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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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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升级改造闭馆

21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

周一闭馆，周二至周日8:30     18:30

周六周日8:30     20:30，周一闭馆

周六周日9:00     18:00，周一闭馆

周六周日11:00     18:00

周六周日9:00     21:00，周一闭馆

周六周日9:30     21:00

周二：14:30     20:00
周三至周日：9:00     20:00
周一闭馆

松山湖分馆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生产力促进基地 22892289 周二至周日 8:30—17:30,周一闭馆

石排镇石排公园内（公园南路石排文广大楼

对面，从石排公园次入口进入可见）

81707089 周二至周日10:00—20:00 周一闭馆,

周六周日9:00     12:00    
周一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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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书画大赛作品展
12月1日至12月14日
东莞图书馆一楼大堂

红军长征在韶关
12月1日至12月14日
东莞图书馆一楼大堂

义务小馆员
12月1日至12月 31日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

社会志愿者、亲子志愿者活动
12月1日12月31日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

快乐数独 每月一题(48
12月1日至12月30日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我爱读绘本(13)
12月1日至12月30日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借阅之星”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

“读者好的阅读方法”征集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

“读书集印章”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
12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各村服务点

“数字阅读进社区”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道滘镇各村公共电子阅览室

图书漂流
12月1日至12月31日
道滘镇各村

义务小馆员招募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逢周末）
道滘分馆

好书推介
12月1日至12月31日（逢周末）
道滘分馆

书目推荐—2016年度好书推介
12月1日至12月31日
茶山分馆

)

“一号关爱”活动
12月1日9:30-11:30
大朗长富步行街

新书推介
12月1月至12月31日
大朗分馆

大朗图书馆志愿者活动
12月1月至12月31日
大朗分馆

图书漂流
12月1月至12月31日
大朗万科金域蓝湾图书漂流点

大朗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
实践活动
12月1月至12月31日
大朗分馆

“图书馆服务到户”服务
12月1月至12月31日
大朗各图书分馆及图书服务点

新书上架——抢新“悦”(阅)读
12月1日至12月30日
东城分馆

东坑镇“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东坑镇各村/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

“爱就在身边”的图书流动志
愿者服务
12月1日至12月31日
东坑镇各企业

“相约图书馆”新书推介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厚街分馆

图书漂流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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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至12月31日
厚街分馆

廉洁图书阅读推介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厚街分馆

“扫码看书”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厚街分馆

“爱心绽放，快乐飞扬”少儿阅读
推介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厚街分馆

新书推荐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洪梅分馆二楼

动漫电影展播
12月1日至12月31日（逢周六日）15:00-17:00
黄江报告厅播放室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逢周日）15:00-17:30
黄江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社区网络学堂培训
12月1日至12月31日
企石镇各村电子阅览室

“扫码看书”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中堂分馆

“扫码看书”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石排分馆及石排镇各村公共电子阅览室

石排镇“荷香清韵”书法作品展
12月1日至12月31日
石排分馆

榜样力量——石排镇“东莞好人”图片展
12月1日至12月31日
石排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培训、手机扫码阅读
12月1日至12月31日
樟木头镇各社区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PS基础教程
12月3日14:30-16:0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周末活动-童眼看东莞(3-8岁儿童，限25人)
12月3日10:30-11:3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亲子植物敲拓染(4-8岁儿童，
限15个家庭)
12月3日15:00-16:0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12月3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朗读亲子馆活动
12月3日10:00-11:30
大朗镇蔡边、佛新、高英、大井头图书服务点

社纠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12月3日
桥头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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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第2期
12月4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莞芽故事会
12月4日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门草坪

周末活动- 正面管教-怎么说，孩子才会
听(儿童及家长)
12月4日10:30-11:3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阅读分享会(3-8岁儿童，限25人)
12月4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国学诵读
12月4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志愿者活动(1)
12月4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亲子国学经典诵读《师可夺帅，志不可夺》
讲座
12月4日
虎门分馆

亲子故事会活动
12月4日10:30-12:00
松山湖分馆一楼活动室

巧巧手乐园之快乐涂沙画
12月4日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少儿“开心乐园”
绘本故事：
1.《鸭子骑车记》
2.亲子手工《手印圣诞树》
12月4日15:00-17:00
塘厦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书香校园行——“永远的阅读，
精彩的写作”专题讲座
12月5日至12月16日
东城分馆、东城部分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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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鳞装再生记
12月8日15:00-16:00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中式传统装帧之美与嬗变
12月8日16:15-17:15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艺术书籍的传承与再造
12月8日20:00-22:00
东莞理工学院粤台产业科技学院

“经世再造 藏于游龙”张晓栋
书籍艺术展
12月8日至2月7日
莞城分馆

“书籍之美的传承与创新”展
12月8日至2月7日
莞城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
12月8日16：30
望牛墩分馆

图书三流通送书到村社区活动
12月8日
桥头分馆、大洲村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PS基础教程
12月10日14:30-16:0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健康美食DIY
12月10日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

周末活动-快乐的数字游戏：数独(3-8
岁儿童，限25人)
12月10日10:30-11:3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我爱学英语-交通规则知多少
(5-8岁儿童，限20人)
12月10日15:00-16:0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12月10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小城故事”为主题的文章征集活动
评选
12月10日
横沥社工委

古梅读书会之“我的家爱阅读”活动
12月10日9:30-11:00
麻涌分馆五楼大堂

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语言课堂英语交
流课堂-采购食品不怕(食物英语)
12月10日15:00-17:00
塘厦分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手工风铃制作
12月10日
樟木头镇共享工程播放室

莞城摄影文化沙龙
12月10日15:00-17:00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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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第2期
12月11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莞芽故事会
12月11日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门草坪

周末活动-亲子国学诵读会(儿童及家长，
限30人)
12月11日10:30-11:3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智慧巧巧手-纸盘创想：彩虹帽
12月11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志愿者活动(2)
12月11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亲子国学经典诵读《依礼而行，仁之根本》
讲座
12月11日
虎门分馆

英语角活动
12月11日10:30-12:00
松山湖分馆三楼活动室

巧巧手乐园之亲子拼图活动
12月11日 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主题讲座
儿童保健-儿童常见病防治
12月11日15:00-17:00
塘厦分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三/WEDNESDAY  

四/THURSDAY  五/FRIDAY  六/SATURDAY  

六/SATURDAY  

01

01分馆活动
Branch Activities

总馆活动 C 少儿馆活动 B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L总分馆活动十 月二 December

02
“图书送上门，服务进企业”
—茶山分馆送书到示范家庭
12月2日至12月30日
茶山分馆及示范家庭

横沥镇第十届读书节摄影知识讲座
12月2日
横沥分馆

五/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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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HURSDAY  

日/SUNDAY

日/SUNDAY

总分馆活动十 月二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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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书画大赛作品展
12月1日至12月14日
东莞图书馆一楼大堂

红军长征在韶关
12月1日至12月14日
东莞图书馆一楼大堂

义务小馆员
12月1日至12月 31日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

社会志愿者、亲子志愿者活动
12月1日12月31日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

快乐数独 每月一题(48
12月1日至12月30日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我爱读绘本(13)
12月1日至12月30日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借阅之星”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

“读者好的阅读方法”征集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

“读书集印章”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
12月1日至12月31日
高埗分馆各村服务点

“数字阅读进社区”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道滘镇各村公共电子阅览室

图书漂流
12月1日至12月31日
道滘镇各村

义务小馆员招募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逢周末）
道滘分馆

好书推介
12月1日至12月31日（逢周末）
道滘分馆

书目推荐—2016年度好书推介
12月1日至12月31日
茶山分馆

)

“一号关爱”活动
12月1日9:30-11:30
大朗长富步行街

新书推介
12月1月至12月31日
大朗分馆

大朗图书馆志愿者活动
12月1月至12月31日
大朗分馆

图书漂流
12月1月至12月31日
大朗万科金域蓝湾图书漂流点

大朗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
实践活动
12月1月至12月31日
大朗分馆

“图书馆服务到户”服务
12月1月至12月31日
大朗各图书分馆及图书服务点

新书上架——抢新“悦”(阅)读
12月1日至12月30日
东城分馆

东坑镇“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东坑镇各村/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

“爱就在身边”的图书流动志
愿者服务
12月1日至12月31日
东坑镇各企业

“相约图书馆”新书推介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厚街分馆

图书漂流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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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至12月31日
厚街分馆

