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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享·结伴礼堂”——浙江省文化共享工程

农村文化礼堂行系列活动继续走进春节的乡村

2 月 21 日至 22 日，“文化共享·结伴礼堂”浙江省文化共享工程

农村文化礼堂行暨“进村入户”入站资源服务活动分别走进衢州市龙游

县模环村和金华市傅村镇山头下村的文化礼堂。

“文化共享·结伴礼堂”是将线上的数字资源与线下的文艺展演结

合起来，用村民喜爱的方式将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介绍给农村读者，这是

浙江省文化共享工程农村文化礼堂行活动的一大特色。整场活动有特邀

的演艺团队助阵，用川剧变脸、酷炫歌舞、百变魔术等表演，吸引了村

民。穿插在节目当中有关“浙江文化通”APP 及微信公众号等文化信息

的问答，将免费的阅读资源、功能、用法介绍给了村民。一个小时的演

出掌声笑声不断，欢乐了乡村春节的夜晚。

浙江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浙江省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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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文化共享·结伴礼堂”浙江省文化共享工程农村文化礼堂行

暨“进村入户”入站资源服务活动由浙江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领导

小组主办，浙江图书馆、金华市图书馆、龙游县图书馆承办。共吸引了

400 余名读者到现场观看，网上同步直播平台吸引近 1700 余名读者在线

观看。

（省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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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动态§

莲都区图书馆开展“金猪纳福——闹新春猜灯谜”活动

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春节期间广大读者文化生活，营造喜

庆、祥和、平安的节日文化氛围，2 月 19 日上午，莲都区图书馆举办了

我们的节日——元宵节“金猪纳福 闹新春 猜灯谜”活动。

上午 9点还未到，灯谜爱好者们就从四面八方来到莲都区图书馆门

口，看到挂着一大片红红的灯谜便马上行动起来。现场有各种形式猜谜

语的：有母子搭档，有爷孙合作，有同学成群，也有独行侠等。这一群

群灯谜爱好者们纷纷驻足于谜条前冥思苦想，相互切磋，热烈讨论着谜

面，思索着谜底。整个灯谜现场，到处都有忙碌的身影。一眨眼的功夫，

奖品兑换处便排起了长龙，每个兑奖者脸上拿到“幸福的小猪”纪念品

后都洋溢着愉悦的笑容。还有现场竞猜谜语，图书馆工作人员宣布一条

谜语，现场市民抢答，这可是体现“真功夫”的时刻呢！比“速度”，

比“准确度”，更加“惊心动魄”。每当抢答成功，现场所有人都会齐

涮涮的将“羡慕嫉妒”的眼神投向抢答成功的人，很是佩服！

此次莲都区图书馆灯谜活动共准备了谜题 300 条，不仅包含时政、

文学、天文、地理等内容，还有莲都地域文化内容。莲都区图书馆不仅

为广大读者送去新春祝愿，更让大家在活动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增添了浓浓节日气氛，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莲都区支中心）

“品书香﹒赏年俗”——中国年俗文化展陪您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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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贴春联、放鞭炮、包饺子、

闹元宵等过年习俗历经千百年的浸染，承载了一代代人的记忆……

己亥新春，为传播中国传统年俗文化，展示中华典籍文化魅力，湖

州市图书馆举办 “品书香﹒赏年俗——中国年俗文化展”，于 2 月 2

日至 3 月 1日在市图书馆一楼大厅正式开展。

本次展览内容翔实，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为大家展示自腊八开始至

正月十五期间的有关年俗楹联文化方面的知识。据统计，共有 2600 余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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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朋友观看展览，在书香中重温了扎根心底的年味印迹。

