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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封面图片为东莞图书馆长安分馆金沙小学城市阅读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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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书香，成为一座城市最大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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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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Dec. | 总分馆活动 总馆活动
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少儿馆活动
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

分馆活动
Branch Activities 01 /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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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程周周练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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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阅读推广活动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 日
大朗分馆

速写东莞作品展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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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门有段古
虎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敬老月摄影巡展
12 月 1 日至 12 月 23 日
万江分馆展厅

绘本猜猜猜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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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悦读”数字阅读推广
“文化清溪”微信公众号

松图直播间 x 科普讲堂｜诗经里的植物 • 堇
松山湖分馆

莞邑学林——东莞学人著作展
莞城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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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资源推广系列活动
寮步分馆

“ＱＱ阅读”线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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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读绘本”绘本阅读推荐（线下）
麻涌分馆二楼绘本馆

“百部红色经典”好书推荐（线下）
麻涌分馆三楼综合阅读区

启恩小组志愿者拓展活动（线下）
“数字阅读推介”扫码听书活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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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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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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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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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碣分馆（石碣图书馆读者群、“石碣图书馆”公众号）
扫码关注公众号“有礼”

“你选书，我买单”活动
石碣分馆（“石碣图书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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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气节好书推荐”好书推荐活动
塘厦分馆一楼少儿室

“开卷有益，书香人生”好书推荐活动
塘厦分馆三楼社科借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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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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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智慧玩具屋：小小驾驶员
绘声悦读服务
周二至五 14:30-16: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好书推介
志愿者服务活动

“知书明理 阅出幸福”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2022 织城书香节总结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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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动物园——儿童专题图片展
镇尚潮漾——李伯镇画展
盛世艺采，时代新风——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
大岭山分馆

优秀读本推荐活动——冬季美容养生
东城分馆

志愿者协助服务
逢周日 15:00-17:30
凤岗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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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阅读 好书推荐”社区网络学堂 数字阅读资源推荐
厚街图书馆公众号

志愿者招募
厚图加油站：全民学习备考福袋计划
厚街分馆

【等候阅读】数字阅读推广活动
横沥镇各村（社区）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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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江图书馆公众号 /QQ 群：586587456、120562417

“每周一阅”线上阅读资源（每周周五）
黄江图书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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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招募”活动
“图书漂流”活动
“志愿者服务”活动
“线上数字资源推广”活动

高埗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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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整月持续活动 12 月 1 日 周四 (Thu.)

快乐的数字游戏－数独 109
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朗读亲子馆  冬天主题亲子故事会
大朗分馆

亲子绘本活动
道滘分馆

“馆家教”家庭阅读分享活动
横沥分馆

萌芽故事绘
9:30-11:00
洪梅分馆 3 楼多功能室

Hurray（虎蕾）线上故事会
虎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亲子阅读分享会
9:30-11:00
寮步分馆党群服务中心城市阅读驿站

清清故事会
9:30-10:30
清溪分馆

疍民风情诗词青少年书法现场大赛
青少年书画作品展
疍民风情绘本大王创作活动
亲子故事会
沙田文化艺术中心

12 月 3 日 周六 (Sat.)

12 月 2 日 周五 (Fri.)

12 月 4 日 周日 (Sun.)

12 月 5 日 周一 (Mon.)

莞芽户外故事会
东莞图书馆南门草坪（暂定）

正面管教家长课堂
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绘本阅读推荐
文化茶山公众号平台（线上活动）

玩具小达人
岭读童心故事会
岭听一刻
大岭山分馆

“全民戴口罩”志愿服务活动
道滘分馆昌平服务点 

厚苗故事会之中国故事系列：西游记皮影戏
9:30-11:30
厚街分馆少儿活动室

“厚图好书共读”书籍分享会（第 10 期）《你就是孩
子最好的玩具》
15:00-16:30
厚街分馆二楼培训室

“童心绘彩”第三十二期——“大雪节气知多少”（线下）
10:00-11:30 
麻涌分馆绘本馆小剧场

“名著砌出写作的征途”少儿读书会
14:30-16:00
石碣分馆

【智绘龙】创意手工坊
15:30-16:30
石龙镇绘本馆

书推官大战
松山湖分馆

“童声童气”石龙话户外分享会
16:15-17:30
石龙镇西湖广九铁路桥旁草地

万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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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期）
9:30-11:00
望牛墩分馆培训室

“绘本 +”绘本故事会：二十四节气绘本故事《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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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故事会 + 手工制作
10:00-11:00
长安分馆二楼绘本馆

书香校园行系列讲座
东城辖区学校

“绘本 +”绘本故事会：二十四节气绘本故事《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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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6 日 周二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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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7 日 周三 (Wed.)
童声绘本∣二十四节气 -- 大雪
东莞图书馆读者微信群  

二十四节气 －大雪（线上）
大岭山分馆

线上活动：知识大比拼，谁是二十四节气知识王？
12 月 7 日至 12 月 16 日
大岭山分馆

数字阅读推广
文旅东城微信公众号发布

“与你云共读”数字阅读分享
清溪分馆各村（社区）服务点

编程周周练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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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故事分享会——《白衣超人》
企石分馆、印象企石公众号、文体企石公众号

“发现岭南之美”生态摄影展
12 月 8 日至 12 月 19 日
石龙镇中山西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Evening Reading Camp
松山湖分馆

12 月 8 日 周四 (Thu.)

