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开放时间

周⼀到周四：早上9:30⾄晚上8:45pm 
周五和周六：早上9:30⾄下午5:15pm

周⽇：⼩屋1:00⾄下午4:45
 

图书馆关闭时间 
12 ⽉ 24 ⽇、25 ⽇和 26 ⽇圣诞节关闭
12 ⽉ 31 ⽇、1 ⽉ 1 ⽇和 2 ⽇新年关闭

1 ⽉ 16 ⽇⻢丁路德⾦纪念⽇
2 ⽉ 20 ⽇总统纪念⽇关闭

.
联系我们！

200 Glen Ave, Millburn, NJ 07041; 电话号码：973-376-1006
发短信：973-988-4228; 邮箱：millcirc@bccls.org; 

⽹站：millburnlibrary.org
在Instagram上关注我们：@millburnlibrary

 

Instagram线上
在Instagram上关注我们：@millburnlibrary

 
⼩零⻝和先睹为快

周三：12⽉7⽇和1⽉4⽇ . 周四：2⽉2⽇  .下午3:30-4:00
⻘少年空间 

吃点零⻝，让 Janis 给你读书！
您将在 Teen Space 和 Instagram 上获得我们 YA 系列中全新书籍的⽰例

章节（或两章）！ .

⼤学预备

对10-12年级的⻘年及其⽗⺟
注册⽹站：millburnlibrary.org/calendar 
SAT 和 ACT 练习
周六早上10点
⽹上：2⽉11⽇(SAT)
线下：12⽉3⽇(ACT), 1⽉28⽇(ACT)
对⾼三和⾼四的学⽣，尽量利⽤这些免费的练习测试，

这样你就可以为参加真正的考试做好准备 . 测试题是蜜镇C2 Education提供的. 
请通过⽇历说明中提供的链接注册

⼤学申请提交之后如何？

周四，12⽉1⽇，晚上7-8点，⽹上
与前招⽣官和 Collegewise 辅导员⼀起分享他们对幕后发⽣的事情的⻅解，
以及学⽣可以做些什么来稳稳地完成⾼中学业。

如何申请奖学⾦

周三，12⽉7⽇，晚上7-8点，⽹上
你知道么：奖学⾦不⼀定⾮来⾃于学校？ 来参加我们的项⽬，
了解多种类型的奖学⾦以及如何赢得奖学⾦。 提供者：Connections 101
了解你的 PSAT 分数
周⼀，12⽉12⽇，晚上7-8点，图书馆A屋
你刚刚收到的PSAT分数意味着什么？别担⼼，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提供者：
C2 Education
SAT 和 ACT： 什么区别？
周⼀，1⽉9⽇，晚上7-8点，图书馆A屋
不知道应该考ACT还是SAT？和C2 Education⼀起探讨SAT和ACT的利弊
线上SAT
周⼆，2⽉13⽇，晚上7-8点，图书馆A屋
SAT要  提供者：C2 Education

Janis的没事冒险
周五，⼩屋3:30-4:30，图书馆B屋
12岁及以上
跟我，Janis，来创造美⻝！需要提前注册
12⽉16⽇：可以吃的的史莱姆雪⼈
1⽉27⽇：
2⽉17⽇：空⽓炸锅版纸杯蛋糕

⻘少年)
12岁及以上

跟治疗⽝⻅会⾯

周五，12⽉2⽇和1⽉20⽇，下午3:30-4:30，⻘少年空间
⼤⾦⽑Maizie会在此来到我们的图书馆！

她可以帮助孩⼦们放松！.
⻘年玩家时刻

周⼆，12⽉13⽇/1⽉10⽇/2⽉14⽇，下午3:30-4:45，图书馆A屋!
热巧克⼒时刻

周五，12⽉6⽇，下午3:30-4:30，⻘少年空间 
来，拿⼀杯，添加你喜爱的配料，享受⼀把！!

期中考试⾃习室

1⽉18-20⽇/1⽉23⽇，下午3-8:30，⻘少年空间 
“⻘少年空间” 将在放学后的这段时间内保留供安静学习使⽤

“奇迹之调中的歌曲“
詹姆斯·奥斯汀三重奏
（2 ⽉ 12 ⽇星期⽇，下午 2-3:30，礼堂）
James Austin 三重奏组将演奏爵⼠乐标准以及他们最新发⾏的
Songs in
the Key of Wonder 中的选曲，其中包括来⾃伟⼤的 Stevie
Wonder 歌曲
集的经典作品。

⻘年图书馆志愿者时间

对于7-12年级
 
Teen Read & Review
获得⼀些志愿⼩时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阅读！前往

millburnlibrary.org/teens 查看⽰例并访问 Google 表单
概述：

1）每⽉最多只能提交两份书评
2） 所评价的书不能超过学⽣的阅读⽔平，最好来⾃图书馆的中年级或⻘
少年藏书

3）每100⻚ = 1 志愿⼩时 + 1⼩时⽤于撰写评论本⾝
任何问题？给Janis发⼀封邮件：janis@millburnlibrary.bccls.org

图书馆愿者时间

该应⽤程序可通过 millburnlibrary.org/teen-volunteers 在线获取。

何时申请：

春天：12⽉19，2022⾄1⽉27⽇，2023
夏天：4⽉17⾄5⽉26⽇，2023
秋天：6⽉19⽇⾄7⽉28⽇，2023

⻘年⼿⼯技艺 
下午3:30-4:30，图书馆B屋 

12岁及以上
⽤⼀⻔⼿艺休息⼀下！空间和⽤品有限，因此建议注册。

1⽉13⽇：兔年⼩玩具
2⽉10⽇：与 Express Yourself Studios 的术⼯作坊⼀起庆

祝⿊⼈历史⽉艺2⽉28⽇：巧克⼒糖⾝体磨砂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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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

Mike Banick

图书馆董事会

Ruthie Binder, President
Sara Sherman, Vice President
Judith Eisner, Treasurer
Amy Ipp, Secretary (School Rep)
Maggie Miggins, Trustee (Twp Committee Rep)
Lisa Chenofsky Singer, Trustee
Dorothy Kelly, Trustee

未来会议⽇期： 
 1⽉16⽇，晚上7:30, 2⽉20⽇，晚上7:30

 少年和⻘少年项⽬

冬季通讯

2022-23
 

术⼀对⼀帮助

在2 ⽉ 5 ⽇⾄ 2 ⽉ 27 ⽇的每周⼀下午 2:00-4:00。
咨询台的⼯作⼈员和

图书管理员可以⼀对⼀与您讨论任何技术！

如果您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 ，
图书管理员 Matt 将帮助您！
您还可以给 matt@millburnlibrary.org
 发 送邮件或致电 (973) 376-1006 
(输⼊109预订来25分钟的聊天）来 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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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课程

