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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品质文化之都”建设

本期封面图片为东莞图书馆石碣分馆24小时自助图书馆
杜若礼



十月 Oct. | 总分馆活动 （所有活动将根据当地防控要求实时调整，以下为初步安排，具体情况请留意相关通知公告。）
L C B总馆活动

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少儿馆活动
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

分馆活动
Branch Activities 01 / 02

智慧巧巧手－科技强国
15:00-16:0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兵马俑展暨中西文化雅集盛典
10 月 1日至 10 月 16 日
常平分馆金地名著城市阅读驿站

阅读推广公益行动之扫码看书系列活动
10 月 1日至 10 月 23 日
“常平发布”微信公众号

“朗读亲子馆”国庆节题故事会	
大朗分馆二楼文化大讲堂

线上活动：有奖答题｜中国制造，带你见识这些国之
重器！
10 月 1日至 10 月 8日
大岭山分馆

图书漂流活动
大岭山分馆

数字阅读║“悦读迎国庆”阅读打卡活动
10 月 1日至 10 月 7日
东坑图书馆公众号

“我爱祖国”国庆主题知识问答
10 月 1日至 10 月 7日
东坑图书馆公众号

大手牵小手	永远跟党走——“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
代	培养接班人”优秀书画作品展
10 月 1日至 10 月 18 日
莞城分馆邓尔雅 • 黄般若文献陈列馆一层（人民公园
内原博物图书馆）

萌芽故事绘
9:30-11:00
洪梅分馆 3楼多功能室

虎门有段古
虎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主题绘本分享活动
10:00
黄江分馆绘本馆

“我们的书香家园——阅见图书馆之城”巡展
10 月 1日至 10 月 15 日
黄江分馆展览大厅

童心绘彩第二十四期——祖国妈妈生日啦！（线下）
10:00-11:00	
麻涌分馆绘本馆小剧场

线上故事分享会——《钱学森》
企石分馆、印象企石公众号、文体企石公众号

贝贝带你学成语
登录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在当日的活动推文
下留言答题

玩具小达人
大岭山分馆

艺起看电影
大岭山分馆

岭读童心故事会
大岭山分馆

厚苗故事会（第 11 期）主题绘本阅读课
厚街分馆少儿活动室

“好书共读”书籍分享会（第 9期）
厚街分馆二楼培训室

童心绘彩第二十五期——“九九重阳，登高望远”（线下）
10:00-11:00	
麻涌分馆绘本馆小剧场

【等候阅读】数字阅读推广活动
横沥镇各村（社区）图书室

数字阅读推广活动系列之社区网络学堂
阅读推广公益行动之悦读、悦听、悦览
洪梅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洪梅图书馆读者群

“你选书	图书馆买单”活动
虎门分馆、虎门书香世家

“网络资源”线上看书听书
线上活动（QQ群：586587456、120562417、公众
号：黄江图书馆）

“每周一阅”线上阅读资源（逢周五）
线上活动（公众号：黄江图书馆）

“悦读	悦听	悦览	码上同行”数字阅读推广活动
寮步分馆各村（社区）服务点

“新书推荐”线上活动
数字资源推广系列活动
“ＱＱ阅读”线上活动
寮步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寮步镇各村（社区）服务点、寮步微视公众号

“百部红色经典”好书推荐（线下）
麻涌分馆三楼综合阅读区

“储蓄阅读”智慧银行印章兑奖活动（线下）
“童心绘彩”第十一期——“二十四节气知多少”知识
问答系列活动（线下）
麻涌分馆二楼、三楼服务台

“数字阅读推介”扫码听书活动（线上）
启恩小组志愿者拓展活动（线下）
麻涌分馆

“新语听书”扫码听书活动（线上）
麻涌分馆二楼绘本馆

阅读推广公益活动之扫码阅读系列活动
书目推荐活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许下您的 2022 年心愿书单
阅读之星评选
南城分馆

数字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扫码看书，百城共读”活动；
——“悦读	悦听	悦览，码上同行”活动
企石分馆、扫码看书手机平台、印象企石公众号、文
体企石公众号

数字阅读推广活动系列之“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清溪分馆读者群

“扫码看书	百城共读”活动
“悦读	悦听	悦览”活动
扫码关注公众号“有礼”
“你选书，我买单”活动
“童言绘梦”原创故事画创作比赛
石碣分馆（“石碣图书馆”公众号、石碣图书馆读者群）

志愿者服务活动（逢周末）	
石排分馆

书香满“塘”系列活动－有声绘本（线上活动）
塘厦分馆微信公众号

“喜迎国庆，爱我中华”好书推荐活动
塘厦分馆一楼少儿室、三楼社科借阅室

童声绘本∣口才打卡
东莞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快乐数独，每月一题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与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
网站

我爱读绘本－乐读小书箱
我爱读绘本－亲子阅读交流与分享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智慧玩具屋：快乐飞船
周二至五 14:30-16:3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好书推介
大朗图书馆志愿者服务活动
“喜迎二十大 • 学榜样 • 育新人”——我身边的榜样
故事绘画作品展
大朗分馆

“云尚书苑”数字阅读推广活动
“社区网络学堂”培训
大朗分馆及各村（社区）服务点

“知书明理	阅出幸福”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大朗分馆、各村（社区）、学校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中国原创绘本宣传月活动
大朗分馆、各村（社区）

“读我们的故事”亲子阅读马拉松线上打卡活动
大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文艺矩阵	笔墨丹心”喜迎二十大书画名家邀请展
程云教授高温颜色釉瓷板画精品展
岭上长风第二期－李梨摄影作品展
“图林漫步，书海遨游”名人与图书馆主题展
追求与探索——文化名人的历史印记
大岭山分馆

国庆乡梓书画展
道滘分馆

“祖国，您好！”新书推荐活动		
东城分馆

志愿者协助服务（逢周日 15:00-17:30）
矫正人员协助服务
百米长卷绘画比赛	
讲故事比赛
课文阅读比赛
凤岗分馆

“借阅之星”活动
“读者好的阅读方法”征集活动
“读书集印章”活动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志愿者招募”活动
“志愿者服务”活动
高埗分馆

“线上数字资源推广”活动（逢周六）
高埗分馆共享工程播放室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高埗分馆各村服务点

莞邑学林——东莞学人著作展
莞城分馆

10月整月持续活动

10月 1日 周六 (Sat.)

跟着绘本游中国互动答题
10:00-16:3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书香氤氲香遇百花园”亲子阅读活动
15:00-17:00
东城香遇百花园

Hurray（虎蕾）故事会之重阳节
10:00-11:30
虎门绘本馆

“绘本 +”绘本故事会：国庆节专题绘本故事《我爱你
中国》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亲子故事会
沙田文化艺术中心

“名著砌出写作的征途”少儿读书会
14:30—16:00
石碣分馆

儿童绘本线下故事会
樟木头绘本馆活动拓展区

“情暖金秋	爱在重阳”亲子故事会
10:00-11:00
长安分馆二楼绘本馆

10月 3日 周一 (Mon.)

