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开放时间：
周⼀⾄周四上午9:30⾄下午8:45
周五和周六上午9:30⾄下午5:15

周⽇下午1:00⾄下午4:45
 

图书馆关闭⽇期： 
4⽉7⽇耶稣受难⽇和4⽉9⽇复活节
5⽉28⽇和29⽇阵亡将⼠纪念⽇。

 
联系⽅式:

地址：200 Glen Ave, Millburn, NJ 07041
电话：973-376-1006
短信：973-988-4228

电⼦邮件：millcirc@bccls.org
请关注我们 @millburnlibrary

Instagram直播
关注我们@millburnlibrary

 
⼩吃和预览

3⽉2⽇，4⽉6⽇和5⽉4⽇，下午3:30-4pm， 
现场和线上，⻘少年空间

拿点⼩吃，让詹尼斯为你朗读！你将在⻘少年空间和Instagram直播中收
到⼀到两章全新的⻘少年（YA）或中级读者（MG）书籍样本！

⼤学⼊学准备

该活动专⻔针对10-12年级的⻘少年及其⽗⺟。
请在millburnlibrary.org/calendar上注册。 

模拟SAT和ACT考试
周六上午10点
在线：3⽉18⽇（AP科⽬测试）
适合从初升⾼中到⾼中毕业⽣，可以充分利⽤这些免费的模拟测试，以便在参

加真正的考试时做好准备。由C2教育⽶尔本提供的测试。请通过⽇历描述中
提供的⻔⼾链接进⾏注册。

⼤学参观

3⽉7⽇，星期四，晚上7-8点，线上
可以获得“漫步”校园的机会，了解校园参观期间会发⽣什么，如何最⼤限度地
利⽤，甚⾄如何享受。由Collegewise介绍。

⾼三学年：申请⼤学需要了解的事项

3⽉21⽇，星期⼆，晚上8-9点，线上
⾼三的同学们，这些是你们⻢上要⾯对的：什么时候是开始着⼿申请组成部分

的正确时间？由Collegewise介绍。

⾼⼀和⾼⼆的⼤学⼊学规划

5⽉9⽇，星期⼆，晚上8-8:45，线上
对于⾼⼀⾼⼆的同学,论⽂和申请似乎还很遥远，对吧？但是，⼤学规划的其
他⽅⾯也很重要。欢迎来参加这个有价值的信息会话！由Collegewise介绍。

⻘少年图书馆志愿者

7-12年级
 
⻘少年阅读和评论

阅读是你所热爱的，可以获得服务⼩时！前往millburnlibrary.org/teens查
看⽰例并访问Google表格。
 
概述：

1）每⽉最多提交2篇评论。
2）书籍必须在学⽣的阅读⽔平上，最好来⾃图书馆的中级或⻘少年收
藏。

3）每100⻚= 1⼩时志愿服务+ 1⼩时书评

有任何问题吗？电邮Janis：janis@millburnlibrary.org

现场志愿服务

可通过millburnlibrary.org/teen-volunteers在线获取申请材料。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额满为⽌！

何时申请：

夏季：2023年4⽉17⽇⾄5⽉26⽇
秋季：2023年6⽉19⽇⾄7⽉28⽇
春季：2022年12⽉19⽇⾄2023年1⽉27

图书馆谋杀案

5 ⽉ 12 ⽇星期五，下午 6-8 点，礼堂
邀请您参加下班后图书馆谋杀之夜！每个⼈都会获得⼀个⻆⾊，参 
与解谜。您的⻆⾊会是凶⼿……还是他们的下⼀个受害者？！

与珍妮丝⼀起的美⻝冒险

星期五，下午3:30-4:30，B室
12岁及以上
和我⼀起 -珍妮丝- 创造美味的东西（是的，你在帮忙！）。需
要注册。

3⽉23⽇：炸⻛⼲素薯条
4⽉13⽇：炸甜甜圈（A室）
5⽉25⽇：炸⽐萨⻉果

⻘少年休闲时间 (现场)
12岁及以上

 
与治疗狗⼀起玩耍休息

3⽉3⽇和5⽉12⽇，星期五，下午3:30-4:30，⻘少年空间
⾦⽑猎⽝Maizie⼜回来了！她将在这⾥帮助您减轻压⼒。 

 
⻘少年游戏者之夜

3⽉14⽇，4⽉和5⽉16⽇，星期⼆，下午3:30-4:45，A室
我们⼀起玩Switch，争取荣誉和吹嘘权！

 
茶吧

4⽉21⽇，星期五，下午3:30-4:30，⻘少年空间
欢迎随时来，拿⼀杯，加⼊您⾃选的“添加物”并享受它

 

凯瑟琳⼤帝与亚历⼭⼤·克莱⻔特
时间：3 ⽉ 23 ⽇星期四，晚上 7-8 点，混合礼堂

凯瑟琳⼤帝来到俄罗斯时只说她的⺟语德语，但她将俄罗斯变 
成⼀个更强⼤、更开明的世界强国。本讲座将在欧洲启蒙运动 

和⼗⼋世纪欧洲典型政治的背景下解释凯瑟琳。

安全和隐私课程

时间：4 ⽉ 18 ⽇，星期⼆，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室

课程讲讲解如何安全地使⽤ Internet 并保护您的信息的私密性。 
我们将讨论密码安全，以及垃圾邮件，cookie 以及⽹站如何跟踪 
您。

⻘少年⼿⼯艺 
下午3:30-4:30，B室 

12岁及以上
欢迎参加休闲⼿⼯艺活动！名额和材料有限，

所以强烈建议提前报名。

3⽉16⽇：编织迷你⻛筝
4⽉11⽇：甜甜圈肥皂（A室）

5⽉11⽇：⽺⽑⼝袋⼩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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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董事会

Ruthie Binder, 主席
Sara Sherman,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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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Ipp, 秘书（学校代表）
Michael Cohen, 董事（Twp委员会代表）
Lisa Chenofsky Singer, 董事
Dorothy Kelly, 董事

即将召开的会议⽇期： 
3⽉20⽇@7:30pm，4⽉17⽇@7:30pm，5⽉15⽇@7:30pm

⻘少年活动项⽬

2023年春季
新闻

技术帮助

三⽉六⽇⾄五⽉⼆⼗九⽇下午三点⾄五点，将在 Williamsburg 
Room解答您对计算机使⽤的疑问并提供技术帮助，⽆论是使⽤智 
能⼿机在图书馆应⽤程序上阅读电⼦书、使⽤电⼦邮件还是习惯

使⽤新笔记本电脑，我们都可以提供帮助。欢迎预约或联系 Matt 
预约：matt@millburnlibrary.org 或联系 973.376.1006 x114.