  ⼗⼆⽉、⼀⽉、⼆⽉

技术帮助和指导

详细内容请登陆www.millburnlibrary.org/events查询
参加线上和线上线下混合项⽬的注册⼈邮件⾥会收到Zoom的链接

使⽤ CANVA 进⾏平⾯设计
课程会讲解如何使⽤ CANVA 进⾏平⾯设计
您正在寻找⼀款免费、易于使⽤的图形设计⼯具？

Canva.com 让您可
以通过 Canva 轻松创建社交媒体帖⼦、传单等。 该⽹站
为您的创作提

供了⼤量免费使⽤的模板和图像。 加⼊我们，了解 Canva
的⽆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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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使⽤GOOGLE APPS SERIES 探索⼀些 Google 最流⾏和最有⽤
的应⽤程序。

以下为所有有关GOOGLE APPS SERIES活动的时间
Google 云端硬盘 Gmail组织

1 ⽉ 6 ⽇，星期五，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房间
1 ⽉ 13 ⽇，星期五，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房间

⾕歌相册

1 ⽉ 20 ⽇，星期五，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房间
Google 协作平台：⽆代码⽹站设计

1 ⽉ 27 ⽇，星期五，下午 3:30-5:00，Hybrid，Williamsburg 房间

此处列出的所有技术项⽬都对 14 岁及以上的成⼈和⻘少年开放并且技.
 

与 DEBRA STARK 简历写作的新年职业咨询
（1 ⽉ 26 ⽇，星期四，晚上 7-8 点，礼堂）
你在找⼯作吗？ 您需要撰写或更新您的简历吗？ 了解如何撰写适合 ATS
的成功简历并获得⾯试机会！ 求职研讨会
(2 ⽉ 9 ⽇，星期四，晚上 7-8 点，礼堂)
了解可⽤于帮助您跟踪申请的数字⼯具和准备⾯试的最佳技巧。

⾳乐会

“宁静的冬天：和平与反思的⾳乐”
詹姆斯·基夫

（1 ⽉ 22 ⽇星期⽇，下午 3 点⾄ 4 点，礼堂）与钢琴家詹姆
斯·基夫

(James Keefe) ⼀起参加⼀场为短⽇⻓夜传递⾳乐的⾳乐会； 宁
静舒适的

⾳乐； ⼀个安静的冬天的⾳乐。 本尼·安德森、克劳德·德彪
西、约翰·列侬

/保罗·⻨卡特尼、埃⾥克·萨蒂、克⾥斯蒂·斯坦/黛⽐·哈利和詹姆
斯·基夫的
⾳乐。

职业发展

⼿⼯艺与烹饪

花圈制作坊

12 ⽉ 5 ⽇，星期⼀，下午 4-5 点，现场，B 会议室
学习使⽤以下⽅法制作漂亮的极简⻛格节⽇花环

所有天然材料。 提供所有⽤品。 需要注册。

制作您⾃⼰的⼿写字⺟卡⽚

12 ⽉ 14 ⽇，星期三，下午 3-4 点，在线 曾经想尝试⼿写字
体，但不知道

从哪⾥开始？ 那么这堂课适合你。 学习绘画字⺟的艺术，并为
节⽇制作您

⾃⼰的⼿写贺卡。 注册后提供的⽤品。

农历新年书法

1 ⽉ 29 ⽇星期⽇，下午 3 点⾄ 4 点，B 室，与中⽂教师宁和⼀起参加中国
书法⼯作坊，写农历新年吉祥字。。

⻝谱俱乐部

每个⽉的第⼆个星期三，1 ⽉ 11 ⽇，2 ⽉ 8 ⽇，中午 12 点⾄下午 1 点
，B 室。您喜欢烹饪并与他⼈分享您对⻝物的热爱吗？ 加⼊我们新的⻝谱
俱乐部！ 每个⽉我们都会选择⼀个新主题，您可以选择，
制作并带来您选择的⻝谱。 ⼀⽉：辣椒烹饪⽐赛 ⼆⽉：巧克⼒

商业市场研究：

商业和消费者数据库

(2 ⽉ 24 ⽇，星期五，下午 3:00-4:00，)在线参考 了解如何
使⽤ Data

Axle：Reference Solutions 解决⽅案数据库，这是获取潜在
企业和消费者

列表的好⼯具。

Python编程课程
星期三，2 ⽉ 1 ⽇、8 ⽇、15 ⽇、22 ⽇，下午 2-4 点，

Hybrid B 室。
我们欢迎新的计算机程序员，本课程⽆需经验！ 课程将会

分成4部分讲
解Python 的基础知识。 该课程的教授将会讲解如何使⽤

数据对象、数

学、逻辑等。 每周将留有作业来帮助您巩固。 学⽣可以
亲⾃参加或在家

中通过 Zoom 观看，但您需要⾃⼰的笔记本电脑进⾏编
程。

图书馆卡拉OK之夜
周五，2⽉3⽇，晚上6:00-8:00，⻘少年空间

来图书馆找乐⼦吧！

⼀边吃爆⽶花⼀边观看出⾊的卡拉OK表演!
 
 

新服务！

从家中接待

您是否出于健康原因⽆法前往图书馆？注册让图书馆选择书籍、电影等

并将其运送到您家⻔⼝。

访问 millburnlibrary.org/home-borrowing 了解更多信息。 .
平板电脑

您想访问我们的数字资源，包括电影和电⼦书吗？借⼀台平板电脑在家

使⽤两周！仅限 Millburn 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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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家

约翰肯⾥克 (JOHN KENRICK)的娱乐世界
百⽼汇历史学家和作者约翰肯⾥克带着三个关于娱乐世界的精彩节⽬回到

密尔本图书馆。 这些节⽬将是现场⾯对⾯的，并通过 zoom 现场传输给
喜欢在家观看的观众。

皇冠：热⻔ Netflix 系列及其背后的历史
1 ⽉ 12 ⽇，晚上 7-8 点，混合形式，房间A和 Zoom
我为你歌唱：⾳乐剧中的总统职位

2 ⽉ 2 ⽇，晚上 7-8 点，混合形式，房间A和 Zoom
安吉拉·兰斯伯⾥ (Angela Lansbury)
3 ⽉ 16 ⽇，晚上 7-8 点，混合形式，房间 A和 Zoom

与WAI TSIN⼀起专注固定收益
1 ⽉ 19 ⽇，星期四，晚上 7 点⾄ 8 点，到房间 A与我们⾯对⾯⼀起学习
固定收益投资的基础知识。 我们将讨论固定收益的七个特征和“阶梯”的优
势，最后我们将回答有关固定收益如何成为您投资策略⼀部分的问题。

.
纽约历史学会吉姆克劳 (JIM CROW) 时代的⿊⼈公⺠⾝份
2 ⽉ 16 ⽇星期四晚上 7 点，在线
纽约历史学会 2018 年巡回展览的虚拟之旅讲述了奴⾪制结束后争取⿊⼈
平等的戏剧性全国故事。 该展览是在亚特兰⼤历史中⼼拍摄的，包括专
⻔制作的关于佐治亚州历史的展览。

