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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封面图片为南城金域华府多加绘本馆

让书香，成为一座城市最大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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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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 M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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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光色影里的动漫：经典动画片赏析
14:30
东莞图书馆三楼漫画馆动漫学坊

“每周一阅”线上阅读资源（每周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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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资源推广系列活动
寮步分馆

“ＱＱ阅读”线上活动
寮步微视公众号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寮步微视公众号、寮步镇各村（社区）服务点

“悦享好书 ”新书推介活动（线下）
“新语听书”扫码听书活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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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蓄阅读”智慧银行印章兑奖活动（线下）
“童心绘彩”第四十期——“56 个民族知多少”知识

问答活动（3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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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心愿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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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清溪分馆读者群

中外名著推介
“月”读之星评审

沙田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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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碣分馆（石碣图书馆读者群、“石碣图书馆”公众号）

志愿者服务活动（逢周末） 
石排分馆

“勤植树，美大地”好书推荐活动
塘厦分馆一楼少儿室

“阅读正当时，不负春日好时光”好书推荐活动
塘厦分馆三楼社科借阅室

绘本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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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声悦读服务
周二至五 14:30-16: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阅读推广公益行动之扫码看书系列活动
“常平发布”微信公众号

新书推介
大朗图书馆志愿者服务活动
大朗分馆

“云尚书苑”数字阅读推广活动
大朗分馆微信公众号

“社区网络学堂”培训
大朗分馆及各社区（村）服务点

“知书明理 阅出幸福”阅读推广活动
大朗镇内各学校

“朗悦时光”线上故事分享活动
文旅大朗、大朗分馆微信公众号

百年记忆 • 世纪画梦——林风眠艺术人生图文展
大岭山分馆

新时代 新风貌书画摄影作品展
道滘分馆

“阅健康 阅青春”好书相伴女儿香——好书推荐活动
东城分馆

志愿者协助服务
逢周日 15:00-17:30
凤岗分馆

核心价值观新春阅读打卡活动
凤岗分馆

“传承雷锋精神”志愿服务活动
油甘埔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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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服务”活动
“线上数字资源推广”活动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高埗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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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小馆员招募（线上）
厚街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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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整月持续活动

3 月 1 日 周三 (Wed.)

绘本猜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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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幼直通车
大岭山分馆

“周末－悦读”数字阅读推广
“文化清溪”微信公众号

数字阅读推广
文旅东城微信公众号发布

少儿英语跟读营｜ 7 天绘本阅读打卡挑战
松山湖分馆

3 月 3 日 周五 (Fri.)

3 月 2 日 周四 (Thu.)

3 月 4 日 周六 (Sat.)

3 月 5 日 周日 (Sun.)

“爱读书、想读书、会读书”阅读活动
15:00-16:00
清溪镇长山头村服务点

数字社会学习
15:00-16:00
清溪镇铁松村服务点

“爱读书、想读书、会读书”阅读活动
9:30-10:30
清溪镇居民社区服务点

少儿英语跟读营｜ 7 天绘本阅读打卡挑战
松山湖分馆

莞芽故事会
东莞图书馆一楼玩具图书馆

“小故事大道理”儿童绘画比赛
3 月 1 日至 3 月 20 日
大朗镇内各小学、幼儿园

馆幼直通车
大岭山分馆

亦画社 14 周年作品展
3 月 1 日至 3 月 19 日
大岭山分馆

青绿含丹—焦勇中国画展
3 月 1 日至 3 月 26 日
大岭山分馆

娃娃家故事屋第 1 期户外故事会
上午
莞城分馆 • 户外休闲区

虎门有段古
虎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与你云共读”数字阅读分享
清溪分馆各村（社区）服务点 

悦读 • 童年系列活动－－思维导图：与你一起找到写
作的脉络
16:50-17:30
石碣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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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绘本馆体系第一季联动——“爱与梦想”绘本
有奖知识问答竞赛（线上）
3 月 1 日至 3 月 11 日

“宜居石龙”、“印象石龙”微信公众号

石排镇校园廉政书画作品展示暨警示教育典型案例展
3 月 1 日至 3 月 12 日
石排分馆

莞芽 • 小书友——亲子故事会
15:00-16:00
东莞图书馆一楼玩具图书馆

编程 1 小时
14: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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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本梦之旅：绘本分享活动－ -《植树的男人》
茶山绘本馆、茶山茶文化图书馆（线下活动）

国学经典读书会
9:00-11:00
常平分馆一楼儿童快乐家园

“义同成长”厚德村志愿者服务宣传活动
道滘分馆厚德村服务点

娃娃家故事屋第 250 期亲子故事会
上午
莞城分馆东江月城市阅读驿站

厚苗故事会：“爱与梦想”经典绘本《花婆婆》
厚街分馆一楼活动室

“童心绘彩”第四十五期——“神奇的汉字”主题活动（线下）
10:00-11:30 
麻涌分馆二楼绘本馆小剧场

“童心绘彩”第四十六期——“我的好妈妈”妇女节主
题活动（线下）
15:00-16:30 
麻涌分馆二楼绘本馆小剧场

麻涌分馆庆“三八妇女节 借书送礼”活动（线下）
3 月 5 日至 3 月 8 日
麻涌分馆二楼、三楼服务台

清溪图书馆奇妙创意手工课
10:00-11:00
清溪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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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三八”妇女节手工活动
9:30-11:00
望牛墩分馆培训室

