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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浙江省公共数字文化微视频制作与新媒体传播

培训班（第一站）在海宁举行

2019 年 5 月 27 日-30 日，浙江省公共数字文化微视频制作与新媒体

传播培训班（第一站）在海宁举行，全省来自杭州、宁波、湖州、嘉兴、

绍兴、舟山等地市、县（市、区）图书馆 50余位代表参加培训。浙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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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书馆副馆长朱晔琛、海宁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朱红、海宁市

图书馆副馆长吕佳兰出席开班仪式，浙江图书馆数字资源部副主任单骅

主持仪式。

朱红副局长在开班式上致辞，对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朱

晔琛副馆长在讲话中重点传达了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融合创新发展公共数

字文化工程建设的要求，指出，统筹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是文化

和旅游部推动文化惠民工程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今年 4月，文化和旅

游部办公厅印发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在保

持原有机构稳定的基础上，将原来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

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统称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

本次培训班是我省贯彻工程融合创新发展的积极举措之一，为推动新时

期工程创新融合发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浙江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将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体现图书馆和阅读行为变迁的微视频、图片、文字等作品征

集活动，为祖国献礼。本次培训班以微视频制作和利用新媒体开展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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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传播为主题，分片区举办。本期邀请到《浙江日报》、浙江在

线全媒体视频影像部编辑徐彦、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刘燕、姜荣文和首

都师范大学赵闪闪四位老师为学员们讲授“手机摄制新闻短视频基础概

要”“新媒体传播与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新媒体环境下短视

频的策划与制作”“手机微视频的创作全流程解析”等课程，采用集中

授课的方式，以理论阐述、短视频播映、案例分析、问答互动等多种形

式为学员展开一场内容翔实、生动形象又极具可操作性的新媒体技能培

训，得到了学员们的良好反馈。海宁市历来重视文化发展与创新，在推

广全民阅读的过程中，不断积极推动数字资源建设与新媒体应用，本期

培训班还在紧张的授课之余，带领学员参观学习海宁市图书馆，让大家

切身感受新信息时代图书馆的发展变化。

学员问答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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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全体合影

本次培训班是开展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后我省举办的第一场

培训班，根据《2019 年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宣传推广和培训年度计划目

录》，2019 年，由省馆牵头，浙江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将在全省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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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共图书馆基层从业人员就技能培养、素养提升、综合能力、经验

交流四个方向举办 5 场培训，全面加强适应工程融合创新工作的人才队

伍培养，助力我省公共数字文化的进一步宣传推广。

（省分中心）

书香浙江又出新玩法 萌布可带你一起做研究

如果你是个爱读书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去年那只一边撒娇卖萌，一

边带着你遨游书海的玩偶——布可，又是一年春暖花开，又是一年书香

四溢，这不，布可再次带着满满的诚意，来邀请大家加入“阅读，悦自

己”的大家庭，由浙江图书馆联动全省公共图书馆（含少儿馆）开展的

浙江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再次推出了以“阅读，悦自己——跟着布可

做研究”为主题的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而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阅

读，悦自己——跟着布可做研究”线上互动 H5也将于 5月 5日正式上线

发布。

据了解，此次浙江省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拟开展的“阅读，悦自己—

—跟着布可做研究”系列阅读推广活动仍然以在线形式开展为主，旨在

宣传推广全省公共图书馆学术资源利用和电子书阅读，并通过简单有趣

的互动，让参与者爱上阅读、爱上研究、助力阅读。

本次 H5推广互动活动将从 5月 5 日持续到 5月 11 日，届时，广大

的阅读参与者即可通过打开“阅读·悦自己”H5游戏，获得每天三次打

开个人所在地市宝箱的机会，打开宝箱将有几率获得免费电子书库金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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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或锦囊，获取的每把钥匙仅可打开一类书目，而获取锦囊可查看各地

