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6 年纪事（无接待）
月份

纪 事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系列活动，共 12 场，334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民俗体验系列”系列活动 1 场，共 1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2 场，1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指尖上的陶艺”活动 2 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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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系列”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动漫体验系列”活动，30 人参加。

1月

1 日，举办 2016 年元旦迎新会演，本场演出展现了由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历年来
自主成立的“心梦天使”舞蹈队、“天使之翼”童声合唱团、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少儿管乐团、
“太阳风”朗诵团及“太阳风”文学社 5 个社团成员们近年来的优秀
成果。
10 日，举行由馆员鹤矾主讲的“太阳风”写作课堂系列之“如何创作以植物为主
人公的童话”沙龙活动，42 人参加。
16 日，联合明路教育和 Aoe 绘本教育共同主办的幼儿经典绘本剧演出，230 人参加。
17 日，举办“太阳风”文学社于谦祠寻找游记灵感活动，25 人参加。
25 日，举办杭州图书馆、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新春团拜会。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亲子课堂系列活动，共 11 场，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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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指尖上的陶艺”活动 1 场，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儿童注意力趣味课”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系列”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动漫体验系列”活动，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缤纷舞台系列“童心送福”福字展。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18 场，共 224 人参加。
举办剪纸民俗展览活动。
举办新春主题原创诗歌散文童话征集活动。

2月

14 日，举办由馆员鹤矾主讲的 “太阳风”写作课堂系列之“游记散文”活动，22
人参加。
17 日，举办“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评审会议。浙江省文化厅
公共文化处副处长仲建忠、杭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张朋、浙江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
施莹、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童庆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主任（教授）
范并思、浙江音乐学院教授张卫中、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刘晓清、台州市图书馆馆长
毛旭、温州市图书馆馆长胡海荣及杭州图书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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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
20 日，举办“太阳风”写作课堂系列之“寻找灵感之三——灵峰咏梅”活动，36
人参加。
21 日，举办 “太阳风”阅读课堂系列之“我与名家面对面”活动，由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周锐主讲，246 人参加。
21 日，举办“家有儿子”系列之“如何听，才能懂孩子”沙龙活动，由国家二级

心理师张旻瑛主讲，20 人参加。
26 日 ，褚树青馆长、丁晓芳副书记参加 2015 年度杭州市市直单位创新创优项目
综合评估会议，并进行现场陈述，由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实施的“公共图书馆数字
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获 2015 年度杭州市综合考评“创新鼓励奖"。
28 日，举办由馆员鹤矾主讲的“太阳风”写作课堂系列之“咏物诗写作技巧”活
动，38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亲子课堂系列活动，共 20 场，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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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1 场，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指尖上的陶艺”活动 1 场，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儿童注意力趣味课”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系列”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动漫体验系列”活动 1 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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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02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5 场，共 144 人参加。
举办“生活体验课堂”系列之缤纷舞台系列剪纸作品展。
举办三期“心梦天使”舞蹈团海选活动，171 人参加。
新春主题原创诗歌散文童话评选结果公布，24 人参加。
张巧艳同志被评为 2016 年度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先进工作者。
4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被授予西湖区雷锋驿站。

3
月

6 日，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主性与专注性”沙龙活动，40
人参加。
10 日，举办“宝宝乐园”活动，由绿城育华幼儿园园长任宏老师和教研组长林静
老师主讲，人参加。
13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朗诵团 13 名团员赴桃红柳绿的西溪湿地芸
台书舍参加阅庐 “春之约”朗诵会。
13 日，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如何讲，才能激励孩子”沙龙，由国家二级心
理师张旻瑛主讲，30 人参加。
16 日，丁晓芳副书记、综合办副主任凌佳参加杭州市青少年第二课堂先进基地汇
报会。
20 日，举办 “太阳风”社团“寻找灵感”系列之“樱花咏春”活动，58 人参加。
20 日，赴杭州必胜客黄龙店举办快乐 ABC 英语沙龙系列特别活动““喜迎 G20，品
西方早餐文化”，人参加。
21-23 日，丁晓芳副书记、综合办副主任凌佳赴合肥参加华东地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工作协作委员会会议。
24 日，丁晓芳副书记参加杭州市家庭教育学会七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
26 日，联合柴禾游学部落（世纪明德杭州点）举办的“资深奶爸蔡朝阳分享——
快乐阅读与写作 ABC”活动，人参加。
27 日，举办“太阳风”阅读课堂系列之“走进一本书（《西游记》”活动，202 人参
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活动 17 场，440 人参加。

