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

这个蓝色的标志，由小写英文字母e弯折而成的图标，

是东莞图书馆总分馆徽标。

e是数字化、网络化时代图书馆的表征。

徽标外形象两本叠放的书，又象房舍，

喻示e时代的图书馆是开放式，集传统与现代信息资源于一体的

知识传播与互动空间。

在东莞，当您看见带有e标识的图书馆，

无需任何证件，便可进入其中，尽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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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ONDAY  三/WEDNESDAY  四/THURSDAY  五/FRIDAY  二/TUESDAY  六/SATURDAY  

06 070504

义务小馆员
4月1日至4月30日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

社会志愿者、亲子志愿者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

快乐数独 每月一题(40)
4月1日至4月30日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我爱读绘本(5)
4月1日至4月30日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2016沥镇第十二届读书节开幕式
4月1日至4月29日
横沥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培训
4月1日至4月30日
企石镇各村电子阅览室

好书推荐
4月1日至4月30日
塘厦分馆三楼社科借阅室

现场书法及征文作品展
4月1日至4月19日
塘厦分馆一楼大堂

建筑美学探索之旅
4月1日 至 4月25日
万江分馆一楼展厅 

数字阅读进社区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石排镇各村公共电子阅览室

新书推荐
4月1日至4月30日
虎门分馆各书库

“相约图书馆”新书推介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厚街分馆

图书漂流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厚街分馆

厚图悦读书友会“阅读点亮梦
想”阅读心得展示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厚街分馆

廉洁图书阅读推介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厚街分馆

“借阅之星”活动
4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

新书推介
4月1日至4月30日
大朗分馆

大朗图书馆志愿者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大朗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大朗镇各社区村电子阅览室

大朗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大朗分馆

“数字阅读进社区”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道滘镇各村公共电子阅览室

图书漂流
4月1日至4月30日
道滘镇各村

义务小馆员招募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逢周末）
道滘分馆

好书推介
4月1日至4月30日（逢周末）
道滘分馆

东坑镇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4月1日 至4月30日
东坑镇各村(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

读者好书分享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洪梅分馆二楼好书分享栏

社区网络学堂培训
4月1日至4月30日
樟木头镇各社区

“读者好的阅读方法”征集活动
4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

“读书集印章”活动
4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
4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各村服务点

书目推荐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南城分馆外借处

数字阅读进社区系列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南城分馆

图书馆志愿者招募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南城分馆

文化宣传推广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南城分馆

东莞图书馆总分馆10周年分馆活动巡展
4月1日至4月4日
南城分馆

“图说鹿城”清溪镇第六届赏花行绘画
比赛作品征集
3月18日至4月11日

清溪镇文广中心307办公室

“诗韵清溪  翰墨留香”清溪镇第六届
“赏花行”书法大赛作品征集
3月18日至4月11日

清溪镇文广中心307办公室

“诗韵清溪  翰墨留香”清溪镇第六届
“赏花行”诗词大赛作品征集
3月18日至4月11日

清溪镇文广中心307办公室

寻找茶山最美“家书”
4月1日至4月30日    
茶山分馆

征集“打动人心的好故事”
4月1日至4月20日
茶山分馆

“一号关爱”活动
4月1日9:30-11:30
大朗长富步行街

图书漂流
4月1日至4月30日
大朗万科金域蓝湾图书漂流点

小熊英语课堂
4月2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
书馆

周末活动-亲子故事会【116】
(3-8岁儿童及家长，限30个
家庭参与)
4月2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众酬项目讲座
4月2日10:00-12:00
松山湖分馆三楼活动室

清明节-亲子阅读之绘本分
享“爷爷去了天堂”
4月2日14:30-15:30
茶山分馆少儿室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
实践活动
4月2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讲座：婚姻中房产分割问题
4月3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西南角“市民
空间”讲堂内

莞芽故事会
4月3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
馆或者南门草坪

周末活动-讲座:春生夏长，
小儿按摩助力儿童成长(儿
童及家长，限40个家庭参与)
4月3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成人英语角
4月3日10:00-12:00
松山湖分馆三楼活动室

巧巧手乐园之快乐绘画活动
4月3日 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
践活动
4月3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国学诵读
4月3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志愿者活动(1)
4月3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总分馆活动四月April

东城图书馆新莞人技能专
题培训——机电技术
4月4日
东城电子阅览室

“送书服务到户”给残疾人
送书活动
4月5日9:00-12:00
黄江各社区残疾人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
礼睿优雅学堂
4月6日 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
趣学英语
4月7日19:30-20: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东莞图书馆总分馆10周年分
馆活动巡展
4月7日 至4月18日
麻涌分馆三楼大堂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4月8日
高埗分馆

“朗艺讲堂”第二十四期
4月8日19:30-21:30
大朗行政服务中心三楼会堂

社会网络学堂
4月8日16:00
望牛墩分馆

讲座：高血压疾病的防治
4月9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西南角“市民空间”讲堂内

科技小课堂
4月9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手机摄影
4月9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周末活动-讲座:儿童性教育工作坊-我从哪里来？(儿童及
家长，限40个家庭参与)
4月9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我爱学英语-有趣的动物园(4-6岁儿童及家长，
限20人参与)
4月9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社纠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9日
桥头分馆

虎图讲坛:让音乐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
4月9日
虎门分馆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9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自行车休闲文化图文展
4月9日至4月20日
东坑分馆

可爱小勋章
4月9日15:00-16:00
谢岗分馆

少儿手工相框制作
4月9日
樟木头镇电子阅览室走廊

日/SUNDAY  

10
市民学堂讲座：你是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诗与人
4月10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报告厅（主讲嘉宾：张光芒）

讲座：少儿茶艺——识茶礼，做调饮
4月10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西南角“市民空间”讲堂内

莞芽故事会
4月10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门草坪

书目推荐——2015年度阅读之星书目推荐
4月10日至5月10日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
4月10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周末活动-亲子国学诵读会(3岁以上儿童及家长，限30个家庭)
4月10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阅读，从图书馆出发骑行活动
4月10日10:00-12:00
松山湖分馆

故事妈妈
4月10日10:30-12:00
松山湖分馆一楼活动室

巧巧手乐园之亲子拼图比赛
4月10日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10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国学诵读
4月10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家庭亲子教育
3月10日 9:00-12:00
大岭山老龄人活动中心 

总馆活动 C 少儿馆活动 B 分馆活动
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01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L Branch Activities

01 02

六/SATURDAY  

03

日/SUNDAY  

总分馆活动四月April
五/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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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ONDAY  三/WEDNESDAY  四/THURSDAY  五/FRIDAY  二/TUESDAY  六/SATURDAY  

06 070504

义务小馆员
4月1日至4月30日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

社会志愿者、亲子志愿者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

快乐数独 每月一题(40)
4月1日至4月30日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我爱读绘本(5)
4月1日至4月30日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2016沥镇第十二届读书节开幕式
4月1日至4月29日
横沥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培训
4月1日至4月30日
企石镇各村电子阅览室

好书推荐
4月1日至4月30日
塘厦分馆三楼社科借阅室

现场书法及征文作品展
4月1日至4月19日
塘厦分馆一楼大堂

建筑美学探索之旅
4月1日 至 4月25日
万江分馆一楼展厅 

数字阅读进社区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石排镇各村公共电子阅览室

新书推荐
4月1日至4月30日
虎门分馆各书库

“相约图书馆”新书推介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厚街分馆

图书漂流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厚街分馆

厚图悦读书友会“阅读点亮梦
想”阅读心得展示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厚街分馆

廉洁图书阅读推介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厚街分馆

“借阅之星”活动
4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

新书推介
4月1日至4月30日
大朗分馆

大朗图书馆志愿者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大朗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大朗镇各社区村电子阅览室

大朗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大朗分馆

“数字阅读进社区”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道滘镇各村公共电子阅览室

图书漂流
4月1日至4月30日
道滘镇各村

义务小馆员招募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逢周末）
道滘分馆

好书推介
4月1日至4月30日（逢周末）
道滘分馆

东坑镇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4月1日 至4月30日
东坑镇各村(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

读者好书分享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洪梅分馆二楼好书分享栏

社区网络学堂培训
4月1日至4月30日
樟木头镇各社区

“读者好的阅读方法”征集活动
4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

“读书集印章”活动
4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
4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各村服务点

书目推荐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南城分馆外借处

数字阅读进社区系列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南城分馆

图书馆志愿者招募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南城分馆

文化宣传推广活动
4月1日至4月30日
南城分馆

东莞图书馆总分馆10周年分馆活动巡展
4月1日至4月4日
南城分馆

“图说鹿城”清溪镇第六届赏花行绘画
比赛作品征集
3月18日至4月11日

清溪镇文广中心307办公室

“诗韵清溪  翰墨留香”清溪镇第六届
“赏花行”书法大赛作品征集
3月18日至4月11日

清溪镇文广中心307办公室

“诗韵清溪  翰墨留香”清溪镇第六届
“赏花行”诗词大赛作品征集
3月18日至4月11日

清溪镇文广中心307办公室

寻找茶山最美“家书”
4月1日至4月30日    
茶山分馆

征集“打动人心的好故事”
4月1日至4月20日
茶山分馆

“一号关爱”活动
4月1日9:30-11:30
大朗长富步行街

图书漂流
4月1日至4月30日
大朗万科金域蓝湾图书漂流点

小熊英语课堂
4月2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
书馆

周末活动-亲子故事会【116】
(3-8岁儿童及家长，限30个
家庭参与)
4月2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众酬项目讲座
4月2日10:00-12:00
松山湖分馆三楼活动室

清明节-亲子阅读之绘本分
享“爷爷去了天堂”
4月2日14:30-15:30
茶山分馆少儿室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
实践活动
4月2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讲座：婚姻中房产分割问题
4月3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西南角“市民
空间”讲堂内

莞芽故事会
4月3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
馆或者南门草坪

周末活动-讲座:春生夏长，
小儿按摩助力儿童成长(儿
童及家长，限40个家庭参与)
4月3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成人英语角
4月3日10:00-12:00
松山湖分馆三楼活动室

