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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书芳名录】

馆内动态
『简讯』4 月 27 日上午，图书馆召开馆务会议，主要讨论解决 4 月 25 日学院召开的学生座谈
会上反映的有关图书馆的问题。会议由谭忠明馆长主持，图书馆各部门主任参加了会议。
针对同学们提出的各种意见及反映的问题，谭馆长认真听取了各部门主任的详细汇报。最后，
谭馆长要求：1、各书厅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要小声说话，不可长时间窃窃私语，要为读者营造一
个良好的阅读环境。2、各书厅及阅览室要准时开馆，不允许长时间离岗。3、期刊要及时上架。4、
技术部要详细排查部分光盘不能下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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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3 月 22 日下午，由宣传统战部和院团委组织的首届“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0 年十大
校园新闻”评选在教学楼 AT21 会议室揭晓。由图书馆、宣传统战部、团委于 2010 年 4 月主办的“‘悦
读经典，启迪人生’——学院首届‘读书月’活动”位列第二。

资源与服务
对读者反映图书馆随书光盘无法下载问题的反馈
针对部分同学反映图书馆随书光盘无法下载的问题，图书馆信息技术部工作人员经过测试后未
发现任何问题，但不排除使用人、使用机器差异问题导致随书光盘无法下载，请读者认真阅读“图
书馆随书光盘检索操作指南”后进行下载，如使用过程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图书馆信息技术部工作
人员进行排查。
联系电话：8859991，联系人：林老师、吴老师。

书名：Word 2007 排版全解析

作者：王斌编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08

ISBN：978-7-122-03096-2

定价：39.00

馆藏地址：第二书厅

索书号：TP391.12/1003

本书基于 Word 2007 的典型案例来讲解各种应用技术，内容包括格式
处理、表格处理、图文混排、长文档处理、文档输出等，从而掌握 Word
的综合应用方法，提高办公自动化的效率。考虑到 Word 在排版设计工作中
的需要，作者花费大量笔墨讲解应用的重点、难点、关键点——长文档的
处理、样式模板的设计、交叉引用、自动化的附录、宏和域等。
本书以丰富的典型实际应用为背景，即学即会。精选实用知识点，学有所用。特别是针对 Word
2007 独特的知识点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解析，提高实际应用水平。配套素材光盘，将图书相关的案例
附送给读者，方便读者快速入门，修改案例就能快速满足工作、学习的需要。

书名：心理学与生活

作者：(美)理查德·格里格,(美)菲利普·津巴多著；王垒等译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ISBN：7-115-11130-8

定价：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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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书号：B84/4647

本书共分十八章,主要介绍了生活中的心理学、心理学的研究
方法、学习与行为分析、智力与智力测验、理解人类人格、心理
障碍、心理治疗、社会过程与关系、社会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等内
容。
这本教科书写作流畅，通俗易懂，更深入生活，把心理学理
论与知识联系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使它同样也成为一般大众
了解心理学与自己的极好读物！正如作者所言，“心理学是一门与人类幸福密切相关的科学”，它贴
近生活，深入实践的独特风格同样也是一般大众了解心理学，更好地理解人性和提高自身全面素质
的好读物。

书名：大国崛起

作者：唐晋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

ISBN：7-01-006006-1

定价：56.00

馆藏地址：第一书厅

索书号：K106/ 0010

世界历史波澜壮阔，大国兴衰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篇章。长期以来，不
知有多少学者和政治家呕心沥血去探寻其中的逻辑线索，产生了多少启迪
今天的著述宏论和丰富实践。然而，大国兴衰又是难有最终答案的难解之
谜，这不仅在于问题本身具有的复杂性，而且也由于世界在变化，历史在进步，不同国家兴衰的轨
迹不可能简单重复。由此而来，有关大国兴衰的探讨也就永远不会过时。
本书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历史故事的形式，运用富有思辨性的语言，描述了自 15 世纪以
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竞相登上世界舞台中
心的历程。全书站在整个世界文明的高度，以全球的视野和历史的眼光，从政治、经济、思想、宗
教、艺术、军事、外交等多个角度全方位深入分析大国兴衰的成败得失。