请访问millburnlibrary.org/events注册我们的节⽬

讲座

电影放映

肯·伯恩斯 (Ken Burns)的美国和⼤屠杀纪录⽚系列
1 ⽉ 24 ⽇、31 ⽇，和 2 ⽉ 7 ⽇，周⼆下午 2 点⾄ 4 点，现场，房间A 
为纪念国际⼤屠杀纪念⽇，我们将展⽰肯·伯恩斯 (Ken Burns) 的这部由 3
部分组成的系列影⽚，其中审视了美国对 20 世纪最严重的⼈道主义危机之
⼀的反应。

英语学习

英语学习者

每周上课⼀次，每次 1.5 ⼩时。 您必须能够参加所有课程并在密尔本/矮
⼭⽣活或⼯作。上课时间为 1 ⽉ 17 ⽇⾄ 3 ⽉ 29 ⽇。 注册是必需的，且

名额有限。 要注册，请联系英语学习协调员 Tara Murphy at
tara.murphy@millburn.bccls.org。

初学者班

周⼆，上午 10:30 ⾄中午 12:00，现场
中级班

周三，上午 10:30 ⾄中午 12 点，现场
⾼级班

周三中午 12:30-2pm，现场
 

阅读和聊天

12 ⽉ 14 ⽇、1 ⽉ 11 ⽇和 2 ⽉ 15 ⽇，星期三晚上 7 点⾄晚上 8 点，现
场，威廉斯堡会议室。 我们将阅读英⽂短⽂并进⾏讨论。 我们将从有关健
康的杂志⽂章开始。 参与者将帮助选择下个⽉的主题。 适⽤于中级/⾼级
英语语⾔学习者。

周五与朋友

12 ⽉ 9 ⽇、1 ⽉ 6 ⽇和 2 ⽉ 3 ⽇，星期五下午 2:30-4:00，现场，威廉斯
堡会议室。 通过有趣的活动练习英语并结交新朋友。 所有⼈都欢迎。

书籍讨论

 
短篇故事读书俱乐部

12 ⽉ 8 ⽇、1 ⽉ 19 ⽇、2 ⽉ 16 ⽇，星期四下午 2-3
点，形式多样，威廉斯堡会议室

我们将开会讨论⼀个短篇故事。 请发送电⼦邮件给
liz@millburnlibrary.org 或前往信息台查看短篇故事。

书籍聊天

12 ⽉ 5 ⽇和 19 ⽇、1 ⽉ 9 ⽇和 23 ⽇、2 ⽉ 6 ⽇和 27 ⽇，这些天星期
⼀上午 11 点⾄中午 12 点，在线加⼊我们的⼀个循环⽹上读书讨论。 准
备好告诉我们你在读什么。 它是关于什么的，以及您为什么喜欢（或不

喜欢）它。

任何问题？ 联系 jon@millburnlibrary.org。
 

作家沙⻰

1 ⽉ 4 ⽇和 2 ⽉ 1 ⽇，周三晚上 7点，在线
⽆论您是成熟的还是有抱负的作家，写作⽣活都可能是孤

独的。 这个每⽉⼀次的节⽬将成为作家讨论挑战、寻求
建议、发泄挫折和提供⽀持的论坛。 准备好谈论当前的
写作项⽬，倾听并提供实⽤的建议。 对所有作家开放。

 由图书管理员兼作家 Jon Michaud 主持。

 
 适合所有年龄段的项⽬

 
2023 年冬季阅读挑战：所有的感受
1 ⽉ 1-31 ⽇
加⼊我们，参加第四届年度冬季阅读挑战赛。 帮助我们在这个冬天达到
1,500 本书，并在过程中赢取令⼈惊叹的抽奖活动票！ 从访问
millburnlibrary.beanstock.org 开始。 由⽶尔本图书馆之友赞助。

微型艺术

2023 年 2 ⽉
呼叫各个年龄段的艺术家！ 在我们的微型艺术展中展⽰您的艺术才华！
注册即可获得迷你艺术家⼯具包，包括颜料、画布、画笔和调⾊板。 ⼀
旦你完成了你的杰作，请在 3 ⽉ 1 ⽇星期三之前将它归还给图书馆，以

成为展览的⼀部分！ 展览将持续到三⽉份。
 

温馨的盒⼦

⼀⽉

⽤我们全新的温馨盒⼦赶⾛冬天的忧郁！ 它充满了精⼼策划的阅读和观
看建议，会让您想蜷缩起来沉迷其中。 还有⼀个⼯艺品可以为您带来⼀
缕温暖舒适的光芒！ 注册您的盒⼦，以便在 1 ⽉份领取。

⾹料包

使⽤我们的调味品套装，为您的⽣活增添⼀点情趣！ 在
信息台挑选预先测量好的世界⾹料或混合物。 ⾹料包送
给密尔本图书馆持卡⼈，送完即⽌。 ⼗⼆⽉ – 南⽠混合

⾹料，⼀⽉ – 茴⾹，⼆⽉ – 印度咖喱粉。
 

宾⼽游戏

12 ⽉ 16 ⽇，1 ⽉ 13 ⽇和 2 ⽉ 10 ⽇，星期五下午 4 点
⾄ 5 点，现场，房间A。
和我们⼀起玩⼏轮有奖品的经典游戏吧！

⽕边读书俱乐部

晚上 7-8:30，在线
12 ⽉ 5 ⽇星期⼀：
九⼗年代，查克·克洛斯特曼  (Chuck Klosterman)
主持⼈：⽶歇尔布鲁⻉克（Michelle Brubaker）
1 ⽉ 9 ⽇星期⼀：
⿊蛋糕，查曼·威尔克森 （Charmaine
Wilkerson）
主持⼈：丽兹·⽶勒·布斯（Liz Miller Boose）

由密尔本之友赞助的即将举⾏的活动

访问 millburnlibrary.org/calendar 了解更多信息

冬⽇的凯尔特竖琴

1 ⽉ 8 ⽇，星期⽇，下午 2-3:30，现场， 礼堂
适合家庭的活动。 ⽆需注册！

 

冬季阅读挑战

1 ⽉ 1-31 ⽇
加⼊我们，参加第四届年度冬季阅读挑战赛。 帮助我
们在这个冬天达到 1,500 本书。并在过程中赢取令⼈惊

叹的抽奖活动票！从访问

millburnlibrary.beanstack.org 开始。
 

每周国际象棋课程

每周六

下午 1-5 点，房间B 
与国际象棋⼤师斯科特梅西⼀起学习和

下棋。 ⽆需注册。
每节课 20 美元的费⽤。

 

 家⻓和孩⼦的活动

更多的 信息或者登记，去millburnlibrary.org/events. 要是活
动是⽹上的，注册⼈会受到⼀个Zoom关联在⼀个电⼦邮件⾥。 

冬天读书挑战 2023: 所有的感觉
星期天，⼀⽉1号-星期⼆, ⼀⽉23号
在⼀⽉份看的书都记载 millburnlibrary.beanstack.org. 抽奖蓝是图
书馆的朋友资助的。路过孩⼦的房间为了那标签和⼀个机会去转

