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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校园腾起读书热浪

优秀读者：卢霏霏 舒洁倩 侯常生 解相吾 陈志宏 李

筠 李琼 曾佳 罗家英 陈娟 关金明 王景瑕 李沙 欧思琼 

余玉芳 程文雄 王晓凤 雷雪梅 林妹 郑琼香 

优秀书评作者：陈又新 舒洁倩 潘丽婷 吴佳佳 杨茜雯 

蒋鹏飞 刘万宝 麦华飞 孙上妹 朱双燕 

优秀工作者：王东超 叶绿洁 吴曼霞 江丽珊 朱双燕 

林翰祺 陈沛涛 吴飞燕 林展帆 林丹静 余卉茵 戴少炜 

辩论赛优胜奖：郑创 唐立奋 吕丽玲 何伟勉 

辩论赛优秀奖：李文奇 朱江 潘神 区振坚 

最佳辩手奖：何伟勉 区振坚 

毽球比赛一等奖：陈涌涛 周慧琳 吴永扬 姚欣禧 

毽球比赛二等奖：吴坚 李政达 陈煌 刘细璇 

毽球比赛三等奖：郑勇铭 杨烁 吴曼霞 

推荐图书奖：徐现通 舒洁倩 

优秀组织一等奖：读者协会 

优秀组织二等奖：毽球协会 

 “走近奥运”读书活动月从 11 月

3 日开始，历时一个月 , 在图书馆和

读者协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圆满

成功。活动得到了集团和学院领导的

大力支持，集团蒋总裁、李院长、郧

助理等领导先后参加了活动并做了重

要讲话。本次活动的主题是迎接 08

北京奥运会，目的是弘扬奥运精神。

经过精心策划组织，开展了各种生动

有趣的活动，吸引了很多教师和同学

参加，参加人数达到 4500 人次 , 是

历届读书活动月参加人数最多的一

次。各项主题活动均达到了预期目的,

收到了良好效果。主要活动内容如下：

  1、举办了“走近奥运”主题画

展和书展。分类展出了有关奥运和读

书的专题图片；展出了最新的奥运专

题书籍。各种图片和图书融知识性和

趣味性于一体，为读者了解奥运、走

近奥运、感受奥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

平台。

  2、举办了教师读书座谈会。为

把奥运精神贯彻到具体工作中，我们

通过座谈认真听取了各学院教师代表

的意见，并对教师们提出的意见建议

认真进行了梳理吸收，这对于我们今

后把读者服务工作做得更好起到重要

的促进作用。

  3、联合毽球协会举行了为期两

周的毽球比赛。共组织了 21 支队伍

参赛，从初赛到决赛共举行了 99 场

赛事，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

  4、举行了“读书，还是上网”

为主题的辩论赛。经过正反双方针锋

相对的激烈辩论，最终正方获胜，并

评选出两名优秀辩手。

  5、组织教师开展了好书推荐活

动。老师们积极热情为学生推荐了一

批优秀图书，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6、举办了书评征文比赛。共评

选出 10 篇优秀书评作品，并编印了

书评论文集。

  7、开展了优秀读者评选活动。

共评选出优秀教师读者和优秀学生读

者各 10 名。

  8、举办了由乔馆长主讲的“读

书的苦涩与快乐”专题报告会。 

  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从多角度

引导读者感悟奥运精神，理解读书与

弘扬奥运精神的关系，思考读书与上

网、快乐读书、读书与人生等读者乐

于关注的热点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同时，也使我们更有信心在今后

把读书活动继续推向深入，办得更加

成熟、更有魅力。（办公室）

榜上有名

　12 月 13 日，由图书馆主办的“走进奥运” 读

书活动月总结颁奖暨读书报告大会在图书馆二楼隆

重举行。随着大会的完满结束，历时一个月的读书

活动至引也降下了帷幕。 

　“弘扬奥运精神、营造书香校园”是这次活动的

主题。此次读书活动月一系列丰富且有意义的活动，

既宣传奥运知识、弘扬奥运，又激发了广大师生读

书的热情。会上图书馆为优秀读者、优秀书评、优

秀辩手、毽球比赛优胜者和优秀组织者进行了颁奖。

在大会上，乔好勤馆长作了《阅读的苦与乐》为题

的读书报告，指出读书

对我们人生的重要意义，

对现在我国读书的现状

以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

析，并对我们读书提出

了很好的建议。（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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毽球比赛显英姿
   

