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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政方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

意见》强调深化文化育人 增强美育熏陶 

2019-07-09 来源：中国文化报 

    据新华社消息  7 月 8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强

化教师队伍基础作用，围绕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

才、造福人民的工作目标，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意义》基本要求是：树立科学的教育

质量观，深化改革，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健全立德

树人落实机制，着力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

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坚持

德育为先，教育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坚持全面发展，

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坚持面向全体，办好每所学校、教好每名学生；

坚持知行合一，让学生成为生活和学习的主人。 

    《意见》共 6部分，包括坚持立德树人，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强化课堂

主阵地作用，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建

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深化关键领域改革，为提高教育质量创造

条件；加强组织领导，开创新时代义务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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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指出，完善德育工作体系，认真制定德育工作实施方案，

深化课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协同育

人。大力开展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生态文明和心理健康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引导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加强品德修养教育，强化学生良好行

为习惯和法治意识养成。打造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充分发挥爱

国主义、优秀传统文化等教育基地和各类公共文化设施与自然资源的

重要育人作用，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广泛开展先进典型、英雄模

范学习宣传活动，积极创建文明校园。健全创作激励与宣传推介机制，

提供寓教于乐的优秀儿童文化精品；强化对网络游戏、微视频等的价

值引领与管控，创造绿色健康网上空间。突出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

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育人作用。 

《意见》强调，增强美育熏陶。实施学校美育提升行动，严格落

实音乐、美术、书法等课程，结合地方文化设立艺术特色课程。广泛

开展校园艺术活动，帮助每位学生学会 1 至 2项艺术技能、会唱主旋

律歌曲。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优秀艺术，增强文化理解。鼓励学校组建

特色艺术团队，办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

传承学校建设。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专业艺术人才到中小学兼

职任教。支持艺术院校在中小学建立对口支援基地。 

《意见》明确，网信、文化和旅游部门要推动提供更多儿童优秀

文化产品，净化网络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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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界动态 

第十一届湖北晒谱节暨红色家谱展举行 

2019-07-08 来源：湖北日报 

农历六月六，是传统晒谱节。7月 8 日，湖北省第十一届晒谱节

暨湖北红色家谱展在湖北省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家谱编委会

会长主编、谱牒文化专家和谱牒文化爱好者、民间家谱收藏爱好者、

家谱捐赠代表 300余人参加活动。 

上午 9 点，湖北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湖北省家谱收藏中心主任

范志毅宣布第十一届湖北晒谱节开幕，大冶市炎黄谱业文化中心和赤

壁市谱牒文化服务有限公司代表向省图书馆捐赠家谱。此次晒谱节，

省图书馆共收到家谱捐赠 48 部 262 册。为传承湖北红色文化，今年

省图书馆以“红色家谱”为主题，展出董必武、李先念、林育南、韩

先楚、秦基伟、王近山、伍修权等湖北籍革命家的家谱，吸引大批读

者关注阅览。 

湖北图书馆是我省收藏家谱文献最多、保存条件最好的公共文化

事业机构。2017 年经湖北省文化厅批准，在省图书馆设立了“湖北

家谱收藏中心”，建设鄂籍家谱文献资源，并提供活动场地，供谱牒

爱好者进行信息交流和查阅家谱相关文献。今年，湖北省图书馆继续

着力全省家谱的收藏、整理和研究，以及家谱数据库建设；开展公众

家谱阅读服务，指导各姓氏的家谱纂修；加强与海内外相关机构的文

化交流，在广播平台开播专栏节目《湖北家谱》，实现省内家谱资源

的共建共享；湖北家谱数据库也将于今年 9 月底上线，为广大谱牒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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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者和读者提供免费的网上阅览。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再次荣获“五星级文化助盲志愿服务团队”称号 

2019-07-07 来源：西城区第一图书馆网站 

7 月 4 日，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应邀出席由中国盲文图书馆、中国

助残志愿者协会联合举办的星级文化助盲志愿者及团队认定交流活

动。来自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盲校、助盲服务机构的 50 余位文化

助盲志愿团队代表齐聚一堂，就如何推动文化助盲工作发展共同出谋

划策。 

活动期间，以图片形式播放了各地公共图书馆开展的文化助盲志

愿服务风采展；分组围绕盲人公共文化服务、数字阅读召开了座谈会；

6 个省级、5 个地市级公共图书馆现场分享了优秀助盲工作经验和做

法，交流各地文化助盲创新成果，讲述志愿服务感人故事。西城区第

一图书馆副馆长潘兵进行主题发言，围绕“无障碍环境建设”“数字

化服务”“特色文化服务”“延伸服务”“志愿服务”等方面介绍了西

城区第一图书馆在文化助盲工作中的举措和亮点，得到了与会嘉宾和

同行们的一致认可。 

本次活动认定星级文化助盲志愿团队 57 支，认定星级文化助盲

志愿者 93 名。西城区第一图书馆继 2016 年荣获“五星级文化助盲志

愿服务团队”称号后，又再获殊荣，同时图书馆推荐的 3 名文化助盲

志愿者也分获五星级、四星级文化助盲志愿者称号。 

通过此次交流，使我们拓宽了眼界、开阔了思路，为后续开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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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供了新的借鉴。随着文化助盲服务的不断开展，西城区第一图书

