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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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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始建于1986年，是国家
地市级一级少儿图书馆，也是浙江省首家独立建制
的少儿图书馆。



现馆址坐落于园西巷2号、美丽的中山公园旁，
馆舍面积9600余平方米，馆藏109余万册（件）。



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历年藏书总量变化图

经过三十年的沉淀与积累，少图的藏书总量日益增长，图书流通量也
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历年书刊流通册次图



少儿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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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努森
美国知名童书作家

“图书馆是一个充满
无限可能的神奇地方，
它的大门始终敞开，
欢迎所有的人光临。”

一个美好的地方——图书馆



阅读意愿和阅读能力是公众走进图

书馆的最后一道门槛，这是一道隐形
的门槛。

如何破冰？

图书馆开展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服务。



1、公共图书馆负有特殊的责任,支持儿童学习阅读，
鼓励儿童使用图书和其他载体的资料。

《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

2、“公共图书馆要帮助少年儿童自小就培养并加强阅
读的习惯，激发其想象力和创造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1994之“公共

图书馆的使命”。

3、“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图书馆要创新工作模式，
拓展服务功能，从小培养孩子对阅读的亲近感和愉悦
感，必须加强阅读推广力度，提升服务质量和层次。

一、开展未成年阅读活动的意义：



4、发挥未成年人阅读的辐射效应，引导更多的人走
进图书馆，

5、阅读推广可以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指标

6、有助于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推动全民阅读

一、开展未成年阅读活动的意义：



二、未成年人阅读活动的组织特点

广泛性

引导性

趣味性

持续性

阶段性



三、如何做好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

认识阅读

了解图书馆儿童服务理论

掌握图书馆阅读推广

认识儿童



关于儿童成长



朗读手册
(美)吉姆·崔利斯 著

儿童阅读100个关键问题
阿甲，徐凡，唐洪 著

关于阅读

幸福的种子
（日）松居直 著

《图画书：阅读与经典》
彭懿 著



图书馆儿童服务理论

儿童权利公约

公共图书馆宣言

中小学图书馆宣言

分级阅读理论

国际图联四个服务指南



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



四、分级阅读，分层服务

学前儿童（3-6岁）

学龄儿童（7-12岁）

青少年（13-18岁）

婴儿和学步儿童（0-3岁）

图书馆服务的未成年人划分为以
下类型：



我馆设置了总服务台、活动室、幼儿天地、小学动
漫借阅区、中学教参借阅区、英文借阅区六个对外窗口。



阅读发展需求：阅读不仅是视觉的，也是听觉的，甚至是
触觉的。

父母是主导，立体书、玩具书、童谣、绘本

典型活动：爬爬区、零岁阅读计划

（一）0-3岁婴幼儿的阅读推广



零岁阅读计划



家长认真听讲，学习如何做父母 与婴幼儿家长分享早期阅读理念

零岁阅读计划



阅读发展需求：语言技能迅速扩展，语言社会性发展迅速

体验式阅读，绘本、童诗、童谣

典型活动：玩具总动员、花婆婆来信了、公益阅读沙龙，
蝴蝶爸妈培训

（二）3-6岁学龄前儿童的阅读推广

玩具总动员 花婆婆讲故事



（二）3-6岁学龄前儿童的阅读推广



（二）3-6岁学龄前儿童的阅读推广



阅读发展需求：求知欲强、接受能力强、阅读能力提升快。

童话、寓言、故事

典型活动：小小图书管理员、 宣读宣讲团、作家进校园

（三）学龄初期儿童即小学低段



“小小管理员”

●“小小管理员”是温州
少图的一个品牌活动，
从2007年开始，我们已
经坚持举办了8年。

●培训分四部分，从少
儿馆流通部门楼层分布、
少儿馆设施介绍，到小
小管理员工作内容和小
小管理员评分细则。

●融合了阅读活动与读
者教育，结合征文和图
书修补等系列活动的开
展，同时承担了读者服
务的部分工作。



宣讲团走进泰顺县图书馆 宣讲团走进经开区滨海学校

宣读宣讲团



阅读发展需求：进入类成人阅读模式，对人物、事物有极
强的追逐倾向。

普遍喜欢阅读现实小说、探险、传记。

典型活动：我最喜爱的童书评选、大毛虫开讲啦

（四）少年时期小学中高段

成片最终.mp4


大毛虫开讲啦，一月一期，

挖掘独特阅读经历和阅读品味的孩子。

英语学习逆袭的许申临；让人

叹为观“纸”的陈一言；大毛虫里
的金牌小讲师啦啦；还有行走与阅
读并行的旅游小达人林佳一；还有
我们温州市的小文学家朱乐萱和自
然营的孩子们，在不同的学科，不
同的因阅读而打开的视角，不同的
阅读心得的分享，让我们看到身边
的阅读榜样，或许可以给我们更多
热爱阅读的正能量。



