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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孩子们大把的空闲时间如何度过？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多个社区儿童图书馆，看到孩子们在家门口的阅读空间里遨游于知识的
海洋，参加诵读经典、手工制作以及各种阅读体验活动，使这个暑假充实而有趣。走访中，记者同时发现这些微型图书馆虽然小巧，但都不同程
度考虑到孩子们的身心特点，设置了相关配套设施。

在这里借少儿英文书价格很亲民
每天傍晚，体育馆路街道的不少

居民都会习惯性带着孩子穿过绿荫
覆盖的驹章胡同来到设于便民服务
中心的皮卡书屋，参加 5点半准时开
始的故事会。

“一个小时的手工故事会里，老
师会带着孩子讲中英文故事或经典
诵读，随后再根据故事内容延伸出纸
黏土、彩纸等手工制作。”家住磁器口
的王女士对这里很认可：“孩子每次
在外边上一回手工课就得 200 多元，
这里办张 600 元的年卡，既能借书又
能参加故事会，一次的费用大概才合
两块钱，价格非常具有公益性。”

走进 150 多平方米的皮卡书屋，
只见被翠绿色吊兰装点得生机勃勃
的屋内摆满了一溜儿白色的落地书
架，按照儿童身高特点购置的彩色桌
椅临窗摆放，充足的自然光非常适合
阅读。为了便于孩子们拿取高层书
架上的图书，馆内还特别制作了一个

适合孩子们使用的板凳型木制小梯
子，孩子们既可以登高取书，也可以
坐在上面看书。

皮卡书屋现有 23000 多册馆藏
中英文图书，每月上新图书达到 200
册。皮卡体育馆路少儿中英文图书
馆负责人邢丽萍介绍，皮卡书屋开办
5年来，共接待读者约5万人次，年图
书借阅量 2.6 万册以上，加上在馆阅
读量，图书借阅总量达 20 万册。举
办各类活动 3000 余场，覆盖了体育
馆路街道的9个社区。

“生活在体育馆路街道的孩子们
在前台登记后都可以免费在馆阅读图
书。”邢丽萍说，每到暑期，一些来北京
过暑假的流动儿童都会来这里看书。

在红桥市场经商多年的陈女士
说：“放了暑假，孩子就会从江苏老家
来北京和我生活两个月。以前没地
方去，孩子只能窝在柜台里，后来有
了皮卡书屋可算是让我放心了。那

边不但能写作业还能看书，最重要的
是还免费。”

皮卡书屋里种类繁多的英文书
是其一大特色，经常有家长打车从西
城、丰台过来借书。家长们都说，因为
这里的特色英文书在其他图书馆是借
不出来的，自己买一本原版英文书就
得上百元，还是办卡借书最合算。

在新世界写字楼工作的白领刘
西平经常会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到
皮卡书屋帮孩子借书，“我是去年办
的会员卡，我非常喜欢书屋设立的推
荐区。因为工作人员会根据大家的
反馈以及自己的阅读体验来推荐书
籍，这样就帮助大家节省了不少选书
时间。”

20岁的左雅文是一名大学生，她
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来图书馆做义工。

“以前一有空就是玩手机，自从来到这
里后，不自觉地就会想看书、学习。”

记者 李冬梅 文/摄

地址：体育馆路驹章胡同43号社区服务中心3层
电话：67118629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30-20:30

孩子们在“十平米书屋”畅享悦读
在南锣鼓巷主街，有个 50 平方

米的“暖·空间”，8 月 2 日上午，11 位
“小书生”围坐在阅读区的桌前，跟
随老师齐声诵读国学经典《大学》。

据统计，交道口街道“暖·空间”
自今年 2月正式运营以来，已经开展
了 200 余场活动，其中面向青少年群
体开展的活动就有58场。

读国学经典传中华文化

据交道口街道妇联主席张宏介
绍，当天的活动是交道口街道妇联为
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弘扬国学经
典，开展的传统文化系列活动之一。
此前，已开展过包括《声律启蒙》《大
学》《笠翁对韵》诵读以及汉字起源
象形文字等多场传统文化活动。

活动上，老师带领孩子们诵读国
学经典《大学》第六、七章，讲解其中
国学思想，并要求孩子们背诵其中简

短的一段。
今 年 刚 满 6 岁 的 谢 佳 逸 还 没

上一年级，老师考虑到孩子太小，
特意为她降低难度，要求诵读一
遍即可。但出乎意料的是，谢佳
逸坚持要背诵，并且很快就流利
地背了下来。

谢佳逸说：“我觉得背这些很
有 趣 ，背 完 后 我 也 感 觉 很 自 豪 。
老 师 还 教 导 我 们 读 书 要 端 正 姿
势，在学校做好学生，在家里做好
孩子。等我上了一年级，我也要
做个好学生。”

3000册图书免费阅读

“暖·空间”里有个“十平米书屋”
深受孩子们欢迎。

“十平米书屋”位于“暖·空间”的
阅读区，这里三面墙的落地书柜上均
放满图书，技巧类、文学类、儿童书

籍和绘本、老北京系列等足足有
3000本。

谢佳逸在诵读活动结束后，和小
伙伴一起来到书屋，在书柜的底部 4
层挑书，将书取下也毫不费力。

张宏说：“为了方便儿童取阅，书
柜的底部 4 层均为儿童绘本和书
籍。阅读用的桌椅采用国家标准高
度，成年人和儿童均试用。淡黄色的
灯光和绿油油的绿萝，都为儿童阅读
时护眼起到了辅助作用。”记者注意
到，桌子的桌角还被贴心地安上了防
撞桌角。

