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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 筑梦在余杭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深化“文化惠民”成果
2018 年文化民生实事获得感满满

2018 年 12 月 30 日晚，
“余杭之夜”2019 新年音乐会在位于艺尚小镇的余杭大剧院奏响。观众们在新落成的大剧院欣赏展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交响乐《良渚》，传统与现代融合碰撞，一个文化底蕴深厚与发展日新月异的
余杭，在这场音乐会中得到了生动呈现。
公共文化服务是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余杭文化建设特色鲜明，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地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省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等荣誉称号，在浙江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考
核中六次名列全省第一。公共文化服务的成效有目共睹，群众的文化获得感逐年提升，
走出了一条努力探索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特色之路。

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
非遗项目皮影戏表演走进文化礼堂

电影放映进工地

品牌活动：提供丰富优质的精神文化食粮
公共文化服务到不到位，文化活动的活
跃程度是最直观的表现。文化工作者走遍
了余杭的山山水水，不论是剧院、文化礼堂，
还是临时搭建的室外舞台、演出大篷车，不
论严寒，还是酷暑，场地限制不了、天气阻挡
不了，一场场文艺活动就这样被送到了各地
观众面前。
“余杭之夜”新年音乐会已经举办了 15
年，始终坚持“高品质、普及性、互动性”原
则，邀请国内外优秀交响乐团和艺术家参与
演出，在广大市民中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和品
牌影响力，以欣赏音乐会的形式迎接新年已
经成为余杭的一项文化传统。

同 样 坚 持 了 10 多 年 的“ 相 约 你 我 他
故事会……在群众中积累了好口碑，形成了
文化进万家”百场文艺下乡，演遍了余杭的
品牌效应，打造了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
村村落落。2018 年，在全区 20 个镇街共演
2018 年，文广新局又推出“美丽洲”诵读活
出 200 场，演出单位包括余杭区文化馆、余
动，通过朗诵经典、阅读美文，为热爱阅读和
杭小百花越剧艺术中心、宁波市鄞州区越剧
朗诵的读者搭建了相互交流、互相促进的平
团、江西小百花越剧团等专业团队，也有区
台。此外，我区承办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
内的文艺团队、文艺爱好者。
“ 相约周末”文
全国曲艺大赛，引进曲艺名家举办“送欢笑”
化夜市每年演出 400 余场，坚持 20 余年，被
曲艺名家走基层活动；承办“ 国际博物馆
评为
“全国特色广场文化活动”。
日”
、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活动；为
近年来，区文广新局不断推陈出新，着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建党 79 周年，举办
力打造品牌文化活动，以高质量、多样化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活动，满足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
“ 与您相
立 97 周年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余杭区征
约·周末剧场”、
“ 美丽洲”大舞台、
“ 美丽洲”
文比赛、朗诵大赛，余杭区庆祝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农商银行”杯系列文艺大赛等主题
活动。2018 年，共举办文体活动 8000 余场，
参与群众 500 万人次。
民生实事不仅要保证数量，更要保证质
量，真正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农村电影
惠 民 工 程 实 施 以 来 ，累 计 放 映 农 村 电 影
39561 场次。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如何打
破按行政村（社区）数量确定年度放映场次
的传统分配方式，将电影送到有真正需求的
群众中去，却是不小的考验。文广新局工作
人员在调研走访、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综合
区域位置、人口流动集聚、企业景区分布、在
建重点工程、群众实际观影需要等因素，动

态优化放映点布局和放映场次结构调整。
例如鸬鸟镇，因室内固定放映点多、有山沟
沟、汽车露营点等景区、民宿发展快、夏季游
客多、观影需求大等因素，2018 年放映农村
电影 378 场次，位居全区之首，群众的观影
需求得到有效满足。观影环境也在逐步得
到改善，从站着向坐着、从室外向室内、从分
时段向全天候观看过渡，从而改善农村群众
观影条件，促进了群众满意度提升。如百丈
镇百丈村文化礼堂，因其硬件设施设备新、
冬夏季有空调开放、常年电影放映场场爆
满，成为村民观影的好去处。