200 Glen Ave, Millburn, NJ 07041                                         973-376-1006                                                                millburnlibrary.org

成⼈项⽬ 三⽉，四⽉，五⽉

技术帮助和指导

 欲了解更多信息并注册，请访问 millburnlibrary.org/events。对于在线和线上线下混
合活动项⽬，注册者将通过电⼦邮件收到Zoom链接。

CRM 和营销活动
三⽉⼗七号，线上下午三点⾄四点半

您希望为您的组织或公司开展电⼦邮件营销并建⽴订阅者群吗？ 
参与此活动，我们将教会您如何使⽤免费版 MailChimp来快速学 
习如何使⽤介绍客⼾关系管理软件及其他软件，如了解如何收集 
订阅者，创建电⼦邮件活动以及分析您的影响等。

如需更多信息和注册，请访问 millburnlibrary.org/events。对于在线和混合程序，注册
⼈将通过电⼦邮件收到⼀个 Zoom 链接。

⾕歌应⽤系列

探索 Google 的⼀些⽐较有⽤的应⽤程序
GMAIL（Google邮箱）
3 ⽉ 3 ⽇，星期五，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室
⾕歌云盘

3 ⽉ 10 ⽇，星期五，下午 3-4 点，Hybrid，B 会议室
⾕歌表格使⽤的基础知识

3 ⽉ 21 ⽇，星期⼆，下午 3-4:30，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
室

⾕歌表格表格的进阶使⽤

3 ⽉ 28 ⽇，星期⼆，下午 3-4:30，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
室

⾕歌⽹站：⽆代码⽹站设计

5 ⽉ 26 ⽇，星期五，下午 2-4 点，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室

这些项⽬仅对14岁以上⼈群开放

回去⼯作了吗，妈妈？与 SARA MADERA
时间：3 ⽉ 30 ⽇星期四，晚上 7-8 点，线上
我们的研讨会将有助于缓解从⺟亲到⼯作妈妈的过渡。我们将 
确定您的战略、情感以及后勤需求，并分享实施技巧和⼯具。 
这种虚拟对话是亲⾝实践的，为您提供切实的收获，以在您的 
⼯作和家庭⽣活中取得成功。

妇⼥历史⽉

计算机基础课程

时间为4 ⽉ 4 ⽇，星期⼆，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室。

在本课程中，我们将介绍什么是应⽤程序、如何组织和使⽤⽂件

管理系统，以及其他可以充分利⽤您的计算机体验的基础知识。

在课程的最后部分将进⾏问答和提问问题，您可以提出的任何有

关计算机使⽤的问题！

 
互联⽹使⽤基础课程

4 ⽉ 11 ⽇，星期⼆，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室
了解使⽤ Internet 的基础知识——我们将介绍如何使⽤⽹络浏览
器进⾏搜索、访问⽹站、使⽤⼯具栏按钮（如书签和标签）、导

航链接等。也有充⾜的时间进⾏问答。

 

通过早期贸易和⼿⼯艺博物馆纪念⼥⼠们

时间：3 ⽉ 9 ⽇星期四，晚上 7-8 点，礼堂
这个节⽬将涉及美国所有的第⼀夫⼈，从玛莎华盛顿到吉尔拜 

登。

职业发展

⼿⼯艺与烹饪

享受 MASALA DOSAS 烹饪之旅 探索印度美⻝
时间：5 ⽉ 20 ⽇星期六，下午 2-3 点，B 会议室

享受南印度⻛格的脆⽪薄饼，搭配美味的扁⾖汤和椰⼦酸辣酱。 
了解北印度和南印度美⻝之间的区别。了解亚洲⻝物⾦字塔和印 
度烹饪中使⽤的⾹料。让我们⼀起做这道健康、令⼈垂涎欲滴、 

开胃的简单素⻝。

⼀次缝⼀针

时间：每⽉⼀个星期⼆，3 ⽉ 21 ⽇、4 ⽉ 18 ⽇、5 ⽉ 16 ⽇，上午 
11 点⾄下午 12 点，B 室
来加⼊我们吧！我们的团队由⼯匠和⼯匠组成，他们使⽤缝线制作⼿ 
⼯制品和针线⽤品。让我们来制作⼀个⼩项⽬吧。

让我们开始吧！⻝谱俱乐部

时间：本⽉的第⼆个星期三，3 ⽉ 8 ⽇、4 ⽉ 12 ⽇、5 ⽉ 17 ⽇，
的中午 12 点⾄下午 1 点，B 室
您喜欢烹饪并与他⼈分享您对美⻝的热爱吗？加⼊我们新的⻝谱俱

乐部吧！每个⽉我们都会选择⼀个新主题，您可以选择制做各种各

的菜品。三⽉：开胃菜四⽉：素⻝五⽉：⺟亲节茶话会

⽹站开发系列

5 ⽉ 5 ⽇、12 ⽇和 19 ⽇星期五，下午 3 点⾄ 5 点，Hybrid，Williamsburg 
厅

在这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系列中，我们将学习⽤于构建⽹站的三种编码语⾔的

基础知识。 HTML ⽤于编写⽹⻚的结构和内容。 CSS ⽤于将形状和样式应 
⽤于⻚⾯上的元素，包括颜⾊、⼤⼩、布局、移动响应、悬停效果等。最

后，JavaScript 允许您使⽤静态⽹⻚并赋予它⾏为和交互性，包括按钮和表 
单。

居家借阅

您由于健康原因⽆法前往图书馆吗？您可以注册让图

书馆为您挑选并邮寄书籍、电影等物品直接送到您家

⻔⼝。请访问millburnlibrary.org/home-borrowing 以
获取更多信息。.

⼯作和简历资源

时间：4 ⽉ 28 ⽇，星期五，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室

在本次研讨会中，我们将展⽰ Millburn 图书馆提供的所有就业资 
源，以及互联⽹上的⼀些热⻔资源，从哪⾥获取有关信息，在哪 

⾥找到⼯作、简历模板等。

 
 

安吉拉·兰斯伯⾥与约翰·肯⾥克
时间：3 ⽉ 16 ⽇星期四，晚上 7-8 点，混合礼堂
这位多才多艺的好莱坞⼥演员成为⾳乐舞台上最受喜爱的明星

之⼀，然后作为电视巨星管理。

下班后活动

图书馆为持卡⼈提供许多免费的资源和服务

平板电脑和热点分享器

您想要使⽤我们的数字资源，包括电影和电⼦书吗？您可以借⼀部

平板电脑两周，在家使⽤！还可以带上热点分享器的⽆线⽹络。仅

限于Millburn持卡⼈。

世界语⾔馆藏

图书馆的馆藏中有成⼈和⼉童的西班⽛语、中⽂和俄语物品。乌克

兰语、印地语和古吉拉特语的收藏即将推出。

其它物件图书馆

游戏、拼图、徒步旅⾏套装和尤克⾥⾥等物品都可以使⽤您的图书

馆卡借阅，借期两周！

流媒体⾳乐、电视、电影等

除了电⼦书和有声书外，我们的数字应⽤程序还为您提供了数千个

学习和娱乐选项。欢迎访问millburnlibrary.org/digital-resources 
开始使⽤。

所有中⽂翻译由热⼼的密

尔本短丘华⼈协会和密尔

本华夏中⽂学校义⼯完成



英语对话

 
练习听⼒，⼝语，词汇，发⾳和语法。我们准备了有趣的话题供学⽣讨论。

课程为期10周，请保持全勤。 
2023年4⽉11⽇ - 6⽉14⽇

初级班:   每周⼆，早上10点半到中午12点
中级班:   每周三，早上10点半到中午12点
中⾼级班:  每周三，下午12点半到2点

具体的注册和分班信息请联系项⽬协调员塔拉。可以发电⼦邮件⾄

tara.murphy@millburn.bccls.org, 或者致电973-376-1006转113分机。
 

阅读和聊天

3⽉9⽇，3⽉23⽇，4⽉20⽇，5⽉4⽇，5⽉18⽇ (周四) 晚上7点到8点15分，
威廉斯堡会议室

在这⼀系列的课程中，我们将阅读英语短篇并加以讨论。我们会从健康养⽣

杂志开始。学员们可以在之后的课程中挑选主题。这个课程针对中⾼级⽔平

的学员。

星期五会友

3⽉17⽇，4⽉21⽇，5⽉12⽇ (周五) 下午2点半到4点，会议室B
在有趣的活动中练习你的英语，还能交到新朋友! 活动适合所有⽔平的学
员。 3⽉17⽇: ⺠间故事，4⽉21⽇: 短电影，5⽉12⽇：在南⼭保护区漫步闲
聊

