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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荐

 读书月获奖作品

广州校区活动概况

为了引导和鼓励大学生走进图书馆，与书为友，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同时，通过开展读书活动，努力营造“书香校

园”的氛围，进一步提高师生的人文素养，加强学校特色建设，走内涵发展之路，为学生创建快乐成长的理想乐园，为教师搭建专业发展

的理想舞台，为学校构建和谐发展的理想平台，把我校建成一所特色鲜明、教师队伍充满活力、学生素质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学校。图书馆

于2017年3月-5月，举办主题为“活力岭南，书香校园”的全校性“读书月”活动。

百期沙龙，悦读悦分享
为搭建我校学生读书活动交流平台，让广大学生畅

所欲言，分享自己的感悟与收获。为此，图书馆读者协

会特举办了“百期沙龙，悦读悦分享”。通过报名参加

活动，参与者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讨论和分享，可以是读

书体会、影视赏析、家乡风俗文化、社会现象等话题。
本学期广州校区沙龙共举行

8期。分别是：“大学生恋爱观”

、“新年习俗体现浓浓年味”、

“谈谈你偶像”、“我向往的地

方”、“独特的感动 ”“汉服复

兴”，“吃喝玩乐之广州行 ”、

“那萌萌的舍友旅游感悟”地点

为图书馆六楼607。 从第一期开

始就有很多学生、老师参与，现场气氛融洽，参与者自

由分享、谈论，各抒己见。

临近期末，“百期沙

龙，悦读悦分享”活动暂

停举办，下学期将继续开

展，敬请期待！

       为明确当代大学生如何学习以及传
承书法文化，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策划
准备，书协于2017年4月7日在广州校区
图书馆608室举办了一场书法分享会。

书法协会分享会

       此次分享会参与人数达到105人，
现场挥毫表演，中国风气氛浓郁，现场
观众与老师互动紧密，很好地提高了在
场人员学习书法的兴趣。

第九届岭南杯现场书画篆刻大赛
       2017年4月23日，岭南书协迎来了第九届“岭南杯”现场书法篆刻比赛。我
们传承书法的精髓，发扬书法的精神，传播书法的知识。在共青团委员会及图书馆
的支持下，展开一年一度并且面向校内外的现场书法篆刻大赛。活动对象是各广州
高校书法协会、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全体学生。

       这一届岭南杯的主题是“纪念建军90周年”，符合了当代社会的主旋律，弘
扬了爱国主义教育,本次活动到场有来自18所高校共142位书画社代表,开幕式于
广州校区图书馆5楼报告厅举行。

中国传统手工大赛
       在当下，手工艺受
到了越来越多大学生的
追崇。与此同时，在我
们学校里也隐匿着为数
不少手艺精巧的同学。
       此次活动在广州校
区持续一个多月，共收
到来自学生作品30个，
经过图书馆老师的精心
挑选，共评出15个获奖
名额：第一名：1个、
第二名：2个、第三
名：3个、优秀奖：9个

    陶艺制作活动
由图书馆主办，并由读者
协会承办，在广州校区后
街摆摊3天，现场提供陶
泥与工具，让参赛者自由
发挥，制作出一件件精美
可爱的陶艺品。活动共收
到30件完整陶艺品。

离校手续

！！！

       2017年6
月22号图书馆
工作人员在广州
校区体育馆为毕
业生办理离校手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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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期沙龙，悦读悦分享
 清远校区“百期沙龙，悦读悦分享”活

动是以班为单位的读书分享会。分享主题不

作限制，可分享自己的读书体会、影视赏

析、旅行感悟、家乡文化或社会现象等等。

      通过交流悦读内容，探讨学习之道，锻炼表达、思考能力、自主发言，
让同学们进一步认识到悦读的重要性，培养大家多思考、勤交流的良好习
惯。该活动受到众多班级的关注，本学年共组织67期，参与师生已超1500
人次，异常火爆。沙龙活动将在下学期持续举行，读者可微信关注“清远读
协之家”公众号接收最新动态。

脑力达人挑战赛、岭南最强大脑
     17年4月底， 

“脑力达人”再次
聚首清远馆，期待
激荡智慧的火花。
图书馆因此再次指
导励志协会、读者
协会搭建比赛平
台，同时升级了活
动内容，让这些
“脑力达人”发挥“最强大脑”，该次活动也吸
引了超过200人次的参与和关注。

“运动与健康”教育系列活动
    为了普及运动常识和传播科学

运动知识，清远校区图书馆陆续在系
列读书活动期间指导开展运动主题活
动，向同学们传播运动养生知识，指
导同学们科学参与运动。

       此类活动有： “奔跑吧，
青春”、团队趣味拓展活动、
羽毛球比赛、“挥洒个性”轮滑
活动、轮滑体验日等等，参与师
生超500人次。

“过关斩将，闯关寻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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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开展了
此次活动。同时为了吸引更多学生的参与
和关注，图书馆特指导读者协会改进了之
前“书林寻宝”活动的开展形式，增加了
更多活动的趣味性。       

第一届“岭南杯”书法大赛
       本次大赛参与人数
超过300人，其中碧桂
园职业技术学院43人；
南华工商学院22人。本
次大赛分为毛笔组与硬
笔组，决赛于4月22日
在清远校区足球场举
行 ,各参赛者在比赛中

