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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生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体验雪菜馆

市科协携手科普基地排定 11 月科普
“大餐”
宁波市科普教育基地名称
宁波市镇海区图书馆

11 月份科普活动
11 月 21 日 14:00，神奇的微生物科普讲座。
11 月份，小小饲养员系列活动，小朋友跟海洋水生野生动物的一次亲密互动，
小小驯养师系列活动。
宁波海洋世界
11 月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月活动，由宁波市农业农村局主办，宁波海洋世界、宁波市海洋与水产学会承办，宁波市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协办的一次科普活动。
余姚农耕文化馆
11 月 20 日，垃圾分类宣传，
历山文化公园。
易中禾仙草园
11 月份，西洋参的采收与加工课程、
膏方制作工艺课程、
中医药文化研学。
余姚博物馆
11 月份，姚博学苑。
宁波市奉化爱歌顿农场
11 月份，学生研学农业科普。
宁波丽盛玫瑰庄园
11 月份，欢乐谷亲子体验，
玫瑰花种植，修剪，扦插，病虫害防治。
天宫庄园
11 月份，小小讲解员。只要对讲解有兴趣的孩子，
景区专门讲解员为孩子培训。
宁波市鄞州区雪菜博物馆
11 月 21 日、
22 日，体验非遗腌制技艺，
识雪菜，
品雪菜，
腌雪菜，
体验非遗腌制技艺，
传承农耕文化。
慈溪市图书馆
11 月 27 日，童乐故事会第 45 期。
宁波尚善口腔医疗科普教育基地
11 月中下旬，每周周末，
宁大附院学校科普宣教活动。
11 月 12 日，科普蝴蝶兰知识。
11 月 17 日，科普陶艺知识。
宁波市青少年绿色学校
11 月 23 日，科普安全知识讲座。
11 月 27 日，科普农场知识及动手种植蔬菜。
11 月 26 日，主题开放日——当天和长辈一同参观游览，
随行长辈（限 2 名）享门票 10 元/人惠游。
11 月-12 月 10 日，临特展：华夏第一国宝建筑——山西佛光寺东大殿。这是现存最为雄伟的唐代殿堂式建筑，被梁思成先生誉为“我国
第一国宝”。唐代的宫殿、佛寺，其成就达到了中国建筑史上的高峰，气魄之大，结构之精，前所未有。东大殿是全国仅存四座之一，可
宁波市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
谓凤毛麟角，
现展示于保国寺北宋大殿，
市民可同时领略唐宋建筑之魅力。
11 月，体验活动：
“寻访古建，拥抱金秋”中小学生秋游研学季，探访千年古建、古建知识问答、小小木匠、古建模型搭建、团队拓展活动、
传统拓印体验等，更有多门博物馆社会实践课程任你挑选，
快来开启你的
“保国寺古建之旅”
吧！
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1 月，翡色印象高丽青瓷博物馆图片展开幕。
11 月份，
“迎建小康社会，
抒情美好生活”
书画展临展。
11 月份，走进学校、
社区等地宣传海防知识与科普知识并进行《浙江海防文献集成》赠书活动，学校、
社区等地。
宁波市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
11 月份，在《时间轴》栏目、
《海防物语》、
《非遗留珍》连环画连载等，
做好海防知识与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
公众号。
11 月份，根据馆内的文物进行美工创意活动，继续推出海防创意小课堂，从而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宣传海防知识和科普知识。宁
波市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
北仑智能装备研发园科普馆
11 月，政府机关单位、
企事业单位参观考察，
智能语音、
智慧城市、
智慧园区、
智慧社区介绍，
莫干山路 36 号。
慈溪市庵东镇东二小学
11 月中旬，
“垃圾分类”
专题活动。1、
垃圾分类宣传教育；2、
自制环保袋，
各班教室。
象山影视城影视特效科技体验馆
11 月份，参观了解抗战时期的一些重要战役，
如淞沪战役、
平型关战役等，
参与战争场面电子竞技娱乐，
战争体验馆。
11 月份，每周周末，
斑尼课堂活动。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有限公司
11 月 22 日，鸳鸯节活动。
11 月 25 日，都市周报小记者研学实践活动。
宁波市奉化区滕头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11 月份，参观学习，
安全公共馆。
宁波市鄞州区千工甬式家具博物馆
11 月(逢周一闭馆)，
闻香识木标本展。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药标本馆
11 月 15 日，神奇的中草药。
11 月份，金秋菊花展，
宁波植物园兰园。
宁波植物园
11 月 14 日，菊展科普讲解，
宁波植物园兰园。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有限公司科普教育基地 11 月份，开展未成年人电力科普知识、
未成年人德育主题教育活动。
宁波市鄞州中学
11 月份，每周周三、
周五，
12 门选修课程，
科创中学。
宁波明州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11 月份（除节假日），
垃圾焚烧发电科普教育，
综合主厂房。
11 月份，馆藏科普图书、
报刊和电子资源，
供市民读者免费借阅。
11 月份，馆藏科普文献资源在微信开设
“悦看悦享”
专栏推荐。
11 月份，风雅·宋|雪汤生玑珠——宋代点茶文化主题展，