⼤帝们⽣活的时代 (主讲⼈: 亚历⼭⼤·克莱⻔特)
在地球上⻅证历史的⼈有数⼗亿之多，但只有⼗⼏个被历史记载为”⼤帝“。
这个系列的讲座借助他们⽣活的⼴阔时代背景，试图让听众理解这些声名显

赫的⼈们。 
亚历⼭⼤⼤帝

4⽉13⽇ (周四) 晚上7-8点，线上线下结合，图书馆礼堂
阿尔弗雷德⼤帝

5⽉11⽇ (周四) 晚上7-8点，线上线下结合，图书馆礼堂

樱花绽放季的故事时间

4 ⽉ 14 ⽇，星期五，下午 4:00-4:45，⼉童区
适合 4-8 岁的⼩朋友
我们将⽤故事和⼿⼯活动来庆祝樱花盛开，同时学习⼀点⽇

语！适合学龄前到⼩学低年级的⼩朋友。需要注册。

静⼼瑜伽故事时间

4 ⽉ 20 ⽇，星期四，上午 11-11:30，图书馆礼堂
适合 2-5 岁幼⼉
加⼊帕美拉·尼克松⼀起享受有趣的瑜伽故事！ 当我们像蛇⼀样
滑⾏、像⻘蛙⼀样跳跃、像狗⼀样狂吠时，我们读过的书就会变

得⾮常栩栩如⽣。 在聆听歌曲和故事时，我们可以弯曲、伸展、
呼吸和移动，享受学习瑜伽的乐趣。 需要注册。

本地诗歌鉴赏

4⽉1⽇ (周六) 下午3-4点，图书馆礼堂
和我们⼀起庆祝四⽉国家诗歌⽉的第⼀天。我们将阅读三位埃塞

克斯郡的著名诗⼈的作品。他们分别是特丽莎·博纳，⾥根·凯利
和瑞秋尔·帕克。现场可购买诗⼈们的作品集。

.

短篇⼩说书友会

3⽉16⽇，4⽉20⽇，5⽉11⽇ (周四) 下午2-3点，线上线下
结合，威廉斯堡会议室

每次会议讨论⼀篇短篇⼩说。请写电⼦邮件到

liz@millburnlibrary.org或者去图书馆前台询问具体的书名

书友闲聊 
3⽉13, 27⽇，4⽉10, 24⽇，5⽉8, 22⽇ (周⼀) 早上11点到下午12点，线上活动
和我们⼀起在线上轮流讨论书籍吧。请事先想好你打算讨论哪本你正在阅读的

书，你喜欢或不喜欢它的理由。有问题请联系jon@millburnlibrary.org
 

在⼉童区

三⽉：盒⼦⾥的问题：您想去哪⾥旅⾏？

四⽉：⼝袋⾥的⼀⾸诗。 四⽉是诗歌⽉！
五⽉：⽀离破碎的书：猜对书即有机会赢取奖品！

图书展⽰：

三⽉：妇⼥历史⽉

四⽉：诗歌与科学

五⽉：亚裔美国⼈和太平洋岛⺠传统⽉

以下活动由图书馆伙伴赞助

欲知详情，请访问millburnlibrary.org/calendar

炉边书友会

晚上7点到8点半，线上活动

3⽉6⽇ 周⼀
Punch Me Up to the Gods by Brian
Boome. 主持⼈： 纳德哥·尼可罗
4⽉10⽇ 周⼀
Lessons in Chemistry by Bonnie Garmus.
主持⼈：玛瑞琳·帕柯⽐
5⽉1⽇ 周⼀
Horse by Geraldine Brooks 主持⼈：萨
拉·舍尔曼

故事时间

名额有限，需要注册。

0-24个⽉婴幼⼉组
5⽉8⽇-22⽇期间的每个星期⼀，上午11:00-11:30，⼉童区
图书馆⼉童服务组为最年轻的⼩听众们准备了图书和歌曲。

2-3岁幼⼉组
5⽉11⽇-6⽉1⽇期间的每个星期四，上午11:00-11:30，⼉童区
我们的⼉童服务组为⼩朋友们准备了故事，互动游戏和合唱歌

曲。

4-6岁学龄前⼉童组
5⽉9⽇-30⽇期间的每个星期⼆，下午 1:30-2:15, ⼉童区
我们的⼉童服务组为⼤家准备了故事，⼿⼯和有趣的活动。

 如需更多信息并注册，请登录millburnlibrary.org/events。注册线上和线上/线下结合
的活动，注册者将会收到包含Zoom链接的电⼦邮件。

⼿⼯下午时光（CRAFTERNOON）
星期三（3⽉22⽇，4⽉19⽇和5⽉24⽇）下午4-5点，⼉童区
适合4-12岁的⼩朋友
⼿⼯（crafts）+下午（afternoon）等于什么？当然是⼿⼯下午时
光（crafternoon）！欢迎前来制作好玩的应季⼿⼯。
⽆需注册。

与《好奇的佐伊》作者娜迪亚·汗⻅⾯会: 
星期五，3⽉17⽇，下午4-5点，图书馆礼堂
适合4-9岁的⼩朋友
本地作家娜迪亚·汗现场朗读她⾃⼰这本"荣获妈妈的选择”⼤奖的
童书，随后是有趣的活动。

需要注册。.
宝可梦俱乐部（POKÉMON CLUB）
星期三，3⽉29⽇，下午 4-5点，图书馆礼堂
适合4-12岁的⼩朋友
请参与到所有与宝可梦有关的游戏和话题中吧！如果⼤家愿意的

话，可以互相交换卡⽚；我们也会提供与宝可梦有关的⼿⼯制

作！

需要注册。

学英语

宾果游戏

3⽉10⽇，5⽉19⽇ (周五), 下午4-5点，线下活动，会议室A
和我们⼀起来玩经典的宾果游戏，赢者有奖！

有兴趣成为我们的会员吗？访问图书馆⽹站 millburnlibrary.org, 电⼦邮件friends@millburnlibrary.org, 或者在图书馆领取申请表。

200 Glen Ave, Millburn, NJ 07041                                         973-376-1006                                                                millburnlibrary.org200 Glen Ave, Millburn, NJ 07041                                       973-376-1006                                                                millburnlibrary.org

课后乐⾼挑战

星期⼀（4⽉3⽇和5⽉22⽇），下午 3:30-5:15，图书馆礼堂
适合4-12岁的⼩朋友
召集所有乐⾼爱好者们，请来图书馆搭建乐⾼吧！我们每次会

提供⼀个挑战主题，看看⼤家利⽤图书馆的乐⾼积⽊能够呈现

出什么创意作品。课后，图书馆会展⽰⼤家所有的作品。

需要注册。

幼⼉游戏

星期三（3⽉8⽇，4⽉12⽇和5⽉10⽇），上午10:30-中午12点
⼉童区

适合2-5岁幼⼉
欢迎适龄⼉童及其看护⼈参加。 本活动旨在运⽤玩具⿎励低幼年
龄⼉童在游戏中体验科学 (STEM) 概念和发展技能。
⽆需注册.
3⽉：⼩建筑⼯
使⽤乐⾼多普勒（Duplos）积⽊，卡⻋，⽕⻋和轨道等进⾏搭建!
4⽉：过家家
通过⽊偶，化装服，玩偶以及⽇常⽣活⽤品探索幼⼉戏剧游戏。