书名：爱的艺术

作者：(美) 艾·弗洛姆著、李健鸣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04

ISBN：978-7-5327-4515-9

定价：15.00

馆藏地址：第一书厅

索书号：B842.6/5347

本书共分 4 章,内容包括:爱是一门艺术吗?爱情的理论、爱情及其在当代
西方社会的衰亡、爱的实践等。
在这本书中，弗洛姆认为，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
投入身心的感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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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
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
弗洛姆进而提出，爱是一门艺术，要求想要掌握这门艺术的人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努力。在
这里，爱不仅仅是狭隘的男女爱情，也并非通过磨练增进技巧即可获得。爱是人格整体的展现，要
发展爱的能力，就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人格，并朝着有益的目标迈进。

书名：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

作者：方舟子著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09

ISBN：7-313-04005-9

定价：28.00

馆藏地址：第一书厅

索书号：Q-49/ 0217

本书系统地介绍和总结了现代生物学的历史，着重于现代生物学的三
门核心学科：进化生物学、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围绕着现代生物学的主
要观念，特别是进化、遗传和发育等观念的诞生、发展、深化和统一而展
开，对生物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争议作了回顾和评价，书后介绍和展望了生物学的新进展。
全书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综观全书，你可发现这全然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方先生日思夜虑
的结晶。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并不试图在有限的版面中，全面地介绍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历程，而只
是集中介绍进化和基因这两个生物学的基本观念是如何形成、发展和深化的。而这正是当今生物学
界的研究重点、难点所在。

图情快递
亚马逊将让 Kindle 用户借阅全美图书馆数字图书
据国外媒体报道，亚马逊 20 日宣布一项令业界震动的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其将推出“亚马逊
公共图书馆借阅计划”，Kindle 用户将可以在全美一万多个图书馆免费借阅数字图书。
在图书馆数字书借阅方面，亚马逊其实已经落后于索尼、巴诺书店等竞争对手。美国《华尔街
日报》评论称，亚马逊虽然迟到，但此举仍将在业内产生震动，因为亚马逊的 Kindle 目前掌控了阅
读器和数字图书市场，他们的任何举动都被业界
高度关注。据业界专家称，Kindle 美国用户多达
750 万，在 10 亿美元的数字书市场，亚马逊掌控
了三分之二。
在这一计划上，亚马逊将和美国专业公司
OverDrive 合作，该公司专门研发数字图书借阅
的系统，目前和美国诸多图书馆存在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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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索尼、Kobo 以及 Nook 等阅读器用户提供借书服务。亚马逊表示，Kindle 用户将可以借阅到一
共 30 万种数字书和有声图书。
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公共图书馆早已开始提供数字书借阅。读者无需实地到访图书
馆，只需要在图书馆网站下载数字图书，不过不能亲自拥有，一般在两周或三周之后必须归还。
提供数字书借阅服务的图书馆，本身也需要购买多份数字书。因为和印刷图书一样，数字书每
次只能借给一个读者。
在美国阅读器市场名列第二位的巴诺书店发言人表示，对于旗下 Nook 阅读器用户来说，他们早
已经能够到图书馆借阅数字图书，因此亚马逊的服务不算什么新闻了。
（来源：http://it.sohu.com/20110421/n280356989.shtml）

“云端图书馆”旅客可在京杭异地借阅归还
在第 16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前，4 月 22 日，“云端图书馆”全民阅读活动在北京首都国际机
场 T3 航站楼正式启动。旅客只要拥有中信信用卡，即可实现“A 地借阅—空中阅读—B 地归还”的
旅行阅读模式。目前，开通试运营的城市机场包括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和杭州萧山机场，并将逐步覆
盖到福州长乐机场、西安咸阳机场 T1 航站楼等全国主要一线城市机场。

