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不觉中，农历癸卯兔年正在悄然向我们走来。春节不仅仅意味着乡馔、亲情、乡情的盛宴，

还意味着漂泊心灵的安抚和精神世界的自我料理。在辞旧迎新、拜年纳客之余捧起一本书，于喧闹

之中寻找片刻宁静，是济图君认为最好的过年节奏。春节、元宵节期间，济南市图书馆将以“我们

的节日”为主题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为广大市民奉献一场书香十足的“文

化年货大集”，邀请大家带一缕书香回家，与家人一起品味书香里的年味儿。 

 

活动 1 

【名称】“金兔迎春，年味到家——兔年集百福”春节线上活动 

【时间】2023年 1月 14日—2023年 1月 21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图书馆公众号发布活动介绍，读者在活动时间内扫码上传手绘福照片，创作要求：需将福

字与兔子形象融合，使用红色彩纸，进行创作。可采用毛笔字、粘土、剪纸窗花形式不限。创作完

成后在规定时间内扫码上传，工作人员在上传时间结束后进行评选，将评选出10张特别的兔年福字，

将在图书馆公众号推文进行展示，并将为这 10位读者送上精美春节礼品。 

 

活动 2 

【名称】“瑞兔呈祥”——话年俗·拼好运阅读活动 

【时间】2023年 1月 14日—2023年 1月 31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欢声笑语辞旧岁，喜气洋洋迎新春。阅读辞旧岁，书香迎春节，为让读者们进一步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济南，满足读者节日期间的精神文化需求。我馆联合云

图数字有声图书馆开展了“瑞兔呈祥”——话年俗·拼好运阅读活动。动动手，“拼”出你的专属

书单！活动共设置 9个不同碎片，参与读者点击收听任意 1个音频，即可获得 1个拼图碎片，参与

读者获得上述 9个不同碎片后，即可自动合成拼图。 

 

活动 3 

【名称】“翰墨颂盛世——水墨春韵”山水画名家作品展 

【时间】2023年 1月 18日—2月 15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中心馆 

【内容】春节是我国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佳节，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一。在浓浓的

年味中，华夏大地到处充满着温情与团圆、喜庆与滕欢，也承载着坚守与责任、感动与思念。本次

展览参展作品，或山水人物，或花鸟鱼虫，或工笔写意，或逸趣草草，或泼墨如金，俱为古风大雅，

笔墨蕴藉，既包含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血脉，又洋溢着时代笔墨之气息，可谓异彩纷呈，蔚为大

观！ 

 

活动 4 

【名称】日出新卯，春暖兆福——二〇二三年新春典籍文化展 

【时间】2023年 1月 18日—2月 15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中心馆 

【内容】值此迎来癸卯兔年之际，举办本次展览，敬请大家在品读相关典籍内容、了解兔子寓意象

征的同时，感悟中华民族内涵丰富的春节习俗和质朴深沉的家国情怀，传承好、弘扬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https://www.bidushe.com/qinggan/qinqing/


活动 5 

【名称】济图志愿第 17 届假期社会实践活动 

【时间】2023年 1月 17日—2023年 2月 3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泉城书房、部分区县图书馆 

【内容】为丰富学生假期生活，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济南市图书馆现特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提供社

会实践机会。今年寒假社会实践定于 2023年 1月 17 日—2023年 2月 3日，分 6期进行。 

 

活动 6 

【名称】第 89期“交享阅”读者沙龙：低吟浅唱迎春来——春节主题诗歌选读 

【时间】2023年 1月 18日 

【地点】济南图书馆视频号直播 

【内容】“吟诵”是学习诗歌的最佳方法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普遍使用的读书方式，发端于秦，通

过官学、私学教育系统口传心授，代代相传。吟诵集读书、教学、文学、音乐、艺术等价值于一身，

亦词亦曲，词曲合一。本期读者沙龙由专业讲师孙雅玲精选讲解春节主题诗歌，帮助广大市民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感受浓浓年味。 

 

活动 7 

【名称】“读个快乐”阅读盲盒等你来开！ 

【时间】2023年 1月 20日-2023年 1月 27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岁月流逝，新年伊始。告别了过去一年的种种，开启了新一年的期许。积赞一些美好，收

集一些喜乐，元气满满地走进新的一年。为此，济南市图书馆为读者朋友们准备了这场“读个快乐”

新年阅读盲盒活动！在新年阅读冲刺的同时，愿知识带给你丰盈，愿参与带给你欢乐，愿惊喜带给

你新一年的幸运加持。 

 