4月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2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指尖上的陶艺”活动 2 场，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儿童注意力趣味课”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系列”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动漫体验系列”活动 1 场，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啦啦音乐”活动 1 场，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6 场，共 135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5 场，共 124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系列之“缤纷舞台”摄影作品展。
组织开展“星星的奇思妙想”自闭症儿童绘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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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梦天使”舞蹈团招募公益选拔大赛总决赛结束，30 人入选。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获 2015 年度第二课堂“先进基地”称号。
1 日，召开杭州图书馆、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两馆班子民主生活会。
4-10 月，承办由中图学会组织领导，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图书馆服务专业委
员会、杭州市西湖读书节组委会联合主办，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少儿与中小学图书馆
分会协办的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6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之“童声里的红色
记忆”全国少年儿童故事大赛，12 个省（市）36 家公共图书馆参与，开展分会场
活动 340 场，23234 人参加，荣获“2016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优秀组织
奖。
8 日，丁晓芳副书记参加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分委会 2016 年主任会议。
10 日，举办“太阳风”写作课堂系列之“借景抒情”活动，44 人参加。
10 日，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如何提高孩子的学习主动性”沙龙，由国家二
级心理师张旻瑛主讲，40 人参加。
15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系列之“走进开元中学”活动，214 人参加。
16 日，赴西溪创意园 麦家理想谷，举办“写作课堂——于细微处见精”活动，100
人参加。
16 日，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儿童阅读 gogogo”活动，170 人参加。
17 日，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让青春稳健飞扬——青春期孩子家庭的挑战与
烦恼”沙龙活动，由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侯立华老师主讲，20 人参加。
19 日，经中国图书馆学会批准，丁晓芳副书记担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届理事会
未成年人图书馆分会委员，兼任未成年人数字阅读服务专业委员会主任。
20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系列之“走进胜蓝中学”活动，310 人参加。
22 日，联合下城区教育局共同主办“悦读 G20 书香润校园——下城区 2016 年中
小学读书节启动仪式” ，并在杭州市胜蓝中学建立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馆校共建
基地。
23 日，举办世界读书日启动仪式暨杭州市中小学生“课后也精彩”网络答题活动
表彰仪式，原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杭州
市图书馆事业基金会理事长曾东元、杭州市教育局宣传与德育处处长、市少工委副
主任陈秋兴、杭州市文明办未成处处长、市少工委副主任陈波、市文广新局社文处
张鹏处长、杭州市教育技术中心装备科科长吴臻、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副书记丁晓
芳等出席，160 名师生参加。15 所初中、小学、幼儿园成为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学
校阅读服务网点并授牌。邀请上海语文名师丁慈矿开展“有花有虫有童年——小学

生为何要读汪曾祺“阅读讲座；为杭州市图书老师举办“课后也精彩”数字阅读平
台使用培训。
23 日，以阅读、分享、展示、交流、表彰等各种形式举办“图书馆奇妙夜”活动，
邀请著名作家、名师、越剧表演家、小读者社团等串烧起 12 场趣味十足、全程互
动的阅读盛宴，3800 余名杭城小朋友及其父母参加，共同庆祝第 21 个世界读书日。
23 日，联合《萧山日报》小记者团、杭州阿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浙江省锦麟公
益基金会、浙江省文学者志愿中心共同举办“跟着童话作家鹤矾老师学习创作微童
话”活动，230 人参加。
24 日，举办“太阳风”阅读课堂”系列之“走进一本书（《西游记》
（三）”文学讲
座活动，“太阳风”文学社社员和牛通社小记者，共 94 人参加。
24 日，联合大连澳通科技举办的“悦读越智慧”活动，20 人参加。
30 日，
“太阳风”朗诵团团员赴黄亚洲书院，与中国诗歌网的各位诗人代表一起以
诗的形式庆祝五一。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活动 17 场，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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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之“亲子交流会”活动 2 场，27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2 场，1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儿童注意力趣味课”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系列”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动漫体验系列”活动 1 场，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啦啦音乐”活动 1 场，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多元文化寻踪”活动 2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6 场，共 135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5 场，共 124 人参加。
组织开展航天科普图片展。
生活体验课堂缤纷舞台系列“星星的奇思妙想”自闭症儿童绘画展。
举办微童话征文活动，25 人参加。
5月

