长米瑞蓉、成都市阅读协会秘书长孙沐生、新都区图书馆

馆长廖继成、新都区作家协会主副席白兰华、新都艾芜研究学会

秘书长庄严等领导、作家、学者与医学院学生代表三百余人参加

了此次活动。

成都医学院党委书记余小平、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馆长王良

超、成都市阅读协会会长米瑞蓉分别致辞并预祝此次活动圆满成

功。新都区全民读书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曾正国宣布成都

市新都区 2018 全民阅读活动暨新都区“区域图书馆联盟”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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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新都区作家协会、新都艾芜研究学会分别向四川

音乐学院图书馆、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成都医学院图书馆赠送

新都本地作家作品及艾芜研究学术著作共 50 余册。

启动仪式结束后，成都图书馆肖平馆长为现场 300 余名听众

做了题为《天府文化漫谈》的讲座，肖馆长作为天府文化的研究

专家指出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

“创新创作、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有着

厚重的文化根脉，革故鼎新的文化活动，滋养着富饶的成都平原，

慢慢浸润出成都的城市肌理。肖馆长两个小时的讲座，带领现场

听众领略了成都厚重深沉的历史，他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

为在场听众讲述发生在成都的人文风情轶事，将历史和近况相拼

接，让听众再一次感受成都的魅力和幸福感。听众表示通过讲座

让自己更加了解了成都的历史和文化。

“区域图书馆联盟”将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在

促进全民阅读中的主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阅

读推广活动，引导更多的人多读书、读好书。进一步推进书香新

都建设，为新都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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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第二届原创配乐诗歌朗诵大赛决赛
在西南石油大学举行

“肃肃花絮晚，菲菲红素轻。”由新都图书馆主办，西南石

油大学图书馆、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成都医学院图书馆协办，

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初晖诗社工作室承办的新都区第二

届原创配乐诗歌朗诵大赛复赛于 4 月 26 日下午圆满落幕。来自

新都区内的成都医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以及西南石油大学的 9 组

选手进入到复赛。每组选手都以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诠释了诗朗

诵，为大家带来一场诗歌与声音的饕餮盛宴。

此次比赛秉承着“弘扬传统文化，编织诗与远方”的主旨，

特邀中国诗歌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新都分会会长、新都区

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谭宁君，四川省诗词协会格律体新诗创研会

会长、新都区作协副主席余小曲，四川省格律体新诗创研会理事

王小阁，四川省作协会员、彭祖书画院顾问周抗，西南石油大学

图书馆孔敏，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黄虓，成都医学院图书馆张容

以及新都图书馆代表刘辉对各位参赛人员表现进行点评。

历经一个半小时的激烈角逐,第一名由四川音乐学院何沁浍、

景晟晨夺得，第二名由西南石油大学的李曦及四川音乐学院的蒲

灵夺得，第三名则依次为西南石油大学的陈燕与臧鑫哲、西南石

油大学的周一钦、四川音乐学院的张嘉芮，优秀奖由成都医学院

的吕柏颖、黄乙漫、张振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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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活动是新都区“区域图书馆联盟”合作共办的成功尝试，

以新都区图书馆、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为主体的“区域图书馆联盟”将充分发挥公共

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在促进全民阅读中的主导地位和核心作用，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进一步推进书香新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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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驿区图书馆】