亲子故事会【216】
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悦读 • 拾光”图书推荐栏目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朗读亲子馆”学雷锋日主题亲子故事会
9:30-11:30
 大朗分馆

玩具小达人
大岭山分馆

岭读童心故事会
大岭山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高埗分馆共享工程播放室

Hurray（虎蕾）故事会之花婆婆
10:30-11:30
虎门绘本馆

2023 寮步书香 . 书市活动之“红旗飘扬的寮步”新书
发布会
15:00-16:00
寮步佛灵湖大草坪

“点亮梦想，筑梦未来”图书捐赠活动
15:00-16:30
清溪镇三中村服务点

亲子故事会
沙田分馆（沙田文化艺术中心）

绘本时光｜故事会
松山湖分馆

创意课堂｜手工制作
松山湖分馆

2023 年望牛墩镇国学经典亲子诵读活动第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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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
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小麒麟绘本故事会
樟木头绘本馆活动拓展区

儿童手工活动
樟木头手工活动长廊

3 月份新书推荐会
10:00-11:00
长安分馆二楼绘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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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遗课堂
樟木头分馆手工活动长廊

3 月 6 日 周一 (Mon.)

绘声绘色：绘本阅读推荐
文化茶山公众号平台（线上活动）

水韵墨彩——陈岳维 耿智勇美术作品展
3 月 6 日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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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妇女节诗歌朗诵
东莞读者微信群

馆幼直通车
大岭山分馆

数字阅读推广
文旅东城微信公众号发布

“三八节”线上知识竞赛
3 月 8 日至 3 月 18 日
东坑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与你云共读”数字阅读分享
清溪分馆各村（社区）服务点 

《女人》纪录片观影活动
14:30-17:00
清溪镇青皇村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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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香沁心 慧心巧思 ”创意手工会
10:00-11:00
长安分馆二楼绘本馆

3 月 8 日 周三 (Wed.)

3 月 7 日 周二 (Tue.)

“e 口童声”微电台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图书馆服务到基层
9:00-11:00
洪梅镇洪屋涡村广场

书香进企业——“好书共读”书籍分享会三八妇女节
专场
厚街创科集团（TTI）会议室



三月 M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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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口童声”微电台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3 月 14 日 周二 (Tue.)

智慧巧巧手－植树节
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悦读 • 拾光”图书推荐栏目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玩具小达人
大岭山分馆

岭读童心故事会
大岭山分馆

亲子绘本故事会《花婆婆》
道滘分馆

“童悦”亲子共读会《花婆婆》
15:00            
东坑分馆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高埗分馆共享工程播放室

萌芽故事绘
9:30-11:00
洪梅分馆 3 楼多功能室

Hurray（虎蕾）故事会之再见小树林
10:30-11:30
虎门绘本馆

主题绘本分享活动
10:00
黄江分馆绘本馆

“古梅读书会”第八十二期－－约“绘”植树节，环保
我先行 植树节主题手绘环保袋活动（线下）
10:00-11:30 
麻涌分馆二楼绘本馆小剧场

2022 年桥头图书馆“阅读之星”颁奖活动
桥头分馆

数字社会学习
19:00-20:00
清溪镇铁场村服务点

绿色同行，把爱“袋”回家—亲子植物拓染活动
10:00-11:00
清溪镇大利村服务点

书推官大战
松山湖分馆

2023 年望牛墩镇国学经典亲子诵读活动第 165 期
9:30-11:00
望牛墩分馆培训室

“绘本 +”绘本故事会：爱与梦想绘本共读《花婆婆》
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小麒麟绘本故事会
樟木头绘本馆活动拓展区

莞芽 • 小书友——亲子故事会
15:00-16:00
东莞图书馆南门草坪

动漫知识竞猜
14:30
东莞图书馆三楼漫画馆创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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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本梦之旅：绘本分享活动－ -《爸爸的围巾》
茶山绘本馆、茶山茶文化图书馆（线下活动）

国学经典读书会
9:00-11:00
常平分馆一楼儿童快乐家园

常平镇朗诵大赛
9:00-12:00
常平镇青少年宫

艺起看电影
大岭山分馆

“312 植树节”签名活动
15:00
东坑分馆

娃娃家故事屋第 251 期亲子故事会
莞城罗沙社区图书馆

厚苗故事会植树节主题绘本阅读课
厚街分馆一楼活动室

Hurray（虎蕾）线上故事会
虎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童心绘彩”第四十七期——《花婆婆》植树节主题亲
子故事会（线下）
10:00-11:30 
麻涌分馆二楼绘本馆小剧场

清溪图书馆奇妙创意手工课
10:00-11:00
清溪分馆

悦读 • 童年系列活动：少儿读书会——名著砌出写作
正途
14:30-16:00
石碣分馆

2023 年绘本馆体系第一季联动暨【智绘龙】阅读分
享会第 56 期
15:30-17:00
石龙绘本馆

科普讲堂｜与小松图一起种猫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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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梦想绘本共读《花婆婆》
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非遗课堂
樟木头分馆手工活动长廊

“爱与梦想”亲子故事会
10:00-11:00
长安分馆二楼绘本馆

绘声绘色：植树节绘本阅读推荐（线上活动）
10:00-20:00
中堂图书馆公众号平台

3 月 11 日 周六 (Sat.)