（湖州市支中心）

宁波图书馆开展“拾梦时光”电影主题 VR 体验活动

2 月 16 日，宁波图书馆在新馆创客空间开展“拾梦时光”电影主题

VR体验活动，20名体验者戴上 VR眼镜，在虚拟场景中“边走边看”，

发现 VR电影的精彩与独特。

本次活动为读者准备了《拾梦老人》和《艾露美》两部 VR影片。《拾

梦老人》讲述了一个老人带着一只小狗，日复一日地拾起别人丢弃的“梦

想”，并修复这些“梦想”的故事。《艾露美》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在经

历失去母亲的痛苦后，依然记得母亲的教诲，将火柴送到更有需要的人

手中。两部 VR影片都通过一个完整的故事传递出“爱”与“希望”的主

题。

带给体验者惊喜的首先是 VR电影的唯美画面。《拾梦老人》中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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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小屋，是老人日常起居和修复梦想的地方，在橘色灯光的点染下，小

屋里的一桌一椅都充满生活气息和温暖感觉。《艾露美》的故事发生在

一处“天空之城”，城市中的建筑高低错落浮现云端，而穿行其中的小

舟更显飘渺。读者在体验过程中，时常会不由自由抬起手，去触碰故事

当中的虚拟场景，无论是桌上的收音机，还是空中飘落的雪花，都细致

可感。

（宁波市支中心）

舟山市图书馆组织“阿拉过元宵”游艺活动

2 月 19 日，“阿拉过元宵嘞”2019 舟山群岛新区元宵游艺活动在舟

山海洋文化艺术中心举行，舟山市图书馆安排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元宵

活动与读者市民欢度佳节。

本次元宵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安排了“好书赠送阅元宵”、“红

火灯谜猜元宵”、“电子贺卡祝元宵”、“佳片展播观元宵”、“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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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娃沙瓶画”、“舟山故事知多少”等多项活动。

在“好书赠送阅元宵”活动中，市图书馆共向市民赠送新书 800 册、

过刊 800 册，活动受到了市民读者的热情参与，赠书现场排起了长长的

队伍。

“舟山故事知多少”答题闯关赢奖品是今年新增的活动，吸引许多

小朋友报名参加。“办证有礼乐元宵”、“阿拉舟山人过年啦”展览、

“听赏群书、喜迎岁除”的主题展览、优秀影片展播等活动，受到了读

者朋友的热情追捧。元宵系列活动丰富了市民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得

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舟山市支中心）

馥郁书香品中华年俗

——记嘉兴市图书馆 2019 年春节主题活动

告别戊戌，喜迎乙亥，2019 年春节期间，新春楹联展等“共读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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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 同度传统新年”主题活动在嘉兴市图书馆总分馆陆续开展。2019

年嘉兴市图书馆春节主题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持

续了整个二月，超过两万人次参与。

丰富活动展示传统文化。“百节年为首”——中国年俗文化已绵延

千年，春节更是承载着全国人民的文化情结。2 月 1 日，“品书香·赏

年俗”2019 年国家图书馆年俗文化展在市图书馆一楼大厅开幕。当天，

两百余名读者走进图书馆，认真参观了展览。本次楹联展与“畅读经

典·欢度新年”国家图书馆年俗资源一同在嘉兴市图书馆官网上推出，

内容涵盖春联赏析、经典古籍、楹联文化系列讲座、年画展览、国图公

开课等，线上线下结合，为读者打造了立体式的中国传统文化饕餮大餐。

截至元宵节，共 16746 人次到馆参观了楹联展，年龄跨度从襁褓婴儿到

耄耋老人；共 3289 人次访问了市图书馆官网，在线浏览年俗资源。活动

受到读者热捧也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普及活动的欢迎，为图书馆

开展读者精准服务提供了借鉴。

优秀资源实现城乡共享。楹联展在总馆圆满落幕后，继续深入基层，

到各分馆及社区进行巡展。2 月，嘉兴“阅路”汽车图书馆将展板送至

油车港镇天星社区、东栅街道双溪社区、嘉北街道阳海社区、新城街道

九里村、南湖街道民北社区、高照街道新义村、象贤村、大桥镇黎明村、

经开区振兴公寓等九个服务点，近四百位居民参观了展览，共同感受浓

浓的中国年味。3 月起，楹联展将陆续走进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

馆服务体系内的 16家镇（街道）分馆，将资源服务落到实处。除了现场

活动，乡镇读者还可通过图书馆官网、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载体，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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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了解年俗文化、关注图书馆动态。

