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读        华厦
 主办：厦门华厦学院图书馆     协办：厦门华厦学院读者协会     顾问：王小如     主编：吴洁     责任编辑：吴毅刚  

第10期

2016年12月10日

本期2版

厦门华厦学院图书馆     地址：厦门市集美文教区天马路288号齐礼楼     邮编：361024    电话：0592-6276240     投稿邮箱：xmhxxydz@163.com     A版

   欢迎关注图书馆微信
欢迎加入读者QQ群138895392

厦门华厦学院图书馆馆报

·

23周年校庆专辑
    12月6日下午四点，一场简洁而欢快的颁奖典礼在图书馆               
303多媒体研讨室举行。校绿色办公室林捷老师做为特邀嘉宾
参加了本次颁奖典礼，来自全校各系的三四十位获奖学生来
到现场，与图书馆老师们及特邀嘉宾欢聚一堂。
    今年10月起，图书馆推出了一系列“23周年校庆”阅读
推广活动，其中包括“巧手扮馆”环保手工DIY大赛、“吾之
所学”学科专业知识PPT制作大赛、“吾爱之书”word文档制
作大赛、“相约图书馆”15-16学年优秀读者表彰活动等。读
者们踊跃参加了本次活动，各项比赛总计收到了上百件参赛
作品。“巧手扮馆”各种DIY作品主题鲜明、造型新颖、寓意
深刻，蕴含着作者们无尽的巧思，充分展示了我校学子的聪
明才智与艺术灵感；“吾之所学”PPT的每个制作团队对所学
专业的起源、现状、知名学者，专业文献等相关知识都进行
了大量检索，在制作过程中无形中又巩固了专业知识；“吾
爱之书”通过推荐一本自已喜欢的书，让读者心灵视野得到
熏陶，在活动中求知思进。
    11月起，经过学生网络投票，结合图书馆老师评选，为
各种赛事评出了奖项。典礼在欢声笑语中进行，读者们依次
上台领奖，所有参赛者都获得了奖状、奖品或者学分奖励。

  比赛的意义不在于胜负，而在于通过活动提高读者的思索能力、欣赏水平与动手技
能。并且，所有参赛作品将在图书馆永久保存，并将提供给读者们阅读、欣赏、研究
与学习。今后还将陆续举办各种阅读推广活动，构建书香华厦，培养学生阅读情怀。

 图书馆迎23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圆满落幕

                     图书馆推出“茶香墨韵体验空间”
    将飘走的芬芳唤回现代年轻人的心底，茶香索绕中，
一笔柔情，书写禅的意境。为迎接华厦学院23周年校
庆的到来，11月1日，图书馆特推出“茶香墨韵体验空
间”，为广大读者提供传统人文情怀体验服务。
    体验空间位于图书馆四楼阅读区入口处，与405茶香
墨韵室相结合，配备了茶道、书法用品，相关书籍也即
将上架，并邀请校书法协会会员不定期在现场与读者进
行交流。体验空间与图书馆同步开放，每一位入馆读者
都可随时使用，自由体验。通过阅读、指导、操作三位
一体的结合，使主题知识的学习，由原先单一的阅读方
式，提升为更全面的综合学习体验模式。
    “茶香墨韵体验空间”是基于图书馆界新思维而推
出的新服务项目。近年来不少图书馆致力于空间再造，
通过设立各种“众创空间”，提升服务品质，培养读者
动手能力，进行创新型探索。

          弘扬中国文化，携手爱心义教
                                    ——校读者协会赴新村小学开展爱心义教活动

    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厦门华厦学院读者协会志愿者于2016年11月11日下午三点前往新
村小学进行爱心义教活动。
    爱心义教在下午四点正式开始，此次
活动主要教四年级四班的小学生们关于
中国文化的知识，让小学生们感受中国
文化的韵味。此次活动的主讲老师是商
学系的黄丹婷同学，助讲是厦门华厦学
院读者协会会长王嘉明，摄影则由机电
系的陈晶同学负责。首先由机电系的志
愿者介绍黄丹婷等几位同学，接着由黄
丹婷同学结合自制的ppt为小学生们讲
述中国文化的内容。这次中国文化的课
程分为六部分：传统节日、传统建筑、
传统美德、传统服饰、传统工艺以及其
他文化。在授课的过程中，小学生们表
现出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热情，课堂
氛围很好，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很高，这
让志愿者们很感动。义教活动在不知不
觉中接近尾声，志愿者们奖励回答问题
积极小学生本子作为纪念，给全班同学
分发糖果，最后还一起合影留念。
    本次活动虽然短暂，但对志愿者们
来说意义深远，不仅体会了当老师的感
受，也从授课的过程中认识到自身的不
足，希望志愿者们能吸取这一次经验，
争取在下一次有更好的表现，也让小学
生能收获到更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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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23周年校庆”系列活动获奖名单