廉洁图书阅读推介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厚街分馆

“扫码看书”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厚街分馆

“爱心绽放，快乐飞扬”少儿阅读
推介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厚街分馆

新书推荐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洪梅分馆二楼

动漫电影展播
12月1日至12月31日（逢周六日）15:00-17:00
黄江报告厅播放室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逢周日）15:00-17:30
黄江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社区网络学堂培训
12月1日至12月31日
企石镇各村电子阅览室

“扫码看书”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中堂分馆

“扫码看书”活动
12月1日至12月31日
石排分馆及石排镇各村公共电子阅览室

石排镇“荷香清韵”书法作品展
12月1日至12月31日
石排分馆

榜样力量——石排镇“东莞好人”图片展
12月1日至12月31日
石排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培训、手机扫码阅读
12月1日至12月31日
樟木头镇各社区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PS基础教程
12月3日14:30-16:0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周末活动-童眼看东莞(3-8岁儿童，限25人)
12月3日10:30-11:3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亲子植物敲拓染(4-8岁儿童，
限15个家庭)
12月3日15:00-16:0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12月3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朗读亲子馆活动
12月3日10:00-11:30
大朗镇蔡边、佛新、高英、大井头图书服务点

社纠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12月3日
桥头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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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第2期
12月4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莞芽故事会
12月4日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门草坪

周末活动- 正面管教-怎么说，孩子才会
听(儿童及家长)
12月4日10:30-11:3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阅读分享会(3-8岁儿童，限25人)
12月4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国学诵读
12月4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志愿者活动(1)
12月4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亲子国学经典诵读《师可夺帅，志不可夺》
讲座
12月4日
虎门分馆

亲子故事会活动
12月4日10:30-12:00
松山湖分馆一楼活动室

巧巧手乐园之快乐涂沙画
12月4日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少儿“开心乐园”
绘本故事：
1.《鸭子骑车记》
2.亲子手工《手印圣诞树》
12月4日15:00-17:00
塘厦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书香校园行——“永远的阅读，
精彩的写作”专题讲座
12月5日至12月16日
东城分馆、东城部分中小学

08

龙鳞装再生记
12月8日15:00-16:00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中式传统装帧之美与嬗变
12月8日16:15-17:15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艺术书籍的传承与再造
12月8日20:00-22:00
东莞理工学院粤台产业科技学院

“经世再造 藏于游龙”张晓栋
书籍艺术展
12月8日至2月7日
莞城分馆

“书籍之美的传承与创新”展
12月8日至2月7日
莞城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
12月8日16：30
望牛墩分馆

图书三流通送书到村社区活动
12月8日
桥头分馆、大洲村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PS基础教程
12月10日14:30-16:0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健康美食DIY
12月10日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

周末活动-快乐的数字游戏：数独(3-8
岁儿童，限25人)
12月10日10:30-11:3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我爱学英语-交通规则知多少
(5-8岁儿童，限20人)
12月10日15:00-16:0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12月10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小城故事”为主题的文章征集活动
评选
12月10日
横沥社工委

古梅读书会之“我的家爱阅读”活动
12月10日9:30-11:00
麻涌分馆五楼大堂

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语言课堂英语交
流课堂-采购食品不怕(食物英语)
12月10日15:00-17:00
塘厦分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手工风铃制作
12月10日
樟木头镇共享工程播放室

莞城摄影文化沙龙
12月10日15:00-17:00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11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第2期
12月11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莞芽故事会
12月11日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门草坪

周末活动-亲子国学诵读会(儿童及家长，
限30人)
12月11日10:30-11:3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智慧巧巧手-纸盘创想：彩虹帽
12月11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志愿者活动(2)
12月11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亲子国学经典诵读《依礼而行，仁之根本》
讲座
12月11日
虎门分馆

英语角活动
12月11日10:30-12:00
松山湖分馆三楼活动室

巧巧手乐园之亲子拼图活动
12月11日 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主题讲座
儿童保健-儿童常见病防治
12月11日15:00-17:00
塘厦分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三/WEDNESDAY  

四/THURSDAY  五/FRIDAY  六/SATURDAY  

六/SATURDAY  

01

01分馆活动
Branch Activities

总馆活动 C 少儿馆活动 B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L总分馆活动十 月二 December

02
“图书送上门，服务进企业”
—茶山分馆送书到示范家庭
12月2日至12月30日
茶山分馆及示范家庭

横沥镇第十届读书节摄影知识讲座
12月2日
横沥分馆

五/FRIDAY  

04

四/THURSDAY  

日/SUNDAY

日/SUNDAY

总分馆活动十 月二 December



四/THURSDAY  

三/WEDNESDAY  

一/MONDAY  六/SATURDAY  日/SUNDAY

日/SUNDAY

五/FRIDAY  

五/FRIDAY  

16

20

二/TUESDAY  

22

23

24 25

18

19

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建
60周年图文展
12月16日至12月29日
东莞图书馆一楼大堂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PS基础教程
12月17日14:30-16:0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快乐陶艺吧
12月17日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

周末活动-到图书馆听故事
12月17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童眼看东莞(3-8岁儿童，限25人)
12月17日15:00-16:0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朗读亲子馆活动
12月17日10:00-11:30
大朗镇巷头、新马莲、杨涌图书服务点

“追源溯流——杨宝霖讲东莞氏族源流”
专题系列讲座(第十九讲)：东莞苏氏
12月17日15:00-17:00
莞城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第2期
12月18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莞芽故事会
12月18日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门草坪

周末活动-亲子国学诵读会(儿童及家长，限30人)
12月18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儿童语言艺术(3-8岁儿童，限25个家庭)
12月18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数独月度比赛(数独爱好者)
12月18日14:00-16:30
少儿分馆四楼报告厅

国学诵读
12月18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志愿者活动(3)
12月18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亲子国学经典诵读《名正言顺，金声玉振》讲座
12月18日
虎门分馆

流动车送书下乡
12月18日13:00-14:00
黄江人民公园

“缤纷世界”创意手工坊
12月18日15:00-16:30
石龙分馆儿童阅览室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图片巡展
12月18日15:30
望牛墩下漕文化广场

科学心理学讲座
12月18日14:30-16:00
松山湖分馆三楼活动室

巧巧手乐园之彩泥DIY
12月18日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少儿“开心乐园”
少儿故事：1.《惹祸的苹果》 2.亲子手工《折纸》
12月18日15:00-17:00
塘厦分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匠心书坊第二期：线装书
12月18日13:00-17:00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书香社区行——送书到社区
图书室活动
12月19日至12月25日
东城分馆、东城部分社区

健康长跑活动
12月23日 9 00-12 00
大岭山森林公园 

东城街道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复赛)
12月23日
东城分馆、东城各公办、民办学校

: :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PS基础教程
12月24日14:30-16:0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周末活动-到图书馆听故事(3-8儿童及
家长，30个家庭)
12月24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我爱学英语-餐桌礼仪(5-8岁
儿童，限20人)
12月24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快乐小课堂
12月24日
道滘分馆

石碣网络学堂
12月24日至12月25日
石碣分馆电子阅览室

童心过圣诞——亲子手工圣诞树制作
活动
12月24日9:30-11:00
麻涌分馆五楼大堂

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音乐沙龙音乐
心理沙龙--音乐心理剧
12月24日15:00-17:00
塘厦分馆二楼音乐馆

长颈鹿制作
12月24日
樟木头镇共享工程播放室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
第2期
12月25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莞芽故事会
12月25日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
门草坪

周末活动-悦读童画-圣诞快乐(3-8
岁儿童，限25人)
12月25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智慧巧巧手-京剧艺术脸
谱(3-8岁儿童，限20人)
12月25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12月25日
高埗分馆

快乐小课堂
12月25日
道滘分馆

长安小书房阅读计划之亲子故事会
12月25日
长安分馆四楼电子阅览室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12月25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国学诵读
12月25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志愿者活动(4)
12月25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亲子国学经典诵读《当仁不让，以
礼相待》讲座
12月25日
虎门分馆

“扫码看书”数字图书馆宣传活动
12月25日14:00-16:30 
黄江分馆电子阅览室

读书会活动
12月25日10:00-12:00
松山湖分馆三楼活动室

巧巧手乐园之圣诞绘画活动
12月25日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国学课堂托起
中国梦：《平天下在治国》
12月25日15：00-17：00
塘厦分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图书小管理员整理图书活动
12月25日 
桥头分馆