绘本猜猜猜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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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车送书下乡
12:30-13:30
黄江人民公园

莞香树下话读书“我讲绘本给你听”读书分享会
15:00-16:00
寮步镇佛灵湖大草坪

“周末－悦读”数字阅读推广
“文化清溪”微信公众号

中小学生红色经典朗诵大赛
沙田文化艺术中心

松图直播间 x 趣读经典｜千古风流人物之奇女无盐
松山湖分馆

12 月 9 日 周五 (Fri.)

“用阅读温暖生命”同理“小太阳”之亲子阅读活动
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城市洁净日”志愿服务活动
道滘分馆昌平服务点 

“家风伴成长”家风家训学习小组
道滘分馆大岭丫服务点

“坑土学堂”线上故事会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31 日                
东坑图书馆公众号

萌芽故事绘
9:30-11:00
洪梅分馆 3 楼多功能室

Hurray（虎蕾）故事会之生气汤
10:00-11:30
虎门绘本馆

2022 第五届寮步镇潮流露营读书嘉年华
14:30-17:00
寮步镇佛灵湖大草坪

“古梅读书会”第七十九期——“瞭望星空，共赴苍
穹”动力水火箭科学实验活动（线下）
9:00-11:30 
麻涌分馆绘本馆小剧场

奇妙创意手工课
9:30-10:30
清溪分馆

疍民风情绘本大王创作活动
沙田文化艺术中心

信息素养讲堂｜与北极熊比邻而居
19:30-20:00
松山湖分馆

2022 年望牛墩镇国学经典亲子诵读活动（第 159 期）
9:30-11:00
望牛墩分馆培训室

12 月 10 日 周六 (Sat.)



十二月 Dec. | 总分馆活动 总馆活动
Center Library Activities

少儿馆活动
Children's Library Activities

分馆活动
Branch Activities 03 /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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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 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零基
础学习《彩铅画美食》课时 3：基础讲解 - 手部控制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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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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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 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零基
础学习《彩铅画美食》课时 3：基础讲解 - 手部控制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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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云共读”数字阅读分享
清溪分馆各村（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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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3 日 周二 (Tue.)

12 月 14 日 周三 (Wed.)

莞芽户外故事会
东莞图书馆南门草坪（暂定）

编程 1 小时
14:30-15: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你很快就会长高
茶山绘本馆、茶山茶文化图书馆（线下活动）

艺起看电影
玩具小达人
岭读童心故事会
岭听一刻
大岭山分馆

厚苗故事会《动物奥运会》绘本阅读课
9:30-11:30
厚街分馆少儿活动室

 “与书有伴”阅读进企业
第一场 14:30-15:30
第二场 16:00-17:00
石龙分馆石龙镇政务服务中心城市阅读驿站

少儿英语角｜英文绘本分享
松山湖分馆

万江“悦绘”系列活动中文绘本阅读
10:00-11:00
万江分馆绘本馆

非遗课堂
樟木头分馆共享工程播放室

“图书馆，让秋冬更喜悦”阅读活动
9:00-10:30
中堂分馆天蓝服务点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 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零基
础学习《彩铅画美食》课时 3：基础讲解 - 手部控制
训练 01
东莞图书馆视频号

“绘本 +”绘本故事会：绘本故事《腊八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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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柿柿如意
10:00-11:00
长安分馆二楼绘本馆

12 月 11 日 周日 (Sun.)

12 月 12 日 周一 (Mon.)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 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零基
础学习《彩铅画美食》课时 3：基础讲解 - 手部控制
训练 04
东莞图书馆视频号

编程周周练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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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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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门有段古
虎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12 月 15 日 周四 (Thu.)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 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零基础学
习《彩铅画美食》课时 3：基础讲解 - 手部控制训练 05
东莞图书馆视频号

12 月 16 日 周五 (Fri.)

莞芽英语故事会
东莞图书馆玩具图书馆（暂定）

动漫学坊线上公益课之：3 分钟玩转动漫系列之零基
础学习《彩铅画美食》课时 3：基础讲解 - 手部控制
训练 06
东莞图书馆视频号

智慧巧巧手
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朗读亲子馆 “冬至节”亲子故事会
大朗分馆

岭悦读书会
大岭山分馆

萌芽故事绘
9:30-11:00
洪梅分馆 3 楼多功能室

“厚图护苗团”亲子阅读与游戏指导培训课
12 月 17 至 12 月 18 日 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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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绘本线下故事会
樟木头绘本馆活动拓展区