公共图书馆学术期刊使用指引。

当然了，参与互动自然少不了满满的福利，那就是无论每天参与者

是否获得六把钥匙，均可解锁全部书目，而点击“书库”就能阅读已解

锁书目，此外，广大的参与者还可以通过点击“助力阅读”为所在地市

的全民阅读助力打 call，更有浙江图书馆的“21天阅读计划”活动等着

大家一起来参加。

事实上，近年来全面开展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已然成为关乎国

民素质、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事，更是推进文化浙江建设的重要内容，2019

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出了“加快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持

续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倡导全民阅读，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

明确要求，以此为契机，浙江图书馆连续两年以“阅读，悦自己”为主

题，推出了形式各异的线上、线下互动活动，而本次浙江图书馆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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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阅自己”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活动，正是顺应数字阅读浪潮，并将新

媒体、新技术在图书馆建设与服务中运用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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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后续浙江图书馆还将联合浙江各地市公共图书馆开展线上活

动，让优质数字资源和高效便捷的多样化服务惠及全省人民，力求以通

过简单有趣的形式，让更多的参与者爱上阅读、爱上研究，进而助力打

造书香浙江，推进文化浙江的建设，助推全民数字阅读浪潮。

（省分中心）

§各地动态§

余杭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通过全省首批认定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首批《浙江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2015-2020）》认定结果，余杭区榜上有名。

余杭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前列。2018 年下半

年，省文化厅公布 2017 年度全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考核结果，我区

在浙江省 79个县（市、区）（不含宁波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考

核中第六次名列第一。

今年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开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工作实地认定的通知》，我区对照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对全区有

关单位、各镇街文体服务中心、各村社文化礼堂和文化家园的自查以及

实地督查，全区贯彻落实省定标准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努力探索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特色之路。

近年来，我区公共文化资金保障持续加强。截至目前，全区文体建

设发展专项经费 5000 余万元，镇街文化事业经费 7000 余万元，精准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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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文化西进”项目，有力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积极创建全省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我区拥有三级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和全省最

高等级的镇街综合文化站，今年再添文化艺术“新地标”——余杭大剧

院。区文化馆、博物馆、体育馆等改扩建项目蝶变“颜值”，大大提升

群众文化获得感。年均开展百千万惠民工程、文化余杭系列、相约系列、

美丽洲系列等文体活动 10000 余场，参与群众 500 万人次，区镇“文化

走亲”80余次，自助图书馆接待读者 7万余人次，“文化西进”项目中，

举办培训 80余场（次），培育团队 193 支，让市民更充分、更便捷地共

享文化发展成果。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贯彻落实省定标准，狠抓“三大文化”宣传挖

掘保护，丰富全域美丽内涵，围绕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积极打造文艺精

品；狠抓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布局，夯实全域美丽基础，通过整合、提档

改建现有的公共文化场馆，开发“智慧文体”项目，更加方便群众就近

参加文化活动；狠抓文化品牌活动的创新优质，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同时积极把相约系列、美丽洲系列等品牌活动与旅游资源相结合，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打造“诗与远方”的鲜活样板。

（来源：余杭晨报）

阅读与旅游如何融合？宁海全城共读共游形式新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

态……”日前，来自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的 50名学生集聚

宁海县西门城楼广场，齐诵《徐霞客游记》开篇词，并参观游览这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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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迈出第一个脚步的地方，以此追寻游圣足迹，弘扬霞客精神。这正是

宁海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全城共读共游活动的一幕。

连日来，随着全城共读共游活动的持续开展，宁海县方孝孺公园里

50余名中学生吟诵起“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的传世之作；梅花村会议

纪念馆里人们再次重温红色记忆；王干山上，兴致勃勃的青年旅人发出

“沧海桑田，醉美越溪”的由衷赞叹；在力洋古村的名人故居里，一首

《清玉案•忆水夫》，数十名青少年深情怀念苏俄文学翻译大家叶水

夫……

作为第十七届徐霞客开游节的系列活动之一，为探索和推动全民阅

读与全域旅游的深度融合，倡导游中学、学中游的良好氛围，宁海县图

书馆与该县各乡镇街道图书分馆、宁海县阅读联盟等单位及团体联动，

策划开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全城共读共游活动，通过在宁海县各名

胜古迹共读《徐霞客游记》开篇片段，朗诵与当地有关的诗词佳篇，我

为景点来代言等环节，展示推介潘天寿故居、叶梦鼎读书处等名家文化

资源，打造学研读游，文旅产业互促共进的新地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全城共读共游活动以实景诵读经典+地方特