10月 2日 周日 (Sun.)

绘本新书推荐
万江分馆绘本馆

志愿者招募
万江分馆

手机扫码阅读
樟木头镇各社区服务点

借阅有礼活动
樟木头分馆服务台

10月 4日 周二 (Tue.)

10月 5日 周三 (Wed.)

“e口童声”微电台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牛角挂书”诗意乐读栏目——（重阳专题）
横沥分馆

“码上同行，百城共读”数字资源阅读推广（线上活动）
“宜居石龙”、“印象石龙”微信公众号

非遗课堂
樟木头分馆共享工程播放室

线下手工活动
樟木头分馆手工活动长廊

“爱国爱党	快乐悦读”青少年读书系列活动
桥头分馆、莲湖风景区城市阅读驿站（粤书吧）

“喜迎二十大绘写新时代”书画作品展
沙田文化艺术中心

【与书有光】“月满中秋情”主题活动
16:30-18:30
石龙镇滨湾新天地 2号足球场内

绘本时光	|	绘本故事会
松山湖分馆

信息素养讲堂
10 月 1日至 10 月 4日
松山湖分馆

何春书画艺术作品展
10 月 1日至 10 月 16 日
万江分馆展厅

万江“悦绘”系列活动——爱国主题绘本活动
10:30-11:30
万江分馆绘本馆

迎国庆借阅有礼
10 月 1日至 10 月 7日 10:00-17:00
万江分馆

数字阅读推广系列活动—“扫码看书，百城共读”活
动 ;“悦读	悦听	悦览，码上同行”活动
10 月 1日至 10 月 7日	
线上（魅力万江公众号）

儿童绘本线下故事会
樟木头绘本馆活动拓展区

线下手工活动
樟木头分馆手工活动长廊

“爱祖国	迎国庆”新书推荐会
10:00-11:00
长安分馆二楼绘本馆

中堂图书馆“爱国教育”国庆节主题书目推荐
10:00-17:30
中堂图书馆公众号

“关爱眼睛	珍爱光明”眼科小医生科普体验活动
10:00-12:0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二楼中庭及活动室

艺起看电影
大岭山分馆

“绘本 +”绘本故事会：国庆节专题绘本故事《长征路
上红小丫》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10月 6日 周四 (Thu.)

编程周周练（67）
登录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在当日的活动推文
下留言答题

艺起看电影
大岭山分馆

厚图科普课（第 8期）神秘的海洋世界之鲸落
厚街分馆二楼培训室

Hurray（虎蕾）线上故事会
虎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绘本 +”绘本故事会：国庆节专题绘本故事《少年游
击队》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10月 7日 周五 (Fri.)
“我心飞翔”手工制作科学活动
10:30-11:3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二楼活动室

绘本猜猜猜 136 期
登录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在当日的活动推文
下留言答题

常平镇第二届朗诵大赛
9:00-11:00；14:00-16:00
常平青少年宫星剧场

萌芽故事绘
9:30-11:00
洪梅分馆 3楼多功能室

松图直播间
19:30-20:00
松山湖分馆

童声绘本∣二十四节气 -- 寒露
东莞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古梅读书会 -- 传统文化皮影戏的魅力（线下）
10:00-11:30	
麻涌分馆绘本馆小剧场

《我们的书香家园——阅见图书馆之城》展览
10 月 8日至 10 月 22 日
企石镇艺术展览中心

“周末 -悦读”数字阅读推广
清溪分馆读者群

10月 8日 周六 (Sat.)

贝贝带你学成语
登录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在当日的活动推文
下留言答题

10月 9日 周日 (Sun.)



十月 Oct. | 总分馆活动 （所有活动将根据当地防控要求实时调整，以下为初步安排，具体情况请留意相关通知公告。）
L C B总馆活动

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少儿馆活动
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

分馆活动
Branch Activities 03 / 04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彩
铅画美食》观察起形到上色教学课时（一）基础讲
解－工具推荐 04
东莞图书馆视频号

编程周周练（68）
登录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在当日的活动推文
下留言答题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彩
铅画美食》观察起形到上色教学课时（二）基础讲
解 -色卡制作 01
东莞图书馆视频号

绘本猜猜猜 137 期
登录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在当日的活动推文
下留言答题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
15:30-16:30
石龙镇第三中学

松图直播间
19:30-20:00
松山湖分馆

10月 13日 周四 (Thu.)

10月 14日 周五 (Fri.)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彩
铅画美食》观察起形到上色教学课时（一）基础讲
解－工具推荐 02
东莞图书馆视频号

“e口童声”微电台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彩
铅画美食》观察起形到上色教学课时（一）基础讲
解－工具推荐 03
东莞图书馆视频号

数字阅读推广
文旅东城微信公众号发布

厚图科普季系列：有趣的二十四节气	有奖知识竞答
线上（厚街图书馆公众号）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
15:30-16:30
石龙镇实验小学

10月 11日 周二 (Tue.)

10月 12日 周三 (Wed.)

莞芽快乐英语绘本
19:00
东莞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彩
铅画美食》观察起形到上色教学课时（二）基础讲
解 -色卡制作 02
东莞图书馆视频号

正面管教家长课堂
10:30-11:3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岭悦读书会
大岭山分馆

梦想飞扬读书会
莞城分馆（线上）

萌芽故事绘
9:30-11:00
洪梅分馆 3楼多功能室

虎门有段古
虎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主题绘本分享活动
10:00
黄江分馆绘本馆

10月 15日 周六 (Sat.)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彩
铅画美食》观察起形到上色教学课时（二）基础讲
解 -色卡制作 03
东莞图书馆视频号

知识视界：火星探索计划
15:00-16:0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贝贝带你学成语
登录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在当日的活动推文
下留言答题

国学经典朗诵会
9:00-11:00
常平分馆一楼儿童快乐家园

“朗读亲子馆”中国原创绘本主题故事会
大朗分馆二楼文化大讲堂

“东城街道 2022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系列活动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2 日
东城分馆

“童悦”绘本《金色的鱼钩》
15:00
东坑分馆三楼活动室

阳光少年读书会
南城分馆

“周末－悦读”数字阅读推广
清溪分馆读者群

“与书有光”阅读进村
10:00-11:00
石龙镇黄家山村中承典艺

“与书有光”阅读进村
15:30-16:30
石龙镇王屋洲村图书室

信息素养讲堂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18 日
松山湖分馆

	塘厦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党史讲坛：拒绝毒品	遵纪
守法－毒品的危害、珍爱生命、遵纪守法
15:00-16:30
塘厦分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2022年望牛墩镇国学经典亲子诵读活动（第152期）
9:30 － 11:00
望牛墩分馆培训室

“绘本 +”绘本故事会：国际盲人节绘本故事《看不
见》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儿童绘本线下故事会
樟木头绘本馆活动拓展区

线下手工活动
樟木头分馆手工活动长廊

10月 16日 周日 (Sun.)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彩
铅画美食》观察起形到上色教学课时（二）基础讲
解 -色卡制作 04
东莞图书馆视频号