巧巧手乐园之快乐绘画活动
4月3日 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
践活动
4月3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国学诵读
4月3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志愿者活动(1)
4月3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总分馆活动四月April

东城图书馆新莞人技能专
题培训——机电技术
4月4日
东城电子阅览室

“送书服务到户”给残疾人
送书活动
4月5日9:00-12:00
黄江各社区残疾人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
礼睿优雅学堂
4月6日 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
趣学英语
4月7日19:30-20: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东莞图书馆总分馆10周年分
馆活动巡展
4月7日 至4月18日
麻涌分馆三楼大堂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4月8日
高埗分馆

“朗艺讲堂”第二十四期
4月8日19:30-21:30
大朗行政服务中心三楼会堂

社会网络学堂
4月8日16:00
望牛墩分馆

讲座：高血压疾病的防治
4月9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西南角“市民空间”讲堂内

科技小课堂
4月9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手机摄影
4月9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周末活动-讲座:儿童性教育工作坊-我从哪里来？(儿童及
家长，限40个家庭参与)
4月9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我爱学英语-有趣的动物园(4-6岁儿童及家长，
限20人参与)
4月9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社纠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9日
桥头分馆

虎图讲坛:让音乐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
4月9日
虎门分馆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9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自行车休闲文化图文展
4月9日至4月20日
东坑分馆

可爱小勋章
4月9日15:00-16:00
谢岗分馆

少儿手工相框制作
4月9日
樟木头镇电子阅览室走廊

日/SUNDAY  

10
市民学堂讲座：你是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诗与人
4月10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报告厅（主讲嘉宾：张光芒）

讲座：少儿茶艺——识茶礼，做调饮
4月10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西南角“市民空间”讲堂内

莞芽故事会
4月10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门草坪

书目推荐——2015年度阅读之星书目推荐
4月10日至5月10日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
4月10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周末活动-亲子国学诵读会(3岁以上儿童及家长，限30个家庭)
4月10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阅读，从图书馆出发骑行活动
4月10日10:00-12:00
松山湖分馆

故事妈妈
4月10日10:30-12:00
松山湖分馆一楼活动室

巧巧手乐园之亲子拼图比赛
4月10日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10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国学诵读
4月10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家庭亲子教育
3月10日 9:00-12:00
大岭山老龄人活动中心 

总馆活动 C 少儿馆活动 B 分馆活动
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01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L Branch Activities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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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SUNDAY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礼
睿优雅学堂
4月13 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悦读•在路上”系列活动
—— 东莞市第三届盲人诗
歌散文朗诵暨盲人散文、小
说创作选拔赛活动
4月13日 
东莞图书馆

图书馆——我们的学习园地
4月13日
石龙分馆儿童阅览室

常平分馆送书下乡活动
4月13日下午
常平袁山贝图书馆

志愿者活动(2)
4月13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日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
趣学英语
4月14日19:30-20: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心意卡巡展
4月14日至4月28日
企石镇展览中心

图书三流通送书到村(社区)
活动
4月14日 
桥头分馆、石水口图书馆

快乐陶艺吧
4月16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手机摄影
4月16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周末活动-亲子故事会【117】(3-8岁儿童及家长，限30个
家庭参与)
4月16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亲子扎染魔法
4月16日
石碣分馆

“我讲书中的故事”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4月16日全天
石龙镇人民广场内文化活动大楼5楼

讲座:“追源溯流——杨宝霖讲东莞氏族源流”专题系列
讲座(第十二讲):东莞邓氏
4月16日15:00-17:00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16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折纸活动—纸灯笼
4月16日15:00-16:00
谢岗分馆

手工活动——蛋壳贴画
4月16日9:30
望牛墩分馆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趣学英语
4月21日19:30-20: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2016东莞地区公共图书馆读书知识系列巡展
活动——“东莞图书馆总分馆10周年活动”
 4月21日至5月3日
东城展览馆

智慧巧巧手
4月23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手机摄影
4月23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讲座：如何引导孩子讲“好”故事
4月23日 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报告厅

“悦读•在路上”万人换书，捐书，
晒书系列活动
4月23日10:00—16:00
东莞图书馆一楼

讲座：咖啡品鉴之地域之美
4月23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西南角“市民空间”讲堂内

周末活动-英文故事会-Flowers bloom
(3-10岁儿童及其家长，限30人参与)
4月23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我爱学英语-保护地球，人人
有责(5-8岁儿童及家长，限20人参与)
4月23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4月23日至4月24日
松山湖分馆

石碣网络学堂
4月23日至4月24日
石碣分馆电子阅览室

“相约图书馆，与文明同行”倡议活动
4月23日15:00-16:30
石龙分馆

“图书在哭泣”被损坏图书展
4月23日¬至6月30日
石龙分馆借阅室

“相约图书馆，与文明同行”文明小读
者评选活动
4月23日至6月23日
石龙分馆

“我讲书中故事”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4月23日
塘厦文广中心一楼演播厅

“世界读书日”优惠办证活动
4月23日至4月24日
石排分馆

世界读书日新书推荐活动
4月23日 
桥头分馆

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学生义卖、
新书推荐、晒书换书等)
4月23日9:00-12:00
黄江人民公园

活动:“润泽书香，悦读生活”莞图阅读
推广月启动暨《全民阅读》邮票首发仪式
4月23日
莞城分馆

四/THURSDAY  

五/FRIDAY  

22
“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4月22日
东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东
城分馆）

日/SUNDAY  

六/SATURDAY  

市民学堂讲座：孔子这样读书学习
4月24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报告厅（主讲嘉宾：孔祥林）

讲座：健康饮食与体重管理
4月24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西南角“市民空间”讲堂内

莞芽故事会
4月24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门草坪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
4月24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人间四月天——林徽因诗文赏读会  
4月24日上午10:00—12:00
东莞图书馆423空间站（四楼展厅南侧）

周末活动-亲子国学诵读会(3岁以上儿童及家长，限30个家庭)
4月24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悦读童画《小兔子乖乖》(3-6岁儿童，限30人)
4月24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成人英语角
4月24日10:00-12:00
松山湖分馆三楼活动室

一/MONDAY  

18

19

二/TUESDAY  

三/WEDNESDAY  

正念与压力管理技能讲座
4月24日下午
松山湖分馆

“缤纷世界”创意手工坊
 4月24日15:00-16:30
石龙分馆儿童阅览室

巧巧手乐园之手工折纸
4月24日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讲座:东莞市集邮文化沙龙
4月24日15:00-17:00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24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国学诵读
4月24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志愿者活动(4)
4月24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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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莞城图书馆集邮文献区揭幕
4月23日
莞城分馆

展览: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的文字传承
4月23日至6月2日
莞城分馆

展览:Ta读系列——纪念“中国邮政120
周年”集邮文献展
4月23日至6月23日
莞城分馆

4·23世界读书日活动之东方爱婴早教
专题讲座
4月23日
虎门分馆

4·23世界读书日活动之“生命在于运
动”科普展览
4月23日
虎门分馆

高埗“图书漂流”活动
4月23日
高埗分馆

高埗“送图书回家”还书免责活动
4月23日
高埗分馆

高埗分馆“读书与人生专题讲座”活动
4月23日
高埗共享工程播放室

南城区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4月23日
南城分馆

常平分馆世界读书日宣传活动
4月23日
常平文化广场

“绿色阅读•传递文明”环保手工活动
4月23日
东坑分馆

4·23世界读书日宣传活动
4月23日
沙田分馆

环保手工—笔筒制作
4月23日15:00－16:00
谢岗分馆

儿童环保单车手工制作
4月23日10:30-11:30
樟木头镇电子阅览室走廊

换书跳蚤市场活动 
4月23日14:00-15:00
樟木头镇西城广场

2016年樟木头镇儿童故事大王决赛
4月23日19:00
樟木头镇西城文化广场

寮步镇故事大王比赛初赛
4月23日
寮步青少年活动中心一楼

亲子故事会
4月23日上午
长安广场榕树下文化空间

17

市民学堂讲座：千古名人诸葛亮的教子智慧
4月17日14:0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报告厅（主讲嘉宾：张志君）

莞芽故事会
4月17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门草坪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
4月17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周末活动-讲座:正面管教-如何正确引导儿童
的负面情绪(儿童及家长，限40个家庭参与)
4月17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快乐的数字游戏-数独(3-8岁儿童，
限30个家庭参与)
4月17日14:30-15: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少儿英语角
4月17日10:00-12:00
松山湖分馆一楼活动室

骑行书籍推荐活动
4月17日至4月23日
中堂分馆二楼

巧巧手乐园之彩泥DIY
4月17日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流动车送书下乡
4月17日13:00-14:00
黄江人民公园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17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国学诵读
4月17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志愿者活动(3)
4月17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20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礼睿优雅学堂
4月20日 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悦读•在路上”系列活动
4月20日
东莞图书馆

“4·23世界读书日”中华经典名篇集体
朗诵大赛
4月20日至4月25日
横沥分馆

自行车休闲文化图文展
4月20日至5月1日
塘厦馆分一楼大堂

石排镇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4月20日
石排影剧院

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4月20日全天
长安分馆一楼文化学堂

1611 12 13 14 15
书香企业行——送书到企业
活动
4月11日
东城分馆、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童言绘梦”、“求知寻梦”
作品展
4月12日
石碣分馆

“我讲书中的故事”儿童故
事大王比赛暨“爱心绽放，
快乐飞扬”系列活动
4月12日至4月15日（暂定）
凤岗分馆（四楼）

“阅读润童心”故事会
4月15日15:00-16:00
麻涌分馆五楼大堂

足迹——东莞市图书馆10年
建设图片展
4月15日至4月26日 
南城分馆

总分馆活动四月April 总馆活动 C 少儿馆活动 B 分馆活动
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 Branch Activities 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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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SUNDAY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礼
睿优雅学堂
4月13 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悦读•在路上”系列活动
—— 东莞市第三届盲人诗
歌散文朗诵暨盲人散文、小
说创作选拔赛活动
4月13日 
东莞图书馆

