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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图书馆】

成绩斐然 再铸辉煌
——成都市 22 家公共图书馆全部被评为国家一级馆

5 月 22 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公示了第六次全国县级以

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结果，拟确定全国上等级公共图书馆共计

2521 个，其中，一级公共图书馆 953 个，二级公共图书馆 501 个，

三级公共图书馆 1067 个。按照评估结果，成都市 22 家公共图书

馆全部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而全国所有参评的直辖市及副省

级以上城市公共图书馆中，仅北京（16 个区县）、上海（16 个区

县）和宁波（10 个区县）所辖区域的公共图书馆全部为一级馆。

成都市以全域 22 家公共图书馆均为一级馆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

名列前茅，这是成都市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

近年来成都大力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积极发展公共文

化事业的典型写照。

国家文化和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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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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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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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的评估定级工作培训，先后组织召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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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余次，提出合

理的建议与整改意见。

8 月—10 月，成都市文广新局和成都图书馆组织相关专家对

全市县级公共图书馆进行了平台打分、实地复查和综合终评，并

形成了《成都市县级公共图书馆第六次评估工作汇报》上交省文

化厅。借助此次评估工作，成都市文广新局加强了引导管理，市

图书馆作为全域公共图书馆联盟牵头者，加强了统筹协调，县级

公共图书馆也将迎接此次评估作为提升服务效能、推进业务建设、

提高管理水平、提升队伍素质的契机，努力使得各项工作稳步提

升。

12 月 9 日，文化部第十一专家组对成都图书馆进行了实地评

估。成都图书馆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和业务骨干全程陪同，随时

解答专家组提出的各种问题，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专业素养。

最终，专家组完成了对成都图书馆的实地复评工作，并给予了高

度的评价。另外，专家组于 12 月 12 日上午抽查了成华区图书馆

的评估定级工作，听取了成华区图书馆建设发展及自评情况，现

场也给予了成华区图书馆高度评价。

四年一次的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至此告一段落，在

取得斐然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成都与沿海发达地区

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差距，认识到成都图书馆亟待建设新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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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现代图书馆发展需要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阅读需求，认识

到虽然成都市 22 家公共图书馆均被评为一级馆，但有些非中心城

区地区的“一级馆”同中心城区地区的“一级馆”在业务开展、

服务效能、资源建设等方面还有明显差距，需要奋力迎头赶上，

提升全域成都公共图书馆的整体实力。成都图书馆也将认真汲取

专家意见，对标整改，发挥长处，补足短板，把全市公共图书馆

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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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公共图书馆办证量统计
（2015 年 7 月—2018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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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图书馆 214403 157789 101481 27463 74018

成华区 61628 46290 24884 4494 20390

武侯区 33937 29141 25285 1724 23561

青羊区 35509 29338 21265 4292 16973

锦江区 41975 30288 20137 3705 16432

金牛区 20883 20597 13964 2083 11881

中心城区 高新区 51412 26278 8232 1873 6359

郫都区 30482 27485 24507 2732 21775

双流区 57082 45135 33041 8826 24215

温江区 35881 32344 18069 2837 15232

新都区 49792 40581 34354 5888 28466

龙泉驿区 30392 23009 12145 2663 9482

青白江区 18735 13956 11038 4160 6878

崇州市 14785 13639 10305 1758 8547

大邑县 4858 4523 4284 341 3943

都江堰市 20913 16135 9942 2244 7698

金堂县 8853 8848 8196 2 8194

彭州市 16574 13680 9622 1792 7830

非中心

城区
蒲江县 3706 3706 2382 4 2378

蒲江图书馆

网络故障统

计数据为上

月数值

邛崃市 83102 81283 13586 356 13230

新津县 12968 11238 5419 1698 3721

简阳市 51018 38233 6457 1146 5311

简阳从2017

年8月10日

开始接入全

市通借通还

合计 898888 713516 418595 82081 336514
较上月净增

长1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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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图书馆】