张宏介绍，“十平米书屋”面向成
人和儿童免费开放。每月和每季度
都会适量增添新书。街道还会不定
期组织小小志愿者来书屋整理书籍，
锻炼孩子们的自我收纳和管理能
力。“书屋也欢迎来南锣鼓巷旅游的
游客进来看看书，休息一下。”

记者 王慧雯 文/摄

地址：南锣鼓巷13号
电话：6405911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9:00-20:00

7×12小时满足大人孩子充电需要
8月6日下午两点半，8岁的晓彤

睡醒午觉后就来到家附近的永外图
书馆。她轻手轻脚地上到二楼儿童
阅读区，熟练地取出上次没看完的绘
本，随后放松地坐进小沙发，开始了
每天的阅读下午茶时间。

晓彤妈妈对此很放心：“我们家
和图书馆在一个小区里，间隔都不到
50米，爷爷奶奶在窗户边就能看见孩
子的身影，所以从来不担心孩子的安
全问题。”

在永外图书馆 800 平方米的阅
览空间里设置了百余个座位，改造后
的指尖书吧，撤掉了原有的老旧台式
电脑，全部以平板电脑代替，全新定
制的桌椅、造型新奇的台灯营造出时
尚的阅读氛围。

“我们经常是把孩子放在儿童活

动场地，我和孩子爸爸要么上网看看
新闻，要么就去挑选一本喜爱的书
籍，一起来图书馆是我们家的快乐时
光。”永外居民罗新蕊说，女儿从两岁
多就开始参加读绘本和小手工活动，
这些能让孩子从小培养爱阅读的好
习惯。我们家长也能利用图书馆的
自习室在工作之余不断充电学习。
最主要的是图书馆晚上 9点才闭馆，
特别适合上班族。

永外图书馆现有 5 万多册图书，
光儿童书籍就占到三分之一。其中
蜗牛绘本馆专为2到4岁的低幼龄儿
童提供每周四次“故事时间”绘本讲
读服务，一次“绘本之旅”手工制作
活动。为保证服务质量和安全，图
书馆启用了公众号报名程序，只需
关注“永外社服文体中心”公众号，

在“图书馆”菜单栏里选择想要预约
的时间段，系统显示报名成功后即
可参加活动。

今年暑假，图书馆还举办了“炫
彩中轴线”主题活动。永外文体中心
工作人员雷辰佳艺说：“永外是中轴
线最南端的首要区域，对永外居民来
说，有机会认知北京中轴线文化，熟
悉了解中轴线上的建筑布局有着独
特的人文意义。”我们将围绕中轴线
上的 14 处申遗点，开展 6 次亲子讲
座，助力中轴线申遗。

在永外图书馆看书免费，如需
借阅可持北京市公共图书馆网络
联合读者卡或者办理永外街道图
书馆借书卡（只缴纳押金，不需要
其他费用）。

记者 李冬梅 文/摄
开放时间：9：00-21:00
地址：新奥洋房4号楼底商，地铁14号线从B口出。

南锣“暖·空间”

永外图书馆

东华门街道图书馆

两间温馨阅览室专为儿童而设
11 岁的张圣仪是东华门街道图

书馆的常客，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两
次。“这里的书目种类很齐全，想要
看的基本都能找到。”张圣仪说。

“几乎每天都会有青少年前来阅
读。”东华门街道图书馆管理员吴卫
东介绍，学龄期青少年在开学期间，
大多会选择在放学后，三五成群相约
来到这里看书、做作业；寒暑假期间
情况不一，有的会跟着家中老人一
起，有的会结伴而来，也有个别青少
年独自前来。年轻父母通常则会在
下班后或周末，领着学龄前小朋友一
起来读绘本。

为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需

求，东华门图书馆将每天的开放时间
延长至晚 8点，周一至周日累计提供
服务达 77 小时以上。同时，馆内专
门开辟了两间儿童阅览室，面积约
30 平方米，里面布置有彩色桌椅、地
毯和一些益智类玩具，十分温馨。

在书籍选配方面，东华门街道图
书馆根据不同读者的喜好，既有老年
居民偏爱的报纸、杂志，也有适合青
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名家名作，特
别是在近 1年来陆续引进了绘本、儿
童读物等，覆盖自低幼至青少年，乃
至中老年各个年龄段。

“从日常管理，到与读者沟通，再
到选配书目，全部由街道工作人员负

责，完全不借助第三方结构，保证了
服务质量。”东华门街道工作人员高
琳说。

据统计，截至今年 3 月，东华门
图书馆共有藏书 2.4 万余册，包括流
通书籍 2 万余册、内部书籍 4000 余
册；其中，青少年读物约 800本；年服
务 1.5 万余人次，流通 6000 余册。值
得一提的是，东华门街道图书馆不仅
对东华门地区居民开放。凡持有效
证件的合法公民均可到图书馆免费
办理“一卡通”。“‘一卡通’全市通
用，即使是在其他图书馆借的书，也
可以在这儿还。”吴卫东介绍到。

记者 李滢 文/摄

地址：北河沿大街143号 电话：65261517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9:00-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