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5 年纪事（无接待）
月份
1-2 月

纪

事

举办浙江省绘画绘本创作大赛优秀作品展。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13 场，337 人参与了活动。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系列活动 5 场，共 105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6 场，共 15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20 人参加。
参加杭州市 2015 年“春风行动”，共捐款 4910 元。
1 日，举办生活体验课堂节日特别策划之“元旦游园会”活动，共设置了 5 个主题：
指尖上的艺术——陶艺现场制作体验、最强大脑——“游戏”围棋、谁最了解图书
馆——图书馆知识问答、勇闯“ABC”——英语单词大冲关、动漫小达人——动漫
人物竞猜，354 人参加活动。
6-25 日，
“带你飞翔”关爱活动系列之春运志愿服务征集图书、围脖手套活动，共
征集到图书、杂志 199 册，围巾、手套 28 件，在春运期间送到返乡乘客手中。

1月

10 日，联合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及浙江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新年第一场“太阳风”
文学社活动，邀请童话作家鹤矾为小学生做了主题为“童话创作”的讲座，200 人
参加。
10 日、17 日，联合《心理育儿》杂志联合主办“小可妈妈伴小时”新年音乐绘本
剧演出活动，700 人参加。
11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系列之“微电影与创意写作是”讲座，
邀请全国特级教师张祖庆主讲，250 人参加。
11 日，联合悠贝亲子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邀请中国绘本原创领军作
家保冬妮女士来馆，举办“中国绘本中国梦”讲座，150 人参加。
22 日，举行两馆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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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1 日至 3 月 15 日，举办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闪耀之星”英语演讲赛，250
人参加活动。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6 场，303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民俗体验系列”系列活动 2 场，共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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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6 场，共 106 人参加。
举办剪纸民俗展览活动。
2 月 8 日至 3 月 5 日，举办“安全与急救知识竞赛”——网络书香过大年活动，142
人参加活动。

2月

2 月 18 日至 3 月日，举办“生活体验课堂”民俗体验系列“元宵猜灯谜羊年有惊
喜”活动，280 人参加。
2 日，举办杭州图书馆、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5 新春团拜会。
7 日，举办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文学社“文化采风”活动，以“阅尽千
年，访瑞象重明”为主题，参观雷峰塔文物陈列展，40 人参加。
8 日，联合 yoyo 提琴工作室，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梦想舞台之提琴演奏交流
会活动，150 人参加。
10 日、17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绘阅读）新年音乐绘本剧预赛。

11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党支部举办预备党员宣誓大会，在本次会议上，预备
党员戚晓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日，举办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文学社“名人专访”活动，赴杭州市
文联，采访著名书法家、杭州市文联秘书长王晓斌老师，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70 场，708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系列活动 5 场，共 2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2 场，共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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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5 场，共 109 人参加。
举办生活体验课堂多元文化寻踪系列日本文化图片展。
14 日，举办“家有儿女”家庭教育系列活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A 级沙盘
游戏治疗师黄坚带来“青少年人格成长与家庭的关系”的讲座，60 人参加。

3月

14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读书会共同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之“一起来读儿童
诗”讲座，邀请胜利小学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陆虹主讲，200 人参加。
21 日，联合心元儿童之家、Take 30，共同举办“寻找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
儿童防侵害教育深度讲座，由 Take 30 儿童防侵害公益项目发起人之一，曾担任北
京大学孕婴童产业升级课题组特邀嘉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宝贝计划栏目常驻嘉
宾，北京电视台书香北京栏目特邀嘉宾张永将主讲，60 人参加。
21 日，联合杭州网举办“家有儿女”家庭教育系列活动之“浙江省第六届中考公
益论坛”讲座，300 人参加。
25 日-27 日，副书记丁晓芳、综合办副主任凌佳赴天津参加“2015 年全国少年儿
童阅读年”系列活动工作会议。
28 日，举办“太阳风”文学社文学名人专访活动，15 名优秀小社员采访著名杂文
家、“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徐迅雷老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之“梦想舞台”四月生日会 1 场，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活动 15 场，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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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2 场，共 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指尖上的陶艺系列活动 3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系列系列活动 3 场，共 19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啦啦音乐系列 8 场，共 225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系列亚洲音乐赏析活动 1 场，共 30 人
参加。