2019 年春节主题活动得到了嘉兴日报、嘉兴电视台公共频道等媒体

的报道，通过媒体宣传，更多市民了解了图书馆的服务。春节主题活动

为广大读者营造了欢乐祥和的春节氛围，加强了节日期间图书馆的社会

服务，推动了传统文化的传承。每年，嘉兴市图书馆以此为契机，以总

分馆联动的形式将活动送至农村，实现图书馆资源全民共享，助力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在城乡遍地开花。

（嘉兴市支中心）

嘉兴市支中心举办 2019 年共享工程首次业务培训

为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分馆工作人员综合素质，提高分馆开展信息化

培训活动的能力，2 月 25 日，由共享工程嘉兴市支中心主办的 2019 年

度业务知识培训在市图书馆二楼培训教室举行。嘉兴市图书馆两区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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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个乡镇（街道）分馆馆长、业务骨干和智慧书房管理人员共六十七

人参加了培训。

这次培训包含夕阳红 e 族、智能机器人、青少年 scratch 编程、3D

打印四个读者活动项目的学习，来自市图书馆及与相关社会机构的四位

老师对参训人员进行了授课。学员们认真听讲理论知识，一一开展现场

实操，为今后开展相关读者培训活动打下良好基础。

（嘉兴市支中心）

绍兴图书馆馆藏珍贵文献 市民可上网免费查阅

通过一年努力，绍兴图书馆一批馆藏的珍贵文献实现了数字化，市

民可以在图书馆官网上免费查阅。

据了解，这批珍贵文献包括 22 部国家珍贵古籍、44 部浙江省珍贵

古籍、146 种秦汉到民国时期绍兴地区碑拓、160 余种家谱以及部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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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报纸，其中不乏古籍孤本、善本。如元刻本《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

集》《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前集》《国朝文类》，清代善本《南

疆绎史勘本》《健修堂诗录》等。

绍兴数字图书馆建设始于 2012 年，是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点项目。目前绍兴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超过 80TB（太字节），包

括 20多万种电子图书、2000 余种电子期刊、1000 余种电子报纸、4000

余万篇学术论文、3 万余张艺术图片、14 万部音频、3 万部视频等，为

绍兴读者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数字文献资源服务。去年，绍兴数字图书馆

资源访问量超过 900 万次。

（绍兴市支中心）

§浙江网络图书馆 2 月使用情况§

● 2019年2月，浙江网络图书馆访问人次1107711次，期刊下载量421731

篇，通过在线文献传递 36278 篇，电子书全文在线阅读 45286 册，电

子图书试读 125046 次。

§浙江网络图书馆各数据库镜像 2019 年 2 月使用情况§

● 2019 年 2 月，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绍兴市、金华市、舟山市、

衢州市、台州黄岩区、德清县、苍南县等 10个图书馆安装的资源库

镜像站使用情况：维普数据库访问人次 53132 次，下载 31223 篇；万

方数据库访问 1262760 次，下载 252058 篇；国际数字视频库访问人

次 2261 人，点播量 350 次；天方有声图书馆访问 8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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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公共电子阅览室 2019 年 2 月服务数据（部分）§

报：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部 省政府办公厅
省文化厅 省财政厅

发：各市共享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各市级支中心 各县（市、区）文化局 各县（市、区）支
中心

排名 单位 服务时长 服务人次

省级 浙江图书馆 4163 小时 25 分钟 11956

市级

1 嘉兴市图书馆 5769 小时 19 分钟 2670

2 杭州图书馆 2825 小时 15 分钟 2698

3 宁波市图书馆 2249 小时 21 分钟 1787

县（市、

区级）

1 张元济图书馆 3131 小时 48 分钟 1743

2 宁波市北仑区图书馆 1724 小时 43 分钟 1254

3 慈溪市图书馆 1640 小时 54 分钟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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