馆将不断深入探索，积极采取措施将科技技术应用于图书馆的文化助

盲服务中，实现线上与线下服务的融合、馆内与馆外服务的融合，以

及传统与现代化服务的融合，打造文化助盲志愿服务品牌，不断提升

视障读者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宁波区县级第一台“天一约书”信用借阅柜落户 

北仑区中河路地铁站 

2019-07-08来源：北仑区图书馆网站 

  7 月 5 日，可以容纳 240本图书的“天一约书”信用借阅柜落户

北仑区中河路地铁站 B 口。这也是宁波区县级第一台借阅柜。7 月 7

日上午北仑区图书馆在中河路地铁站看展了借阅柜体验活动，有 100

余人当场进行了借还体验，读者们纷纷表示这台机器非常便捷，原先

还要去鼓楼站借书还书，现在家门口就能借还书了。 

  “天一约书”是宁波图书馆于 2017 年底推出的新型借阅服务，

打破了传统图书馆在时间、空间和身份上的限制，以信用体系为依托，

开拓“图书馆+互联网+物流”的服务模式，手指点点，邮书到家。而

信用借阅柜就是这项服务的实际载体，只要读者在手机上下单并选择

送书地点，书籍在次日就能被投递到指定借阅柜。读者可直接凭借取

书码取书，无需任何费用，方便快捷。 

  据了解，自 2017 年 11 月“天一约书”服务推出以来，借还量已

超过 14 万册次，市民通过微信和支付宝两个平台都可以借阅，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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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册的图书资源。 

  “天一约书”是宁波市图书馆扩宽服务渠道的一种尝试，有助于

打通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让每个读者有书可读。 

 

全国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研讨会在山东威海召开 

2019-06-24 来源：山东省图书馆网站 

6 月 20 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主办，山东省图

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学会、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威海市图书

馆协办的全国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研讨会在山东威海市召

开，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刘小琴，山东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

刘显世，威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图书馆的

14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刘显世代表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学会对与会的各位专

家、嘉宾、全国各地图书馆界的同仁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在讲话中强

调了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介绍

了全国以及山东省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成效以及存

在的现实问题。 

研讨会特邀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刘小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研究辅导部主任陈卫东、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金武刚分

别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政策解读》《县级总分馆制建设之广东实

践》《城市书房——基层图书馆总分制建设的突破与跨越》三个专题

做了精彩报告。威海市图书馆、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和温州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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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构建四位一体服务体系”、“总分馆制建设”和“城市书房创新

实践”分享了实践经验，为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发展建言献策。

随后与会代表对威海市图书馆新馆、威海城市书房进行了实地调研和

学习。 

此次会议交流了全国各地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

与做法，对全国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惠民 

【周末去哪儿】除了国博和故宫 北京还有这些不得不去的博物馆 

2019-07-05来源：首都之窗 

  北京，不仅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大都市，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

文明古城。 

  想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博物馆当然是最好的去处——国博、首博、

故宫这些“网红”博物馆自不用说，拥有众多国宝代言讲述北京的历

史。那些深藏在小街小巷中的区域性中小博物馆，也同样记录着北京

城的往事变迁。 

  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 

  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坐落在明代古刹长椿寺内，院内红墙灰瓦，

古木参天。据了解，在明清时期，北京城南遍布着“文人沙龙”，顾

炎武、李渔、王士祯都在城南地区开坛讲学、著书立说。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长椿街 9号 

  开放时间：9:00--16:30 （周一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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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免费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北京城在哪里起源？答案就在房山区琉璃河镇的西周燕都遗址

——这里被称为北京的“城之源”。博物馆展出的文物有数百件，包

括青铜器、陶瓷器、玉石器、漆木器和甲骨等，尤以四座原址保留的

墓葬和车马坑为特色。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七区 1 号 

  开放时间：9:00--16:00 （周一闭馆） 

  门票：免费。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 

  大河两岸往往孕育着文明，依傍着悠悠永定河的门头沟地区也不

例外。从门头沟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连绵不绝的

驼队从这里出发，沿着永定河谷前行，把煤炭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京

城去，为北京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地址：北京市门头沟路 8 号 

  开放时间：9:00--16:00 （周一闭馆） 

  门票：免费 

  通州博物馆 

  人人皆知通州地域多水，以往的通州更是水资源丰富。在通州博

物馆第四展厅的巨幅辽代通州地图就描绘了通州当时的区域面积及

丰富的水系。从地图上看，中部巨大水域就是延芳淀，面积近 400 平

方公里，比现今河北第一大淡水湖白洋淀还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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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西大街 9号 

