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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约
一、 《华文独中图书馆通讯——悦• 读》是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出版的宣教刊物，分别于每年4月、8月、12月出刊。本刊出版目的
旨在让各界了解华文独中图书馆的发展面貌，进而促进各馆对阅读的重视，
与此同时，也期盼通过这份刊物，以推动华文独中图书馆事业发展。

本期主题
一日之计在“晨读” ◎ 编辑部
校长谈阅读
把图书馆当成事业来经营 ◎ 李爱玲
把

二、 宣导校史馆建立的意义及其所扮演的教育功能。

阅读Fun
走进魔法世界——
《哈利•波特》in峇株华仁中学中镜楼图书馆 ◎ 李奇珊、王雪莉

三、 来稿经本刊编辑部审议，稿件采用与否由编辑部做最后的决定。
四、 来稿需附上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职务、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电邮。
五、 来稿请自留底稿，本刊一概不退还稿件。若稿件三个月没有回复，作者可另
行处理。本刊将根据情况对稿件进行适当修润。
六、 稿件一经刊登，其著作权将归本刊所有，并允许本刊刊载于网站上。
稿件征求内容包括：
序

内容

字数

1

图书馆、校史馆相关人员
工作心得

2

各馆推荐必读之书（书评）

3

各校10大热书排行榜

4

图书馆主任的经营法宝

800-1000字

需提供个人照及配上图说之照片

封面故事

5

推动各项卓有成效的阅读活动

800-1000字

需提供图书馆照片，并附上图说

6

图书馆特色介绍

800-1000字

需提供图书馆照片，并附上图说

休闲与知识兼容的大书房

7

校史馆特色介绍

800-1000字

需提供图书馆照片，并附上图说

或

800-1000字

备注

600字
-

需提供个人照及配上图说之照片
需提供推荐书之照片
-

来稿请寄：
《华文独中图书馆、校史馆通讯》编辑部收
Blok A, Lot 5, Seksyen 10,Jalan Bukit,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resource@dongzong.my
电话：+603 8736 2337 Ext.271
传真：+603 8736 2779
联系人：赖依玲（资料与档案局执行员）

——麻坡中化中学刘在川图书馆

201 9年 6月 份十 大热 书排 行

序
1
2

峇
株

华
仁
中
学

序

4
5

书名
X探险特工队：人间蒸发惊
险记（人口贩卖篇）
X探险特工队：神秘衰老事
件惊魂记（细菌篇）
X探险特工队：烟霾来袭惊
魂记（空气污染篇）
功夫老伯
呵呵～男神住在我隔壁！！

6

铁盒子

1
2
3

职业人气王（37）时尚教
7
主——时装设计师篇
职业人气王（38）人工智
8
慧——电脑工程师篇
我们的成长故事（7）做个
9
有礼貌的孩子（礼貌）
X探险特工队：海洋争霸
10 战——大白鲨VS旗鱼
（鱼类篇）

吉
隆
坡

坤
成
中
学

亚
罗
士
打

吉
华
独
中

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恶魔的交易
雾山旅舍
一封迟来的信
变心密码
得真经修成正果
回家路上
梦想罐头
魔兽战神1
其实我们都一样
人鱼传说

序
1

书名
图解经济学

作者
故事：黄嘉俊、格子

帮；漫画：黄嘉俊
故事：黄嘉俊、格子
帮；漫画：黄嘉俊
故事：陈葆元；
漫画：氧气工作室
蓝国清
冯静仪
故事：格子帮 、
漫画：黄龙工作室
故事：地球防卫部；
漫画：RAVENHART
故事：地球防卫部；
漫画：郑顺升
金美永
故事：陈绍霖、铭；
漫画：黑墨工作室

作者
沈雨仙
灰碗
邓秀茵
林俐娜
铁皮人美术
蓝国清
文欣
龙人
谢智慧
伊藤悠
作者
《图解经典》
编辑部
法医秦明
法医秦明
陈磊
法医秦明
陈惠君
法医秦明

守夜者
法医秦明：第十一根手指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法医秦明：偷窺者
遗失的十七年
法医秦明：无声的证词
如果没有打开那扇门，过去未来
张万荣
8
会怎样？
玄色
9 哑舍•古董小传
法医秦明
10 幸存者
2
3
4
5
6
7

3
4
5
6
7
8

书名
幸福路三段（魔豆原创•流行文
学）
被讨厌的勇气：自我启发之父
【阿德勒】的教导
流浪地球
昨日之岛（黑蚂蚁）
雪山飞狐
梦想这条路踏上了，
跪著也要走完
2018年双亲节征文比赛
得奖作品集：寸草心 14
郭鹤年自传

9 五位台大生教你这样做笔记
10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序

书名
嘿嘿嘿男朋友和棉花糖都给我来
1
一个
2 等雨停的男孩跟等风起的女孩
3 看我！像我这样笑一下
4 女神别闹了，快出来见我！
5 喔喔！原来你是我的青梅竹马！
6 奔跑吧！爸爸
7 你和夏天一起离开了
8 斗罗大陆：杀戮之王
9 苏醒的秘密
10 时光有你，记忆成花

序

书名
嘿嘿嘿， 男朋友和棉花糖都给
1
我来一个！
2 SILAS MARNER 织工南马
3 PADDINGTON THE ARTIST
寻龙历险系列S09：悲愤的毒息
4
巨龙斯宾德斯顿龙
王子系列K14：各行各业锋芒毕
5
露（职业篇）
万兽之王系列R08：狂蚁之灾
6
（蚁科篇）
最强对决系列X07：愤怒交战河
7
童VS人鱼
科幻冒险系列C34：身陷沙生绝
8
境险记（气象篇）
9 无限异星战W04：炼金幽浮
WATCH YOUR WHISKERS,
10
STILTON!#17

