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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音绕梁·经典传承 

——浙江图书馆举办浙江省传统地方戏曲项目展 

 

 

2019 年 3 月 11 日——18 日，由浙江图书馆和文化共享工程浙江省

分中心举办的“余音绕梁——浙江省传统地方戏曲项目展览”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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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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蕴含着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它犹如一

座历史悠久、内容恢宏的古老图书馆，包罗文学、戏曲、书法、音乐、

绘画等各门类知识。浙江是中国戏曲的摇篮，中国戏曲的第一缕曙光—

—南戏，就是在浙江瑞安诞生。浙江也是戏剧大省，戏曲资源丰富，戏

曲人才辈出。2005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意见》，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批示“我省也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 

我省戏曲历史悠久，剧种繁多，为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戏曲事业，经

过广大普查工作者的努力，至 2015 年底，确定浙江省现有昆剧、京剧、

越剧、婺剧、绍剧、甬剧、姚剧、瓯剧、和剧、湖剧、杭剧、睦剧、新

昌调腔、宁海平调、台州乱弹、皮影戏、木偶戏和滑稽戏共 18 个剧种，

共有松阳高腔、西安高腔、永嘉昆曲等 56个戏曲非遗项目。为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我省积极申报浙江地方戏曲多媒体资源库建设项目，传承和

展现地方特色戏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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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共 100 版，分为中国戏曲基本知识、浙江省传统戏曲发展

演变和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传统戏剧项目等三个部分，重点

介绍戏曲表现形式、角色行当等基础知识、从先秦戏曲萌芽到现在戏曲

兴盛的发展演变，并从戏曲的分布入手全面展示了我省的 56 个戏曲非遗

项目。 

“一部中国戏剧史，半部在浙江。”为更好的宣传传统戏剧文化，

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戏剧文化，展览还将在全省 20 多家市、县图书馆进

行巡展。 

                                                 （省分中心） 

 

浙江省“百场千校”戏曲动漫进舟渔学校 

  

        3 月 5 日，浙江图书馆“传承经典 共享文化——浙江省‘百场千

校’进校园活动”在舟渔学校举行。 

本次活动通过精美的戏曲动画为载体，紧紧围绕戏曲“唱念做打”

的知识点，以戏曲视频、现场教唱、有奖竞答、脸谱欣赏、观看表演等

形式，展开寓教于乐的体验，让舟渔师生零距离感受了一场妙趣横生的

活动。来自舟山小百花剧团的陈老师演唱《天下掉下个林妹妹》并现场

教孩子们戏曲表演，通过“看一段、唱一句、亮一相、学一招”的方式，

增添了学生对传统戏曲的兴趣。活动现场，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抢答戏曲

问题，积极踊跃地参与戏曲体验，气氛热烈。 

戏曲与动漫奇妙、有趣、专业的结合，是让小学生爱上戏曲，让传

统文化在校园中建设的创新而活力的形式。此次活动获得了教师、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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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长们的热烈欢迎，期盼戏曲文化能在校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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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分中心） 

  

§各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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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惊艳上海文采会 

 

2019-2020年长三角地区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采购大会于3月19日

上午在上海启幕。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以“城市书房点亮山水诗画之

都”为主题，以城市书房为空间设计，以温州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创新

品牌以及文旅融合新景象为内容打造温州展厅。 

温州展厅独特的设计风格，现代、时尚、温馨、极具文化艺术品位

的空间布局，使其成为全场最靓丽最具内涵的展厅。各级领导与参观者

络绎不绝，频频点赞。瓯剧、木偶、乡村艺术团、中华韵等现场展示表

演更是引来围观高峰，凸显文化温州魅力。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旭、公共服务司司长李宏、副司长白雪

华、上海市、上海长宁区等领导一行被温州展厅别具一格的外观设计、

整体布局所吸引，并对现场展演的乡村艺术团、温州地方戏曲瓯剧表现

出极大的关注，在了解温州城市书房发展现状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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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温州展厅又先后迎来了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魏大威、中国图书

