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3 年纪事
月份
1月

纪 事
组织开展亲子读书活动 4 场，共 1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我的十万个为什么”聪明书签搜集赛，共 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七彩乐学堂”之“现在我该怎么办”系列活动 3 场，共 45 人参加。
8-10 日，进行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部分业务岗位竞聘工作，四个部门共推出 15 个
岗位进行馆内公开竞聘。
11 日，召开“十八大”学习会，杭少图全体党员参加。
12 日，举办“心灵洒满阳光，阅读点亮生活”心理健康系列公益活动，邀请 12355
青少年心理咨询服务台专家督导、FM104.5《成长心理热线》特约心理专家韩天江
博士作《如何让孩子爱上学习》专题讲座，讲座结束后还特设心理咨询、互动环节，
共 130 人参加。
19 日，邀请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教育部主任、资深儿童读者编辑金晓光老师
作“2013 我们一起读好书”专题讲座，共 150 人参加。
21 日，召开杭少图退休人员茶话会。
21 日，举行两馆团拜会，我馆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23 日，举行两馆 2012 年考核会议，市文广新局钮俊局长等一行 5 人对我馆年度工
作进行考核。

2月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5 场，共 1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2 场，共 84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18 场，720 人参与了活动。
组织开展“我的十万个为什么”聪明书签搜集赛 2 场，共 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七彩乐学堂”之“现在我该怎么办”系列活动 1 场，共 15 人参加。
2-25 日，开展小小导读员系列活动，共 20 人参加。
5 日，中层调整，原杭图业务部副主任胡芳任我馆儿童部主任，原杭图后勤安保部
副主任许勇德任我馆综合办副主任，并于当日正式上任。
5 日、20 日，联合凯恒天德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举办 2 期寒假 style 快乐大篷车心
理健康系列公益活动，特譤心理专家戴炳旺、陈民进行现场指导，共 80 人参加。
10-24 日，举办新春猜灯谜活动，共 270 人参加。
17 日，集音乐欣赏、音乐知识介绍、歌唱、形体律动、音乐游戏为一体的 “啦啦
LALA 音乐时空”首场活动正式举行，该活动将作为我馆常规活动于每周六上午举
行，共 30 人参加本次活动。
19 日，联合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举办“巧手剪花迎灯会”活动，特邀民间工艺大
师程迪申与浙江省民间艺术研究会剪纸分会副秘书长方建国老师进行现场指导。同
时，本次活动的部分作品已选送参加求是社区“银蛇舞新春”元宵灯会展览评比，
共 60 人参加。
23 日，联合青年时报牛通社、浙江文学志愿者中心共同主办“童话世界与现实生
活”读书会，本次读书会主讲嘉宾为儿童文学作家鹤矾，共 150 人参加。
24 日，联合杭州泉音堂艺术培训学校举办由小读者自编自演的“元宵喜乐会”文

艺演出，共 150 人参加。
3月

组织开展“我的十万个为什么”聪明书签搜集赛 4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七彩乐学堂”之“现在我该怎么办”系列活动 1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75 号列车旅游团“系列活动 3 场，该活动以引导儿童心理健康发展为
主题，通过各种类型、多元化活动形式的活动，使孩子们能更有效具体地学习到与
自身心理健康相关的各项知识，从而对心灵的健康成长起到积极作用，该活动将作
为我馆常规活动，于每周日下午举行，共 7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5 场，共 15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2 场，共 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啦啦 LALA 音乐时空”系列活动 4 场，共 1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36 场，2160 人参与了活动。
1 日，中央电视台浙江记者站一行 2 人赴馆采访，了解我馆寒假期间开放情况，并
于
日中央
套《新闻周刊》栏目中播出。
6 日，班子成员、中层及党员赴杭图参加褚树青馆长的述职会议。
9-11 日、11-13 日，组织在职党员分两批赴江西瑞金参观、学习。
12-15 日，副书记丁晓芳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赴北京参加由文化部文化部公共文化
司主办，国家图书馆协办的共同主办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培训班。
15 日，应求是星洲小学的邀请，联合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共同主办的“作家进
校园“阅读推广系列活动之《童话阅读与创作》讲座在星洲小学举行，此次主讲作
家为童话作家鹤矾，共 280 人参加。
18 日，联合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共同主办的“作家进校园“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之《写作到底难不难？》讲座在余杭区临平第二小学举行，此次主讲嘉宾为著名儿
童作家冰波老师，共 1260 人参加。
26 日，组织开展全馆“图书分类与上架“业务培训会。
28 日，联合杭图技术支持部，邀请图创公司专业人员来馆作“InterLib 业务升级
“专项培训。
31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之”迎接春天——欢乐亲子 Patry“主题活动，共
250 人参加。