“亲子绘本乐 大家齐分享” 亲子绘本分享会
道滘分馆

周末电影放送活动
道滘分馆厚德服务点 

主题绘本分享活动
10:00
黄江分馆绘本馆

疍民风情绘本大王创作活动
沙田文化艺术中心

2022 年望牛墩镇国学经典亲子诵读活动（第 160 期）
9:30-11:00
望牛墩分馆培训室

“周末－悦读”数字阅读推广
“文化清溪”微信公众号

松图直播间 x 科普讲堂｜诗经里的植物 • 蓼
10:00-11:00
松山湖分馆

莞芽户外故事会
东莞图书馆南门草坪（暂定）

绘本阅读推荐
文化茶山公众号平台（线上活动）

岭读童心故事会
玩具小达人
岭听一刻
大岭山分馆

“为爱出发——爸爸妈妈和我读”亲子阅读活动（冬
至主题活动）
东城分馆

“坑土学堂”您讲我听线下故事会
15:00
东坑分馆东坑农业园城市阅读驿站

莞读书友会第 66 期《庄子现代版》
东莞市图书馆 •423 空间站（暂定）

“童心绘彩”第三十三期——“情暖冬至，赏味团圆”
（线下）

10:00-11:00 
麻涌分馆绘本馆小剧场

亲子绘本阅读手工活动
10:00-11:00
石碣分馆

【智绘龙】阅读分享会
15:30-16:30
石龙镇绘本馆

书推官大战
19:30-20:00
松山湖分馆

万江“悦绘”系列活动中文绘本阅读
10:00-11:00
万江分馆绘本馆

“冬至快乐”2022 年望牛墩读者服务活动之冬团手工
制作
9:30-11:30
望牛墩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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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美术：冬至主题——美味汤圆
10:00-11:00
长安分馆二楼绘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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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塘厦镇青少年儿童科幻绘画大赛作品展
1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 月 20 日
塘厦分馆一楼大堂

“绘本 +”绘本故事会：二十四节气绘本故事《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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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阅读推广
文旅东城微信公众号发布

“与你云共读”数字阅读分享
清溪分馆各村（社区）服务点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
9:30-10:30
石龙蓝天贝贝海伦湾幼儿园

12 月 17 日 周六 (Sat.)
12 月 20 日 周二 (Tue.)

12 月 18 日 周日 (Sun.)

12 月 21 日 周三 (Wed.)

童声绘本∣二十四节气 -- 冬至
东莞图书馆读者微信群 

编程周周练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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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节气——冬至（线上）
大岭山分馆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
9:30-10:30
石龙镇中心幼儿园

少儿英语跟读营
松山湖分馆

“冬日的温暖”冬至主题书目推荐
10:00-17:30
中堂图书馆公众号

12 月 22 日 周四 (Thu.)

绘本猜猜猜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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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经典读书会
道滘分馆

“关爱弱势群体 • 赠书献爱心活动”——走进东城康
就中心
东城康就中心

“周末－悦读”数字阅读推广
“文化清溪”微信公众号

松图直播间 x 趣读经典｜千古风流人物之火牛破燕
松山湖分馆

12 月 23 日 周五 (Fri.)

亲子亲密关系小课堂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亲子故事会【217】
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智朗团联谊交流活动
大朗分馆

萌芽故事绘
9:30-11:00
洪梅分馆 3 楼多功能室

“古梅读书会”第七十九期——“我们都是爸妈的小
棉袄”亲子互动小课堂（线下）
14:30-16:00 
麻涌分馆绘本馆小剧场

疍民风情绘本大王创作活动
沙田文化艺术中心

信息素养讲堂｜冰河消融
松山湖分馆

2022 年望牛墩镇国学经典亲子诵读活动（第 161 期）
9:30-11:00
望牛墩分馆培训室

“绘本 +”绘本故事会：圣诞节绘本故事《圣诞节奇遇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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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4 日 周六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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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芽户外故事会
东莞图书馆南门草坪（暂定）

你很快就会长高
茶山绘本馆、茶山茶文化图书馆（线下活动）

“童心绘彩”第三十四期——“粥果飘香过腊八”（线下）
10:00-11:30 
麻涌分馆绘本馆小剧场

艺起看电影
岭读童心故事会
玩具小达人
岭听一刻
大岭山分馆

厚图科普课（第 8 期）神秘的海洋世界之鲸落
15:00-16:30
厚街分馆二楼培训室

“名著砌出写作的征途”少儿读书会
14:30—16:00
石碣分馆

少儿英语角｜英文绘本分享
松山湖分馆

万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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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绘本故事《圣诞节奇遇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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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故事会 + 手工制作
10:00-11:00
长安分馆二楼绘本馆

2022 东城第十八届读书节总结活动
东城分馆

“e 口童声”微电台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编程周周练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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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图邀您 show 出你的 2022 年度阅读表
大岭山分馆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
9:30-10:30
石龙蓝天贝贝幼儿园

数字阅读推广
文旅东城微信公众号发布

“思维导图”——与你一起找到写作的脉络
16:50—18:00
石碣分馆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
9:30-10:30
石龙黄家山幼儿园

绘本猜猜猜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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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图赠书
大岭山分馆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节祖孙共绘活动
道滘分馆厚德服务点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
9:30-10:30
石龙绿化西幼儿园

松图直播间 x 科普讲堂｜诗经里的植物 • 梅
松山湖分馆

欢乐迎新嘉年华——我向“东城图书馆”许个愿
东城分馆

萌芽故事绘
9:30-11:00
洪梅分馆 3 楼多功能室

厚苗故事会之线上绘本阅读直播课——好习惯养成
系列绘本
9:30-11:30
厚街分馆（腾讯会议）

虎蕾故事会之世界第一的帽子
10:00-11:30
虎门绘本馆

主题绘本分享活动
10:00
黄江分馆绘本馆

疍民风情绘本大王创作活动
亲子故事会
沙田文化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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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本 +”绘本故事会：元旦绘本故事《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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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春天送给小太阳”亲子手工活动
15:00-16:0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数字资源推荐（第十六期）