活动 8 

【名称】传统节日之春节 

【时间】2023年 1月 20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春节，即中国农历新年，俗称新春、新岁、岁旦等。春节历史悠久，由上古时代岁首祈岁

祭祀演变而来。通过介绍春节的含义、习俗等，编制主题书单，帮助读者了解更多传统文化，过一

个书香满满的假期。 

 

活动 9： 

【名称】“网络书香 迎春纳福”| 传统文化专题数字阅读活动，陪您过春节！ 

【时间】2023年 1月 21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网络书香•阅见美好”春节传统文化专题数字阅读推广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济南市

图书馆承办，为读者奉上丰富的线上阅读资源。与您一起以书为媒，品读优秀传统文化；以阅为伴，

共度欢乐祥和春节。 

 

活动 10 

【名称】七彩泉创意美工坊——玉兔送福贺新春 

【时间】2023年 1月 22日上午 10点 

【地点】济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介绍我们的节日春节，欣赏春节的古诗，春节对联连连看，并交给小读者制作小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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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1 

【名称】“兔”个吉利：新年阅好运，借书送福兔 

【时间】2023年 1月 22日（大年初一） 

【地点】济南图书馆中心馆二楼 

【内容】为鼓励读者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2023年新春来临之际，诚挚

邀请读者来济南市图书馆成人借书区遨游书籍海洋。活动期间，进入成人借阅区成功借阅 3本图书

的读者有机会获得带有“福兔”的精美小礼品一份。礼品有限，先到先得。 

 

活动 12 

【名称】“兔”个热闹：分享你的兔年第一书 

【时间】2023年 1月 22日-1月 27日 

【地点】济南图书馆中心馆二楼、活动微信群 

【内容】新年阅好运，分享待福兔！2023年新春，你是否在图书馆借阅到兔年的第一本书，你是否

在家里翻看兔年的第一本书，你是否向亲朋好友推荐兔年的第一本书。读书计划不需太漂亮，先踏

实读完第一本。“兔”个热闹，大年初一到初六，我们诚邀您分享“兔”年第一书。新的一年，把

你的阅读思考分享给更多的人吧！参与活动的读者将有机会获得 2023福兔阅读台历。 

 

活动 13 

【名称】翰墨缥缃——“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五周年暨济南市图书馆古籍保护成果展（一） 

【时间】2023年 1月 22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历年古籍展览展示活动 

 

活动 14 

【名称】七彩童声——童声书韵优秀作品展播 

【时间】2023年 1月 23日-2023年 2月 4日 

【地点】济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济南市“童声书韵”诵读大赛已成功举办六届，以其公益、公正、权威的形象，赢得广泛

好评。春节期间，每天推出 2件声情并茂的优秀作品欢庆新春。 

 

活动 15： 

【名称】“网络书香 迎春纳福”· 民俗年画赏析 

【时间】2023年 1月 23日 

【地点】济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网络书香•阅见美好”春节传统文化专题数字阅读推广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济南市

图书馆承办，为读者奉上优质的年画资源。 

 

活动 16： 

【名称】数字济图小助手：读秀学术搜索（二） 

【时间】2023年 1月 23日 

【地点】济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通过图文形式为读者推介济南市图书馆数字资源“读秀学术搜索”使用方法。 

 

 

 



活动 17 

【名称】传统文化讲座：王阳明的治国理政之道 

【时间】2023年 1月 24日 19: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视频号 

【内容】王阳明的治国理政思想，吸收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传统，大力彰显内圣外王之道，主张治理

国家，管理百姓，都要以人格修养为基础。而人格修养，又主要是致良知。致良知是内圣外王的统

一，知与行的统一，明德与亲民的统一，从而实现“德其内而政其外，德其体而政其用”的理想。

王阳明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教育建树，都是他以上思想的鲜明体现。 

 

活动 18 

【名称】茅盾文学奖荐读|《东方》 

【时间】2023年 1月 24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荐读第一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魏巍的《东方》。通过介绍作者创作背景、作品内容、

精彩片段荐读等，吸引作者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出的宏

伟业绩，经受具有史诗品格的优秀作品熏陶。 

 

活动 19 

【名称】翰墨缥缃——“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五周年暨济南市图书馆古籍保护成果展（二） 

【时间】2023年 1月 26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历年古籍展览展示活动 

 

活动 20 

【名称】七彩泉“妙手释卷”春节特别节目 

【时间】2023年 1月 27日 

【地点】济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由阅读推广员与手语老师共同为小读者推荐春节系列图书。 

 