北仑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11 月 11 日-15 日，
第十五届
“文津图书奖”
获奖图书及推荐书目展。
宁波市北仑区图书馆
11 月 16 日-27 日，
主题图书展：
从漫画中解读历史。
11 月 20 日，九峰讲坛第 189 讲：
《
“美”
在起跑线上——少年儿童美育漫谈》，
北仑图书馆二楼音像室听室+线上直播。
11 月 28 日，
“苗苗悦读”
中文故事会第 65 期，
北仑区图书馆阅读指导中心。
宁波市（杭州湾）青少年学生实践基地
11 月份，高二学生研学劳动教育、
初三学生社会实践。
象山民俗文化村
11 月份，象山民俗展，
象山民俗文化村郑家大院。
宁波现代自然农业研究院
11 月 20 日-25 日，
体验挖红薯，
捡鸡蛋，
宁波天胜四不用农场。
奉化锦溪小学
11 月份，参观科普基地。
宁波海洋研究院实践创新基地
11 月份，预约参观，
宁波海洋研究院实践创新基地。
宁海县佳田绿色学校
11 月份，社会实践、
救护知识培训。
11 月份，县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县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包含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论文、小发明）、青少年科
象山县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技创新成果实践活动，
学校。
11 月 14 日 9:30—11:00，
1、
观看绘本《马可波罗游记》。2、
创意彩绘木制帆船，
中国港口博物馆 A 区四层社教活动区。
11 月 15 日 13:30—15:00，
1、
古代蛙人的故事。2、
漂流瓶的故事。3、
科学小实验，
中国港口博物馆 A 区四层社教活动区。
11 月 15 日 13:30—15:00，1、
了解盐场建立的艰苦过程。2、
了解盐的作用。3、
制作手工盐浴球，梅山盐场纪念馆（北仑区梅山大道 688 号
梅苑宾馆内）。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
11 月 22 日 9:30—11:00，1、介绍二十四节气之小雪。2、观看绘本《小雪逛弄堂》。3、制作不织布粘贴画，中国港口博物馆 A 区四层社教
活动区。
11 月 28 日 13:30—15:00，1、了解二十四节气——小雪。2、观看绘本《下雪了》。3、制作手工小雪人，梅山盐场纪念馆（北仑区梅山大道
688 号梅苑宾馆内）。
11 月份，每周三、周四下午，五年级和部分六年级学生分班级对农艺园中负责的植物进行打理，并收获部分植物果实，于学生厨房中进
北仑区小港实验学校
行烹饪，校农艺园。
北仑区气象台
11 月份，气象展板巡展，
各社区村。
11 月份，万家灯火~古代灯具特展。
每周周六上午，二胡、
琵琶初级培训班。
宁波市鄞州区甬宝斋锡镴器熨斗博物馆
每周周日上午，书法创作班、
古典吉他公益提高班。
每周周日晚上，越剧化妆班。
11 月 11 日-22 日，
绘素澡心——王小椿中国画作品展，地点：
天一阁·云在楼。
11 月 15 日上午 9：
30—11：
00，
展厅课堂：
“在中国画创作中的心得和体会”
主题教学沙龙活动，
地点：
天一阁·状元厅。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11 月 14 日下午 2:00，国学堂（总第七十八讲）主题：
向古人借智慧——漫谈传统生活美学 主讲人：
楼含松，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兼任浙江省文学学会会长。地点：
天一阁·状元厅。
11 月 21 日 9:00-11:00，
传家宝：
小雪未成寒——羊毛戳戳乐手工活动，
地点：
天一阁·南轩。
11 月，
《丝路走廊——甘肃省博物馆藏丝绸之路文物展》：展出 160 余件（套）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青铜、
玉器、
陶器、
金银器等文物，生动地
展现了自先秦以来丝绸之路的缘起与发展，
呈现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灿烂火花。
11 月，
《良工守物——宁波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技艺展示（暨姚爱娟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及成果展）》：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套成系统、
有步骤的研究与实操过程，
需遵循“原真性”
“兼容性”
“最小干预”
“可逆性”和“可辨识”等基本原则，明确文物保护与修复理念，把握保
宁波博物馆
护修复的基本尺度，为后人留有再干预的余地。此次展览以文物的材质划分单元，介绍（纸本）书画、
竹木漆器、
陶瓷器和金属器的一般
性文物保护修复知识。
11 月份，每周六 13:30，青少年探索体验活动，内容：本月结合“丝路特展”，面向青少年开展“穿越时空贸易旅行”丝绸之路主题的系列课
程。地点：
宁波博物馆二楼儿童体验区。
11
月
28
日-29
日，感恩主题变装派对：慈溪科技馆以“感恩资源，拥抱地球”为主题，邀请全市儿童参与环保时装的设计与分享。形式以
慈溪市科技馆
活动派对为主，分为制作活动和 T 台走秀两部分。
11 月 14 日，
“向日葵”
成长讲堂：学中医养生，
识中医药材，
拼中药图画。
宁波帮博物馆
11 月 22 日，
“指南针”
青少年探索体验活动——小雪节气活动。
11 月 28 日，
“指南针”
青少年探索体验活动——时钟 DIY 。
宁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11 月份，科技、
机器人、
小小工程师、
编程与创客。
王元卓 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