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4 年纪事（无接待）
月份
1月

纪

事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7 场，420 人参与了活动。
组织开展“75 号列车旅行团”之“心灵小站情商训练” 2 场，共 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系列活动 3 场，共 9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1 场，共 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6 场，共 252 人参加。
1 日，举办“向 2014 年问好——新年许愿”活动，共 40 人参加。
1 日，联合杭州春蕾舞蹈工作室共同举办的“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元旦欢乐成长
活动，200 人参加。
5 日，联合都市快报读书会共同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之“给孩子一个自由阅读
的空间”活动，特别邀请杭外教务处副主任倪江老师主讲，300 人参加。
11 日，举办以“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为主题的“家有儿女”亲子教育沙龙
活动，特邀浙江省心理协会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会员张旻瑛老师主讲，共 100 人参
加。
14 日，举行两馆 2013 年考核会议，市文广新局相关领导对少儿馆年度工作进行考
核。
18 日，联合都报读书会共同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之“英文启蒙阅读与经典阅
读”活动，特邀越读馆英语教学负责人，世界中学生辩论冠军赛（WSDC）中国队领
队/裁判（2009-2012），浙江省第一位 GESE（英国伦敦三一学院英语口语等级考试）
12 级得主汤萌老师主讲，共 240 人参加。
20 日，举行两馆团拜会，少儿馆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23 日，举办两馆离退休老同志新春团拜会。
25 日，
“太阳风”文学社活动之“金旸老师教你写作文”文学沙龙在我馆举行，共
300 人参加。
31 日，
“太阳风”文学社首次名人专访活动举行，本次受访人为首届杭州十大文化
名人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同志，共 15 人参加。

2月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01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1 场，共 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啦啦钢琴沙龙”系列活动 1 场，共 5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9 场，680 人参与了活动。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系列活动 1 场，共 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心灵小站”之“情商训练营”系列活动 2 场，共 80 人参加。
1 月 31 日至 2 月 14 日，举办元宵灯谜会活动，共 238 人参加。
15 日，联合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共同主办的“太阳风”文学社文学沙龙活动在
我馆举行，本次活动由 21 世纪少年作家网站协办，著名作家卢江良老师为文学社
及少儿馆的小读者们主讲主题为“网络时代如何写作”的专题讲座，100 人参加。
16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之“创意写作课”活动，特邀
中学语文界新生代领军教师郭初阳主讲，麻辣语文教师蔡朝阳，杭州市拱墅区教师
进修学校综合研究员王小庆及诸多教育界、出版界朋友作为嘉宾也出席了本次活

动，350 名读者参加。
22 日，联合金沃特教育共同主办的“新思维少年”全国作文大赛系列讲座之“铿
锵三人行、妙语对对碰”活动，多届“新思维少年”全国作文大赛优秀指导老师小
鹿、金沃特培训优秀教师吴梦姣以及金沃特少儿口才讲师王思颖老师组成了三人讲
师团，向活动现场的中小学生们传授如何开拓思维，快乐书写文章；如何充满自信，
大胆表达见解，80 人参加。
2 月，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申请成为杭州社会资源国际旅游访问点。
3月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体验课程”系列活动 3 场，共 75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心灵小站”之“情商训练营”系列活动 2 场，共 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1 场，共 13 人参加。
组织开展品读经典文学活动 1 场，共 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32 场，1600 人参加。
组建“小可妈妈伴小时”
“ 心梦天使”舞蹈队及律豆伢小提琴队，共 270 人参加。
1 日，举办法国创意木偶赏析剧及制作活动，特别邀请来自法国 Théatre Mu 剧团
的老师主讲，50 人参加。
2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之“特级教师张祖庆谈自媒体时
代阅读与写作”活动，300 位学生和家长倾听了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儿童阅读推广
人张祖庆老师的公开课。
8 日， “太阳风”文学社首场由社员及社员家长主讲“让女儿爱上写作——郑爸
爸的育儿经分享会”沙龙活动在我馆举行，浙江省儿童文学作家鹤矾，郑紫瑞的语
文老师——杭州市西湖小学教育集团西湖校区袁明亮老师及诸多家长与教育工作
者都参加了这次活动并进行现场点评，80 人参加。
9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童梦剧团小演员招募活动，150 人参加。
14 日，区文明办领导来我馆检查“区级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15 日，联合杭州网共同举办的“家有儿女”系列活动，特邀知名民办小学大关小
学的金英校长来馆为杭州市幼升小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主题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下
的人才需求”的讲座，150 人参加。
15 日，联合杭州网共同举办的“家有儿女”系列活动，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校长陈民仙来馆主讲，150 人参加。
17 日，联合西湖区图书馆、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等单位邀请冰波老师，一同走
进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为 200 多名五年级的同学们带去主题为“写作难不难”
的文学讲座，232 人参加。
22 日，联合杭州网共同举办的“家有儿女”系列活动，长江实验小学校长丁杭缨
为家长带来“你的孩子需要什么精神？”专题讲座，150 人参加。
16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之“解密有趣又实用的写作技
巧”活动，特邀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之一，杭州天长小学副校长蒋军晶主讲，300
人参加。
17 日，在杭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措施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会议暨全国“青少
年权益工作创新”试点工作动员会上，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荣获 2013 年度杭州市
级“青少年维权岗”称号。