7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15 场，900 人参与。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走进社区”系列活动，共 2 场，1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亲子交流会”系列育儿沙龙之“宝宝日常口腔护理及常见问题”活动，
1 场，90 参加。
组织开展“我的十万个为什么”聪明书签收集赛 4 期，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系列之“动漫体验课程——四格漫画” 暑期特别活动，
共 4 场，1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 “博物馆之旅”系列活动 4 场，分别参观了韩美林艺术馆、中国湿地博
物馆等 4 家博物馆，共 1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系列活动 5 场，共 109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7 场，共 333 人参加。

组织开展“LALA 啦啦音乐课”4 场，106 人参加。
6 日，联合凯恒天德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心辰网，举办“亲子爱的语言”主题亲
子沙龙，本次沙龙特别邀请家庭教育专家陈民老师主持，20 人参加。
7-8 日，文化部第五次评估专家组来馆评估。
14 日，2013 年杭网义工外来务工子女夏令营正式开营。本届夏令营由杭州少年儿
童图书馆、杭州市慈善总会杭州网义工分会主办，华润万家特别支持。40 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孩子们在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度过为期 35 天的夏令营活动。
19 日，我馆部分党员观看电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20 日，22 户来自省府路小学一（2）班的家庭在家委会的组织下来到杭州少年儿童
图书馆参加“家有儿女——亲子读书会”活动，47 人参加。
21 日，举办“亲子课堂”暑期特别主题活动之“快乐冰淇淋之旅”活动，来自安
徽、河南等地的“小候鸟” 、小读者及家长等共 85 人，一同参观祐康透明冰工厂，
了解冰淇淋文化，参观冰淇淋制作工艺，以亲子互动方式让孩子体验食品自制的快
乐。
26 日，我馆部分党员观看电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30 日，举办“儿童文学中的想象”专题讲座，特邀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旸为主讲
嘉宾，50 人参加。
8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22 场，13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走进社区”系列活动，共 3 场，1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亲子交流会”系列育儿沙龙之“女儿的漂亮发饰（发艺 DIY）”活动，
80 参加。
组织开展 “生活教养课堂”之“行为养成训练”系列活动 6 场，1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 “生活教养课堂”之“动漫 cosplay”系列活动 4 场，1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 “生活教养课堂”之“露营体验活动”系列活动 1 场，11 人参加。
组织开展“75 号列车旅行团”系列活动 6 场，72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系列活动 4 场，87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6 场，共 316 人参加。
组织开展“LALA 啦啦音乐课”3 场，87 人参加。
举办由小读者自编、自讲的“少年讲台“活动，7 场，188 人参加。
1 日，举办针对外来务工子女家长的家有儿女系列活动之“父母如何成为孩子学习
的助推器”专题讲座，36 人参加。
4 日，举办针对外来务工子女家长的家有儿女系列活动之“亲子游戏体验”专题讲
座，25 人参加。
4 日、11 日，举办“图书馆之夜”活动，邀请 1-6 年级的小学生及家长，在图书馆
里搭建自家的“小书房”
， 共同体验“露营”，90 人参加。
13-15 日，副书记丁晓芳、低幼部吴白羽赴昆明参加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的中国
图书馆学会第一届全国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论坛。
15 日，
“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系列品牌活动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全国图
书馆未成年人服务论坛优秀案例征集活动中荣获二等奖，并得到了图书馆界专家的
肯定。

