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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协办：读者协会

读书月活动概况

 为营造“书香校园，读书育人”的氛围，激发学生读书的热情，提高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本学期图书馆
于2020年11月01日—12月30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主题为“阅读悦成长·悦读越快乐”的“读书月”系列活动。

2020年全国高职院校信息素养大赛

“5G时代的电商风口——直播电
商”讲座

读书月作品展示

   “万方杯”2020 年全国高职院校信息素养大赛已于12月6日圆满
结束。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15所院校的104万余位师
生参加了本次大赛。经过4个多月的激烈角逐，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学子杨佩江继上一届获得优异成绩后，在本届大赛中再获佳绩，获得学
生个人组二等奖。图书馆一直都致力于信息素养教育的开展，通过入学

教育、开设信息检索课程、举办信
息素养比赛等，提升学生信息素养
综合能力，为学校的信息素养建设
及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共读一本书”读书会，一直是图书馆努力打造的一
个活动品牌，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我们相信同一本书汇聚不一样的思想。为打造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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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一本书”读书沙龙
    为了保障疫情之下读者服务工作，更好地解决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

时碰到的问题，本学期图书馆两校区共举办2场读者座谈会，参与人数
约409人次，公众号相关推文2篇，阅读量1456人次。

       12月16日，邀请广州拼脑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CEO、拼脑新商业服
务平台创始人、All in抖音蓝V俱乐
部发起人，微信线下事业部合作顾
问林喜德老师，为清远校区师生开
展主题为“5G时代的电商风口——
直播电商”讲座，据统计有近300位
师生前来聆听。

“中医养生之道”讲座

图书馆读者座谈会

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
近两年图书馆结合电子
资源平台“学习通”，
以线上线下阅读交流的
方式开展读书会活动，
本学期参与“共读一本
书”系列分享会的人数
约1000人次。

      12月9日晚，邀请健康医药学院孙德建教授为广州校区
师生开展主题为“中医养生之道”的讲座。 本次讲座旨在
普及如何用中医保健知
识解决大学生最关心的
健康保健问题。比如肩
颈痛问题、痘痘消除方
法、减肥话题、痛经问
题等。讲座深受师生欢
迎，据统计有446位师
生前来聆听。

图书馆读书月活动开幕式

“我为图书馆创作文明标语” 
比赛

      图书馆是吸收知识的地方，是陶冶性灵、颐养精神的
地方，为了更好地营造安静、温馨、优美的阅读环境，进
一步发挥图书馆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的职能，图书馆面向
全校学生，开展以“我为图书馆创作文明标语”为主题的
图书馆温馨提示语比赛。活动总参与人数118人次。相关
推文2篇，阅读量2088人次。

 图书馆读书月的开幕
式是“读书人”的视觉
盛宴，晚会上呈现了精
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环
节。会场热闹非凡，据
统计，开幕式吸引了超
过200位的师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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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必得”图书馆知识竞赛

“书林寻宝”活动——书海求生

“行云流水，飘逸飞扬” 
——书法大赛

     这次比赛为线上活动，主要通过富有常识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知
识竞赛，使学生对图书馆资源、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地理、历史
等学科的基本常识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同时让同
学们在紧张而不失趣味的比赛中，熟悉图书馆的资源，激发同学们对图
书馆的认同感。据统计，约800人次师生参与了本次竞赛。

“五”林争霸——线上
五子棋大赛

       为加深学生对五子棋的认识，为
棋类爱好者们提供了交流切磋棋艺的
平台，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图
书馆举办五子棋大赛，现场参与人数
超过372人次。比赛中，棋手们认真
地思考，谨慎行棋，冷静地观察着棋
盘，镇定地考虑布局。对决看似风平
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上演着一场场
激烈的“五”林争霸。

    为提高大学生信息获取能力，充分了解图书馆提供的优秀学习资源，
图书馆举办品牌活动“书林寻宝”，目的是为了增强同学们对图书馆馆藏
资源的掌握，加深对图书馆的认识，本次活动参与人数共有100人次。

“承传统文化·谱今人风采”
 传统文化系列活动

“心灵手巧，绽放光彩” 
——DIY丝网花大赛

      花，成了生活美学不可
缺少的部分。形象逼真的丝
网花，不仅比鲜花更容易保
存，更能让你在巧妙的制作
过程中，去近距离的感受这
份美好。本次丝网花活动在
两校区共举办了3场培训课
程，共150人次。培训课程
后，收集学生自行完成手工
作品 18 个，本次活动总参
与人数168人次。

      受疫情影响，本系列活动分为
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同时进行 ，其
中线上活动—-汉字与中国文化知识
竞赛，通过赛事星线上答题，分初
赛和决赛两轮，其中初赛参赛人数
是355，决赛参与人数168，合计总
参赛人次523。
     线下活动是汉文化知识学习及