4月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8 场，共 217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5 场，共 165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系列印度文化图片展。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民俗体验系列之清明节特辑“蹴鞠 DIY”1 场，280 人
参加。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杭州市西湖读书节组委会联合主办，中国图书馆
未成年人图书馆服务专业委员会、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少年儿童图书
馆承办的“2015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之“用声音传播经典——全国少
年儿童中华经典讲读大赛”正式启动。
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少儿与中小学图书馆分委会、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和浙江人民

美术出版社彩虹伞绘本馆共同主办的“浙江省少年儿童绘本原创大赛”正式启动。
3 日，联合“萤火虫·结伴行”少年阅读助力专项公益基金，赴杭州市文三街小学
举办“快乐阅读，自由抒写”主题讲座，200 人参加。
5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民俗主题活动系列之清明节 1 场，35 人参加。
10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少儿管乐团成立。
11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活动，邀请来自上海的甘芳萌老师
作“春田花花音乐故事会”活动，200 人参加。
12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活动，邀请越读馆汤萌老师（Ms Tang）
作“英文全书阅读活动”主题讲座，200 人参加。
20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将文学讲座带进大禹路小学大禹路校区和甲
来路校区，1600 人参加。
23 日，美国明德基金会会长萧宗庆女士来馆访问，在丁晓芳副书记陪同下，详细
了解了我馆明德英文图书的利用情况，对我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意第三次为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捐赠原版英文图书。
23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将主题为“童话阅读与创作”的讲座带进杭
州市崇文实验学校，200 人参加。
23 日，联合 104.5 女主播电台的饭米粒公益联合锦麟公益共同发起“用一本书，
交一个远方的朋友”活动，号召杭州市的孩子们把优秀书籍捐给远在内蒙古三座店
乡西窝铺小学的小朋友们，通过优秀书籍成为一对好书友。
23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太阳风”文学社参加杭州市第九届西湖读书节开
幕式，并作为杭州市民间阅读联盟成员单位接受领导的授牌，杭州市民间阅读联盟
正式成立，号召全民一起来读书。
26 日，邀请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涂国文老师举办作为市民体验日活动和西湖
读书节活动之一的“别信这一套” ——语文教育思考者、作家涂国文谈作文的讲
座，1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之“梦想舞台”五月生日会 1 场，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活动 15 场，6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动漫体验系列活动 2 场，共 128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2 场，共 1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指尖上的陶艺系列活动 2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系列系列活动 3 场，共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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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啦啦音乐系列 8 场，共 340 人参加。
5月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系列亚洲音乐赏析活动 1 场，共 30 人
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5 场，共 148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01 人参加。
举办拼贴画创意大赛作品展，360 人参加。
举办生活体验课堂多元文化寻踪系列阿拉伯文化图片展。
举办生活体验课堂缤纷舞台系列大宝小贝书法展。
3 日，联合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活动，邀请郭初阳老师作“郭初
阳带你读《纳尼亚传奇》
”专题讲座，250 人参加。
5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将创作灵感、阅读经验及写作技巧讲座带进苍