26 日，举办“2014 年安全、消防讲座”，特别邀请西湖消防大队的洪汝攀参谋及北
山派出所的朱春霖警官作为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参加本次讲座的还有物业公司的
安保和保洁人员。
30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之“幼儿口腔保健与护理”活动，特
邀杭州口腔医院的医生郑红霞女士（“小可妈妈伴小时”的家长志愿者）开展本次
公益讲座，为孩子口腔问题而困扰的家长答疑解惑，120 人参加。
4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26 场，1560 人参与活动。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亲子交流会活动 1 场，120 人参与活动。
组织开展“75 号列车旅行团”之“心灵小站情商训练” 2 场，共 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系列活动 3 场，共 55 人参加。
组织开展“书香学习园‘读数学’”系列活动 1 场，共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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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43 人参加。
组织开展品读经典文学活动 1 场，共 20 人参加。
12 日，联合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主办的“太阳风”文学社活动，邀请《少年作
家》主编陆生作老师带来讲座“龙的传人——讲述龙的故事”，共 80 人参加。
15 日，特别邀请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的励志作家欧阳胜为杭州市滨江区滨虹学
校送去“读书成就梦想”的专题阅读讲座，共 1500 人参加。
19-20 日，作为 2014 杭州市民体验日体验点开展杭州市市民体验日活动。
19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主办的“名师阅读公开课”之“童年社会启蒙——谈孩
子的财商教育” 讲座，由“2010 影响中国时代进程 100 人”中十大教育工作者之
一蔡朝阳和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常立主讲，共 200 人参加。
19 日，联合浙江文学志愿者中心主办的“太阳风”文学社名人专访活动，拜访了
著名作家、前省作协副主席汪浙成爷爷，文学社 10 位小社员参加。
20 日，联合都市周报举办由周杭芳主讲的“青春期家庭教育”专题讲座，150 人参
加。
27-30 日，馆员吴白羽、肖玲玲参加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北京主办的全国图书馆员
绘本讲读高级研修班。

5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35 场，2100 人参与了活动。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亲子交流会活动 1 场，120 人参与活动。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系列活动 8 场，共 763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心灵小站”之“情商训练营”系列活动 2 场，共 61 人参加。
组织开展“书香学习园‘读数学’”系列活动 1 场，共 1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3 场，共 84 人参加。
组织开展“啦啦钢琴沙龙”系列活动 1 场，共 30 人参加。
5 日，举行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新一届工会改选，推选吴仲平同志担任新一届工会
主席。
5 日，联合市教育局、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主办“名家进校园”系列，邀请我国
茶文化学科带头人王旭烽老师为杭州高新实验学校的 300 多位初中生带来“茶语