东莞市集邮文化沙龙
12月25日15:00-17:00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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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HURSDAY  三/WEDNESDAY  一/MONDAY  二/TUESDAY  

总馆活动 少儿馆活动 B 分馆活动
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 Branch Activities 03/04L C

1512 13
图书三流通送书到村社区活动
10月13日
桥头分馆、石水口村

六/SATURDAY  

“墨舞经典，书香塘厦”
现场书法大赛优秀作品展
12月12日
塘厦分馆

快乐宝贝专场活动
12月13日9 00-11 00
黄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悦读”新书上架读者优惠活动
12月13日至12月25日
石龙分馆借阅室

: :
图书三流通送书到村社区活动
12月15日 
桥头分馆、屋厦村

总分馆活动十 月二 December



四/THURSDAY  

三/WEDNESDAY  

一/MONDAY  六/SATURDAY  日/SUNDAY

日/SUNDAY

五/FRIDAY  

五/FRIDAY  

16

20

二/TUESDAY  

22

23

24 25

18

19

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建
60周年图文展
12月16日至12月29日
东莞图书馆一楼大堂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PS基础教程
12月17日14:30-16:0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快乐陶艺吧
12月17日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

周末活动-到图书馆听故事
12月17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童眼看东莞(3-8岁儿童，限25人)
12月17日15:00-16:00
少儿馆二楼亲子乐园

朗读亲子馆活动
12月17日10:00-11:30
大朗镇巷头、新马莲、杨涌图书服务点

“追源溯流——杨宝霖讲东莞氏族源流”
专题系列讲座(第十九讲)：东莞苏氏
12月17日15:00-17:00
莞城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第2期
12月18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莞芽故事会
12月18日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门草坪

周末活动-亲子国学诵读会(儿童及家长，限30人)
12月18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儿童语言艺术(3-8岁儿童，限25个家庭)
12月18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数独月度比赛(数独爱好者)
12月18日14:00-16:30
少儿分馆四楼报告厅

国学诵读
12月18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志愿者活动(3)
12月18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亲子国学经典诵读《名正言顺，金声玉振》讲座
12月18日
虎门分馆

流动车送书下乡
12月18日13:00-14:00
黄江人民公园

“缤纷世界”创意手工坊
12月18日15:00-16:30
石龙分馆儿童阅览室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图片巡展
12月18日15:30
望牛墩下漕文化广场

科学心理学讲座
12月18日14:30-16:00
松山湖分馆三楼活动室

巧巧手乐园之彩泥DIY
12月18日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少儿“开心乐园”
少儿故事：1.《惹祸的苹果》 2.亲子手工《折纸》
12月18日15:00-17:00
塘厦分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匠心书坊第二期：线装书
12月18日13:00-17:00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书香社区行——送书到社区
图书室活动
12月19日至12月25日
东城分馆、东城部分社区

健康长跑活动
12月23日 9 00-12 00
大岭山森林公园 

东城街道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复赛)
12月23日
东城分馆、东城各公办、民办学校

: :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PS基础教程
12月24日14:30-16:0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周末活动-到图书馆听故事(3-8儿童及
家长，30个家庭)
12月24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我爱学英语-餐桌礼仪(5-8岁
儿童，限20人)
12月24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快乐小课堂
12月24日
道滘分馆

石碣网络学堂
12月24日至12月25日
石碣分馆电子阅览室

童心过圣诞——亲子手工圣诞树制作
活动
12月24日9:30-11:00
麻涌分馆五楼大堂

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音乐沙龙音乐
心理沙龙--音乐心理剧
12月24日15:00-17:00
塘厦分馆二楼音乐馆

长颈鹿制作
12月24日
樟木头镇共享工程播放室

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粤语基础
第2期
12月25日10:00-11:30
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

莞芽故事会
12月25日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玩具图书馆或者南
门草坪

周末活动-悦读童画-圣诞快乐(3-8
岁儿童，限25人)
12月25日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周末活动-智慧巧巧手-京剧艺术脸
谱(3-8岁儿童，限20人)
12月25日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12月25日
高埗分馆

快乐小课堂
12月25日
道滘分馆

长安小书房阅读计划之亲子故事会
12月25日
长安分馆四楼电子阅览室

司法分局需纠正人员社会实践活动
12月25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国学诵读
12月25日9：00-12：00
常平分馆电子阅览室投影室

志愿者活动(4)
12月25日15:00
凤岗分馆（四楼）

亲子国学经典诵读《当仁不让，以
礼相待》讲座
12月25日
虎门分馆

“扫码看书”数字图书馆宣传活动
12月25日14:00-16:30 
黄江分馆电子阅览室

读书会活动
12月25日10:00-12:00
松山湖分馆三楼活动室

巧巧手乐园之圣诞绘画活动
12月25日10：00-10：30
万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国学课堂托起
中国梦：《平天下在治国》
12月25日15：00-17：00
塘厦分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图书小管理员整理图书活动
12月25日 
桥头分馆

东莞市集邮文化沙龙
12月25日15:00-17:00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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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HURSDAY  三/WEDNESDAY  一/MONDAY  二/TUESDAY  

总馆活动 少儿馆活动 B 分馆活动
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 Branch Activities 03/04L C

1512 13
图书三流通送书到村社区活动
10月13日
桥头分馆、石水口村

六/SATURDAY  

“墨舞经典，书香塘厦”
现场书法大赛优秀作品展
12月12日
塘厦分馆

快乐宝贝专场活动
12月13日9 00-11 00
黄江分馆少儿阅览室

“悦读”新书上架读者优惠活动
12月13日至12月25日
石龙分馆借阅室

: :
图书三流通送书到村社区活动
12月15日 
桥头分馆、屋厦村

总分馆活动十 月二 December



常平分馆图书展销
12月26日 下午
常平文化广场

“扫码看书”数字图书馆宣传活动
12月26日至12月30日
大朗分馆各图书服务点

“市民学堂”——公益讲座巡讲活动
12月26至12月27日
东城分馆、东城部分社区

总分馆活动十 月二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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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HURSDAY  一/MONDAY  六/SATURDAY  

29 31

二/TUESDAY  

27
足迹——东莞市图书馆10年
建设图片展
12月27日至1月17日
万江分馆一楼展厅

欢乐迎新嘉年华——我向
“东城图书馆”许个愿望
12月30日19 00-20 00
东城分馆一楼电子阅览室

: :

周末活动-智慧巧巧手(3-8岁儿童，限20人)
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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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1日
常平分馆书库、自助图书馆

三/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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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30
寮步镇东莞发展控股公司

19:00～20:00
东城区同沙甘屋村彩怡广场

16:00～19:30
万江区小享管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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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坑镇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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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寮步镇万科高尔夫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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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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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寮步镇顺丰速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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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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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mobile图书流动车十 月二 December

10:30～11:30
麻涌镇漳澎管理区

12:30～14:00
中堂镇东糖集团社区

10:00～11:00
石排镇石排影剧院

11:30～12:30
企石镇东山村东山篮球场

13:00～14:00
桥头镇莲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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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学习中心公益课堂12月课程安排十 月二 December

27 28 3029 31

PS
GIF动画
14:30—16:00

基础教程 粤语基础
第2期
10:00—11:30

PS基础教程
抠图1
14:30—16:00

粤语基础
第2期
10:00—11:30

PS基础教程
抠图2
14:30—16:00

粤语基础
第2期
10:00—11:30

PS基础教程
抠图3
14:30—16:00

粤语基础
第2期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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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1日（星期日）