3 月 12 日 周日 (Sun.)

周一 (Mon.)
周二 (Tue.)
周三 (Wed.)
周四 (Thu.)
周五 (Fri.)
周六 (Sat.)
周日 (Sun.)

数字阅读推广
文旅东城微信公众号发布

数字阅读推广活动系列之社区网络学堂
洪梅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洪梅图书馆读者群

虎门有段古
虎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与你云共读”数字阅读分享
清溪分馆各村（社区）服务点 

3 月 15 日 周三 (Wed.)

馆幼直通车
大岭山分馆

数字阅读推广
文旅东城微信公众号发布
 
娃娃家故事屋第 2 期户外故事会
莞城分馆 • 户外休闲区

虎门有段古
虎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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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进校园第 18、19 场（2 场，大班、
小班各 1 场）
9:30-10:30
石龙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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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6 日 周四 (Thu.)

绘本猜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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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童行”青少年服务项目之阅读辅导活动
14:30-15:30
常平分馆社区服务点、卢屋服务点

岭听一刻
大岭山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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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芄兰
19:30-20:00
松山湖分馆

莞芽小书友∣快乐英语绘本
东莞图书馆一楼玩具图书馆
 
电子动漫交互绘画创作活动
14:30
东莞图书馆三楼漫画馆创研室

莞芽 • 小创客  快乐代码
14:00-15:30
东莞图书馆二楼电子服务区数字教室

正面管教家长课堂
10:30-11:30
少儿分馆二楼亲子乐园

“悦读 • 拾光”图书推荐栏目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朗读亲子馆”春天主题亲子故事会
9:30-11:30
大朗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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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树》
道滘分馆

“童悦”国潮文化会百年百部经典之《宝缸》
15:00 
东坑工人文化宫城市阅读驿站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高埗分馆共享工程播放室

娃娃家故事屋第 252 期亲子故事会
莞城兴塘社区图书馆

Hurray（虎蕾）故事会之小恩的秘密花园
10:30-11:30
虎门绘本馆

科普探索活动：趣味“牛顿摆”
15:30-17:00
虎门分馆科普活动室

亲子故事会
沙田分馆（沙田文化艺术中心）

“童声童气”石龙话线上分享会第 10 期
“宜居石龙”、“印象石龙”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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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望牛墩镇国学经典亲子诵读活动第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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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
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小麒麟绘本故事会
樟木头绘本馆活动拓展区

儿童手工活动
樟木头手工活动长廊

3 月 17 日 周五 (Fri.)

3 月 18 日 周六 (Sat.)
3 月 19 日 周日 (Sun.)

绘本猜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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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听一刻
大岭山分馆

线上故事分享会——《最美糖丸爷爷》
企石分馆、印象企石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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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风流人物之孟尝君
19:30-20:00
松山湖分馆

3 月 10 日 周五 (Fri.)

“思维导图”——与你一起找到写作的脉络
16:50-18:00
石碣分馆

“码上同行，百城共读”数字资源阅读推广
“宜居石龙”“印象石龙”微信公众号

“e 口童声”微电台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3 月 21 日 周二 (Tue.)

绘声绘色：绘本阅读推荐
文化茶山公众号平台（线上活动）

“我讲书中的故事”儿童故事大王比赛系列活动动员大会
东城分馆

声光色影里的动漫：经典动画片赏析
14:30
东莞图书馆三楼漫画馆动漫学坊

创意绘画 DIY——和美的春天
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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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经典读书会
9:00-11:00
常平分馆一楼儿童快乐家园

岭悦读书会
大岭山分馆

莞读书友会第 68 期《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莞城分馆多功能报告厅

厚玩游戏学习课：“奇妙的节气”二十四节气手工课
厚街分馆一楼活动室

“童心绘彩”第四十八期——“内蒙古正在说” 草原文
化体验活动（线下）
10:00-11:30 
麻涌分馆二楼绘本馆小剧场

清溪图书馆—清清故事会
10:00-11:00
清溪分馆

悦读 • 童年系列活动——亲子绘本阅 + 读手工活动
10:00-11:00
石碣分馆

【智绘龙】创意手工坊第 71 期
15:30-17:00
石龙绘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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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遗课堂
樟木头分馆手工活动长廊

3 月 20 日 周一 (Mon.)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第 16、17 场（2 场，大班、小班）
9:30-10:30
石龙中心幼儿园

“用行动与爱，让妇女节更有意义”分享活动
10:00-17:30
中堂图书馆公众号平台

3 月 9 日 周四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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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第 24、25 场（2 场，大班、
中班各 1 场）
9:30-10:30
石龙绿化西幼儿园

绘本猜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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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童行”青少年服务项目之阅读辅导活动
14:30-15:30
常平分馆社区服务点、卢屋服务点

岭听一刻
大岭山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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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风流人物之平原君
19:30-20:00
松山湖分馆

“e 口童声”微电台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莞芽 • 小书友——亲子故事会
15:00-16:00
东莞图书馆一楼玩具图书馆