龙泉驿区举办“桃花吟·龙泉礼赞”诗歌朗诵会

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又是初春时节，龙泉驿

区桃花山上桃花烂漫，艳若烟云。近期由龙泉驿区文体广新和旅

游局主办，山泉镇人民政府承办，龙泉驿区图书馆、文化馆、美

术馆、龙泉驿区朗诵协会、樊登读书会龙泉驿区分会共同协办的

“2018·桃花吟·龙泉礼赞”活动在桃花故里举行。在青山绿水、

桃红李白的自然舞台，唱响一曲春天的桃花颂歌，讲述一段幸福

的桃源生活，开启一场美丽的桃花盛宴。

阳春三月的桃花山，有花，有诗，有歌，有舞，有画。箫声

袅袅，婉转悠扬，清耳悦心。笑语盈盈，歌声悠远，舞姿蹁跹，

一曲衷肠，吟古诵今。四川清音旗袍秀展现了川妹子的柔美与韵

味。龙泉记忆戏剧社的社员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桃花依旧恋春风》。

龙泉画家现场作画，笔下的桃花为我们送来不尽的春意。桃花缤

纷，此次的活动为市民朋友们带来了桃花之美，文化之韵，也很

好的兑现了图书馆“+”的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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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花海飘书香—2018 龙泉驿区
“世界读书日·全民诵读季”开幕

花开龙泉驿，经典诵读季。在第 23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

4 月 22 日，2018 龙泉驿区“世界读书日·全民诵读季”在蔚然

花海拉开序幕。本次“世界读书日·全民诵读季”主会场将一个

主舞台与七大体验区串联成线，3000 余人徜徉花海，闻见书香，

而分会场则分为《传承·领读龙泉》《经典·诵读龙泉》《文化·品

读龙泉》三大主题，串联共计 30 余项主题活动，在龙泉驿全区形

成“书香浸古驿，文化润龙泉” 全民阅读氛围。

花海飘书香 全民诵读传承经典

随着台上嘉宾共同触碰 LED 大屏对应掌印，大屏画面瞬间呈

现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

中车马多如簇”震撼景象，传达出“知识即财富，书中有万物”

理念，也标志着 2018 龙泉驿区“世界读书日·全民诵读季”正

式启动。仪式现场，万亩花海弥漫阵阵书香，烂漫春光交织朗朗

书声。小小萌娃身着汉服群诵的《少年中国说》，描绘出勤善稚

子朗朗读书声与森林公园花香鸟虫鸣交相辉映；国学经典诵读

《千古明月寄乡愁》专业“朗读者”穿越古往今来，演绎传奇人

物，吟诵千古绝唱；创意群诵《经开区之恋》放大呈现崛起车都

“不唯地域、不求所有、不拘一格”的人才观念；经典咏唱《明

日歌》以“和诗以歌”形式将传统诗词经典与现代流行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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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歌以咏志。在现场开展的“花田阅读”冲顶大会环节，

活动更是创新性将中国读书文化、全民阅读推广、龙泉驿自身文

化品牌等内容与时下热度不减的限时有奖答题游戏有机结合，集

科普性、趣味性、文华内涵于一体，现场答题冲顶，瓜分千元“阅

读礼包”。

台上书声朗朗精彩纷呈，台下阅读体验全民参与，此次主会

场活动将蔚然花海特色景点打造为 7 大阅读体验区，串联成线推

出“花海阅读游园会”，游客可分别前往阅读能量补给站“阅读

大巴”、“花舞书海”阅读走廊、“跟着名家读名书”文化大家

谈读书沙龙讲座、诗词互动游戏“飞花令”、“ 花丛探险·童

话奇境”亲子阅读空间、“春天里的花绘”陶艺体验坊以及“花

海飘书香”惠民图书展销 7 大阅读体验区互动体验，集齐任意 5

个“通关印碟”即可有机会兑换由主办方送出的“阅读大礼包”。

活动兼具趣味性与创意性，号召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在互动体

验中闻见花海书香，品读文化龙泉。

好戏连登台 古驿处处浸润书香

在龙泉驿这篇文化沃土上，自古以来素有崇文重学、书香传

家的优良传统，千百年的文化传承沉淀出“汽车文化、古驿文化、

客家文化、桃花文化”四张闪耀名片，“书香龙泉”已成为天府

文化的“龙泉表达”，“文化龙泉”也成为巴蜀文明的“龙泉记

忆”，以 4·23 世界读书日为契机，本次 2018 龙泉驿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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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日·全民诵读季”，以阅读为媒，以文化为脉，诵车都智造，