南县灵溪镇第三小学，400 人参加。
6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将诗歌创作讲座带进苍南县灵溪镇第二小学，
500 人参加。
6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将阅读分享讲座带进苍南灵溪镇第四小学，800
人参加。
7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将“与童话作家面对面”带进苍南县灵溪镇第
一小学，800 人参加。
7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将“小学生阅读”专题讲座带进温州新桥小学
教育集团旸岙校区，1000 人参加。
8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将童话阅读与创作专题讲座带进籀园小学，800
人参加。
8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将文学讲座带进温州实验小学，800 人参加。
8 日，全体党员参加杭州市职工学法用法网络法律知识竞赛答题活动。
10 日，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举办“儿童文学作家与孩子们聊
‘抗日战争那些事’”专题讲座，100 人参加。
16 日，举办生活体验课堂科普系列之“松果公开课——恐龙蛋 诞恐龙”专题讲座，
由浙江省自然博物馆副馆长、恐龙专家金幸生老师主讲，300 人参加。
17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邀请全球职业规划师、杭州高级中学
教师钟峰华为家长和孩子们带来“解码式”的职业规划课，200 人参加。
24 日，举办“家有儿女”家庭教育系列活动系列之“如何与青春期孩子沟通”讲
座，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觉察心理创始人、钱江晚报“壹问”情感专家张旻
瑛老师主讲，150 人参加。
25 日、26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 【绘阅读】故事大赛，300 人参加。
30 日，联合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共同举办的“欢庆六一儿童节·关注青少年儿童
注意力之学习问题”大型讲座及现场注意力检测咨询活动，300 人参加。
30 日，赴麦家理想谷举办“崇拜童心”专题讲座，50 人参加。
30 日，联合江南文学会馆、杭州市图书馆事业基金会举办首届“亲子教育论坛活
动，黄亚洲、袁敏、何欣、叶明华、王晓燕、王雄、倪江、鹤矾、谌卫军等众多省
内文学界、教育界“大腕”云聚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以“阅读与成长”为主题，
共同关注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探讨亲子教育中的“热点”及“难点”问题，为来
馆的少年儿童、家长及教育工作者们带来一场别具一格的亲子教育专业课程。杭州
市八届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杭州市图书馆事业基金会会长曾
东元也出席了本次论坛并致辞。
31 日，联合杭州三大高校（浙师大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化工系及杭师大
医学院）和三所社会教育机构（励恩国际少儿英语、智绘星阅读馆和春蕾舞蹈工作
室）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 :“我阅读 我智慧 我快乐” 六一趣味游园趴活动，
710 人参加。
“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正式启动。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之“梦想舞台”六月生日会 1 场，5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活动 16 场，588 人参加。
6月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 1 场，1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 2 场，86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1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指尖上的陶艺系列活动 1 场，共 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系列系列活动 3 场，共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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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啦啦音乐系列 5 场，共 17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系列亚洲音乐赏析活动 1 场，共 30 人
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5 场，共 148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01 人参加。
举办生活体验课堂缤纷舞台系列书香画美绘画展。
1 日，举办生活体验课堂六一特辑“谁最了解图书馆”活动 6 场，108 人参加。
5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讲座带进留下小学，600 人参加。
7 日，联合杭州新东方举办家庭教育讲座，邀请到了著名儿童教育专家陈默老师作
主题为“怎样让孩子愿意学习”的讲座，200 人参加。
8 日，参加全市性“迎七一·我为党旗添光彩”党员志愿者广场为民服务活动，我
馆推出的“亲子动漫手工 DIY 制作”活动受到市民喜爱。
9 日，邀请博学少年出版中心《少年作家》杂志执行主编陆生作老师，走进杭州市
教育科学研究所附属小学举办以“故事是会发芽的”为题的文学讲座，600 人参加。
11 日，全体党员参加全局党员学习会，张朋副局长主讲。
13 日，举办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生活体验课堂缤纷舞台首场音乐会，来自杭州少
年儿童图书馆少儿管乐团的团员、来自桃园艺术的学员及杭州市运河小学古筝队、
文一街小学巴乌演奏队等多支队伍进行表演，300 人参加。
13 日，举办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文学社名人专访活动，赴湖畔影社（即
“开心茶馆”
），采访“中外名人摄影展”的策展人，第 52 届和 56 届世界新闻摄影
比赛(荷赛)获得者傅拥军先生，40 人参加。
19 日，召开“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辅导团队培训会议，组建
起一支由全市各公共图书馆馆员、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和各区、县（市）图书老师组
成的辅导团队，支撑项目实施。
20 日，举办“家有儿女”家庭教育系列活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音乐治
疗师周瑶老师作“家庭关系对孩子的影响”的专题讲座，60 人参加。
20 日，举办生活体验课堂民俗体验系列“动手做蛋袋”活动,30 人参加。
23 日，联合杭州学习生活促进会共同主办第二届亲子教育论坛，邀请葛惠老师带
来绘本故事课“培养孩子成功关键力——从共读绘本开始”
，40 人参加。
25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将文学讲座带进大关小学申花校区，300 人参
加。
29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邀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婴音女士、浙江文
学志愿者中心秘书长鹤矾老师赴清泰实验学校带来“快乐阅读快乐写作”为主题的
讲座，5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活动 3 场，21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活动 9 场，496 人参加。
7月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注意力训练系列活动 5 场，共 15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书法课程系列活动 5 场，共 15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指尖上的陶艺系列活动 6 场，共 1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系列系列活动 3 场，共 155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啦啦音乐系列 4 场，共 105 人参加。
组织开展“书香学习园”之暑期夏令营系列活动 15 场，共 45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2 场，共 9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8 场，共 233 人参加。
1 日，龚艳代表我馆参加局组织召开的“庆‘七一’国学经典诵读会”获三等奖。
2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朗诵团正式成立，成立大会上特别聘请了著
名作家黄亚洲、汪浙成、涂国文、欧阳胜为顾问，著名朗诵专家天明（浙江语言艺
术团团长）、解连珊（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祝玉坤（杭州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陈曼冬（杭州市作协副秘书长）为指导老师。
4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第三届志愿者大会在图书馆三楼多功能厅举行，200 余
名志愿者参加，表彰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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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与博学少年出版中心联合主办博学少年公益讲座，本期讲座主题为“吃货
‘吃’历史”
，由《历史揭秘》杂志责任编辑、博学少年讲师团讲师金畅华老师主
讲，50 人参加。
18 日，举办“家有儿女”亲子教育沙龙系列之“如何提升孩子的专注力”活动，
由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儿童心理科主治医师周圆月医生主讲，共 80 人参加。
19 日-8 月 23 日，由杭州网义工分会和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共同主办，华润万家、
联合利华协办的 2015 外来务工者子女夏令营正式开营。
21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朗诵团暑期集训活动正式启动。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亲子交流会活动 2 场，210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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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事妈妈开讲啦” 系列活动，共 4 场，200 人
参与。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梦想舞台 7-8 月生日会活动，共 1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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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组织开展全省青少年绘本创作大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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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生活体验课堂缤纷舞台系列应睿点绘画展。
2 日，与杭州市文广集团、杭州市档案局联合主办杭州方言文化论坛。
6 日，馆长褚树青和党支部副书记丁晓芳前往淳安县乡镇图书馆、文化中心开展“公
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调研。
7 日，举办“太阳风”文学社文学采风活动，十多名小社员赴浙江广播电视集团采
访 FM104.5 星座女主播们。
8-13 日，综合办副主任凌佳赴天津参加 2015 南开大学“第 5 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