　11 月 22 日下午 3 时，由图书馆、读者协会、毽

球协会共同举

办的“走近奥

运”读书活动

月毽球比赛在

东五栋女生宿

舍楼下开幕赛。

　开赛前请

来了“广州毽

王”邓永生先

生及广州毽球协会的花毽队为本次比赛作开幕表演。

精彩绝伦的花键表演令全场观众叹声连连，赢得阵阵

掌声。

  表演过后，比赛正式开始。本次参赛队伍 21 队，

分 A、B、C 三个小组，分小组循环赛，小组前三各晋

级决赛。比赛过程中，精彩刺激，各队选手认真应战。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陈涌涛、周慧琳、吴永扬、姚

欣禧喜获毽球比赛一等奖。（读者协会）

  怀着愉悦的心情观看了这场琳琅满目的“走近奥运”图展。 

　图展分三部分：历史纪录图片展、人物漫画展、北京奥运

会的图片展示。历史的印痕犹如破碎的记忆，在奥运会的史册

上记载着每一个奇迹，图文并茂的展区由古希腊的首届奥运会

至雅典奥运会。图片的表现形式由黑白到彩色，从古到今，让

我们体会到这两个世纪以来奥运会的成长历程。我们也了解到

中国的体育事业在不断成长，每届的参赛队伍都在扩大，金牌

的突破更令人叹为观止。另类的卡通人物，有古灵精怪的样子，

有超凡的气质，系列化描绘出许多勇者成功的表情，它体现了

运动健儿具有的精神面貌。在奥运会上他们硕果累累，创造了

奇迹，让我们用崇拜的眼神去感受他们戴上奖牌时所散发出无

限的魅力以及背后隐藏着发人深思的故事。

　最值得关注是北京 08 年奥运会相关介绍，场馆图片让人

眼前一亮，超凡脱俗的建筑场馆给人新颖的感觉。国家体育馆

以“鸟巢”的建筑风格引人瞩目，体现了当代科技与艺术相结

合同步发展。吉祥物、奖牌、火炬等图片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

则融入了中华文化元素。透过鲜艳夺目的图片诠释了奥运会的

三大理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

　奥运会这个平

台让更多的运动健

儿在赛场，切磋技

艺，比试高低，增

进友谊，共享和平，

成就梦想。同样能

让爱好者精神的追

求无所不在。

　北京奥运会的

口号：“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表达了全世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追求

