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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举办首届“搜知达人”专业知识检索大赛
       大数据时代，知识信息的搜集与分析能力在未来人才竞争中重要性日益突出。为提

高读者搜索和分析数据、定位来源、提出和论证学术观点等方面的优秀素养，激发创新

创意，促进跨学科合作，在第22个“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图书馆面向本校读

者推出华厦学院首届“搜知达人”专业知识检索大赛。

   大赛以团队形式举行，读者自由组队参加，通过现场抽取本校所开设专业，研究该

专业设置情况，分析出相关学术关键词，查找2册专业图书，下载2篇专业论文，查询1

条专业学术动态信息，以正确完成时间最快者为胜。

   经过火热报名与资格筛选，最后确定了四十位同学参加本次比赛，参赛者来自本校6

个系多个专业，显现出华厦学生学习与参与学术研究的兴趣。比赛在紧张有序的气氛中

进行，各组队员或分工合作，或共同探讨、共同行动，穿梭于检索电脑、书架之间，最

终来自16级食品质量与安全2班陈翠莹、王灵梅同学以15分钟完成了检索，她们抽中的

是物联网工程专业，根据比赛规则分析定位出学术关键词“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

技术”与“纳米技术”，查找出正确的专业文献资料，并提供了源自CALIS（教育部主

导之“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E读开元知海搜索引擎的《高校物联网工程专业

实验教学探讨》参考文献信息，显示出强大的检索实力。其余各组也都在一小时内完成

了比赛，平均用时约为30分钟。

   本次知识检索大赛，使读者们在专业信息获取及文献检索能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

升，学会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图书馆各种资源和服务，进一步拓宽了互联网信息查找思

路，了解各类学术搜索引擎与数据库，为我校工科应用型办学定位、本科教学科研工作

及学术型馆藏建设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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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日，厦门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傅兴星、民进厦门市委主委吴丽冰、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曾庆君一行

莅临我校参观指导工作，学校董事长魏刚、董事会秘书长陈媛及校领导热情接待并陪同参观。

                                                                                                                                                          三位领导对学校的办学条件和育人环境给予充分肯定，与此同时，傅兴星主任代表市政协文史委向我

馆捐赠《厦门文史丛书》一套20余册；吴丽冰主委代表民进厦门市委向我馆捐赠《闽南文化丛书》、《厦

门市地名志》、《建言集萃》和《海峡两岸谱谍研讨会文集》等书籍近140册。这批图书的入藏，进一步

丰富了我馆馆藏资源，拓宽了我校师生的阅读视野。

                                                                                                                                                        《厦门文史丛书》是一套充分体现厦门社会各界精诚合作的文史丛书，由厦门政协文史委牵头，市文化

局、图书馆等单位全力配合，洪卜仁、何丙仲、彭一万等多位地方史专家参与编撰。丛书内容涉及厦门的

历史、建筑、音乐、戏曲、宗教、人文典故、小巷故事等方方面面，不仅是厦门地方史志的补充，同时也

展现了老厦门的风貌习俗，希望留住厦门人对过往的记忆，并呼吁全社会共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闽南文化丛书》是由海峡两岸学者联手编撰的一套力作，双方在查阅了大量资料，研究论证了闽台

历史渊源及水乳交融的依存关系后定稿，由台湾方面出版发行。该丛书不仅使大陆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闽南

