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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国梦’——公共数字文化进万家”

2019 年新春活动在浙江正式启动

2019 年 1 月 28 日（腊月廿三），国家图书馆与文化和旅游部全国

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携手浙江图书馆与浙江地区共 42家公共图书馆，在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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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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启动了“‘我们的中国梦’——公共数字文化进万家”新春活动。在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发展的全新背景下，活动继续以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主线，通过新颖有趣的线上线下活动，让全省公众在春节期间

畅享公共数字文化盛宴。

“今昔巨变·辉煌见证”照片征集。岁月如歌，光影记录。此项活

动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主题，开发设计基于微信端的活动页面，

面向全国摄影爱好者在线征集有关“文化惠民”、“文化旅游”和“文

化遗产”等五个内容的新老照片，在今昔对比中彰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国文化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吉语贺岁·好书传情”有声贺卡。今年活动的“数字拜年新年俗”

又添新创意：12个新春祝福主题词，对应精选自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

台的 12本优质电子书；选择主题词后既可录制语音祝福，送出设计精美

的有声贺卡，同时也能分享一本电子好书给亲朋好友，让数字阅读理念

与新春问候在人群中一同传递。

“书香博闻·欢启归程”趣味答题。活动依托国图公开课上新课程、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资源库群和喜马拉雅 FM“文旅之声”频道内容编制

题目，配以全新设计的“春运回家吃饺子”场景页面在微信端开展。公

众参与答题，不仅能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还能更加了解公共数字文化丰

富多彩的精品资源。

“听赏群书·喜迎岁除”主题展览。本线下展览聚焦国家数字图书

馆移动阅读平台上的“听书”音频资源，按资源的不同内容主题分别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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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线下展板，引导全国参与活动的各级公共图书馆和文化单位结合自身

情况，辅以体验设备，结合本单位其他春节活动，向公众进行推介。

“共读楹联·同度新年”主题展览。主题展于线上、线下借己亥新

年之际同时开展，展览馥郁的书香中共品中华之年俗，共勉传承之重任，

以期在浓浓的书香年中传承文化根脉，同圆中国梦想。

“余音绕梁·戏曲拜年”主题活动。活动包括“余音绕梁”浙江省

传统地方戏曲项目展和戏曲动漫知识问答。展览主要内容有中国戏曲基

本知识、浙江省传统戏曲发展演变以及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

传统戏剧项目；知识问答主要通过观看戏曲动漫，了解传统戏曲文化知

识。希望通过戏曲拜年活动，进一步激发观众对传统戏曲文化的关注，

为保护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积极贡献。

“中西节日·知识竞答”在线答题活动。为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中西

传统节日的来历、意义和文化习俗，更好的发扬传承我国传统节日文化，

在新春来临之际，特地开展中西传统节日知多少的知识答题活动，让大

家在轻松看视频答题过程中领悟中西传统文化的内涵。

此外，“美好生活”系列主题活动继续在全省火热进行，面向公众

广泛征集展现新春主题的微视频、图片和音频作品。

活动链接地址：http://www.zjlib.cn/Dream-CN/index.html#

（省分中心）

梨花木里诵戌岁 正丹纸上吟亥年

——雕版印刷带你走进非遗故事

http://www.zjlib.cn/Dream-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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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示传统雕版印刷的魅力，在 2019 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们在

图书馆现场为广大读者演示如何制作雕版印刷作品，请读者来看看我们

的重磅神秘嘉宾——非物质文化遗产：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2009 年入选《世界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

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

了反体，笔划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

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

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

迹就留在纸上了。

1 月 12-13 日以及 19 日，我们组织了 3 场体验活动，邀请了 18 块

“活化石”，让读者现场体验雕版印刷：在 2019 年日历宣纸上，印上一

幅雕版画，很具中国年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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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分中心）

§各地动态§

期待家乡城市书房花开海外

——一位温籍港澳华侨委员的新愿望

“希望家乡的城市书房，能早日开进德国。” 今天下午省政协十二

届二次会议闭幕，温籍港澳华侨委员冯定献走出大会堂，与记者分享了

自己参会后的新愿望。这个愿望，源自另一位与会委员刘光华的分享—

—会议期间，冯定献和刘光华交流时得知，意大利普拉托即将投用一家

“温州味”的书房，这令在德国生活的他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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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 2014 年的城市书房，是温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大创举。

本月初，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欧华联合时报、意大

利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三方联合推动下，第一家城市书房海外版“都

市书房”正式落户普拉托。书房目前处于装修阶段，装修完毕后将由市

图书馆提供主题为中国历史文化和温州风土人情为主的图书万余册、期

刊若干种。

签署普拉托“都市书房”合作建设协议

在意创业生活的刘光华，参与见证了这间书房签约落地的全过程。

“温州首创城市书房，又率全国之先把书房开出国门，意义已远远超越

书房本身。”刘光华表示，在普拉托建设温州城市书房海外版，不仅为

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开创了一个全新路径，也让温籍侨胞的子女们能更

方便地学习了解家乡的本土文化。”

“在温州时，我专门逛了五马街旁的城市书房，印象深刻，很是喜欢。”