花艺培训
道滘分馆小河服务点	

“思维导图”——与你一起找到写作的脉络
16:50—18:00
石碣分馆

流体熊创意制作亲子活动
石排分馆

东城街道小学生校际辩论赛
东城辖区学校

编程周周练（68）
登录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在当日的活动推文
下留言答题

线上故事会
15:00-16:00
“亲子乐园交流群（209258231）”或“阅读－交流－
实践（184098224）”QQ群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
9:00-10:30
石龙镇实验幼儿园

“e口童声”微电台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码上同行，百城共读”数字资源阅读推广（线上活动）
“宜居石龙”、“印象石龙”微信公众号

数字阅读推广
文旅东城微信公众号发布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
9:00-10:30
石龙镇中心幼儿园

莞读书友会第 64 期《爱的艺术》
东莞图书馆 •423 空间站

岭读童心故事会
大岭山分馆

玩具小达人
大岭山分馆

亲子绘本故事会
道滘分馆

Hurray（虎蕾）线上故事会
虎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童心绘彩第二十六期——《凯奇的包裹》绘本分享会
（线下）
10:00-11:00	
麻涌分馆绘本馆小剧场

图书馆奇妙创意手工课
9:30-11:00
清溪文化馆

【智绘龙】创意手工坊
15:30-16:30
石龙镇绘本馆

书推官大战
10:00-11:00
松山湖分馆

“悦绘”系列活动中文绘本阅读
10:00-11:00
万江分馆绘本馆

“绘本 +”绘本故事会：国际盲人节绘本故事《看不
见》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非遗课堂
樟木头分馆共享工程播放室

长图绘创之立体手工：火箭升空
10:00-11:00
长安分馆二楼绘本馆

10月 17日 周一 (Mon.)

10月 20日 周四 (Thu.)

10月 18日 周二 (Tue.)

10月 19日 周三 (Wed.)

亲子故事会【213】
10:30-11:3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别让鸽子开巴士	
茶山绘本馆、茶山茶文化图书馆（线下活动）

亲子绘本故事会
道滘分馆

绘本猜猜猜 138 期
登录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在当日的活动推文
下留言答题

绘本阅读推荐
文化茶山公众号平台（线上活动）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
15:30-16:30
石龙镇中心小学

松图直播间
19:30-20:00
松山湖分馆

10月 22日 周六 (Sat.)

10月 21日 周五 (Fri.)

童声绘本∣二十四节气－－秋分
东莞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编程 1小时
14:30-15:3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二楼活动室

绘本阅读推荐
文化茶山公众号平台（线上活动）

国学经典朗诵会
9:00-11:00
常平分馆一楼儿童快乐家园

10月 23日 周日 (Sun.)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彩
铅画美食》观察起形到上色教学课时（一）基础讲
解－工具推荐 01
东莞图书馆视频号

“坑土学堂”线上故事会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0 日																
东坑图书馆公众号

国学经典朗诵会
9:00-11:00
常平分馆一楼儿童快乐家园

玩具小达人
大岭山分馆

岭读童心故事会
大岭山分馆

清清故事会
9:30-11:00
清溪文化馆

少儿英语角
松山湖分馆

“悦绘”系列活动中文绘本阅读
10:00-11:00
万江分馆绘本馆

10月 10 日 周一 (Mon.)

娃娃家故事屋
莞城分馆兴塘服务点

梦想飞扬读书会
莞城分馆（线上）

萌芽故事绘
9:30-11:00
洪梅分馆 3楼多功能室

“文明在心	礼仪在行”厚图少儿礼仪课（第 4期）
厚街分馆少儿活动室

虎蕾故事会之和甘伯伯去游河
10:00-11:30
虎门绘本馆

古梅读书会——《地下100层的房子》绘本分享（线下）
10:00-11:30
麻涌分馆绘本馆小剧场

“周末－悦读”数字阅读推广
清溪分馆读者群

百米长卷现场绘画活动
沙田文化艺术中心

亲子绘本阅读手工活动
10:00-11:00
石碣分馆

“与书有光”阅读进村
10:00-11:00
石龙镇西湖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绘本时光	|	绘本故事会
松山湖分馆

塘厦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党史讲坛：学党史	感党
恩－坚守初心，牢记新时代的使命
15:00-16:30
塘厦分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悦绘”系列活动中文绘本阅读
10:00-11:00
万江分馆绘本馆

2022年望牛墩镇国学经典亲子诵读活动（第153期）
9:30-11:00
望牛墩分馆培训室

“绘本+”绘本故事会：《二十四节气—霜降》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儿童绘本线下故事会
樟木头绘本馆活动拓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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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口童声”微电台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数字阅读推广
文旅东城微信公众号发布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活动
9:00-10:30
石龙镇蓝天贝贝幼儿园

编程周周练（70）
登录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在当日的活动推文
下留言答题

广东省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展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5 日
虎门分馆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活动
9:00-10:30
石龙镇慧斯顿幼儿园

绘本猜猜猜 139 期
登录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在当日的活动推文
下留言答题

新时代诗书画家作品巡回展
大岭山分馆

岭上长风第三期——李伯镇作品展
大岭山分馆

经典朗诵大赛
沙田文化艺术中心

松图直播间
19:30-20:00
松山湖分馆

“码上同行，百城共读”数字资源阅读推广（线上活动）
“宜居石龙”、“印象石龙”微信公众号

信息素养讲堂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日
松山湖分馆

塘厦周末讲坛系列活动之党史讲坛：学党史	感党恩	
做实事	守初心－塘厦红色故事 15:00-16:30
塘厦分馆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2022年望牛墩镇国学经典亲子诵读活动（第154期）
9:30-11:00
望牛墩分馆培训室

“绘本 +”绘本故事会：《哈利与万圣节》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儿童绘本线下故事会
樟木头绘本馆活动拓展区

线下手工活动
樟木头分馆手工活动长廊

快乐的数字游戏－数独【108】
15:00-16:0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刺绣教学
道滘分馆永庆服务点

娃娃家故事屋
莞城分馆东江月城市阅读驿站

梦想飞扬读书会
莞城分馆（线上）

“馆家教”家庭阅读分享
横沥分馆

萌芽故事绘
9:30-11:00
洪梅分馆 3楼多功能室

童眼看世界	创意美学课（第三期）
厚街分馆少儿活动室

Hurray（虎蕾）线上故事会
虎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周末－悦读”数字阅读推广
清溪分馆读者群

亲子故事会【214】
10:30-11:30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国学经典朗诵会
9:00-11:00
常平分馆一楼儿童快乐家园

岭读童心故事会
大岭山分馆

玩具小达人
大岭山分馆

“亲子绘本乐	大家齐分享”绘本故事分享会
道滘分馆

图书馆奇妙创意手工课
9:30-11:00
清溪文化馆

少儿英语角｜万圣节主题
松山湖分馆

“悦绘”系列活动英文绘本阅读
10:00-11:00
万江分馆绘本馆

“绘本 +”绘本故事会：《哈利与万圣节》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非遗课堂
樟木头分馆共享工程播放室