轮⼦。

故事时间

注册有限和需要.
孩⼦0-24⽉

所有的星期⼀从1⽉9号到3⽉27号（处了1⽉16号和2⽉20号）, 
11-11:30am, 实体活动, 孩⼦的屋⼦

跟⼉童服务队读书和唱歌给⼩孩⼦们. 
孩⼦2-3岁

所有星期四从1⽉12号到3⽉30号（处了2⽉23号, 
11-11:30am, 实体活动,孩⼦的屋⼦

跟⼉童服务队读书，玩游戏和唱歌给⼩孩⼦们 
孩⼦4-岁 

所有星期⼆1⽉10号到3⽉28号(处了2⽉21号）
1:30-2:15pm, 实体活动, 孩⼦的屋⼦ 

跟⼉童服务队读书和画画⼉

留着和玩

星期三12⽉7号，1⽉4号，和2⽉1号 10:30am- 12pm, 实体活动,
孩⼦的屋⼦

2-5岁
邀请孩⼦和家⻓们来图书馆玩。这个活动⽤玩具教孩⼦们

（STEM）
12⽉: ⼩建筑⼯⼈
⽤duplo做东西想⽕⻋，卡⻋，和很多别的！
1⽉: 想象
⽤⽊偶，服饰，和哇哇去⾏为。

2⽉: 感官玩
⽤感官的玩具发现新的技能。

来填⾊

星期五12⽉9，23，和30号，1⽉13，和27号，2⽉10，和24
号 10am-12pm, 实体活动, 孩⼦的屋⼦

2-8岁
这冬天每两星期⽤我们的蜡笔，和天⾊本。.

下午美术

 12⽉20号，1⽉18号, 和2⽉22号, 4-5pm, 实体活动
, 孩⼦的屋⼦
4-12岁
下午加美术等于什么呢？当然是美术下午！邀请孩⼦们在孩⼦的

屋⼦⾥做各种各样的美术。

超能⼉童科学课： 化学实验室
星期三、⼗⼆⽉七⽇ 4-5:30 pm, 实体活动，A房间
适合7-12岁
只是⼀堂1个半⼩时的化学实验课， 由超能⼉童科学课组织
的。学童在课上学习使⽤安全地做化

学实验，理解在他们观察的现象后⾯的科学原理。

需要注册。

唱歌跟MICHELLE PETRASEK
星期四, 12⽉15, 11:00-11:40am, 实体活动, A房间

 0-5岁
跟⾳乐⽼师Michelle Petrasek做⼀个 “家⻓和孩⼦” ⻛格⾳乐
和跳舞课。⼩孩⼦能唱歌，跳舞，和⽤节奏棒或者降落伞

。需要注册。

寒假电影

星期四12⽉29 和2⽉23, 3:30-5:15pm,实体活动, A房间
家庭活动

寒假是来到图书馆休息！跟我们在礼堂⾥看⼀个新的动画电

影。邀请⼤家⾃⼰带⼩吃。不⽤注册。

B/V俱乐部
周五，⼀⽉六⽇4-5pm, 实体活动，礼堂
适合7-12岁
来参加我们的读书看录像俱乐部的活动！我们要讨论谁是Jim
Henson? 是由Joan Holub 撰写的Who
Was 系列丛书中的⼀本，看⼀些相关的录影，提供零⻝。需要提前
注册，在活动之前领取⼀本书

。需要注册。

欢庆兔年

 
农历新年舞蹈表演

所有年龄组

星期六，⼀⽉⼗四⽇，2-2:45pm, 实体活动，礼堂
为庆祝农历年，⺠族舞蹈团（FA）获奖的学⽣舞团将表演⺠族舞和现代

舞，包括中国⺠族舞和K-Pop。 需要注册.
 

农历年故事和书法课

星期六，⼀⽉⼆⼗⼀⽇，3-4pm, 实体活动，礼堂
适合5-12岁

来听中⽂⽼师NING HE讲⼀个中国故事，学写书法。 在这堂课上还可以
学到很多中国节⽇的传统和画春节吉祥物。 需要注册。

 
中英⽂双语故事会

星期五，⼀⽉⼆⼗七⽇， 4-4:45pm， 实体活动，礼堂
所有年龄组

快来参加由蜜镇中⽂学校（MIT）志愿者组织安排的中英⽂双语讲故事，
唱歌和做⼿⼯的⼀堂课。特别适合学龄前到⼩学三年级的⼉童。 这堂适合

家庭的活动是庆祝中国语⾔和⽂化的好机会。需要注册。

乐⾼挑战课后班

星期⼀，⼀⽉⼆⼗三⽇和⼆⽉⼆⼗七⽇，3:30-5:15pm, 实
体活动，A房间
适合4-12岁
欢迎所有的玩乐⾼上瘾的孩⼦都来加⼊我们。我们会挑选

⼀个主题，让孩⼦们⽤图书馆的乐⾼⾃

由发挥，看能搭建出什么新颖的结构。课后，孩⼦们搭建

的成品会在图书馆内展⽰。 需要注册。

⽪卡丘俱乐部

星期三，⼀⽉⼆⼗五号，4-5pm. 实体活动，A房间
适合4-12岁

来参加我们⼀边聊天⼀边万⽪卡丘纸牌。我们还会安

排有关⽪卡丘的⼿⼯活动。 需要注册
 

庆祝⿊⼈历史⽉

 
舞蹈和打⿎课：乌⼲达韵律和舞蹈的起源

星期六，⼆⽉⼗⼀⽇,3-3:45pm，实体活动， A房间
适合4-12岁

在这堂课上，孩⼦们可以和Ssuuna学习乌⼲达不同地区的打⿎韵律和舞
蹈。有的孩⼦打⿎，有的

孩⼦跳舞，我们⼀起来学习在这个东⾮国家的舞步和⿎点背后的意义和历

史。需要注册。

 
双语故事会：西⾮⺠谣with Birkinabe in Action
星期六，⼆⽉⼆⼗五⽇，2-3:30pm， 实体活动，A房间
家庭活动

来加⼊我们学习法语和 布基纳法索童谣。在布基纳法索，
法语是官⽅语种。让我们⼀起享受⾮洲 Tam Tam韵律
和欣赏传统的服饰和舞蹈。 需要注册。

给狗讲故事

星期四，⼆⽉⼗六⽇，4-5pm, 实体活动，⼉童活
动室

适合5-12岁
给⼀只安抚⽝讲故事是个很好的机会能让孩⼦们在

⼀个宽松，不受评判的环境⾥练习他们的朗读技

巧，建⽴⾃信。邀请你来加⼊我们，给经过⼀只的

性格安静快乐的退役⽝（By Bright and
Beautiful Therapy Dogs）讲故事。需要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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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家

