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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校区活动概况

图书推荐

  读书系列活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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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月，举办全校读书系列活动。

    为增进学生对
图书馆整体情况的
了解，加深学生对
图书馆图书归类摆
放规则的认识，同
时为学生提供展示
自我、锻炼自我的
平台，并丰富学生
的课余生活，广州
校区图书馆特以举

办此次活动，在图

书馆3-5楼设置寻

宝关卡、彩绘化
妆、游园paty等，
学生积极参与，现
场气氛热情高涨。

第九届“龙洞杯”书画展
岭南学院书法协会第九届“龙洞杯”八大高校书画联展活动于

11月19日在广州校区举行。此次活动旨在传承书法，弘扬书法的精
神，继承志趣，传播书法文化，并借此活动增进校内外各书法爱好
者的书谊，展现岭南书风，继承和发扬国学文化。本次活动参与学
校共22所，参与者近250人次，参展作品共107幅。

第二版

“预防艾滋病，你我齐参与”
主题活动

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
题。为提高学生对艾滋病的
正确认识，增强学生抵御艾
滋病的能力，图书馆特举办
艾滋病主题系列宣传活动，
包含艾滋病主题电影赏
析、“防艾”交流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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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校区读者协会十二周年庆
风雨兼程，一路相伴，转眼间图书馆读者协会迎来了她的十

二岁生日，十二年时间读者协会向人们展现了她的激情与活力。同
时在这个周年庆为优秀工作人员颁奖，表彰及激励为协会发展默默
付出的工作人员。 我和图书馆有个约会”动漫展

      广州校区图书馆联合星力量动漫游戏学院特推出“我和图
书馆有个约会”活动，让更多的动漫爱好者走进图书馆，分享

       2017年12月1日是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的流行已
成为一个严重影响全球卫生

系列主题培训讲座
       图书馆充分发挥教育功能，在两校区均举办多场不同主题培训
讲座共21场，满足不同专业的学习需求。 不仅对图书馆内现有的
电子资源使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提高学生检索、利用图书馆资源
的能力；更是邀请到校外知名专家， 提供专题讲座，丰富和提高
学生的课外知识。如：《互联网背景下的商业创新》、《预防艾滋
病，你我齐参与》、《金融知识》；《如何练就一口流利英语》、
《海报制作培训》、《图书馆资源利用培训》等。

创意作品的魅力。展出的
作品包括创意简笔画作
品、素描作品、学生作品
集、三维作品打印塑封。
展出的期间还举行了现场
摆摊活动，给观展并已经
参与作品投票的同学们设
计卡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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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聚 
   图书馆

    棋类比赛是一种很有师生基础、具有魅力的休闲
趣味性娱乐方式。本次清远馆特开展了棋类系列活
动，如黑白风云五子棋大赛、棋艺爱好者交流会等活
动，单五子棋大赛就吸引了将近1000人次的师生参
与，让学生“棋”聚图书馆,“棋”乐融融。

健康
系列
活动

     本次清远校区图书馆开展了多个瑜伽
主题活动，如瑜伽模仿大赛、瑜伽趣味答
题比赛等，吸引了众多学生的参与，参与
者近200人次。

读书系列活动颁奖晚会
     为了更好地总结本学期读书系列活动，激励本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同
学，清远校区图书馆特举办此次读书系列活动闭幕式，为上述活动的获奖
同学颁奖。参加闭幕式晚会的师生座无虚席，共有320位师生前来。

游戏嘉年华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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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校区图书馆特开
展了此次活动。为了吸引更多学

“岭南”脑力达人诞生
     本次脑力达人挑战
赛，清远校区学生表现
出极大的兴趣和参与热
情，参赛学生近100人
次，经过五场初赛和三
场决赛的较量才决出前
三甲（获奖名单可在图书馆公众号查询）。在竞赛中，
让学生尽情展示自己优于常人的记忆力水平。比赛结束
后还组织励志协会学生开展了悦读越分享读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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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获奖礼品丰
富，共设置了超过300份
奖品，受到清远校区学生
的广泛关注，各书院学生
积极参与活动，现场气氛
热情高涨。据统计，本次
活动超过了700人参与。

瑜伽
&

 汉服表演大合照

 古风发簪制作  猜灯谜

      本次活动是清远校区历届以来时间跨度最长的书法主题活动(从布展至征
集评选作品达一个月)，整个活动吸引了校内外近300人次的师生参与，观展
师生超1000人次。活动征集了众多优秀作品，有楷书、隶书、行书、草书
等毛笔书法作品，最终评出10幅获奖作品；活动还吸引了清远职业技术学
院和南华工商学院的书画爱好者的参与，据统计校外参与者近100人次。