“悦读 • 拾光”图书推荐栏目
东莞图书馆少儿分馆公众号

朗读亲子馆“播种阅读的种子”亲子阅读专题讲座
9:30-11:30 
大朗镇行政服务中心三楼会堂

岭读童心故事会
大岭山分馆

玩具小达人
大岭山分馆

馆幼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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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第 26、27 场（2 场，大班、
中班各 1 场）
9:30-10:30
石龙蓝天贝贝海伦湾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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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故事会【217】
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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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经典读书会
9:00-11:00
常平分馆一楼儿童快乐家园

艺起看电影
大岭山分馆

清溪图书馆—清清故事会
10:00-11:00
清溪分馆

悦读 • 童年系列活动－－少儿读书会－ -- －名著砌
出写作正途
14:30-16:00
石碣分馆

少儿英语角｜英文绘本分享
松山湖分馆

亲子绘本乐 大家齐分享——亲子绘本故事分享会
道滘分馆

“童悦”成语绘本剧《鹬蚌相争》
15:00
东坑农业园城市阅读驿站

“社区网络学堂”活动
高埗分馆共享工程播放室

不负春光——草地读书分享会
9:30-11:00
洪梅站站前公园

Hurray（虎蕾）线上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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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梅读书会”第八十二期—— “关爱地球母亲，节
能环保从小出发”动力发电小实验活动（线下）
10:30-11:30 
麻涌分馆二楼绘本馆小剧场

2023 年望牛墩镇国学经典亲子诵读活动第 167 期
9:30-11:00
望牛墩分馆培训室

“绘本 +”绘本故事会：安全教育绘本故事《危险的小
洞》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小麒麟绘本故事会
樟木头绘本馆活动拓展区

草坪故事会 + 手工制作
10:00-11:00
长安公园

带你了解图书馆系列培训活动
9:30-11:30
清溪分馆 

第八届“五月诗会”诗歌征集活动
东城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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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望牛墩图书馆“粤讲粤有趣”方言故事会第二期
9:30-11:00
望牛墩分馆培训室

“绘本 +”绘本故事会：安全教育绘本故事《危险的小
洞》及手工活动
10:30-11:30
谢岗绘本馆

非遗课堂
樟木头分馆手工活动长廊

绘本猜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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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3 日 周四 (Thu.)

3 月 24 日 周五 (Fri.)

3 月 28 日 周二 (Tue.)

3 月 25 日 周六 (Sat.)

3 月 29 日 周三 (Wed.)

3 月 26 日 周日 (Sun.)

3 月 30 日 周四 (Thu.)

3 月 27 日 周一 (Mon.)

3 月 31 日 周五 (Fri.)

馆幼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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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书有约”阅读进校园第 22、23 场（2 场，大班、
中班各 1 场）
9:30-10:30
石龙慧斯顿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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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2 日 周三 (Wed.)

第

一

周

3/06日 星期一
15:30 ～ 17:30 寮步镇顺丰速运（东莞）有限公司
18:30 ～ 20:00 东城区温塘徐福记厂

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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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日 星期三 15:30 ～ 17:30 虎门镇虎门公园

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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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日 星期五 16:30 ～ 19:30 东城区莞翠邨社区

3/11日 星期六 15:30 ～ 17:30 虎门沙角部队

第

二

周

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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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日 星期二 16:00 ～ 19:30 万江区小享管理区

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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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日 星期四
10:00 ～ 11:00 东坑镇篮球馆旁

11:30 ～ 12:30 横沥镇文化广场

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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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日 星期一 10:30 ～ 12:30 企石黄大仙公园

3/21日 星期二 16:00 ～ 19:00 道滘镇江滨公园

3/22日 星期三 16:00 ～ 19:00 石碣镇旭丽电子有限公司

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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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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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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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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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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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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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3 月图书流动车服务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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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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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作者：杨苡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索书号：K825.5=76/38

简介：本书是五四运动同龄人、西南联大进步学子、翻译名家、百岁老人杨苡的唯一口述自传。从 1919 年走
向今天，杨苡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时代与人生的淬炼，凝结为一代知识女性的天
真与浪漫之歌。学者余斌历时十年，用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的真实。家族旧事、翡翠年华、求学之路、
山河故人，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叙述中缓缓展开。

《群体的疯狂：人类 3000 年极端信仰与资本泡沫狂热史》
作者：（美）威廉 • 伯恩斯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C912.6/162

简介： 本书详述了人类历史 3000 年中所发生的各种金融和宗教狂热事件，以及相关的神经科学发展历程。伯恩斯坦的群
体疯狂事件的编年史，既揭示了人性，又具有历史意义。

《谷物的故事：读解大国文明的生存密码》
作者：崔凯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索书号：S37-091/1

简介：本书分为 4 个部分共 16 章，融合物种、农耕、饮食、战争、经济、环保等跨学科视角，通过谷物的发展史，
考察人类历史的演进，并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政权交替展现人类与谷物相互形塑的过程。

馆藏新书推荐

《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
作者：姚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F0-49/590

简介：本书阐述了作者对经济发展、共同富裕、教育公平、技术创新、金融改革、民企发展等诸多重要议题的理
解与分析，并对“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重点政策和重要原则进行解读，帮助读者精准把握经济大势与政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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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
作者：严飞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D669/206