2

简介：倡导 e 读 e 学 e 生活的

东莞学习中心将丰富的视频学习资

源、智能辅助学习功能与学员的实

体培训、体验、交流活动有机结合，

是实现大众学习自我管理和政府导

向相结合的一个公益性网络学习平

台。平台提供面向全体市民的包括

学前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技能教

育等各级教育需求的学习资源保障

体系，目前可提供学术视频 17 万集，电子图书 150 万余种 , 在线试题 20 万套，并在不

断建设增加中。同时，平台集学习、考试、辅导、交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具有一站式、

普适性、交互性等特点。

东莞学习中心网站 http://lc.dglib.cn

1
       简介：东莞数字图书馆自 2003

年开通以来 , 资源与服务建设不断加

强 , 将传统图书馆服务数字化、网络

化 与 数 字 馆 藏 有 机 结 合， 实 现 网 上

活 动 预 告， 图 书 推 荐、 借 阅 查 询、

续 借、 预 约、 网 上 展 览、 讲 座、 网

上 参 考 咨 询、 数 字 资 源 检 索、 访 问

等功能。读者只须办理一张读者证或者网上免费注册数字账号，即可通过互联网使用东

莞数字图书馆的各项资源和服务。

东莞数字图书馆 https://www.dglib.cn

12 月 25 日 周日 (Sun.)

12 月 26 日 周一 (Mon.)

12 月 27 日 周二 (Tue.)

12 月 29 日 周四 (Thu.)

12 月 28 日 周三 (Wed.)

12 月 30 日 周五 (Fri.)

12 月 31 日 周六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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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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区 网 络 学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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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道．深山夏牧场》
作者：李娟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索书号：花城出版社

简介：“这是世界最后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甘愿沉寂在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逐水草而居。从南面的荒野沙漠到北方

的森林草原，绵延千里的跋涉。一年 365 天，几乎得不到片刻停歇……”    

作家李娟以平和悠长的笔调，记录哈萨克牧民在高山草原夏牧场的生活日常，原生态为我们呈现羊的命运以及围绕着羊的牧人

的命运。

《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作者：张维迎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索书号：F272.91/1048

简介：本书从企业家精神角度带我们回归商业原点，以经济学思维看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全书共分四编，内容包括：知识的本质

与企业家精神、市场理论中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与创新、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生态。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作者：（美）马修 • 德斯蒙德        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        索书号：F171.26/5

简介：本书由社会学家马修 • 德斯蒙德深入两个美国贫民区，采访三十多名房东，出入驱逐法庭上千次，翻阅无数档案资料，以

八个贫困家庭的生活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围绕居住与生存经历的争吵、挣扎与哀求，呈现出一幅美国底层社会的图景，从中探问穷者

愈穷、富者愈富的根源。

《你要去的地方》
作者：（美）苏斯博士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索书号：I712.85/4287

简介：一场奇趣的旅行，一条条奇怪的路径，在冒险与探索中，学会人生旅行的本领。旅途中，有令人惊喜的奇遇，也有不可避免的困境，
抽象的成长经历都变成了奇幻的冒险情景，告诉孩子人生的起起伏伏都需要坦然面对。

《拼凑真相：认清纷繁世界的十大数据法则》
作者：（英）蒂姆 • 哈福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F0-49/584

简介：本书列出十大法则帮助读者理解统计数据，并运用故事，辅以资料佐证，深入充满虚假信息、不良研究和糟糕动机的世界，

从中挖掘可贵的数据，让“用数据沟通”变得更可信，正确运用统计数据，帮助个人、组织或政府部门做出更好的决策。

《四大圣哲》
作者：（德）卡尔 • 雅斯贝尔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索书号：B1/137

简介：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是“轴心时代”的核心人物，也是奠定世界主要文明精神底蕴的伟大思想者。在本书中，“轴

心时代”的提出者、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 • 雅斯贝尔斯借助历史学的批评研究法，全方位、多角度地来呈现四大圣哲于历史长河中的

真实定位与影响力，令人耳目一新。

《在书中小站片刻：二集》
作者：绿茶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索书号：I267/13217

简介：本书分为三个篇章。第一篇章“早茶夜读”，是书友们交流、碰撞以及相互启发的输出记录。第二篇章“书中小站”，是作

者近年来参与诸多好书榜评选的一些心得体会，对一些出版现象的观察和认识，及其阅读世界的一些记忆和期望。第三篇章“返乡画像”，

则带有浓厚忆旧色彩，是作者与几位相熟密友互访家乡，访古寻踪，回首童年，勾陈往事的记录。

《漫画数学简史：从计数棒到人工智能》
作者：（英）克莱夫 • 吉福德，（澳）迈克尔 • 杨        出版社：西安出版社       索书号：西安出版社

简介：本书介绍了从远古时代生活在洞穴中的人们使用计数棒进行简单计数，到 21 世纪互联网时代人们运用电脑进行各

种复杂运算这一漫长的历史。书中介绍了巴比伦、埃及、古希腊、中国古代时期及美国等不同国家数学的发展历程，探究了人

们习以为常的十进制、数字 0、阿拉伯数字、公式定理等的发现与发展过程。同时在图书最后以时间轴的方式，直观地帮助读

者了解数学史上的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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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岗分馆