青羊区举办世界读书日
“风雅颂·青羊赋”国学经典主题活动

青羊区世界读书日“风雅颂·青羊赋”国学经典主题活动在

少城视井文创产业园演播厅进行。此次活动由中共青羊区委宣传

部、青羊区文明办、青羊区文体旅局、青羊区教育局主办，由青

羊区图书馆、青羊区文化馆承办，青羊区各街道办事处、相关部

门协办。青羊区副区长赵艳艳、区人大副主任黄友静、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崔伟群、市图书馆副馆长关涛等领导以及全区各街道、

部门相关领导、阅读推广人代表、社区群众共 300 余人参加活动。

为有力推进全民阅读、营造书香青羊浓厚氛围，青羊区以4.23

世界读书日为契机，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风雅颂.青羊赋”国

学经典主题活动。从 3 月开始，在全区范围内广泛组织和征集青

羊本土创作、表演节目，以青羊区 14 个街道为单位，遴选推荐

辖区内文艺团体、学校、个人编排的乐队演奏、传统舞蹈、古筝、

古诗吟唱、昆曲、武术等，围绕国学经典诵读、朗诵、吟诵，通

过一种或两种艺术形式辅助表现，采取由每个街道分别推荐 1 个

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优秀节目参加了 4 月 16 日的初选评审，最终

选出《诗经·蒹葭》、《七律·长征》、《国学颂》、《沁园春·雪》、

《沈园的雨》、《我从少城来》、《就是那只蟋蟀》等 12 个优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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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参加 4 月 23 日下午的青羊区 2018 年 4.23 世界读书日“风雅

颂·青羊赋”国学经典主题活动，进行现场比赛角逐。

活动现场，比赛节目精彩纷呈，表现形式多样，表演者们精

神饱满、感情真挚，让观众们在短短 100 分钟的时间里既享受了

一场视听盛宴，又进行了一次文化之旅。通过激烈的角逐，来自

青羊区教育局选送的原创诗歌节目《我从少城来》获得一等奖，

新华西街道办事处选送的《沈园的雨》、青羊区教育局选送的《就

是那只蟋蟀》获得二等奖，《春韵》、《七律·长征》、《少年中国

说》获得三等奖，现场决胜出的优秀节目将代表青羊区参加第五

届西南地区“风雅颂”国学经典诵读决赛。

经典是一段段感情的诠释，诵读是一声声心底的呐喊。共诵

中华经典，聆听古诗书韵，对话亘古圣贤，感受千年文字的力量，

吟诵中华经典，传承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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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琴右书——中国传统文人的优雅生活

“锦城西韵.青羊文艺讲堂”第八期公益讲座在青羊区图书馆多

功能厅举行。四川省川派古琴学会常务理事、成都市国学馆副馆

长张杰君莅临图书馆，为现场 120 余名听众带来一堂“左琴右书

--中国传统文人的优雅生活”的精彩讲座。

张杰君老师从琴之美，书之美，左琴右书、儒雅之美这三个

方面由远及近，从文化传承的源头说起，分别以“和、静、清、

远、古、淡、恬、逸”这八个字来讲述书法和古琴的高雅。除此

之外，张杰君先生还和大家谈论到了《大学》《中庸》《论语》《孟

子》；文人用兵之最：诸葛亮、王阳明、曾国藩；儒释道三家之

精髓等内容。

琴与书法的意义都在于去除野蛮，走进文明，调节自心，清

静自在，由艺而进道。沿着篆、隶、楷、行、草这条中国书法的

演变史，张老师旁征博引，展现了书法与古琴的不解之缘。遒丽

钟繇，风骨嵇康，畅意王羲之，颠张狂素，颜筋柳骨，这些书写

了中国艺术长卷的大师们与古琴的故事不仅让人们津津乐道，更

让我们见到了先人们的气质与风骨。现场张杰君老师还现场弹奏

《高山流水》，赢得了在场听众的阵阵掌声。

听完张杰君老师的讲座后从新认识到了传统的艺术的魅力，

现场很多人表示将抽时间去学习古琴和书法，希望做一个儒雅之

人。观众王朝阳说：“青羊文艺讲堂”像是专家学者与普通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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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一场文化沙龙，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来青羊讲学，