简介：清华大学社会学家严飞，以“附近”作为研究框架，通过 8 个典型案例真实记录进城务工人群的生存现状，
穿插以社会学学者的分析与反思，呈现出一幅“悬浮社会”的现实图景。书中的被访者小区保安阿微、菜场商贩红芹
姐、水电工人小傅、家政阿姨小萍等人，都是生活在作者“附近”的普通人，也可以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身
边的陌生人”的缩影。作者认为，关注身边的小世界，关注数量庞大但鲜有发声机会的进城务工人群，关注当下社会
中断裂与渴望并存的“悬浮”状态，都是社会学家愿与读者共同探讨的重要问题。

《最后的观星人：天文探险家的不朽故事》
作者：（美）艾米莉 • 莱维斯克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P1-49/291

简介： 从午夜凝视星空的孤独宁静到野外熊在天文台游荡的荒诞，从安第斯山脉到亚利桑那的悬崖，再到夏威夷的
大岛，天文学家艾米莉讲述了无数个观测夜晚宇宙的寂静，以及来自凝望星空的有趣、热烈、辉煌的故事。

《锅碗瓢盆》
作者：张羊羊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267/13381

简介：本书是一部食物为主题的散文集，全书以米酒、花露烧、花生米、猪头肉等七十余种食物为书写对象，
呈现出一种富有世俗气息和诗意色彩的生活姿态，张羊羊的散文写得随意洒脱，既有生活的积累，也不乏知识性
和趣味性。

《像树一样自由：给孩子们的信》
作者：胡泳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索书号：I267.1/7976

简介：本书是北大知名教授、传播学学者胡泳写给双胞胎儿女——未未、末末的信。既是一份记录孩子
成长点滴、温暖而鲜活的“多孩”家庭教育样本，一位中年父亲的“第二次出生”，也是一部关于爱的教育、
人格与人生的哲学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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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图书馆

花开莞邑，图书馆总分馆活动阅暖新春

2023 年春节期间，东莞图书馆以及各镇街（园区）分馆推出精

彩活动迎新年，通过线上线下展览、讲座、故事会、图书推介及手工

制作、送福、抽奖、竞答等丰富多元的互动游戏与活动，丰富市民文

化生活，营造了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让广大读者度过了一个书香

年、文化年。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图书馆，品书香过大年。

东莞图书馆新春期间推出了 5 大系列，30 余场阅读文化活动，

共吸引了 2 万余人次读者参与。在节前开展了“书墨飘香 前兔无量”

挥春送春联活动，邀请了东莞知名书法家现场挥毫送福；大年初一一

早，为新年首批入馆的 100 位读者送上新春书香礼包，里面装有精

选地方文献、东莞图书馆出版物，以及孩子们喜欢的万花筒，为读者

送上了充满书香的最美祝福。此外，让很多市民感到惊喜的是，东莞

图书馆在景观楼梯及展厅推出了焕然一新的“图书馆巴别塔——人

类知识彩虹”展览、“巴别塔——人类之梦”展览、“书的艺术”图片

展，并配套了线上小程序，邀请读者到图书馆去寻找心仪之书，打卡

独特的图书馆彩虹知识塔。一楼大堂设置的充满节日喜庆氛围的造

型打卡点与心愿树，吸引了众多大小朋友拍照留言，并在图书馆立

Flag，写下新一年的阅读学习计划。

      少儿分馆在春节假期开展了七场“‘萌兔大拜年’妙趣手工迎

新年”活动，亲子一起观看少儿分馆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视频，并用

绘画、粘土、折纸、剪纸等不同方法制作一只萌趣可爱的小兔子，共

庆兔年到来。同时，馆内的 “新春许愿树”是进馆读者最喜爱的打卡

点。大小朋友不仅在此拍照留念，还纷纷留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望，期

盼新年健康顺遂。

松山湖分馆“线上 + 线下”齐发力，精心策划“月亮给你写了一首

诗”经典诗歌主题图画书作品展、“经典，予生活以诗意”文津经典诵

读十周年主题展及“日出新卯，春暖兆福”二〇二三年新春典籍文化

展馆，还在松湖书院举办了新年主题展，以新年为切入点展示多位艺

术名家作品，线上则举办了新春年俗竞答、松图直播间、信息素养讲堂、绘本时光等活动。

 大岭山分馆开展了“金兔迎春 再启新章”春节系列活动，包括岭图赠书、“岭听一刻”线上故事《欢乐中国年》《年味

儿》、 岭“兔”赠好礼、“寻年味 • 品民俗”春节知识竞赛、“年味瞬间”大搜罗等。

大朗分馆举办了“玉兔贺岁 阅享新春”系列活动，包括“我们的节日 • 欢欢喜喜过大年”亲子故事会、“新春送福”

借阅送惊喜活动、“欢乐织城”新春贺岁电影大放送等。

长安分馆举办“书香贺岁 玉兔送福”新春活动，包括“扫码有礼，阅读送福”以及“新年祝福，书香寄语”、“年味”

主题绘本线上推荐、“2023‘爱与梦想’绘本共读季”线上经典绘本推荐及知识问答竞赛等。

南城分馆举办玉兔迎春之新春趣味知识竞猜、阅读打卡新春有礼、“我是小馆员”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许下您的