阅读发展需求：自主阅读能力强，主要

集中在兴趣阅读和课外延伸阅读方面。

典型活动：搭建阅读交流平台，培养个

性阅读计划，做好教辅阅读的参考咨询

工作。

（五）青少年时期



具体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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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目推荐（细节中体现基础服务）

新书推荐

编制主题书单

专题图书推荐

借阅排行榜

读者推荐

引导标识

主题活动

馆员推荐



1、月、季度、年度排行榜

1月文献借阅排行榜 2月文献借阅排行榜



• 设置专门书架

• 定期巡展

• 网络推荐

2、新书推荐



3、编制主题书单



4、开展专题图书推荐活动



5、馆员推荐



6、读者推荐



7、引导标识



8、主题活动



二、毛毛虫上书房（不忘初心、深耕
阅读）

发展

壮大

团队建设

主要成效

起步



• 线下10-15人阅读故事沙龙

• 线上：毛毛虫上书房阅读博客

1、起步



• 建立阅读推广部门

• 推出学校品牌活动

• 举行志愿者培训

• 建立阅读推广基地

（2）发展



• 目的：提高中小学以及幼儿园老师和家
长“给孩子读故事”的意识和技能，增
强儿童阅读推广人队伍，让更多的孩子
得到阅读的滋润。

• 活动方式：研习、座谈经验分享、社区/
图书馆/学校服务

毛毛虫上书房“蝴蝶爸妈”培养计划



场次
日期/时间

13：30~17：
00

每周主题 课程纲要 讲师简介

1 (六)
儿童文学基础知识 吴其南

图画书阅读与欣赏 姜艺

2 (日)
儿童阅读心理 教授

小说阅读与欣赏 初定小学老师

3 (六)
儿童诗歌阅读与欣赏 林乃聪

朗读技巧 蔡嵘

4 (日)

阅读素材的选择+

阅读活动介绍
沙新蕾

教案设计 分小组讨论 教授+各小组负责人

5 (日)

“毛毛虫上书房”志
愿者队伍

潘芳

大家来分享
本次培训的总

结

“蝴蝶爸妈”培养计划活动课表



诗人雪野给孩子们有趣的童诗创作课

好学的家长向嘉宾提问 温州名师邓夏秋给大家带来别样的阅读

资深编辑给家长推荐好书

“蝴蝶爸妈”公益阅读推广人培训



“蝴蝶爸妈”公益阅读推广人培训

“阅读推广人高峰论坛”



• 悦读阅美（家长志愿者）

• 大毛虫讲绘本（孩子）

• 麦田童书坊（教师）

• 英为绘爱（英文绘本）

• 茧姐姐讲故事（馆员）

• 青苗乐园（大学生）

• 科学实验室（科普实验类）等

（3）壮大：形成毛毛虫上书房系列
阅读沙龙分享汇



“毛毛虫上书房”公益阅读课



国内外
著名专家

阅读推广名家

一线资深教师和阅读推广人

公益阅读推广志愿者

•名家请进来，名师带出去

•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
开展活动

•成立阅读推广梯度队伍

（4）、团队建设



（5）主要成效

1、 目前阅读交流群会员达1200余人，阅读博客点击达9万余人次。
2、 促进了图书借阅量和到馆人次的显著上升。
3、 成功举办12期毛毛虫上书房之“蝴蝶爸妈”培训，累计20000人
次参加过这个公益培训。
4、 组织2000多期各类公益阅读班，累计参加课堂孩子40000多人次。
5、 举行各类阅读推广讲座300余场，累计参加活动100000余人次。
6、 在鹿城区建立8家社区阅读推广基地，阅读志愿者受聘为社区学
院教师。
7、 温州各电视和平面媒体对于阅读志愿者活动给予了重点关注。在
温州之声FM949开设电台专栏节目“喜阅沙龙”，开展115期节目，在
空中和家长交流孩子读书的那些事儿。
8、 多年来，团队组织的活动案例参加系统比赛，荣获不少国家省市
的荣誉。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年轻阅读推广馆员，独立开
展咨询、沙龙、讲座等推广活动。