“泼墨卷轴，博雅古风”
书画展暨毛笔书法作品征集大赛

风筝DIY活动
 为提高学生动手、审美等综合能力，培养创新精神

和创新意识，本次清远校区图书馆在学校足球场开展了
风筝DIY设计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作品造型多种多
样，题材广泛，
有表达自己志向
与爱好的，有表
达同学间友谊之
情的，充分调动
了学生参赛积极
性。

传统文化系列活动
     本次清远校区图书馆开展的传统

文化系列活动形式多样，如：汉服表
演、古风发簪制作教程、灯谜活动、
剪纸作品展暨征集大赛等，每个活动
内容都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累积近
1000人次师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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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拉普拉斯的魔女                          作者：(日)东野圭吾著；王蕴洁译                出版日期：2017年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I313.45/1149

简介：本书是东野圭吾继人性实验室：《解忧杂货店》之后，回归推理之作。两处温泉地，相继发生硫化氢

中毒事件，虽然在教授清江调查后被判定为“不可能人为”，而以意外结案。然而种种疑点和现场出现的神

秘少女，令前警察武尾、地球化学教授清江和负责调查事件的中冈始终无法释怀。

书名: 顿悟：捕捉灵感的艺术                                 出版日期：2017年

作者：(美)查尔斯·基弗(Charles Kiefer),(美)马尔科姆·康斯特布尔(Malcolm Constable)著；蔡宇星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B804/172

简介：本书共分为五大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何为顿悟、找到顿悟的最佳状态、顿悟是一种聆听的心境、思

维决定着你获得顿悟的心态、获得顿悟的操作方法。

书名：世界是红的：看懂中国经济格局的一本书            作者：白云先生         出版日期：2017年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F12/291

简介：本书详解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活命经济”到“发财经济”的转变，以及对未来“老板经济”的展

望，作者从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多角度、多纬度地给出了“中国经济为什么有前途”这一命题的

解答。

作者：严歌苓书  名：芳华                                                                                   出版日期：2017年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索书号：I247.57/14078

简介：本书描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大江南北挑选出来，进入某部队文工团，

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 四位女主角在这个团队里朝夕相处，她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碰撞出不

乏黑色幽默的情境。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 小说用四十余年的跨度，

展开她们命运的流转变迁，是为了讲述男兵刘峰的谦卑、平凡及背后值得永远探究的意义。

书名：民宿在中国                                        作者：陈卫新                      出版日期：2017年

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TU247.4/39

简介：本书精选当下中国大陆最具代表性的民宿设计,每个案例均带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和文化特色。设计师均

是多年从事住宅设计，具备较强经验的，他们有些既是设计师又是该民宿空间的业主，因此本书入选的案例

不仅仅是设计师最高水平的展现，更是他们融入心血和感情的最佳作品。

书名：廿四：南北风物里的四时节气               作者：青简                        出版日期：2017年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I267/3710

简介：本书是一本散文、摄影集，是作者背上背包，拿起相机，踏上一次次旅途，记录下来的南北各地的二

十四节气。全书一共分为24章节，以二十四节气的顺序，写了二十四个地方的景致，每篇文章都配以数张记

录当地风物的摄影图片。有惊蛰时樱花烂漫的大理，有小暑时呼伦贝尔草原爽朗的夏季，有白露时节沈从文

笔下的边城茶峒，也有大寒时节仿佛天地白头的东北林区

书名：RAW格式数码摄影后期处理必备技法              作者：雷波编著                     出版日期：2017年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索书号：TP391.41/5766

简介：本书以RAW格式及其后期处理技法为基础,以39个RAW格式照片后期处理案例为引导,详细分析了其

问题的成因,讲解了调修思路及实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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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彭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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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谭淑芳

“泼墨卷轴，博雅古风”书法大赛获奖作品

二等奖：吴欣 二等奖：闻展兴

三等奖：周浩平 

扫
码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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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毛钰莹 

发簪玩出新花样
获奖作品

最具创意发簪：钟珩仪 

  最美发簪：马小茜     最美发簪 ：刘思敏

最具创意发簪：刘宇晴 

最具创意发簪 ：林琦欣 

一
等
奖 
：
黄
展
鸿

三等奖 ：蒋加玲 

二等奖 ：陈倩晴

二等奖 ：蒋加玲 

三等奖 ：彭淑薇 三等奖 ：蔡志玲

最具人气发簪：何晓君部分作品展示

更
多
精
彩
等
你
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