2023 年心愿书单、春节文化数字阅读资源推广等活动。

厚街分馆举行了“满城书香迎新春”为主题的迎新春系列活动，派发贺年福袋，举办“多姿的万物生灵”东莞市第三

届绘本创作大赛厚街优秀作品展，线上趣味竞答 + 线下故事会等。

中堂分馆及 20 个村（社区）图书服务点赶在春节前上架新书，开展“新年新书”书单推荐活动。

茶山分馆举办了“新春阅读不打烊，书香贺岁”主题系列活动，包括发现南岭之美生态摄影展、线上民俗展览、文化

知识竞赛、借阅有礼、手绘古诗打卡、经典绘本知识问答竞赛题、经典绘本《花婆婆》《如果你住在这里》推荐、“为爱朗

读”10 天线上亲子阅读打卡有礼等。

莞城分馆开展“书香伴春节阅读过新年”系列活动，邀请读者在图书馆 DIY 兔年利是封，参加“我与莞图春节有

约”vlog 大赛以及新春借阅赢盲盒等活动。

石龙分馆举办了建馆 20 周年暨迎新春系列主题活动，上架 4561 册新书，推出 “智绘龙”阅读分享会、创意手工坊、

“童声童气”石龙话第六期线上分享会、线上展览“探窗”、“玉兔迎春贺新年”有奖知识问答、办新证及借阅有礼、免除

逾期滞纳金等活动。

 在企石分馆黄大仙公园城市阅读驿站（粤书吧），浓浓书香扑面而来，许多家长也带孩子前来借阅书籍，利用春节假期

给自己“充电”。

麻涌分馆开展了“爱与梦想”经典绘本知识线上问答竞赛活动。沙田分馆开展了雄狮闹新春活动及亲子故事会。寮

步分馆举办了“多姿的万物生灵”第三届儿童绘本创作大赛获奖作品展。万江分馆举办了“金鳌贤集”——万江街道翰

墨迎春优秀美术作品展。工会分馆举办了“情暖劳动者 • 乐享莞味年”新春送福袋活动、春节阅读打卡活动。东莞图书

馆总分馆春节不打烊，施展浑身解数为广大读者提供了线上线下的文化大餐，让书香无处不在。（杜若礼 马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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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我 + 书房”年度之星评选结果出炉啦

近日，东莞市首届“我 + 书房”家庭图书馆年度之星评选结

果出炉啦！“我 + 书房”家庭图书馆项目自 2021 年 4 月启动，

首批招募 129 个成员馆，他们在 2021-2022 年度为“书香东莞”

探索了图书馆服务到户的新模式，将图书借阅和阅读推广活动

带入家庭书房和社区，并且以书为媒，开启了图书馆为城市“播

洒书香”的惠民新举措。

为进一步发挥“我 + 书房”家庭图书馆的积极作用，延伸东

莞市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服务效能，为东莞打造文化强市增添书

香，东莞图书馆在 2022 东莞第十八届读书节期间开展了 2021-

2022 年“我 + 书房”家庭图书馆“年度之星”评选活动。获评年

度之星的 10 个书房综合表现优秀，他们在合约期内平均借阅图

书 713 册次、平均转借图书 158 册次、平均举办活动 7 场、平

均宣传 12 次、平均服务 136 人次，服务效果显著。同时，兼顾

综合表现，还评选了单项数据突出的 4 个书房为活动之星、借

阅之星、人气之星和宣传之星（详见具体名单）。

“我 + 书房”家庭图书馆项目基于“图书馆服务到户工程”