5⽉：感官游戏
运⽤刺激感知的玩具让幼⼉发展新技能。

访问millburnlibrary.org/event报名注册

⽼少皆宜的项⽬

⾹料包

给你的⽣活加⼀点点⾹料！图书馆前台可领取⼀个预先称好的

（混合）⾹料包。限量供应，先到先得，仅限图书卡持有者。

三⽉：孜然，四⽉：茴⾹，五⽉：咖喱

书友会

讲座

年度⼆⼿书特卖

图书馆礼堂

 
预览：5⽉4⽇ 周四 晚上6点到8

点45分
销售：5⽉6⽇及7⽇

 
图书捐赠受理：4⽉10⽇⾄23⽇

电影放映

星期四剧场

3⽉2⽇⾄30⽇，每周四，下午2点，图书馆礼堂
来图书馆和我们⼀起看⼀场电影吧。记得带上⾃⼰的零⻝哦。

写作沙⻰

3⽉1⽇，4⽉5⽇，5⽉3⽇ (周三) 晚上7-8点，线上活动
⽆论你的写作经验丰富还只是跃跃欲试，写作⽣涯本⾝往往是孤独的。我

们的⽉度活动将为写作爱好者们提供⼀个交流挑战，寻求建议，倾吐郁

闷，和提供⽀持的论坛。请事先想好你打算讨论的写作项⽬，并倾听他⼈

的经验，给出⾃⼰的建议。活动对所有⽔平的写作爱好者开放。主持⼈是

图书管理员和作家约翰·⽶恰德。.

⻢奈还是莫奈? (主讲⼈: 珍妮特·曼德尔)
5⽉18⽇ (周⼆) 和 5⽉23⽇ (周四) 晚上 7点-8点半, 图书馆礼堂

⼀字之差相去甚远! 爱德华·⻢奈和克劳德·莫奈同是19世纪的艺术
先锋和巨匠。他们在艺术上极⼤地影响了对⽅。但是，他们在个

⼈⽣活，艺术技巧甚⾄是哲学理念的许多⽅⾯都有着本质的不

同。

 

涂涂画画

星期五 （3⽉ 10 ⽇，24⽇，4⽉ 21⽇,，5⽉ 5⽇， 19⽇），上
午10-12点，⼉童区 
适合2-8岁的⼩朋友
今年春季每隔⼀周的周五会提供蜡笔和涂⾊纸。⽆需注册。

治愈系⼿⼯

3⽉24⽇，5⽉26⽇ (周五), 下午4-5点，图书馆礼堂
⽼少皆宜！和我们⼀起做些减压，简单⼜可爱的⼿⼯吧！ 

三⽉：拼拼⾖⾖， 五⽉：⼿⼯绒球

书法课

3⽉4⽇ (周六) 下午2点到3点半，图书馆礼堂
 

春季博物馆之夜

3⽉28⽇(周⼆) 晚上7到8点，图书馆礼堂

乌克兰艺术家：现代主义先锋 (主讲⼈：塞尔维娅·劳迪-⽶欧)
4⽉27⽇ (周四) 晚上7点-8点半，线上活动
许多西⽅现代艺术先锋来⾃乌克兰。他们之前被误认为是俄罗斯

⼈，因为乌克兰曾是俄罗斯帝国的⼀部分。他们由于政治原因离开

乌克兰，来到位于巴黎和纽约的世界艺术中⼼。他们在那⾥创造了

新的艺术语⾔，并打破了固有的媒介之间的界限。

写作⻆

图书和视频俱乐部（B/V CLUB）
4⽉12⽇，星期三，下午4-5点，图书馆礼堂
适合7-10岁的⼩朋友
请加⼊到图书和视频俱乐部来吧！我们会⼀边看有关录像，讨论

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边吃点⼩零⻝！注意：
注册后要提前到图书馆取回该书。

需要注册。 

为治疗⽝读书

4 ⽉ 27 ⽇和 5 ⽉ 25 ⽇（星期四），下午 4-5 点，⼉童区
适合5-12岁的⼩朋友
对孩⼦们来说，为治疗⽝读书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练习他们

的阅读技巧，并在安全和没有主观评判的环境中获得信⼼。这次

作客的治疗狗经过了专业机构 “明美治疗⽝”的认证，它既平静⼜
快乐。诚邀⼤家为它读书！ 需要注册。

本地作家座谈：罗赫特·帕罗萨德
3⽉11⽇ (周六）下午3-4点，图书馆礼堂
欢迎加⼊我们的本地作家座谈。本次主讲⼈是《朝圣者: 回到地狱》的作者罗赫
特·帕罗萨德。帕罗萨德被德⾥有线传媒选为2022年度最有影响的50位作家之
⼀。本次讲座包含阅读书中的⽚段，答读者问，以及签名售书。

新泽西建造⽇

3⽉25⽇ (周六) 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图书馆礼堂
新泽西建造⽇是全州庆祝科学技术和建造⽂化的节⽇。到

我们的临时建造空间⼀起来创造，建造和构造有趣的东

西！

健康⼼灵之⼤⾃然计划

4 ⽉ 21 ⽇，星期五，下午 4-5 点，图书馆礼堂
适合 4-8 岁的⼩朋友
“春意在和⻛中荡漾！” 请加⼊安德⾥亚·拉瑞吉纳的⾃然实践项
⽬，孩⼦们可以利⽤⾃⼰的感官和周边⾃然环境去探索、创造和

调查。 本活动从⼾外开始。需要注册。

碧哈娜·⾟的印度⼿绘艺术
5 ⽉ 18 ⽇，星期四，下午 4:30-6:30，会议室B 
适合10岁以下⼩朋友
请预先注册，让印度⼿绘艺术家碧哈娜·⾟为⼤家⼿绘吧！ 印度⼿
绘的主要原料海纳是⼀种植物性天然染料，由⼲燥的树叶制成。

将叶⼦磨成粉末，然后与⼀定⽐例的桉树油和⽔混合制成糊状物，

在球果的帮助下将其涂抹，形成美丽的图案。 需要注册。 

与⼉童作家阿拉姆·⾦⻅⾯会
5 ⽉ 20 ⽇，星期六，下午 3-4 点，图书馆礼堂
适合6-9岁的⼩朋友
⼉童作家阿拉姆·⾦将出席这个⿎励孩⼦们写作和绘画的⻅⾯
会。⼤家可以了解⾦⼥⼠如何制作她的书：从⼀张⽩纸到波浪

线，直⾄最终作品。 ⾦⼥⼠将世界地理、⽂化多样性和“做⾃
⼰”融⼊到演讲中，并解决了灵感和作家的瓶颈等问题。⾦⼥会
阅读她的绘本并在⼀项互动活动后结束会⾯。需要注册。  

在每天下午 2 点⾄晚上 11 点，为 K-college 年级的学
⽣提供⼀些科⽬的实时辅导。 ⼤家还可以将论⽂提交

到写作实验室以获得反馈，进⾏

AP、PSAT、SAT 和 ACT 测试、学习抽认卡等练习。 请
访问 millburnlibrary.org/digital-resources 开始吧。

 