颂“东进”步伐；阅森林公园，读古驿历史；览天府绿道，读品

质生活。

此次“世界读书日·全民诵读季”活动联动全区各街道（镇）

乡、企业、学校、书店、社会团体等打造全新读书月“悦”读盛

宴，《传承·领读龙泉》《经典·诵读龙泉》《文化·品读龙泉》

三大主题串联起共计 30 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 5 月底，引领书香

传承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村组、进家庭，进一

步全面营造“全民阅读”文化氛围和社会氛围。

成都经开区首届读书节暨“一汽-大众杯”经典诵读比赛以

企业为台打造“四月芳菲·书香经开”，“四川文化与文学创作”、

文学作家余闲校园行等公益讲座相继走进全区各个大中小学校，

“走进客家文化·了解客家传承”主题活动描绘“悦”读洛带，

“你读书·我买单”惠民阅读活动以及新华文轩龙泉书店、天机

云锦书城、席殊书屋等书店商家发起精彩读书活动，持续让利于

民、惠及全民，12 个街道（镇）乡在“世界读书日·全民诵读季”

期间均有不同特色、形式多样的读书主题活动组织，全区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参与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处处能感受无处不在的书

香气息。

软硬齐升级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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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倡导全民

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这是自 2014 年以来“全民阅读”第

五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着中国首部图书馆专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于今年正式实施，全面推进全民阅读、

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正在进一步进入国家视野、全民视野。

成都龙泉驿区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荣膺 2017

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 33 名。在带领人们走向物质小康生活

的同时，龙泉驿区也在不断探索发展，创新全民阅读推广形式，

带领人们走向文化小康生活。2005 年，成都市龙泉驿区开启图书

馆三级总分馆模式，区图书馆作为总馆，下设 5 个直属分馆，12

个街镇乡分馆，144 个村社区图书室，32 个馆外流动服务点，使

阅读平台从单点到多点，局部到整体，形成布局合理、保障充分

的服务新格局。三级总分馆实行一卡通借通还，人民群众可以在

一个地方借书，任意分馆还书，解决公共图书馆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问题”。

近年来，龙泉驿区根据实际情况，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转变

公共财政投入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等方式，鼓励

和引导全民阅读，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基本阅读权益。在扩大阅读

平台，创新阅读指导和服务方式同时，开通数字及移动图书馆，

建立共享工程平台，构建覆盖全区的文化信息网络，使海量文献

资源进入千家万户，大大拓展了群众的阅读范围。同时，通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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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阅读器、社交阅读等方式实现全区群众无障碍阅读，新媒体阅

读平台的开发运用，也实现了线上阅读社群互动、线下阅读活动

体验的多元推广，让阅读无处不在。

据了解，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截至目前，

龙泉驿区全民阅读活动已经初步形成了时间常年化、活动常态化、

形式常新化的“三常”态势，“书香龙泉”“文化龙泉”品牌进

一步得到夯实提升，全民崇尚阅读、热爱阅读蔚然成风，令万千

人民群众真切获得全民阅读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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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都区图书馆】

“鹃城讲坛”接地气 热点话题受欢迎

鹃城讲坛是郫都区图书馆公益讲座和阅读推广的重要品牌，

主题内容贴近民生，话题围绕当下热点，作为信息传播和政策解

读的重要渠道，鹃城讲坛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2018 年秋季新学

期入学的高一年级新生开始，四川即将全面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全面推进高考综合改革，今年的初三学

子，就是四川新高考的第一批“改革对象”。

近期，鹃城讲坛分别邀请到苏小平、林怡两位老师围绕新高

考、新课改、新策略，为今年即将上高中的初三学生及家长解读

高考改革内容。苏小平老师分别从国家政策、四川省新高考方案、

浙江、上海试点情况以及学校和考生的应对策略四个方面为学生

及家长进行现场解读。林怡老师从国家政策、新高考、新课改、

新策略等方面为读者现场解读并答疑。

4 月 15 日卡耐基国际语言学校金牌讲师、江苏省淮安市晚间

新闻主播张子豪在鹃城讲坛为读者做朗诵技巧与演讲技巧解析。

阅读的人通常是以心面文，情感丰富。但通常情感共鸣强，情感

抒发跟表达能力弱。本次活动为读者们解读朗诵技巧与演讲技巧

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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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市图书馆】