“关爱弱势群体 • 赠书（捐物）献爱心活动”慰问活动
东城康复就业中心

数字资源推荐（第十四期）

1

2

可查询国内标准元数据资源 30 万条（始于 1980 年）
0 万条现行有效标准，元数据年更新 1 万条，覆盖国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99.6% 以上
快速检索：标准号以及中英文标准名称进行标准的数据查询。
高级检索：关键词、标准号、采用关系、标准品种、年代号、标准状态等多条件的并列检索

无需下载，在家即可云端阅读电子书、听书、视频学习等
每日快听，长书短读、音频导读，培养深入阅读
听讲座、看视频，阅读自有一套
统一接入、统一管理、统一检索模式，深度整合数字阅读资源 

使用方法：

访问东莞数字图书馆—登录“我的图书馆”—学术参考馆

使用方法：

扫码阅读或关注东莞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微阅读

东莞数字阅读小程序

标准信息服务平台

10月 25日 周二 (Tue.)

10月 26日 周三 (Wed.)

10月 27日 周四 (Thu.)

10月 28日 周五 (Fri.)

10月 29日 周六 (Sat.)

10月 30日 周日 (Sun.)

10月 31日 周一 (Mon.)

爱说不的调皮鬼	 	
茶山绘本馆、茶山茶文化图书馆（线下活动）

10月 24日 周一 (Mon.)

“朗读亲子馆	童阅自然	”秋季主题亲子故事会
大朗湿地公园

岭读童心故事会
大岭山分馆

玩具小达人
大岭山分馆

“童悦”绘本《花木兰》																														
15:00
东坑分馆三楼活动室

童心绘彩第二十七期——“霜降节气知多少”知识问
答活动（线下）
10:00-11:00
麻涌分馆绘本馆小剧场

清清故事会
9:30-11:00
清溪文化馆

“邂逅阅读之美”阅读分享会
10:00-11:30
石龙镇金沙湾公园石龙古镇图壁

星空灯彩绘活动
石排分馆

少儿英语角
松山湖分馆

“绘本 +”绘本故事会：《二十四节气—霜降》及手工
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非遗课堂
樟木头分馆共享工程播放室

少儿油画：北极光
10:00-11:00
长安分馆二楼绘本馆

“霜降”节气民俗线上活动
10:00-17:30
中堂图书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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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微信扫一扫，即可免费在线阅读。
2. 更多数字资源，请关注并凭读者证（实体证或虚拟证）使用东莞图书馆 app 或东莞图书馆微信。
3. 资源有一定期限，若扫码不能阅读可关注最新一期推荐。

阅 读 推 广 公 益 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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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食记》
作者：葛亮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索书号：I247.57/30210

简介：岭南百年老字号同钦楼盛传将在年底结业。一帮老伙计力挽狂澜，盘下店面。同钦楼已退休的主厨荣贻生师傅，道出个

中缘由……

小说沿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以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见证辛亥革命以来，粤港经历的时代风云兴变。

笔触深入近代岭南的聚散流徙，从商贾政客、革命志士、钟鼎之族、行会巨头等传奇人物到市井民生，生动描摹出中国近百年社会变

迁、世态人情的雄浑画卷。

《问题即答案》
作者：（美）赫尔 • 葛瑞格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F272/1037

简介：什么样的问题是一个好问题？问题的力量如何使我们绝处逢生？

各领域的杰出人才在面对僵局时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如何创造提问友好型空间？

提问的艺术中蕴含着怎样的生活哲学？

创新提问者赫尔 • 葛瑞格森深度采访 200 多位创新创意人士，总结提炼出一套关键提问法，帮助你用正确的提问走出僵局，打

造职场核心竞争力。

《书籍秘史》
作者：（西）伊莲内 • 巴列霍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551.65/16

简介： 古欧洲的道路上，一群神秘的猎人在寻找一种无声的猎物——书。他们背负着埃及国王交付的秘密使命，要为他搜罗世

界上所有的书，建造一座尽善尽美的图书馆。 

书曾经无比稀有，令最有权势的人着迷，到如今，每天都有无数本书被印刷出来。书籍的诞生及变迁史也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本书将带你展开一趟穿越书的生命的旅程。从尼罗河畔的莎草纸，到亚历山大港的伟大图书馆，从游吟诗人的荷马史诗，到苏

格拉底对书面文字的批判，从学习抄写的贵族子弟到替人朗读的奴隶，你将领略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各种关于书的故事。

《狮子阿罗睡不着》
作者：（英）凯瑟琳 • 雷纳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索书号：I561.85/2711

简介：狮子阿罗很困很困，可不管怎么做，他就是睡不着。周围不是太热，就是太冷；不是太吵；就是太安静。直到他遇到了白天睡
觉的猫头鹰……白天睡觉对其他动物来说可不容易。最终阿罗能睡着吗？也许他的新朋友猫头鹰可以教他一些小技巧。

《文明的两端》
作者：何怀宏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K203/709

简介：本书关注人类文明的两端，即开始的一端和现代的一端。在开始的一端，主要根据中华文明的发源，试图探讨人与地球、

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初始动因；从物质文明到政治文明、再到精神文明的基本过程，信仰和价值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在现代的一端、则主要是反省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成败，认识现代文明的性质和特点，观察它遇到的挑战和危机，

预测和警醒可能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注意两端之间的联系和对照，尤其是来自物质层面对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的基础性影响，以及不

同价值观对各种文明的历史引导、汇合和撞击。

《深海有光：探索生物发光奥秘的生命之旅》
作者：（美）伊迪丝 • 威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中信出版集团

简介：深海探险者伊迪丝 • 威德从小就梦想成为海洋生物学家，一次意外导致的短暂性失明经历让她对光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在

那之后的 50 多年来，她越发着迷于海洋深处闪现的神秘光芒，一次又一次回到深海，只为解开生物发光的谜团。

在阳光照射不到的深海，光意味着什么？在没有庇护的黑暗里，生物如何逃避天敌、吸引伴侣？那些我们闻所未闻的海洋生物，

如何借着光的语言生存？

《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
作者：（美）贾雷德 • 戴蒙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K02/74/(2)

简介：本书主要探讨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能为现代社会带来哪些启示。在新几内亚部落生活了近 50 年的戴蒙德通过对部落社会生

存环境、生活习俗、行事方式的观察、记录来剖析人类社会的演进，这本书就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

戴蒙德在书中再次展现了他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从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生理学、营养学和演化生物学等角度剖析区域划分、

战争冲突、人际关系、养育孩子、对待老人、应对危机、宗教信仰、语言习得、健康膳食这 9 个方面，全面、生动地展现了传统社会核

心的生活方式。这 9 个代表传统社会的小切面也同样主宰着今日世界，因此，值得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参考和借鉴。

《小象和大风》
作者：王亚宁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索书号：I287.8/7980