让我们好好享受这份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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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图书馆参观“5.12”汶川特大地震
灾区发展振兴成就展

“5.12”汶川特大地震已经过去十年，大地的伤口已经渐渐

抚平。但当回想起当时的感受，并再一次看到当时的图片情景时，

还是充满了深深地震撼。5 月 17 日，青羊区图书馆组织干部职工

参观“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发展振兴成就展，同志们深受感

动。当面对突袭而来的灾害时，是党中央坚强领导我们战胜灾难，

顽强地走了过来。受灾群众住进了新房，基本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得到了根本性改善，防灾减灾能力显著提升。十年来，地震灾

区恢复重建、发展振兴的伟大成果，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和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团结拼搏、勇于奋斗

的结果。看完展览，同志们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一张张珍贵

的图片、一组组振奋人心的数字、一项项伟大的成果也无声地激

励着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发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

感恩奋进，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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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区图书馆】

成华区图书馆开展母亲节系列主题活动

成华区图书馆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开展了一系列母亲节主题

活动，与各个年龄段的读者一起感恩母爱，向母亲致敬。四场活

动共吸引了 100 余名读者热情参与，留下了温暖感动的记忆。

5 月 12 日, 两场少儿英文绘本故事会“爱的十三个理由——

Why I Love My Mummy”，外教老师通过展示 13 种小动物爱妈妈

的不同原因，引导孩子们感悟来自母亲的爱和温柔，诉说自己对

母亲的爱与感谢；5 月 13 日上午，孩子们的故事屋“感恩母爱，

寸草春晖——母亲节亲子活动”在亲子阅读室开展，叮当妈妈为

20 名小朋友带来了关于感恩与责任的成长故事，孩子们制作了精

美的项链为妈妈带上，送上节日的礼物和祝福。5 月 13 日下午，

成华区图书馆学术厅举办了一场母亲节公益分享会《如何做好一

个单亲妈妈》，在母亲节当天姚辉蓉女士用她励志的亲身经历深

刻地阐释了“女子本弱，为母则强”的道理，真诚的分享令在场

读者感动不已。通过现场热烈的交流互动，姚女士独到的生活、

情感、教育经验总结也令在场的年轻妈妈尤其是单亲妈妈们感到

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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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图书馆】

“我和作家一起读书”
——香城讲堂走进新都区三河小学

为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发挥公共图书馆社会阅读

主导地位，由新都区图书馆主办，新都区三河街道文化站、新都

区三河小学协办的全民阅读主题推广活动——“我和作家一起读

书”5 月 16 日在新都区三河小学举办。国家一级作家、四川省作

家协会儿童文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邱易东老师与该校 200 余名 4

到 6 年级同学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阅读与写作交流活动。

邱老师从如何选择优秀的读物入手，让同学们了解了读书与

写作的关系，通过自身实例以及向同学们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回

归心灵和生活，破除写作神秘感，让写作轻松有效，向同学分享

了写好作文的三大法宝—时间、空间、形象。风趣幽默的语言，

贴近生活的事例，同学们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邱老师为他们带来

的写作世界，培养了写作的兴趣，学到了写作的方法，从真正意

义上提升了自己的写作能力。

“我和作家一起读书”以服务新都区乡村中小学学生为宗旨，

使同学们得到了一次与文学大师近距离交流沟通的机会，激发了

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同时也让他们初步掌握了轻松写作，快乐阅

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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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庵国学讲堂开展感恩母亲主题讲座