彭州市开启 2018 年“4.23 世界读书日”
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暨第五届“牡丹杯”

读书征文比赛和优秀读者排行榜活动颁奖仪式

为推动彭州市“全民阅读”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全社会形成

“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和文明风尚，中共彭州市委宣传

部、中共彭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彭州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

和旅游局、彭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彭州市图书馆承办了 2018

年彭州市“4.23 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启动暨第五届“牡

丹杯”读书征文比赛和优秀读者排行榜活动颁奖仪式，活动于 4

月 23 日上午 9：30 在市图书馆文化广场隆重举行。彭州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龚昌华、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陈中贵 、中共

彭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王媛、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周

义及彭州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和旅游局主要领导出席颁奖仪式。

彭州市文旅局局长刘涛在致辞中肯定了彭州市在 2017 年全

民阅读活动中取得的成绩，对获奖读者表达了祝贺。同时提出倡

议，希望通过推进全民阅读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市民的文化素质,

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品味和城市文明程度，使读书成为全体彭州市

民的内在生活方式。彭州市文旅局副局长周启寿宣读了彭州市第

五届“牡丹杯”读书征文比赛获奖通知和彭州市图书馆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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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全民阅读优秀读者排行榜活动获奖通知，到场嘉宾为获奖单位

及个人代表颁发奖状奖牌。

活动现场，彭州市图书馆周末“国学教育”活动的小朋友们

带来朗诵表演《声律启蒙》和手语舞蹈《感恩的心》。来自利安

小学的同学们带来朗诵《木兰辞》，这是代表彭州市获得西南地

区第四届“风雅颂——国学经典诵读比赛”成都赛区三等奖的节

目。“中华颂经典诵读”四川省一等奖得主尹应浩带来诗词朗诵

《将进酒》，精彩节目引得现场掌声雷动、气氛高涨。2017 年彭

州市的全民阅读活动刚落下帷幕， 2018 年全民阅读活动已然开

始，第六届“牡丹杯”读书征文比赛投稿和全民阅读优秀读者排

行榜活动正在进行。彭州市图书馆以轻松互动的形式推广阅读活

动，每月一期的“花样阅读”亲子系列活动，《湔江讲坛》公益

讲座活动，以及“国学教育”“互动乐园”“精品视听资源鉴赏”

等活动已成为彭州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品牌。

结合颁奖仪式，彭州市图书馆在文化广场开展了“4.23”世

界读书日摄影展，展品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欣赏。广场另一侧，

“全民阅读”有奖知识问答活动同步进行，现场还设有关于版权

知识的宣传教育栏，通过宣传普及版权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版权

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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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阅读去踏青

——彭州市图书馆开展 4 月“花样阅读”亲子系列活动

为提升青少年儿童的阅读热情，培养孩子的观察力、语言表

达能力。彭州市图书馆于 4 月 15 日举办了题为“带上阅读去踏

青”的“花样阅读”亲子活动。活动吸引 54 组家庭参赛，现场

气氛热烈。

这是彭州市图书馆首次将“花样阅读”亲子活动搬到户外，

为小朋友们提供一次亲近大自然、了解大自然的机会。阅读活动

由观察大自然、诗歌诵读、亲子趣味游戏等环节组成。观察大自

然环节，小朋友们领取任务后，在爸爸妈妈的引导下，认真阅读

园区内的资料展板，了解了植物生长习性，同时也增长了不少自

然新知识。诗歌诵读环节充分展现了小朋友们近期的阅读成果。

在老师的引导下，大家自发的集体诵读，朗朗读书声穿过花田，

吸引了许多的观众驻足欣赏。亲子趣味游戏更是将活动推向了高

潮，大家充分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相互配合、共同努力，圆满

完成了设置的各项任务。活动期间，小朋友们还展示了自己的才

艺表演，其中李朵朵小朋友的玄空鼓表演，让现场的小伙伴们啧

啧称赞，掌声不断。

“花样阅读”亲子系列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活动现

场搬进大自然中，让孩子们充分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同时也极大

地增进了亲子感情，带动家庭营造浓郁的书香氛围，取得圆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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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市图书馆】