简介：奇奇，一头勇敢的小象，它喜欢探索这个世界。

有一天，它看到了大风，就努力追上大风和大风一起玩。他和大风一起翻滚，跳跃，一起在天空中旋转。当大

风走后，奇奇非常高兴地回到了妈妈身边。

“你是谁？你这个小怪物 ! ”

“妈妈！我是你的宝贝啊 ! ”

“你的耳朵、尾巴和鼻子呢？“

“噢！妈妈，肯定是大风把它们都带走了！”

妈妈明白了一切。

这就是奇奇，一个勇敢而快乐的小男孩，在妈妈的保护下，经过重重困难，重新找回它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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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金文字”系列、创意设计等讲座

以汉字“闲谈”、汉字“考古”为开端，每月面向成人读者开展“甲金文字”系列主题讲座。每次讲座以某几个汉字

为中心，通过甲骨文的分析链接文字、文物与历史，传承中华文明。甲金文字系列讲座为亲子识字教育提供了一种充满

“温情”的学习方式。目前已开展甲金文字看“中国”、甲金文字看“书”“画”同源、说文解“茶”、汉字里的中国等讲座，

并且将《汉字小讲》、《汉字王国》等书籍推荐相结合。

“汉字 +”少儿活动

活动以“汉字 +”的模式，既有传统的线下课堂形式，也有新颖的直播、视频、动画、H5 游戏等形式，旨在让读者在

“听、读、猜、写、画、玩”中感受到汉字的无穷魅力。目前已开展水墨画猜字、汉字形体模仿、汉字绘本故事、汉字手工

DIY、“甲金文猜看”等活动共计 23 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利用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直播等平台，使汉字主题

阅读推广服务不断档。

（三）编制汉字知识产品，提供深度阅读服务

对馆藏文献进行二次加工，编制导读书册，拓展文字图书馆的深度阅读服务。在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馆员利用馆藏的书法名家和碑帖名作，从中集锦“中国”二字，特别策划、制作了《宅兹中国：书于竹帛，镂于金石——

碑帖上的“中国”》印刷册。以文摘为主要内容的《汉字，极熟悉极陌生》，从藏书中选取有关汉字常识和理论的文章，

并提供检索书目和重点馆藏文献清单，帮助读者走进汉字世界。

三、特色及亮点

（一）以专业化的服务引导读者阅读需求   

在馆藏建设初期，有重点地采购书籍类型、布局空间，兼顾研究型读者和大众读者的阅读需求，空间布局满足求知

性和观赏性的需求，实现基础的阅览服务外，也营造了汉字文化的历史感与厚重感。

（二）以时尚化的演绎激活阅读品牌活力

“甲金文字看‘中国’”、“甲金文字看‘书’‘画’同源”、“说文解‘茶’”等讲座，每场以某几个汉字为中心，通过甲

骨文的分析链接古老与当下，听众不仅个人有收获，也为亲子识字教育提供了一种充满“温情”的学习方式。 

（三）以专深的领域研究提升读者阅读深度

为增加该类图书的亲切度，对馆藏文献内容进行摘编、解读等二次加工，对展览、讲座等阅读推广活动的资料和成

果可以文献化、印刷成册，方便文字爱好者阅览、相互交流。

四、品牌影响

2020 年 10 月，“‘汉字家园’东莞松山湖图书馆文字图书馆阅读推广”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2019 年阅读推广优秀

项目”

松山湖分馆

“汉字家园”——文字图书馆阅读推广

一、基本情况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本。键盘时代备受“冷落”的汉字，与综艺

节目点燃的汉字“热”，以及汉字意象具有的巨大解读空间，为图书馆

的文献建设和服务提供了可作为的空间。基于此，松山湖图书馆聚焦

汉字，开辟集资源、空间、服务于一体的文字图书馆功能区，集中陈

列汉字主题图书、展览，并打造“汉字家园”品牌阅读推广活动，为读

者打开了解汉字、窥探中华文化的一扇门窗。 

二、主要措施

（一）打造汉字馆藏空间，夯实阅读推广基础      

2018 年 8 月，松山湖图书馆在空间升级改造中建设了文字图书

馆专题空间。文字图书馆位于二楼的开放空间，馆藏文献 2000 余册。

阅览区主要提供汉字主题畅销书、汉字字体设计类图书、汉字解读类

图书、工具书等想文献，供读者学习、阅览；展示区提供知识普及展

览，并以橱窗陈列甲骨文类、金文类、竹简类、碑刻类、印谱类、古文

字类、说文解字系列等书籍，供读者观赏；数字体验区增置数字阅读

设备，如甲骨文“消消乐”互动显示屏，在光、影互动中认知汉字的原

始模样。此外，以汉字主题书名填充松山湖、东莞标志性建筑图案线

条，引导读者更好地了解和利用馆藏文献。

（二）培育“汉字家园”品牌，吸引读者“路”转“粉”

“振古如新”汉字发展史展

新装开馆后在文字图书馆举办中国汉字发展史展，以汉字发展

为脉络、沿着中华文化发展的漫长历程，展示了不同时期的汉字。该

展览以优质的选题和内容获得读者和业界的认可。松山湖图书馆推

出该展览的巡展资源，为松山湖功能区范围内的市民提供更多、更好

的文化观展选择。东莞大朗档案馆、茶山图书馆、东莞松山湖中心小

学、华为南方工厂等引进该展览，线上线下同步开启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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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图书馆

第三届儿童绘本创作大赛获奖结果揭晓

历经五个多月，以“多姿的万物生灵”为主题的第三届儿童绘本

创作大赛终于迎来了最终评选结果！此次大赛由东莞图书馆联合各

镇街（园区）分馆、东莞绘本阅读联盟举办，从 4 月 2 日至 8 月 31 日，

共收到 1167 件作品。

专业评委们综合故事、图画、结构、创意等，分别评选了亲子组、

小学组、中学组、成人组 4 个组别的参赛作品，经过分馆初评、总馆

终评，最终评选出特等奖 4 名、一等奖 12 名、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60 名、优秀奖 114 名，共 210 份获奖作品，评选出 11 名优秀指导老

师奖以及 20 名活动组织奖。

其他事项

（1）领奖方式：奖品及奖状均分配到各镇街分馆，请各位获奖者

到作品投递馆领奖。

（2）作品取回方式：优秀奖以及未获奖的作品均退回各镇街分

馆，请各位读者联系作品投递馆取回。其余获奖作品由东莞图书馆保

存，不予退回。

（3）参观展览方式：东莞图书馆将于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3 日在一楼

大堂举办“第三届儿童绘本创作大赛获奖作品展”。欢迎大家前来观展！

自第三届儿童绘本创作大赛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与支持，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参赛者与机构！不管您此次是否获奖，