者”茶文化讲座。
7-8 日，综合办副主任凌佳参加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在杭州主办的“全省公共图书馆
中层骨干研修班”。
10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主办的“名师阅读公开课”之“男孩教育课堂”活动，
男女生分质心理教育专家陈来秀带领两户上海男孩家庭与近 200 个杭州家庭进行
互动，用表演或讲故事的方式分享他们的男孩教育故事，共 300 人参加。
10 日，联合中国触式橄榄球协会杭州分会、蓝巨星青少年训练营合作，举办 2014
杭州长三角触式橄榄球赛观摩活动，
11 日，联合浙江文学志愿者中心主办的“太阳风”文学社活动：
“格列佛游记”阅
读分享会，共 80 人参加。
11 号，联合浙江文学志愿者中心举办作家欧阳胜《路在远方》签名售书暨杭少图
爱心义卖会，为脑癌患者丹丹筹集医药费 2000 余元。
13 日，2014 年学校阅读服务网点第一次业务培训在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举行。来
自我市 26 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图书老师参加了此次培训。
17-19 日，馆员林文若、胡芳赴广州参加由广州市图书馆学会、广州图书馆、东莞
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图书馆读写障碍服务高级研修班。
18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文学社的十多位小社员来到位于鼓楼附近
的锦霞戏剧艺术公益培训基地，采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舒锦霞女士。
24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主办的“名师阅读公开课”之“英文绘本阅读”
，共 300
人参加。
29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带你飞翔”关爱小组联合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
浙江狮子会钱潮服务队发起爱心关爱活动，为建德市莲花镇中心小学的同学们带去
“六一节礼物”的同时，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包括茶艺学习、写作指导、励志讲座
在内的众多六一活动。经过近一个月的捐赠活动，共募集了 4 大箱文具、适合小学
生阅读的书籍及 450 余册适合孩子们和教师阅读的期刊。
31 日，联合浙师大杭幼师院、浙大化工系、杭师大医学院举办庆“六一”亲子游
园活动，共 500 人参加。
31 日，与易贝乐合作，共同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之“诵读经典，放飞风
筝”节假日活动，共 200 人参加。
31 日，举办“欢庆六一暨过端午” 梦想舞台文艺汇演，由选拔产生的十位“童梦
剧团”的小演员表演绘本剧《大肚子河马》，
“心梦天使”和“律豆伢”小提琴队的
小朋友们也展示了他们的学习成果，500 人参加。
6月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系列活动 8 场，共 763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心灵小站”之“情商训练营”系列活动 2 场，共 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1 场，共 13 人参加。
组织开展品读经典文学活动 1 场，共 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32 场，1600 人参加。
组建“小可妈妈伴小时”
“ 心梦天使”舞蹈队及律豆伢小提琴队，共 270 人参加。
1 日，在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支持，由“新思维少年”全国作文大赛浙
江组委会主办，由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金沃特教育、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科
漫少年》编辑部、
《科学 24 小时》杂志社、向正科技等单位承办的第三届“新思维

少年”全国作文大赛（浙江赛区）颁奖典礼在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隆重举行。杭州
师范大学钱江学院院长刘金华教授、儿童文学作家张婴音、著名科普作家章胜利、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丁晓芳副书记、区教育局等多位专家领导莅临颁奖现场，与获
奖代表学生进行零距离的互动和精彩的现场点评。本届大赛组委会共收到选手参赛
作品 7000 余篇，初选入围作品 4600 余篇。最终评选出特等奖 11 名、一等奖 81 名、
二等奖 124 名、三等奖 249 名、创新奖和剧情奖等 50 名、最佳人气奖 30 名、最受
关注奖 35 名；优秀指导老师奖 289 名；优秀团队组织奖 81 名。
1 日，举行“动手做蛋袋”的亲子活动，共 70 人参加。
6 日，由支部副书记丁晓芳带队，组织党员参加“迎七一·我为党旗添光彩”杭州
市机关党员志愿者为民服务暨“雷锋广场”志愿服务活动，特别策划了“动漫创意
作品 DIY”活动，本次活动也是第十届未成年人读书节动漫主题系列活动的组成部
分。
6 日，邀请作家王一梅为行知中学的 300 多名初二学生带来了一场题为《阅读是一
种生活方式》的讲座。本活动是名家进校园系列活动之一，由杭州市教育局与杭州
少年儿童图书馆共同发起。
8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主办的“名师阅读公开课”之“名师带你玩汉字”活动，
由安吉路实验学校语文名师刘发建带领 300 多位大小读者将一个个方块字玩得出
神入化。
10 日，一楼家长休息区设立“自助图书漂流区”，整理、上架读者捐赠图书 1000
余册。
14 日，联合工银安盛人寿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之安全教育活动，共 60 人参加。
15 日，2014 年未成年人读书节专题活动，由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名师倪江为 “太阳
风”文学社的社员们和爱好文学的小读者带来了“走进经典之门”的讲座，共 120
人参加。
23-27 日，儿童部主任胡芳赴长春图书馆、青岛图书馆参观、学习。
24-27 日，馆长助理吴仲平赴青岛参加由中图学会主办的新型城镇化与图书馆服务
体系建设研讨班。
28 日，举办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第二届志愿者大会，对 2013 年优秀志愿者及团队
进行表彰，同时对新加入的志愿者进行培训。
6 月，“2014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系列活动之一全国图书馆员全国图书
馆员绘本讲读大赛正式启动。
7-9 月
7月