约翰肯⾥克 (JOHN KENRICK)的娱乐世界
百⽼汇历史学家和作者约翰肯⾥克带着三个关于娱乐世界的精彩节⽬回到

密尔本图书馆。 这些节⽬将是现场⾯对⾯的，并通过 zoom 现场传输给
喜欢在家观看的观众。

皇冠：热⻔ Netflix 系列及其背后的历史
1 ⽉ 12 ⽇，晚上 7-8 点，混合形式，房间A和 Zoom
我为你歌唱：⾳乐剧中的总统职位

2 ⽉ 2 ⽇，晚上 7-8 点，混合形式，房间A和 Zoom
安吉拉·兰斯伯⾥ (Angela Lansbury)
3 ⽉ 16 ⽇，晚上 7-8 点，混合形式，房间 A和 Zoom

与WAI TSIN⼀起专注固定收益
1 ⽉ 19 ⽇，星期四，晚上 7 点⾄ 8 点，到房间 A与我们⾯对⾯⼀起学习
固定收益投资的基础知识。 我们将讨论固定收益的七个特征和“阶梯”的优
势，最后我们将回答有关固定收益如何成为您投资策略⼀部分的问题。

.
纽约历史学会吉姆克劳 (JIM CROW) 时代的⿊⼈公⺠⾝份
2 ⽉ 16 ⽇星期四晚上 7 点，在线
纽约历史学会 2018 年巡回展览的虚拟之旅讲述了奴⾪制结束后争取⿊⼈
平等的戏剧性全国故事。 该展览是在亚特兰⼤历史中⼼拍摄的，包括专
⻔制作的关于佐治亚州历史的展览。

请访问millburnlibrary.org/events注册我们的节⽬

讲座

电影放映

肯·伯恩斯 (Ken Burns)的美国和⼤屠杀纪录⽚系列
1 ⽉ 24 ⽇、31 ⽇，和 2 ⽉ 7 ⽇，周⼆下午 2 点⾄ 4 点，现场，房间A 
为纪念国际⼤屠杀纪念⽇，我们将展⽰肯·伯恩斯 (Ken Burns) 的这部由 3
部分组成的系列影⽚，其中审视了美国对 20 世纪最严重的⼈道主义危机之
⼀的反应。

英语学习

英语学习者

每周上课⼀次，每次 1.5 ⼩时。 您必须能够参加所有课程并在密尔本/矮
⼭⽣活或⼯作。上课时间为 1 ⽉ 17 ⽇⾄ 3 ⽉ 29 ⽇。 注册是必需的，且

名额有限。 要注册，请联系英语学习协调员 Tara Murphy at
tara.murphy@millburn.bccls.org。

初学者班

周⼆，上午 10:30 ⾄中午 12:00，现场
中级班

周三，上午 10:30 ⾄中午 12 点，现场
⾼级班

周三中午 12:30-2pm，现场
 

阅读和聊天

12 ⽉ 14 ⽇、1 ⽉ 11 ⽇和 2 ⽉ 15 ⽇，星期三晚上 7 点⾄晚上 8 点，现
场，威廉斯堡会议室。 我们将阅读英⽂短⽂并进⾏讨论。 我们将从有关健
康的杂志⽂章开始。 参与者将帮助选择下个⽉的主题。 适⽤于中级/⾼级
英语语⾔学习者。

周五与朋友

12 ⽉ 9 ⽇、1 ⽉ 6 ⽇和 2 ⽉ 3 ⽇，星期五下午 2:30-4:00，现场，威廉斯
堡会议室。 通过有趣的活动练习英语并结交新朋友。 所有⼈都欢迎。

书籍讨论

 
短篇故事读书俱乐部

12 ⽉ 8 ⽇、1 ⽉ 19 ⽇、2 ⽉ 16 ⽇，星期四下午 2-3
点，形式多样，威廉斯堡会议室

我们将开会讨论⼀个短篇故事。 请发送电⼦邮件给
liz@millburnlibrary.org 或前往信息台查看短篇故事。

书籍聊天

12 ⽉ 5 ⽇和 19 ⽇、1 ⽉ 9 ⽇和 23 ⽇、2 ⽉ 6 ⽇和 27 ⽇，这些天星期
⼀上午 11 点⾄中午 12 点，在线加⼊我们的⼀个循环⽹上读书讨论。 准
备好告诉我们你在读什么。 它是关于什么的，以及您为什么喜欢（或不

喜欢）它。

任何问题？ 联系 jon@millburnlibrary.org。
 

作家沙⻰

1 ⽉ 4 ⽇和 2 ⽉ 1 ⽇，周三晚上 7点，在线
⽆论您是成熟的还是有抱负的作家，写作⽣活都可能是孤

独的。 这个每⽉⼀次的节⽬将成为作家讨论挑战、寻求
建议、发泄挫折和提供⽀持的论坛。 准备好谈论当前的
写作项⽬，倾听并提供实⽤的建议。 对所有作家开放。

 由图书管理员兼作家 Jon Michaud 主持。

 
 适合所有年龄段的项⽬

 
2023 年冬季阅读挑战：所有的感受
1 ⽉ 1-31 ⽇
加⼊我们，参加第四届年度冬季阅读挑战赛。 帮助我们在这个冬天达到
1,500 本书，并在过程中赢取令⼈惊叹的抽奖活动票！ 从访问
millburnlibrary.beanstock.org 开始。 由⽶尔本图书馆之友赞助。

微型艺术

2023 年 2 ⽉
呼叫各个年龄段的艺术家！ 在我们的微型艺术展中展⽰您的艺术才华！
注册即可获得迷你艺术家⼯具包，包括颜料、画布、画笔和调⾊板。 ⼀
旦你完成了你的杰作，请在 3 ⽉ 1 ⽇星期三之前将它归还给图书馆，以

成为展览的⼀部分！ 展览将持续到三⽉份。
 

温馨的盒⼦

⼀⽉

⽤我们全新的温馨盒⼦赶⾛冬天的忧郁！ 它充满了精⼼策划的阅读和观
看建议，会让您想蜷缩起来沉迷其中。 还有⼀个⼯艺品可以为您带来⼀
缕温暖舒适的光芒！ 注册您的盒⼦，以便在 1 ⽉份领取。

⾹料包

使⽤我们的调味品套装，为您的⽣活增添⼀点情趣！ 在
信息台挑选预先测量好的世界⾹料或混合物。 ⾹料包送
给密尔本图书馆持卡⼈，送完即⽌。 ⼗⼆⽉ – 南⽠混合

⾹料，⼀⽉ – 茴⾹，⼆⽉ – 印度咖喱粉。
 

宾⼽游戏

12 ⽉ 16 ⽇，1 ⽉ 13 ⽇和 2 ⽉ 10 ⽇，星期五下午 4 点
⾄ 5 点，现场，房间A。
和我们⼀起玩⼏轮有奖品的经典游戏吧！

⽕边读书俱乐部

晚上 7-8:30，在线
12 ⽉ 5 ⽇星期⼀：
九⼗年代，查克·克洛斯特曼  (Chuck Klosterman)
主持⼈：⽶歇尔布鲁⻉克（Michelle Brubaker）
1 ⽉ 9 ⽇星期⼀：
⿊蛋糕，查曼·威尔克森 （Charmaine
Wilkerson）
主持⼈：丽兹·⽶勒·布斯（Liz Miller Boose）