下午2：30——4：30

12月18日（星期日）

下午2：30——4：30

12月25日（星期日）

下午2：30——4：30

真人图书

技能分享系列

真人图书

技能分享系列

真人图书

技能分享系列

日常家庭沟通礼仪

如何用思维导图

助力绘本精读

跑步防损科普

    叶敏（Miny） 级礼仪培训师，员工素养修炼培

训师，美国资质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国家注册人力资源

管理师，美业礼仪培训师，日语语言培训师。

，高

    张德中，东莞市童心阅读艺术馆馆长，东莞图书馆

馆长轮训班培训师，东莞文化志愿者“故事人”工作坊

导师，资深故事人。

    范得标，RS-lab专业一级跑步教练，东莞国际马拉

松第24名，泡泡运动创始人，迪卡侬跑步大使。

【市民空间】2016年12月讲座安排十 月二 December 08
系列 时间 主题 内容提示 主讲嘉宾

真人图书

技能分享系列

12月4日（星期日）

下午2：30——4：00

瑜伽——

感受身心的宁静（十一）

    周漪华（Eva） 15年的瑜伽练习经历，曾开办自己

的瑜伽工作室，开始以瑜伽为主题的公益慈善工作，并

立志于将瑜伽发扬光大，将爱心传播。

，





10 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

总 分 馆 活 动

时间：2016年12月4日14:30—16:30
地点：东莞图书馆四楼东莞学习论坛报告厅

“悦读”在路上——行与思，走与读
主讲嘉宾：邹  进

    诗人，经商。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赤子心》诗社七人之一。人天书店创始人。曾就职

《中国》文学月刊、《人民文学》杂志，创办《金三角》经济评论杂志，任执行主编兼撰稿人。出

版过五本诗集：《为美丽的风景而忧伤》（古吴轩出版社），《它的翅膀硕大无形，一边的白昼，

一边是黑夜》（古吴轩出版社），《坠落在四月的黄昏》（光明日报出版社），《今夜倚马而来》

（光明日报出版社），《假如终将痛苦地死去》（作家出版社），与霍用灵合编《情绪与感觉—新

生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极简蒙古史》已交付出版社终审。Sunday天

04

Ⅻ

    制药高级工程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科技进步奖获得者，第

六届全国青联委员；广发制药技术总监，企业科协秘书长，东莞健康管理师协会顾问。“合理用药

系列重大科普项目”获“东莞市科普品牌”称号。参加2010年东莞市广播电台“合理用药知多少”

节目嘉宾， 2016年主办“中药走出国门论坛”；主讲医药养生健康讲座达600余课时。致力于研究

 “医药科普学”达46年。

中医药养生及其走向世界

时间：2016年12月11日14:30—16:30
地点：东莞图书馆四楼东莞学习论坛报告厅

主讲嘉宾：安天祥

Sunday天

11

Ⅻ

    本名相南翔，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一级作家，两岸三地作家协会理事长，著有《南方的

爱》、《前尘》、《绿皮车》、《抄家》等十余种；获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

作品等20多个奖项；短篇小说《绿皮车》《老桂家的鱼》《特工》分别登上2012年、2013年和2015

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绿皮车》收入2016年高考语文模拟试卷，作品为《新华文摘》、《小说

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名作欣赏》等多次转载。

    本名刘晓莉，作家，外企驻深工业园区工作。在香港及内地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若干篇。短篇

小说《保安队长的蓝眼睛》获2015年首届“深港两地短小说”大赛二等奖（一等奖空缺），短篇小

说《与自己谈心》获2016年两岸三地短篇小说大赛优秀奖。

时间：2016年12月18日14:30—16:30
地点：东莞图书馆四楼东莞学习论坛报告厅

主讲嘉宾：南  翔

Sunday天

18

Ⅻ
《阅读，提升我们的生活》

嘉宾主持：潇  潇

    文化工作者，旅行者。先后就职于南方报业集团、现代快报（南京）、现代金报（宁波）、东

莞日报社。

    独自一人背上行囊，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赏析美景、饱尝美食，耕读历史、写意人生。到过知

名景点并写成游记的寺庙观堂137座、皇家陵墓16座、文化遗址43个、红色景观70处、私家园林22个、

寻访名人故里46个（含纪念馆）、名山65座、西湖8个、城市85个（含县）、城市公园63个、古村47

个、古镇20个、古城11座、其他景观289个（含风俗），收集了800多张景点门票，保存的景区缆车

票、飞机票、车票、住宿凭证面值超十万元。拍摄照片8万多张，完成了160多万字的游记。截止目

前，游历了23个省、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国记者》发表过多篇文章；已出版著作《报

纸发行培训宝典》（2004年，南方日报出版社）、《赢在培训》（2007年广东经济出版社）；丛书

《唐游记•诗画中国》（十册）正与广东旅游出版社洽谈出版事宜。

时间：2016年12月25日14:30—16:30
地点：东莞图书馆四楼东莞学习论坛报告厅

主讲嘉宾：唐长泉

Sunday天

25

Ⅻ
水墨情怀品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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Ⅻ
《阅读，提升我们的生活》

嘉宾主持：潇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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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分 馆 活 动

讲座:“追源溯流——杨宝霖讲东莞氏族源流”专题系列讲座(第十九讲)：东莞苏氏

时     间：12月17日15:00-17:00

地     点：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活动简介：东莞苏氏祠堂位于东莞南城区胜和蚝岗大围，始建于明代嘉靖二十年（1541） 东莞现存的

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祠堂之一，现仍基本保存有明代的建筑形制、梁架结构、材料和工艺手法，是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东莞苏氏除了分布在南城蚝岗，还主要分布在虎门、东坑、横沥和万江等镇区。本期杨

宝霖老师将会给大家讲述东莞苏氏的历史源流、分支发展及历史名人。

活动：匠心书坊第二期

时     间： 12月18日13：00-17:00

地     点：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活动简介：“匠心书坊”第二期从今年10月份起至明年1月，每个月举办一场，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形

式以教授以“书”为主题的手作，包括不同装帧形式的中西方书籍以及古籍函套、锦盒等，让广大读者朋

友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感受手作的温度以及“工匠精神”。本月课程主题为“线装书”，费用为100元/人，

名额上限20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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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分 馆 活 动

    为更好地满足读者需求，少儿馆自2016年8月底对一楼自助图书馆和报刊小站进行扩建，经过两个多月

的施工及筹备，崭新、舒适的自助图书馆和报刊小站于 试开馆，恭候广大读者的到来。

    扩建后的自助图书馆面积156平方米，阅览座位45个，收藏图书约2.5万册，分绘本区、少儿读物区、成

人读物区、新书区等四个区域，满足广大读者不同年龄阶段的阅读需求。内设3台自助借还设备和1台自助

检索设备等，同时配有视频监控、无人值守门禁系统和报警系统等辅助设备，为读者提供全方位轻松快捷

的24小时自助服务。 自助图书馆打破了传统图书馆开馆时间的限制，节约了读者借阅图书的时间

成本。

    全新的报刊小站面积105平方米，阅览座位22个，有50种报纸、310

种杂志可供阅览，开放时间为每天 。在这里，读者可享受阳

光和文字所带来的惬意，是一个休闲阅读的好去处。

    据悉，自助图书馆和报刊小站均同时配有视频监控和无人值守门禁

系统等，既节省了人力，又激发了读者自我管理的主动性，倡导和彰显

了东莞的城市文明，开创了图书馆服务的新模式。

11月18日

24小时

7:00-22:00

少儿分馆一楼自助图书馆和报刊小站于11月18日试开馆

讲座：莞城摄影文化沙龙

时     间：12月10日15:00-17:00

地     点：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活动简介：莞城摄影家协会和莞城社区图书馆志愿馆长团队联合策划的“莞城摄影文化沙龙”，为广大影

友提供一个学习、交流、分享、展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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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图 书 馆 资 源 推 荐图 书 馆 资 源 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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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103
主办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
发行周期：月刊

《历史档案》

   《历史档案》 以公布明清档案史料为主，适当公布1949

年以前其他历史时期的档案。同时，刊载利用档案资料撰

写的学术论文，有关论文以明清时期内容为主。

《财务与会计》

索取号：F2/11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主办
发行周期：半月刊

   《财务与会计》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财会专业期刊。

本刊植根于繁复深邃的财会沃土之中，信持润物无声的办

刊理念，追求实务兼学术的世纪名刊之目标；力求做到政

策和思想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业务与人文相结合，

热点与难点相结合，形成“新”、“深”、“活”、“实”