冯定献表示，这次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推进城市书房建设，令他倍感

自豪，也更加坚定了自己把城市书房开进德国的信心。



8

2018 年温州新建的城市书房之一

温籍港澳华侨委员的愿望得到了温州省人大代表的回应——“我们

非常愿意让带有温州味的‘书香’飘到更多华人所在的海外城市。”省

人大代表、市图书馆馆长胡海荣表示，落户意大利普拉托的都市书房是

社区图书馆，由当地华侨自行管理；目前海外城市尚不能完全按照城市

书房标准进行建设，“只要海外城市或华人团队有意愿，并达到一定的

建设和管理条件，我们非常愿意与其合作，提供部分温州地方文献和传

统国学等书籍资源。”

城市书房是温州市政府与社会力量合办，依托各级中心图书馆，采

用自动化设备和 RFID 技术，实现一体化服务，具备 24 小时开放条件的

场馆型自助公共图书馆。

2014 年开始，温州市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采用政府

与企业、社区等社会力量合作方式建设城市书房，并通过“连锁”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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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统一标准，规范管理，有效促成都市“15分钟文化圈”建设，为

市民提供崭新的知识共享、信息交流、互动阅读的人文空间。

城市书房建设工作自 2015 开始，连续四年被温州市委、市政府列入

“为民办实事”项目，截至 2018 年底，全市已建成 68 家，总建筑面积

达 12600 平方米，总藏书 59万册。累计接待读者 760 余万人次，流通图

书 517.68 万册，办理借书证 8万张。每年开展读书沙龙、展览、亲子绘

本阅读等各类活动近 200 场次，参与市民近万人，服务效益优于一座建

筑面积 1-1.5 万平方米的中型图书馆。2017 年，作为城市书房的延伸版，

温州市在农村基层新建“百姓书屋”，拓展了基层群众的阅读空间。

城市书房点亮了城市温暖的阅读之灯，提升了城市的品味和文化氛

围，已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城市文化风景，受到市民的一致好评，领导

专家的广泛认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央电

视台等中央主流媒体多次聚焦报道。

2015 年名列“温州精神文明建设十大亮点”之首。

2016 年获“浙江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十大创新”项目。

2017 年入镜中央电视台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

2018 年获评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项目。

城市书房誉满全国，吸引了 300 多个城市来温州考察学习。其中，

124 个城市复制建成了 1000 多家城市书房。

（来源：温州发布）

宁波图书馆新春期间开展数字文化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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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新春期间，宁波图书馆响应国家图书馆关于联合开展公共

数字文化推广活动的邀请，以“VR体验”和“有声资源”为重点，与全

市四家公共图书馆共同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公共数字文化进万家

活动，为读者的新春文化生活增添一种选择。

VR 体验——感受新春习俗

除夕和初一，宁波市图书馆在新馆创客空间开展“欢乐祥瑞金猪纳

福”VR贺新春数字文化虚拟体验活动，40余位读者戴上了 VR头盔，步

入一个虚拟的四合院，体验了庭院打扫、燃放烟花、初一拜年、元宵猜

灯谜等活动，通过与虚拟场景中的人和物的互动，来体会年俗文化。宁

波图书馆已连续三年开展新春主题的 VR体验活动，从 2017 年的“金鸡

报晓”，到 2018 年的“戌狗迎新”，再到 2019 年的“金猪纳福”，每

一年都新增了交互场景，为读者带来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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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资源——扫一扫随身听

2018 年发布的《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有声阅

读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为了满足读者的听书需求，新春期间，

宁波市图书馆在新馆一楼大厅开展“听赏群书•喜迎岁除”线下主题展览，

展示数字图书馆资源库群和“移动阅读平台”中的各类型有声资源，读

者在扫描二维码并完成注册后，即可在手机上免费收听戏曲、评书、世

界名曲、中外童话、有声书等资源，让优质有声读物常伴左右。

线上推广——两微一网联动

春节前夕，宁波图书馆通过官网、微信、微博等形式发布此次活动

的信息，新春主题 VR 体验活动微信报名一经发出，10 分钟内体验名额

即已报满。在馆舍内，也通过电子屏幕发布活动预告和展览，让读者能

在第一时间了解新春活动，参与线上报名，尝试手机听书。

（宁波市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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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网络图书馆 1 月使用情况§

● 2019年1月，浙江网络图书馆访问人次1320218次，期刊下载量518105

篇，通过在线文献传递 24003 篇，电子书全文在线阅读 45262 册，电

子图书试读 154067 次。

§浙江网络图书馆各数据库镜像 2019 年 1 月使用情况§

● 201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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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97 次，下载 45303 篇；

万方数据库访问 294810 次，下载 216319 篇；国际数字视频库访问人

次 2296 人，点播量 330 次；天方有声图书馆访问 45人次。

§浙江省公共电子阅览室 201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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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9小时 41分钟 12169

市级

1 嘉兴市图书馆 7367小时 54分钟 3532

2 杭州图书馆 3768小时 49分钟 2874

3 宁波市图书馆 3059小时 14分钟 2358

县（市、

区级）

1 张元济图书馆 4108小时 52分钟 2314

2 宁波市北仑区图书馆 2150小时 42分钟 1386

3 永嘉县图书馆 2086小时 53分钟 1262


	2019年第1期
	（总第156期）
	“‘我们的中国梦’——公共数字文化进万家”
	2019年新春活动在浙江正式启动
	梨花木里诵戌岁 正丹纸上吟亥年
	——雕版印刷带你走进非遗故事
	期待家乡城市书房花开海外
	——一位温籍港澳华侨委员的新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