由密尔本之友赞助的即将举⾏的活动

访问 millburnlibrary.org/calendar 了解更多信息

冬⽇的凯尔特竖琴

1 ⽉ 8 ⽇，星期⽇，下午 2-3:30，现场， 礼堂
适合家庭的活动。 ⽆需注册！

 

冬季阅读挑战

1 ⽉ 1-31 ⽇
加⼊我们，参加第四届年度冬季阅读挑战赛。 帮助我
们在这个冬天达到 1,500 本书。并在过程中赢取令⼈惊

叹的抽奖活动票！从访问

millburnlibrary.beanstack.org 开始。
 

每周国际象棋课程

每周六

下午 1-5 点，房间B 
与国际象棋⼤师斯科特梅西⼀起学习和

下棋。 ⽆需注册。
每节课 20 美元的费⽤。

 

 家⻓和孩⼦的活动

更多的 信息或者登记，去millburnlibrary.org/events. 要是活
动是⽹上的，注册⼈会受到⼀个Zoom关联在⼀个电⼦邮件⾥。 

冬天读书挑战 2023: 所有的感觉
星期天，⼀⽉1号-星期⼆, ⼀⽉23号
在⼀⽉份看的书都记载 millburnlibrary.beanstack.org. 抽奖蓝是图
书馆的朋友资助的。路过孩⼦的房间为了那标签和⼀个机会去转

轮⼦。

故事时间

注册有限和需要.
孩⼦0-24⽉

所有的星期⼀从1⽉9号到3⽉27号（处了1⽉16号和2⽉20号）, 
11-11:30am, 实体活动, 孩⼦的屋⼦

跟⼉童服务队读书和唱歌给⼩孩⼦们. 
孩⼦2-3岁

所有星期四从1⽉12号到3⽉30号（处了2⽉23号, 
11-11:30am, 实体活动,孩⼦的屋⼦

跟⼉童服务队读书，玩游戏和唱歌给⼩孩⼦们 
孩⼦4-岁 

所有星期⼆1⽉10号到3⽉28号(处了2⽉21号）
1:30-2:15pm, 实体活动, 孩⼦的屋⼦ 

跟⼉童服务队读书和画画⼉

留着和玩

星期三12⽉7号，1⽉4号，和2⽉1号 10:30am- 12pm, 实体活动,
孩⼦的屋⼦

2-5岁
邀请孩⼦和家⻓们来图书馆玩。这个活动⽤玩具教孩⼦们

（STEM）
12⽉: ⼩建筑⼯⼈
⽤duplo做东西想⽕⻋，卡⻋，和很多别的！
1⽉: 想象
⽤⽊偶，服饰，和哇哇去⾏为。

2⽉: 感官玩
⽤感官的玩具发现新的技能。

来填⾊

星期五12⽉9，23，和30号，1⽉13，和27号，2⽉10，和24
号 10am-12pm, 实体活动, 孩⼦的屋⼦

2-8岁
这冬天每两星期⽤我们的蜡笔，和天⾊本。.

下午美术

 12⽉20号，1⽉18号, 和2⽉22号, 4-5pm, 实体活动
, 孩⼦的屋⼦
4-12岁
下午加美术等于什么呢？当然是美术下午！邀请孩⼦们在孩⼦的

屋⼦⾥做各种各样的美术。

超能⼉童科学课： 化学实验室
星期三、⼗⼆⽉七⽇ 4-5:30 pm, 实体活动，A房间
适合7-12岁
只是⼀堂1个半⼩时的化学实验课， 由超能⼉童科学课组织
的。学童在课上学习使⽤安全地做化

学实验，理解在他们观察的现象后⾯的科学原理。

需要注册。

唱歌跟MICHELLE PETRASEK
星期四, 12⽉15, 11:00-11:40am, 实体活动, A房间

 0-5岁
跟⾳乐⽼师Michelle Petrasek做⼀个 “家⻓和孩⼦” ⻛格⾳乐
和跳舞课。⼩孩⼦能唱歌，跳舞，和⽤节奏棒或者降落伞

。需要注册。

寒假电影

星期四12⽉29 和2⽉23, 3:30-5:15pm,实体活动, A房间
家庭活动

寒假是来到图书馆休息！跟我们在礼堂⾥看⼀个新的动画电

影。邀请⼤家⾃⼰带⼩吃。不⽤注册。

B/V俱乐部
周五，⼀⽉六⽇4-5pm, 实体活动，礼堂
适合7-12岁
来参加我们的读书看录像俱乐部的活动！我们要讨论谁是Jim
Henson? 是由Joan Holub 撰写的Who
Was 系列丛书中的⼀本，看⼀些相关的录影，提供零⻝。需要提前
注册，在活动之前领取⼀本书

。需要注册。

欢庆兔年

 
农历新年舞蹈表演

所有年龄组

星期六，⼀⽉⼗四⽇，2-2:45pm, 实体活动，礼堂
为庆祝农历年，⺠族舞蹈团（FA）获奖的学⽣舞团将表演⺠族舞和现代

舞，包括中国⺠族舞和K-Pop。 需要注册.
 