24 日，联合瑞思教育集团举办第二届英语梦工场之《卖火柴的小女孩》汇报演出
在我馆三楼多功能厅举行，64 人参加。
29 日，经中层竞聘，许勇德同志任我馆综合办主任，并于当日正式上任。
9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22 场，1320 人参与了活动。
组织开展“亲子交流会”系列育儿沙龙之“婴幼儿时期语言发展特点”活动，80
参加。
组织开展“75 号列车旅行团”系列活动 5 期，150 人参加。
组织开展 “生活教养课堂”之“科普体验课程”系列活动 2 场，1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系列活动 3 场，71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LALA 啦啦音乐课”2 场，53 人参加。
19 日，举办“快乐中秋节”主题活动，为小读者介绍“中秋节”的由来，组织开
展节日贺卡制作，所有作品在馆内进行展示，50 人参加。
21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中秋特别活动，以阅读、表演、动手为主要内容，
和家长共同欢度中秋，90 人参加。
28 日，举办太阳风文学社成立仪式暨少年讲台颁奖活动。太阳风文学社属公益性
文学社团，由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主办，杭州图书馆文献服务与出版部合作承办。
社团聘请杭州图书馆与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褚树青、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副书
记丁晓芳，诗人、影视剧作家黄亚洲，童话作家冰波担任顾问；还特别聘请了杭州
知名作家、编辑、优秀语文老师组成指导教师团队，已吸纳社员 50 多名，均为爱
好文学的小学高年段学生及初高中学生。仪式结束后，还为首期少年讲台的获奖团
队及优秀讲师进行了颁奖，共 56 人参加。
28 日，举办《以文字作画》专题讲座，特别邀请《语文周报•浙江版》编辑部主任、
高中部主编赵玲芳老师为主讲嘉宾，140 人参加。

10 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20 场，1200 人参与。
组织开展“亲子交流会”系列育儿沙龙之“重温经典和宝宝一起读诗词”活动，1
场，80 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系列之“科普体验课程”活动，共 2 场，1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 “75 号列车旅行团”之“注意力训练”活动，共 7 场，共 1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系列活动 1 场，共 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39 人参加。
4 日，由杭州高级中学的学生团队策划、主讲的少年讲台活动开讲，本次活动主题
为各国有趣的建筑，28 人参加。
14 日，将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各类科普图书送至杭州市娃哈哈小学，共 603 人参加。
23 日，副书记丁晓芳、低幼部吴白羽赴台州参加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十三次学术
研讨会暨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提升高研班。
24 日，
“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服务案例在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十三次学术研

讨会的“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提升案例展示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27 日，举办“who my I 自我认识与探索”心理辅导活动，40 人参加。
29 日，市文广新局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陈炯磊一行 2 人来我馆检查“四风”问
题落实情况。
11 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14 场，8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亲子交流会”系列育儿沙龙之“好习惯从小培养”活动，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 “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体验课程”系列活动 2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 “生活体验课堂”之“感受身边的美丽与感动”系列活动 3 场，120 人
参加。
组织开展 “75 号列车旅行团”之“心灵小站”系列活动 3 场，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系列活动 2 场，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53 人参加。
组织开展 LALA 音乐系列活动 2 场，30 人参加。
2 日，荣获“一级图书馆”称号。
3-5 日，儿童部主任胡芳赴苏州参加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的“2013 年中国图书馆
年会”第一分会场会议。
7 日，少年部林文若赴上海参加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的“2013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
第一分会场会议。
9 日，举办“走近冰波”——“太阳风”文学沙龙活动，“太阳风”文学社社员及
家长共７０多人参加，活动特别邀请我国当代著名童话作家冰波老师为小读者介绍
自己的写作之路，同时向我馆捐赠自己的作品 460 册。
17 日，联合《都市周报》
，邀请亲子共读推广人粲然与孩子一起体验“爱的时光”
专题讲座，90 人参加。
18 日，组队参加杭州图书馆、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会系列活动“飞镖比赛”，获
团体三等奖。
26 日，联合凯恒天德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心辰网共同主办的“‘我的柠檬’青春
期少年心理健康”活动，此次活动在景芳中学开展，该活动针对“青春期的孩子不
愿意被控制，又缺少学习和安全等方面的经验，容易产生叛逆、忧愁情绪、早恋、
考前压力等问题”对景芳中学 300 多名初三学生进行了考前心理辅导。

