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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小学、幼儿园、绘本馆： 

为给广大儿童及亲子家庭提供多元化阅读体验的平台，给致

力于推广少儿阅读和儿童绘本剧的图书馆员搭建交流舞台，中国

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区文体

局）、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拟于2019年5月10日

至13日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共同举办2019 “绘本剧嘉年华（深

圳·福田）”活动。 

活动将设绘本剧展演、国内外优秀儿童剧目演出、论坛、讲

座和工作坊等主题活动。活动将邀请戏剧教育界、少儿阅读推广

界、图书馆界、图画书创作领域等专家就戏剧表现形式与儿童阅

读发展的关系、绘本剧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绘本剧未来发展方向

及推广方法等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推动普及多元化的阅读形

式，为绘本剧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创造更多适合绘本剧



发展的条件。具体事项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区文体局） 

          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 

承办单位：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 

二、举办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9 年 5月 10 日至 13日 

地点：深圳市福田区 

三、主要活动内容 

（一）绘本剧展演 

1.参与对象及报名方式 

（1）展演剧组报名 

参与对象：各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小学、幼儿

园、绘本馆及家庭等组织的绘本剧组。 

报名方式：登陆福田区图书馆网站，从网站“活动资讯”板

块点击进入“绘本工厂”栏目，找到本次活动报名表名称，下载

报名表按要求填写报名信息。各参演单位于 2019年 3 月 29日前

将 报 名 表 及 参 演 作 品 资 料 同 时 发 送 至 指 定 邮 箱

szfthbjds@126.com（具体要求详见附件一）。 

（2）个人参与报名 

参与对象：图书馆员、阅读推广人、幼儿园或中小学教师、



戏剧工作者及爱好者等，通过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系统进行报

名。 

报名方式：会议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请登陆中国图书馆学会

网站，从网站右上角“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管理与服务平台”入

口注册（如已有账户，则不必注册），以“个人用户”注册成功

并登录后，在“我的首页”会议板块找到本次会议名称，点击“参

加”提交报名申请，并下载填写住宿回执发送到指定邮箱。报名

截止日期 2019年 3 月 29日。 

2.行程安排 

5 月 10 日：报到 

5 月 11 日：专业邀请剧演出、绘本剧工作坊 

5 月 12 日：绘本剧展演、绘本剧论坛 

5 月 13 日：离会 

3.会务费用 

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形式的报名费用，各参会人员、参赛剧

所需费用自理。  

（二）绘本剧展演前期活动 

1.活动内容： 

（1）绘本剧讲座 

2019 年 2 月-3 月，线上举办 4 期“从绘本到绘本剧”主题

讲座，让参与者更深刻认识绘本和戏剧的关系，为绘本剧的排演

提供理论支持。 



（2）绘本剧工作坊 

2019 年 3 月-4 月，线下举办绘本剧排演工作坊 3 期，邀请

往届优秀剧组指导老师现场分享排练经验与心得，邀请儿童戏剧

专家带来排剧工作坊，为绘本剧排演提供实操性指导。 

2.参与人员 

报名参与“绘本剧展演”的剧组人员；图书馆员、阅读推广

人、幼儿园或中小学教师、戏剧工作者及爱好者等。 

四、会务信息 

（一）联系方式 

何老师 

联系电话：0755-83055104 

电子邮箱：szfthbjds@126.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70号福田区图书馆绘本工厂,邮

编：518000 

（二）报到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总服务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景田路 70号） 

（三）住宿信息 

单人房：雅枫酒店448，景明达酒店534元（均含早） 

双人房：人均雅枫酒店224元/间，景明达酒店267元/间(均

含早) 