色文旅资源展示+新媒体即时推送+活动集锦宣传片同步首发的形式，创

新演绎了阅读与旅游融合，文旅兼容互动的生动局面。

面对文旅深度融合新时期，宁海县图书馆延伸服务手臂，力促文旅

共兴。先后谋划实施在宁海县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旅游景区设立图书分

馆或流动图书站，用好数字文化长廊等数字化平台，推介宁海优质文旅

资源。同时，以正学讲堂、文化沙龙等品牌阅读活动为载体，讲宁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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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让讲堂沙龙进景区，设置以“徐霞客开游节”“中国旅游日发祥

地”等为主题的专栏专架及展示宁海文化和地方文献的窗口，探索图书

馆+旅游的服务形式和内容，充分彰显文化特色，充实文旅内涵。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王阳明专题文献数据库建设正式启动

5 月 19 日上午，王阳明专题文献数据库建设启动仪式在第三届中国

阳明心学高峰论坛闭幕式上举行。

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局长何俊杰在会上

介绍了王阳明专题文献数据库的建设目的、栏目设置、资源构成等情况，

标志着王阳明专题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何俊杰局长表示数据库是目前国内唯一在建的以王阳明文献为主要

内容的专题文献数据平台，拟采取边建设边应用的模式。他希望与会专

家能对数据库提出宝贵的建议，能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供给数据库

使用。希望数据库能成为王阳明研究者、爱好者的交流和合作的桥梁，

共同推动阳明心学的普及与研究。

王阳明专题文献数据库是保存王阳明专题文献数据和信息资源的集

成平台，为王阳明研究者、爱好者提供免费检索与在线阅览，由绍兴图

书馆、绍兴市王阳明研究会、“王阳明之路图书馆联盟”联合建设，三

家单位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特别是发挥全国图书馆界馆藏文献的优势，

推进数据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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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库设置了“生平概况”、“传世著述”、“阳明书法”、“学

派传承”、“后世影响”、“阳明研究”、“阳明影像”、“新闻资讯”

等八个栏目。截止目前数据库资源已初具规模，收集并已上传了国家图

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 10余家权

威文献收藏机构所珍藏的与王阳明相关的古籍文献、金石拓片、期刊论

文、图书、图片、音视频等多种文献资料。包括古籍 214 种，765 册；

民国文献 31种，79 册；现当代图书 45种，62 册；墨迹碑帖 129 种；期

刊论文及报纸文摘 3417 篇，视频 55 部，365 集，数字资源总量达到 433G。

数据库除了收录王阳明相关文献外，还将对阳明先生的行踪遗迹、

学派传承及代表人物、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后世名人对阳明先生评价

等内容进行梳理和呈现。

（绍兴市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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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网络图书馆 5 月使用情况§

● 2019 年 5 月，浙江网络图书馆访问人次 1459279 次，期刊下载量 556354 篇，通

过在线文献传递 44382 篇，电子书全文在线阅读 45712 册，电子图书试读 172229

次。

§浙江网络图书馆各数据库镜像 2019 年 5 月使用情况§

● 201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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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62 次，下载 68777 篇；万方数据库访问 547315 次，下载

526560 篇；国际数字视频库访问人次 787 人，点播量 344 次；天方有声图书馆

访问 71 人次。

§浙江省公共电子阅览室 201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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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0 小时 09 分钟 4017

市级

1 杭州图书馆 4418 小时 12 分钟 3747

2 嘉兴市图书馆 3774 小时 43 分钟 1734

3 宁波市图书馆 3508 小时 12 分钟 2113

县（市、

区级）

1 张元济图书馆 3768 小时 53 分钟 2074

2 杭州市萧山区图书馆 2551 小时 12 分钟 1031

慈溪市图书馆 2136 小时 18 分钟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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