迎接中国共产党 93 周年华诞及中国人名解放军建军 87 周年，联合浙江省博物馆举
办《钱江潮——浙江现代革命历史陈列》专题图片展。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活动 2 场，27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绘本艺术之旅活动 4 场，2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之暑期进社区活动 4 场，2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暑期“学习能力培养”系列活动 5 场，共 128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财商系列活动 1 场，共 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围棋启蒙系列活动 5 场，共 102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4 场，共 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暑期“小小建筑师之旅”系列活动 2 场，共 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书香学习园‘读数学’”系列活动 1 场，共 56 人参加。
组织开展暑期“法语趣味课堂”系列活动 1 场，共 25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4 场，共 11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啦啦钢琴沙龙”系列活动 2 场，共 11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12 场，共 438 人参加。
组织开展品读经典文学活动 1 场，共 20 人参加。
8 日，参加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举办的“绿色图书馆——论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会。
11 日，参加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举办的“IFL 趋势报告”报告会。
13 日，主办的“家有儿女”系列活动之“心理咨询师眼中的家庭教育”的讲座，
由国家二级咨询师徐代越主讲，60 人参加。
13 日-8 月 16 日，联合杭州网义工分会、杭州市城管委等单位共同举办“外来务工
者子女夏令营”活动，本期特别安排“环卫工人子女专场”
，共 34 位小朋友参加。
20 日，联合祐康公司举办“快乐冰淇淋之旅，清凉一夏”活动，与小读者以及家
长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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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馨互助会”的 12 位智障青年、杭少图小读者
及家长共 100 人参与。
20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魔法数学名师带你走进神奇的数学世界”讲座，由杭
州市星洲小学常务副校长俞伟民主讲，240 人参加。
20 日，联合心元儿童之家举办的“家有儿女”系列之保护儿童时期安全讲座由国
内专业的生命安全系统提供商“第一反应”的创始人、专业急救人士陆乐主讲，共
150 人参与。
26 日，全国少年儿童绘画绘本创作大赛（浙江赛区）活动正式启动。
30 日-8 月 2 日，丁晓芳副书记赴安徽省休宁县参加全国绘本阅读高峰论坛。
7-8 月，组织开展“第三届‘新思维少年’全国作文大赛（浙江赛区）优秀征文”
展览。
7-8 月，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多元文化寻踪”之美国文化图书展览。
8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之暑期进社区系列活动，共 4 场，240 人参与。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之绘本艺术之旅系列活动，共 4 场，200 人参与。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活动 1 场，1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绘本 100 全国推荐指导书目” 展览。
组织开展暑期“我来画绘本”系列活动 4 场，共 84 人参加。
组织开展暑期“小小建筑师之旅”系列活动 4 场，共 1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暑期“动漫之旅”系列活动 12 场，共 237 人参加。
组织开展“书香学习园‘读数学’”系列活动 1 场，共 10 人参加。
组织开展暑期“法语趣味课堂”系列活动 1 场，共 25 人参加。