都是一次特别的经历，相信您已经有所收获，未来，我们一起坚持阅

读，继续创作！（绘本馆项目组）

青少年学生走进城市阅读驿站

暑假以来，东莞图书馆沙田分馆御海蓝岸城市阅读驿站比平时

显得尤为热闹，优美舒适的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特别是青

少年学生走进其中，阅读和学习。读书会、故事会、书法课、绘画课

等公益活动满足了孩子们多方面需求。孩子们兴致勃勃，踊跃参与。

丰富多彩的节目，浓厚的读书氛围，城市阅读驿站越来越受到孩子

们的喜爱，正成为他们阅读学习的乐园。

为了丰富青少年学生的暑假生活，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

境，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发挥城市阅读驿

站的功能作用，暑假期间，沙田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图书馆沙田分

馆和沙田滨港社区等部门联合开展读书会、故事会、书法课、绘画课

等一系列公益活动。 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着孩子们纷纷参与其中，

乐在其中。

8 月 10 日，东莞图书馆沙田分馆御海蓝岸城市阅读驿站举办了

“快乐读书、精彩人生”公益读书会。沙田镇第二小学卓韵老师主持

了此次读书会，吸引了 10 对亲子参加。

冯卓韵老师为大家推荐了图书《35 公斤的希望》，带领大家共读

书中的章节，就阅读的章节及感悟进行了交流与探讨。经过交流分

享，大家获益良多，对自己阅读的书籍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对自己

感兴趣的章节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书法课、绘画课的公益活动也吸引了孩子们积极参与。课程设

有毛笔、硬笔和儿童画等科目。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在兴趣

中学习，在学习中提升，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

孩子们表示，城市阅读驿站让他们又多了一个阅读和学习的好

去处，尤其是驿站就在家门口，十分方便。他们还说，阅读驿站的活动很多，都是他们喜欢的。在活动中，他们学到很

多知识，还可以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使他们的暑假生活充实有意义。（张增毅）

沙田分馆

扫码查看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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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岭山分馆

让家更有爱——一场亲子游戏沙龙活动

8 月 13 号在东莞图书馆大岭山分馆举行了一场“让爱更有爱，

亲子游戏沙龙”。活动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的重点是“一起玩”，游

戏活动包括气球不落地，眼疾手快，四目相对，蒙眼穿越，你追我赶；

后一部分的重点是“谈谈心” ，亲子倾听。

在沙龙里，共有 8 个家庭参加，特别给力的是，有 3 个爸爸，可

见现在爸爸在育儿中，参与得越来越多了，真的特别好，爸爸妈妈们

在游戏中全身心地投入，陪伴孩子，整个展览室，都充满了父母，孩

子欢乐的笑声，结束的时候，孩子们玩得很开心，但也会非常渴望，

在家也能跟父母，这样玩耍，因为让孩子们开心和喜悦的，不仅仅是

玩游戏，而跟父母之间的联结，就像一根线子，这根线子一边是父母

一边是孩子，中间有爱的流动。

作为家长，在陪伴孩子玩游戏的过程，也有不少挑战，比如会感

到无聊，幼稚会忍不住起，什么时候结束，虽然曾经自己也是个孩子，

但已经忘了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了。其实，很多家长误以为，陪伴

孩子玩耍，要很久孩子才尽兴。实际上，高质量的陪伴，哪怕 5 分钟，一起玩个枕头大战，孩子也会很高兴。孩子需要

的是，家长的陪伴和关注。毕竟现在的成人，心里装得太多事了，要放下所有，跟孩子玩耍很久，真的太难了。

同时，在场的爸爸妈妈们，也感觉到这样的游戏和玩耍，有利于增进跟孩子的亲密感，自己在玩的过程也会有轻松

欢乐的时刻，这样的联结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会得到滋养，从而减少养育中遇到的冲突。

 在亲子温度计的涂画和彼此的交流中，在场的父母与孩子，对彼此的了解，0 到 10 分，普遍都比较高的分，亲子温度计，

就像一个指南针一样，可用于在日常养育中，一个彼此了解的敞开的方向。

本次沙龙也进行了倾听活动，也叫“谈谈心”。在这个宝贵的两分钟里，它完全属于孩子，孩子可以得到父母，安静

的，认真的倾听，没有打断，没有评判，没有建议，哪怕孩子没有说，父母也静静地陪伴着。孩子们都喜欢这样被倾听，

喜欢这样地跟父母谈谈心，父母在这个过程，也体验到了，这跟平时的交谈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愿意被如此对待，也

有父母看到孩子不愿意说，而感到担心和困惑，经过觉察，发现可能是自己平时对孩子，过于严厉，或者自己批评孩子，

而让孩子把心关上了。活动中，家长对亲子的养育多了些反思，和新的角度。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父母都非常的不容易，因为 TA 们做着世界上最好艰难的工作，父母需要的不是被指责 ，而是

被培训和支持。每个孩子也面临着，是以前的孩子从未，经历过的压力的挑战，非常需要被温柔对待。

愿你，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被温柔以待。（黎艳珊）

“品书香 •慧阅读”读书节暨
“传承国学，启智人生”活动启动

为了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培养阅读习惯，丰富读者

文化生活，助力全民阅读、便民阅读、惠民阅读，东莞图书馆清

溪分馆打造了“品书香 • 慧阅读”读书节。“品书香 • 慧阅读”读

书节在今年开展了“传承国学，启智人生”国学季和“筑梦童

真，乐享绘本”故事绘本季系列活动，联合清溪镇的各大书店、

出版商、图书馆服务点和青少年活动中心，为群众送上购书优

惠以及丰富的文化活动。

8 月 13 日上午，国学季启动仪式在清溪镇文化大楼一楼举

行，邀请了清溪镇相关领导、书店代表、文化服务中心相关人

员、文化管理员、清溪镇青少年活动中心学员、读者代表共计

50 余人出席。在启动仪式中，清溪镇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员代

表们带来了朗诵表演《弟子规》和古筝表演《挤牛奶》。活动现

场气氛浓厚，为国学季活动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8 月 15 日，组织儿童读者在活动中心开展了“书国学美

韵”—书法专题课 。在课上，老师通过示范向学生们强调正确

的握笔手势和书写姿势，还在课堂练习之余，逐一批改并指出

修改要点。随后孩子们进行书法练习，书写《三字经》节选，既

练习了书法，又加强了对国学的学习。书法课结束后，学生们

的毛笔书写均有明显提升。

8 月 16 日，开展了“棋”鼓相当—围棋体验课。在课上，老

师为小朋友们现场讲授围棋博弈的规则，随后带领小朋友们进

行实操演练。随后，小朋友们纷纷组队，现场对弈，共同体验围

棋的魅力。活动现场齐乐融融，一片欢声笑语。活动的开展，

不仅丰富了清溪镇青少年的暑期生活，进一步加深他们对围棋

文化的理解，同时有助于提升孩子的专注力，培养深度思考、抗

挫折的能力。 （刘素媚）

清溪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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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街分馆 樟木头分馆