服务⼉童和家庭的项⽬



英语对话

 
练习听⼒，⼝语，词汇，发⾳和语法。我们准备了有趣的话题供学⽣讨论。

课程为期10周，请保持全勤。 
2023年4⽉11⽇ - 6⽉14⽇

初级班:   每周⼆，早上10点半到中午12点
中级班:   每周三，早上10点半到中午12点
中⾼级班:  每周三，下午12点半到2点

具体的注册和分班信息请联系项⽬协调员塔拉。可以发电⼦邮件⾄

tara.murphy@millburn.bccls.org, 或者致电973-376-1006转113分机。
 

阅读和聊天

3⽉9⽇，3⽉23⽇，4⽉20⽇，5⽉4⽇，5⽉18⽇ (周四) 晚上7点到8点15分，
威廉斯堡会议室

在这⼀系列的课程中，我们将阅读英语短篇并加以讨论。我们会从健康养⽣

杂志开始。学员们可以在之后的课程中挑选主题。这个课程针对中⾼级⽔平

的学员。

星期五会友

3⽉17⽇，4⽉21⽇，5⽉12⽇ (周五) 下午2点半到4点，会议室B
在有趣的活动中练习你的英语，还能交到新朋友! 活动适合所有⽔平的学
员。 3⽉17⽇: ⺠间故事，4⽉21⽇: 短电影，5⽉12⽇：在南⼭保护区漫步闲
聊

⼤帝们⽣活的时代 (主讲⼈: 亚历⼭⼤·克莱⻔特)
在地球上⻅证历史的⼈有数⼗亿之多，但只有⼗⼏个被历史记载为”⼤帝“。
这个系列的讲座借助他们⽣活的⼴阔时代背景，试图让听众理解这些声名显

赫的⼈们。 
亚历⼭⼤⼤帝

4⽉13⽇ (周四) 晚上7-8点，线上线下结合，图书馆礼堂
阿尔弗雷德⼤帝

5⽉11⽇ (周四) 晚上7-8点，线上线下结合，图书馆礼堂

樱花绽放季的故事时间

4 ⽉ 14 ⽇，星期五，下午 4:00-4:45，⼉童区
适合 4-8 岁的⼩朋友
我们将⽤故事和⼿⼯活动来庆祝樱花盛开，同时学习⼀点⽇

语！适合学龄前到⼩学低年级的⼩朋友。需要注册。

静⼼瑜伽故事时间

4 ⽉ 20 ⽇，星期四，上午 11-11:30，图书馆礼堂
适合 2-5 岁幼⼉
加⼊帕美拉·尼克松⼀起享受有趣的瑜伽故事！ 当我们像蛇⼀样
滑⾏、像⻘蛙⼀样跳跃、像狗⼀样狂吠时，我们读过的书就会变

得⾮常栩栩如⽣。 在聆听歌曲和故事时，我们可以弯曲、伸展、
呼吸和移动，享受学习瑜伽的乐趣。 需要注册。

本地诗歌鉴赏

4⽉1⽇ (周六) 下午3-4点，图书馆礼堂
和我们⼀起庆祝四⽉国家诗歌⽉的第⼀天。我们将阅读三位埃塞

克斯郡的著名诗⼈的作品。他们分别是特丽莎·博纳，⾥根·凯利
和瑞秋尔·帕克。现场可购买诗⼈们的作品集。

.

短篇⼩说书友会

3⽉16⽇，4⽉20⽇，5⽉11⽇ (周四) 下午2-3点，线上线下
结合，威廉斯堡会议室

每次会议讨论⼀篇短篇⼩说。请写电⼦邮件到

liz@millburnlibrary.org或者去图书馆前台询问具体的书名

书友闲聊 
3⽉13, 27⽇，4⽉10, 24⽇，5⽉8, 22⽇ (周⼀) 早上11点到下午12点，线上活动
和我们⼀起在线上轮流讨论书籍吧。请事先想好你打算讨论哪本你正在阅读的

书，你喜欢或不喜欢它的理由。有问题请联系jon@millburnlibrary.org
 

在⼉童区

三⽉：盒⼦⾥的问题：您想去哪⾥旅⾏？

四⽉：⼝袋⾥的⼀⾸诗。 四⽉是诗歌⽉！
五⽉：⽀离破碎的书：猜对书即有机会赢取奖品！

图书展⽰：

三⽉：妇⼥历史⽉

四⽉：诗歌与科学

五⽉：亚裔美国⼈和太平洋岛⺠传统⽉

以下活动由图书馆伙伴赞助

欲知详情，请访问millburnlibrary.org/calendar

炉边书友会

晚上7点到8点半，线上活动

3⽉6⽇ 周⼀
Punch Me Up to the Gods by Brian
Boome. 主持⼈： 纳德哥·尼可罗
4⽉10⽇ 周⼀
Lessons in Chemistry by Bonnie Garmus.
主持⼈：玛瑞琳·帕柯⽐
5⽉1⽇ 周⼀
Horse by Geraldine Brooks 主持⼈：萨
拉·舍尔曼

故事时间

名额有限，需要注册。

0-24个⽉婴幼⼉组
5⽉8⽇-22⽇期间的每个星期⼀，上午11:00-11:30，⼉童区
图书馆⼉童服务组为最年轻的⼩听众们准备了图书和歌曲。

2-3岁幼⼉组
5⽉11⽇-6⽉1⽇期间的每个星期四，上午11:00-11:30，⼉童区
我们的⼉童服务组为⼩朋友们准备了故事，互动游戏和合唱歌

曲。

4-6岁学龄前⼉童组
5⽉9⽇-30⽇期间的每个星期⼆，下午 1:30-2:15, ⼉童区
我们的⼉童服务组为⼤家准备了故事，⼿⼯和有趣的活动。

 如需更多信息并注册，请登录millburnlibrary.org/events。注册线上和线上/线下结合
的活动，注册者将会收到包含Zoom链接的电⼦邮件。

⼿⼯下午时光（CRAFTERNOON）
星期三（3⽉22⽇，4⽉19⽇和5⽉24⽇）下午4-5点，⼉童区
适合4-12岁的⼩朋友
⼿⼯（crafts）+下午（afternoon）等于什么？当然是⼿⼯下午时
光（crafternoon）！欢迎前来制作好玩的应季⼿⼯。
⽆需注册。

与《好奇的佐伊》作者娜迪亚·汗⻅⾯会: 
星期五，3⽉17⽇，下午4-5点，图书馆礼堂
适合4-9岁的⼩朋友
本地作家娜迪亚·汗现场朗读她⾃⼰这本"荣获妈妈的选择”⼤奖的
童书，随后是有趣的活动。

需要注册。.
宝可梦俱乐部（POKÉMON CLUB）
星期三，3⽉29⽇，下午 4-5点，图书馆礼堂
适合4-12岁的⼩朋友
请参与到所有与宝可梦有关的游戏和话题中吧！如果⼤家愿意的

话，可以互相交换卡⽚；我们也会提供与宝可梦有关的⼿⼯制

作！

需要注册。

学英语

宾果游戏

3⽉10⽇，5⽉19⽇ (周五), 下午4-5点，线下活动，会议室A
和我们⼀起来玩经典的宾果游戏，赢者有奖！

有兴趣成为我们的会员吗？访问图书馆⽹站 millburnlibrary.org, 电⼦邮件friends@millburnlibrary.org, 或者在图书馆领取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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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乐⾼挑战