图书馆——我们的学习园地
4月13日
石龙分馆儿童阅览室

常平分馆送书下乡活动
4月13日下午
常平袁山贝图书馆

志愿者活动(2)
4月13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日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
趣学英语
4月14日19:30-20: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心意卡巡展
4月14日至4月28日
企石镇展览中心

图书三流通送书到村(社区)
活动
4月14日 
桥头分馆、石水口图书馆

快乐陶艺吧
4月16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手机摄影
4月16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周末活动-亲子故事会【117】(3-8岁儿童及家长，限30个
家庭参与)
4月16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亲子扎染魔法
4月16日
石碣分馆

“我讲书中的故事”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4月16日全天
石龙镇人民广场内文化活动大楼5楼

讲座:“追源溯流——杨宝霖讲东莞氏族源流”专题系列
讲座(第十二讲):东莞邓氏
4月16日15:00-17:00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16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折纸活动—纸灯笼
4月16日15:00-16:00
谢岗分馆

手工活动——蛋壳贴画
4月16日9:30
望牛墩分馆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趣学英语
4月21日19:30-20: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2016东莞地区公共图书馆读书知识系列巡展
活动——“东莞图书馆总分馆10周年活动”
 4月21日至5月3日
东城展览馆

智慧巧巧手
4月23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手机摄影
4月23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讲座：如何引导孩子讲“好”故事
4月23日 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报告厅

“悦读•在路上”万人换书，捐书，
晒书系列活动
4月23日10:00—16:00
东莞图书馆一楼

讲座：咖啡品鉴之地域之美
4月23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西南角“市民空间”讲堂内

周末活动-英文故事会-Flowers bloom
(3-10岁儿童及其家长，限30人参与)
4月23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我爱学英语-保护地球，人人
有责(5-8岁儿童及家长，限20人参与)
4月23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4月23日至4月24日
松山湖分馆

石碣网络学堂
4月23日至4月24日
石碣分馆电子阅览室

“相约图书馆，与文明同行”倡议活动
4月23日15:00-16:30
石龙分馆

“图书在哭泣”被损坏图书展
4月23日¬至6月30日
石龙分馆借阅室

“相约图书馆，与文明同行”文明小读
者评选活动
4月23日至6月23日
石龙分馆

“我讲书中故事”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4月23日
塘厦文广中心一楼演播厅

“世界读书日”优惠办证活动
4月23日至4月24日
石排分馆

世界读书日新书推荐活动
4月23日 
桥头分馆

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学生义卖、
新书推荐、晒书换书等)
4月23日9:00-12:00
黄江人民公园

活动:“润泽书香，悦读生活”莞图阅读
推广月启动暨《全民阅读》邮票首发仪式
4月23日
莞城分馆

四/THURSDAY  

五/FRIDAY  

22
“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4月22日
东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东
城分馆）

日/SUNDAY  

六/SATURDAY  

市民学堂讲座：孔子这样读书学习
4月24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报告厅（主讲嘉宾：孔祥林）

讲座：健康饮食与体重管理
4月24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西南角“市民空间”讲堂内

莞芽故事会
4月24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门草坪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
4月24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人间四月天——林徽因诗文赏读会  
4月24日上午10:00—12:00
东莞图书馆423空间站（四楼展厅南侧）

周末活动-亲子国学诵读会(3岁以上儿童及家长，限30个家庭)
4月24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悦读童画《小兔子乖乖》(3-6岁儿童，限30人)
4月24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成人英语角
4月24日10:00-12:00
松山湖分馆三楼活动室

一/MONDAY  

18

19

二/TUESDAY  

三/WEDNESDAY  

正念与压力管理技能讲座
4月24日下午
松山湖分馆

“缤纷世界”创意手工坊
 4月24日15:00-16:30
石龙分馆儿童阅览室

巧巧手乐园之手工折纸
4月24日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讲座:东莞市集邮文化沙龙
4月24日15:00-17:00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24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国学诵读
4月24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志愿者活动(4)
4月24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24

活动:莞城图书馆集邮文献区揭幕
4月23日
莞城分馆

展览: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的文字传承
4月23日至6月2日
莞城分馆

展览:Ta读系列——纪念“中国邮政120
周年”集邮文献展
4月23日至6月23日
莞城分馆

4·23世界读书日活动之东方爱婴早教
专题讲座
4月23日
虎门分馆

4·23世界读书日活动之“生命在于运
动”科普展览
4月23日
虎门分馆

高埗“图书漂流”活动
4月23日
高埗分馆

高埗“送图书回家”还书免责活动
4月23日
高埗分馆

高埗分馆“读书与人生专题讲座”活动
4月23日
高埗共享工程播放室

南城区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4月23日
南城分馆

常平分馆世界读书日宣传活动
4月23日
常平文化广场

“绿色阅读•传递文明”环保手工活动
4月23日
东坑分馆

4·23世界读书日宣传活动
4月23日
沙田分馆

环保手工—笔筒制作
4月23日15:00－16:00
谢岗分馆

儿童环保单车手工制作
4月23日10:30-11:30
樟木头镇电子阅览室走廊

换书跳蚤市场活动 
4月23日14:00-15:00
樟木头镇西城广场

2016年樟木头镇儿童故事大王决赛
4月23日19:00
樟木头镇西城文化广场

寮步镇故事大王比赛初赛
4月23日
寮步青少年活动中心一楼

亲子故事会
4月23日上午
长安广场榕树下文化空间

17

市民学堂讲座：千古名人诸葛亮的教子智慧
4月17日14:0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报告厅（主讲嘉宾：张志君）

莞芽故事会
4月17日16:00-17:0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门草坪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
4月17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周末活动-讲座:正面管教-如何正确引导儿童
的负面情绪(儿童及家长，限40个家庭参与)
4月17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快乐的数字游戏-数独(3-8岁儿童，
限30个家庭参与)
4月17日14:30-15: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少儿英语角
4月17日10:00-12:00
松山湖分馆一楼活动室

骑行书籍推荐活动
4月17日至4月23日
中堂分馆二楼

巧巧手乐园之彩泥DIY
4月17日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流动车送书下乡
4月17日13:00-14:00
黄江人民公园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4月17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国学诵读
4月17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志愿者活动(3)
4月17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20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礼睿优雅学堂
4月20日 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悦读•在路上”系列活动
4月20日
东莞图书馆

“4·23世界读书日”中华经典名篇集体
朗诵大赛
4月20日至4月25日
横沥分馆

自行车休闲文化图文展
4月20日至5月1日
塘厦馆分一楼大堂

石排镇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4月20日
石排影剧院

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4月20日全天
长安分馆一楼文化学堂

筑梦中国·悦读共享——东莞市国税局
悦读沙龙第10期暨东莞图书馆易读书友
会第24期读书会  
4月20日下午2:30—4:30
东莞图书馆423空间站（四楼展厅南侧）

1611 12 13 14 15
书香企业行——送书到企业
活动
4月11日
东城分馆、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童言绘梦”、“求知寻梦”
作品展
4月12日
石碣分馆

“我讲书中的故事”儿童故
事大王比赛暨“爱心绽放，
快乐飞扬”系列活动
4月12日至4月15日（暂定）
凤岗分馆（四楼）

“阅读润童心”故事会
4月15日15:00-16:00
麻涌分馆五楼大堂

足迹——东莞市图书馆10年
建设图片展
4月15日至4月26日 
南城分馆

总分馆活动四月April 总馆活动 C 少儿馆活动 B 分馆活动
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 Branch Activities 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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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6:30

手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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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6:30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4月课程安排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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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讲座：走出实验室的咖啡
神器
4月30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西南角“市
民空间”讲堂内

周末活动-创意陶艺制作-
陶艺杯杯(3-8岁儿童及家
长，限25人参与)
4月30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
实践活动
4月30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四月April

29 30

礼睿优雅学堂
14:30—16:30

L C B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 Branch Activities 05分馆活动少儿馆活动总馆活动

29

一/MONDAY  三/WEDNESDAY  四/THURSDAY  五/FRIDAY  二/TUESDAY  

27 282625

总分馆活动四月April

学习地点：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咨询电话：22834115
公益课堂官方QQ群
英语班：216679753     粤语班：276417090
摄影班：277076792     软件通：209855041
 

东莞移动图
书馆客户端

东莞学习
中心网站

东莞图书馆
微信

趣学英语
19:30—20:30

礼睿优雅学堂
14:30—16:30

30

六/SATURDAY  日/SUNDAY  

“我讲书中的故事”故事大
王比赛
4月25日
东城展览馆

第十二届读书节开幕式
4月25日
沙田东方明珠学校

幼儿故事会
4月26日10:00－11:00
谢岗分馆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礼
睿优雅学堂
4月27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图书馆——我们的学习园地
4月27日
石龙分馆儿童阅览室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趣
学英语
4月28日19:30-20: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图书馆伴我成长”儿童故
事大王比赛
4月28日
横沥分馆

石碣镇“儿童故事大王”
初赛
4月29日
石碣影剧院

足迹——东莞图书馆10年建
设图片展
4月29日至5月10日
麻涌分馆三楼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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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器
4月30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四楼西南角“市
民空间”讲堂内

周末活动-创意陶艺制作-
陶艺杯杯(3-8岁儿童及家
长，限25人参与)
4月30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
实践活动
4月30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四月April

29 30

礼睿优雅学堂
14: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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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地点：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咨询电话：22834115
公益课堂官方QQ群
英语班：216679753     粤语班：276417090
摄影班：277076792     软件通：20985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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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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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书中的故事”故事大
王比赛
4月25日
东城展览馆