“云端图书馆”由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与中信出版集团下属的中信机场连锁书店联手推出，旅
客拥有的中信信用卡即为借书证，通过信用卡的预授权，即可方便实现“A 地借阅—空中阅读—B
地归还”的旅行阅读模式。此外，旅客还可以把喜欢的读书带回家继续阅读，只要在规定的 15 天借
阅期限内完好归还，不会发生任何费用。
记者在首都机场 3 号航站楼到达层的一家中信书店看到，该店为“云端图书馆”开辟了专区，
详细列出了借阅流程，目前提供借阅的图书涵盖了财经、文化、传记、生活等 6 大类 100 余种，还
有一台 IPAD 电脑为没有中信信用卡的旅客提供在线申请服务。
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潘岳介绍，“云端图书馆”的上架图书由数十位阅读名家与中央电视台读
书节目共同筛选产生，每月约 100 种新书入选量，基本覆盖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每年完成漂流使
命、并保持完好的读书还将以“云端图书馆”的名义捐献到边远地区的社区图书馆。
据介绍，试运营阶段，旅客可以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和杭州萧山机场的 6 家中信书店体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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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图书馆”，而未来，“云端图书馆”将落户福州、西安等全国主要一线城市，同时，根据网络平
台的开发进度和物流组织进展，其还将适时推出覆盖全国 30 多个主要城市的网上借阅服务，让好书
如云随行。
需要提醒旅客注意的是，目前每张信用卡只可借阅 1 本图书，旅客借阅后应保管好“还书凭
证”——预售权签购单，若 15 天内未完成归还，则将被默认为选择购买收藏。
（来源：http://www.caacnews.com.cn/2011yaowen/20110422/166638.html ）

90 后大学生的阅读现状
为了倡导读书，为泉城读书人打造一个更

在“你通过什么方式阅读”的问题上，超

好的交流平台，济南时报联合山东师大文学院

过 70%的同学仍以纸质书籍作为第一选择，并

社会调研部，以山师大文学院大一、大二学生

有 70.5%的同学选择了从图书馆借阅书籍。但

为对象，调查了他们的读书情况，这份调查报

随着电脑、手机在大学生中的普及率越来越高，

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90 后大学生的读书现

电子书、网络在线这些较为新颖的读书方式越

状。

来越受当代大学生的欢迎，有 23%的同学选择
这两种媒介作为自己的阅读途径。随着网络时

读书时间：少，难克服“自身惰性”

代的到来，电子读物的出现已经开始挑战传统
调查中显示，一半以上的大学生每天的阅

的纸质书籍，并悄然改变大学生的阅读方式。

读时间在两小时以下，一个月的阅读量在两本
读书目的：文史类书籍最受欢迎

书以下，在阅读时间少的原因分析中，过半的
同学认为自己很难克服“自身惰性”，懒于阅

在“同学阅读的主要目的”问题上，超过
了总人数的 60%选择“补充课外知识和提高自

读。

身修养”。文学名著类书籍和历史传记类书籍

读书习惯：快餐式“浅阅读”

最受同学们欢迎，分别占总人数的 71.5%和
“浅阅读”、快餐化，大致可以归结为：

61%，在书籍选择上，有半数以上的大学生会选

“读图时代”、“速读”、“缩读”、“时尚

择可读性强，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人格

阅读”、“轻松阅读”。在调查中发现，对待

塑造有意义的书籍。

一般的书籍，半数以上的大学生承认自己的阅
读书效果：收获小，困惑多

读比较快餐化，通常以浏览为主。对待自己比
较喜爱的书籍，半数以上的同学会选择阅读两

在调查中，有近一半的同学对自己的读书

遍以内，只有 40%左右的同学会在精读的同时

现状不满意，认为周围没有读书氛围，并表示

进行批注和做笔记。

读完后收获甚少，超过 70%的同学认为大学生
应该博览群书，表示自己学术和文化水平有待

阅读渠道：仍以纸质阅读为主，电子阅读

提高。

渐成为时尚

最爱《追忆似水年华》和曹雪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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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大学生课程偏多，每学期不仅有必修课，还