“阅读戏剧营”玩转绘本计划是东莞图书馆厚街分馆对创新阅读推广活动的
探索，2021 年启动了第一季活动，依托于馆藏资源，选择中外经典故事的绘本、
儿童文学进行改编，形成孩子们熟悉的语言，并以团队合作的形式，最终呈现完
整作品进场舞台演出。上一季活动把《白雪公主》、《图书馆的狮子》、《摩尔小姐》
等平时阅读的故事在舞台上灵活展现，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与肯定。2022
年 7 月 -8 月活动全新升级，采取面试的形式，加入了快闪、直播等新元素，以“致
敬经典故事”为主题，吸引了近百名读者的报名，最终择优录取了 20 多人参加参
与排练演出。 
致敬经典故事，在玩乐中体验不一样的阅读
在 8 次的学习课中，孩子们把《灰姑娘》、《三只小猪》、《守株待兔》、《猫鼠

情》等一遍遍地排练，配合舞蹈和肢体语言，根据故事色彩有感情地呈现故事内
容与对白，在一次次的台词演练中，感悟故事情节。孩子们表示“这个活动让我
知道了故事里的情节，还有人物特点，比平时读书更有趣一些，我很喜欢这种活
动”，家长也说“孩子觉得这个暑假很好玩，每次排练完都喋喋不休地说起当天的有趣事宜，分享自己的开心和成果”。
本季新元素：快闪演出，让更多读者认识阅读戏剧营
7 月 30 日，在厚街分馆绘本馆进行了一次特别的快闪演出，选取了《获奖之后》《交通安全》两个小品剧本，进行现场演

出，让更多的读者感受阅读戏剧营的魅力，短短 8 分钟的快闪演出，获得了现场家长和小朋友们的一致好评。
汇报演出，每一个角色都在舞台上闪耀着光辉
8 月 5 日下午，在厚街分馆二楼报告厅举行了“阅读戏剧营”第二季的汇报演出。杨楠老师表示，第二季的演出非常精彩，

戏剧是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艺术形式，这个非常难，戏剧包括剧本、演员、观众、剧场等多种元素。剧本改编要
有趣且让孩子能理解，剧场需要灯光、音响、道具等配合，观众的支持是对孩子们不断学习进步的鼓励，演员的合作与排练是
团队与个人的挑战。这是对孩子综合性文化素养的培育，期盼更多家长和孩子能进入到图书馆，接受不一样的教育。

家长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给孩子开启了一扇大门，让孩子成长且受益匪浅，同时也爱上了到图书馆借阅，并迫切希望
从书籍中了解更多有趣的故事。
从戏剧排练演出到快闪、直播、演出，阅读不仅仅限于书籍
鉴于疫情管控需要，本次活动邀请了 70 余名家长到场观看孩子的演出，为了让更多读者和孩子的亲友可看到汇报演出，

采用了直播的形式，在厚街发布、微赞多平台播放，合计播放 5400 余次，点赞数量 5500 次，活动回顾在厚街视界、厚街图书
馆公众号进行宣传，并得到了学习强国的转载报道。

让孩子们以角色扮演的形式阅读故事，培养阅读兴趣，推广少儿阅读，引导孩子爱上阅读，以阅读的方式认识自己，感知
世界是我们的期盼。（张嘉雯）

提高图书馆利用率，促进阅读，树立图书馆的良好形象，2022 年 8 月

的第三个周末，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东莞图书馆樟木头分馆开展了系

列阅读推广活动庆周末。

活动一：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20 余名图书馆小读者参与了快

乐周末—手工制作体验活动。本次手工制作，由樟木头分馆工作人员讲解及

示范后，将材料派发给小读者们，他们将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想法全部融入

到手工制作环节中，每名小读者都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赋予自己特色的手工样

品，五颜六色、形态各异、风格不一的涂鸦扇成品，展示在了家长们的眼前，

家长们看着自己孩子完成的手工样品，非常开心。

   活动二：在绘本馆绘本拓展区内，来自樟木头镇不同区域的 25 组亲

子家庭齐聚一起，在故事妈妈梅子老师的带领下，进入了亲子绘本故事会。

本期梅子老师分享了《七彩下雨天》这本绘本，老师以下雨为例，引入现场

的亲子家庭进行延伸，比如天上落下来的雨滴，会不会有不同的颜色呢？雨

滴会不会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味道呢？如果下起彩虹色的雨会怎样呢？如

果碰上了彩虹色的雨，人或者动物，又会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感觉呢？整

场故事会在互动中分享完毕，现场参与家庭都完全沉浸在绘本故事中，最后，

以老师提议亲子家庭以下雨天拓展思维，用绘画、创作古诗的方式将今天分

享的故事作为拓展。

活动三：在九洞森林公园城市阅读驿站（粤书吧）开展了阅读推广阅读

分享会。本次阅读推广分享会由樟木头分馆工作人员与专业老师合作完成。

活动以家庭阅读推广为基础，让参与的大读者、小读者都现场分享一下自己

在家的阅读方式、阅读书目、阅读时间等，再结合暑期安全教育普及知识，让孩子们在学习阅读、休闲的同时，也不

忘安全的重要性。参与的小读者席地而坐，大胆讲出自己所想，大读者们也在一旁聆听，不时加入参与讨论，氛围温

馨而美好。本次活动以读者为主，图书馆为辅，让大家体会到了不一样的风格，非常开心，纷纷表示，下次将继续参

加这种阅读分享会。

樟木头分馆一直将阅读推广工作作为全馆的首要目标，并在平时的工作中落到实处，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讲座、展览、

培训等，发挥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努力以活动促阅读，不断为建设书香樟城添砖加瓦。（苟晓艳）

“阅读戏剧营”玩转绘本计划品牌活动
——致敬经典故事，在玩乐中体验不一样的阅读 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庆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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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馆 服务地址 服务电话 开放时间
咨询、续借服务 一楼总服务台 22834144

逢周一、周五：14:00-21:00	
其他时间	
9:00-21:00

市民学堂 四楼报告厅 22834187
礼仪之家 一楼儿童天地 22834144
东莞学习中心 网址：http://	lc.dglib.cn/ 2283411FF
图书借阅 一楼少儿借阅区、三楼图书借阅区 22834144
报刊借阅 一楼借阅区、三楼图书借阅区 22834144
参考咨询 四楼 22834142
图书流动车 全市各指定服务点 22834144

少年儿童图书馆	
（少儿分馆）

莞城区新芬路 40 号 22119696
周二至周日：11:00-18:00，周一闭馆
（法定节假日、寒暑假：10:00-17:00）

分馆 服务地址 服务电话 开放时间

莞城分馆 莞城高第街 1号市民广场北楼 3、4层 22115151
周二、三、四、六、日：9:00-20:00
周五：13:00-20:00	（周一闭馆）

石龙分馆 石龙镇太平路人民广场内文化活动中心三楼 86619530 09:00-21:00（周一闭馆、周五上午闭馆）

虎门分馆 虎门镇人民南路执信公园内 85194661
周一 13:00-17:00，19:00-21:00
周二至周日	9:00-17:00，19:00-21:00
（周四晚上闭馆）