文化，同时也使台湾民众进一步增进对中华文化、民族文化的认同。这也是首套在台湾出版发行的闽南文

化主题读物，是闽南人和台湾人共同拥有的经典。

厦门市政协文史委、民进厦门市委向我馆捐赠精美图书

图书馆举行第九期真人图书馆阅读活动
    4月27日下午，图书馆二楼休闲区，一场精彩的交流会在料峭春风

中悄然进行，这是图书馆与读者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九期真人图书馆阅

读活动，本次活动邀请嘉宾是商管系党总支书记周云岗副教授。

   周云岗副教授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

作，曾获得厦门华厦职业学院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基层党组织；厦门

市委教育工委先进基层党组织、创先争优示范点；厦门市优秀人民教

师；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先进基层党组织、福建省委教育工委优秀党务

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16年受聘成为“鹭江讲坛”报告人。

  周云岗与校读者协会渊源颇深，曾做为校学生处副处长，出席了

2008年的校读者协会成立大会，见证了读者协会的成长与壮大。近

年在图书馆数百册图书的借阅量，令读者们肃然起敬。周云岗以渊博

的学识和风趣的讲解，阐述出一个分层阅读理念：第一类:观念层阅

读——掌握基本思维方式；第二类:系统层阅读，建立你的知识系统；

第三类:应用层阅读:管理必备技能，并开出了三个层次的相关书单，

为读者遨游知识海

洋提供了宝贵的指

导意见，同时还回

答 了 关 于 专 业 对

口、提升自我、就

业前景等读者们关

注的问题，激励读

者不忘初心，知行

合一。

    活动在热列讨论

中结束，本次真人

图书馆活动为同学

们提供了一个分享

人生道路的平台，

周云岗老师就如同

一册生动的真人图

书，让读者们阅读

到一位党政工作者

的 丰 富 知 识 与 阅

历，学会采取多元

视角来看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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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举办信息教育专题培训活动
   为使广大师生更有效地利用丰富的电子资源，

进一步推广数字阅读，华厦学院图书馆邀请了多

位学术数据库专业讲师莅临本校，于4月20日在图

书馆一楼大厅为我校师生举办了一场数据库联合

培训与咨询会活动。本次培训是2017年世界读书

日图书馆系列活动之一。

  培训内容涵盖了超星数字图书馆、起点考试网、

银狐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上业科技信息数据库

平台等，通过不同的数据库培训组合，为读者们

带来了不同的专业视野，培养读者们的综合信息

素养。来自各大数据库公司的资深讲师们，展现

了专业水准，讲授形式生动，语言表达流畅，并

在现场详细演示了各种数字资源的查询、检索与

使用方法，还带来了许多精美的小礼品与读者

互动，引起了读者们的热情参与，积极互动。详

尽、贴心的培训活动安排受到读者们的喜爱，许

多读者希望今后继续举办此类活动，满足读者充

分利用图书馆资源的需求。

   通过活动，图书馆员们也及时了解了读者在数

字资源方面的使用需求，有助于将来更好地开展

数字资源服务推广工作。    

图书馆举办第27期知识小讲坛活动
  5月9日，图书馆在303多媒体研讨室举办了

第27期知识小讲坛活动，本次演讲主题为《留学

英国是这样的···》，主讲人为图书馆曾涵老

师。来自本校各系约二十多位读者到场参加了本

次讲座活动。

   讲座分为上下篇，上篇以曾涵老师留学英国的

历程为主线，从最初的雅思考试、接下来的签证

过程及最后到英国的学习经历，通过步骤详解，

为有志于出国留学的同学们解开了层层迷团，如

雅思的听力、阅读、口语考试等技巧，签证的必

备材料、常见问题解答，研究生学习课程、英文

文献使用范例等。下篇为英国的礼仪，民俗、饮

食简介，既轻松而又吸引眼球，最后以美轮美奂

的英格兰、威尔士风光摄影图收尾，为读者们带

来一场精彩的英伦之旅。

   本次讲坛活动给予读者们一次良好的课外学习

辅助。图书馆知识小讲坛今后还将陆续开展，每

周一期，现有文献检索、文化视角、教学辅助三

大系列主题，为协助读者提高综合素质、培养阅

读情怀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欢迎广大读者们踊

跃参加。

图书馆举办第二届阅读地图拼图大赛
     4月14日下午，图书馆举办了第二届阅读地图拼图

大赛，这同时也是厦门市图书馆“爱阅读·游厦门”阅

读手绘拼图大赛华厦分馆站的比赛。

  比赛采用40分钟限时制，在规定时间内，拼成地图

速度最快者为胜。每个参赛队伍都可获得比赛道具                                                                                                                                         

《厦门阅读手绘拼图》做为参赛奖品，每位队员还可额

外获得华厦学院阅读学分奖励。来自华厦学院各系的

48位读者共组成了12组团队报名参赛。参赛队员们以轻

松愉悦的心情，严谨细致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拼图

比赛中，最终来自16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林佳莹、赵

龙杰、俞妙彤与14社区康复专业的李强所组成的四人小

组，在40分钟内正确完成了拼图，获得了优胜。

 《厦门阅读手绘拼图》是由厦门市图书馆牵头，结

合社会资源绘制而成，以“爱阅读·游厦门”为主题。

地图以活泼简洁的笔调，详细标注厦门的市区级图书馆

及各分馆、24小时街区图书馆、特色书店及厦门地标，

彰显厦门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气质。本次由华厦分馆举办

的“爱阅读·游厦门”阅读手绘拼图大赛，不仅活跃了

校园文化，营造出良好的读书氛围，同时也有助于本校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了解厦门市阅读资源，为鹭岛再添