联合锦麟公益合作，举办为山区孩子推荐一本书活动，48 人参加。
由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选送的朱芳圆作品《何文秀》荣获第十二届浙江省未成年人
读书节暨“戏曲阅读经典”大赛决赛（小学组）三等奖，该奖项由浙江省文化厅颁
发。
7 日，举办“太阳风”写作课堂系列之“寻找灵感”活动，赴中国茶叶博物馆体验
茶文化，35 人参加。
8 日，举办“独特的我”创意写作课，由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周益民主讲，人参加。
15 日，举办“好声音伴你成长”——进杭州爱心聋儿语训中心活动，120 人参加。
16-18 日，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选送的“子越学堂”学员朱芳圆赴绍兴参加第十二
届浙江省未成年人读书节暨浙江省未成年人“戏曲阅读经典”大赛，获三等奖。
21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特别活动“父母有智慧，孩子有未来”
，
由新加坡名师陈禾教授主讲，人参加。
22 日，联合举办浙江教学月刊社优秀少儿报刊捐赠仪式暨“走进一本书”活动，
“太
阳风”朗诵团的团员表演浙江教学月刊《小学生世界》“童话城堡”专栏里的童话
剧，138 人参加。
26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系列之“走进明珠实验学校”活动，200 人参加。

27 日，丁晓芳副书记、综合办主任许勇德、儿童部顾晨薇及低幼部李霞等同志赴
黄龙体育馆参加 “决战 100 天、全力保峰会”誓师大会。
28 日，联合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举办“开展如
何提高儿童学习注意力”的活动，360 人参加。
28 日，联合都市快报、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菁教微学，举办 KB99 中国西湖少儿
阅读高峰论坛，214 人参加。
29 日，举办“欢乐六一 童心飞扬”诗歌朗诵会活动，85 人参加。
29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欢度六一游园快闪活动，250 人参加。
29 日，举办“中考作文如何拿高分”讲座，由钟峰华主讲，160 人参加。
29 日，举办“太阳风”写作课堂系列之“记叙的详略”活动，34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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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课堂系列活动 11 场，310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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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2 场，共 1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儿童注意力趣味课”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科普系列”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动漫体验系列”活动 1 场，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啦啦音乐”活动 1 场，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2 场，共 48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1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缤纷舞台系列之“以这样的方式爱你”父亲节绘画展。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系列之多元文化寻踪“德国文化图片展”。

6月

6-9 月，组织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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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下
城区教育局、温州市苍南县教育局、以及全省各公共图书馆、少儿图书馆及中小学
图书馆协办的浙江省少年儿童“我的藏书票”设计大赛，在全省范围征集优秀作品，
共收到 7 家图书馆共 143 幅作品，127 幅作品，经评审后，报送优秀作品参加全国
比赛。本馆报送的作品中获得小学组一等奖 1 名，小学组二等奖 14 名，小学组三
等奖 8 名，中学组一等奖 1 名。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获得大赛优秀组织奖及由中图
书馆学会颁发的“2016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红色记忆，星火传承”藏书
票设计大赛优秀组织奖。
7—8 日，丁晓芳副书记参加杭州市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
4 日，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如何预防考前焦虑”活动，40 人参加。
5 日，举办“生活体验课堂”民俗体验系列之“端午节特辑——动手做香囊”活动，
120 人参加。
6 日，联合知慧学院，举办阅读派 NO：002 系列之“如何培养孩子的英文阅读能力”
讲座，由知慧学院的创始人 Bonnie Yang 主讲，150 人参加。
11 日，举办系列之 “走进一本书（《西游记》”活动，人参加。
12 日，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如何提高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沙龙活动，由
国家二级心理师张旻瑛主讲，30 人参加。
16 日，联合明路教育、Aoe 绘本教育举办幼儿经典绘本剧演出，人参加。
18 日，举办“阅读派 NO：003”系列之“小小编剧家公开课”活动，200 人参加。
18 日， 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系列之“小儿夏季经络保健”讲座，