馆学会秘书长霍瑞娟，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叶菁副厅长、公共服务处倪

巍处长等领导，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朱云华、副局长柳升高陪同

参观。 

领导们认真听取了温州“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样板”的八大创新品

牌项目的介绍，对温州城市书房、文化驿站、乡村文艺繁星计划等创新

项目给予高度评价，对温州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建设感到

欣喜，对乡村艺术团的蓬勃发展寄予厚望，并一致认为温州在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 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等方面的工作做得深

入细致，走在了全国前列。在温暖雅致的城市书房里，领导们感受着新

时代温州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的全新体验，纷纷为温州公共文化及文旅

融合的新景象点赞，并欣然在城市书房之窗下合影打卡。 

 
温州展厅现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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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展厅现场之二 

 

 
温州展厅现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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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文广旅局副局长柳升高接受新华网直播采访，介绍温州公共文化服务创

新经验 

                                         （温州市支中心） 

 

湖州市图书馆“数图有约”助力湖丝文化传播 

湖州是世界丝绸的发源地，素有“丝绸之府”的美誉。在 3月 8日

国际劳动妇女节这天，湖州数字图书馆邀请到湖丝文化传播人赵峰先生

与刘青女士讲述湖丝的故事。  

作为在世界丝绸发源地土生土长的他们，陶醉于“行遍江南清丽地，

人生只合住湖州”，比常人多了一份使命和担当。在与丝绸耳濡目染的

行走中，把承传湖丝文化的使命深深扎根于心，把湖丝衣天下的期许化

为行动，打造“御帛 1851”湖丝品牌是赵峰先生与刘青女士毕生的梦想

和追求。  



 10

在喫茶艺术空间，我馆联合两位湖丝文化传播人为市民读者们奉上

《千年文明一丝牵》、《百变丝巾与服饰的搭配》知识讲座和湖州数字

图书馆“丝巾”资源分享。  

活动现场气氛活跃，湖丝文化传播人赵峰先生与刘青女士现场为读

者演示丝巾系扎的教学，不少读者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老师示范视频，家

里闲置的丝巾可以派上用场啦。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对湖州这片江南清丽地包含深情的各位湖

丝文化传播人，更懂得坚守与合作，深入了解植根与这篇土地的丝绸文

化、书画文化、历史文化、茶文化、瓷文化、桥文化、湖笔文化、酒文

化等，将中华五千年文明与璀璨的丝绸文化进行融合，将新时代精神与

传统文明相交融，在湖丝文化的画轴上徐徐展开色彩斑斓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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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市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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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图书馆 “夕阳红 e 族”项目第 13 期培训开班 

3 月 4 日上午，80 多位老年朋友来到嘉兴市图书馆总馆二楼报告厅，

参加“夕阳红 e族”项目第 13 期培训开学典礼。现场，学员们领取了图

书馆自制教材和问卷调查表，随后听了吕炜老师带来的开学第一课《电

脑硬件基础知识入门》。 

   嘉兴市“夕阳红 e族”项目于 2008 年正式启动，以总分馆联动形式，

开展针对城乡老年人的电脑培训，内容包括电脑、手机、网络等应用指

导服务。项目设有七个培训班：电脑打字班、电脑基础知识班、电脑操

作提高班、电子商务班、电子相册班、智能手机系列班、精美制图 PS

班。对每一期都进行集中授课，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让每位参

加培训的老人都能熟练操作相关软件。 

此次“夕阳红 e族”培训已经是第 13期了,一开班，就得到了老年

读者的热烈响应，报名人数不减反增，其中也不乏老学员。从问卷调查

和往期培训的经验分析，培训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课

程设置符合老人兴趣和需求。学习打字、网上购物、QQ群、微信使用、

照片处理等这些生活中用得到的技巧，让老人与现代生活接轨，体验科

技带来的乐趣。二是馆员的专业服务和耐心包容。老年人情况特殊，讲

深了听不懂，讲快了很不上，讲多了记不住。这就要求馆员要有耐心，

操作采取一对一的模式。此外，由于部分老年人的身体原因，难免有时

会缺课。即便他们在课余时间来馆，工作人员也能细致地帮其随时补上

课程内容。后续的问题咨询也都予以一一解答，给与了老年读者极大的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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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市图书馆给这部分读者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学习环境，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嘉兴市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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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绍兴市公共图书馆馆长会议在上虞召开 