“博士生学术会议。
8 日，与西湖区妇女联合会举行“家有儿女”家庭教育“走进花季”青春期系列活
动。首场活动由杭州外国语教育集团教师、“杭州市优秀班主任”周杭芳主讲。
9 日，邀请台湾名师、专栏作家王文华老师做“孩子学习的好伙伴——台湾名师王
文华的教养绝招”专题讲座。
13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暑期快乐激爽之旅活动，带领贝多乐幼儿园的外
来务工子女赴可口可乐下沙生产基地，参观可口可乐博物馆。
23 日，联合 FM104.5 饭米粒俱乐部和汤姆的家共同举办的“我是小小动物艺术家”
活动。
27-28 日，开展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ISO 内审工作。
29 日，举办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邀请关爱抗日老兵志愿者、
萧山抗日战争纪念馆发起人与筹备者周寅老师讲述抗战故事。
30 日，首期杭少图“天使之翼”童声合唱团海选招募活动正式启动，共 78 位小读
者报名参加。
30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朗诵团部分团员参加由杭州电视台主办的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诗歌朗诵会。
8 月 26 日至 9 月 6 日举办纪念抗战 70 周年书展。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24 场，共 776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沙龙活动，共 3 场，共 215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指尖上的陶艺系列活动 1 场，共 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系列活动 3 场，共 218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1 场，共 100 人参与。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啦啦音乐系列活动 1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系列活动 1 场，共 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4 场，共 152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6 场，共 136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徐洲摄影展”活动。
3 日，举办“纪念抗日战争，共读红色经典活动”，让小读者们在阅读红色经典连
环画同时写下自己的阅后感想。
9月