崇州市举办 2018 年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
暨图书馆建馆 90 周年庆

4 月 23 日，2018 年崇州市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暨图书馆

建馆 90 周年庆在崇州市艺术中心举行。四川省图书馆党委书记、

馆长何光伦，四川省图书馆读者服务部主任牟文兵，成都市图书

馆读者服务部主任段静焰，崇州市政协副主席张志新、马灵以及

崇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廖冬雪、崇州市文旅局局长戴万川等单位主

要负责人参加活动。

四川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何光伦、读者服务部主任牟文

兵、成都市图书馆读者服务部主任段静焰与崇州市宣传部部长廖

冬雪等崇州领导一起为“书香崇州·全民阅读”流金牌匾注入流

金，以此拉开了 2018 年崇州市全民阅读活动的大幕。

启动仪式上，崇州市文化馆、崇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四川

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学府小学、七一实验小学、蜀南小学、辰居

路小学等单位带来了一台精彩的国学经典诵读表演，国学经典名

篇与影音效果的完美搭配，上演中华传统文化的视听盛宴。

四川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何光伦，四川省图书馆读者服

务部主任牟文兵一行实地视察了崇州市图书馆，并听取了市文旅

局副局长李倩漪关于近年来崇州市图书馆的工作汇报。何馆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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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市图书馆开展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特别是对近年来崇州

市图书馆购书经费的保障、阅读推广活动的常态化开展，给予了

高度评价。何馆长表示，一个县级图书馆拥有 90 周年的建馆历史，

实属不易，充分展现了崇州是一座具有浓厚文化历史氛围的城市。

希望崇州图书馆人再接再厉，为图书馆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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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市图书馆】

优雅，从“有美巷子”开始

为了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天府文化，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邛崃市

图书馆于 4 月 19 日在有美巷子雅言堂书院，开展了“如何做一

名优雅的女性”的公益讲座。

本次讲座邀请到东方儒学礼仪培训师，ACIC 国际礼仪培训师

赵玲女士为我们带来的以“如何做一名优雅的女性”为主题的公

益讲座。此次讲座结合临邛者朗读沙龙，以讲座与朗读结合的方

式呈现。主要内容是礼仪的内涵起源、文明礼貌用语的运用、优

雅女性的特征、如何成为更优雅的文明现代人。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通过赵玲女士的讲解，让每一位聆听者

都豁然开朗。大家都认为赵玲老师的讲解语言质朴，但能直达你

的灵魂深处，让我们都觉得原来文明这么重要，大家纷纷表示以

后要从我做起，争做讲文明、讲礼仪、优雅友善的现代化文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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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县图书馆】

大邑县图书馆开展“4.23 世界读书日”活动

为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开展好“阅读志愿者绿道行”

活动，提高市民的阅读特别是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水平，促

进乡村振兴和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由大邑县文体广新局主办，图

书馆承办、新场 3+2 读书荟协办的“4·23 世界读书日”活动在

大邑县新场镇举办。

此次活动分为三项内容：一是在 3+2 读书荟开展“阅读春天”

古典诗词朗诵比赛，选出竞选一、二、三等奖获奖选手 6 名，优

秀奖 15 名，奖品为文化轩购书卡；二是邀请文化名人魏明伦先

生现场开展“书韵飘香，阅读人生”为主题的现场交流活动，畅

谈读书心得，增强读者亲近书本的欲望，培养群众读书的热情，

从而达到传播知识，启迪人生的作用；三是邀请书商在新场碉楼

附近开展优价畅图书展销活动。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现场进行

互动，群众满意度较高。

经过第六次全国图书馆评估定级考评，大邑县图书馆被评为

国家一级馆，为了将阅读活动进行更充分、更有大众接受度，大

邑县图书馆开展志愿者阅读服务：一是本馆组织志愿服务，如“立

春茶会”志愿者讲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志愿者沙龙、“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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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迎新春”志愿服务等活动，二是立足本县的中心工作，将