温馨提示：价格仅供参考，费用支出以酒店实际价格为准，



如需组委会代订酒店，请填写住宿回执发送至指定邮箱。（酒店

住宿回执见附件三） 

（四）交通指引 

1.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福田区图书馆 

（1）地铁：乘坐地铁11号线从机场站（福田方向）上车至

车公庙站下车换乘地铁9号线车公庙站（文锦方向）上车至景田

站（B出口），或至福田站下车换成地铁2号线至景田站（B出口）

下车（行程约40分钟），步行400米至福田区图书馆。 

（2）机场大巴：乘坐机场 1线 330 主线（深圳机场-华联大

厦）在深航大厦站下车，公交站深航大厦①站乘坐 21 路至妇儿

大厦站下车，步行 180米即可到达福田区图书馆；或在深航大厦

②站乘坐 328路/365 路/m391 路至景新花园站下车，步行 400 米

即可到达福田区图书馆。 

2.深圳高铁站（深圳北站）——福田区图书馆 

（1）地铁：乘坐地铁4号线从深圳北站（福田口岸方向）上

车至上梅林站下车换乘地铁9号线上梅林站（红树湾南方向）上

车至景田站（B出口）下车（行程约30分钟），步行400米至福田

区图书馆。 

（2）出租车：乘坐出租车至福田区图书馆，费用35元左右，

行程约30分钟。 

3.福田火车站（福田站）——福田区图书馆 

（1）乘坐地铁2号线从福田站（赤湾方向）上车至景田站（B



出口）下车（行程约15分钟），步行400米至福田区图书馆。 

（2）出租车:乘坐出租车至福田区图书馆，费用15元左右，

行程约10分钟。 

4.深圳罗湖火车站（深圳站）——福田区图书馆 

（1）地铁：乘坐地铁1号线从罗湖站（机场东方向）上车至

大剧院站下车换乘地铁2号线大剧院站（赤湾方向）上车至景田

站（B出口）下车（行程约40分钟），步行400米至福田区图书馆。 

（2）出租车：乘坐出租车至福田区图书馆，费用35元左右，

行程约20分钟。 

 

附件：1.2019绘本剧展演（深圳·福田）报送作品征集通知 

2.酒店住宿回执 

 

 

 

 

 

 

 

 

 

                            2019 年 2 月 26日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代章） 

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

体育发展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 



附件 1 

 

 