3 日，组织读者观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

兵式”
。
5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文学社赴浙江博物馆黄宾虹艺术馆，举行文
化采风活动。
5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活动，邀请大关小学语文名师罗才军作主
题为“阅读和和写作的关系”的专题讲座。
11-17 日，综合办副主任凌佳赴丹麦奥胡斯参加 Next Library 2015 会议。
11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朗诵团部分团员赴富阳参加富阳纪念抗战
诗歌朗诵会。
13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文学社举办“太阳风”文学社写作课堂系
列之诗歌怎么写活动，40 人参加。
14 日，举办杭州图书馆、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两馆职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邀请
杭州市委党校校委委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部主任高国舫作“守纪律、讲规
矩” 专题讲座，全体党员参加。

19 日，参加由主管局主办的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5 趣味运动会活动。
20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活动，邀请天长小学副校长陈凯作主题
为“如何让孩子爱上数学”的专题讲座。
20 日，邀请手工达人“圆蜗牛”为小读者们带来“创意生活，大手拉小手——圆
蜗牛创意分享会活动”。
20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文学社举办“太阳风”写作课堂系列之现
场改稿(诗歌专题)活动，40 人参加。
23 日-25 日，党支部副书记丁晓芳赴北京参加“全国少儿图书馆数字阅读培训班”
24 日，举办杭州图书馆、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防雷知识讲座，后勤保障全体工作
人员、各部门负责人、安全员及物业安保人员参加本次培训。。
29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荣获 2015 年杭州市第九届西湖读书节先进单位。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6 日，市文广新局和市教育局联合发文并主办，杭州少年儿童
图书馆和杭州市教育技术中心共同承办 2015 年杭州市中小学生“课后也精彩”青
少年课外阅读数字资源平台推广网络答题活动， 18268 名学生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15 场，共 55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沙龙活动，共 1 场，共 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指尖上的陶艺系列活动 1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系列活动 1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1 场，共 80 人参与。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啦啦音乐系列活动 1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2 场，共 74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5 场，共 95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缤纷舞台系列原创国画展。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多元文化寻踪之傣族文化图片展。
1 日，联合杭州锐力发声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欢度十一大型文艺游园活动 3 场，
410 人参加。

10 月

1 日，联合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共同举办的国学经典阅读讲座和国学朗诵会，儿
童文学作家鹤矾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感动杭州十大教师”之一的杨海锋老师，以
共同感受和弘扬国学经典的方式，庆祝新中国成立 66 周年的生日，共 150 参加。
8 日，组织开展全国少年儿童经典讲读大赛专家初评。
9 日，组织开展全国少年儿童经典讲读大赛专家终评。
11 日，组织开展“家有儿女”家庭教育系列活动，邀请浙江教改之星、杭州学科
带头人俞伟明老师带来主题为“慢一点学数学“的专题讲座，60 人参加。
13 日，组织开展全国少年儿童经典讲读大赛专家终评会。
18 日，联合麦家理想谷举办儿童诗创作讲座及儿童诗朗诵会，邀请杭州研究院杭
州处副处长、著名文学教师王露主讲，160 人参加。
20 日，党支部副书记丁晓芳赴海宁参加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十四次（2015）学术
年会。
23 日，作为“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与市民终身学习”国际研讨会分会场，召开
主题为“公共图书馆与社会教育”及“公共图书馆未来发展展望”的分会场活动，
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日本、葡萄牙等国家的图书馆馆长和国内各省市图书馆
馆长、知名学者、代表等 100 余人参加分会场活动。
24 日，邀请心理学专家忽以阳老师带来儿童注意力缺陷及多动症知识讲座，125 人