的风格特点。

《现代化农业》

索取号：S/7
主办单位：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主办
发行周期：月刊

   《现代化农业》是立足黑龙江垦区，面向全国，主要报

道农业现代化实践中的新成果、新技术和新经验，普及现

代化农业科学知识，推动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加速科技成

果向生产力转化的综合性农业技术期刊。

《秘书之友》

索取号：C93/6
主办单位：兰州大学主办
发行周期：月刊

   《秘书之友》以探讨秘书工作知识，推广秘书工作技能，

帮助秘书人员提高综合素质为宗旨。在实践中，不断进取，

求实创新，逐渐形成了融知识性、理论性、指导性为一体，

时代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鲜明特色，已成为广大秘书工作者

生活的朋友、学习的朋友、工作的朋友。

《软埋》

著者：方方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索书号：I247.57/20192

   《软埋》讲述了一个女人命运的故事。四五十年之间，

她从一个乡绅的儿媳成为一个勤勉慈爱的保姆，从一个失

忆的女人变成一个沉溺于往事却没有了知觉的植物人。她

的故事里包含了太多的伤痛和宽容，太大的失落和满足，

太详尽的记忆和太彻底的遗忘……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著者：(美)迈克尔•桑德尔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D771.221/34

    本书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意义的重要著作，追溯了本世纪

后半叶美国民主的再造过程，针对公共哲学的概念提出了一

种哲学的论证和一种历史的论证。

《如果我是一本书》

著者： (葡)何塞•雷迪亚著，(葡)安德烈•雷迪亚绘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索书号：I552.85/6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一首关于阅读的诗。简单的诗

意语言和奇幻的绘画在这里相得益彰。每一个双页，都给

读者呈现一幅阅读的全新面貌，都足以在读者心里埋下一

粒种子，只期待有一天可以长大。

《神奇的画笔》

著者：拨拨鼠绘本馆文，（意大利）丹尼拉•提尼图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I287.8/3620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拨拨鼠得到了一支神奇的画笔。这

支笔画物成真，带拨拨鼠进入了春天、夏天和秋天……但想

家的拨拨鼠无论怎么画都回不到自己的家。为什么？该怎么

办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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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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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7月

：夏若颜   著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日期：

：王志远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4月

作者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6月

：〔美〕梅勒   著；金绍禹   译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日期：

：[美]列伊博维奇
中信出版社

2015年7月

作者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9月

：沈从文   著

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

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

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

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

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

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

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互联网时代

    中央电视台继《大国崛起》《公司的

力量》《华尔街》等之后的又一重磅力作，

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客观解析互联网

纪录片的同名图书，容量巨大，除纪录片

内容，更包含大量尚未播出的内容。10个

摄影组，制作近3年，在全球14个国家和

地区拍摄，6位“互联网之父”聚首，深度对话近200位互联网专家、学

者，拍摄50多家跨国公司和科研机构，看互联网几乎所有核心人物和机

构共话互联网的今天与未来。

暖房子绘本：一个冬夜

    一个寒冷的冬夜，外面下着暴风雪。

一只找不到食物的獾孤独的走在雪地里。

他遇见了狐狸，请求他的帮助。狐狸虽

然也没有多少食物，但还是分给了獾一

点儿浆果。接着，獾又上路了。接下来

他又会遇见谁呢？他能够平安度过这寒

冷的冬夜吗？

为何家会伤人

    这是一本温柔的书，也是一本有用的

书。为何爱会伤人？武志红从心理学的角

度，给了我们答案：爱情是一个轮回，在

爱情中，我们想重温童年的美好，修正童

年的错误。作者用最温暖有力的文字贴着

当下读者的心，凭借十年行业经验，带领

为家庭关系所困的万千读者一起踏上自我

治愈与寻求幸福和自由的旅程。

二战简史：黑暗时代

    在我们似乎要忘却这一战事的今天，

诺曼•斯通的这本扣人心弦的作品《二战

简史：黑暗时代》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时

局曾经是多么的凶险，正如丘吉尔所说，

如果我们失败了，全世界，包括美国和所

有我们熟悉且关心的国家，都将坠入一个

新的深渊，一个扭曲了科学、更加凶险或

者可能更加漫长的黑暗时代。

山月未知心底事：古诗词
中的禅意之境

    在中国古诗词中，有很多富有禅意

的作品。作者将丰富的禅趣蕴含在那些

耳熟能详、看似普通的景物和情怀描写

中，雅趣且意味深远。《山月未知心底

事：古诗词中的禅意之境》将这些富含

禅趣的诗词集结成册，用优美洗练的文

字对其进行品读，诠释其背后的所思所感、所悟所伤，带你徜徉其中，

体悟诗词之中那缠绵悱恻的情与古刹清幽的禅。

给爸妈最贴心的养生书

   《给爸妈最贴心的养生书》是一本让父

母最感温馨的健康枕边书！一本代您悉心

关爱父母的爱心孝经！八爷70多岁了，身

板好得可以和20多岁的小伙子过招；吃肉

喝酒随心所欲，却血压血脂血糖样样指标

正常；曾因十二指肠溃疡疼得喝水都吐，

却不吃药不打针用两年痊愈……在这本献

给天下父母的养生专著中，八爷将自己几十年总结出的养生功法、饮食

秘方和保健心得和盘托出，方法简单实用，道理深入人心，助各位父母

快快活活颐养天年。

林中城堡

    美国最具争议的犹太裔作家诺曼•梅

勒绝笔之作，一部荒诞不经又引人入胜

的神奇小说，揭秘恶魔希特勒的童年时

光，一桩杂乱婚姻引发的灾难。本书上

溯三代百年历史，把希特勒家族——他

的祖父母、父母、姨妈、伯父、同胞——

的婚姻、分居、痛苦、死亡，以及小阿

道夫的诞生一一重现在一部生动有趣的

家庭史中，进而呈现出这个家族自十九世纪以来病态的历史。

真实世界的纸牌屋

    现实比小说更残酷，鲜活描述真实

华盛顿、现实版《纸牌屋》。《纽约时

报》、《华盛顿邮报》畅销书榜第一名，

揭开影响华盛顿政治圈的隐秘力量与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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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区 网 络 学 堂  

作者
时代》主创团队   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5年2月

：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互联网 作者
诺顿   绘；禹田   译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2月1日

：（英）巴特勒   著；（英）麦克

作者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年7月

：武志红 作者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3

：[美]诺曼•斯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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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7月