都能努力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经过岭南学院王洪亮老师、
南华工商学院甘老师、碧桂园职院陈老师三位专业级评委的公
正评审，最终选出本次比赛硬笔组：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
三等奖6名，优秀奖5名，人气奖1名；毛笔组奖项：一等奖2
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5名，人气奖1名。此次大
赛促进了清远职教城各大高校之间的书法艺术交流，促进高校
间的学习沟通，取得了圆满成功。

DIY健康来袭，保健香包亲手做
       4月-5月清远馆读书月开展
的本次系列活动由六大主题活动
来开启保健DIY，参与师生超过
500人次，系列活动有：香包知
识分享会、谢琳老师教你做香
包、《与“中药”有约》讲座、
保健香包亲手做、延展活动：包
装创意设计大赛、成果分享等。

玩转万能工匠，收获创意无限

       万能工匠活动受到学生的
欢迎，5月份共开展了3期的分
享会，参与学生近100人次。在
清远校区图书馆里，“工匠创
客”利用“万能工匠”展示分享
她们的艺术作品或者验证产品原
型设计的实现原理。

       此次活动获奖礼品丰富，共设置了超
过300份的奖品，受到清远校区学生的广
泛关注，各书院学生参与热情高涨，积极报名参与活动。据统计，本次
活动的参与人数超过了700人。

       清远校
区图书馆联
合艺术与传
媒学院、剪
纸社举办
学生作品
展，吸引了
大批师生的
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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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爱素食                            作者：(韩)郑宰德著；韩晓,于意涵译                   出版日期：2016年

出版社：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TS972.123/87

简介：本书介绍了适合在家制作的163种可口素食,种类丰富,包括凉菜、热菜、汤羹、主食、点心等。菜品选取

多种蔬菜为原料,营养价值更丰富,并且制作时不使用“五辛”,充分保留食材的原味。

书名: 超预测         作者：(美)菲利普·泰洛克, (美)丹·加德纳著；熊祥译           出版日期：2016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索书号：F201/14

简介：本书讲解如何向精英群体学习,将成功预测的故事和失败预测的故事以及对一系列高层决策者的访谈串

接在一起,阐明了出色的预测并不需要强大的计算机或者深奥的方法。

书名：分析性             作者：(美) 科里·祖尔, 埃里克·卢米斯著；徐韬译           出版日期：2016年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索书号：B02/14

简介：本书第1-3章主要阐述分析性概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兴起,以及蒯因卡尔纳普关于其存在与角色的争论;

第4-5章讨论一些分析性与本体论与认识论相关联的争论,进一步把这些争论与最近的哲学发展联系起来;第6章

纵览正面的方案,论述一些可能的应用。

 书名：永恒的时光之旅                   作者：星野道夫著；游韵馨译               出版日期：2016年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J431/24 

简介：本书是关于星野道夫的最新的图文并茂的摄影集。书中收录了其精彩的摄影作品和质朴温暖的文字。

星野道夫善于用镜头扑捉自然的至美和生命的脆弱,用巡礼自然的方式带我们深入一次次“心灵之旅”。

书名：我喜欢辽阔的地方               作者：毕淑敏                  出版日期：2016年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索书号：I267/3211

简介：本书系“四弦散谈”之成长篇:毕淑敏作为一名作家,她的阅读生活、成长经历、创作历程本身充满了传

奇。一名作家的成长、阅读和创作史,就是她的生命史。

书名：萌师出高徒                         作者：萌晞晞，原名程琳               出版日期：2016年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I247.57/12799

简介：故事讲述由于双胞胎哥哥庄斯文的突然逃官,妹妹庄博学顶替他成为太子少傅的故事。与此同时,父亲

又给她下达了一个秘密任务--刺探太子越祺然是否有断袖之癖。

书名：世界上扣人心弦的侦探推理游戏              作者：尔东                      出版日期：2017年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索书号：G898.2/380

简介：本书分为异想天开: 提升个人的推理想象能力、拓展思路: 提升个人的推理发散能力、冷静思考: 提升

个人的推理分析能力等七章, 主要内容包括: 保险柜的密码、指挥喷泉、巧辨小偷、被击中的空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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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读协之家
扫码关注，即时收取

岭南清远校区图书馆读者协

会最新资讯，及时知晓每周

电影播放，查询图书馆相关

活动。更多精彩等你来！

“最美岭南”摄影大赛获奖作品（部分）

三等奖：16电子商务2班  李瑶

三等奖：16涉外会计1班  杨丹

优秀奖：16会计7班  章璐瑶

二等奖：15金融保险1班  林肯二等奖：16广告设计班  陈佳权

优秀奖：16会计1班  李婉欣 三等奖：15药学9班  黄俊明 

一等奖：16服装设计班   王烁

中国传统手工大赛作品（部分）

16服装与服饰设计班  林燕荣 15公共营养班  钟月秋

15护理6班  黎敏 15护理10班 蔡梓杏、叶靖、
区璇、林佳佳、钟霞

16环境艺术设计中韩班  陈瑜君16医检3班 伍莹莹

第一届“岭南杯”书法大赛获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