志愿者阅读服务与“大邑绿道”建设进行深度融合，将志愿者服

务活动沿大邑绿道建设规划线路进行推送，此项目已入选 2018

年大邑县文明办组织的“十大志愿者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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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县图书馆】

推进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水城

2018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 点半，由中共金堂县委宣传部、金

堂县文旅局主办，金堂县图书馆承办，武警金堂县中队及樊登读

书会金堂分会协办的“推进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水城”——《丝

绸之路》阅读分享活动在武警金堂县中队活动室开展。

本次阅读分享会由樊登读书会金堂分会刘会长主讲，首先由

中队指导员介绍了此次活动的背景及意义，接着刘会长通过视频

解读了《丝绸之路》这本书，使官兵们对书籍内容了解的更深入

透彻，为后期的阅读打下了基础。视频解读完毕后，又通过现场

发言的互动形式使官兵畅谈了自己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及感

想，大家都积极发言，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最后刘会长由对《丝

绸之路》的讲解拓展延伸到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学习和认

识，使官兵们通过学习丝绸之路历史，深度理解了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活动在一片掌声中结束。

为了让武警金堂县中队的官兵们在活动后能继续学习，促成

他们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习惯，金堂县图书馆还

特地为中队的官兵们赠送了 30 册《丝绸之路》《习近平的七年知

青岁月》《苦难辉煌》等精美畅销图书供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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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县图书馆】

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
——新津县举行“图书漂流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

近期，2018 年新津县“图书漂流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暨第

八届“金色年华·我爱读书”征文大赛颁奖仪式在五津三小举行。

此次活动拉开了新津县 2018 年全民读书活动序幕，拟在全县中

小学掀起“书香校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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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津县文体广新局和教育局相关领导为获得征文大赛奖项的同学

颁发了奖状，提出了殷切希望，鼓励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同

时，新津县图书馆为五津三小选送了知识性、可读性、启迪性、

趣味性强的课外书籍 600 余册。

“图书漂流进校园”活动暨“金色年华·我爱读书”征文大

赛已在新津县举办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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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新津县打造的读书活动品牌。

活动极大化地发挥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工作中的主阵地作用。

新津县图书馆将不断创新读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丰富全县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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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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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最大化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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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阅读之风 享书山之乐

——新津县文体广新局开展“4.23”全民阅读系列主题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激发全民阅读热情，形成

“爱读书、勤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社会文化氛围。新津县

文体广新局在“4.23”世界读书日期间组织开展了全民阅读系列

主题活动。

“4.23”世界读书日期间，新津县文体广新局结合 2018 “书

香天府·全民阅读”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全民阅读活动，举办“书

香天府·阅读新津” 文艺节目演出，现场赠送图书 1000 余册，

展销图书 3000 余册；开展护苗 2018 专项行动·绿书签宣传活动，

组织签名活动并发出倡议；组织“全民阅读”图书流转活动 8 次，

流转精品图书 8000 余册；开展小桔灯朗读吧朗读活动和《公共图

书馆法》讲座活动各 1 期；全县各镇乡图书馆分馆悬挂全民阅读

宣传标语 10 余条，制作全民阅读、《公共图书馆法》宣传图版

10 个；利用水城新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等多媒体对《公共图书

馆法》、“一证走遍全市·阅读相伴一生”进行宣传普及；累计发

放“绿书签”、“全民阅读”宣传资料、“扫黄打非”宣传资料 3000

余份，解答咨询 100 余条,吸引参与群众 6000 余人次。

“4.23”全民阅读系列主题活动的开展，倡导了全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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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推进开展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

市建设，培育城市人文精神，提高市民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起到

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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