“绘本故事进校园”系列活动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3 周年，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丰富

群众的文化生活，国庆节期间，东莞图书馆樟木头分馆除了正常开馆

外，还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读者活动 10 余场。

绘本故事会。10 月 1 号当天在绘本阅读拓展区开展了亲子小麒

麟绘本故事《我爱五星红旗》，26 对亲子家庭参加了本期活动，故事从

国庆节的来历及五星红旗所代表的意义开始，循序渐进，引领孩子们

进入故事环节，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中国红，我们应该尊重五星红旗，

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旗子。现场的参与家庭听完故事后深深感动，在

这个特别的日子，忆红旗，在后面的手工拓展活动中，孩子们在图书

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每个人都亲手做了一面小红旗，来庆祝国庆这

个特别的日子。

手工活动。 特别的日子，有特别的故事。为了让孩子们永远记住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连续开展了两场与

国庆有关的手工拓展活动。所有手工材料都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精挑细

选，适合国庆氛围。在手工活动开始前，工作人员与孩子们一起分享

国庆小故事，让孩子们了解历史，铭记历史，爱国爱家，努力学习，报

效祖国；活动开始后，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一步步完成手工

制作环节，有什么不明天的地方，家长也在一旁帮助，协助完成；庆国

庆、我爱祖国、我爱五星红旗等这些手工成品完成后，大家非常开心，

收获满满。

联动活动。国庆七天假期，由于疫情原因，大部分孩子、家长不

能离莞，为了让他们度过一个难忘而又有意义的假期，图书馆与周陶陶瓷艺术中心合作，在 3 号至 7 号期间开展了 7

场绘画、陶艺制作、户外写生活动，无论大小读者，都能免费受益，挑选到适合自己参与的活动，受到了读者们的一致

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东莞图书馆樟木头分馆国庆假期进馆人数达 5000 余人次，借阅图书上千册，开展的国庆节系列活动吸

引近千名读者参与，丰富了读者的假期文化生活，让他们度过了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假期。（苟晓艳）

樟木头分馆

国庆期间活动精彩纷呈

绘本可以培养青少年儿童良好的图像概念，提高思考连贯性，

丰富想象力。儿童文学家曹文轩教授是推行绘本的身体力行者，他

说：“绘本是儿童需要的一个文学门类，用简单的画面来让孩子明白

最深刻的道理，向很小的孩子传达着特别重大的哲学主题，体现着

人类的想象力和智慧。”绘本阅读是幼儿了解生活和认识世界的重

要途径，也是幼儿教育的重要手段，儿童对绘本的需求具有迫切性。

为了更好地培养儿童阅读习惯，增加儿童阅读时间和阅读量，为儿

童阅读图书创造条件，谢岗镇从多个途径构建幼儿绘本阅读服务体

系，采取多样的方式让幼儿参与绘本阅读，让越来越多的幼儿能够

享受绘本阅读的乐趣。

为了引导孩子们从小爱上阅读，鼓励孩子们大胆表达，提高他

们的语言和动手能力，促进全民阅读，东莞图书馆谢岗分馆以打造

“书香谢岗”为目标，以推广“绘本阅读”为着力点，开展“绘本故

事进校园”系列活动。

谢岗分馆“绘本故事进校园”系列活动从 2019 年启动以来，已

开展活动四百余场，不仅丰富幼儿课间活动，还激发幼儿的阅读兴

趣和求知欲培养他们的阅读积极性 , 得到幼儿园园长及小朋友们的喜欢。随着绘本故事进校园活动的深入开展，为进一

步吸引小朋友对绘本故事产生兴趣，谢岗分馆还特意制作了几本超大绘本《公主怎么挖鼻屎》《彩虹色的花》《闪闪的红

星》，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巨型绘本的加持下，这几本绘本成为“绘本故事进校园”系列活动的经典课程之一，也让

“绘本故事进校园”能够更高效地在镇内幼儿园进行绘本阅读推广。

“绘本进校园”系列活动除了给孩子们讲精彩的绘本故事外，还通过游戏、手工制作等形式，对绘本故事加以延伸，

有效地促进孩子们对绘本故事的理解，让孩子们更加深刻地体会每个故事的寓意。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孩子们懂得越来越多，好奇心也越来越强烈，成长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一本好的绘本可

以很好地帮助家长解决一些平时“难以启齿”的问题。

当然，绘本不能立竿见影地实现我们对孩子的所有期望，但绘本中高质量的图与文会大大地丰富了孩子的认知能力。

谢岗分馆通过开展“绘本故事进校园”系列活动，不仅可以激发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也可以培养孩子们良好的生

活习惯和阅读习惯，让每个孩子都从绘本阅读中获得快乐。（谢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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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这边“读”好