参加。
24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活动，邀请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校长、
资深家教专家陈钱林带来主题为“自立教育，让孩子做最好的自己”的专题讲座，
200 人参加。
27 日，进行杭州图书馆（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ISO9000 外审。
31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文学社组织开展名人专访活动，采访杭州
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张硕老师，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11 场，共 628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沙龙活动，共 1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之“梦想舞台”十一月生日会 1 场，44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指尖上的陶艺系列活动 1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系列活动 1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1 场，共 80 人参与。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啦啦音乐系列活动 1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2 场，共 72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19 人参加。
举办生活体验课堂缤纷舞台系列“秋色斑斓”国画展。
举办开展生活体验课堂多元文化寻踪之蒙古族文化图片展。
6 日，召开青少年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推进会区县图书馆工作部署会议。
11 月

7 日，举办“家有儿女”家庭教育系列活动，举办“做个智慧妈妈”主题讲座，139
人参加。
11 日，举办法国绘本插画家伊万波墨杭州见面会，127 人参加。
15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活动，邀请全国冰心文学奖获得者，浙
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朱小莉老师带来主题为“魔法作文课”的专题讲座，150 人参加。
16 日，举办杭州图书馆、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5 年安全、消防工作专题讲座，
后勤保障全体工作人员、各部门负责人、安全员及物业安保人员参加本次培训。
29 日，举办“太阳风”文学社写作课堂名人专访活动，采访全国著名记者、作家、
历史学者、藏书家徐忠友老师，60 人参加。
29 日，举办“太阳风”文学社朗诵课堂系列活动，由馆工作人员童话作家张巧艳
带来主题为“诗歌朗诵技巧”的专题讲座，100 人参加。
29 日，联合杭州 19 楼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系列之“母婴跳蚤集市——闲
置图书专场“活动，1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活动，共 21 场，共 626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沙龙活动，共 1 场，共 25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之“梦想舞台”十二月生日会 1 场，144 人参
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指尖上的陶艺系列活动 2 场，共 120 人参加。

12 月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系列活动 1 场，共 1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2 场，共 160 人参与。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啦啦音乐系列活动 1 场，共 1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儿童注意力趣味课活动 2 场，共 1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系列活动 1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动漫体验活动 1 场，共 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2 场，共 72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19 人参加。
举办生活体验课堂缤纷舞台系列藏书票展。
4 日，收到美国明德基金会第三次捐赠的原版英文图书 1389 册。
5-6 日，由中图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中图学会秘书长霍瑞娟、
中图学会图书馆员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图书馆副馆长许建业、中图学
会图书馆统计与评价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馆办公室主任余江组成的专家评审
小组在馆长褚树青和党支部副书记丁晓芳的陪同下，实地走访了富阳、桐庐、建德、
临安等地的多所中小学校，对 2015 年度局创新项目“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覆盖中
小学校”项目进行评审，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项目的运作方式在全国图书馆界
尚属首创；拓展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边界，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对促进教育公平，
缩小城乡差距，具有显著作用”。
，。
5 日，举办“家有儿女”家庭教育系列活动，邀请音乐治疗师周瑶主讲主题为 “家
庭关系对孩子的影响之夫妻关系”心理沙龙活动，50 人参加。
5-8 日，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张朋局长任组长，褚树青馆长为副组长，丁
晓芳副书记为组员的督查小组，赴富阳、桐庐、建德、临安、淳安等地多所中小学
校，对 2015 年局创新项目“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的具体进展
情况进行督查，推进项目实施。
12 日，举办“家有儿女”走进花季青春期系列活动，邀请王尔丹老师主讲主题为
“怎么说孩子才能听”心理沙龙活动，50 人参加。
18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活动，邀请儿童文学作家张婴音老师走进杭州市教
科所附小带来主题为““张开想象的翅膀”的专题讲座，500 人参加。
13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系列活动，邀请语文老师肖贞带来
主题为“魔法诗词课”专题讲座，150 人参加。
13 日，联合浙大出版社举办“名作家谈阅读与写作”讲座，邀请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徐玲带来“悦读阅美”专题讲座，92 人参加。
13 日，联合杭州电视台《快乐星期八》栏目携手举办了“小小图书管理员”职业
体验活动，52 人参加。
15-18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副书记丁晓芳、儿童部负责人肖玲玲、低幼部副主
任吴白羽赴广州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年会上，中图学会对“2015 年全国少
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进行了表彰仪式。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荣获“2015 年全
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优秀组织奖，以及“全国少年儿童绘本创作大赛”优
秀组织奖。同时，由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承办的“用声音传播经典——全国少年儿
童中华经典讲读大赛”活动也在年会上进行颁奖，由丁晓芳副书记为参加活动的优
秀组织奖获奖代表颁奖。
大赛覆盖全国 22 省（市）、18 个市（州）、97 个区（县）的 128 家公共图书
馆、公共少年儿童图书馆和中小学图书馆，共开展分会场活动 340 场 23234 人参加，
9 家电视媒体、24 家报纸进行宣传报道，网络报道及转载共 59 次。经过筛选，全
国 34 家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选送 332 件音频作品进入全国大赛，经最终
角逐，评选出一等奖 19 件，二等奖 34 件，三等奖 52 件，优秀奖 63 件，优秀组织
奖 12 家。本次大赛邀请了知名作家、教育界及传媒行业的专业人士担任评委会成。
专家们对本次大赛的举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年会期间，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的“指尖上的卡通形象”动漫创意活动还参加
了年会展览，受到业界人士极大的喜爱。

