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图学字〔2018〕95号 

 

 
关于举办“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服务 

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各图书馆： 

“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已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儿童阅读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社会各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图书馆业内，儿童阅读

无论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工作创新方面关注度越来越高。为了进

一步探讨新时代的儿童阅读工作，特别是探讨少年儿童图书馆在

新时代进行儿童阅读服务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中国图书馆学会未

成年人图书馆分会拟在武汉举办“全国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服务

学术研讨会”。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图书馆分会 

武汉市文化局 

承办单位：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协办单位: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 

二、论坛主题 

儿童阅读新时代 

三、时间、地点 

2018 年 11 月 15日至 17日 

11 月 15日  下午：报到 

11 月 16日  全天：会议 

11 月 17日  上午：现场交流  

下午：离会  

地点：武汉帝盛酒店 

四、参会人员 

中国图书馆学会领导、武汉市文化局领导、全国各地少年儿

童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及代表、国内致力于少儿阅读事业

的出版人、作家、阅读推广人、教育界代表等，以及湖北省内各

地市州图书馆馆长及代表。 

五、主要内容 

（一）主旨报告 

1.“文学阅读是儿童的生活内容” 

报告人：梅子涵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 

2.“中国梦与阅读推广” 

报告人：董宏猷 （武汉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  

（二）专家主题报告 



1.“我的儿童阅读推广之路” 

发言人：张明舟（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主席，中国

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版协理事）  

2.“公共图书馆法与儿童阅读新时代” 

发言人：范并思（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信息学系教授）  

3.“儿童阅读服务的创新” 

发言人：黄如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副主任、

博士研究生导师）  

4.“为爱阅读” 

发言人：李潘（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主持人）  

（三）专题发言 

发言人：镇火星（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 

1.武汉少年儿童图书馆 60年回顾（VCR） 

2.《千字屋》项目情况介绍 

（四）参观考察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千字屋”项目 

六、会议报名 

请填写报名回执，务必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以前将报名回

执发至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为了会务组更好地为参会代表服

务，此次会议名额有限，预报从速。电话、传真、E-mail 报名

有效。 

报名联系人：王  伟   蔡朝霞 

电话：15972997737  13237144331 

传真：（027） 82812380  



E- mail: 344241855@qq.com 

七、报到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2018年 11 月 15日全天 

会议时间：2018年 11 月 16日 

离会时间：2018年 11 月 17日 

地点:武汉帝盛酒店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路 118号港澳中心 

八、住宿信息 

武汉帝盛酒店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路 118号港澳中心 

费用：单间、标间 350元/间（含早） 

联系人：熊  萍        刘  利 

电话：13995551069   13971586487 

九、温馨提示 

1.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2.请于 10 月 21日前将参会回执（附件 1）发送至武汉市少

年儿童图书馆邮箱 344241855@qq.com；乘车路线可参考（附件

2）。 

 

 

中国图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图书馆分会 

                 （代  章）  

                 2018 年 10月 17 日 

mailto:452208385@qq.com
mailto:34424185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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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服务学术研讨会 
参会回执 

 

姓  名  性 别  

单  位  职 务  

地  址  邮 编  

手  机  E-mail  

住宿标准 单间或标间 350元/晚（含早） 

往返航班及

车次 

来汉航班/车次: 

离汉航班/车次: 

报到及离会

时间 

报到时间：月日时 

离会时间：月日时 

   备注：请于 10月 21日前将参会回执（附件 1）发送至武汉市少

年儿童图书馆邮箱 344241855@qq.com，联系方式 15972997737， 以

便我们为您提供更加周到细致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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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到地点乘车路线 

 
武汉帝盛酒店（武汉市汉口江汉路 118 号，步行街江汉二路，

港澳中心，宾馆电话：027-68822666）。 

 

交通路线 

1.武昌火车站——武汉帝盛酒店 

距离约 13 公里，打车约 20 分钟，费用约 27 元。乘坐地铁 4 号

线（黄金口-武汉火车站），中南路或洪山广场站下车，转乘地铁

2 号线（光谷广场-天河机场），江汉路 A 口出站，步行 5 分钟左

右到达到江汉二路口即可。用时 50 分钟左右。 

2.武汉火车站——武汉帝盛酒店 

距离约 20 公里，打车 30 分钟，费用约 40 元。乘坐地铁 4 号线

（武汉火车站-黄金口），中南路或洪山广场站下车，转乘地铁 2

号线（光谷广场-天河机场），江汉路 A 口出站，步行 5 分钟左右

到达到江汉二路口即可。用时 50分钟左右。 

3.汉口火车站——武汉帝盛酒店 

距离约 8 公里，打车约 15分钟，费用约 17元。乘坐地铁 2 号线

（天河机场-光谷广场），江汉路 A口出站，步行 5分钟左右到达

到江汉二路口即可。用时 20 分钟左右。 

4.天河国际机场——武汉帝盛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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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约 27公里，打车约 33分钟，过路费 15元。天河机场，

乘坐地铁 2号线（天河机场-光谷广场），江汉路 A口出站，步行

5 分钟左右到达到江汉二路口即可。用时 50 分钟左右。 

5.公交： 

江汉路地铁循礼门站：532 路，290 路，592路 

解放大道循礼门站：290 路，42 路，508 路，522 路，524

路，529路 

京汉大道江汉路站：526 路，553 路，533 路，581 路，622

路 

江汉四路站：1 路, 402 路, 520 路，598 路, 601 路, 608

路, 707路, 711路, 801路, 24路, 559路, 727路，38 路 

江汉二路南京路站：4路，24路，402路, 520 路, 548 路, 

559 路, 598 路, 707 路, 608 路, 711 路, 727 路, 801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