十位作家时，选出的书籍大多为中外名著，排

有公共选修课、限选课、任选课等等，再加上

在前五的是《追忆似水年华》《水浒传》《百

不少学生辅修第二专业、攻读外语、学计算机

年孤独》《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傅雷家书》，

等，使得他们读书时间变得更少。另外，一些

选出的作者也多为古代或者现代作家，排在前

大学生忙于“考证”，这就进一步压缩了大学

五位的是曹雪芹、钱钟书、路遥、村上春树、

生广泛阅读的时间。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激

史铁生，而青春类作家只有韩寒、郭敬明榜上

烈的就业竞争也使大学生的读书目的越来越实

有名，且分别位于第九、第十的位置。

际。他们是从高考的千军万马中冲杀出来的，
已经习惯了考什么学什么，因而他们在读书之

分析：造成 90 后大学生读书现状的原因

前总是先考虑这本书对自己是否实用，显得十
在调查中，半数以上的同学反映自己的课

分急功近利。

业负担较重，影响了阅读的时间。据了解，当
（来源：济南时报）

馆员论坛
微“概念”与图书情报服务工作的“新”思路
微博，即微型博客，微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的简短文本并可以
公开发布的博客形式。它允许任何人阅读或者只能由用户选择的群组阅读，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
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 WEB、WAP 以及各种客户端，以 200 字左右的文字更新
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微博是美国的 twitter，根据相关公开数据，截至 2010
年 1 月份，该产品在全球已经拥有 7500 万注册用户。2009 年 8 月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站
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
流人群视野。如今国内多家媒体、网站均开通微博。微博作为一个平台，一个可以孕育任何个人媒
体的平台，确实会推动有思想和表达能力的人，通过片段话的表述来契合快速、碎片的生活方式，
一次发表个人信息，抒发个人体验。这种表述是否可信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用户的真实性，但信息
是畅通无阻的。微博也有自身的两面性，其自身无序的信息发布方式，确实会产生大量的非真实信
息并快速传播。但同时，其大量的真实信息也在有价值的飞速的传播。这是关于微博的概念，笔者
简称其为微“概念”。
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信息保存与传递、扩散的重要机构之一，是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教育水平，
提高社会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机构。图书馆是社会需求
的产物，其天职就是为社会提供服务。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是通过服务体现的。因此，随着社会文明
和信息化、网络化程度的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极大地影响着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和图书馆事业发展。
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第一要务，图书馆存在的天职就是为读者服务。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各类型图
书馆事业的繁荣发展，随着经济转型期各种新观念的冲击，尤其是信息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图书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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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和电脑的初步普及，图书馆的服务也在适应社会发展和读者的不断提高的需求中，项目逐
渐增多，空间也在逐渐打开，图书馆的服务在不断的构建着新的理念，开辟着新的路径。
在中国社科院 2009 年 12 月出版的《社会蓝皮书》中，发展中的微博被评价为“杀伤力最强的
舆论载体”。
《社会蓝皮书》特别指出，中国微博的一大特点就是“强烈关注时事”
。由普通网民临时
客串的“公民报道者”，赶在传统媒体报道和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布第一手的
信息，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但微博在中国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具有很多需要改进和
提高的方面。如微博的认知度还有待提高，注册和使用的便捷性，信息的分类处理等都需要进一步
改善。尤其是在图书情报界微博还处于新鲜事物的地步，有许多东西有待认识与探讨，有待提高与
完善。已经有人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如“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
台，是一种可以即时发布消息的类似博客的系统。国内图书馆微博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表现为微
博用户少，以综合性服务账户为主，微博信息内容单一，更新不及时，发布频率低，缺乏同行“关
注”意识，
“粉丝”普遍较少。图书馆用好微博需要在多个微博平台建立多种类型的微博账户，形成
图书馆微博体系；充分利用微博平台提供的工具，随时随地更新微博和展示微博；有选择性地“关
注”同行，使微博成为图书馆间沟通和学习的平台；建立微博应用的管理机制,规范微博内容。”
虽然如此，但也有人认为“微博是结合了博客与即时信息的 Web2.0 的一种表现形式，用户可以
不受限制的用手机、网络等各种途径来更新不超过 200 字符的博文。自从 2006 年创立以来,便受到
了包括政要、明星等社会各界的青睐与关注,用户数量与访问量一路攀升，在政界、企业、科技、新
闻报道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应用于发展，图书馆可以利用微博开展互动的读者服务、信息传播、舆情
监控、学术交流等工作，成为继博客等工具之后的下一个网络新贵工具。”笔者相信微博也会继图书
情报界的博客等工具，流行之后的下一个网络新贵工具，因为微博在图书馆的新书简介、馆藏介绍
与书籍推荐、经典阅读指导乃至读者针对图书馆的日常服务工作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图书
馆的微博中，自由而平等的很少顾虑的表达。
从我国图书馆服务现状来看，需要在提高图书馆馆员的文化素质、合理利用文献资源、完善具
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自动服务系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等多个方面不断做出努力，才能逐步缩小中
外图书馆的服务差距，更好地发挥我国图书馆
的社会效用。其中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就是图
书馆服务工作进一步提高的新理念和新路径之
一。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新思路与新路径中
的思考中，微博作为近几年新出现的网络技术
的概念，微博服务作为深化和延伸图书馆服务
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在打开图书馆服务价值
的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促进图书馆事业的进一
步发展的体系中，在顺应网络信息技术和广大
读者的要求与习惯方面，均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这是对图书馆开展符合时代状况的服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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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新要求，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新思路与新路径中的新思路与新路径所在。
（作者：王梅 来源：http://blog.sina.com.cn/u/621ce2a20100pvro）