第十二届读书节开幕式
4月25日
沙田东方明珠学校

幼儿故事会
4月26日10:00－11:00
谢岗分馆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礼
睿优雅学堂
4月27日14:30-16: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图书馆——我们的学习园地
4月27日
石龙分馆儿童阅览室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趣
学英语
4月28日19:30-20: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图书馆伴我成长”儿童故
事大王比赛
4月28日
横沥分馆

石碣镇“儿童故事大王”
初赛
4月29日
石碣影剧院

足迹——东莞图书馆10年建
设图片展
4月29日至5月10日
麻涌分馆三楼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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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空间】2016年4月讲座安排四月April

29 30

16:00～17:30
东莞发展控股公司

19:00～20:00
东城同沙甘屋村彩怡广场

15:00～17:00
中堂镇东糖集团社区

18:30～20:00
万江小享管理区

15:30～16:30
清溪镇文化广场

17:30～19:00
塘厦镇三友联众电器厂

16:00～19:00
石碣镇旭丽电子有限公司

15:00～17:00
茶山镇丽江豪苑社区

18:30～20:00
石龙镇聚龙湾社区

09:30～10:30
东坑文化广场

11:00～12:00
横沥镇文化广场 

15:30～19:00
大岭山镇金立工业园

15:30～20:00
南城区中信新天地社区

15:30～17:30
虎门镇虎门公园

16:30～19:30
东城区莞翠邨社区

10:00～11:00
大朗镇高英社区

13:00～14:00
黄江镇黄江公园

15:30～19:30
万科高尔夫社区

15:30～16:30
望牛墩镇思威特有限公司

17:00～19:00
望牛墩镇牛顿工业园

10:00～11:30
沙田镇文化广场

12:00～13:30
沙田镇沙田海关社区

13:30～14:30
厚街镇体育公园

16:00～19:30
道滘镇江滨公园

16:00～19:30
寮步镇鼎峰品筑社区

10:00～11:30
谢岗镇文化广场

13:00～14:00
樟木头镇西城广场

15:30～17:30
顺丰速运(东莞)有限公司

18:30～20:00
东城区温塘徐福记厂

15:30～16:30
常平镇运城制版二厂

17:30～19:00
常平镇东运有限公司

15:30～17:30
高埗镇卢溪村

18:30～19:30
石碣镇东莞监狱社区

法治讲坛

健康生活

茶文化系列

4月3日（星期日）

下午2：30—4：30

4月9日（星期六）

下午2：30—4：30

4月10日（星期日）

下午2：30—4：30

4月23日（星期日）

下午2：30—4：32

婚姻中房产分割问题

高血压疾病的防治

"少儿茶艺——

识茶礼，做调饮"

咖啡品鉴之地域之美咖啡之旅

    罗水平，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律师志愿者、深圳市罗湖看守所派驻律师、曾担任东莞市律师协会民事

委员会委员、东莞市广播电视台《与法同行》栏目特邀嘉宾、东莞市“六五”普法宣讲团宣讲员。

    曾广民，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东莞市特色人才、1983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医疗系，东莞康华医院心血管医

学中心，对内科常见病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尤其擅长高血压、心力衰竭、冠心病、脑血管病、糖尿病的诊治。

    白碧珍，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茶艺系，茶艺师考评员、茶艺技师、高级评茶员。先后获得广东省茶艺师职业

技能竞赛冠军、团体赛银奖、广东省技术能手。

    卓海晏，从事咖啡行业5年，国家咖啡师考评员，国家高级咖啡师，东莞市高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咖啡培训主

讲师，东莞市莞香花青春再启航咖啡师培训班主讲师。

营养健康
4月24日（星期日）

下午2：30—4：33
健康饮食与体重管理

    张艺馨，曾从事护理工作15年，现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及瑜伽教练。广东省东莞市营养学会会员，南京甘

霖营养学院高级讲师，乐于营养知识公益宣讲，致力于以科学的方法提高大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

07
四/THURSDAY  五/FRIDAY  六/SATURDAY  日/SUNDAY  一/MONDAY  二/TUESDAY  三/WEDNESDAY  

0301 02

四月April Book mobile图书流动车

10:30～11:30
麻涌镇漳澎管理区

13:00～14:00
中堂镇文化广场

10:00～11:00
石排镇石排影剧院

12:00～13:00
企石镇东山村东山篮球场

13:30～14:30
桥头镇莲湖公园

走出实验室的咖啡神器
4月30日（星期六）

下午2：30—4：33
咖啡之旅

    吴梦霞，国家高级咖啡师，国家咖啡师考评员，东莞市高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咖啡培训讲师2014获广东省咖啡

师技术能手称号，2014年广东省咖啡师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2015年WBC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赛区广东分区

优秀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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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空间】2016年4月讲座安排四月April

29 30

16:00～17:30
东莞发展控股公司

19:00～20:00
东城同沙甘屋村彩怡广场

15:00～17:00
中堂镇东糖集团社区

18:30～20:00
万江小享管理区

15:30～16:30
清溪镇文化广场

17:30～19:00
塘厦镇三友联众电器厂

16:00～19:00
石碣镇旭丽电子有限公司

15:00～17:00
茶山镇丽江豪苑社区

18:30～20:00
石龙镇聚龙湾社区

09:30～10:30
东坑文化广场

11:00～12:00
横沥镇文化广场 

15:30～19:00
大岭山镇金立工业园

15:30～20:00
南城区中信新天地社区

15:30～17:30
虎门镇虎门公园

16:30～19:30
东城区莞翠邨社区

10:00～11:00
大朗镇高英社区

13:00～14:00
黄江镇黄江公园

15:30～19:30
万科高尔夫社区

15:30～16:30
望牛墩镇思威特有限公司

17:00～19:00
望牛墩镇牛顿工业园

10:00～11:30
沙田镇文化广场

12:00～13:30
沙田镇沙田海关社区

13:30～14:30
厚街镇体育公园

16:00～19:30
道滘镇江滨公园

16:00～19:30
寮步镇鼎峰品筑社区

10:00～11:30
谢岗镇文化广场

13:00～14:00
樟木头镇西城广场

15:30～17:30
顺丰速运(东莞)有限公司

18:30～20:00
东城区温塘徐福记厂

15:30～16:30
常平镇运城制版二厂

17:30～19:00
常平镇东运有限公司

15:30～17:30
高埗镇卢溪村

18:30～19:30
石碣镇东莞监狱社区

法治讲坛

健康生活

茶文化系列

4月3日（星期日）

下午2：30—4：30

4月9日（星期六）

下午2：30—4：30

4月10日（星期日）

下午2：30—4：30

4月23日（星期日）

下午2：30—4：32

婚姻中房产分割问题

高血压疾病的防治

"少儿茶艺——

识茶礼，做调饮"

咖啡品鉴之地域之美咖啡之旅

    罗水平，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律师志愿者、深圳市罗湖看守所派驻律师、曾担任东莞市律师协会民事

委员会委员、东莞市广播电视台《与法同行》栏目特邀嘉宾、东莞市“六五”普法宣讲团宣讲员。

    曾广民，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东莞市特色人才、1983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医疗系，东莞康华医院心血管医

学中心，对内科常见病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尤其擅长高血压、心力衰竭、冠心病、脑血管病、糖尿病的诊治。

    白碧珍，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茶艺系，茶艺师考评员、茶艺技师、高级评茶员。先后获得广东省茶艺师职业

技能竞赛冠军、团体赛银奖、广东省技术能手。

    卓海晏，从事咖啡行业5年，国家咖啡师考评员，国家高级咖啡师，东莞市高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咖啡培训主

讲师，东莞市莞香花青春再启航咖啡师培训班主讲师。

营养健康
4月24日（星期日）

下午2：30—4：33
健康饮食与体重管理

    张艺馨，曾从事护理工作15年，现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及瑜伽教练。广东省东莞市营养学会会员，南京甘

霖营养学院高级讲师，乐于营养知识公益宣讲，致力于以科学的方法提高大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

07
四/THURSDAY  五/FRIDAY  六/SATURDAY  日/SUNDAY  一/MONDAY  二/TUESDAY  三/WEDNESDAY  

0301 02

四月April Book mobile图书流动车

10:30～11:30
麻涌镇漳澎管理区

13:00～14:00
中堂镇文化广场

10:00～11:00
石排镇石排影剧院

12:00～13:00
企石镇东山村东山篮球场

13:30～14:30
桥头镇莲湖公园

走出实验室的咖啡神器
4月30日（星期六）

下午2：30—4：33
咖啡之旅

    吴梦霞，国家高级咖啡师，国家咖啡师考评员，东莞市高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咖啡培训讲师2014获广东省咖啡

师技术能手称号，2014年广东省咖啡师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2015年WBC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赛区广东分区

优秀选手。



10 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09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

总 分 馆 活 动总 分 馆 活 动

10

日

    主讲嘉宾：张光芒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
新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2014年3月至2015年2

月赴韩国任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先后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等。2005年在纪念中

国博士后制度建立20周年活动中被江苏省人事厅授予“优秀博士后”荣

誉称号。出版学术专著《启蒙论》、《混沌的现代性》、《道德嬗变与
文学转型》、《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等7部。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

《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先后获“唐弢青

年文学研究奖”、《当代作家评论》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紫金山文学奖”等多项。

，

你是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诗与人Ⅳ

时间：2016年4月10日14：30—16：30
地点：东莞图书馆四楼东莞学习论坛报告厅

S
U

N
D

A
Y  

17

日

Ⅳ

时间：2016年4月17日14：30—16：30
地点：东莞图书馆四楼东莞学习论坛报告厅

S
U

N
D

A
Y  

    主讲嘉宾：张志君 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兼《教育传媒研究》
杂志总编辑、教授、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
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艺术理论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教育电视协会副会长；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
栏目特约主讲教授，商务印书馆畅销书《跟着古人学家风家教》的作者。
著有《教育大国的崛起》、《教育界的“焦点访谈”——张志君教育传
媒评论文集》、《老子英雄儿好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代现象》、《颠
覆历史》等畅销书，先后在《现代传播》、《教育研究》、《电视研究》
等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近百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参与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