星期⼀（4⽉3⽇和5⽉22⽇），下午 3:30-5:15，图书馆礼堂
适合4-12岁的⼩朋友
召集所有乐⾼爱好者们，请来图书馆搭建乐⾼吧！我们每次会

提供⼀个挑战主题，看看⼤家利⽤图书馆的乐⾼积⽊能够呈现

出什么创意作品。课后，图书馆会展⽰⼤家所有的作品。

需要注册。

幼⼉游戏

星期三（3⽉8⽇，4⽉12⽇和5⽉10⽇），上午10:30-中午12点
⼉童区

适合2-5岁幼⼉
欢迎适龄⼉童及其看护⼈参加。 本活动旨在运⽤玩具⿎励低幼年
龄⼉童在游戏中体验科学 (STEM) 概念和发展技能。
⽆需注册.
3⽉：⼩建筑⼯
使⽤乐⾼多普勒（Duplos）积⽊，卡⻋，⽕⻋和轨道等进⾏搭建!
4⽉：过家家
通过⽊偶，化装服，玩偶以及⽇常⽣活⽤品探索幼⼉戏剧游戏。

5⽉：感官游戏
运⽤刺激感知的玩具让幼⼉发展新技能。

访问millburnlibrary.org/event报名注册

⽼少皆宜的项⽬

⾹料包

给你的⽣活加⼀点点⾹料！图书馆前台可领取⼀个预先称好的

（混合）⾹料包。限量供应，先到先得，仅限图书卡持有者。

三⽉：孜然，四⽉：茴⾹，五⽉：咖喱

书友会

讲座

年度⼆⼿书特卖

图书馆礼堂

 
预览：5⽉4⽇ 周四 晚上6点到8

点45分
销售：5⽉6⽇及7⽇

 
图书捐赠受理：4⽉10⽇⾄23⽇

电影放映

星期四剧场

3⽉2⽇⾄30⽇，每周四，下午2点，图书馆礼堂
来图书馆和我们⼀起看⼀场电影吧。记得带上⾃⼰的零⻝哦。

写作沙⻰

3⽉1⽇，4⽉5⽇，5⽉3⽇ (周三) 晚上7-8点，线上活动
⽆论你的写作经验丰富还只是跃跃欲试，写作⽣涯本⾝往往是孤独的。我

们的⽉度活动将为写作爱好者们提供⼀个交流挑战，寻求建议，倾吐郁

闷，和提供⽀持的论坛。请事先想好你打算讨论的写作项⽬，并倾听他⼈

的经验，给出⾃⼰的建议。活动对所有⽔平的写作爱好者开放。主持⼈是

图书管理员和作家约翰·⽶恰德。.

⻢奈还是莫奈? (主讲⼈: 珍妮特·曼德尔)
5⽉18⽇ (周⼆) 和 5⽉23⽇ (周四) 晚上 7点-8点半, 图书馆礼堂

⼀字之差相去甚远! 爱德华·⻢奈和克劳德·莫奈同是19世纪的艺术
先锋和巨匠。他们在艺术上极⼤地影响了对⽅。但是，他们在个

⼈⽣活，艺术技巧甚⾄是哲学理念的许多⽅⾯都有着本质的不

同。

 

涂涂画画

星期五 （3⽉ 10 ⽇，24⽇，4⽉ 21⽇,，5⽉ 5⽇， 19⽇），上
午10-12点，⼉童区 
适合2-8岁的⼩朋友
今年春季每隔⼀周的周五会提供蜡笔和涂⾊纸。⽆需注册。

治愈系⼿⼯

3⽉24⽇，5⽉26⽇ (周五), 下午4-5点，图书馆礼堂
⽼少皆宜！和我们⼀起做些减压，简单⼜可爱的⼿⼯吧！ 

三⽉：拼拼⾖⾖， 五⽉：⼿⼯绒球

书法课

3⽉4⽇ (周六) 下午2点到3点半，图书馆礼堂
 

春季博物馆之夜

3⽉28⽇(周⼆) 晚上7到8点，图书馆礼堂

乌克兰艺术家：现代主义先锋 (主讲⼈：塞尔维娅·劳迪-⽶欧)
4⽉27⽇ (周四) 晚上7点-8点半，线上活动
许多西⽅现代艺术先锋来⾃乌克兰。他们之前被误认为是俄罗斯

⼈，因为乌克兰曾是俄罗斯帝国的⼀部分。他们由于政治原因离开

乌克兰，来到位于巴黎和纽约的世界艺术中⼼。他们在那⾥创造了

新的艺术语⾔，并打破了固有的媒介之间的界限。

写作⻆

图书和视频俱乐部（B/V CLUB）
4⽉12⽇，星期三，下午4-5点，图书馆礼堂
适合7-10岁的⼩朋友
请加⼊到图书和视频俱乐部来吧！我们会⼀边看有关录像，讨论

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边吃点⼩零⻝！注意：
注册后要提前到图书馆取回该书。

需要注册。 

为治疗⽝读书

4 ⽉ 27 ⽇和 5 ⽉ 25 ⽇（星期四），下午 4-5 点，⼉童区
适合5-12岁的⼩朋友
对孩⼦们来说，为治疗⽝读书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练习他们

的阅读技巧，并在安全和没有主观评判的环境中获得信⼼。这次

作客的治疗狗经过了专业机构 “明美治疗⽝”的认证，它既平静⼜
快乐。诚邀⼤家为它读书！ 需要注册。

本地作家座谈：罗赫特·帕罗萨德
3⽉11⽇ (周六）下午3-4点，图书馆礼堂
欢迎加⼊我们的本地作家座谈。本次主讲⼈是《朝圣者: 回到地狱》的作者罗赫
特·帕罗萨德。帕罗萨德被德⾥有线传媒选为2022年度最有影响的50位作家之
⼀。本次讲座包含阅读书中的⽚段，答读者问，以及签名售书。

新泽西建造⽇

3⽉25⽇ (周六) 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图书馆礼堂
新泽西建造⽇是全州庆祝科学技术和建造⽂化的节⽇。到

我们的临时建造空间⼀起来创造，建造和构造有趣的东

西！

健康⼼灵之⼤⾃然计划

4 ⽉ 21 ⽇，星期五，下午 4-5 点，图书馆礼堂
适合 4-8 岁的⼩朋友
“春意在和⻛中荡漾！” 请加⼊安德⾥亚·拉瑞吉纳的⾃然实践项
⽬，孩⼦们可以利⽤⾃⼰的感官和周边⾃然环境去探索、创造和

调查。 本活动从⼾外开始。需要注册。

碧哈娜·⾟的印度⼿绘艺术
5 ⽉ 18 ⽇，星期四，下午 4:30-6:30，会议室B 
适合10岁以下⼩朋友
请预先注册，让印度⼿绘艺术家碧哈娜·⾟为⼤家⼿绘吧！ 印度⼿
绘的主要原料海纳是⼀种植物性天然染料，由⼲燥的树叶制成。

将叶⼦磨成粉末，然后与⼀定⽐例的桉树油和⽔混合制成糊状物，

在球果的帮助下将其涂抹，形成美丽的图案。 需要注册。 

与⼉童作家阿拉姆·⾦⻅⾯会
5 ⽉ 20 ⽇，星期六，下午 3-4 点，图书馆礼堂
适合6-9岁的⼩朋友
⼉童作家阿拉姆·⾦将出席这个⿎励孩⼦们写作和绘画的⻅⾯
会。⼤家可以了解⾦⼥⼠如何制作她的书：从⼀张⽩纸到波浪