图书馆观念是图书馆发展的革命性因素
图书馆是怎样发展的？是谁推动着图书馆

要整合方针、政策、法规等，这些内容都必须

的发展？图书馆员能在图书馆发展中起到怎样

建构到体制当中去才能发挥作用。图书馆的体

的作用？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在图书馆发展的

制与活动是互为依存的，活动离开了体制就不

过程中有四个基本的环节：体制、机制、活动、

可能进行，体制没有了活动便必然瓦解。图书

观念。这四个环节环环相扣，循环上升推动着

馆活动是指，图书馆的各种要素按照一定的方

图书馆的发展，表现为：观念更新、体制改革、

针、政策、法规、体制，为一定目的运行。图

机制创新、活动开展的进化过程。

书馆活动的要素包括人、财、物和信息等，这
些是图书馆活动的实体因素。图书馆活动的目
的可以归结为：对人、财、物和信息等各种实
体因素进行配置、调节、整合，从而发挥最大
的社会经济效益。其中图书馆的观念是最具革
命性的因素，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观念的变革
推动着图书馆体制的改革、机制的创新、活动
的开展。
既然图书馆的观念是革命性的因素，那么
要推动图书馆的发展就要变革图书馆观念。其
中，图书馆员的观念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

图 1 图书馆发展的四个环节

个合格的图书馆员应该具有知识、具有责任心、

图书馆体制按照一定的机制运行就形成了

具有成就感，具备这三项素质的图书馆员才能

图书馆的活动过程，在图书馆的活动过程当中

有正确的观念，进而形成先进的理念，掌握高

形成了图书馆观念，而观念的变革又推动着图

超的服务艺术，成为推动图书馆发展的核心力

书馆体制的改革与机制的创新，从而推动图书

量。

馆的发展。机制与体制是分不开的，图书馆机
制是对图书馆体制的组织形式及制度的整合。

（作者：图情释怀

它一般由社会经济基础和图书馆的特点、规模、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3873f20