一眨眼，七天的国庆假期就过去了。然而，人们庆祝祖国 73 周岁

生日的喜悦心情还无法平静下来，依然陶醉在喜庆和幸福的时光里，

回荡着一幕幕难忘的景象。在沙田，朗朗的书声，浓浓的书香，一连

七天的读书活动构成了一到独特的风景。东莞图书馆沙田分馆精彩纷

呈的故事会、读书会让读者们国庆假期天天饱尝阅读大餐，着实过瘾。

10 月 1 日，亲子故事会《我的祖国》拉开了国庆阅读大餐的序幕，

来自沙田镇第二小学的郭玉珍老师以“明慧故事巴”方式讲演，讲述

了祖国母亲的地大物博，大好河山，伟大成就，历史文化等。一张张

图片，一个个画面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游历在祖国大地上，对祖国有

更多的认识。

期间，老师、家长和小孩们一起唱《祖国祖国我爱你》，表达对祖

国生日的庆祝，对祖国的热爱。大家还现场制作印有“祖国万岁”的

小背包，作为国庆生日的纪念礼物。

10 月 2 日，亲子故事会精彩继续，白玉静老师将《鸡毛信》这红

色经典故事讲演的生动有趣，惊心动魄。龙门村儿童团长海娃临危受

命去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与敌人斗智斗勇，顺利完成任务的故事深深

打动着大家，让大家再次感受到革命的艰苦，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传承着红色的革命基因。

小朋友现场贴红心，留言，表达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祝福。一位小朋友留言说，祝祖国更加富强，我长大了

要为祖国作贡献。

10 月 3 日至 7 日，沙田分馆御海蓝岸城市阅读驿站一连五天的读书会把国庆阅读活动不断推向高潮。《瞧着一家人》、

《卖帽子》《俗世奇人》《勇敢做自己》《独一无二的你》等故事轮番登场，精彩呈现。

冯卓韵、梁梦雪，叶静东等几位老师有着丰富的阅读推广经验，她们以娴熟的技巧，以沉浸式的讲故事方式，引导读

者们走进故事内容，走进故事情节，成为故事的主角。

期间，老师与读者们不时地互动，玩游戏，做手工，极大的提高了大家的兴趣，调动起大家的热情和积极性。现场读

者跃跃欲试，全情投入，气氛热烈。

在欢乐气氛中，在大人和小孩的共同制作的过程中，浓浓的亲情，幸福的笑脸，构成了一幅幅温馨的画面。大家兴致

勃勃的参与活动，忘情其中，久久不愿离去。（张增毅）

沙田分馆 石龙分馆

“喜迎国庆节”读者亲子运动会

10 月 1 日，由石龙镇宣教文体旅办、文化服务中心主办，东莞

图书馆石龙分馆承办的石龙镇“喜迎国庆节”读者亲子运动会在石

龙滨湾新天地足球场举行。为遵守疫情防控规定，活动分为两场进

行，每场 20 个亲子家庭，约 60 人参加，活动参与人员均严格落实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运动会主要以游戏的形式开展，读者亲子家庭通过完成游戏收

集印花，并凭印花兑换奖品。在“快乐传递”游戏摊位，家长和孩子

们手持道具，齐心协力将彩球传递至终点；“同心协力齐搭建”游戏

中，数个亲子家庭聚精会神地移动方块道具，共同将方块搭建起来；

在足球场的一角，大小朋友们正进行着“手忙脚乱”游戏，大家纷纷

按着地面的手印、脚印标识有序前进；在“爸爸妈妈向前冲”游戏摊

位，家长们相互比拼，抱起孩子飞奔至终点，上演着一幕幕“速度与

激情”，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亲子家庭凭着收集的印花，收获了

不少自己心仪的奖品，如笔袋、笔记本、彩笔、玩具等。此外，现场

还进行了安静书义卖活动，受到市民群众的欢迎。

运动会后，石龙中山东社区的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带来了围裙剧

《谁咬了我的大饼》，以此告诉孩子们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尝试

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不是一味地去问别人的道理。新颖的讲述方式

和有趣的故事内容让孩子们仿佛置身于故事之中，身临其境感受故

事的魅力。上演完围裙剧后，工作人员还带领孩子们一起跳“向前

冲”舞蹈，希望以充满趣味的舞蹈提高孩子们对运动的兴趣，帮助

他们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本次活动将运动与阅读充分结合，不仅增进了家长和孩子之间