一抹书香。

图书馆手工迷彩抱枕制作大赛完美落幕
   军训过后，那些迷彩服，帽子等要怎么处理？

扔了？送人？或束之高阁？总觉得有那么点可

惜。改造为创意迷彩DIY作品，用自己的灵感和巧

手，让凝聚了汗水和苦累，欢笑和记忆的迷彩服

变成各种灵动的新事物！

   为响应绿色华厦主题，发挥读者们创意，从3月

开始，图书馆发起了“手工迷彩抱枕制作大赛”

活动，号召同学们利用废弃军训服装，以低碳环

保的艺术形式，制作手工迷彩布艺作品，既是对

军训生活的一种纪念，也可装扮图书馆，共建

绿色校园。公告一经发出，立刻获得同学们踊跃

响应，利用课余时间到馆咨询、请教和学习者络

绎不绝，并借出相关图书回去仔细阅读钻研。在

吴洁副馆长悉心指导下，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

学、读、做”多元化引导，计有五十多位读者以

个人或组队形式制作完成了23件精美迷彩布艺抱

枕作品，置于图书馆各种风格沙发上，成了美妙

的点缀，不仅使废弃迷彩服得到了循环利用，也

使学生创意与阅读环境融为一体，让学生们体会

到“家”的感觉。

   作品近期于图书馆一楼大厅进行展示，欢迎广

大师生们前往参观品评。

2017图书馆书签制作大赛圆满结束
    图书馆传统赛事“书签制作大赛”现已圆满结束，

本届比赛共收获约三十多组作品，读者们发挥了无限

创意，剪纸、京剧脸谱等作品纷纷登堂亮相，风格较往

届更显新颖生动，每一份作品都凝结着现代学生蓬勃的

灵感。书签设计大赛为同学们提供一个展示个性创意和

艺术设计才华的平台，也使大家在设计中充分发挥想象

力，感悟读书乐趣，提高综合素质。

参赛者 完成时间 奖项 科技学分(每人)

16食品2班：陈翠莹 王灵梅  16:35 完整正确 一等奖 1

15物流工程：陈惠滢 王莹莹  16:45 完整正确 二等奖 0.5

16旅游管理1班：张乔 16商务英语2班：蔡毅  16:46 完整正确 二等奖 0.5

16食品2班：陈彦姿 黄静萍  16:59 完整正确 三等奖 0.5

15食品1班：陈怡欢 王倩倩  16:59 完整正确 三等奖 0.5

16食品2班：黄雯莉 詹莉珊   17:11 完整正确 三等奖 0.5

参赛者 特色 奖项 绿色学分(每人)

16食品2班： 黄静萍 陈彦姿 拉链拼图 一等奖 1

15食品1班： 郭冰清 陈琳珉 怀安 二等奖 0.5

16财管2班： 张盈 蜗牛贴布 二等奖 0.5

16食品1班： 蔡丽玲 宋仲基与黄色太阳花 三等奖 0.5

15物流工程1班：张双宝 绿花向阳开 三等奖 0.5

16食品2班：黄雯莉 猫戏鱼 三等奖 0.5

参赛者 奖项 文化学分(每人)

16环境科学：林佳莹 俞妙彤 赵龙杰   14社区康复：李强 一等奖 1

15会计4班：张贺臣 胡贤凤 季明博 16物流管理1班：蔡睿瑞 二等奖 0.5

16环境艺术设计2班：苏彩玲 林水松 柳真真 陈琳 三等奖 0.5

参赛者 主题 奖项 文化学分(每人)

16通信2班：张韵 雪花星空等水彩签五幅 一等奖 1

16财管1班：袁璐琳 生如夏花 二等奖 0.5

16旅管1班：王晶晶 矢量 二等奖 0.5

16数媒2班：曾倩茹 梅兰竹菊 二等奖 0.5

16财管1班：邓小莉 星空下的浪漫 三等奖 0.5

16财管1班：肖晓旋 快乐童年 三等奖 0.5

15食品1班：郭冰清 陈琳珉 凤凰·花 三等奖 0.5

16旅管1班：张乔 京剧经典创意 三等奖 0.5

搜知
达人
专业
知识
检索
大赛

迷彩
系列
手工
抱枕
制作
大赛

阅读
地图
拼图
大赛

手工
创意
书签
制作
大赛

·请登陆图书馆网站与书香华厦QQ群138895392查看更多获奖信息
·6月6日14:00在图书馆303多媒体研讨室隆重举行表彰颁奖典礼

2017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