全民健身：共享健康幸福生活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余杭
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充分利用废旧厂房、
人民自古热爱体育，健身传统源远流长， “三改一拆”拆后地块、江河铁路沿线零散
“余杭滚灯”
“五常十八般武艺”等民间体育
土地，改扩建、新建各类体育场馆、健身绿
活动，历经数百年沧桑，薪火相传，生生不
道、体育公园等，让更多居民实现“在家门
息。近年来，区文广新局大力推进全民健
口健身”，从而使更多人可以便捷地参与到
身工程建设，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管
体育锻炼中来。
理，着力构建
“15 分钟健身圈”。
与此同时，随着设施的增多，在管理和
2018 年建设健身点、篮球场等中小型
使用过程中，全民健身设施的维修、更新、
运动场地 40 个。目前，全区累计建有健身
意外事故的责任纠纷等问题也逐步显现。
点 1800 余个、篮球场 400 余个，网球场、门
为此，我区在抓好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健
球场、乒乓球台等多元化体育设施日渐增
身设施使用和管理的长效机制，在杭州地
多，全区行政村实现体育设施全覆盖。与
区率先出台《余杭区体育健身设施公众责
此同时，考虑到百姓的实际使用需求，全民
任保险办法》，将由各级政府财政资金、体
健身设施逐步由原来相对单一的健身点，
彩公益金和其他资金在全区各类公共场所
向集健身点、篮球场、乒乓球室和其他活动
建设，并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全民健身苑点
室于一体的多功能、复合型设施转变。此
全部作为投保对象，妥善、圆满地解决了多
外，文广新局在体育设施的规划与建设时
起意外伤害事故。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人文化、人性化和园林化、多功能
我区制定出台《余杭区全民健身工程设施
化，努力让百姓在美好的环境中享受到更
维修更新管理办法》，从全民健身设施维修
方便、更安全、更实用的体育设施。特别是
更新的层面，根据不同的使用及损坏状况，

大力推进全民健身工程建设

界定了全民健身工程设施中维修更新的对
象，并明确了各级各有关部门在维修更新
管理过程中履行的职责、维修更新的程序
步骤等。
接下来，区文广新局将以杭州承办第
19 届亚运会为契机，会同相关部门完善公
共文体设施建设规划，大力推进区文化艺
术中心、区全民体育中心、亚运场馆改建、
余杭博物馆改扩建、章太炎故居纪念馆改
扩建等项目，建好、管好、用好，充分发挥场
馆服务效能。
有了场地设施的支撑，全民健身运动
在全区更加广泛深入。余杭区第十一届人
民运动会吸引了 2 万余人次参与，比赛共设
20 个大项 191 个小项，产生 739 枚奖牌。除
了区级运动会，每个镇街都有自己的运动
会，村社一级的运动会也很普遍。通过这
些大大小小的赛事，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
热情越来越高，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余杭区第十一届人民运动会

汽车图书馆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全民阅读：让书香满城
如何让图书馆内的书“走”出去，让喜
爱阅读的读者能方便快捷地获取图书资
源？2018 年“相约你我他 文化进万家”
图书下基层活动中，4.5 万册图书被送往
全区 27 个文化礼堂（文化家园）和 183 个
村级农家书屋。
为确保农村群众真正看到喜爱的图
书，图书馆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文学、历史、
经济、法律、互联网等各类书籍，涵盖人工
智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等热门领域，充
分满足群众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万册图书下乡活动是“相约你我他，文化
进万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连续开
展十余年，累计送书达 27 万余册，以镇街
图书与村（社区）农家书屋（图书室）为服
务基点，
惠及区内无数群众。
日前，我区首家汽车图书馆“上路”，
同时，位于临平街道庙东社区、东湖街道
星光社区、星桥街道隆昌社区的 3 家 24 小
时自助图书馆正式启用，读者们又多了
“高颜值”的看书好去处。
汽车图书馆配备图书 1500 册，将不

定期开进各镇（街道）、村（社区），学校、企
业开展图书借还服务。汽车图书馆的出
现填补了镇街、村社图书室以外阅读空间
的空缺，以新型载体为读者提供更便捷、
高 效 的 图 书 服 务 ，打 通 阅 读“ 最 后 一 公
里”，并进一步提高了图书馆馆藏文献资
源的利用率。
此前，区政府、临平街道、金都夏宫三
家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已经开馆，深受读
者喜爱。市民只需凭杭州地区市民卡或
二代身份证，即可入馆进行免费阅读，还
实现了图书的通借通还，读者可以在这里
完成借书、还书、续借、查询等整套服务。
平均每个自助图书馆配置各类图书 5000
册及自助借还机、电子书阅读机、便携式
阅读机等智慧化设备。首批投入使用的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已为读者服务近一年，
累计借还图书 8.6 万余册，接待读者 11 万
余人次。如今，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入馆读
者与借阅量稳步提升，每晚亮起的阅读灯
照亮着求知的身影，成为了市民阅读求知
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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