活动 21： 

【名称】“网络书香 迎春纳福”· 经典好书，扫码阅读 

【时间】2023年 1月 27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网络书香•阅见美好”春节传统文化专题数字阅读推广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济南市

图书馆承办，为读者奉上优质的电子书资源。 

 

活动 22 

【名称】馆员荐书秀 

【时间】2023年 1月-2月 

【地点】济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由馆员录制的第四届“中国阅读”图书推荐榜上榜图书的荐书秀视频，于济南图书馆公众

号发布，上线 8期荐书秀，为读者和网民推荐 8本上榜好书。 

 

活动 23 

【名称】春节防诈类专题图书推荐 

【时间】2023年 2月 



【地点】新馆二楼借阅区（南区）；官网发布书目推荐 

【内容】春节假期过后，正值复工复产时期，诈骗事件易多发。为提高广大读者的防范意识和防诈

能力，进一步保障大家的财产安全，济南市图书馆中心馆自然科学借阅区整合相关馆藏，推出“新

春防骗秘籍”，大家收好用好这份“秘籍”，在开始新年新生活的同时，也要擦亮双眼，谨防上当

受骗！ 

 

活动 24 

【名称】精彩非遗闹元宵——猜灯谜活动 

【时间】2023年 2月 1日——2月 10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值此元宵佳节来临之际，我馆联合云图数字有声图书馆开展“精彩非遗闹元宵”答题活动，

通过非遗项目——灯谜，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增强全民文化自信和保护非遗的责任感、使命

感，激发人民群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热情。答题开始前请按照提示填写准确的姓名、电话。活

动期间，每个 ID每天有 2次参与答题的机会，每组答题随机出 10道题，每题有 30秒选择时间，每

题 10分，总分 100分，超时后将自动进入下一题，本题不计分，不可返回上一题（以最高分为最后

得分）。  

 

活动 25 

【名称】传统文化讲座：阳明学的传承与发展 

【时间】2023年 2月 4日 19: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视频号 

【内容】“阳明学”从狭义上讲，指王阳明的思想，从广义上讲，指后阳明时代的心学家经过对阳

明思想的再诠释而形成的阳明学。本讲主要就晚明心学中的四大问题进行讲解：无善无恶、现成良

知、归寂豫养、满街圣人。贯穿四大问题的核心概念是良知，因而有关良知问题的异见、争议及义

理上的新展开，丰富了阳明学的思想内涵，也推动了阳明学的思想发展。 

 

活动 26 

【名称】七彩泉创意美工坊——福气满满闹元宵 

【时间】2023年 2月 5日上午 10点 

【地点】济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内容】介绍我们的节日元宵节，欣赏元宵节的古诗，开展手作体验。 

 

活动 27 

【名称】云上猜灯谜，欢乐中国年 

【时间】2023年 2月 5日 

【地点】济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活动微信群 

【内容】猜灯谜又称打灯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记载,“猜灯谜”从南宋起开始流行。正月

十五看花灯、猜灯谜更是一项源远流长、深受群众喜爱的民俗。为丰富广大市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 2023年元宵节来临之际，济南图书馆

推出“文化贺新春·欢乐闹元宵”线上云猜谜活动，猜灯谜、拿奖品,期待您的参与！ 

 

活动 28 

【名称】传统节日之元宵节 

【时间】2023年 2月 5日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微信服务号 

【内容】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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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之一，主要有赏花灯、吃汤圆、猜灯谜、放烟花等一系列传统民俗活动。元宵节也是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介绍元宵节的含义、习俗等，编制主题书单，帮助读者了解传统文

化和风俗习惯，给浪漫热闹的元宵佳节增添一分书香气息。 

 

活动 29 

【名称】传统文化讲座：万物一体之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建 

【时间】2023年 2月 11日 19: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视频号 

【内容】“万物一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经由孔子发端，及阳明而臻至，并显发出生意

昂然的价值。本讲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对儒家“万物一体”理念发生、演变、形成的脉络与内容

进行简要疏理；第二部分，解释并归纳阳明“万物一体”之内涵与特点；第三部分，分析并预见阳

明“万物一体”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的资源意义。 

 

活动 30 

【名称】“网络书香 迎春纳福”· 听书资源推荐 

【时间】2023年 2月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微信号 

【内容】“网络书香•阅见美好”春节传统文化专题数字阅读推广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济南市

图书馆承办，为读者奉上优质的听书资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7%89%A9%E8%B4%A8%E6%96%87%E5%8C%96%E9%81%97%E4%BA%A7?fromModule=lemma_inl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