题组”的研究及撰稿工作，参加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中
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程度指标体系研究》的研究工作。曾荣获第二
届“十佳百优”全国优秀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第四届“中国新闻奖”
等奖项。

，

千古名人诸葛亮的教子智慧

24

日

Ⅳ

时间：2016年4月24日14：30—16：30
地点：东莞图书馆四楼东莞学习论坛报告厅

S
U

N
D

A
Y  

    主讲嘉宾：孔祥林 孔子七十五代孙。曾任山东省曲阜市文物管理
委员会主任，孔子博物院院长，中国孔子研究院副院长。1993年评为研

究员，兼任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研究生指导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 2011年被评为第三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现任世界儒学大

会秘书处秘书长，研究员（二级），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
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等10多个学术团体理事，韩国儒道会顾问，中国孔

庙保护协会名誉会长等。主要从事孔子思想、孔氏家族、孔子庙和孔子
思想在海外影响研究。著有《世界孔子庙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文库》）、《孔子志》、《图说孔子》、《衍圣公与衍圣公府》、
《孔府文化研究》、《曲阜孔氏家风》等10多部著作，境外出版4部，在

国内外发表论文近100篇。多国讲学，并在国内外接受过美国、法国、英

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30多个国家和

地区几百次媒体采访。

，

孔子这样读书学习

1、讲座：“追源溯流——杨宝霖讲东莞氏族源流”专

题系列讲座(第十二讲)：邓氏

2、活动：“润泽书香，悦读生活”莞图阅读推广月启

动暨《全民阅读》邮票首发仪式

3、活动：莞城图书馆集邮文献区揭幕

4、展览：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传承

5、展览：Ta读系列——纪念“中国邮政120周年”集邮文献展

时    间：2016年4月16日15:00—17:00

地    点：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活动简介：东莞邓氏均为邓符协后人，邓符协曾孙元瑛、元禧、元

祯、元亮、元和，是为五大房，后人称为“五元邓”。元瑛子孙居

东莞竹园、鲤鱼石、莞城南街等处；元禧子孙居福隆、雁田；元和

子孙居东莞怀德；今居香港之邓氏，多为元祯、元亮两房之后。本

期讲座杨宝霖老师将重点为大家介绍东莞怀德、福隆、雁田邓氏的

历史源流，以及各房所出名人故事。

时    间：2016年4月23日

地    点：莞城分馆

活动简介：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是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

新闻出版总署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建设学习型社会要求的一项

重要举措。为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舆论

氛围和文明风尚，更好地为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推动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服务，中国邮政将于2016年4月23日发行《全

民阅读》特种邮票1套1枚，东莞地区首发也将在4月23日的“润泽书

香，悦读生活”莞图阅读推广月启动当天于莞城图书馆举行。届时，

市民可于现场抢先购买、收藏。

时    间：2016年4月23日

地    点：莞城分馆

活动简介：莞城图书馆集邮文献区将于“4•23世界读书日”当天正式向公众开放。

时    间：2016年4月23日—6月2日

地    点：莞城分馆

活动简介：此次展览以文字起源与发展为纵向脉络，以文字的种类与谱系为横向脉络，以文字的书写、

传播、应用和传承等命题为拓展，从世界的文字、中国的文字、文字的书写与传播、文字与传统文化以

及文字的传承五个方面为广大读者清晰地梳理了我国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生动展现了我国文字独有

的魅力。 展览现场拟与“字在”品牌合作，设置“活字互动抱枕”、“百家姓原子印章”等互动区域，让

读者在游戏中了解汉子，了解活字。

时    间：2016年4月23日—6月23日

地    点：莞城分馆

活动简介：「TA读」，一个莞城图书馆独创的读者个人“阅读品味”交流平台。恰逢今年是中国邮政开

办120周年，我馆将推出“纪念中国邮政120周年”集邮文献展，展出王晓强收藏多年的部分珍贵集邮文

献，通过对此部分文献的解读，与广大读者分享他的阅读志趣。



10 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09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

总 分 馆 活 动总 分 馆 活 动

10

日

    主讲嘉宾：张光芒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
新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2014年3月至2015年2

月赴韩国任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先后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等。2005年在纪念中

国博士后制度建立20周年活动中被江苏省人事厅授予“优秀博士后”荣

誉称号。出版学术专著《启蒙论》、《混沌的现代性》、《道德嬗变与
文学转型》、《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等7部。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

《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先后获“唐弢青

年文学研究奖”、《当代作家评论》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紫金山文学奖”等多项。

，

你是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诗与人Ⅳ

时间：2016年4月10日14：30—16：30
地点：东莞图书馆四楼东莞学习论坛报告厅

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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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Y  

17

日

Ⅳ

时间：2016年4月17日14：30—16：30
地点：东莞图书馆四楼东莞学习论坛报告厅

S
U

N
D

A
Y  

    主讲嘉宾：张志君 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兼《教育传媒研究》
杂志总编辑、教授、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
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艺术理论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教育电视协会副会长；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
栏目特约主讲教授，商务印书馆畅销书《跟着古人学家风家教》的作者。
著有《教育大国的崛起》、《教育界的“焦点访谈”——张志君教育传
媒评论文集》、《老子英雄儿好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代现象》、《颠
覆历史》等畅销书，先后在《现代传播》、《教育研究》、《电视研究》
等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近百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参与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

题组”的研究及撰稿工作，参加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中
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程度指标体系研究》的研究工作。曾荣获第二
届“十佳百优”全国优秀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第四届“中国新闻奖”
等奖项。

，

千古名人诸葛亮的教子智慧

24

日

Ⅳ

时间：2016年4月24日14：30—16：30
地点：东莞图书馆四楼东莞学习论坛报告厅

S
U

N
D

A
Y  

    主讲嘉宾：孔祥林 孔子七十五代孙。曾任山东省曲阜市文物管理
委员会主任，孔子博物院院长，中国孔子研究院副院长。1993年评为研

究员，兼任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研究生指导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 2011年被评为第三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现任世界儒学大

会秘书处秘书长，研究员（二级），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
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等10多个学术团体理事，韩国儒道会顾问，中国孔

庙保护协会名誉会长等。主要从事孔子思想、孔氏家族、孔子庙和孔子
思想在海外影响研究。著有《世界孔子庙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文库》）、《孔子志》、《图说孔子》、《衍圣公与衍圣公府》、
《孔府文化研究》、《曲阜孔氏家风》等10多部著作，境外出版4部，在

国内外发表论文近100篇。多国讲学，并在国内外接受过美国、法国、英

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30多个国家和

地区几百次媒体采访。

，

孔子这样读书学习

1、讲座：“追源溯流——杨宝霖讲东莞氏族源流”专

题系列讲座(第十二讲)：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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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讲书中的故事”儿童故事大王比赛暨
“爱心绽放，快乐飞扬”系列活动方案

     在儿童教育中，爱是灵魂和生命，2016年“我讲书中的故事”儿童故事大王比赛将以“爱心绽放，

快乐飞扬”为年度主题，同时推出明信片设计大赛及征文活动，推动以爱为主题阅读活动的开展，为少
年儿童提供展示才能、发挥特长的舞台，共同分享爱的故事。让爱如清泉滋润孩子的心灵，让爱的种子
在孩子的心里发芽、生根，让阅读陪伴孩子感受爱、学会爱。具体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名称：2016年“我讲书中的故事”儿童故事大王比赛暨“爱心绽放，快乐飞扬”系列活动

主题：爱心绽放，快乐飞扬
二、活动组织
主    办：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承    办：东莞图书馆、各镇（街）图书馆、松山湖图书馆
支持媒体：东莞电视台《宝贝豆丁》栏目
三、活动内容
（一）“我讲书中的故事”儿童故事大王比赛
（二）“爱心绽放，快乐飞扬”明信片设计大赛
（三）“爱心绽放，快乐飞扬”征文活动
（四）“爱心绽放，快乐飞扬”阅读推广活动
四、时间安排

五、活动组织奖

    根据2016年“我讲书中的故事”儿童故事大王比赛暨“爱心绽放，快乐飞扬”系列活动参与单位组

织情况，设立组织奖若干名。
六、活动联络
联络部门：东莞图书馆少儿部
联系地址：东莞市莞城区新芬路40号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

联  系 人：郑文君、黄诗莹（儿童故事大王比赛、阅读推广活动）；蔡志敏、廖小梅（明信片设计大赛、
           征文活动）。
联系电话：0769—23309880、23309885

传真号码：22834101-801

联系邮箱（指定收文邮箱）：dglibst@126.com

网    址：东莞图书馆网站（ http://www.dglib.cn）
                         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网站（ http://kid.dglib.cn）

实施步骤 实施时间

启动阶段 3月

3月-8月（阅读推广阶段）

3月-4月（初赛）

5月份（决赛）

广泛利用各种媒体对全市中小学、幼儿园进行活动宣传；各镇
（街）图书馆、松山湖图书馆于3月18日前填妥回执（详见附件

4“表一”）上报东莞图书馆。

东莞图书馆推出《2016年儿童故事大王推荐书目》，在东莞图
书馆儿童天地及少儿分馆设立儿童故事大王图书专架并开展相
应的阅读推广活动；鼓励镇（街）图书馆积极参与阅读推广活
动，并于9月10日前提交相关活动材料。

各镇（街）图书馆、松山湖图书馆自行组织各分项活动初赛，
4月26日前将参加故事大王决赛选手的推荐表及相关资料上报
东莞图书馆。

儿童故事大王总决赛暂定于5月28日在东莞图书馆举行，并举

行颁奖典礼。各镇（街）图书馆、松山湖图书馆于5月28日以
前推选明信片设计大赛和征文活动的优秀作品参与全市评选。

启动阶段

成果展示

2016年东莞第十二届读书节启动大会上颁发获奖证书

获奖作品将在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及镇（街）分馆巡回展出

8月份

10月份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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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阅览或外借以上期刊请到东莞图书馆一楼报刊借阅室

期刊  

索取号：F8/2
主办单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主办
出版社：财经杂志社
出版频率：旬刊