线，直⾄最终作品。 ⾦⼥⼠将世界地理、⽂化多样性和“做⾃
⼰”融⼊到演讲中，并解决了灵感和作家的瓶颈等问题。⾦⼥会
阅读她的绘本并在⼀项互动活动后结束会⾯。需要注册。  

在每天下午 2 点⾄晚上 11 点，为 K-college 年级的学
⽣提供⼀些科⽬的实时辅导。 ⼤家还可以将论⽂提交

到写作实验室以获得反馈，进⾏

AP、PSAT、SAT 和 ACT 测试、学习抽认卡等练习。 请
访问 millburnlibrary.org/digital-resources 开始吧。

 

服务⼉童和家庭的项⽬



 图书馆开放时间：
周⼀⾄周四上午9:30⾄下午8:45
周五和周六上午9:30⾄下午5:15

周⽇下午1:00⾄下午4:45
 

图书馆关闭⽇期： 
4⽉7⽇耶稣受难⽇和4⽉9⽇复活节
5⽉28⽇和29⽇阵亡将⼠纪念⽇。

 
联系⽅式:

地址：200 Glen Ave, Millburn, NJ 07041
电话：973-376-1006
短信：973-988-4228

电⼦邮件：millcirc@bccls.org
请关注我们 @millburnlibrary

Instagram直播
关注我们@millburnlibrary

 
⼩吃和预览

3⽉2⽇，4⽉6⽇和5⽉4⽇，下午3:30-4pm， 
现场和线上，⻘少年空间

拿点⼩吃，让詹尼斯为你朗读！你将在⻘少年空间和Instagram直播中收
到⼀到两章全新的⻘少年（YA）或中级读者（MG）书籍样本！

⼤学⼊学准备

该活动专⻔针对10-12年级的⻘少年及其⽗⺟。
请在millburnlibrary.org/calendar上注册。 

模拟SAT和ACT考试
周六上午10点
在线：3⽉18⽇（AP科⽬测试）
适合从初升⾼中到⾼中毕业⽣，可以充分利⽤这些免费的模拟测试，以便在参

加真正的考试时做好准备。由C2教育⽶尔本提供的测试。请通过⽇历描述中
提供的⻔⼾链接进⾏注册。

⼤学参观

3⽉7⽇，星期四，晚上7-8点，线上
可以获得“漫步”校园的机会，了解校园参观期间会发⽣什么，如何最⼤限度地
利⽤，甚⾄如何享受。由Collegewise介绍。

⾼三学年：申请⼤学需要了解的事项

3⽉21⽇，星期⼆，晚上8-9点，线上
⾼三的同学们，这些是你们⻢上要⾯对的：什么时候是开始着⼿申请组成部分

的正确时间？由Collegewise介绍。

⾼⼀和⾼⼆的⼤学⼊学规划

5⽉9⽇，星期⼆，晚上8-8:45，线上
对于⾼⼀⾼⼆的同学,论⽂和申请似乎还很遥远，对吧？但是，⼤学规划的其
他⽅⾯也很重要。欢迎来参加这个有价值的信息会话！由Collegewise介绍。

⻘少年图书馆志愿者

7-12年级
 
⻘少年阅读和评论

阅读是你所热爱的，可以获得服务⼩时！前往millburnlibrary.org/teens查
看⽰例并访问Google表格。
 
概述：

1）每⽉最多提交2篇评论。
2）书籍必须在学⽣的阅读⽔平上，最好来⾃图书馆的中级或⻘少年收
藏。

3）每100⻚= 1⼩时志愿服务+ 1⼩时书评

有任何问题吗？电邮Janis：janis@millburnlibrary.org

现场志愿服务

可通过millburnlibrary.org/teen-volunteers在线获取申请材料。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额满为⽌！

何时申请：

夏季：2023年4⽉17⽇⾄5⽉26⽇
秋季：2023年6⽉19⽇⾄7⽉28⽇
春季：2022年12⽉19⽇⾄2023年1⽉27

图书馆谋杀案

5 ⽉ 12 ⽇星期五，下午 6-8 点，礼堂
邀请您参加下班后图书馆谋杀之夜！每个⼈都会获得⼀个⻆⾊，参 
与解谜。您的⻆⾊会是凶⼿……还是他们的下⼀个受害者？！

与珍妮丝⼀起的美⻝冒险

星期五，下午3:30-4:30，B室
12岁及以上
和我⼀起 -珍妮丝- 创造美味的东西（是的，你在帮忙！）。需
要注册。

3⽉23⽇：炸⻛⼲素薯条
4⽉13⽇：炸甜甜圈（A室）
5⽉25⽇：炸⽐萨⻉果

⻘少年休闲时间 (现场)
12岁及以上

 
与治疗狗⼀起玩耍休息

3⽉3⽇和5⽉12⽇，星期五，下午3:30-4:30，⻘少年空间
⾦⽑猎⽝Maizie⼜回来了！她将在这⾥帮助您减轻压⼒。 

 
⻘少年游戏者之夜

3⽉14⽇，4⽉和5⽉16⽇，星期⼆，下午3:30-4:45，A室
我们⼀起玩Switch，争取荣誉和吹嘘权！

 
茶吧

4⽉21⽇，星期五，下午3:30-4:30，⻘少年空间
欢迎随时来，拿⼀杯，加⼊您⾃选的“添加物”并享受它

 

凯瑟琳⼤帝与亚历⼭⼤·克莱⻔特
时间：3 ⽉ 23 ⽇星期四，晚上 7-8 点，混合礼堂

凯瑟琳⼤帝来到俄罗斯时只说她的⺟语德语，但她将俄罗斯变 
成⼀个更强⼤、更开明的世界强国。本讲座将在欧洲启蒙运动 

和⼗⼋世纪欧洲典型政治的背景下解释凯瑟琳。

安全和隐私课程

时间：4 ⽉ 18 ⽇，星期⼆，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室

课程讲讲解如何安全地使⽤ Internet 并保护您的信息的私密性。 
我们将讨论密码安全，以及垃圾邮件，cookie 以及⽹站如何跟踪 
您。

⻘少年⼿⼯艺 
下午3:30-4:30，B室 

12岁及以上
欢迎参加休闲⼿⼯艺活动！名额和材料有限，

所以强烈建议提前报名。

3⽉16⽇：编织迷你⻛筝
4⽉11⽇：甜甜圈肥皂（A室）

5⽉11⽇：⽺⽑⼝袋⼩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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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

Mike Banick

图书馆董事会

Ruthie Binder, 主席
Sara Sherman, 副主席
Judith Eisner, 财务主管
Amy Ipp, 秘书（学校代表）
Michael Cohen, 董事（Twp委员会代表）
Lisa Chenofsky Singer, 董事
Dorothy Kelly, 董事

即将召开的会议⽇期： 
3⽉20⽇@7:30pm，4⽉17⽇@7:30pm，5⽉15⽇@7:30pm

⻘少年活动项⽬

2023年春季
新闻

技术帮助

三⽉六⽇⾄五⽉⼆⼗九⽇下午三点⾄五点，将在 Williamsburg 
Room解答您对计算机使⽤的疑问并提供技术帮助，⽆论是使⽤智 
能⼿机在图书馆应⽤程序上阅读电⼦书、使⽤电⼦邮件还是习惯

使⽤新笔记本电脑，我们都可以提供帮助。欢迎预约或联系 Matt 
预约：matt@millburnlibrary.org 或联系 973.376.1006 x114.