农历年故事和书法课

星期六，⼀⽉⼆⼗⼀⽇，3-4pm, 实体活动，礼堂
适合5-12岁

来听中⽂⽼师NING HE讲⼀个中国故事，学写书法。 在这堂课上还可以
学到很多中国节⽇的传统和画春节吉祥物。 需要注册。

 
中英⽂双语故事会

星期五，⼀⽉⼆⼗七⽇， 4-4:45pm， 实体活动，礼堂
所有年龄组

快来参加由蜜镇中⽂学校（MIT）志愿者组织安排的中英⽂双语讲故事，
唱歌和做⼿⼯的⼀堂课。特别适合学龄前到⼩学三年级的⼉童。 这堂适合

家庭的活动是庆祝中国语⾔和⽂化的好机会。需要注册。

乐⾼挑战课后班

星期⼀，⼀⽉⼆⼗三⽇和⼆⽉⼆⼗七⽇，3:30-5:15pm, 实
体活动，A房间
适合4-12岁
欢迎所有的玩乐⾼上瘾的孩⼦都来加⼊我们。我们会挑选

⼀个主题，让孩⼦们⽤图书馆的乐⾼⾃

由发挥，看能搭建出什么新颖的结构。课后，孩⼦们搭建

的成品会在图书馆内展⽰。 需要注册。

⽪卡丘俱乐部

星期三，⼀⽉⼆⼗五号，4-5pm. 实体活动，A房间
适合4-12岁

来参加我们⼀边聊天⼀边万⽪卡丘纸牌。我们还会安

排有关⽪卡丘的⼿⼯活动。 需要注册
 

庆祝⿊⼈历史⽉

 
舞蹈和打⿎课：乌⼲达韵律和舞蹈的起源

星期六，⼆⽉⼗⼀⽇,3-3:45pm，实体活动， A房间
适合4-12岁

在这堂课上，孩⼦们可以和Ssuuna学习乌⼲达不同地区的打⿎韵律和舞
蹈。有的孩⼦打⿎，有的

孩⼦跳舞，我们⼀起来学习在这个东⾮国家的舞步和⿎点背后的意义和历

史。需要注册。

 
双语故事会：西⾮⺠谣with Birkinabe in Action
星期六，⼆⽉⼆⼗五⽇，2-3:30pm， 实体活动，A房间
家庭活动

来加⼊我们学习法语和 布基纳法索童谣。在布基纳法索，
法语是官⽅语种。让我们⼀起享受⾮洲 Tam Tam韵律
和欣赏传统的服饰和舞蹈。 需要注册。

给狗讲故事

星期四，⼆⽉⼗六⽇，4-5pm, 实体活动，⼉童活
动室

适合5-12岁
给⼀只安抚⽝讲故事是个很好的机会能让孩⼦们在

⼀个宽松，不受评判的环境⾥练习他们的朗读技

巧，建⽴⾃信。邀请你来加⼊我们，给经过⼀只的

性格安静快乐的退役⽝（By Bright and
Beautiful Therapy Dogs）讲故事。需要注册.



图书馆开放时间

周⼀到周四：早上9:30⾄晚上8:45pm 
周五和周六：早上9:30⾄下午5:15pm

周⽇：⼩屋1:00⾄下午4:45
 

图书馆关闭时间 
12 ⽉ 24 ⽇、25 ⽇和 26 ⽇圣诞节关闭
12 ⽉ 31 ⽇、1 ⽉ 1 ⽇和 2 ⽇新年关闭

1 ⽉ 16 ⽇⻢丁路德⾦纪念⽇
2 ⽉ 20 ⽇总统纪念⽇关闭

.
联系我们！

200 Glen Ave, Millburn, NJ 07041; 电话号码：973-376-1006
发短信：973-988-4228; 邮箱：millcirc@bccls.org; 

⽹站：millburnlibrary.org
在Instagram上关注我们：@millburnlibrary

 

Instagram线上
在Instagram上关注我们：@millburnlibrary

 
⼩零⻝和先睹为快

周三：12⽉7⽇和1⽉4⽇ . 周四：2⽉2⽇  .下午3:30-4:00
⻘少年空间 

吃点零⻝，让 Janis 给你读书！
您将在 Teen Space 和 Instagram 上获得我们 YA 系列中全新书籍的⽰例

章节（或两章）！ .

⼤学预备

对10-12年级的⻘年及其⽗⺟
注册⽹站：millburnlibrary.org/calendar 
SAT 和 ACT 练习
周六早上10点
⽹上：2⽉11⽇(SAT)
线下：12⽉3⽇(ACT), 1⽉28⽇(ACT)
对⾼三和⾼四的学⽣，尽量利⽤这些免费的练习测试，

这样你就可以为参加真正的考试做好准备 . 测试题是蜜镇C2 Education提供的. 
请通过⽇历说明中提供的链接注册

⼤学申请提交之后如何？

周四，12⽉1⽇，晚上7-8点，⽹上
与前招⽣官和 Collegewise 辅导员⼀起分享他们对幕后发⽣的事情的⻅解，
以及学⽣可以做些什么来稳稳地完成⾼中学业。

如何申请奖学⾦

周三，12⽉7⽇，晚上7-8点，⽹上
你知道么：奖学⾦不⼀定⾮来⾃于学校？ 来参加我们的项⽬，
了解多种类型的奖学⾦以及如何赢得奖学⾦。 提供者：Connections 101
了解你的 PSAT 分数
周⼀，12⽉12⽇，晚上7-8点，图书馆A屋
你刚刚收到的PSAT分数意味着什么？别担⼼，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提供者：
C2 Education
SAT 和 ACT： 什么区别？
周⼀，1⽉9⽇，晚上7-8点，图书馆A屋
不知道应该考ACT还是SAT？和C2 Education⼀起探讨SAT和ACT的利弊
线上SAT
周⼆，2⽉13⽇，晚上7-8点，图书馆A屋
SAT要  提供者：C2 Education

Janis的没事冒险
周五，⼩屋3:30-4:30，图书馆B屋
12岁及以上
跟我，Janis，来创造美⻝！需要提前注册
12⽉16⽇：可以吃的的史莱姆雪⼈
1⽉27⽇：
2⽉17⽇：空⽓炸锅版纸杯蛋糕

⻘少年)
12岁及以上

跟治疗⽝⻅会⾯

周五，12⽉2⽇和1⽉20⽇，下午3:30-4:30，⻘少年空间
⼤⾦⽑Maizie会在此来到我们的图书馆！

她可以帮助孩⼦们放松！.
⻘年玩家时刻

周⼆，12⽉13⽇/1⽉10⽇/2⽉14⽇，下午3:30-4:45，图书馆A屋!
热巧克⼒时刻

周五，12⽉6⽇，下午3:30-4:30，⻘少年空间 
来，拿⼀杯，添加你喜爱的配料，享受⼀把！!

期中考试⾃习室

1⽉18-20⽇/1⽉23⽇，下午3-8:30，⻘少年空间 
“⻘少年空间” 将在放学后的这段时间内保留供安静学习使⽤

“奇迹之调中的歌曲“
詹姆斯·奥斯汀三重奏
（2 ⽉ 12 ⽇星期⽇，下午 2-3:30，礼堂）
James Austin 三重奏组将演奏爵⼠乐标准以及他们最新发⾏的
Songs in
the Key of Wonder 中的选曲，其中包括来⾃伟⼤的 Stevie
Wonder 歌曲
集的经典作品。

⻘年图书馆志愿者时间

对于7-12年级
 
Teen Read & Review
获得⼀些志愿⼩时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阅读！前往

millburnlibrary.org/teens 查看⽰例并访问 Google 表单
概述：

1）每⽉最多只能提交两份书评
2） 所评价的书不能超过学⽣的阅读⽔平，最好来⾃图书馆的中年级或⻘
少年藏书

3）每100⻚ = 1 志愿⼩时 + 1⼩时⽤于撰写评论本⾝
任何问题？给Janis发⼀封邮件：janis@millburnlibrary.bccls.org

图书馆愿者时间

该应⽤程序可通过 millburnlibrary.org/teen-volunteers 在线获取。

何时申请：

春天：12⽉19，2022⾄1⽉27⽇，2023
夏天：4⽉17⾄5⽉26⽇，2023
秋天：6⽉19⽇⾄7⽉28⽇，2023

⻘年⼿⼯技艺 
下午3:30-4:30，图书馆B屋 

12岁及以上
⽤⼀⻔⼿艺休息⼀下！空间和⽤品有限，因此建议注册。

1⽉13⽇：兔年⼩玩具
2⽉10⽇：与 Express Yourself Studios 的术⼯作坊⼀起庆

祝⿊⼈历史⽉艺2⽉28⽇：巧克⼒糖⾝体磨砂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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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馆⻓