母亲,是最爱你的人;母爱,是最博大无私的爱。5 月 13 日，也

就是母亲节这一天的下午 2 点 30 分，新都区图书馆在多媒体阅览

室开展了一场以“迎接母亲节·感恩母亲”为主题的升庵国学课

堂活动。青年国学老师——武子老师为小读者们授课。

此次活动吸引了 20 余位小读者及其家长参与其中。武子老师

向小读者们讲诉了《孟母三迁》的故事，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

告诉大家有一种爱叫付出，她不用你任何的回报；有一种爱，叫

无私，她愿把所有的爱都给你；有一种爱，叫伟大，她愿用自己

的一生去爱你！这种爱就是母爱！孩子们深受感染，纷纷对自己

的妈妈说出心底的爱，送出节日的祝福。

这次活动不仅受到了小读者们的热烈欢迎，还吸引了不少家

长旁听。家长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既能让小朋友

学到国学知识，还在课程中增进了亲子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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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都区图书馆】

书香郫都 全民阅读
——2018 郫都区“风雅颂”国学经典诵读比赛圆满结束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4 月 22

日郫都区文化馆演艺大厅里传来朗朗的诵读声，2018 郫都区“风

雅颂”国学经典诵读比赛正在举行。此次比赛由郫都区文广局主

办，郫都区图书馆、郫都区社区教育学院、四川广电网络公司郫

都分公司共同承办，通过网络海选和街道选送，共有来自全区各

镇（街道）、区级部门、各驻区高校、培训学校、幼儿园等 28 支

代表队参加。

比赛采用 10 分制，评委们按照仪态形象、语言表达、作品

呈现、朗诵创意、诵读范围和形体语言 6 个大类进行打分。《出师

表》、《蜀道难》、《木兰辞》、《弟子规》……这些耳熟能详的优秀

文学作品在各参赛选手的精心演绎下，让国学经典的魅力进一步

深入人心。古诗、词赋、散文，选手运用多种表现形式，在背景

音乐中融入唱歌、舞蹈等艺术形式，给人极美的精神享受与熏陶

启迪，为台下观众献上了一席美不胜收的传统文化盛宴，整个活

动古韵缭绕，浸润在浓浓的书香氛围之中。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星启点文化艺术培训学校选送的张子

豪获得了一等奖，四川传媒学院唐秋吉和易水朗诵团郭运昌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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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二等奖，德源街道、安靖街道、四川传媒学院王尔玉、何家铭

获得三等奖，金泉街道办事处文璐、新民场街道办事处、四川传

媒学院包其乐、谢静怡以及友爱街道获得了优秀奖。

2018 郫都区“风雅颂”国学经典诵读比赛是“书香郫都全民

阅读”系列宣传活动之一。此外，郫都区图书馆还组织开展了小

小声‘援’者公益读书接力、2018 郫都区公办园幼儿教师讲故事

比赛、美的战略与修养讲座和美丽郫都环保卫士少儿阅读推广等

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掀起了 2018 郫都区全民阅读的新高潮，

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团队、更多的读书爱好者，加入到全民阅

读的行动中，通过阅读不断拓宽眼界，开阔心胸，提升个人的文

化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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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孩子最美的陪伴
——郫都区启动少儿阅读推广工程

为大力普及少儿阅读，郫都区学前教育管理中心与郫都区图

书馆合作，共同启动少儿阅读推广工程——“幼儿教师讲故事”

公益活动。今后，每月将至少有 2 场“幼儿教师讲故事”公益活

动在图书馆面向全区儿童及家长开放。

4 月 23 日，一场绘声绘色的幼儿园新教师讲故事比赛总决赛

在郫都区图书馆举行，正式拉开少儿阅读推广工程也正式启动。

郫都区人大副主任辛建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红艳、区政协副

主席刘静等领导莅临了活动现场。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故事是孩子最美的陪伴”。富含寓