2019 年绍兴市公共图书馆馆长会议于 3月 26 日在上虞召开，全市 7

家公共图书馆馆长、副馆长等 26 人参加会议。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副局长

杨坚祥，公共服务处处长周波等出席会议。会议由绍兴图书馆馆长王以

俭主持。 

 

会上，各馆交流了 2018 年亮点工作、2019 年工作打算及 2018 年年

报编撰情况，对各馆网站回迁及信息系统安全、2019 年全市公共图书馆

业务培训计划及相关活动安排、423“全民读书月”、未成年人读书节活

动、2019 年全市数字资源采购等五方面工作进行了部署和讨论。 

市文广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周波围绕绍兴市城市书房建设的总体

目标、主要任务、时间要求及建设标准，对 2019 年各区、县（市）城市

书房建设进行了部署。 

市文广旅游局副局长杨坚祥在会上讲话， 他说本次全市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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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会议既是一次工作交流会议，又是一次工作部署会议，更是一次“三

服务”活动的服务会议。他充分肯定了各公共图书馆在 2018 年所做的努

力和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求各馆提高

站位，更新理念，在当前长三角一体化、杭绍甬同城化、文旅融合化的

背景下，借助和结合文创大走廊、浙东唐诗之路等平台集聚发力。在抓

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不断拓展创新，加强内务建设，以党建引领，抓

好队伍建设，提升全体员工的精气神，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同时要求

各馆围绕“重塑城市文化体系”“打造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和“争创

文旅融合发展样板地”三大目标，开展工作，抓好工作的落实。最后，

还就进一步探索开展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加强社会化合作等工作提出

了要求和建议。 

                                               （绍兴市支中心） 

 

丽水市人大代表莲都中心组到莲都区图书馆调研 

3 月 14 日上午，丽水市人大代表莲都中心组走进莲都区图书馆，进

一步了解莲都区图书馆的发展情况，为参加丽水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作

准备。莲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元龙等市人大代表参加视察，莲都区文

广旅体局副局长周永海、莲都区图书馆馆长盛勇等陪同。 

丽水市人大代表莲都中心组一行先后考察莲都区图书馆的 24 小时

城市书房——莲城书房、少儿馆、视障阅览室、成人馆的读者交流中心、

阶梯阅览室、培训室、视听室、报告厅、地方文献室、休闲书吧、自助

办证借阅区、优古朗读亭等功能区块，还听取盛勇馆长关于莲都区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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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运营情况的汇报，了解莲都区图书馆的空间布局和服务理念，体验智

慧书桌、互动智能视窗、经典影视等图书馆数字化智能设备。市人大代

表们对新建成的莲都区图书馆幽静典雅的馆舍环境、贴心读者的现代化

设施设备、舒适人性化的阅读环境等给予了赞扬和肯定。莲都区图书馆

的建成，为广大读者谋了福利，为莲都增添了书香，也进一步提升了莲

都的城市品位。同时还就“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阅读服务”、“建立群众

评价淘汰讲座运行机制”、“进一步深入挖掘地方文献”等方面提出了

建议。 

莲都区图书馆将进一步研究和科学谋划，争取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好

的服务。 

                                     （莲都区支中心） 

 

 

 

§浙江网络图书馆 3月使用情况§ 

● 2019年3月，浙江网络图书馆访问人次1583785次，期刊下载量548750

篇，通过在线文献传递 52864 篇，电子书全文在线阅读 50051 册，电

子图书试读 197314 次。 

§浙江网络图书馆各数据库镜像 2019 年 3 月使用情况§ 

● 201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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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20 次，下载 30893 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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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库访问 1040469 次，下载 1712543 篇；国际数字视频库访问人

次 958 人，点播量 335 次；天方有声图书馆访问 78人次。 

§浙江省公共电子阅览室 201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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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7 

市级 

1 嘉兴市图书馆 5590 小时 34 分钟 2740 

2 杭州图书馆 3665 小时 44 分钟 3217 

3 宁波市图书馆 3462 小时 21 分钟 2608 

县（市、

区级） 

1 张元济图书馆 3853 小时 22 分钟 2107 

2 慈溪市图书馆 2205 小时 48 分钟 1718 

3 宁波市北仑区图书馆 2010 小时 56 分钟 13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