12 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14 场，840 人参与了活动。
组织开展 “75 号列车旅行团”之“心灵小站”系列活动 3 场，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 “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体验课程”系列活动 2 场，1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系列活动 2 场，47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5 场，共 153 人参加。
组织开展“LALA 啦啦音乐活动”2 场，210 人参加。
6 日，举行党团员义务劳动，与各部门同志一起至拱康路仓库整理图书，17 人参加。
10 日，副书记丁晓芳、少年部龚艳参加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举办的浙江省图书馆
学会 2013 年度学术报告会。
12 日，联合杭州工商大学法语联盟，举办特色阅读活动——“与法国动漫亲密接

触——相约法国儿童插画家洛朗·里夏尔”，将活动送到我馆学校阅读服务网点之
一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让孩子们通过活泼的互动沙龙活动体验阅读的快乐，
60 人参加。
18 日，配合杭州市教育局召开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阅读服务网点建设工作会议，
对第一批试点学校工作开展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同时公布了第二批试点学校名
单。
19 日，举办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研讨会暨“少年梦•阅读情”
主题摄影大赛颁奖会议，在本次会议上对获奖作品选送单位进行表彰。“少年梦•
阅读情”主题摄影大赛是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少儿与中小学图书馆分委会主办，杭
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与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金华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共同承办，
六月正式启动，经历 2 个多月的作品征集、评选，最终评选出浙江赛区特等奖一名，
一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六名、优秀奖九名以及优秀组织奖 6 个、优秀指
导老师奖两名。所有浙江赛区获奖作品已当天在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进行展出。
21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欢乐圣诞亲子主题活动，活动中对参加我馆志愿
服务的热心家长进行了表彰，共 200 余人参加。
29 日，联合都市周报举办“父爱三法与培养阅读兴趣四大绝招”专题讲座，由新
阅读研究所研究员“故事爸爸”李一慢主讲，80 人参加。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3 年纪事（接待）
月份
1月

纪

事

14 日，常州市教育局一行 5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15 日，合肥少年儿童图书馆一行 11 人来馆参观、交流，副书记丁晓芳陪同，综合
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9 日，南通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一行 4 人来馆参观、交流，副书记丁晓芳、副馆长
张拥军、馆长助理吴仲平陪同。

3月

8 日，莆田市文广新局一行 8 人由局长刘晶洁带队，赴我馆参观、交流，副书记丁
晓芳陪同。
26 日,三门市图书馆一行 13 人由副馆长洪作椿带队，来馆参观、交流，综合办副
主任凌佳接待。
27 日，佛山图书馆一行 4 人由副馆长兰晓惠带队，来馆参观、交流，副书记丁晓
芳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4月

10 日,浙江工商大学法语联盟主任马兰儿一行 3 人来馆参观、交流，副书记丁晓芳
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6月

3 日，河北省图书馆一行 6 人来馆参观交流，馆长助理吴仲平陪同。

8月

14 日,上海徐汇区图书馆副馆长顾似权一行 2 人来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陪同，综
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9月

3 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准噶尔旗文化局翁副局长一行 4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
许勇德接待。

10 月

15 日,宁波图书馆一行 6 人来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11 月

6 日，温州瓯海区图书馆一行 3 人来馆参观，馆长助理吴仲平陪同。
6 日，省馆工作人员陪同富阳文化站领导一行 6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
待。
6 日，广西北海图书馆姚馆长一行 2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7 日，台州市黄岩图书馆一行 3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洪蕾接待。
9 日，参加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的 2013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会后会的参会嘉宾 150
人来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陪同，儿童部主任胡芳、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15 日，金都天长小学三年级学生及老师共 120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
待。

12 月

4 日，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助理卜女士一行 14 人来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陪
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0 日，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一行 7 人来馆参观，馆长助理吴仲平陪同，综合办
副主任凌佳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