已经成立的八家阅读基地

南浦街道文苑社区阅读基地 教场社区阅读基地

蒲鞋市街道锦园社区阅读基地 洞头图书馆阅读基地

蒲鞋市街道东港社区阅读基地 阳光雨阅读馆基地

上新田园社区阅读基地 星海图书馆阅读基地



三、新雨讲坛（不断创新，打磨特色）

家庭教育
电影学院
文学院
公益联盟



（1）讲坛简介

成立于2012年7月。
专属于0-18岁未成年人、家长及教育工作
者的公益教育平台。
以“跨界合作、菜单预约、流动服务”为
特色。
汇聚温州市教育、文化、医学、心理、艺
术、民俗等各领域精英组成的专家讲师二
百余人。



（2）服务特色

可视、可选、可流动——“菜单式”预约
服务。



（2）服务特色

互动、成长、生命力——“团队化”学习
共同体。



（2）服务特色

统筹、布局、影响力——“品牌化”规范
运行。



（2）服务特色

有心，有爱，有情怀——“纯公益”高质
服务。



（3）活动成效

活动辐射面上做出广度
服务水准上做出高度
专业研究上做出深度
公益教育情怀上做出温



【新雨家庭教育公益讲师团】

• 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和温州市教育局基
教处联合创立

• “讲师高水准、服务高品质、活动高频率

• 入校园、入社区、入图书馆的流动讲座形
式



【新雨家庭教育公益讲师团】



【新雨家庭教育公益讲师团】

新雨家教团项目受到夏宝龙书记点赞



【新雨少年电影学院】

• 由温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温州教育编辑
部、温州日报教育版联合创建

• 以“光影相伴，炫彩童年”为宗旨

• 在专业影厅开设“新雨少年公益厅”

• 打造儿童电影节

• 开发“电影遇见书”专题系列讲题



【新雨少年电影学院】

两学院每年为读者提供不少于80场讲座，首届新雨少年电
影节，16场电影讲座入场券秒抢而空。



【新雨少年电影学院】

举办了首届温州市新雨少年电影节，连续开展16场儿童电影赏析讲座

新雨少年电影宣传短片(MP4格式工厂).mp4


【新雨少年电影学院】

打造新雨影院活动基地4个



【新雨少年文学院】

• 温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鹿城区教师培训
与科研中心联合主办

• 以“广义阅读，深度阅读”为宗旨

• 每月一本书、一位导师，以各种有趣、
创新的阅读活动培养广大少儿阅读兴趣
，提升阅读能力。



【新雨少年文学院】

品读《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爱丽丝漫游仙境》拉芳舍下午茶 和孩子们聊金庸

《福尔摩斯伪装术万圣节特别活动》



【新雨公益联盟】

• 公益教育联盟校

• 影院

• 书店

• 餐饮

• 培训机构

• 心理学会

• 银行等

• 提升读者证附加值



【新雨公益联盟】

新雨未来精英卡3000张，集成30余家合作单位的优惠福利



【新雨公益联盟】

招商银行为孩子们做财商课堂
系列活动

康宁医院叶敏捷副院长为联盟校
第七幼儿园家长做儿童心理讲座



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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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活跃推广形式为主导，吸引少
儿读者爱上阅读。
二、以增强推广力量为依靠，发动社
会精英参与阅读。
三、以深度行业合作为助力，提升阅
读推广社会影响。

经验分享



一、课题
二、案例
三、论文
四、自建数据库

学术研究



“读者成长计划”



一些感想

1、图书馆未成年人的阅读推广需要加强品牌建设；
2、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服务活动化，即在服务场所开展常
态化的阅读推广，这类活动渗透到阵地中，管理、宣传
和服务都有较大难度。
3、从未成年人阅读活动推广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是馆员
对图书的熟悉和对阅读活动组织能力。
4、真正有质感的读者活动应该是发挥馆员的专业价值的，
体现馆员的专业能力的。从而提高馆员的社会地位。
图书馆未成年人的阅读推广对图书馆服务提出众多新挑
战，最大的挑战是：

阅读推广呼唤新一代的图书馆员！



希 望

• 每一个屋檐下都亮着一盏灯

• 每一个儿童都有爸爸妈妈为他阅读
的记忆

• 每一间教室也都亮着一盏灯

• 老师就是那个点灯人

• 学校和社区都有像模像样的图书馆

• 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走进童话

• ……

• 让我们为此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