组织开展全省青少年绘画、绘本大赛共 6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14 场，共 586 人参加。
组织开展“啦啦钢琴沙龙”系列活动 2 场，共 82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4 场，共 97 人参加。
2 日，举办民俗体验之乞巧节特辑活动，共 28 人参加。
2 日下午，联合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鹤矾老师为“太阳风”文
学社的社员和爱好文学的学生们带来“诗歌创作”讲座，共 80 人参加。
9 日，联合浙江工商大学法语联盟，特别邀请来自国度法国的文化旅行者（Passeurs
de cultures）为孩子们带来音乐剧演出，共 150 人参加。
9 日下午，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如何进行亲子沟通”沙龙，由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侯立华老师主讲，共 40 人参加。
10 日，联合杭州市红十字会，举办“救”在身边——意外伤害急救知识学习讲座，
邀请专业的急救培训师为家长和孩子们进行应急救护专业知识的普及，共 120 人参
加。
11 日，两馆联合举办安全防范工作专题讲座（反扒方面），邀请杭州市公安局交通
治安分局刑侦大队沈斌警官前来主讲，两馆各部门负责人、安全员及绿城物业保安
人员参加了本次培训。
11-15 日，综合办副主任凌佳赴西安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参观学习。
16 日，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健康阅读 玩转视力”讲座，由浙江大学工学刘
康苗博士和杂志社主编方丹妮主讲，共 100 人参加。
23 日，联合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邀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婴音老师为“太阳风”
文学社的社员和爱好文学的学生们带来“快乐阅读，快乐写作”主题讲座，共 120
人参与。
24 日，联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特别邀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汤带来儿童文学
讲座，同时还举办了为来杭过暑假的“小候鸟”们赠送书香大礼包及浙少社“百社
千校书香童年”阅读活动第二批阅读示范基地学校的授牌仪式两项活动。
9月

9-12 月，举办 2014 年“太阳风”文学社风采专题展览活动。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19 场，共 189 人参与。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围棋启蒙系列活动 2 场，共 40 人参与。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2 场，共 54 人参与。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1 场，共 20 人参与。
组织开展“书香学习园‘建筑与数学’”系列活动 1 场，共 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5 场，共 157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2 场，共 36 人参加。
组织开展“啦啦钢琴沙龙”系列活动 2 场，共 60 人参与。
3 日，联合谱悦钢琴艺术中心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音乐与家庭”讲座，邀请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著名音乐评论家史崇义老师主讲，共 100 人参与。
6 日，联合大运河文化论坛举办办“中秋运河诗歌朗诵会”，邀请知名作家黄亚洲、
王金虎、毛建一、鹤矾、吴芸等共同参与，“太阳风”文学社的社员和爱好文学的

学生们等共 80 人参与。
7 日，举办“说群文阅读——在阅读中学会发现”讲座，邀请天长小学副校长、省
特级教师蒋军晶主讲，共 350 人参与。
13 日，举办“全国图书馆员绘本讲读大赛”专家初评会，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刘晓
清、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王晶博士、浙江大学幼儿园葛杨婷老师及褚树
青馆长共同参加。
14 日，举办“太阳风”文学社人物专访系列活动，专访杭州方言推广人宋伟民，
共 60 人参与。
17 日，举办“全国图书馆员绘本讲读大赛”专家终评会，华东师范大学范并思教
授、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王志庚馆长、浙江大学李超平教授、浙江图书
馆副馆长刘晓清、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韩筱芳馆长、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
院王晶博士、浙江大学幼儿园葛杨婷老师共同参与。
20 日，举办“杭州我的家”主题公益行动系列活动，邀请城市河道方面的专家，
杭州市城管委河道监管中心处长严向军主讲，共 93 人参与。
21 日，举办“阅读鲁迅主题课”，邀请浙江鲁迅研究会会员、安吉路实验学校语文
名师刘发建主讲，共 300 人参与。
22-26 日，低幼部副主任吴白羽赴广州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参观、学习。
25 日，联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杭州聋人学校举办“跟随画家 美绘童年——世
界优秀儿童插画赏析”活动，共 80 人参与。
9 月，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多元文化寻踪”之巴西文化图片展览。
9 月，组织开展民俗体验之中秋节特辑展览。
9-10 月，组织开展“2014 年“太阳风”文学社风采展示”展览。
10 月