：夏若颜   著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日期：

：王志远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4月

作者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6月

：〔美〕梅勒   著；金绍禹   译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日期：

：[美]列伊博维奇
中信出版社

2015年7月

作者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9月

：沈从文   著

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

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

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

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

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

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

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互联网时代

    中央电视台继《大国崛起》《公司的

力量》《华尔街》等之后的又一重磅力作，

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客观解析互联网

纪录片的同名图书，容量巨大，除纪录片

内容，更包含大量尚未播出的内容。10个

摄影组，制作近3年，在全球14个国家和

地区拍摄，6位“互联网之父”聚首，深度对话近200位互联网专家、学

者，拍摄50多家跨国公司和科研机构，看互联网几乎所有核心人物和机

构共话互联网的今天与未来。

暖房子绘本：一个冬夜

    一个寒冷的冬夜，外面下着暴风雪。

一只找不到食物的獾孤独的走在雪地里。

他遇见了狐狸，请求他的帮助。狐狸虽

然也没有多少食物，但还是分给了獾一

点儿浆果。接着，獾又上路了。接下来

他又会遇见谁呢？他能够平安度过这寒

冷的冬夜吗？

为何家会伤人

    这是一本温柔的书，也是一本有用的

书。为何爱会伤人？武志红从心理学的角

度，给了我们答案：爱情是一个轮回，在

爱情中，我们想重温童年的美好，修正童

年的错误。作者用最温暖有力的文字贴着

当下读者的心，凭借十年行业经验，带领

为家庭关系所困的万千读者一起踏上自我

治愈与寻求幸福和自由的旅程。

二战简史：黑暗时代

    在我们似乎要忘却这一战事的今天，

诺曼•斯通的这本扣人心弦的作品《二战

简史：黑暗时代》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时

局曾经是多么的凶险，正如丘吉尔所说，

如果我们失败了，全世界，包括美国和所

有我们熟悉且关心的国家，都将坠入一个

新的深渊，一个扭曲了科学、更加凶险或

者可能更加漫长的黑暗时代。

山月未知心底事：古诗词
中的禅意之境

    在中国古诗词中，有很多富有禅意

的作品。作者将丰富的禅趣蕴含在那些

耳熟能详、看似普通的景物和情怀描写

中，雅趣且意味深远。《山月未知心底

事：古诗词中的禅意之境》将这些富含

禅趣的诗词集结成册，用优美洗练的文

字对其进行品读，诠释其背后的所思所感、所悟所伤，带你徜徉其中，

体悟诗词之中那缠绵悱恻的情与古刹清幽的禅。

给爸妈最贴心的养生书

   《给爸妈最贴心的养生书》是一本让父

母最感温馨的健康枕边书！一本代您悉心

关爱父母的爱心孝经！八爷70多岁了，身

板好得可以和20多岁的小伙子过招；吃肉

喝酒随心所欲，却血压血脂血糖样样指标

正常；曾因十二指肠溃疡疼得喝水都吐，

却不吃药不打针用两年痊愈……在这本献

给天下父母的养生专著中，八爷将自己几十年总结出的养生功法、饮食

秘方和保健心得和盘托出，方法简单实用，道理深入人心，助各位父母

快快活活颐养天年。

林中城堡

    美国最具争议的犹太裔作家诺曼•梅

勒绝笔之作，一部荒诞不经又引人入胜

的神奇小说，揭秘恶魔希特勒的童年时

光，一桩杂乱婚姻引发的灾难。本书上

溯三代百年历史，把希特勒家族——他

的祖父母、父母、姨妈、伯父、同胞——

的婚姻、分居、痛苦、死亡，以及小阿

道夫的诞生一一重现在一部生动有趣的

家庭史中，进而呈现出这个家族自十九世纪以来病态的历史。

真实世界的纸牌屋

    现实比小说更残酷，鲜活描述真实

华盛顿、现实版《纸牌屋》。《纽约时

报》、《华盛顿邮报》畅销书榜第一名，

揭开影响华盛顿政治圈的隐秘力量与规

则。



18 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17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

总 分 馆 活 动

东莞图书馆APP 新浪微博 微信

社区网络学堂回音壁

观看地址：东莞学习中心http://lc.dglib.cn

温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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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匠心独到学习资源推荐 

简介：

法式海绵蛋糕、黄油曲奇、玛格丽特饼干、

布朗尼、重芝士蛋糕、冰皮豆沙月饼等做

法。

演示经典烘焙美食——戚风蛋糕、 主讲：华觉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

简介：对传统手工艺相关的知识体系的再

认识 。

学树艺、做环保——攀出新
天地

主讲：欧永森（香港树木学会）

简介：介绍树艺学以及树艺师这个在大陆

鲜为人知的行业。

家庭养花、插花及庭院绿化技
巧

主讲：杨芳绒（河南农业大学）

简介：家庭养花、插花及庭院绿化的基础

知识及技巧演示。

家庭宠物饲养

主讲：李新红（上海交通大学）

简介：宠物犬、金鱼、热带观赏鱼、鸟类

的饲养技术。

多肉植物种植

简介：常见多肉植物介绍、栽培养护技巧、

花器选择与组合搭配技巧。

跟我学烘培 手艺的再认识

虎门分馆路东阅览室留言：

        东莞学习中心网站可以添加一些学习类的纪录片和添加类似广东卫视《你会怎么做》

这类可以反映社会热议的视频

东莞图书馆学习中心回复：

后期购买资源我们会考虑更丰富的数字资源，尽量做到最好，满足读者需求。

社 区 网 络 学 堂  

    2016“我最喜爱的童书”评选活动已于10月10日截止。组委会为本次投票评选活动设置了全国特等奖、全

国幸运奖， 10月16日颁奖典礼现场抽出全国特等奖、全国幸运奖，并在官网公布获奖名单（点击“阅读原

文”）。  

      

       东莞图书馆作为本次活动主办方之一，为投票活动增设了东莞地区幸运奖。现公布东莞地区幸运奖名单
如下：

 http://www.readingtop.com/doc/detail.aspx?doc_id=65

2016“我最喜爱的童书”评选活动获奖公告

序号 姓名 证号 所属分馆

1 李炎鑫 0001015000249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序号 姓名 证号 所属分馆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吴沛铿

吴雪盈

严志杨

谢锴威

张诗韵

陈钰霖

刘景鹏

唐宇彤

罗芷寒

胡颖芝

蔡佩真

江瑾萱

黎鑫享

张嘉怡

刘峻坚

朱振彬

卢建邦

黄小恩

张海铃

00010150010022

00010150010014

00010150002110

00010150012846

00010150026259

00010150010600

00010150014396

00010150020518

00010150012853

00010150012408

00010150012457

05010120303486

05010120303767

05010120303528

00010150015542

05010120303437

05010120303684

05010120303874

05010120303619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杨炎彬

瞿湘阳

朱思锐

郭思涛

彭瑜琪

郭晴曦

席睿

周畹秦

尹鹏玮

何嘉琳

胡慧珊

李佳泽

张悦洋

张凯越

许家俊

尹婧

王莉嘉

郭玮怡

刘晓彤

钟欣怡

05010120303502

05010120303510

05010120303361

05010120303460

05010120303858

05010120303411

05010120303650

05010120303320

04010160000944

04010160001942

04010120015750

04010160002247

04010120018861

04010120018903

16010130025449

13010130048170

13010140018205

13010130046745

13010100325269

13010150062838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万江分馆

东莞图书馆万江分馆

东莞图书馆万江分馆

东莞图书馆万江分馆

东莞图书馆万江分馆

东莞图书馆万江分馆

东莞图书馆石龙分馆

东莞图书馆虎门分馆

东莞图书馆虎门分馆

东莞图书馆虎门分馆

东莞图书馆虎门分馆

东莞图书馆虎门分馆

    以上获奖读者均可获得 一个。少儿分馆的读者 可前往莞城区新芬路40号少

儿分馆总服务台领取。大朗分馆、万江分馆、石龙分馆、虎门分馆可在 到各分馆服务

台领取。

各分馆地址：

大朗分馆：大朗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大朗图书馆 电话：83311099

万江分馆：万江街道曦龙大厦A、B座1-2层   电话：26380423

石龙分馆：石龙镇人民文化广场文化活动中心三楼 电话：86619530

虎门分馆：虎门镇人民南路执信公园内 电话：85194660

手机电脑双用U盘 即日起

2016年11月24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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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分 馆 活 动

东莞图书馆APP 新浪微博 微信

社区网络学堂回音壁

观看地址：东莞学习中心http://lc.dglib.cn

温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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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匠心独到学习资源推荐 

简介：

法式海绵蛋糕、黄油曲奇、玛格丽特饼干、

布朗尼、重芝士蛋糕、冰皮豆沙月饼等做

法。

演示经典烘焙美食——戚风蛋糕、 主讲：华觉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

简介：对传统手工艺相关的知识体系的再

认识 。

学树艺、做环保——攀出新
天地

主讲：欧永森（香港树木学会）

简介：介绍树艺学以及树艺师这个在大陆

鲜为人知的行业。

家庭养花、插花及庭院绿化技
巧

主讲：杨芳绒（河南农业大学）

简介：家庭养花、插花及庭院绿化的基础

知识及技巧演示。

家庭宠物饲养

主讲：李新红（上海交通大学）

简介：宠物犬、金鱼、热带观赏鱼、鸟类

的饲养技术。

多肉植物种植

简介：常见多肉植物介绍、栽培养护技巧、

花器选择与组合搭配技巧。

跟我学烘培 手艺的再认识

虎门分馆路东阅览室留言：

        东莞学习中心网站可以添加一些学习类的纪录片和添加类似广东卫视《你会怎么做》

这类可以反映社会热议的视频

东莞图书馆学习中心回复：

后期购买资源我们会考虑更丰富的数字资源，尽量做到最好，满足读者需求。

社 区 网 络 学 堂  

    2016“我最喜爱的童书”评选活动已于10月10日截止。组委会为本次投票评选活动设置了全国特等奖、全

国幸运奖， 10月16日颁奖典礼现场抽出全国特等奖、全国幸运奖，并在官网公布获奖名单（点击“阅读原

文”）。  

      

       东莞图书馆作为本次活动主办方之一，为投票活动增设了东莞地区幸运奖。现公布东莞地区幸运奖名单
如下：

 http://www.readingtop.com/doc/detail.aspx?doc_id=65

2016“我最喜爱的童书”评选活动获奖公告

序号 姓名 证号 所属分馆

1 李炎鑫 0001015000249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序号 姓名 证号 所属分馆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吴沛铿