绘本剧为儿童提供了立体化阅读体验平台，注重儿童在自主

参与中获得的阅读体验感，鼓励让儿童运用自己喜欢的表达方式

来展现其对阅读的理解，享受阅读带来的智慧与乐趣。为促进全

国地区之间的少儿阅读推广的交流，让阅读普及化，同时进一步

推动绘本剧发展，让更多人关注绘本剧这一体验式阅读方式，拟

举办“2019绘本剧展演（深圳·福田）”活动。 

本次活动面向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图书馆、绘本馆、民间阅读

组织、小学、幼儿园进行征集，将组织相关专家对征集的绘本剧

作品进行遴选，进入复选的绘本剧作品将于 2019年 5 月 12日上

午在广东省深圳市文化馆剧场举行的“2019绘本剧展演（深圳·福

田）”活动中逐一展示。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区文体局） 

          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 

承办单位：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 

二、活动参与对象 

各公共图书馆、绘本馆、民间阅读组织、小学、幼儿园等。 



三、活动参与方式 

每个参与单位仅限选报一个节目，即日起至 2019年 3 月 29

日接受报名。各参演单位将报名表及展演作品资料同时发送至指

定邮箱 szfthbjds@126.com。 

（一）展演作品要求 

1.选材要求：展演剧目以正式出版发行的中英绘本为创作蓝

本，内容要求健康向上，能引导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剧本可

根据剧情适当改编，鼓励融入新颖的戏剧元素，但改编不得偏离

原作品主题思想和改变原作品的主要角色设置。 

2.同等条件下鼓励原创。剧组原创剧目，必须在提交作品时

向组委会提供以图文结合的原创绘本作品和剧本。 

3.表演要求：绘本剧剧情完整，主题突出，需具有一定的观

赏性和艺术性，具备台词、音乐、服装、道具等舞台元素。时间

必须控制在 8-10分钟以内，超时作品视为无效。 

4.剧组要求：全体剧组演员不超过 20 个，演员年龄为 4-15

岁。老师、家长等可指导，但不可直接参与创作、表演。 

（二）展演作品提交要求 

1.所有报名的选送单位：由展演的剧组以舞台表演形式进行

表演、录制视频。按要求提交展演作品视频（备份 U 盘或 DVD光

盘）、剧本资料。 

2.视频要求：提交的绘本剧表演视频必须是完整的剧目表

演，画面清晰，图像稳定，音效清楚，具备台词、音乐、服装、

道具等舞台元素，每个剧目的表演时间必须在 8-10 分钟，文件



大小为 4G以下清晰视频。 

3.作品提交：请于 2019年 3 月 29 日前将展演作品发送至征

集指定邮箱 szfthbjds@126.com，以备评审。 

4.展演作品包括视频、剧组演职人员信息表、剧本电子版、

改编绘本图片或原创绘本作品，请各选送单位将展演剧组所有展

演作品文件以电子版压缩包格式发送。邮件标题为“选送单位+

剧组名+作品名+联系人”，邮件正文必须写清楚负责人姓名及联

系方式。 

5.所有报名展演剧目及主创、主要演员名单确定后，不得随

意更改。 

四、活动流程安排 

1.2 月-3 月：将举办 4期绘本剧相关讲座，让参与者更深刻

认识绘本和戏剧，对绘本剧的排演有更精准的理解。 

2.3 月-4 月：将举办工作坊 3期，邀请往届优秀剧组指导老

师现场分享排练经验与心得，邀请专业戏剧指导专家带来实操性

戏剧指导。 

3.4 月：评委组将对投稿作品进行选拔，确定进入展演的剧

组。结果将在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网站公布。 

4.5 月 12日：（1）上午举行绘本剧展演，组委会现场将对

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研议，公布展演结果。（2）下午举行绘本剧论

坛，邀请阅读推广界、儿童戏剧界、图书馆界、绘本创作界等专

家针对本届绘本剧展演的情况进行对话，探讨绘本剧的发展方

向。 



五、展演结果 

（一）对获得以下称号的剧目给予鼓励：“年度大剧”“绘演

剧”“绘创剧”“绘乐剧”“绘景剧”“绘编剧”。 

（二）对本次活动积极组织参与、落实到位、职责清楚、任

务明确的单位或个人颁发“绘演指导达人”“绘演组织之星”称

号。 

六、注意事项 

（一）所有参演剧组报到时须与主办方签订参演协议书。 

（二）选送单位应保证送选作品将不会涉及肖像权、名誉权、

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法律纠纷，否则其法律责任由选送单

位承担。 

（三）表演所需服装、道具及运送由参演剧组自行准备。 

（四）报名参演的剧组的所有文件资料统一提交发送至指定

邮箱：szfthbjds@126.com。 

（五）凡递交作品，即视为同意上述注意事项。 

（六）未尽事宜，按照活动相关规定执行。 

（七）本次展演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主承办方所有。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老师 0755-83055104 

电子邮箱：szfthbjds@126.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 70 号福

田区图书馆绘本工厂），邮编：518000 

八、报名表（见下页） 



 

 

选送单位名称  

所在省市  

详细地址  

剧组名称  剧组人数  

作品改编来源

（书目名称） 
 

选送作品名称  

剧目简介 

 

 

 

 

 

 

 

 

 



填报要求：  

1.作品资料一律要求以电子稿件形式提供。 

2.报名表提交：请以此为文件名称“选送单位+剧组名+作品

名+联系人姓名”，邮件正文必须写清楚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3.报名表请于 2019年 3月 29日前以*.doc附件形式提交给

主办方，发送至指定邮箱 szfthbjds@126.com，以备评审。 

4.联系人 

何老师 

联系电话：0755-83055104  

电子邮箱：szfthbjds@126.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 70 号福田区图书馆绘本工

厂，邮编：518000 

 

（100字以内） 

 

                       

                      （加盖公章处） 

                        年   月  日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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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姓名  性别  行政职务  

单位  联系电话  

 

 

 

 

食宿 

住宿时间：2019 年 5月  日至  日，共  晚。

大床房448-534元/间，预定 1 个房间(   )  预定 1 个

床位 (   ) 

（注：1.勾选视为委托主办方代为预定酒店房间，主

办方优先安排雅枫酒店448元/间，如遇满房则安排景

明达酒店534元/间； 

2.酒店大床房数量有限，按回执提交先后顺序预定， 

超出部分征得参会嘉宾同意后安排拼房，敬请谅解。） 

 

 

其 他 

1.就餐如有特殊要求，请备注  。 

2.酒店签到时间为 5 月 10 日下午 14 点至 18 点，如您需

在当 

日 14 点前或 18 点后签到入住酒店，请备注（或与会务

组联系）：  。 

注 ： 住 宿 回 执 请 于 2019 年4月4日 前 发 至 

515390397@qq.com；填写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会务

组：周老师 0755-83055085，1562529232 

mailto:744715919@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