书 名：《财经》

 

   《财经》始终秉承“独立 独家 独到”的编辑理念，以

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的新闻原则，及时报道、评论影

响中国与世界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和焦点人物。它密切关

注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与现代市场经济进程，全面观察并追

踪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举措、政府决策的重要动向和资本

市场建设重点事件；亦关注海外的重大经济、时政要闻，并

通过记者现场采访获取第一手资讯。

   《大众投资指南》在投资中讲生意，在生意中谈投资；万

变不离百姓热点经济话题，万变不离集知识性、新闻性、实

用性、权威性于一体的读者需求；是大众创业致富、提高全

民财商的必读刊物。

   《心理与健康》期刊帮助读者了解心理知识，浏览心理

世界，拨开心理迷雾，预防心理疾病，提高心理素质，促

进心理健康 。

索书号：R1/23
主办单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主办
出版社：心理与健康杂志社
出版频率：月刊

书名：《心理与健康》

索取号：F8/9
主办单位：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主办
出版社：天津大众投资指南杂志社
出版频率：月刊

书 名：《大众投资指南》

 

   《米老鼠》是最受中国孩子欢迎的儿童卡通杂志之一，每

期都有米老鼠、唐老鸭等迪士尼卡通形象的幽默故事，新

奇有趣的智力游戏和世界趣闻，并更多的是保持了一种原

汁原味。

索取号：J2/42
主办单位：人民邮电出版社主办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频率：半月刊

书 名：《米老鼠》

    本书讲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对“人与机器，谁

将称王”、自驾驶汽车、人机协作、救援机器人、语音机

器人和雇佣机器人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对人工智能未

来的发展做了展望。

著者：(美)约翰•马尔科夫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TP18/126

与机器人共舞：人工智能时代的大未来

      “年”是汉族神话里在除夕之夜为祸人间的凶兽。传说原

本虚妄，但当某一天人类终于有能力凭借智慧观照自身的命

运时，却赫然发现“天年”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早已显露峥嵘。

那是真正的宿命，没有理由，无需解释。在绞索般步步进逼

的“天年”面前，万物之灵的人类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为了不

可语冰的孱弱夏虫。

著者：何夕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247.55/617

天年

       2015年凯迪克金奖作品。这个故事诠释了关于友谊、想

象力的真谛，鼓励孩子们勇敢地去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

位置。

    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岛上，幻想朋友——小白就出生

在那里。他耐心地等待着能有一个真实的小孩想象到他。然

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他决定出发去寻找。他踏上

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旅程，来到了闹哄哄的城市。在那里，他

终于遇到他最完美的朋友，并获得了自己的名字：小白。

著者： (美)丹•桑塔特 著/绘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I712.85/1578

小白找朋友

山姆和大卫去挖洞，他们挖啊挖啊——

山姆：我们要挖到什么时候？

大卫：我们要一直挖，直到找到了不起的东西为止。

洞越来越深，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但男孩的狗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们最后能找到了不起的东西吗？

著者：(美)麦克•巴内特 文 / (美)乔恩•克拉森 图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索书号：I712.85/1433

山姆和大卫去挖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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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在路上——行走间阅读相伴

图 书 馆 资 源 推 荐 图 书 馆 资 源 推 荐

精选数字资源

    东莞图书馆APP，馆藏查询、馆情公告、学习中心、读者服务、馆址导航随时掌握、随心阅读！

    东莞学习中心(http://lc.dglib.cn/)也有“悦读 在路上”专题哦！欢迎悦读！

    如有疑问欢迎咨询22834115。

•

旅行摄影

旅游英语口语

名导游带你游天下

假期必备安全常识

学开汽车

按照旅游相关事宜分为11大部分，力求让你了解旅

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使读者在学习过程中感受

到旅游的美好。

本书分为旅途趣闻、景点逸事、旅行锦囊三部分，

讲述作者从事导游工作，在国内外的见闻，以及

相关故事。

通过对长途旅行安全知识、假期安全知识、交通事

故安全救助常识、户外安全常识、自救自护安全知

识等相关常识性的知识介绍，让读者真正了解安全

度过假期的知识。

介绍汽车基本结构，然后教你认识驾驶室内各种操

作机构及仪表，具有了这些开车的必备知识，再教

你开车的方法，此外，还讲述了汽车的保养、调整

和修理知识。

以专题杂志的形式，用图文并茂、平易近人的手

法，将摄影语言的思维和运用通过照片传达出来。

对老年人旅游应做好的事前准备和注意事项进行详

细讲解并且提供了历史胜地、风景名胜、文化景观

等地的行程安排供参考。

看老师为你讲深度旅游、城郊乡村旅游、自助游的

现状和自驾游的注意事项。

通过旅游实现感知、了解、体察人类文化具体内容
之目的的行为过程。泛指以鉴赏异国异地传统文化、
追寻文化名人遗踪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
为目的的旅游。寻求文化享受已成为当前旅游者的
一种风尚。

精选出12-13个中国最值得去的地方进行介绍和相关

传说故事的讲解。生动有趣，让读者足不出门也能

环游中国。

旅游文化与鉴赏

老年人旅游

出游常识

中国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

突发事件的现场急救

精彩图书 配图 内容介绍

人们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如能在现场及时、正确地进

行自救和互救，就能减少伤残，挽救生命；相反，贻

误时机或处理不当，就可能造成终身残疾，甚至死亡。 

    4月19日“世界自行车日”、4月22日“世界地球日”、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生活理应是健康的、美

丽的、知性的、优雅的……我们为热爱生活的您，制作了丰富精彩的知识大礼——“悦读•在路上”数字

阅读资源，内容涵盖旅游文化、艺术鉴赏、电子商务、求职面试、体育运动、保健养生等，愿书香伴您行

走在路上！

    下载东莞图书馆app，凭东莞图书馆读者证号或在线免费注册数字帐号、登录，“学习中心”栏目随

心阅读！

    东莞图书馆app 专栏包括：科幻文学、儿童故事、英语听力、有声小说、风云人

物、文学名著、对话大师、历史军事、科普百科九大类别。让您耳朵享受悦读盛宴！

“ 读物”有声

精彩视频 配图 内容介绍

最值得一读的小说

中级商务英语听说

郑板桥扬州卖画

精彩有声读物

了不起的火箭

少年国王

周立波小品

赵本山小品

《红楼梦》研究

《水浒传》成书之谜

伊索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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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生活·从图书馆出发

——第三届骑行系列活动

一、主  题：悦生活  从图书馆出发——骑行  阅读  环保

二、举办时间：2016年4月16至17日(周六、日)

三、举办地点：东莞图书馆一楼大堂

四、合作方：崔克自行车店、美利达自行车店等

五、活动内容：

(一)骑阅东莞图书馆总分馆

主要内容：招集骑行爱好者来阅读，读书爱好者来骑行。

           到东莞各镇区赏美景，到分馆品人文。阅读

           和骑行，两者不辜负。

责任单位：东莞图书馆

活动说明：1、活动报名 2、启动仪式

时     间： 2016年4月16日上午10时

(二)自行车文化展

主要内容：展示自行车历史、自行车之最、概念自行车、

           自行车与名人等自行车文化。

责任单位：东莞图书馆参考咨询部

时     间： 2016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17日

(三)骑行户外运动品牌展

主要内容：联系自行车户外运动品牌、平衡独轮车、自

           行车周边产品供应商来馆进行展示。

责任单位：美利达自行车店、崔克自行车店、迪卡侬等

活动说明：（登山杖、徒步鞋、冲锋衣、帐篷、睡袋等）

时     间： 2016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17日

(四)自行车装拆、维修体验活动

主要内容：由供应商提供自行车零配件供读者组装自行车，并现场指导自行车补胎等维修技术

责任单位：（待定）

活动说明：

1、自行车安装及专业工具实际操作体验

2、自行车变速实际操作感觉体验

3、自行车换轮胎、补胎体验

4、折叠自行车折叠体验（小比赛）

5、电子骑行台比赛体验

时     间： 2016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17日

(五)品牌自行车及配件展出

责任单位：美利达、崔克、富士、捷安特、优贝、飞谷、迪卡侬等自行车品牌商

1、自行车各部件、装备分解展出：（车把+车架+坐垫+踏板+整车+头盔+骑行服等等）（西面整墙）

2、各类自行车比赛项目视频播放（各店展区电视+大堂大屏幕）

3、品牌自行车及装备展示

时     间： 2016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17日

17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

社 区 网 络 学 堂  

4月悦读在路上视频推荐

主讲：仲富兰（上海师范大学）

简介：老师将人文景观、乡村景观、山

水景观、自然景观分别进行概述，并根

据其各自特点精选出12-13个中国最值

得去的地方进行介绍和相关传说故事的

讲解。生动有趣，让读者足不出门也能

环游中国。

中国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 

主讲：马俊

简介：介绍了喜马拉雅“四大名沟”徒

步、巴基斯坦K2大本营徒步路线及主讲

人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图文分享。

从喜马拉雅到喀喇昆仑——
高原徒步与户外摄影 

 

主讲：李松涛（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

会）

简介：户外达人讲解野外运动常见的危

险及处理办法。出行带好必备品，结伴

同行，安全第一，出行前有周密安排，沿

途做标记。

常见野外危险的防范与处理
 

主讲：李琦（厦门大学）

简介： 介绍了怎样阅读经典，阅读会给

生命带来光辉。 

生命，在阅读中展开

 

主讲：蒋季成（西安交通大学）  

简介：本系列主要讲蒋季成老师的生平

经历，给我们启示，激励现在的青少年

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生活，不放弃。 

生命的意义“在路上”
 