意的童话故事，在老师们生动的语言、丰富的表情中深刻演绎，

既有趣好听又令在场观众深受启迪。现场，孩子们个个听得专注

入迷，家长们也表示从故事中能学到很多实用的教育方法。本次

比赛共 438 名新教师参加，推选 96 名选手进入片区复赛，经过

复赛激烈角逐，20 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区级总决赛，最终评选出

了一二三等奖。

5 月 1 日，正在郫都区图书馆少儿阅览区，“幼儿教师讲故事”

第一期活动正式开始，获得本次讲故事比赛特等奖的三道堰幼儿

园王圆老师为孩子们带来了《彩虹色的花》。接下来全区公办幼

儿园的老师们也将会轮流给各位小朋友们带来很多有趣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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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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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区图书馆】

温江图书馆举办五月亲子讲座

5 月 20 日上午，海底世界大冒险亲子讲座在区图书馆举行。

来自四川农业大学的青年志愿者田瑾姐姐与小朋友们一起进行

了一场有趣的海洋之旅。在她的带领下，小朋友们认识了白鲸、

水母、海星、长江江豚四种海洋动物的特殊本领，大家纷纷惊叹

大海的神奇。现场的每位都小朋友积极分享了自己喜爱的海洋动

物，并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现场模仿海洋动物的动作、叫声，欢声

笑语此起彼伏。活动最后田瑾姐姐讲述了濒危海洋动物的现状，

呼吁小朋友保护环境，热爱大自然，从我出发保护海洋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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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驿区图书馆】

龙泉驿区图书馆及分馆少儿活动丰富多彩

疯狂了高机器人之“童趣风扇”

5 月 5 日，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乐高活动在龙泉驿区图书馆

少儿阅览室内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童趣风扇”。老师提问

大家一些夏天风扇的小问题，小朋友们纷纷举手回答说知道并给

出了很多可爱的回答。在场气氛十分活跃。辅导老师把制作器材

分别发给了每组小朋友，在老师指导下小朋友们都认真地参与到

制作当中，度过了愉快的周末。

二宝妈妈带读“母亲节”绘本

5 月 13 日母亲节这天，一场与“母亲节”有关的读书活动活

动在在龙泉驿区图书馆芦溪河分馆少儿阅览室内拉开帷幕。主讲

老师二宝妈妈首先为大家带来了绘本故事《妈妈肚子里外的你和

我》，小朋友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在二宝妈妈的带领下走进了绘

本世界；一位小读者为大家带来了绘本故事《我爱妈妈》，在场

的小朋友和家长们纷纷为她竖起了大拇指。分享完两个绘本故事

后，主讲老师拿出了卡纸、剪刀、胶棒、彩笔等工具，带领现场

的小读者们一起为妈妈制作“母亲节”的礼物，半个小时过去了，

小读者们拿着做好的礼物送给了在场的妈妈们，一张张贴满了爱

心的小树模样的卡片，温暖了每一位妈妈的心。

外教英语活动之“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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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英语外教之交通工具活动在洛带分馆二楼举行。

老师首先向各位小朋友做自我介绍，接着老师教小朋友们关于方

向的单词如“左”是“left”，“右”就是“right”，并且配上动

作，让小朋友们能加深记忆。老师向小朋友们介绍了交通工具，

如“bus”、“bicycle”等等，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学习英语，

认识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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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图书馆】

简阳市图书馆开展“感恩母亲节”
少儿读者绘画活动

为了在少年儿童中传承和弘扬“孝道文化”，简阳市图书馆

开展了以“感恩母亲节”为主题的少儿读者绘画活动，20 个家庭

的孩子和妈妈参加了此次活动。通过绘画的方式让孩子们体验和

表达对妈妈的情感和爱。活动现场，孩子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画出自己心中最美的妈妈。有的孩子把妈妈画成了小姑娘，希望

妈妈永远十八岁；有的孩子把妈妈画成了美女，希望妈妈永远年

轻漂亮；有的孩子画的是妈妈牵着、背着自己，希望自己被妈妈

的爱永远包围着……一幅幅感人的画，让妈妈们幸福满满，心里

暖暖的。

通过开展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母亲的辛苦付出，让他们明

白“感恩”的重要性，让他们从小养成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

恩社会的优良品行，学会表达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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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图书馆成功举办
首届摄影沙龙暨摄影志愿者招募活动