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无数人为办好北京奥运会魂牵梦绕，

让我们怀着一颗热切的心去期待 08 年北京奥运会吧！

（06 服装设计一班 洪婉璇）

观看“走近奥运”图片的感受 辩论 ：“读书，还是上网”
　12 月 6 日下午 3 时，图书馆和读者协会在图书

馆自修室举行了一场题为“读书，还是上网”的辩论

会，图书馆乔好勤馆长、办公室主任张慧湘老师，学

生处詹耿斌

老师等出席

评判。

　首先主

持人宣布本

次比赛的规

则，介绍正

反方辩手之

后，双方开

始围绕“读书，还是上网”主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在

双方陈词、盘问、自由辩论、总结陈词过程中，双方

唇枪舌剑，各抒己见，在阐述各自观点的同时，还抓

住对方观点的漏洞予以辩驳。比赛气氛热烈而紧张，

双方辩手精彩的辩论赢得了台下评委和观众阵阵掌

声。评委对正反方各位辩手及双方团体表现予以评分，

结果正方以出色的表现赢取了本次辩论赛，而来自现

代制造学院 07 数控技术 2 班的何伟勉、信息工程学

院 06 软件工程 1班区振坚则获得最佳辩手。

  辩论结束后，乔好勤馆长和学生处詹耿斌分别对

辩论赛进行点评。乔馆长称赞双方辩论非常精彩，他

认为读书和上网没有对错之分，关键两者的运用应该

恰时恰当，但总体应以读书为主。詹老师对辩论技巧

作了评价，让同学们了解辩论仪态及技巧。

　本次辩论赛作为图书馆举办的第四届读书活动月

活动项目之一，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锻炼思辩

能力，培养团队精神。（技术部）

		12 月 22 号下午 3时，我馆在图书馆 503 教师阅览室

举行了教师座谈会。李玉春副院长、乔好勤馆长及来自

图书馆、各二级学院、学生处、教务处的老师参与座谈。			

	首先，李副院长发表讲话，他高度赞扬了图书馆近年

来的建设，藏书、电子资源建设，流通量，服务水平均

有很大提高，同时他建议图书馆积极开展培训，提高教

师利用图书馆的能力，并建议图书馆做好宣传，吸引更

多读者走进图书馆。乔馆长简介了我馆发展的现状，强

调读书的重要性，表示我馆会大力宣传，提高图书馆利

用率。老师们对我馆

工作纷纷发表意见，

对图书采购、流通、宣传等

方面提出宝贵建议。

		这次座谈会，图书馆与

领导、老师们面对面交流，

大家畅所欲言，有利于提高

我馆工作及服务质量。

（办公室、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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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1 月 19 日全省民办高校图书馆工作研

讨会（2007）在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会议室召开。

这次会议由广东省高校图工委主办、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承办，并由乔好勤馆长主持。省高校图工委的

秘书长周世辟、李岩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22 所

民办高校的图书馆馆长及出版社代表共 28 人参加了

会议。会上对当前各民办高校图书馆共同关心的若

干重要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1．各高校图书馆对迎评工作经验进行了交流，

并根据民办职业教育的特点，对今后民办职业技术

院校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2．对民办高校《文献信息检索》课的开设、师

资培训、教学管理、教学水平及教材建设等问题进

行了研讨，对教材建设的合作问题达成了共识。

  3．通过在明年 4.23 世界读书日大力开展读书

活动的建议，并由乔好勤馆长在会上宣读了在全省

民办高校开展读书活动的倡议书。

　这次会议得到学院的大力支持。会议在交流经

验和信息的基础上，在民办高校图书馆建设、文检

课教材建设以及读书活动的开展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取得了良好的研讨成果。

（办公室）

民办高校图书馆工作研讨会召开
关于在世界读书日前后广泛

开展读书活动的倡议
  4 月 23 日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辞世纪念日，也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定名的“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称“世界读书日”）。
每到这一天，全世界的读书人、出版社、书商、图书馆和在校
学生都异常兴奋和活跃，采用各种形式来庆祝这一节日，通过
各种方式阅读各类书籍。4 月 23 日前后，真正成了全世界书的
盛会！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国家机构、企事业部门和读书人关注
和重视这一节日。中国图书馆学会于 2005 年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图书馆开展阅读活动。2006 年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共
青团中央等 11 个部委，2007 年又增加到 17 个部委联合发出倡议，
呼吁全国各地大力组织各种形式的读书活动。去年在东莞召开
的读书大会，向全国发表 “读书宣言”，吁请国人拿起书本 ：“让
我们读书吧！”

　专家研究，现代信息技术传播的视频声频信息，给予青少
年更多地是感官愉悦，却未能留下深沉的思考和记忆，对于青
少年知识的增长和思维能力的发育作用甚小，传统图书的阅读
仍然是青少年智慧和能力培养的主要方式。但是，调查显示，
我国国民的阅读率在快速下降。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民办高校的读书状况也同样令人担忧。新的读书无用论又
在滋生蔓延，不良社会环境在干扰正确的读书走向。

　为了激发民办高校大学生的读书热情，为了让善良的青年
学子在阅读中吸取知识，增长才干，专业技能和人文素质的全
面提高，我们图书馆工作者应积极行动起来，呼唤读书的回归，
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校园书香
氛围。