的感情，还让其在享受运动的同时，以趣味十足的方式接受书香熏

陶，进一步推动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营造全民参与健身运动的良

好氛围。（梁惠笑）



/ 161515图 书 馆 的 人 和 事 / 16让书香，成为一座城市最大的眷恋

“书香氤氲相遇百花园”——亲子阅读共赏雅韵秋声

10 月 3 日下午，由东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东城文化服

务中心、东莞图书馆东城分馆、市文化馆东城分馆、东莞市朗诵艺

术家协会东城分会联合主办的“书香氤氲相遇百花园”亲子阅读活

动在黄旗南香遇百花园举行，共赏雅韵秋声。

活动共吸引了 16 组亲子家庭参与，通过同玩文字游戏，共享共

读最爱的童话书，运用卡纸、落叶等多样材料拼绘自然风光等趣味

活动，激发孩子对大自然的兴趣。在“共赏雅韵秋声”环节，东莞市

文联主席团成员、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顾问、东城朗诵协会会长

徐显亮老师为大家现场演绎短文《妈妈的爱》，自如的角色切换和生

动活泼的语言呈现，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捧。

本次活动也是 2022 年“雅韵秋声”东城旗峰阅读会的亲子专

场，通过家长和孩子的共同参与，帮助家庭形成读书氛围，激发孩

子们从小对阅读的喜爱之情。本次活动还吸引了三个家庭加入了

2022 年东莞图书馆东城分馆“我 + 书房”项目。“我 + 书房”是由

东莞图书馆于 2021 年起开展的家庭图书馆项目，目前东城累计有

9 个家庭加入该项目，并齐聚参与了当天的亲子阅读活动。“我 + 书

房”项目使家庭能够以书房作为图书馆服务形态，实现书籍的自助、

互助和共享。

古有王羲之会友人于兰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宙之

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今有共赏雅韵秋声的亲子阅读活动

“书香氤氲相遇百花园”。接下来，东莞图书馆东城分馆将在疫情允

许的情况下，举行更多的线下亲子阅读活动，促进家庭之间的互动，

同时促进孩子之间的交流学习，共同进步，共建书香东莞。让孩子

们亲近大自然，走进大自然阅读。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

亦足以畅叙幽情。（袁慧萍）

东城分馆 横沥分馆

秋风秋日秋满怀，桂香月魄赋诗来。10 月 6 日，2022 横沥镇第

十八届读书节之第三届张九龄诗词品读会在山厦彩虹村进行，诗歌爱

好者以及亲子家庭席地而坐一起赶赴阅读和诗歌朗诵的分享会，乐享

家门口“诗与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美妙结合，倡导绿

色新生活方式，传递美好生活理念，传统文化在创新中传承，增强文

化自信。

品读会以赏秋、知秋、感秋、猜诗谜四个篇章进行。舞蹈《墨香

古韵》以优美的舞姿让人领略律动的美 , 吉他《风吹麦浪》以悠扬动

听旋律让人沉醉在秋季丰收的喜悦中。在视觉与听觉的交相辉映中，

大家感悟秋天的美。

朗诵爱好者邓梓慧同学和她母亲张旭芬女士为大家送上张九龄

著名的古诗《望月怀远》和《春江晚景》，她们以经典诗词朗诵为载

体，声情并茂地诠释张九龄诗词的魅力，与大家融情共赏，沉醉于古

今知音共赏美景的愉悦之感。

在“知秋”诗词分享环节，大家尽情畅谈诗词歌赋，有的读者以诗歌咏志，诗以传情；有的读者更是诗意大发，引吭吟诵，

为大家带来自己得意创作，融情于景，表达自己对秋天的喜爱之情、对山厦的赞美之情。“学史增信守初心，薪火相传担使命。”

丰沛饱满的创作热情充分体现了山厦的人文底蕴。

当天的品读会还进行猜谜语与赏秋活动，猜中诗谜的读者可当场抽取小奖品。现场，家长读者还带领小孩子观赏农业园，

听园艺师为小朋友科普农作物。

张九龄被誉为“岭南第一人”，是唐代名相，他的第十八世孙在宋绍兴年间，自宝安地区来到山厦扩土开疆建村，文脉传

承，至今已有 800 年。东莞图书馆横沥分馆深入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全民阅读和“书香镇街”建

设行动，以及文化振兴工作，在 2020 年举办首届张九龄诗词品读会，采用舞蹈意境与诗词内容结合的方式诵读岭南诗词经典。

2021 年，活动又将汉服文化与诗词品读深度融合，沉浸式的参与为大家感悟经典诗词魅力带来了新体验。今年，横沥分馆充

分挖掘横沥“牛”文化底蕴，因地制宜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在开展张九龄诗词品读会的同时，结合乡村振兴生态文明主题，把

张九龄诗词品读会和露营有机结合，让读者席地而坐一起赶赴一场诗歌品读的分享会，畅游诗歌的海洋、享受鸟语花香带来的

自然快乐。山湖美景与山厦秋韵相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美妙碰撞，在倡导绿色新生活方式，传递美好的生活理念

的同时，传统文化在创新中得到传承。（吴苑弟）

诗歌与远方、文化与露营就在“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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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江分馆