近日，在简阳市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举办的“简阳市图书馆

首届摄影沙龙暨摄影志愿者招募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活动邀请了“寻找图书馆最美阅读空间、人文阅读摄影作品

比赛”获奖作者及简阳市摄影爱好者共 20 余人参加。

首先，与会人员欣赏了在本次摄影比赛中获得一、二、三等

奖的摄影作品，并对获奖作品从摄影专业艺术及结合本次比赛的

主题进行了展评。接下来简阳市图书馆为获奖作品的作者颁发了

荣誉证书及奖金。在“摄影沙龙”环节，参会摄影爱好者各抒己

见，积极发言，交流摄影艺术心得，均表示要用手中的相机为简

阳人民留下简阳人文历史图片。活动最后一项是“摄影志愿者招

募活动”，部分与会人员与图书馆签订摄影志愿者协议并登记在

册，表示在简阳市图书馆有重大读者活动时将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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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进校园
暨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为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让农村孩子有书看，爱上

阅读，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丰富他们的课外生活，让他们在阅

读中健康、快乐成长。简阳市图书馆 2014 年开始实行馆、校联

盟，在偏远村小建“留守儿童阅览室”。此后，每年将定期给各

个“留守儿童阅览室”送去经典少儿读物，补充和丰富“留守儿

童阅览室”的图书馆资源。

近期，简阳市图书馆少儿部又走进红旗乡保卫村小开展了

“阅读推广进校园暨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此次活动为保卫村“留守儿童阅览室”增加了经典读物 300 册，

过刊 300 册，得到了老师和孩子们的欢迎。

活动现场，孩子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书兴奋不已，迫不及待拿

着书看起来，我们真正感觉到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

活动中，图书馆少儿部的老师给孩子们亲切的交流，了解他们生

活、学习情况，并为他们制定阅读计划，鼓励他们多读书。让孩

子们体会到了社会的关心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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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市图书馆】

书香颂母爱
——彭州市图书馆开展 5 月“花样阅读”亲子系列活动

母爱是一缕阳光，让你的心灵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受到

温暖如春；母爱是一泓清泉，让你的情感即使蒙上岁月的风尘仍

然清澈澄净。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彭州市图书馆开展了“书香颂

母爱”亲子阅读活动，让孩子们在阅读中体会爱、表达爱。

现场，孩子们分享了精心挑选的书籍，围绕“感恩母亲”，

讲述了自己和妈妈的故事。当他们用稚嫩的童声说出“等我长大

了，要带妈妈一起去看世界”、“我的妈妈是超人，什么困难都难

不倒她”、“妈妈，您辛苦了”心里话的时候，爸爸妈妈们无不为

之动容。也有的小朋友为大家朗诵书中经典的篇章，表达对母亲

的感恩，现场被浓浓的爱意包裹着。在另一个默契考验环节，更

是展现了轻松和谐的家庭氛围，看着配合默契的选手们，台下观

众爆发出阵阵掌声。活动最后，孩子们纷纷送上鲜花，为妈妈带

来节日的祝福。

家长们纷纷表示此次母亲节活动唤起了孩子们埋藏内心深

处的感恩情怀，孩子们懂得了孝顺和付出，让孩子们都能心怀感

恩，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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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市图书馆】

书润童心 悦促成长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邛崃市图书馆为白鹤幼

儿园的 62 名小朋友举办了迎“六、一”国际儿童节阅读活动。小

朋友们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了少儿阅览室，电子阅览

室、书库等，听取工作人员介绍图书馆功能并阅读了自己喜爱的

图书，工作人员还为小朋友们放了一场科教片“小蝌蚪的一生”。

这次活动激发了小朋友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孩子们从小养成爱读

书，多读书的良好习惯，小朋友们纷纷表示要让家长到图书馆来

办理借书证，成为爱阅读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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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县图书馆】