主讲：张磊  

简介：旅行的意义在于旅行使人们改变

了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使人有益良多。

看老师为你讲深度旅游、城郊乡村旅游、

自助游的现状和自驾游的注意事项。

出游常识

东莞移动图书馆 新浪微博 微信

社区网络学堂回音壁

东莞图书馆学习中心回复：

无需登录可观看前2集，观看全集、

学习更多内容请使用东莞图书馆读

者证号或在线申请的数字帐号登录。

欢迎关注东莞图书馆官方微博、微信、客户端，即时

获取东莞图书馆最新资讯与更多服务。

1.希望视频的内容能够更加广泛，能适合大众口味。

2.加大移动设备对网络学堂的宣传，加入读者实时互动环节，能让读者留言和讨论相关视频内容。

 

虎门分馆电子阅览室留言：

1.东莞学习中心网站平台提供教学视频资源14万余集，专题、课程9424门；东莞图书馆

官方网站——“数字资源”页面http://www.dglib.cn/DigitalRes.html提供更丰富的视频类

资源；东莞图书馆APP提供学术视频、 公开课视频、微课程视频。各电子阅览室开展社

区网络学堂活动时可根据需要从网站或APP上挑选视频。

2.根据总馆的经验，可通过微博、微信、QQ群、课堂现场讨论、东莞学习中心网站的“

学习小组”进行读者互动。东莞学习中心的学习小组的详细用法：登录东莞学习中心网

站http://lc.dglib.cn/——点击“社区”——进入个人空间“学习小组”创建小组，邀请成

员，创建成功后学员可进行网上讨论。

总 分 馆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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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2016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17日

(三)骑行户外运动品牌展

主要内容：联系自行车户外运动品牌、平衡独轮车、自

           行车周边产品供应商来馆进行展示。

责任单位：美利达自行车店、崔克自行车店、迪卡侬等

活动说明：（登山杖、徒步鞋、冲锋衣、帐篷、睡袋等）

时     间： 2016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17日

(四)自行车装拆、维修体验活动

主要内容：由供应商提供自行车零配件供读者组装自行车，并现场指导自行车补胎等维修技术

责任单位：（待定）

活动说明：

1、自行车安装及专业工具实际操作体验

2、自行车变速实际操作感觉体验

3、自行车换轮胎、补胎体验

4、折叠自行车折叠体验（小比赛）

5、电子骑行台比赛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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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牌自行车及配件展出

责任单位：美利达、崔克、富士、捷安特、优贝、飞谷、迪卡侬等自行车品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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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2016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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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区 网 络 学 堂  

4月悦读在路上视频推荐

主讲：仲富兰（上海师范大学）

简介：老师将人文景观、乡村景观、山

水景观、自然景观分别进行概述，并根

据其各自特点精选出12-13个中国最值

得去的地方进行介绍和相关传说故事的

讲解。生动有趣，让读者足不出门也能

环游中国。

中国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 

主讲：马俊

简介：介绍了喜马拉雅“四大名沟”徒

步、巴基斯坦K2大本营徒步路线及主讲

人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图文分享。

从喜马拉雅到喀喇昆仑——
高原徒步与户外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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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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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网络学堂回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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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登录可观看前2集，观看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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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分 馆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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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10日是我跨入茶山图书馆大门的日子，从此我的命运就和它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曲

折时，还是顺畅时。尽管这其间有过动摇，有过想放弃的念头，但至今为止我庆幸自己还是一路坚持下

来了。我坚信既然我选择了这份职业，就应该去踏踏实实地把这份事业做好。

   古人喜欢把“立德、立言、立功”作为人生追求的境界，对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难以达到，但把“三

立”作为人生的座右铭自勉，还是可以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只要有“笨鸟先飞”的勇气，踏踏实实地

去干好每一件事，常人也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悟出其中的道理，把本职工作干好、做精。

    刚开始进入图书馆工作时，以为图书馆的工作就整整书就行了。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才发现并没有

那么简单，馆内的藏书数量很大，同一类书又有不同的版本，需要在书架上耐心的查找。听一些老同事

说，他们刚来图书馆时也需要经过1-2个月的训练才能准确迅速的找到书的位置。而且由于一些读者在翻

阅书籍后没有将书放回至原来的位置，导致很多书籍位置摆放错误，造成其他读者查找的困难和图书馆

管理工作的困难。而且图书馆也经常有许多不文明不和谐的现象发生，比如有的读者不按规定使用代书

版，有的大声说话，有的在图书馆内吃零食，有的拿十几册在桌面......这些都需要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和提醒，最关键的是要培养读者文明的良好的借阅习惯。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东莞基层公共文化的普及，图书馆具备社会教育功能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图

书馆是知识和信息的汇集之所，也是精神文化的传播之地。随着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的开展，图

书馆举办的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越来越受到基层人民群众的喜爱。作为一名基层图书馆工作人员，忽然觉

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图书馆不再是简单的传统的借还书功能了，图书馆承担文化传播的职责也越

来越来越重要了。今后我们也要不停的加强业务学习，争取将更多更优秀的精神文明成果，传播到基层

的千家万户。

    在图书馆工作的日子里，我认识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重视对工作方法的把握，会让我在今后

的生活中更加注重效率的提高，统筹安排，合理分配，以求做到事半功倍。视野要适当的放宽，做事情

要不拘一格，灵活处理。此外，我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就是一定要充分利用图书馆里各种丰富的优

质资源，珍惜在图书馆里每一点一滴的收获，说不定某一本书、某一个人或某一句话会影响你的一生。

笨鸟先飞，踏实做人

——茶山图书馆工作七年感想

茶山分馆   桂林

(六)自行车竞赛互动活动

主要内容：开展竞速、竞慢、亲子自行车赛等互动活动

责任单位：（待定）

1、户外挑战赛（铁人三项）

活动说明：在图书馆西门广场设置固定赛道，赛道中段设置倡议书签名板，以单车活动为主线结合篮球、

           跳绳等环节，选手层层闯关，用时最少为胜。

参与方式：图书馆微信、美利达微信报名、现场扫微信二维码报名，报名参与者即可获得红牛一罐和纪

           念品一份

奖励办法：用时最少的前十名参与者给予奖励：价值500元单车户外用品大礼包一份or价值300元红牛大礼

           包一份

成绩公布：当天成绩统计后现场颁奖，并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奖品领取：赛后统一颁奖

游戏时间：2016年4月16日14:00-16:00

2016年4月17日14:00-16:00

2、室内趣味赛

1）自行车慢骑

活动说明：赛道长10米宽1.5米，2人一组进行对抗，后到达终点者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2）拆装轮胎

把自行车轮胎装好后再拆卸复原，2人一组进行比赛，用时少者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3）折叠车快速折叠

    快速将折叠车折好并打开，要求各折叠点必须折叠到位，2人一组进行对抗，折叠合格到位最快者得

精美礼品一份。

4）亲子赛

    在预定的赛道上设置障碍（如乒乓球），家长从赛道一端出发进行障碍清理，到达另一端孩子处护

送孩子骑车到达终点，2个家庭一组进行对抗，用时短者获胜，得精美礼品一份。

时     间：2016年4月16、17日上午10:00-12:00

2016年4月16、17日下午14:30-16:30

(七)自行车文化真人图书品阅活动

主要内容：邀请4-6名骑行真人图书来馆，供读者借阅品读

责任单位：崔克自行车店等

活动说明：

时     间：2016年4月16日、17日下午2：30—4：30

(八)自行车电影欣赏

主要内容：放映4部以自行车为主题的电影

责任单位：东莞图书馆参考咨询部

时     间：2016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17日

(九)自行车主题图书推荐

主要内容：将东莞图书馆馆藏的自行车图书馆集中进行展示和借阅推荐

责任单位：东莞图书馆图书借阅部

时     间：2016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17日

图 书 馆 人 和 事总 分 馆 活 动

注：活动的具体信息以现场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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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干好每一件事，常人也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悟出其中的道理，把本职工作干好、做精。

    刚开始进入图书馆工作时，以为图书馆的工作就整整书就行了。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才发现并没有

那么简单，馆内的藏书数量很大，同一类书又有不同的版本，需要在书架上耐心的查找。听一些老同事

说，他们刚来图书馆时也需要经过1-2个月的训练才能准确迅速的找到书的位置。而且由于一些读者在翻

阅书籍后没有将书放回至原来的位置，导致很多书籍位置摆放错误，造成其他读者查找的困难和图书馆

管理工作的困难。而且图书馆也经常有许多不文明不和谐的现象发生，比如有的读者不按规定使用代书

版，有的大声说话，有的在图书馆内吃零食，有的拿十几册在桌面......这些都需要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和提醒，最关键的是要培养读者文明的良好的借阅习惯。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东莞基层公共文化的普及，图书馆具备社会教育功能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图

书馆是知识和信息的汇集之所，也是精神文化的传播之地。随着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的开展，图

书馆举办的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越来越受到基层人民群众的喜爱。作为一名基层图书馆工作人员，忽然觉

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图书馆不再是简单的传统的借还书功能了，图书馆承担文化传播的职责也越

来越来越重要了。今后我们也要不停的加强业务学习，争取将更多更优秀的精神文明成果，传播到基层

的千家万户。

    在图书馆工作的日子里，我认识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重视对工作方法的把握，会让我在今后

的生活中更加注重效率的提高，统筹安排，合理分配，以求做到事半功倍。视野要适当的放宽，做事情

要不拘一格，灵活处理。此外，我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就是一定要充分利用图书馆里各种丰富的优

质资源，珍惜在图书馆里每一点一滴的收获，说不定某一本书、某一个人或某一句话会影响你的一生。

笨鸟先飞，踏实做人

——茶山图书馆工作七年感想

茶山分馆   桂林

(六)自行车竞赛互动活动

主要内容：开展竞速、竞慢、亲子自行车赛等互动活动

责任单位：（待定）

1、户外挑战赛（铁人三项）

活动说明：在图书馆西门广场设置固定赛道，赛道中段设置倡议书签名板，以单车活动为主线结合篮球、

           跳绳等环节，选手层层闯关，用时最少为胜。

参与方式：图书馆微信、美利达微信报名、现场扫微信二维码报名，报名参与者即可获得红牛一罐和纪

           念品一份

奖励办法：用时最少的前十名参与者给予奖励：价值500元单车户外用品大礼包一份or价值300元红牛大礼

           包一份

成绩公布：当天成绩统计后现场颁奖，并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奖品领取：赛后统一颁奖