进行了延续和创新，进一步调动和整合资源，联动社会力量，将

图书馆资源和服务推送到家庭和社区。一方面家庭可从图书馆

批量借出图书，享受个性化借阅服务，营造良好的家庭阅读风

气，另一方面，每个“我 + 书房”又化身家庭图书馆，以书房为

载体，邀请邻居或亲友共读、交流，使家庭能够以书房作为小且

精致的图书馆服务形态。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一共建成 261

个“我 + 书房”家庭图书馆，覆盖全市 30 个镇街（园区），已累

计产生图书借阅超过 76000 册次，通过手机端移动转借还图书

超过 7700 册次，项目正以读者服务读者的方式进一步促进全民

阅读，共筑智慧人生。

2023 年“我 + 书房”家庭图书馆项目将继续在全市范围内

公开招募 100 个成员馆，期待您的参与！（杜若礼）

东莞图书馆

东莞市首届“我 + 书房”家庭图书馆年度之星评选结果（2021-2022 年度）

序号 获评奖项 所属图书馆 个性化名称 读者姓名

1

年度之星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土豆 family 黄婷

2 东莞图书馆石龙分馆 海洋之家 刘雁

3 东莞图书馆谢岗分馆 海豚 吴柔青

4 东莞图书馆松山湖分馆 小猫咪 袁亚萍

5 东莞图书馆 阳光·悦读会 黄美玲

6 东莞图书馆 小书虫 陈卓愉

7 东莞图书馆南城分馆 书巢 洪艳荣

8 东莞图书馆大岭山分馆 文乐家 李文希、李巧青

9 东莞图书馆黄江分馆 乐读会 韩都香

10 东莞图书馆樟木头分馆 桢汐 陈苏凤

11 活动之星 东莞图书馆 蜗牛 任凤霞

12 借阅之星 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 Y 家爱书 黄月苹

13 人气之星 东莞图书馆松山湖分馆 博雅 徐薇

14 宣传之星 东莞图书馆中堂分馆 小海龟 陈肖媚

15 优秀组织奖 东莞图书馆、松山湖分馆、大朗分馆、大岭山分馆、石龙分馆、南城分馆、谢岗分馆、
黄江分馆、樟木头分馆、中堂分馆

16 组织奖 东城分馆、万江分馆、石排分馆、麻涌分馆、塘厦分馆、横沥分馆、桥头分馆

17 工作标兵
叶霭帆（大朗分馆）、张艳玲（石龙分馆）、谢洁仪（谢岗分馆）、柴伟（松山湖分馆）、
梁丽珍（东莞图书馆）、陈子君（南城分馆）、黄舒连（大岭山分馆）、黄玉华（黄
江分馆）、苟晓艳（樟木头分馆）、胡磊（中堂分馆）

注：相关证书请联系所在分馆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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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文化强市，南城再添 3 个城市阅读驿站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为聚焦文化

强市建设目标，助力南城打造东莞“首善之区”，健全辖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品质发展，2023 年 1 月，南城有 3

个新建城市阅读驿站同时投入运营，分别是方田文化城市阅读驿

站、晓一文化城市阅读驿站、万科翡丽山城市阅读驿站。

1 月 31 日，东莞图书馆南城分馆在位于天安数码城的方田

文化城市阅读驿站举行驿站揭牌仪式。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二级调研员余建民、二级主任科员吴球、东莞图书馆副馆长

冯玲、南城街道党工委委员陈少文等出席仪式。

城市阅读驿站是东莞市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广全民

阅读、延伸图书馆总分馆建设而打造的文化品牌，是打通公共文化

服务“最后一公里”的便民服务新形态，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休闲

阅读服务。目前南城共建设有 1 个粤书吧、5 个城市阅读驿站、2

个绘本馆、12 个共建服务站、7 个“我 + 书房”家庭图书馆。

东莞图书馆副馆长冯玲指出，镇街分馆作为全市图书馆总分

馆体系的重要一环，不仅承担着本级图书馆的建设，还担负着辖

区内图书馆体系的建设重任。希望南城发挥“首善之区”带头作

用，进一步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完善图书馆服务体系，着力提

升社区服务点，推进城市阅读驿站、粤书吧等新型阅读空间建设，

提升服务效能，多出亮点，再创佳绩。

南城分馆负责人李昕颖表示，南城分馆将进一步拓展公共文化阅读空间，通过吸引社会力量共建的形式，打造更多家门口

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打通市民阅读的“最后一米”，推进全民阅读，增强市民对南城的认同与喜爱，助力东莞文化强市建设。

东莞市天安数码城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高煜表示，方田文化城市阅读驿站的揭幕，意味着天安数码城构建的创新企

业生态圈更加丰满。园区将持续围绕“企业”、“企业家”和“企业员工”，借助好驿站，精心组织更多文化活动，一起来践行

东莞的高质量发展。

3 个新建的城市阅读驿站各类图书可与全市图书馆总分馆各成员馆实现通借通还，并配有图书自助借还机等设备，空

间环境各有亮点，读者们快来打卡吧！（陈子君）

南城分馆 工会分馆

2022 年 5 月 23 日试开馆以来，东莞图书馆工会分馆得到了

广大职工读者的支持和鼓励，截至 12 月底，入馆人次达 12.9 万，

借出图书 7.6 万册次，办理读者证 1500 余个。为充分发挥图书馆

思想引领阵地作用，吸引更多职工走进图书馆，工会分馆配备了

高清 LED 大屏、视障阅读器、电子职工书屋等设备，并结合实际

需要，在原有基础上陆续增添了图书检索机、自助借还机、自助图

书消毒机、75 寸教学触控一体机等，共计投入 20 多万元。

工会分馆立足贴近职工、服务职工的定位，打造了“工”字

系列职工读书品牌，为增强阅读活动的效果和影响，让职工读者

沉浸式参与到各种活动中来，馆内的交流分享区里专门配置了

5.5m*3.5m 的高清 LED 大屏和专业音响设备。依托色彩逼真、亮

度柔和的 LED 大屏，工会图书馆举办了“工”享共读朗诵会、“最

美系列”职工圆桌会谈等活动。在朗诵会中，朗诵者们在屏幕上

展示出朗诵内容和诗篇背景，利用视觉加听觉，将书中的精神赋

予力量，让更多人知晓与理解；在职工圆桌分享会里，嘉宾老师在

屏幕上逐一分享了“最美”的图书设计、“最美”家居设计等，现场

的读者深深沉浸在阅读、分享的氛围里。

为更好地展现活动效果，加强与职工群众的零距离互动，工

会分馆还在馆内配置了一台 75 英寸的多媒体教学触控一体机。

一体机实行人机互动，用手指轻轻在屏幕上一点就可以直接操作，

同时，一体机可播放各种教学软件、制作生动的动画，能充分调动

小朋友们的好奇心以及阅读兴趣，激发小朋友们的阅读热情。每

个周末，工会分馆绘本馆都利用教学一体机举办亲子故事会，围

绕中华传统文化、传统节日、红色经典等主题邀请职工家庭来参

加活动，比如《小小消防员的一天》《草原小姐妹》《小英雄雨来》

等，小朋友们通过多媒体互动充分体验到书中的乐趣。（李慧祺）

增添智能设备，提升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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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岭山分馆