　2008 年世界读书日，我们民办高校将掀起一个新的读书热
潮！

广东高校图工委民办高校图书馆协作组
2007 年 11 月 19 日

	 	多媒体视听资源是图书馆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视听服

务部门作为高校图书馆的一个

职能机构，在发挥高校图书馆

的教育与信息职能方面，起着

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特殊作

用。为扩大师生知识视野，提

高师生人文素质，图书馆计划

于图书馆大楼 611 室建设声像

阅览室，可容纳 40 名读者。声

像阅览室建成后，读者可以在

室内观看馆藏科教、政法、思

想教育资料及教学辅助资料，

还可在内举行小型活动，既提

高了声像资料的利用，又丰富

了读者的课余

生活。（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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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室动态

  综合参考阅览室，位

于图书馆 507 室，拥有 60

个阅览座位。经过本学期

大力充实资源建设，目前

藏有参考工具书约 6000

册。

  本学期，综合参考阅

览室贯彻图书馆一切为读

者服务的宗旨，根据图书

馆制定的围绕优化服务、

业务精细化管理等工作要

求，在乔馆长领导下，修

订工具书入藏规范，加强

资源建设，极大地充实了

综合参考阅览室的文献资源，为

学院的教学、科研等工作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参考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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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文献阅览室以岭南地区的文献

为主题进行收藏、管理，并开放阅览的

专题阅览室。凡内容上涉及该地区的著

述、书刊资料，均属岭南文献。

  2005 年，在贺惠山董事长的支持和

关注下，图书馆开始筹建岭南文献专题

阅览室，经过 2年的建设，已初具规模，

并蕴含了浓厚的岭南特色。

  目前，岭南文献阅览室藏书 2845

册，阅览座位 20 个。文献资料主要包

括古今岭南人的著述；岭南人士的人物

传记、研究资料等文献；外地人士在岭

南的有关著述；岭南各地方志、乡土读

物、族谱以及主要反映岭南地区风土人

情、风俗习惯的文献；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图书；港澳台及海

外岭南人的书刊及侨史资料。（参考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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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书评选载
（一）

梦已圆，情未了
   ——读《梦圆岭南》有感

　