由原杭州市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余慧华医师主讲，30 人参加。
19 日，举办诗歌公益讲座，邀请谌卫军和刘正幸老师主讲，45 人参加。
26 日，举办“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系列之“彭懿•聚焦影像里的爱 ——
带孩子感受不一样的童年！”讲座，由《巴夭人的孩子》绘本创作者、摄影展作者
彭懿老师主讲，200 人参加。
30 日，
“太阳风”朗诵团 7 名团员赴拱墅区文化馆，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
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运河颂红船、书画忆长征”活动。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之“梦想舞台”七月生日会 1 场，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系列活动 19 场，526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交流会 1 场，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情商系列活动 4 场，共 1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亲子系列活动 5 场，2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英文阅读”活动 5 场，25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芭蕾精灵魔法变身课”活动 5 场，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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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场，共 2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缤纷舞台系列之“书香画美”第二季绘画展。
2 日，举办“太阳风”写作课堂系列之“如何写好记人的散文”活动，40 人参加。
2 日，举办“新少年”作文大赛系列活动之小作家分享会活动，184 人参加。
3 日，举办法国插画家佑安·史瓦德来见面会，其代表作品为《斯皮鲁》，150 人参
加。
7月

3 日-31 日，举办“感动我们的好声音”暑期培训班共 9 期，84 人参加。
6 日，举办“太阳风”朗诵课堂系列之古诗的诵读技巧活动，75 人参加。
8 日，召开杭州图书馆、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党员视频会议。
9 日，举办首场“用汉字讲文化”公益课，邀请来自台湾的钱恒廉先生担任主讲嘉
宾，228 人参加。后期，还将通过公开招募、面试甄选的形式，招募公益课程班成
员，开设为期 48 周的“汉字讲文化”亲子班和师资班两门公益课程。
15 日，举办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少儿管乐团专场音乐会，220 人参加。
16 日，联合乐儿智慧王国推出《冰雪勇士》活动。
17 日-8 月 14 日，联合杭州网义工分会举办“快乐益夏——添彩 G20，圆梦新杭州”
的主题夏令营活动，40 余名外来务工者子女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以阅读与培训相
结合的暑期夏令营活动。
17 日，邀请“太阳风”朗诵团团员万朝文兄妹的妈妈许意如老师举办“朗诵音频
的后期处理”讲座，75 人参加。
23 日，
“太阳风”朗诵团部分团员们赴浙报传媒新媒体孵化基地，参加“寻找下一
个故事大师”系列活动，朗诵“95 后”杭州旅美作家金晨作品《狼桥》的同时，
听取作家讲述《狼桥》和自己“中等生”的故事，24 人参加。
“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全国图书馆
未成年人服务论坛案例征集活动二等奖。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系列活动 7 场，196 人参加。

8月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注意力体验课活动 5 场，共 3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击剑体验活动 5 场，3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阳光夏令营活动 5 场，15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之编程一小时活动 5 场，2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4 场，共 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9 场，共 130 人参加。
组织开展“生活体验课堂”缤纷舞台系列之“萌芽书趣”书法展。
组织举办“太阳风”写作课堂系列之博学少年公益讲座 4 场，190 人参加。
“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全国图书馆
未成年人服务论坛案例征集活动二等奖，该奖项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发。
6 日，举办“生活体验课堂”民俗体验活动之乞巧节特辑活动，100 人参加。
11-12 日，举办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人员安全演练活动。
16 日，举办“太阳风”写作课堂之“当科学遇上童话”活动，50 人参加。
18 日，“太阳风”写作课堂系列之“你有成长的智慧和力量”，由谭旭东主讲，96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系列活动 64 场，156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系列之“亲子交流会”活动 1 场，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艺术 NO:3 之藏族音乐沙龙活动 1 场，共 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艺术 NO:4 之百米绘西湖活动 1 场，54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科技 NO:1 之手机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活动 1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生活 NO:1 之新学期，谁是偷走注意力的贼？活动 1 场，40 人参
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3 场，共 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5 场，共 2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艺术 NO:1 系列之你来自哪颗星？——周其乐个人绘画展。
9月