图书漂流是一段文明美丽的奇特之旅，是一种传递快乐和诚

信的阅读游戏。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愉悦阅读、爱上阅读，东

莞图书馆大岭山分馆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

开展了“悦读 阅爱 越成长”图书漂流活动。

本次活动精选了 8 本儿童感兴趣的书籍进行漂流，并招募了

8 名小读者参加。活动要求读者每周到大岭山分馆换取漂流袋，

和家人一起阅读漂流袋的书籍并在漂流卡上写下读后感，在活动

时间内完成 8 本书即挑战成功。

在漂流卡中，一则则感想表达了孩子们内心满满的正能量。

其中，谢沐阳小朋友写道“读完《宝贝当家》这一本书让我觉得

自己又长大了，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要像书中的宝贝一样，学

会独立，勇敢面对生活”；何腾玮写道“《魔法手指》讲了一个

小孩子为了一户人家不破坏森林和小动物，对他们一家使用了魔

法，让他们知道不要捉捕或猎杀小动物，保护每一个幼小的生灵”；

还有其他小朋友写到他们可以学习《根鸟》里根鸟永不放弃的精神，

可以学习《南瓜船》兄妹俩勤动脑筋、保护环境和热爱自然的优

秀品质，也可以学习《小狗的小房子》里小狗和小猫的体贴他人，

不畏困难，互助互爱的优点等等。

此次图书漂流活动，不仅让孩子们的阅读增添了乐趣、促进

了思考，让阅读变得有仪式感，而且也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漂流书香的同时还漂来了更多的欢乐亲子时光。（郑海妍）

“悦读、阅爱、越成长”图书漂流之旅

大朗分馆

今年春节，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大波精彩

读书活动，让大家一起过个文化年。

一、“我们的节日 • 欢欢喜喜过大年”亲子故事会
1 月 14 日上午，大朗分馆联合大朗镇总工会邀请 16 组亲子

家庭一起开展“我们的节日 • 欢欢喜喜过大年”亲子故事会，引导

小朋友们通过有趣的绘本故事和手工制作，深入了解春节的由来

及相关的风俗习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提前感受浓浓年味。

二、“新春送福”借阅送惊喜活动
1 月 14 日至 2 月 5 日期间，大朗分馆举办“新春送福”借阅

送惊喜活动，凡读者到大朗分馆借阅图书 10 本就能获得抽奖机会，

通过抽奖形式获得精美礼品一份。活动有效传递书香春意，激发

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三、“欢乐织城”新春贺岁电影大放送
春节是中国传统的喜庆节日，春节档影片当然少不了贺岁电

影，大年初一至初三以及正月十五，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在图书馆

大楼及大朗青创城播放精选贺岁大片，开启大家的新春光影之旅。

四、“品读二十四节气”亲子阅读马拉松活动
为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在阅读中学习中华文化，创新传

承传统文化，1 月 16 日至 2 月 18 日期间，大朗分馆推出“品读

二十四节气”亲子阅读马拉松活动，邀请广大亲子家庭扫码共读

《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物候》，一同知节气、晓文化、话健康，立足

中华历法源头，解读“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的来龙去脉。最终坚

持亲子共读打卡满 24 天的家庭，获得了精美奖品一份。

五、广东省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展
1 月 5 日 - 2 月 20 日，由广东省地震局、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科学院、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主办，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大朗分馆承办的“广东省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展”在一楼大厅展出，吸引了众多读者观展。

除此，还有元宵节主题亲子故事会、闹元宵猜灯谜活动等，让广大市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春节不打烊的

温暖。（叶霭帆）

“玉兔贺岁 阅享新春”精彩活动邀市民欢度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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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分馆

为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2 月 5 日，“欢乐莞 闹元宵”2023 东莞元宵节系列文化

活动之一的亲子故事会暨趣味猜灯谜活动在东莞图书馆桥头分馆举行，20 对亲子家庭参加了活动，在中华传统文化薪

火传承的浓浓春意里，感受元宵节不同的文化氛围。

活动中，老师运用 ppt 动画的形式，声情并茂的向读者们讲述了绘本故事《饺子和汤圆》和《元宵灯》，故事讲

解中也融入了特别多的中国春节及元宵节的习俗，让读者们了解美食和节日的联系，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第二个环节是趣味猜灯谜活动，谜面有趣而通俗，小读者们挠着头冥思苦想，想不出的时候就找来爸爸妈妈帮忙，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猜对答案的小读者可以进行抽奖，获得精美礼品一份，现场洋溢着欢乐、祥和、喜庆的气氛。

今年元宵节，全莞联动开展各类富有时代气息、体现节日文化内涵、具有鲜明价值导向的元宵节系列活动，旨在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广大市民在节日中探寻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共同享受传统与

时尚、经典与趣味的文化盛宴。（陈凤娟）

     

“欢乐莞 闹元宵”——亲子故事会暨趣味猜灯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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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到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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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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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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为日常开放时间。
东莞图书馆和各镇（街道、园区）分馆节假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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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儿童医院绘本馆

南城金域华府多加绘本馆

大朗水口绘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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