发簪制作，约200人次参与。总参
与人数共有723人次，相关推文7
篇，阅读量6197人次。

“我与图书馆有个约会”
 系列活动

  “我与图书馆有个约会”系列活动已经成为了图书馆每学期“读书月
活动”的其中一个品牌，在学生当中口碑极佳、参与度极高的一个系列
活动，2场手工DIY活动参与人数161人次。

图书馆线上电子资源培训

认识，提高文化道德
修养。本次活动共收
集作品110幅 ，其中
毛笔作品 28 幅 、硬
笔作品 82 幅 ，最终
评比出了毛笔与硬笔
书法奖项共 12 幅精
美作品，并进行了线
上展出，陶冶学生的
中华优秀文化情操。

   为提高广大师生读者文献阅读、科研学习、课题研究
和论文创作的效率，本学期受疫情影响，图书馆利用学习
通平台建立一门线上培训课，参与人数1497人次，公众
号资源推广文1篇，阅读量3384人次。让读者足不出户就
能了解图书馆电子资源的种类、特点及使用方法。

  书法作为我国独有的民族文化，荟萃了中华民族文化
的精髓。为丰富学生们的文化生活，提高艺术修养和审美
情趣，图书馆举办书法大赛，提高广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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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马可瓦尔多     作    者：Marcovaldo／(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著；马小漠译

出版日期：2020年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索书号：I546.45/84

简    介：马可瓦尔多是位城市小工。他有一双敏锐善感的眼睛，时刻捕捉着四季的变化和都市的隐秘。

春天花坛里冒出来的蘑菇，秋天城市上空的候鸟,都能让他那灰色贫乏的世界变得多彩肥沃。对他来

说，“生命中除了以小时计酬的薪水、额外的工资补助和家庭津贴外,还有某些东西可以期待。” 

书   名 :  一往无前                   作    者：范海涛著          

出版日期：2020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索书号：F632/34

简    介：本书全景式地记录了小米崛起的经历，并诠释了小米成长之路的曲折与独特性。小米数年间

平地起高楼成为全球明星独角兽，以极高的话题性和增长速度开创了诸多商业奇迹,却在2016年遭遇至

暗时刻,手机销量暴跌，被唱衰估值缩水90%。经过对战略、产品的快速调整,小米再度强势崛起，并在

全球化、新零售领域成绩斐然。

书    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问答    

作   者：李俊华,高立冬主编；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       

出版日期：2020年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R563.1/18

简    介：全书聚焦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采用问答的形式,从基础知识篇、个人预防篇、公共预防

篇、场所控制篇、发现治疗篇、消毒处理篇六个部分，引领公众正确认识新型冠状病毒及其感染所致

的临床表现、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并采取规范有效的防护措施。

书    名：菲利普·迪克传             作   者：(美)安妮·R. 迪克著；金雪妮译                出版日期：2020年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索书号：K837.125/500

简    介：本书作者安妮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菲利普·迪克这位不世天才的真实人生。全书通过大量的

书稿、访谈、书信，展现了迪克的写作生涯与感情世界，还原了他作品中无数场景和人物的原型，让我

们看到了这个天才作家最为真实，最为美好，也最为可怕的一面。

书    名：小行星掉在下午                       作    者：沈大成著                 出版日期：2020年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I247.7/2527

简    介：闪烁着霓虹灯的疫区，墨鱼人藏身的超大型地铁站，逐步变异的公司职员，新星球上建设社会

的伟大历程……本书是沈大成新近创作的短篇小说精选，作者以其独有的黑色幽默，塑造了一群仿佛生

活在地球的双生星上的人类，并将他们置于不确定的未来即将落下的时刻。

新 书 推 荐
书    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作   者：肥志编绘         

出版日期：2020年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索书号：D2-0/46/3

简    介：本书收入习近平2017年10月18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讲话、谈话、

演讲、指示、批示、贺信等92篇。全书分19个专题，每个专题内容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书中还收入习

近平这段时间内的照片41幅。

书    名：饱食穷民   作   者：(日)斋藤茂男著；王晓夏译      

出版日期：2020年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C91/191

简   介：本书为介绍日本当代社会的大众读物。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又陷入20年低迷期的日本在泡

沫经济崩溃后，出现中产阶层消失,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现象。作者深入社会现场，用一个个鲜明的案例

犀利地指出追逐物质洪流的日本社会的种种弊病，预示了繁荣即将迎来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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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手巧，绽放光彩” DIY丝网花大赛部分获奖作品欣赏

 二等奖：蒙奕涵

三等奖：邹倩如

一等奖：汪婷 二等奖：吴楚如、邓健莹 二等奖：胡宏霞二等奖：林秋婷

三等奖：李洁萍 三等奖：庄思雨 三等奖：黄月蓉 三等奖：洪伊南 三等奖：肖海淇

一等奖：袁思琦       二等奖：黄龙          三等奖：杨景         三等奖：曾慧慈

“行云流水，飘逸飞扬” —— 书法大赛部分获奖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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