吴雪盈

严志杨

谢锴威

张诗韵

陈钰霖

刘景鹏

唐宇彤

罗芷寒

胡颖芝

蔡佩真

江瑾萱

黎鑫享

张嘉怡

刘峻坚

朱振彬

卢建邦

黄小恩

张海铃

00010150010022

00010150010014

00010150002110

00010150012846

00010150026259

00010150010600

00010150014396

00010150020518

00010150012853

00010150012408

00010150012457

05010120303486

05010120303767

05010120303528

00010150015542

05010120303437

05010120303684

05010120303874

05010120303619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杨炎彬

瞿湘阳

朱思锐

郭思涛

彭瑜琪

郭晴曦

席睿

周畹秦

尹鹏玮

何嘉琳

胡慧珊

李佳泽

张悦洋

张凯越

许家俊

尹婧

王莉嘉

郭玮怡

刘晓彤

钟欣怡

05010120303502

05010120303510

05010120303361

05010120303460

05010120303858

05010120303411

05010120303650

05010120303320

04010160000944

04010160001942

04010120015750

04010160002247

04010120018861

04010120018903

16010130025449

13010130048170

13010140018205

13010130046745

13010100325269

13010150062838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东莞图书馆万江分馆

东莞图书馆万江分馆

东莞图书馆万江分馆

东莞图书馆万江分馆

东莞图书馆万江分馆

东莞图书馆万江分馆

东莞图书馆石龙分馆

东莞图书馆虎门分馆

东莞图书馆虎门分馆

东莞图书馆虎门分馆

东莞图书馆虎门分馆

东莞图书馆虎门分馆

    以上获奖读者均可获得 一个。少儿分馆的读者 可前往莞城区新芬路40号少

儿分馆总服务台领取。大朗分馆、万江分馆、石龙分馆、虎门分馆可在 到各分馆服务

台领取。

各分馆地址：

大朗分馆：大朗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大朗图书馆 电话：83311099

万江分馆：万江街道曦龙大厦A、B座1-2层   电话：26380423

石龙分馆：石龙镇人民文化广场文化活动中心三楼 电话：86619530

虎门分馆：虎门镇人民南路执信公园内 电话：85194660

手机电脑双用U盘 即日起

2016年11月24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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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大朗图书馆的十年

大朗分馆  赖美清

    我是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的一名图书馆工作者，从事图书馆工作已十几年。那时的大朗图书馆面积約

有150平方，图书约有五、六千册，报纸、杂志约有50多种。新书上架前是手工登记（新书登记详细册）,

编目（手工写）——再将书名、作者、出版社等（手工）刻蜡——将刻好的新书信息油印制（手工）在小

卡片上，一张放在新书的后面的书袋，一张放在工作箱，两张放在（笔画、拼音）信息卡箱供读者查找。

读者需要借书先在信息卡箱找自己要的书，找到后将书名及书的索书号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递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根据小纸片信息再到书架上将书取出，并登记在读者借还书登记册。来图书馆借书的都是外来打

工者，借阅量也不大，那时的图书馆工作没有压力，挺轻松的。

    2006年7月3日大朗图书馆纳入东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正式成为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现在的图书馆

大楼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目前藏书约有16万册，报纸128种、杂志295种；是一个集藏书、借阅、展览、

信息网络等服务于一体的新型综合性公共图书馆。馆内设有图书借阅区、少儿室、报刊阅览区等服务窗口。

每周对外开放61小时，平均每月接待读者約1万多人次；还建有长塘图书馆、碧水天源图书馆及求富路图书

馆，有服务点共46个，其中学校有15个、社区（村）有26个、企业有5个,均可为广大读者服务。大朗誉有

“中国羊毛衫名镇”之称，大朗图书馆结合本镇的毛织产业优势、地域特点和人文环境，于2008年规划建

设了毛织专题图书馆，以此突出大朗的文化特色。目前，已拥有毛织方面的专题图书5000多册，报刊40余

种。自纳入东莞图书馆总体系后，实现“一卡通”借阅，资源共享，大朗2015年外借图书册数已达135606

册。

    

馆体系后，大朗图书馆事业在镇政府领导、社会各界人士的全面支持、关心下，在全体馆员的共同努力下，

日益壮大。由以前半封闭的小小图书室逐渐成为对社会开放型的图书馆，成为广大市民汲取文化的文化阵

地。图书馆是科学的殿堂，知识的海洋。我作为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的一名图书馆工作者，我很欣慰也很

自豪。虽说图书馆的工作是那么的琐碎，但它又是那么的神圣，我们管理的是图书，传播的是文化和思想。

我将会继续努力工作，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我，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一切以 “为读者服务”为宗旨，为

进一步推动大朗图书馆文化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岭山图书馆，我的十年之“爱”

大岭山分馆    欧阳英燕

    孔子曰：“逝水如斯夫，不舍昼夜。”两千多年来，这句话说出了多少人对时间的感慨。我从2006年

到大岭山图书馆做管理员开始，到现在，当2016年的钟声敲响，我仿佛才猛然惊觉，啊，原来我已经在这

里工作了十年了。人生不过百年，也即是10个十年，而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十分之一的生命。古人喜欢用

磐石之坚比如爱情，如果用爱情打比方的话，十年的时间，我对大岭山图书馆的“爱情”也是坚如磐石了

吧。有很多人都以为做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份枯燥无味的工作，但在我，这份工作却有它自有的吸引力，这

个地方有它让我值得去“爱”的方方面面。所以，十年，我在这里辛勤贡献自己的力量，无怨无悔地挥洒

我的汗水。

     作为一个图书馆管理员，我知道，最首要应当树立的是时间观念，所以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时间观

念早已深入我的骨髓了。每一个工作日，我都会准时上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如时钟般规律的岁月，

在我看来是一种自律。而一旦当自律成为我的习惯，我发现工作之外，我的生活也变得相当有规律了。这

在我是一种鞭策、激励，而渐渐成为我的一种享受。

    有一句俗语叫做“为他人做嫁衣裳”，在我看来，这句话很好地形容了我在大岭山图书馆工作十年来

的心情和状态。“为他人做嫁衣裳”，在别人，或许是对自己不能做主角的相当消极的叹息，而我却很欣

然地接受这“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状态。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毕竟只有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镁

光灯下的主角，大多数人都默默地做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为别人默默地奉献。其实，只要做到自己心

中无怨无悔，哪怕做人平淡一点又如何？我的工作具体内容是登记

图书的记借。每当我看到图书馆里人来人往，每当我看到某一个在

书架下静静阅读的身影，我的心便感到丝丝的欣慰，因为书籍是精

神的食粮。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只要面对书籍，只要走进图书馆，我们便能忘掉世俗的喧嚣，便能

放下外面世界的复杂，走进一个属于心灵的世界，享受精神世界的

宁静。所以，只要一走进图书馆，坐在图书馆里面，为这一个个阅

读的人尽我的微薄之力，为他们服务，我就感到十分满足。虽然我

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虽然某一个人走后我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再遇见，

但是正如一句话所说“相逢何必曾相识”，我的心里便当是与他们

有交往了，是不是这就是庄子所言“相忘于江湖”呢？这又是一种

豁然的开朗。

    十年，仿佛是一个圆满的轮回。著名歌星陈奕迅有一首歌叫做

《十年》，唱得是十分的深入人心。大岭山图书馆，十年之前，我

不认识你，十年之后，我却再也离不开你。我将继续用我最深刻的

感情来爱你，带着饱满的激情继续做好的工作，无怨无悔地发挥我

的力量！

    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文献信息资源，也离不开读者。文献信息资源是图书馆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图

书馆所开展的服务活动，都离不开文献信息资源的支持；如果没有读者，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就没有价值。大

朗图书馆根据自身的目标和读者需要，每年由镇政府拨项专款购书经费，购买图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

求及补充馆藏。在读书节活动中，每年的读书节活动项目（场次）逐渐增加。大朗读书节是面向全镇广大

市民开展的一项大型的综合性读书文化活动，紧紧围绕读书节的主题，以新颖活泼、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

为载体，努力塑造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大朗文化，持续有效地激发全镇人民的读书热情，全力推进全民

阅读，建设“织城书香大朗”。以2015年为例，大朗镇成功举办了340多场织城书香节活动。受众人数达

到40多万人次，在全镇掀起了读书求知、读书成才、读书明理的热潮。

    随着图书馆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工作人员在图书馆服务中扮演的角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

如何更好的做好图书馆的本职工作？我个人认为：1.图书管理者要不断总结反思，学习其他图书馆的先进

管理经验，取长补短，自我完善；2.给读者一个优雅的阅读环境，让读者在幽静、舒适的环境下阅读；3. 