为了营造浓厚阅读氛围，让幼儿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享受

阅读的快乐，在书香中成长，2022 年 10 月 28 日下午，东莞图书

馆黄江分馆组织田心幼儿园小朋友们走进旧村城市阅读驿站开展

阅读活动，畅享绘本故事。

因为比较适合儿童阅读，绘本正逐渐走近孩子，引导小朋友

们阅读绘本意义深远。想让绘本阅读真正为幼儿服务，引导孩子

阅读、老师讲解绘本、师生共读等多种绘本阅读形式必不可少。

带领幼儿走进绘本世界，理解故事内容，锻炼语言表达能力，接

触趣味知识，激发阅读兴趣，开拓想象空间，充分发挥绘本魅力，

让幼儿在绘本世界中受益，对日后成长十分有帮助。

当日，老师带领着孩子们井井有序的走进黄江分馆旧村城市

阅读驿站，做到入室即静，入座即学。老师对这场绘本阅读活动

的安排进行了介绍，鼓励小朋友们阅读完绘本后上台演讲。孩子

们在现场自由挑选所喜欢的绘本进行阅读，即便有很多孩子表示

看不懂文字，但还是很认真地阅读，很自然地就根据图片去理解、

揣摩故事的情节和内容。随后老师还带头分享了《熊占了我的椅

子》绘本故事，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引导幼儿进行思维及表达。

故事结束后，孩子们纷纷举起小手，都想上台分享刚刚阅读的绘

本故事。他们用稚嫩的声音分享着自己“看”到的故事，并且得

到了同学们的掌声鼓励，此起彼落。城市阅读驿站在小朋友们的

欢声笑语中弥漫着书香之气，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阅读的魅力。

此次绘本阅读活动，带领幼儿园学生到城市阅读驿站领略了

一场特别的书香之旅，感受“图书馆”的读书氛围，让孩子独立自主地进行了一次自由的绘本阅读，再通过老师讲述绘本、

小朋友们相互分享绘本，进一步巩固活动效果，培养了良好的倾听和阅读习惯，希望能让绘本阅读伴随幼儿快乐成长，

使幼儿从小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黄玉华 曾敏斌）

走进城市阅读驿站，畅享绘本阅读

洪梅分馆

10 月 30 日，为期一周的洪梅“科幻名家文化活动周”系列活动

顺利结束。活动周以“相聚洪梅，共赴科幻之旅”为主题，连续数场活

动，吸引了上千人次参与。文学名家、文学爱好者、老师、学生相聚一

堂，共同探讨有关于科幻、文学、未来等话题，内容精彩纷呈，为洪梅

市民带来一场多彩的科幻盛宴，也为书香东莞增添了新的活力。

本次文化活动周系列活动由东莞图书馆洪梅分馆主办。洪梅镇委

委员杜汉雄，东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特聘教授、东莞市作家协

会主席胡磊，知名科幻作家、中国科幻研究中心特聘专家马传思，南

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科研助理陈发祥，科幻作家、

澳门科技大学创意写作在读博士胡晓霞，科幻作家、影视动画编剧柯

梦兰等出席相关活动。

首届科幻名家文化活动周的重头戏之一“东莞洪梅文化名家马传

思工作室”揭牌亮相，这是洪梅首个文化名家工作室，未来将发挥文

化名家的示范引领作用，为洪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注入新的活力，通

过开展系列培训，提高少年儿童对科幻的认识，培养其科幻阅读和创

作的热情，营造良好的科幻文学阅读、创作氛围，为文化洪梅高质量

发展推波助澜。

在系列活动中，名家们不吝分享，与到场的观众交流科幻之美。

胡磊、马传思、胡晓霞等知名作家为参加科幻创作培训班的学员们

开展科幻阅读与写作的系列培训，提升科幻写作技能；“洪梅科幻之

夜——漫游史前世界”活动为观众提供了一场科幻视觉盛宴，感受科

幻魅力；陈发祥博士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送上一场《科幻教育研究

与典型教学案例分析》的生动直播。

文化洪梅，魅力初显。随着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洪梅已开始

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供给，先后推出读书月、科幻名家文化活动周等文

化活动品牌，将洪梅文化挖掘得更深，将“文化洪梅”内涵拓展得更

广，为群众创造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林少媚）

共赴科幻之旅——洪梅首届科幻名家文化活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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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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街分馆

为更好地服务儿童阅读，推进亲子阅读，宣传绘本魅力，由

厚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办、东莞图书馆厚街分馆承办的“遇见绘本”

中外优秀绘本展在厚街图书馆二楼展厅开展。

绘本作为公认最适合幼儿的启蒙读物，近年受到越来越多家

庭和学校的关注，在如何选择绘本、如何阅读绘本等问题上，不

少读者都存在疑惑。因此，本次展览的精心设计了“什么是绘本”“绘

本的结构”“绘本的类型”“绘本的历史”多个主要内容，希望

孩子们可以在家长和老师的引导下，认识绘本，科学地阅读，发

挥绘本阅读的最大价值，挖掘名家在绘本中埋藏的巧思和秘密。

本次展览的核心部分为“中外优质绘本推荐”。以国内外获

奖绘本及厚街分馆馆藏书籍为推荐内容选取 27 本绘本，并针对其

内容、评价、获奖情况进行介绍，对节选书籍内容进行现场展示，

让观众感受作者绘画风格及书籍内容。本次展览还设置互动区域，

有巨型绘本展示区、绘本阅读区、绘本涂鸦区、绘本馆标识合影

区等，吸引读者进行现场阅读、拍照打卡，增加了展览的趣味性

与活动的传播度。 

展览还吸引了一批幼儿园小朋友前来观展。在老师的带领下，

小朋友们快乐地感受获奖绘本的魅力，并在绘本互动涂色区留下

了参观印记。

《绘本之力》的开篇写道：“绘本实在是神奇的东西。从零

岁到一百岁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乐趣。即使是小小的，或薄薄一本

书，里面所包含的内容都极为深广。”期待通过这样的主题展览，

为读者打开关于绘本的全新视角，在未来的阅读之路，有不一样

的方向。（张嘉雯）

遇见绘本，收获快乐——中外优秀绘本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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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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分馆长安中心小学城市阅读驿站 ( 粤书吧 )

长安分馆霄边广场城市阅读驿站（粤书吧）

长安分馆东安中学城市阅读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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