Mike Banick

图书馆董事会

Ruthie Binder, President
Sara Sherman, Vice President
Judith Eisner, Treasurer
Amy Ipp, Secretary (School Rep)
Maggie Miggins, Trustee (Twp Committee Rep)
Lisa Chenofsky Singer, Trustee
Dorothy Kelly, Trustee

未来会议⽇期： 
 1⽉16⽇，晚上7:30, 2⽉20⽇，晚上7:30

 少年和⻘少年项⽬

冬季通讯

2022-23
 

术⼀对⼀帮助

在2 ⽉ 5 ⽇⾄ 2 ⽉ 27 ⽇的每周⼀下午 2:00-4:00。
咨询台的⼯作⼈员和

图书管理员可以⼀对⼀与您讨论任何技术！

如果您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 ，
图书管理员 Matt 将帮助您！
您还可以给 matt@millburnlibrary.org
 发 送邮件或致电 (973) 376-1006 
(输⼊109预订来25分钟的聊天）来 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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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课程

  ⼗⼆⽉、⼀⽉、⼆⽉

技术帮助和指导

详细内容请登陆www.millburnlibrary.org/events查询
参加线上和线上线下混合项⽬的注册⼈邮件⾥会收到Zoom的链接

使⽤ CANVA 进⾏平⾯设计
课程会讲解如何使⽤ CANVA 进⾏平⾯设计
您正在寻找⼀款免费、易于使⽤的图形设计⼯具？

Canva.com 让您可
以通过 Canva 轻松创建社交媒体帖⼦、传单等。 该⽹站
为您的创作提

供了⼤量免费使⽤的模板和图像。 加⼊我们，了解 Canva
的⽆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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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使⽤GOOGLE APPS SERIES 探索⼀些 Google 最流⾏和最有⽤
的应⽤程序。

以下为所有有关GOOGLE APPS SERIES活动的时间
Google 云端硬盘 Gmail组织

1 ⽉ 6 ⽇，星期五，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房间
1 ⽉ 13 ⽇，星期五，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房间

⾕歌相册

1 ⽉ 20 ⽇，星期五，下午 3-4 点，Hybrid，Williamsburg 房间
Google 协作平台：⽆代码⽹站设计

1 ⽉ 27 ⽇，星期五，下午 3:30-5:00，Hybrid，Williamsburg 房间

此处列出的所有技术项⽬都对 14 岁及以上的成⼈和⻘少年开放并且技.
 

与 DEBRA STARK 简历写作的新年职业咨询
（1 ⽉ 26 ⽇，星期四，晚上 7-8 点，礼堂）
你在找⼯作吗？ 您需要撰写或更新您的简历吗？ 了解如何撰写适合 ATS
的成功简历并获得⾯试机会！ 求职研讨会
(2 ⽉ 9 ⽇，星期四，晚上 7-8 点，礼堂)
了解可⽤于帮助您跟踪申请的数字⼯具和准备⾯试的最佳技巧。

⾳乐会

“宁静的冬天：和平与反思的⾳乐”
詹姆斯·基夫

（1 ⽉ 22 ⽇星期⽇，下午 3 点⾄ 4 点，礼堂）与钢琴家詹姆
斯·基夫

(James Keefe) ⼀起参加⼀场为短⽇⻓夜传递⾳乐的⾳乐会； 宁
静舒适的

⾳乐； ⼀个安静的冬天的⾳乐。 本尼·安德森、克劳德·德彪
西、约翰·列侬

/保罗·⻨卡特尼、埃⾥克·萨蒂、克⾥斯蒂·斯坦/黛⽐·哈利和詹姆
斯·基夫的
⾳乐。

职业发展

⼿⼯艺与烹饪

花圈制作坊

12 ⽉ 5 ⽇，星期⼀，下午 4-5 点，现场，B 会议室
学习使⽤以下⽅法制作漂亮的极简⻛格节⽇花环

所有天然材料。 提供所有⽤品。 需要注册。

制作您⾃⼰的⼿写字⺟卡⽚

12 ⽉ 14 ⽇，星期三，下午 3-4 点，在线 曾经想尝试⼿写字
体，但不知道

从哪⾥开始？ 那么这堂课适合你。 学习绘画字⺟的艺术，并为
节⽇制作您

⾃⼰的⼿写贺卡。 注册后提供的⽤品。

农历新年书法

1 ⽉ 29 ⽇星期⽇，下午 3 点⾄ 4 点，B 室，与中⽂教师宁和⼀起参加中国
书法⼯作坊，写农历新年吉祥字。。

⻝谱俱乐部

每个⽉的第⼆个星期三，1 ⽉ 11 ⽇，2 ⽉ 8 ⽇，中午 12 点⾄下午 1 点
，B 室。您喜欢烹饪并与他⼈分享您对⻝物的热爱吗？ 加⼊我们新的⻝谱
俱乐部！ 每个⽉我们都会选择⼀个新主题，您可以选择，
制作并带来您选择的⻝谱。 ⼀⽉：辣椒烹饪⽐赛 ⼆⽉：巧克⼒

商业市场研究：

商业和消费者数据库

(2 ⽉ 24 ⽇，星期五，下午 3:00-4:00，)在线参考 了解如何
使⽤ Data

Axle：Reference Solutions 解决⽅案数据库，这是获取潜在
企业和消费者

列表的好⼯具。

Python编程课程
星期三，2 ⽉ 1 ⽇、8 ⽇、15 ⽇、22 ⽇，下午 2-4 点，

Hybrid B 室。
我们欢迎新的计算机程序员，本课程⽆需经验！ 课程将会

分成4部分讲
解Python 的基础知识。 该课程的教授将会讲解如何使⽤

数据对象、数

学、逻辑等。 每周将留有作业来帮助您巩固。 学⽣可以
亲⾃参加或在家

中通过 Zoom 观看，但您需要⾃⼰的笔记本电脑进⾏编
程。

图书馆卡拉OK之夜
周五，2⽉3⽇，晚上6:00-8:00，⻘少年空间

来图书馆找乐⼦吧！

⼀边吃爆⽶花⼀边观看出⾊的卡拉OK表演!
 
 

新服务！

从家中接待

您是否出于健康原因⽆法前往图书馆？注册让图书馆选择书籍、电影等

并将其运送到您家⻔⼝。

访问 millburnlibrary.org/home-borrowing 了解更多信息。 .
平板电脑

您想访问我们的数字资源，包括电影和电⼦书吗？借⼀台平板电脑在家

使⽤两周！仅限 Millburn 持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