我们要以满腔的热情努力地工作，本着一切为“读者服务”，每项工作都做到“严、细、实”，使图书馆

所有的图书资源最大限度得到利用；4.进一步完善特色活动，使读书节活动内容更加丰富，更显我馆特色。

    回望过去这么多年的图书馆工作，我有收获、有喜悦、也有工作的艰辛与汗水。自大朗分馆纳入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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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大朗图书馆的十年

大朗分馆  赖美清

    我是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的一名图书馆工作者，从事图书馆工作已十几年。那时的大朗图书馆面积約

有150平方，图书约有五、六千册，报纸、杂志约有50多种。新书上架前是手工登记（新书登记详细册）,

编目（手工写）——再将书名、作者、出版社等（手工）刻蜡——将刻好的新书信息油印制（手工）在小

卡片上，一张放在新书的后面的书袋，一张放在工作箱，两张放在（笔画、拼音）信息卡箱供读者查找。

读者需要借书先在信息卡箱找自己要的书，找到后将书名及书的索书号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递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根据小纸片信息再到书架上将书取出，并登记在读者借还书登记册。来图书馆借书的都是外来打

工者，借阅量也不大，那时的图书馆工作没有压力，挺轻松的。

    2006年7月3日大朗图书馆纳入东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正式成为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现在的图书馆

大楼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目前藏书约有16万册，报纸128种、杂志295种；是一个集藏书、借阅、展览、

信息网络等服务于一体的新型综合性公共图书馆。馆内设有图书借阅区、少儿室、报刊阅览区等服务窗口。

每周对外开放61小时，平均每月接待读者約1万多人次；还建有长塘图书馆、碧水天源图书馆及求富路图书

馆，有服务点共46个，其中学校有15个、社区（村）有26个、企业有5个,均可为广大读者服务。大朗誉有

“中国羊毛衫名镇”之称，大朗图书馆结合本镇的毛织产业优势、地域特点和人文环境，于2008年规划建

设了毛织专题图书馆，以此突出大朗的文化特色。目前，已拥有毛织方面的专题图书5000多册，报刊40余

种。自纳入东莞图书馆总体系后，实现“一卡通”借阅，资源共享，大朗2015年外借图书册数已达135606

册。

    

馆体系后，大朗图书馆事业在镇政府领导、社会各界人士的全面支持、关心下，在全体馆员的共同努力下，

日益壮大。由以前半封闭的小小图书室逐渐成为对社会开放型的图书馆，成为广大市民汲取文化的文化阵

地。图书馆是科学的殿堂，知识的海洋。我作为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的一名图书馆工作者，我很欣慰也很

自豪。虽说图书馆的工作是那么的琐碎，但它又是那么的神圣，我们管理的是图书，传播的是文化和思想。

我将会继续努力工作，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我，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一切以 “为读者服务”为宗旨，为

进一步推动大朗图书馆文化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岭山图书馆，我的十年之“爱”

大岭山分馆    欧阳英燕

    孔子曰：“逝水如斯夫，不舍昼夜。”两千多年来，这句话说出了多少人对时间的感慨。我从2006年

到大岭山图书馆做管理员开始，到现在，当2016年的钟声敲响，我仿佛才猛然惊觉，啊，原来我已经在这

里工作了十年了。人生不过百年，也即是10个十年，而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十分之一的生命。古人喜欢用

磐石之坚比如爱情，如果用爱情打比方的话，十年的时间，我对大岭山图书馆的“爱情”也是坚如磐石了

吧。有很多人都以为做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份枯燥无味的工作，但在我，这份工作却有它自有的吸引力，这

个地方有它让我值得去“爱”的方方面面。所以，十年，我在这里辛勤贡献自己的力量，无怨无悔地挥洒

我的汗水。

     作为一个图书馆管理员，我知道，最首要应当树立的是时间观念，所以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时间观

念早已深入我的骨髓了。每一个工作日，我都会准时上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如时钟般规律的岁月，

在我看来是一种自律。而一旦当自律成为我的习惯，我发现工作之外，我的生活也变得相当有规律了。这

在我是一种鞭策、激励，而渐渐成为我的一种享受。

    有一句俗语叫做“为他人做嫁衣裳”，在我看来，这句话很好地形容了我在大岭山图书馆工作十年来

的心情和状态。“为他人做嫁衣裳”，在别人，或许是对自己不能做主角的相当消极的叹息，而我却很欣

然地接受这“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状态。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毕竟只有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镁

光灯下的主角，大多数人都默默地做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为别人默默地奉献。其实，只要做到自己心

中无怨无悔，哪怕做人平淡一点又如何？我的工作具体内容是登记

图书的记借。每当我看到图书馆里人来人往，每当我看到某一个在

书架下静静阅读的身影，我的心便感到丝丝的欣慰，因为书籍是精

神的食粮。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只要面对书籍，只要走进图书馆，我们便能忘掉世俗的喧嚣，便能

放下外面世界的复杂，走进一个属于心灵的世界，享受精神世界的

宁静。所以，只要一走进图书馆，坐在图书馆里面，为这一个个阅

读的人尽我的微薄之力，为他们服务，我就感到十分满足。虽然我

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虽然某一个人走后我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再遇见，

但是正如一句话所说“相逢何必曾相识”，我的心里便当是与他们

有交往了，是不是这就是庄子所言“相忘于江湖”呢？这又是一种

豁然的开朗。

    十年，仿佛是一个圆满的轮回。著名歌星陈奕迅有一首歌叫做

《十年》，唱得是十分的深入人心。大岭山图书馆，十年之前，我

不认识你，十年之后，我却再也离不开你。我将继续用我最深刻的

感情来爱你，带着饱满的激情继续做好的工作，无怨无悔地发挥我

的力量！

    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文献信息资源，也离不开读者。文献信息资源是图书馆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图

书馆所开展的服务活动，都离不开文献信息资源的支持；如果没有读者，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就没有价值。大

朗图书馆根据自身的目标和读者需要，每年由镇政府拨项专款购书经费，购买图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

求及补充馆藏。在读书节活动中，每年的读书节活动项目（场次）逐渐增加。大朗读书节是面向全镇广大

市民开展的一项大型的综合性读书文化活动，紧紧围绕读书节的主题，以新颖活泼、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

为载体，努力塑造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大朗文化，持续有效地激发全镇人民的读书热情，全力推进全民

阅读，建设“织城书香大朗”。以2015年为例，大朗镇成功举办了340多场织城书香节活动。受众人数达

到40多万人次，在全镇掀起了读书求知、读书成才、读书明理的热潮。

    随着图书馆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工作人员在图书馆服务中扮演的角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

如何更好的做好图书馆的本职工作？我个人认为：1.图书管理者要不断总结反思，学习其他图书馆的先进

管理经验，取长补短，自我完善；2.给读者一个优雅的阅读环境，让读者在幽静、舒适的环境下阅读；3. 

我们要以满腔的热情努力地工作，本着一切为“读者服务”，每项工作都做到“严、细、实”，使图书馆

所有的图书资源最大限度得到利用；4.进一步完善特色活动，使读书节活动内容更加丰富，更显我馆特色。

    回望过去这么多年的图书馆工作，我有收获、有喜悦、也有工作的艰辛与汗水。自大朗分馆纳入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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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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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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June2014年第5期 6月（试刊）

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

may20142014年第4期 5月（试刊）

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

January/February 20142014年第2期 3、4月

20

装修升级改造闭馆

21阅 读 ， 让 城 市 更 美 丽

周一闭馆，周二至周日8:30     18:30

周六周日8:30     20:30，周一闭馆

周六周日9:00     18:00，周一闭馆

周六周日11:00     18:00

周六周日9:00     21:00，周一闭馆

周六周日9:30     21:00

周二：14:30     20:00
周三至周日：9:00     20:00
周一闭馆

松山湖分馆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生产力促进基地 22892289 周二至周日 8:30—17:30,周一闭馆

石排镇石排公园内（公园南路石排文广大楼

对面，从石排公园次入口进入可见）

81707089 周二至周日10:00—20:00 周一闭馆,

周六周日9:00     12:00    
周一闭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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