10-11 月，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多元文化寻踪”之意大利文化图书展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系列活动 20 场，12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财商系列活动 1 场，共 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围棋启蒙系列活动 2 场，共 24 人参加。
组织开展“环保创意展暨‘奇思妙想’作品展”
。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之意大利歌剧赏析活动 1 场，16 人参
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之巴西桑巴音乐赏析活动 1 场，20 人
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陶艺制作”之指尖上的陶艺活动 1 场，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5 场，共 104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5 场，共 150 人参加。
1 日，举办 2014 首届西湖·国际少儿文化创意周开幕式活动，组织开展“杭州我
的家”主题公益行动，共 200 人参加开幕活动。
1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欢度十一大型亲子活动，共 200 人参加。
10 日，在北京召开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副书记丁晓芳向与会代表介绍了由

少儿馆承办的全国图书馆员绘本讲读大赛的开展情况，并为获奖作品颁奖。少儿馆
荣获本次大赛的优秀组织奖，选送的作品获得大赛二等奖。本次年会还对“全国少
年儿童绘画绘本创作大赛”获奖作品进行了颁奖，少儿馆组织开展了“全国少年儿
童绘画绘本创作大赛”（浙江赛区）活动，选送的作品获绘画组一等奖作品 4 件，
二等奖作品 10 件，三等奖作品 6 件；获绘本组一等奖作品 1 件，二等奖作品 3 件。
由于此两项赛事的成功举办，少儿馆荣获“2014 年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活动”最
佳组织奖。
12 日，联合杭州博学少年出版中心共同推出的博学少年*太阳风系列公益讲座，首
期讲座由《少年作家》执行主编陆生作老师主讲，主题为“写作难不难”，共 120
人参加。
12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主办的名师阅读公开课之快乐琴童养成记讲座,邀请钢琴
教育专家李淼主讲，共 240 人参加。
16-17 日，两馆接受 ISO9000 外审。
19 日，联合博学少年出版中心、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共同举办博学少年公益讲
座，邀请台湾大学心理学专家叶明华主讲，主题为“数学，怎样学得好”，共 120
人参加。
24 日、27 日，少儿馆党员参观了由中国科协、教育部、文化部等多家单位主办的
“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
25 日，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人生没有起跑线：一位父亲的育儿心得讲座，由浙江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理事，省中日关系史学会秘书长沈国权主讲，共 80 人参加。
25 日，联合杭州市天目艺校雅马哈音乐中心推出“啦啦钢琴沙龙”特别活动——
当钢琴“遇上”双排键，共 120 人参加。
26 日，联合博学少年出版中心、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共同举办博学少年公益讲
座，主题为“不一样的角度看地球”
，由吴昊老师主讲，共 120 人参加。
26 日，联合博学少年出版中心、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共同举办博学少年公益讲
座，主题为“阅读悦有趣”，由专栏作家方晓岚老师主讲，共 120 人参加。
29 日，开展两馆中层人员民主测评工作。
11 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亲子课堂活动，共 14 场，840 人参与。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1 场，共 35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围棋启蒙系列活动 2 场，共 36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之爱尔兰竖琴风琴音乐赏析活动 1 场，
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陶艺制作”之指尖上的陶艺活动 1 场，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书香学习园‘读数学’”系列活动 2 场，共 39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5 场，共 1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啦啦钢琴沙龙”系列活动 1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4 场，共 100 人参加。
2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主办的名师阅读公开课之科学无处不在讲座，邀请天长小
学科学教研组长陈甜老师主讲，共 250 人参加。