参赛者信息 展示专业 名次

15物流工程1班 陈惠滢、王莹莹、林靖琦 物流工程 一等奖

16制药工程制1班 劳颖蕖 叶婷 徐灿 制药工程 二等奖

15财管2班 杨悦宾 财务管理 二等奖

16数媒2班 张雅虹 林兰叶 数字媒体艺术 三等奖

16会展1班 郑青 张佳倩 会展经济与管理 三等奖

15文秘2班 黄阿文 文秘 三等奖

16会展2班 张诗莹 会展经济与管理 优秀奖

15通信3班 王萍 通信工程 优秀奖

16食品1班 王升萍 食品质量检测与安全 优秀奖

15商务英语1班 高艳妮/吴沁梅 金融管理与实务 优秀奖

16财管1班 江其津 财务管理 优秀奖

15财会6班 贾佳 黄珍萍 郭慧玲 吴需洪 财务管理 优秀奖

15财会6班 倪慧敏 王飞飞 郑凡 陈菲儿 财务管理 优秀奖

15文秘2班 周菊芳 文秘 优秀奖

16食品2班 陈锦霞、黄雅玲，郭巧梅、王慧婷 食品质量与安全 优秀奖

15财务管理2班 苏秋萌 财务管理 优秀奖

16会展1班 张艺诗 郑思棋 江燕芬                           会展经济与管理 优秀奖

15食品1班 陈琳珉 食品质量与安全 优秀奖

参赛者信息 推荐书名 名次

15物流工程1班 陈惠滢 三杯茶 一等奖

16财管1班 江其津 像赫本一样优雅 二等奖

15财管2班 郑小娟 厦门古代建筑 二等奖

15财管2班 郑小娟 我的苦难，我的大学 三等奖

15会计7班 陈晓枫 流星之绊 三等奖

16财管本科2班 林丹妮 心灵鸡汤：关于人生与爱情 三等奖

参赛者信息 作品名称 名次

郭冰清 钟意侬 一等奖

黄纤纤 林伟虹 王丽 张翠萍 天鹅 二等奖

陈彦姿 陈翠莹 黄静萍 施怡庭 王禄杆 花非花 二等奖

包晗琳 蔡少欣 金婷 灯火不再见阑珊 三等奖

王艳玉 庞慧雯 李美佳 等风来（风铃） 三等奖

张双宝 花，纸巾盒，玉米 三等奖

林竺萱 林凉凉 林丽婷 魏殿学 柯晓曼 小王子的玫瑰 优秀奖

吴苏弘 My Secret Garden 优秀奖

杨晓丹 陈依淳 心花幻曲 优秀奖

符令云 邱瑞金 姚雪慧 静寂清澄 优秀奖

黄秋燕 卿苑榕 风铃灯 优秀奖

梁琳琳　杨端媚 郑念念 花之物语 优秀奖

优秀读者名单 奖项 名次

15环境科学与工程 高雪贞 借阅达人 97册 第1名

15通信工程 王萍 借阅达人 80册 第2名

14药品质量检测技术 黄秋燕 借阅达人 78册 第3名

15物流工程 刘晨妮 借阅达人 77册 第4名

15数字媒体技术 黄丽莉 借阅达人 74册 第5名

15物流工程 林芳 借阅达人 69册 第6名

15财务管理 赵秀英 借阅达人 68册 第7名

15通信工程 王玉山 借阅达人 62册 第8名

15物流工程 蔡静 借阅达人 61册 第9名

14食品分析与检验 卿苑榕 借阅达人 61册 第10名

15财务管理1班 高崇崇 优秀勤工助学

15机电一体化技术2班 詹振锋 优秀勤工助学

14社区康复1班 曾淑紫 优秀勤工助学

15财务会计4班 张婷婷 优秀志愿者

15金融管理与实务2班 柯红 优秀志愿者

15物流工程1班 钟贵滨 优秀志愿者

15通信工程3班 梁琳琳 阅读活动积极分子

15电子商务2班 左晖 阅读活动积极分子

15食品质量与安全1班 陈琳珉 阅读活动积极分子

15通信工程3班 王嘉明 读者协会优秀会员

15金融管理与实务2班 肖伟 读者协会优秀会员

15环境科学与工程1班 高雪贞 读者协会优秀会员

“巧手扮馆”环保手工创意作品大赛活动

“相约图书馆”2015-2016学年优秀读者表彰活动

“吾爱之书”word文档制作大赛

“吾之所学”学科知识PPT制作大赛

获奖作品选登 

“吾之所学”一等奖：《物流工程专业》“巧手扮馆”一等奖：《“钟”意侬》

“吾爱之书”一等奖：《三杯茶》

“吾之所学”二等奖：《制药工程专业》

“吾之所学”二等奖：《财务管理专业》

“吾爱之书”二等奖：《象赫本一样优雅》     “巧手扮馆”二等奖：《天鹅》      “吾爱之书”二等奖：《厦门古代建筑》

“巧手扮馆”二等奖：《花非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