建东进新功 展青春风采

今年是“五四”运动 99 周年，为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

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经典文化，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不断

提高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东进”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构建学习型社会，金堂县工商局在今天走进金堂县图书馆，举行

了读书学习会，以提高自身素质，并以“建东进新功•展青春风

采”为主题开展了一场经典诗词诵读活动。

此次活动参与者主要为团员青年，共有 76 人参加。活动开始

后，先由樊登读书会的老师带来了一场丰富的阅读分享活动，倡

导大家通过阅读提升自我。然后进入了诗词朗诵比赛环节，《我

骄傲，我是中国人》《青春的诗》《向 54 青年节敬礼—青年，朝

气蓬勃的人》等诗词通过团员们的朗诵变得更加鼓舞人心、气势

磅礴，活动现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最后，整个活动在对优

秀者进行表彰、颁奖后落下帷幕。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看到了县青年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

神风貌，同时团员青年们也对“5•4 青年节”有了更深层次的认

识，明白了自己作为共青团员的责任担当，实在是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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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县图书馆】

大邑县图书馆开展“最美丽的妈妈”
母亲节志愿服务阅读推广活动

5 月 13 日下午，由大邑县文体广新局主办，大邑县图书馆承

办的“最美丽的妈妈”母亲节志愿服务阅读推广活动在图书馆少

儿阅览区开展，现场近100组学龄前儿童及家长一起参加了活动。

阅读推广志愿者给到馆的每一个家庭的孩子准备了一朵康

乃馨，让他们亲自送给自己的妈妈，并送上“美丽的妈妈”感恩

与祝福。活动现场，志愿者首先向孩子们讲述了母亲节的由来，

然后以家庭为单位，用纸粘土等材料一起制作“摩天轮”的手工

活动，并讲述自己的摩天轮故事；利用可乐瓶底拓展思维，画出

美丽的图案送给自己的妈妈，表达对妈妈的爱。活动最后，图书

馆的阅读推广志愿者为广大青少年读者及家长分享了全民阅读

的参与和意义。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但增强了广大青少年读者与家长的

情感，还提升了动手能力，受到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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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县图书馆】

以茶利礼仁，新津县举办“庆五·一”茶艺活动

4 月 28 日，由新津县文体广新局主办，新津县图书馆、成都

新津徐公茶文化研究所承办，新津奕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协办的

“庆五一·以茶利礼仁”茶艺活动在县图书馆举行。中华茶人联

谊会会员，四川省茶文化协会副会长，四川省茶叶学会常务理事，

徐公茶文化研究所所长徐金华先生及其传人徐瑶老师亲临现场，

与现场参加茶艺活动的朋友们来了一场零距离互动，并与大家共

同讨论了关于茶的谜语。

徐瑶老师讲解了茶文化的历史渊源，茶的益处，品茶文化。

传统茶文化悠远深厚的历史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之后由徐瑶老

师讲授茶道的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

造等一系列内容，大家被新奇的艺术，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深吸引。

老师演示了手工花茶的泡法等，并对茶叶茶器品鉴、艺术操作手

段鉴赏等进行了讲解和演示，演示了奉茶礼，整个品茶过程，意

蕴丰足、美轮美奂，极具知识性、趣味性和康乐性。最后，徐瑶

老师还表演了一段美妙的禅舞，让参加此次茶艺活动的人经历了

一场从身体感官肢体到心灵的旅行。

“我一直很喜欢传统文化，喜欢那种古典的韵致，今天在这

里能够品尝名茶，观看茶俗茶艺，感到很幸运。”劳动者代表张

女士现场表示，通过茶艺活动，不光是感受到美，更加感受到心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4975/164201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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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净化，一杯茶绕齿，整个人的内心都感觉得到升华了。活动

后，朋友们纷纷询问茶文化的知识和茶道，表示有时间一定来体

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