20 日，联合浙大出版社举办“名作家谈阅读与写作”讲座，邀请著名儿童作家毛
芦芦老师带来“守望童年”专题讲座，160 人参加。
20 日，举办“太阳风”文学社第一堂户外写作课，由馆工作人员儿童文学作家张
巧艳主讲。
25 日，联合局党支部赴梦想小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杭州图书馆运动分馆共同
开展党员参观学习活动。
26 日，举办“家有儿女”家庭教育系列活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杭州市
教育局家庭教育指导热线咨询老师张皓带来“家庭教育，如何改善亲子关系——PET
父母效能训练分享”沙龙活动，20 人参加。
29 日，举办杭州图书馆、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党员学习会，由褚树青馆长作题为
“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中流砥柱”的专题党课，全体党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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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山东邹城图书馆一行 8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1 日，祟文小学免试生一行 176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月

4 日，天长小学一行 300 人 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3月

17 日，浙大附小一年级 200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18 日，马鞍山图书馆张红馆长助理一行 3 人来馆参观，丁晓芳副书记陪同，综合
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31 日，江西省新余市文化局、新余市图书馆一行 10 人，由万小亻
毛 副局长带队来
馆参观，丁晓芳副书记陪同，综合办主任许勇德接待。

4月

23 日，柳州市图书馆一行 2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3 日，美国明德基金会会长萧宗庆女士一行 2 人来馆访问，丁晓芳副书记接待。

5月

8 日，由范并思教授带队的华东师范大学一行 60 余人来馆参观交流，丁晓芳副书
记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18 日，镇江文化局、图书馆一行 30 人来馆参观，丁晓芳副书记陪同，综合办主任
许勇德接待。

6月

9 日，扬州图书馆一行 15 人来馆参观，丁晓芳副书记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
待。
16 日，文成县图书馆一行 8 人来馆参观，丁晓芳副书记陪同。

7月

17 日，北京海淀区图书馆一行 2 人赴我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8月

13 日，四川省图书馆一行 4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主任许勇德、副主任凌佳接待。

9月

10 日，清河实验学校一年级学生 105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11 日，天长小学三年级一行 270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主任许勇德接待。

10 月

23 日，来杭参观 2015 公共图书馆发展国际研讨会的近 100 余名外宾来馆参观，综
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9-30 日，上海外国语学校二至三年级学生共 175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
接待。

11 月

6 日，镇江图书馆一行 7 人来馆参观，丁晓芳副书记陪同，综合办主任许勇德接待。
9 日，温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一行 7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主任许勇德接待。
24 日，由孙子山主任带队的四川省图书馆一行 5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主任许勇德
接待。

12 月

9 日，苏州吴江区图书馆一行 7 人来馆参观交流，丁晓芳副书记陪同，综合办副主
任凌佳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