  开放时间：8:00 - 17:00 （15:00停止售票） （周一闭馆） 

  门票：免费 

  昌平博物馆 

  古代昌平文物展是昌平区博物馆的重头戏。1986 年 8 月于南口

陈庄辽墓出土的一对辽代陶俑，是这里小有名气的“网红”展品。两

个泥灰色的陶俑为一男一女，表情安宁，略带微笑。陶俑发型别致，

呈现辽代特有的民族发式，但衣服却是典型的中原风格，这种“混搭

风”既显得十分“呆萌”，也是北京地区民族交融的物证。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 10 号 

  开放时间：9:00--16:00 （周一闭馆） 

门票：免费 

 

 他山之石 

曲江书城：用“书+”模式做好文化传承 

2019-07-08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为西北地区首家复合型阅读体验中心，陕西省西安市新华书店

曲江书城（以下简称“曲江书城”）2016 年 9 月一开业，就给读者带

来巨大惊喜，不少市民和网友慕名而来。几年来，曲江书城十分注重

为读者营造极具文化内涵的深度阅读氛围，“网红”标签也正在被“精

神花园”所取代。在今年 1月举办的“2019 中国书店大会暨 2018 时

代出版·中国书店致敬盛典”上荣获全国“年度最美书店”称号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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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书城，正在以愈加成熟的面貌出现在大众的面前，把沉浸式阅读魅

力、丰富的文化活动呈现给广大读者和市民。 

    步入曲江书城，位于一楼大厅巨大的折纸天桥——时光廊桥，便

一下子映入人们的眼帘，它把书籍作为人生进步阶梯的寓意视觉化和

艺术化，精彩诠释阅读之美。而这也是对曲江书城设计灵感的体现，

即回归书的质感——纸，而曲江书城正是要努力成为轻松阅读和文化

传承、传播的优雅载体。 

    曲江书城的空间设计邀请了台湾的专业设计团队全程参与，曲江

书城整体以简洁大气的轻工业风融合古城西安的文化积淀，在兼具实

用性的同时，创造出诸多灵动的空间。置身于总面积 1.8 万平方米，

共 4 层，图书品种近 15万种，藏书量达 60多万册的书海之中，浓厚

的阅读氛围已经把爱书之人紧紧包裹。且书店每年举办文化沙龙、艺

术展览、文创展览、科普知识宣讲、音乐会各类文化活动超过 300 余

场。 

    “走进曲江书城，读者看到的是疏朗、精致的书架和简洁、质朴、

大气的陈设。”西安市新华书店曲江书城副总经理于子皓说，书城之

美从视觉上要体现出亲近感及和谐感。置身其中，人与人、人与书、

人与各种文化创意产品均保持着亲切的距离，同时在空间分割有序的

环境中，让人与书、与文艺亲密拥抱。曲江书城特有的“美学商品+

图书”组合陈列方式，让人们在读书与放松之间自由切换。 

    不同于传统书店，“书+”模式是曲江书城一大特色。曲江书城秉

持“以书为媒、主题突出、混业经营、持续创新”的理念，开展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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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跨界合作，以“书+文创产品”“书+创意体验”“书+文化活动”

等为核心，将精品文创、咖啡简餐、手工制作、艺术体验、研学旅游

等业态不断扩充到经营中。 

    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白忠德表示，好的书店，书的品种要

多，服务要贴心，内部装饰要有个性，更为重要的是，能持续吸引读

者走进书店，这就需要书店不断优化图书质量，增加图书品种，同时

多开展一些讲座、签售等与读者互动的活动。 

    “实体书店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每一位读者的精神家园，

是城市的精神标识。”于子皓表示，因为美誉度在外，每天进入书城

拍照、打卡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但书城致力于通过浓郁的阅读氛围和

丰富多彩的活动“俘获”所有慕名而来者，并形成、壮大固定的读者

群和粉丝群体。 

    朱  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到曲江书城参加过两次活动，偶尔也会把这家书城与别的书店

进行比较。曲江新区是西安的时尚区，这家书城不管是建筑设计，还

是功能、格调或气氛，显然都符合曲江所具有的一种审美趣味。它还

针对各类读者，定期搭建文学、书画、英语、茶艺和商道的平台，以

形成沙龙式的交流，这都带有创意。希望这些探索和创意能给曲江书

城增加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