200 Glen Ave, Millburn, NJ 07041                                         973-376-1006                                                                millburnlibrary.org

成⼈项⽬ 三⽉，四⽉，五⽉

技术帮助和指导

 欲了解更多信息并注册，请访问 millburnlibrary.org/events。对于在线和线上线下混
合活动项⽬，注册者将通过电⼦邮件收到Zoom链接。

CRM 和营销活动
三⽉⼗七号，线上下午三点⾄四点半

您希望为您的组织或公司开展电⼦邮件营销并建⽴订阅者群吗？ 
参与此活动，我们将教会您如何使⽤免费版 MailChimp来快速学 
习如何使⽤介绍客⼾关系管理软件及其他软件，如了解如何收集 
订阅者，创建电⼦邮件活动以及分析您的影响等。

如需更多信息和注册，请访问 millburnlibrary.org/events。对于在线和混合程序，注册
⼈将通过电⼦邮件收到⼀个 Zoom 链接。

⾕歌应⽤系列

探索 Google 的⼀些⽐较有⽤的应⽤程序
GMAIL（Google邮箱）
3 ⽉ 3 ⽇，星期五，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室
⾕歌云盘

3 ⽉ 10 ⽇，星期五，下午 3-4 点，Hybrid，B 会议室
⾕歌表格使⽤的基础知识

3 ⽉ 21 ⽇，星期⼆，下午 3-4:30，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
室

⾕歌表格表格的进阶使⽤

3 ⽉ 28 ⽇，星期⼆，下午 3-4:30，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
室

⾕歌⽹站：⽆代码⽹站设计

5 ⽉ 26 ⽇，星期五，下午 2-4 点，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室

这些项⽬仅对14岁以上⼈群开放

回去⼯作了吗，妈妈？与 SARA MADERA
时间：3 ⽉ 30 ⽇星期四，晚上 7-8 点，线上
我们的研讨会将有助于缓解从⺟亲到⼯作妈妈的过渡。我们将 
确定您的战略、情感以及后勤需求，并分享实施技巧和⼯具。 
这种虚拟对话是亲⾝实践的，为您提供切实的收获，以在您的 
⼯作和家庭⽣活中取得成功。

妇⼥历史⽉

计算机基础课程

时间为4 ⽉ 4 ⽇，星期⼆，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室。

在本课程中，我们将介绍什么是应⽤程序、如何组织和使⽤⽂件

管理系统，以及其他可以充分利⽤您的计算机体验的基础知识。

在课程的最后部分将进⾏问答和提问问题，您可以提出的任何有

关计算机使⽤的问题！

 
互联⽹使⽤基础课程

4 ⽉ 11 ⽇，星期⼆，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室
了解使⽤ Internet 的基础知识——我们将介绍如何使⽤⽹络浏览
器进⾏搜索、访问⽹站、使⽤⼯具栏按钮（如书签和标签）、导

航链接等。也有充⾜的时间进⾏问答。

 

通过早期贸易和⼿⼯艺博物馆纪念⼥⼠们

时间：3 ⽉ 9 ⽇星期四，晚上 7-8 点，礼堂
这个节⽬将涉及美国所有的第⼀夫⼈，从玛莎华盛顿到吉尔拜 

登。

职业发展

⼿⼯艺与烹饪

享受 MASALA DOSAS 烹饪之旅 探索印度美⻝
时间：5 ⽉ 20 ⽇星期六，下午 2-3 点，B 会议室

享受南印度⻛格的脆⽪薄饼，搭配美味的扁⾖汤和椰⼦酸辣酱。 
了解北印度和南印度美⻝之间的区别。了解亚洲⻝物⾦字塔和印 
度烹饪中使⽤的⾹料。让我们⼀起做这道健康、令⼈垂涎欲滴、 

开胃的简单素⻝。

⼀次缝⼀针

时间：每⽉⼀个星期⼆，3 ⽉ 21 ⽇、4 ⽉ 18 ⽇、5 ⽉ 16 ⽇，上午 
11 点⾄下午 12 点，B 室
来加⼊我们吧！我们的团队由⼯匠和⼯匠组成，他们使⽤缝线制作⼿ 
⼯制品和针线⽤品。让我们来制作⼀个⼩项⽬吧。

让我们开始吧！⻝谱俱乐部

时间：本⽉的第⼆个星期三，3 ⽉ 8 ⽇、4 ⽉ 12 ⽇、5 ⽉ 17 ⽇，
的中午 12 点⾄下午 1 点，B 室
您喜欢烹饪并与他⼈分享您对美⻝的热爱吗？加⼊我们新的⻝谱俱

乐部吧！每个⽉我们都会选择⼀个新主题，您可以选择制做各种各

的菜品。三⽉：开胃菜四⽉：素⻝五⽉：⺟亲节茶话会

⽹站开发系列

5 ⽉ 5 ⽇、12 ⽇和 19 ⽇星期五，下午 3 点⾄ 5 点，Hybrid，Williamsburg 
厅

在这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系列中，我们将学习⽤于构建⽹站的三种编码语⾔的

基础知识。 HTML ⽤于编写⽹⻚的结构和内容。 CSS ⽤于将形状和样式应 
⽤于⻚⾯上的元素，包括颜⾊、⼤⼩、布局、移动响应、悬停效果等。最

后，JavaScript 允许您使⽤静态⽹⻚并赋予它⾏为和交互性，包括按钮和表 
单。

居家借阅

您由于健康原因⽆法前往图书馆吗？您可以注册让图

书馆为您挑选并邮寄书籍、电影等物品直接送到您家

⻔⼝。请访问millburnlibrary.org/home-borrowing 以
获取更多信息。.

⼯作和简历资源

时间：4 ⽉ 28 ⽇，星期五，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会议室

在本次研讨会中，我们将展⽰ Millburn 图书馆提供的所有就业资 
源，以及互联⽹上的⼀些热⻔资源，从哪⾥获取有关信息，在哪 

⾥找到⼯作、简历模板等。

 
 

安吉拉·兰斯伯⾥与约翰·肯⾥克
时间：3 ⽉ 16 ⽇星期四，晚上 7-8 点，混合礼堂
这位多才多艺的好莱坞⼥演员成为⾳乐舞台上最受喜爱的明星

之⼀，然后作为电视巨星管理。

下班后活动

图书馆为持卡⼈提供许多免费的资源和服务

平板电脑和热点分享器

您想要使⽤我们的数字资源，包括电影和电⼦书吗？您可以借⼀部

平板电脑两周，在家使⽤！还可以带上热点分享器的⽆线⽹络。仅

限于Millburn持卡⼈。

世界语⾔馆藏

图书馆的馆藏中有成⼈和⼉童的西班⽛语、中⽂和俄语物品。乌克

兰语、印地语和古吉拉特语的收藏即将推出。

其它物件图书馆

游戏、拼图、徒步旅⾏套装和尤克⾥⾥等物品都可以使⽤您的图书

馆卡借阅，借期两周！

流媒体⾳乐、电视、电影等

除了电⼦书和有声书外，我们的数字应⽤程序还为您提供了数千个

学习和娱乐选项。欢迎访问millburnlibrary.org/digital-resources 
开始使⽤。

所有中⽂翻译由热⼼的密

尔本短丘华⼈协会和密尔

本华夏中⽂学校义⼯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