游戏时间：2016年4月16日14:00-16:00

2016年4月17日14:00-16:00

2、室内趣味赛

1）自行车慢骑

活动说明：赛道长10米宽1.5米，2人一组进行对抗，后到达终点者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2）拆装轮胎

把自行车轮胎装好后再拆卸复原，2人一组进行比赛，用时少者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3）折叠车快速折叠

    快速将折叠车折好并打开，要求各折叠点必须折叠到位，2人一组进行对抗，折叠合格到位最快者得

精美礼品一份。

4）亲子赛

    在预定的赛道上设置障碍（如乒乓球），家长从赛道一端出发进行障碍清理，到达另一端孩子处护

送孩子骑车到达终点，2个家庭一组进行对抗，用时短者获胜，得精美礼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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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行车电影欣赏

主要内容：放映4部以自行车为主题的电影

责任单位：东莞图书馆参考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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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馆 人 和 事总 分 馆 活 动

注：活动的具体信息以现场公布为准



21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

东莞图书馆二楼
共享工程播放室

2016年4月东莞市公共电子阅览室影视播放预告

播放时间   播放地点影片名称    

注：放映如有变动请留意当地图书馆通知

PUBLIC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4月2日(周六)14:30-17:00
4月3日(周日)14:30-17:00
4月9日(周六)14:30-17:00
4月10日(周日)14:30-17:00
4月16日(周六)14:30-17:00
4月17日(周日)14:30-17:00
4月23日(周六)14:30-17:00
4月24日(周日)14:30-17:00
4月30日(周六)14:30-17:00

海神号
牛仔大战外星人
夺命回声
高卢英雄大战凯撒王子
绿灯侠
超8外星奇遇
夺命异能
东风雨
邻家特工

4月3日(周日)16:00-18:00
4月10日(周日)16:00-18:00
4月17日(周日)16:00-18:00
4月24日(周日)16:00-18:00

东城分馆
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科技发明伟大时刻-马可尼与电报
科技发明伟大时刻-盲人字母表
科技发明伟大时刻-诺贝尔与炸药
科技发明伟大时刻-牛顿和万有引力

4月9日(周六)15:00-17:00
4月23日(周六)15:00-17:00

圣贤之道孔子
庄子的人生境界

道滘分馆
公共电子阅览室

4月2日(周六)14:00-16:00 
4月9日(周六)14:00-16:00
4月16日(周六)14:00-16:00
4月23日(周六)14:00-16:00
4月30日(周六)14:00-16:00

汽车总动员
中国合伙人
两秒钟
读书与人生专题讲座
隐形的翅膀

高埗分馆
共享工程播放室

4月2日(周六)15:00-16:30
4月9日(周六)15:00-16:30
4月16日(周六)15:00-16:30
4月23日(周六)15:00-16:30
4月30日(周六)15:00-16:30

电影:白雪公主之矮人力量 
电影:小羊肖恩
电影:昆虫总动员
电影:超级奶爸
电影:鬼妈妈

樟木头分馆3楼
共享工程播放厅

4月6日(周三)19:00-21:00
4月13日(周三)18:30-21:00
4月20日(周三)18:45-21:00
4月27日(周三)19:00-21:00

电影 大圣归来:
电影 滚蛋吧！肿瘤君！:
电影 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
电影 我是谁2015:

洪梅分馆公共电子

阅览室12号机至17号机

4月2日(周六)15:00-17:00 
4月3日(周日)15:00-17:00
4月9日(周六)15:00-17:00
4月10日(周日)15:00-17:00
4月16日(周六)15:00-17:00
4月17日(周日)15:00-17:00
4月23日(周六)15:00-17:00
4月24日(周日)15:00-17:00

阅读习惯培养
行走天下
养生之道
中国廉政
育儿早教
礼仪技巧
理财技巧
科普大篷车

厚街分馆
四楼共享工程播放室

4月2日(周六)13:00-15:00
4月3日(周日)15:30-17:00
4月9日(周六)13:00-15:00
4月10日(周日)15:30-17:00
4月16日(周六)13:00-15:00
4月17日(周日)15:30-17:00
4月23日(周六)13:00-15:00
4月24日(周日)15:30-17:00
4月30日(周六)13:00-15:00

北京胡同
枫
非常爱情
雕版印本活与排印本
爸爸的三轮车
走进奇趣的植物王国
解读天文望远镜
超导的魅力
百花争艳

虎门分馆二楼播放厅

4月2日周六15:00-17:00 
4月9日周六15:00-17:00 
4月16日周六15:00-17:00 
4月23日周六15:00-17:00 
4月30日周六15:00-17:00 

精灵旅社
鼠来宝
白雪公主之矮人力量
天才眼镜狗
长江七号:超萌特工队

石龙分馆公共电子阅览室

4月2日(周六)15:00-17:00
4月9日(周六)15:00-17:00
4月16日(周六)15:00-17:00
4月23日(周六)15:00-17:00
4月30日(周六)15:00-17:00

枪王之王
星际迷航
海盗仙子
霍比特人:意外之旅
霍比特人2:史矛革之战

万江分馆二楼培训室

公 共 电 子 阅 览 室 视 听 播 放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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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图书馆二楼
共享工程播放室

2016年4月东莞市公共电子阅览室影视播放预告

播放时间   播放地点影片名称    

注：放映如有变动请留意当地图书馆通知

PUBLIC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4月2日(周六)14:30-17:00
4月3日(周日)14:30-17:00
4月9日(周六)14:30-17:00
4月10日(周日)14:30-17:00
4月16日(周六)14:30-17:00
4月17日(周日)14:30-17:00
4月23日(周六)14:30-17:00
4月24日(周日)14:30-17:00
4月30日(周六)14:30-17:00

海神号
牛仔大战外星人
夺命回声
高卢英雄大战凯撒王子
绿灯侠
超8外星奇遇
夺命异能
东风雨
邻家特工

4月3日(周日)16:00-18:00
4月10日(周日)16:00-18:00
4月17日(周日)16:00-18:00
4月24日(周日)16:00-18:00

东城分馆
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科技发明伟大时刻-马可尼与电报
科技发明伟大时刻-盲人字母表
科技发明伟大时刻-诺贝尔与炸药
科技发明伟大时刻-牛顿和万有引力

4月9日(周六)15:00-17:00
4月23日(周六)15:00-17:00

圣贤之道孔子
庄子的人生境界

道滘分馆
公共电子阅览室

4月2日(周六)14:00-16:00 
4月9日(周六)14:00-16:00
4月16日(周六)14:00-16:00
4月23日(周六)14:00-16:00
4月30日(周六)14:00-16:00

汽车总动员
中国合伙人
两秒钟
读书与人生专题讲座
隐形的翅膀

高埗分馆
共享工程播放室

4月2日(周六)15:00-16:30
4月9日(周六)15:00-16:30
4月16日(周六)15:00-16:30
4月23日(周六)15:00-16:30
4月30日(周六)15:00-16:30

电影:白雪公主之矮人力量 
电影:小羊肖恩
电影:昆虫总动员
电影:超级奶爸
电影:鬼妈妈

樟木头分馆3楼
共享工程播放厅

4月6日(周三)19:00-21:00
4月13日(周三)18:30-21:00
4月20日(周三)18:45-21:00
4月27日(周三)19:00-21:00

电影 大圣归来:
电影 滚蛋吧！肿瘤君！:
电影 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
电影 我是谁2015:

洪梅分馆公共电子

阅览室12号机至17号机

4月2日(周六)15:00-17:00 
4月3日(周日)15:00-17:00
4月9日(周六)15:00-17:00
4月10日(周日)15:00-17:00
4月16日(周六)15:00-17:00
4月17日(周日)15:00-17:00
4月23日(周六)15:00-17:00
4月24日(周日)15:00-17:00

阅读习惯培养
行走天下
养生之道
中国廉政
育儿早教
礼仪技巧
理财技巧
科普大篷车

厚街分馆
四楼共享工程播放室

4月2日(周六)13:00-15:00
4月3日(周日)15:30-17:00
4月9日(周六)13:00-15:00
4月10日(周日)15:30-17:00
4月16日(周六)13:00-15:00
4月17日(周日)15:30-17:00
4月23日(周六)13:00-15:00
4月24日(周日)15:30-17:00
4月30日(周六)13:00-15:00

北京胡同
枫
非常爱情
雕版印本活与排印本
爸爸的三轮车
走进奇趣的植物王国
解读天文望远镜
超导的魅力
百花争艳

虎门分馆二楼播放厅

4月2日周六15:00-17:00 
4月9日周六15:00-17:00 
4月16日周六15:00-17:00 
4月23日周六15:00-17:00 
4月30日周六15:00-17:00 

精灵旅社
鼠来宝
白雪公主之矮人力量
天才眼镜狗
长江七号:超萌特工队

石龙分馆公共电子阅览室

4月2日(周六)15:00-17:00
4月9日(周六)15:00-17:00
4月16日(周六)15:00-17:00
4月23日(周六)15:00-17:00
4月30日(周六)15:00-17:00

枪王之王
星际迷航
海盗仙子
霍比特人:意外之旅
霍比特人2:史矛革之战

万江分馆二楼培训室

公 共 电 子 阅 览 室 视 听 播 放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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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蓝色的标志，由小写英文字母e弯折而成的图标，

是东莞图书馆总分馆徽标。

e是数字化、网络化时代图书馆的表征。

徽标外形象两本叠放的书，又象房舍，

喻示e时代的图书馆是开放式，集传统与现代信息资源于一体的

知识传播与互动空间。

在东莞，当您看见带有e标识的图书馆，

无需任何证件，便可进入其中，尽情阅读！

总 分 馆 活 动  ／ 图 书 馆 资 源 推 荐 ／ 图 书 馆 的 人 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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