9 日，联合杭州春蕾舞蹈共同举办第二期“心梦天使”公益舞蹈队海选活动。
9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主办的名师阅读公开课之跟着绘本学写作讲座，邀请长寿
桥小学副校长曹爱卫老师主讲，共 256 人参加。
20-21 日，低幼部副主任吴白羽、少年部林文若赴上海参加童书展。
21 日，联合淳安唐村中心学校、浙江省锦麟公益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第三期锦麟文
化讲堂（唐村），此项活动在淳安唐村中心学校文化广场举行。邀请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著名儿童作家鹤矾老师带来主题为 “阅读，让我们成为自己的主人”的专
题讲座，共 500 人参加。
24 日，举办少儿馆消防培训及演练活动，少儿馆全体工作人员及绿城物业工作人
员参加了本次演习活动。
24 日，副书记丁晓芳参加第八届西湖读书节闭幕式活动，少儿馆在本届读书节上
获得“先进单位”称号。
30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主办的名师阅读公开课之包装盒里的数学问题讲座，邀
请特级教师唐彩斌主讲，共 280 人参加。
12 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亲子课堂活动，共 24 场，527 人参与。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活动 1 场，1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多元文化寻踪”之爱尔兰文化图书展览。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2 场，共 76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围棋启蒙系列活动 2 场，共 28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之爱尔兰竖琴风琴音乐赏析活动 1 场，
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陶艺制作”之指尖上的陶艺活动 1 场，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书香学习园‘读数学’”系列活动 2 场，共 39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5 场，共 1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啦啦钢琴沙龙”系列活动 1 场，共 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5 场，共 110 人参加。
1-3 日，副书记丁晓芳赴北京参加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全国少
儿馆馆长培训班。
6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主办的名师阅读公开课之伊顿公学的学生在学什么讲座，
邀请国际教师乔治·汉卡拉主讲，共 200 人参加。
7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主办的名师阅读公开课之钢琴家王庆教授带宝贝玩最萌交
响乐讲座，邀请著名钢琴家、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王庆主讲，共 250 人参加。
13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 亲子课堂之圣诞狂欢大型亲子活动，共 400 人参
加。
14 日，召开“太阳风”文学社年度颁奖暨新春座谈会，
“太阳风”文学社顾问、指
导老师及社会们共 80 人参会。
21 日，联合都市快报共同主办的名师阅读公开课之阅读、归纳、升华一一历史课
本自学与品鉴方法谈讲座，邀请杭州高级中学历史教研组长赵一兵老师主讲，共
80 人参加。
21 日，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节日特别策划系列之在少图过圣诞节亲子活动，

共 83 人参加。
27 日，举办“啦啦钢琴沙龙”之啦啦年度音乐会活动，共 220 人参加。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4 年纪事（接待）
月份

纪

事

1月

16 日，崇文小学一行 120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3月

12 日，常州市图书馆一行 43 人赴我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陪同。
18 日,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一行 5 人由柳馆长带队来馆参观、交流，副书记丁晓
芳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4月

10 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文广新局一行 6 人来馆参观，副书记丁晓
芳、馆长助理吴仲平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11 日，江苏省吴中图书馆一行 8 人来馆参观，馆长助理吴仲平陪同。
15 日，杭州紫阳小学四年级学生一行 100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4 日，西安图书馆一行 2 人来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
待。
25 日，河南安阳市文广新局一行 1 人赴我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馆长助理吴仲
平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5 日, 天长小学四年级一行 45 人来馆参观， 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5月

18 日，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二年级一行 18 人来馆参观， 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
待。
28 日，诸暨图书馆一行 2 人来馆参观， 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6月

25 日，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一年级一行 150 人来馆参观， 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
待。
27 日，杭州天长小学二年级一行 220 人来馆参观， 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7月

22 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一行 8 人赴我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馆长助理吴仲
平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3 日，江苏省镇江市图书馆一行 6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4 日，盘锦市图书馆一行 2 人来馆参观，馆长助理吴仲平陪同。
24 日，西安图书馆一行 2 人来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
待。
25 日，河南安阳市文广新局一行 1 人赴我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馆长助理吴仲
平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5 日, 天长小学四年级一行 45 人来馆参观， 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8月

3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分委会一行 5 人来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馆长助
理吴仲平陪同。
20 日，银川图书馆一行 6 人来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
待。
31 日，苏州吴中区图书馆一行 2 人来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陪同。

9月

15 日，南京图书馆王兵馆长助理来馆参观交流，副书记丁晓芳陪同，综合办副主
任凌佳接待。
18 日，陕西省图书馆一行 2 人来馆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陪同。

10 月

24 日，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探索与实践杭州调研报告》专家组一行 8 人赴我馆
参观，副书记丁晓芳、馆长助理吴仲平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4 日，国家图书馆典藏部黄洁主任一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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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山水教育集团一行 100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低幼部副主任吴
白羽接待
13 日，上海浦东区图书馆郁伟东主任一行 6 人赴我馆参观交流，副书记丁晓芳、
馆长助理吴仲平陪同，儿童部主任胡芳、低幼部副主任吴白羽、少年部林文若参加
了本次座谈会。
13 日，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一行 100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