  一个个鲜活、栩栩如生的人物，一件件生动的、真实

的故事。进入“岭南”的第一个月，很荣幸就能拜读广州

岭南中英文学校邓家祺校长的新著《梦圆岭南》。它使我

了解“岭南”的创业史，激起我对老一辈岭南人的崇拜之情、

敬爱之意。因为它教会了我如何去应对生活和工作的挑战，

更引导我去做一个合格的“岭南人”。

　诗人爱略特曾说，“正是我们读起来最不费力的文学，

才可能最容易地和最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们。”在这本书

中，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平民化、大众化的东西。

她没有咄咄逼人的语气，没有趾高气扬的姿态，没有令人

费解的专业术语，而是以最为通俗易懂的文字，道出自己

对人生的感悟。

　“为我岭南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也为我自己，记

录一段别有滋味的生活。”该书的“我身边的岭南人”一

章中，正是用最平实的细节描写，在我们面前树起了一个

又一个鲜活的“岭南人”。文章中，我们不必忍受枯燥、

空洞、死板等种种所谓“文化大散文”，而是大可以面带

微笑，轻松自如地一口气读下来，同时毫无愧意地摘取几

经消化并反刍、去伪存真后的“胜利果实”，从而将其为

我所用。这对于刚入职“岭南”的人来说，未必不是一条

捷径。

　从顽皮稚童到青涩少年再到风华青年的成长历程中，

老师，都是最值得我们尊重和感恩的人。邓家祺校长在教

学、管理的同时，注意观察生活，积累资料，笔耕不辍。

这种执着追求，可谓聚沙成塔，亦成大观。深深为邓家祺

校长的职业境界所感动，深深为邓家祺校长的探索精神所

折服，深深为邓家祺校长的教育理念所震撼。

　常言人生如梦，过去我只知道这不过是一种人生态度

的书写。当我读完《梦圆岭南》的时候，原来它更是一种

人生状态的描述。“岭南”有邓家祺校长工作、居住的地方，

有她可爱的学生、互助的同事。教学管理中，她忘记了时

间；蓝蓝的天空下，她忘记了自我。岭南，让她心情在舒畅，

梦想在延伸，感情在升华，这儿是她多年珍藏的梦境。

　随着时间的流逝，“岭南”一些建筑物正改变着其容颜，

但邓校长已把这零零碎碎的片段记下，不会被遗忘在人世

的烦嚣中。梦已圆，情未了。邓校长的鞠躬尽瘁和豪放情

怀让人为之动容，对岭南日渐加深的感情和日益精进的友

谊让也她难以释怀。（集团办公室 陈又新）

                  （二）
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有感
   

 

  坚强、执着、不断追求生命阳光的她 ,是多么的令人

敬佩。她的生活故事触动了我的心弦。

		本来可以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里的她，却因一场

大病，双眼失明了。童年缤纷的彩色世界从此变成了单调

黑色。对于一位天真烂漫的小孩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啊。

她由放弃到接受，再到追求，然后慢慢走向成功。所走的

每一步是何等的艰辛和辛酸。幸好在黑暗中摸索的她，一

盏指明灯在引导着她——老师。一直在她身边不离不弃地

教导她的，还有默默在她身后支持着她的亲人。

		自己的路自己走，理想——须自己去追求，作为一个

正常人的我们，要不断追求更精彩的世界。不过在现代的

社会里，有很多人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往往因为一点小

挫折就轻生。只 2005 年，我们国家有很多大学生、博士

生，因为生活上，工作上的压力而放弃了自己精彩的世界。

他们的死，使我们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有句话说：“上

帝散布给人间的苦难与月光一样地均等。”是的，这个世

界上，没有一个人活得容易，更没有一个人整日只为鲜花

和掌声所包围。知道这一点，就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了。

只要积极向上，身旁冷漠墙下的啤酒罐和黑夜终究会被耀

眼的阳光照亮。明天的心情依然会灿烂。为什么一个残疾

人会等待阳光，追求彩色的世界呢？就是因为她在痛苦中

漠视黑夜的来临，顽强地在逆境中拼搏。明天会更好的信

念执着地盘旋在她脑海中。每日初升的阳光依然激起你的

斗志。只要坚强不屈地生存着，所有的黑暗烟雾，都会成

为过眼云烟，迎接你的会有成功的喝彩声和鲜花。你看！

海伦 .凯勒就做到了。从死神中爬出来，坚信阳光的来临，

所以她成功了。记住黑夜过后，明天的太阳还是新的。

		在自己身边有许多朋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

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己理想的追求。我也很感谢自己

身边有这么多出色的好友陪伴着。记得当我失意、想放弃

时，是他们在我身边鼓励我的。这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也是他们用来鼓励我的良药。我很感谢他们。所以说：朋友，

是我在疾雨中行走时飘过来的一把伞，是我在独自哭泣时

递过来的一方绢，是我在穷困潦倒两眼望天时盘旋在上空

的那只鹰。

		我们要积极生活，不断追求理想的梦，这样世界才能

变得更精彩。阴影可以扼杀生命的萌生，可以制约美丽的

蔓延，但不可以阻止阳光普照谷底后的重生。有笑对阴影

的降临，才会有凤凰的浴火中重生。

		记住黑夜过后，明天的太阳还是新的．．．．．．

（06 融资理财（2）班	杨茜雯）

 图书馆声像阅览室几经周折，

目前正加快建设中，预计下学期开学

即可对读者开放。声像阅览室设在图

书馆 611 室，届时欢迎广大师生前来

使用。

 《书苑信息》已编发了 13 期，

现从第 14 期改版，以求形式新颖，

内容丰富，题头改为“书苑”。从第

14 期起正式成立编委会：

　主编：乔好勤

　副主编：张慧湘、何洁英

　编委：卫丽君、张材鸿、郑宇

 读书活动月的又一成果《岭南

学子书评》（第三集）正在编辑中，

不久即可印发。(办公室 )

书苑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