综合办主任许勇德同志被评为服务保障 G20 杭州峰会“市级先进个人”
。
13 日，丁晓芳副书记陪同陈红英副市长、市文广新局社文处余敏副处长赴下城区
安吉路实验学校安吉校部考察“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建设推广
情况。
15 日，“太阳风”朗诵团赴随园嘉树老年公寓，参加首届“新芽杯” 少儿诗歌创
作大赛颁奖典礼与中秋诗歌朗诵会。
17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活动，邀请好校长、暖男老公、模范爸
张敏带来专题讲座：《孩子成长的幸福密码》，160 人参加。
17 日，联合 FM104.5 女主播电台举办少儿诗歌社的公开课，100 人参加。
26 日，召开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副职竞聘会。
27-29 日，开展 2016 年度杭州图书馆（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ISO 内审工作。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 系列之“梦想舞台”十月生日会 1 场，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系列活动 16 场，328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艺术系列活动 3 场，共 1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科技系列活动 3 场，2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生活系列活动 2 场，69 人参加。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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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场，共 2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艺术 NO:4 系列之平安社区 文明出行——绘画展。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被评为第十届西湖读书节先进单位，该奖项由杭州市西湖读书
节组委会颁发。

1 日，举办冰波童话朗诵会，230 人参加。
9-11 日，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少儿与中小学分委会联合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举办浙
江省中小学图书管理员骨干教师培训班，130 人参加，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少儿与中
小学分委会主任、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副书记丁晓芳为全体学员做了“青少年数字
资源覆盖中小学校”案例分享。
16 日，举办“开讲吧，少年”活动，由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太阳风”文学社的
社员朱康同学主讲，92 人参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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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
动， 27 人参加。
21 日，参加杭州市第五届“万科杯”文卫体系统职工休闲皮划艇邀请赛。
22 号，联合小码教育 CEO 王江有先生和新东方吴老师举行“阅读派•文学 NO:5/小
升初，进入目标学校的那些‘套路’
”专题讲座，160 人参加。
23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活动，邀请朱小莉和张晓燕老师以“幼小
衔接完全攻略”为主题开展专题讲座，160 人参加。
24-29 日，褚树青馆长、丁晓芳副书记、阅读指导与推广部张巧艳同志赴铜陵参加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丁晓芳副书记在年会上为 “童声里的红色记忆”全
国少年儿童故事大赛获奖代表颁奖。
29 日，举办“用汉字讲文化”亲子班活动 3 场，144 人参加。
29 日，举办“‘太阳风’写作课堂之科普作文”第二讲，由陈孟建教授主讲，42 人
参加。
30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系列之玩转创意绘本读写课，由杭州
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小学语文教研员曹爱卫老师主讲， 160 人参加。
30 日，举办经典少儿文学读书分享会第十期活动，共同分享了美国作家 乔治·塞
尔登的作品《时代广场的蟋蟀》，50 人参加。
被评为第十届西湖读书节先进单位。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9 日联合芬兰通力百年基金会和浙江锦麟公益基金会实施的“悦
读快车——孩子们的流动图书馆”项目完成试运行，装满少儿图书的集装箱车驶入
偏远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送给孩子全新的阅读体验。至 2016 年底，已在袁浦小
学、丁荷小学和江心岛小学试运行三周，共配给图书 5290 册，阅览 6504 人次，外
借图书 3851 册；开展“荐书侠”阅读活动 1 场，630 个家庭参与，捐赠绘本 500
册，价值 1 万余元；9 名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 160 个工作小时，受到师生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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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系列活动 26 场，604 人参加。
11 月

组织开展阅读派·艺术系列活动 2 场，共 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科技系列活动 4 场，3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生活系列活动 1 场，47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4 场，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2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艺术 NO:9 系列之墨香四溢--吴政锡书法展。
2-4 日，举行 ISO 监督审核工作。
5 日，芬兰通力百年基金会理事 Tiina Herlin 女士、浙江锦麟公益基金会卜飞等
来馆洽谈合作开展流动图书馆服务相关事宜，并确定项目名称为“悦读快车——孩
子们的流动图书馆”，丁晓芳副书记、阅读指导与推广部程丽青副主任、儿童部肖