东城分馆 东城区东城路东城文化中心图书馆大楼 22384920 周二至周日 9:00-21:00, 周一闭馆

万江分馆
万江街道滨城路 22 号万江街道	
市民文化服务中心二楼

26380423
周二、三、四、六、日：9:00-20:00；
周五：13:00-20:00	，周一闭馆

南城分馆 南城宏图科技中心（北门）8栋 1层 23198733
周二至周日：9:00-20:00
周五：13:00-20:00，周一闭馆

中堂分馆 中堂镇广场路 7号 88110618
周二至周五：11:00-20:00
周六、日：10:00-20:00，周一闭馆

望牛墩分馆 望牛墩镇中路 46 号三楼望牛墩图书馆 88560866 周一至周日：13:30-21:30

麻涌分馆 麻涌镇岭南水乡文化艺术中心 A区 1至 6楼 88283870
周一闭馆；周二至周日：9:00-17:00	
自助馆：周一至周日：9:00-21:00

石碣分馆 石碣镇政文路综合服务大楼二楼 86011222
星期一闭馆；星期二至星期五 12:00-20:00
星期六、星期天 9:00-21:00

高埗分馆 高埗镇文化广场广电大楼 5楼 88705708
周一闭馆；周二到周五 11:00-20:00
周六日 10:00-20:00

道滘分馆 道滘镇桥东大街 2号 81319333
周一闭馆；周二至周五：11:30-20:30；
周六、日：10:30-20:30

洪梅分馆 洪梅镇洪梅大道37号洪梅市民中心北1洪梅图书馆 88431783
逢周一闭馆；周二至周五 13:00-21:00;
周六、周日 9:00-21:00

沙田分馆 沙田镇文化艺术中心内 81690133
周一闭馆；周二至周日：9:00-17:00；	
18:30-20:30

东莞市图书馆总分馆服务地址与服务电话

第

一

周

10/03日 星期一
15:30 ～ 17:30 寮步镇顺丰速运（东莞）有限公司（暂停）
18:30 ～ 20:00 东城区温塘徐福记厂（暂停）

10/04日 星期二
15:30 ～ 17:30 寮步镇东莞发展控股公司

18:30 ～ 19:30 大岭山镇金立工业园

10/05日 星期三 15:30 ～ 17:30 虎门镇虎门公园

10/06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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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街镇政务服务中心

10/07日 星期五
15:00 ～ 17:00 寮步镇万科高尔夫社区（暂停）

18:00 ～ 20:00 东城区莞翠邨社区

10/08日 星期六 15:30 ～ 17:30 虎门沙角部队

第

二

周

10/1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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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日 星期二 16:00 ～ 19:30 万江区小享管理区

10/12日 星期三
15:00 ～ 17:00 茶山镇丽江豪苑社区

18:00 ～ 19:30 石龙镇聚龙湾社区

10/13日 星期四
10:00 ～ 11:00 东坑镇文化广场

11:30 ～ 12:30 横沥镇文化广场

10/14日 星期五
10:00 ～ 11:00 大朗镇高英社区

12:30 ～ 13:30 黄江镇黄江公园

第

三

周

10/17日 星期一 10:30 ～ 12:30 企石黄大仙公园

10/18日 星期二 16:00 ～ 19:00 道滘镇江滨公园

10/19日 星期三 16:00 ～ 19:00 石碣镇旭丽电子有限公司

10/2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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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

10/21日 星期五
15:30 ～ 17:30 高埗镇卢溪村

18:30 ～ 19:30 石碣镇东莞监狱社区

第

四

周

10/24日 星期一
10:00 ～ 11:30 谢岗镇文化广场
13:00 ～ 14:00 樟木头镇西城广场

10/25日 星期二
10:00 ～ 11:00 石排镇石排影剧院

13:00 ～ 14:00 桥头镇莲湖公园

10/26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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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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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图书馆 2022 年 10 月图书流动车服务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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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馆 服务地址 服务电话 开放时间

厚街分馆 厚街镇政务服务中心西副楼厚街图书馆 85881823 9:00-21:00, 逢周一闭馆

长安分馆 长安镇东门西路 1号 85308998-106
周一闭馆，
周二至周日 :9:00-21:00	（办证：9:30-16:30）

寮步分馆 寮步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一楼 83322445

周二至周日：早上 9:00-11:30
下午 13:30-17:30						18:30-21:30
周六、日：9:00-11:30					13:00-17:30
18:30-21:30	（星期一闭馆）

大岭山分馆 大岭山镇德政街 3号 85625668
周一闭馆，
周二至周日 :9:00-21:00

大朗分馆 大朗镇金丽路 46 号大朗图书馆 83315566
周二：14:00-20:30	
周三至周日：8:30-20:30；周一闭馆

黄江分馆 黄江镇东进路黄江广场三楼 83632710
周二至周五：12:30-20:30
周六、日：8:30-20:30；周一闭馆

樟木头分馆 樟木头镇莞樟路南博广场二楼图书馆 87715901
周一闭馆：
周二至周五：13:00-21:00
周六、日：9:00-21:00

清溪分馆 清溪镇文化中心二楼 87730646 周二至周日：10:00-20:00；周一闭馆

塘厦分馆 塘厦镇文化行政新区塘龙广场 2号 87863223
周二至周日 :9:00-19:00, 周一闭馆；	
办证服务台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
13:00-19:00, 周六至周日：9:00-19:00

凤岗分馆 凤岗镇金凤路文化服务中心四楼 82092573 周二至周日：8:30-20:30, 周一闭馆

谢岗分馆 谢岗镇广场中路文化艺术大楼 2楼 82023252 周一闭馆，周二至周日：9:00-21:00

常平分馆 常平镇文化中心四楼 83916766
周二至周五：12:00-21:00；	
周六、日：9:00-21:00；周一闭馆

桥头分馆 桥头镇桥光大道桥头广场图书馆 83435289 周二至周五：9:00-21:00；周一闭馆

横沥分馆 横沥镇裕宁工业区财贸路 39 号 83732780
星期二至五：09:00-20:00；
星期六日及节假日 :10:00-17:00	；周一闭馆

东坑分馆 东坑镇科技路东坑中学旁 83867983
周二至周五 :13:00-21:00
周六、日：9:00-21:00；周一闭馆

企石分馆 企石镇文化中心内 82669078 周一闭馆，周二至周日 10:00-20:00

石排分馆
石排镇公园南路石排公园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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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山分馆 茶山镇安泰路 3号 81860577
周一闭馆；周二	14:00-20:00；
周三至周日 9:00-20:00

松山湖分馆 松山湖礼智路 1号
22892289
22892299

周一闭馆；
一楼：周二至周日 9:00-20:00；
二楼、三楼：周二至周日 9:00-18:00；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暂不开放

以上开放时间为非疫情期间日常开放时间。
东莞图书馆和各镇（街道、园区）分馆疫情期间开放情况以各馆的公告为准。	
馆址导航：东莞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微服务—馆址导航—	选择目标图书馆开启导航。

东莞图书馆沙田分馆汇景御海蓝岸城市阅读驿站

东莞图书馆寮步分馆寮步政务服务中心城市阅读驿站

东莞图书馆寮步分馆寮步镇党群服务中心城市阅读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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