技术、专业水平、读者需求、地理和建筑的布

100unfn.html）

局、管理水平和管理人员的素质决定。图书馆
的体制是由图书馆机构与规范结合形成的。机
构主要整合图书馆活动的实体因素，而规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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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借阅排行榜
【本学期图书借阅排行】
排名

借阅次数

书名

索书号

1

62

平凡的世界／路遥著

2

32

红楼梦：八十回石头记：周汝昌精校本／(清)曹雪芹著；
I242.47/5144
周汝昌校订

3

31

发现智慧珍藏本·8／王俊主编

I247.57/1023

4

30

我的苦难 我的大学／赵美萍著

I247.53/4844

5

27

平凡的世界／路遥著

I247.57/6732

6

27

路遥文集／路遥著

I217.52/6732

7

26

异世鹣鲽之朝若青丝 ／伶牙之祸著

I247.59/2733

8

25

奸商莫菲菲／莫老爷著

I247.59/4480

9

25

长梦留痕／千寻千寻著

I247.57/2121

10

25

巧婢奇缘／几境尘著

I247.59/7490

I247.57/6732

【本学期热门评价图书排行】
序号

题名

责任者

出版日期

索取号

1

2004 年最佳小说选：点评本

曹文轩,邵燕君主编

2005.05

I247.7/5041

2

开心课堂

文开, 开心团队编著

2009.06

B821-49/0010

3

电子地图学

龙毅, 温永宁等编著

2006.08

P28/4307

于西蔓, 金正昆等著

2009.11

K891.26/1144

2009.01

TP393.092/4210

4

唯美之道：女性形象、礼仪与健康
16 堂课

戴上平, 丁士锋等编

5

ASP.NET 3.5 完全自学手册

6

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 孙宅巍著

2005.07

K265.607/1322

7

自然灾害

陈颙, 史培军编著

2008.08

X43/7461

8

何为贵：源于生命深处的感悟

唐旭东编著

2008

B821-49/0440

9

幽默管理：用幽默提高管理效能

李文丽编著

2007.01

C93/4010

10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法)米兰·昆德拉
著；许钧译

2003.07

I565.45/6250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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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热门收藏图书排行】
序号

题名

责任者

出版日期

索取号

1

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2004

I247.57/6732

2

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英对照

歌德著；张翔编译

2005.09

H319.4:I516.44/1
724

3

人一生要知道的 60 位名人

翟文明编著

2009.07

K811/1067

4

管理学

周三多主编

2000.08

C93/7127

5

借我一生：记忆文学

余秋雨著

2004.08

K825.6=76/8210

6

巧学巧用五笔字型

钟道隆著

2006.06

TP391.14/8377

7

实用报刊精华

崔海涛,张正娣主编

2006.01

Z228/2335

8

计算机应用基础习题与解析

崔珂梅, 黄科琅编

2004.06

TP39-44/2148

(美)赛德,(加)桑德
9

看寓言故事学英语：英汉对照

拉·沃克著；吕碧华,
苏有薇译

2005.05

H319.4:I17/3024

10

名家眼中的金瓶梅

鲁迅, 郑振铎等著

2006.09

I207.419/2737

赠书芳名录

赠书时间

赠书单位/个人

册数

备注

2011.04.07

孟夏先生

2

《蓝色的家园》等

2011.04.18

杨丽女士

1

《超现实主义》

2011.04.18

黄斌斌先生

1

《首届广东省高校水彩画学院展》

2011.04.19

欧俊勇先生

4

《书法名言》等

2011.04.21

作品杂志社

3

《谢望新文学评论选》等

2011.05.06

深圳德缘基金会

1

《治愈癌症救命疗法》

2011.05.09

如是雨林杂志社

2

《爱心真诚》等

2011.05.23

甘于恩先生

8

《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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