玲玲副主任参会。
7-8 日，联合杭州图书馆党总支组织开展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学习教育活动。
8 日，举办“名（作）家进校园”系列之“走进苍南”活动，馆员鹤矾赴藻溪小学
举办阅读讲座，1800 人参加。
12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活动，邀请上海数学张玫红等幼教名师
为学龄前孩子和家长学习带来“玩转绘本里的数学”专题讲座，80 人参加。
16 日，“太阳风”文学社赴孤山，举办“秋高气爽，访古咏诗 ——寻找灵感之孤
山访古”活动，46 人参加。
“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荣获“交融与创新”——2016 年华东
地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协作委员会案例征集活动一等奖。
“青少年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荣获 2016 年“杭州最具影响力网络公益项
目”。
组织开展“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系列活动 27 场，638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艺术系列活动 3 场，共 24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科技系列活动 3 场，2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生活系列活动 4 场，28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快乐 ABC 英语沙龙活动 1 场，20 人参加。
组织开展“彩虹梦剧场”系列活动 4 场，共 200 人参加。
组织开展阅读派·艺术 NO:9 系列之童心、童画、童世界——蔡语薇国画张。
“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荣获“交融与创新”——2016 年华东
地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协作委员会案例征集活动一等奖，该奖项由华东地区少年
儿童图书馆工作协作委员会颁发。
“青少年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项目被评为 2016 年“杭州最具影响力网络公益
项目”。 该奖项由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浙江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及杭州市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共同颁发。
12 月

丁晓芳副书记被浙江省关工委评为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3 日，丁晓芳副书记、综合办主任许勇德、儿童部副主任肖玲玲及顾晨薇等参加杭
州市机关党员志愿者广场为民服务活动。
8-9 日，退休老同志赴德清新市、国际博览中心参观。
10 日，联合都市快报，举办名师阅读公开课系列之“跨媒介阅读和学生核心素养
的提升”讲座，由浙江特级教师，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倪江老师主讲，280 人参加。
11 日，举办“太阳风”文学社“寻找灵感”系列之走进万松书院活动，46 人参加。
11 日，举办第二期“开讲吧，少年”活动，由“太阳风”文学社的社员朱晏同学
以“与书为伴，以诗为帆”为主题开展讲座，55 人参加。
11 日，联合觉茶心理，共同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观电影聊教育的心理沙龙活
动，由觉茶资深心理咨询师张旻瑛主讲，30 人参加。
17 日，举办“太阳风”阅读课堂系列之古诗词阅读与赏析——咏史诗活动，62 人
参加。
18 日，举办“家有儿女”系列之“为什么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这么难” 专题
讲座，由原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家庭教育专家讲师团成员朱棣云女士
主讲，100 人参加。
24 日，“太阳风”写作课堂系列之“科普作文写作”活动，58 人参加。
25 日，召开中共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支部换届大会，经选举产生新一届支委会，

由丁晓芳同志担任组织委员，胡芳同志担任宣传委员，吴仲平同志担任纪检委员。
25 日，举办第三期的“开讲吧，少年！”活动，由杭州省府路小学的杨天栩同学带
来主题为“照片背后的故事”的讲座，41 参加。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6 年纪事（接待）
月份
1月
2月

3月

纪

事

9 日，苏州吴江区图书馆一行 7 人来馆参观，丁晓芳副书记陪同，综合办副主任凌
佳接待。
24 日，翠苑一小三年级一行 307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2 日，市政协相关领导一行 2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丁晓芳副书记
陪同。
10 日，由赵湑炯副馆长带队的山西省图书馆一行 14 人来馆参观，丁晓芳副书记陪
同，综合办主任许勇德接待。
11 日，浙大附小一行 200 人来馆参观，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15 日，武汉江岸区图书馆一行 1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主任许勇德接待。
15 日，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一行 6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主任许勇德接待。

4月

13 日，泉州图书馆一行 3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主任许勇德、副主任凌佳接待。
26 日，四川省广安区图书馆（邓小平图书馆）一行 3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

5月

凌佳接待。
30 日，青海省图书馆一行 6 人来馆参观交流，丁晓芳副书记陪同，综合办主任许
勇德接待。

6月

29 日，桂林图书馆一行 3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主任许勇德接待。
5 日，日本崎埠图书馆一行 3 人来馆参观，丁晓芳副书记陪同，综合办主任许勇德、
副主任凌佳接待。

7月

5 日，重庆大足双桥区图书馆一行 5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11 日，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来馆参观，综合办主任许勇德接待。
15 日，台北市立图书馆一行 2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3 日，心元之家幼儿园一行 50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副主任凌佳接待。
11 日，2016 年全省中小学图书管理员骨干教师培训班一行 120 余人来馆参观，丁
晓芳副书记陪同，综合办主任许勇德、副主任凌佳接待。
10 日，上海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一行 80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主任许勇德接待。
17 日，上海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一行 80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主任许勇德接待。
16 日，厦门图书馆一行 2 人来馆参观，综合办主任许勇德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