作者
郁之
岸见一郎
刘慈欣
李伟伦
金庸

巴
生

兴
华
中
学

PETER SU
隆雪华堂
妇女组
ANDREW TANZER
连格聆等
尤瓦尔•赫拉利
作者
冯静仪
伊卡
何盺宜
冯静仪
何佩雯
伊藤悠
方文灏
唐家三少
随侯珠
顾西爵
作者
冯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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ㆦ⌎居媰

ㆦ⌎居媰

ㆦ⌎居媰

何澔澔䯼澔澔ᶻ漣屗ẞ䊳
䐶澔澔澔澔澔澔澔嫞漣澤澧澡澬澫澧澪澔澦澧澧澫澔漑ℇ㘻澔澦澫澥漒
ḡ澔澔澔澔澔澔澔䘠澔漣澤澧澡澬澫澧澪澔澦澫澫澭澔
䐶澔澔澔澔澔澔澔徯澔漣濭濙濙濠濝濢濛濓濠濕濝澴濘濣濢濛濮濣濢濛澢濡濭
⫺澔澔澔澔澔澔澔孢漣㊩↩攆嫼䖅伂ⴉᴏ䗹⁴ᶻ⍙
⌎澔澔澔澔澔澔澔枞漣澩澤ᶻ
㰼↩☱㾺漣澵澨澤澦
ㆦ⌎ㄫ㩣漣澦澥澣澥澤漑ᴁ漒

何澔澔䯼澔澔ᶻ漣≣剤ㄑ
䐶澔澔澔澔澔澔澔嫞漣澤澨澡澩澧澤澩澤澪澧
ḡ澔澔澔澔澔澔澔䘠漣澤澨澡澩澧澬澧澥澫澧澔
䐶澔澔澔澔澔澔澔徯漣濞濝濨濧濝濢澴濞濝濨濧濝濢澡濝濢濘澢濙濘濩澢濡濭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孢漣㊩↩攆嫼䖅伂ⴉᴏ䗹⁴ᶻ⍙
⌎澔澔澔澔澔澔澔枞漣澩澤ᶻ
㰼↩☱㾺漣㕻と㑚⪥澥
ㆦ⌎ㄫ㩣漣澦澥澣澥澤漑ᴁ漒

蔡诗中

何澔澔䯼澔澔ᶻ漣徺⺸⪊Ƚ䨧䃖冴
䐶澔澔澔澔澔澔澔嫞漣澤澫澡澫澫澦澨澤澦澥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漑ℇ㘻澔澧澤澥Ƚ澦澦澫漒
ḡ澔澔澔澔澔澔澔䘠漣澔澤澫澡澫澫澦澦澥澦澭
䐶澔澔澔澔澔澔澔徯漣濠濝濖濦濕濦濭澴濗濜濣濢濛濜濫濕澢濙濘濩澢濡濭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濚濭濚濣濣澴濗濜濣濢濛濜濫濕澢濙濘濩澢濡濭
⫺澔澔澔澔澔澔澔孢漣㊩↩攆嫼䖅伂ⴉᴏ䗹⁴ᶻ⍙
⌎澔澔澔澔澔澔澔枞漣澩澤ᶻ
㰼↩☱㾺漣⣛亏兰媳✃
ㆦ⌎ㄫ㩣漣澦澥澣澥澤漑ᴁ漒

黄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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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杰
STILTON,
GERONIMO

㐷澔澔澔澔澔澔澔尺漣濆濁澪澤
㭈㨿ㄸ⋤漣澼濃濂澻澔激澹濃濂澻澔澶澵濂澿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澤澤澭澡澤澤澤澡澬澨澥澫澥澔
尧ㄸ⌎䣱漣澿激濉澵濂澻澔澷澼濃濂澻澔澔澔澔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澼濋澵澔澷澼澽濂澹濇澹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濇澷澼濃濃激

㐷澔澔澔澔澔澔澔尺漣濆濁澪澤
㭈㨿ㄸ⋤漣濉濃澶澔澶澵濂澿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澦澦澧澡澧澤澥澡澦澤澤澡澤澔
尧ㄸ⌎䣱漣濉濢濝濨濙濘澔澷濜濝濢濙濧濙澔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濇濗濜濣濣濠澔澔澷濣濡濡濝濨濨濙濙濧瀁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澵濧濧濣濗濝濕濨濝濣濢澔濣濚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濁濕濠濕濭濧濝濕

㐷澔澔澔澔澔澔澔尺漣濆濁澪澤
㭈㨿ㄸ⋤漣濄濉澶激澽澷澔澶澵濂澿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澧澥澦澡澫澬澭澡澧澭澤澥澔
尧ㄸ⌎䣱漣澾濝濨澔濇濝濢澔澽濢濘濙濤濙濢濘濙濢濨澔澔澔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澼濝濛濜澔濇濗濜濣濣濠澔

ELIOT, GEORGE
BOND, MICHAEL
林诗敏
刘怡延
陈绍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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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阅读成为日常风景
乘搭公共交通的读者们，必
定能够在交通车上看到各类广告，
最常见的就是房地产的宣传，但近
日吉隆坡的MRT火车厢内却出现
了让喜爱阅读的人眼前一亮的文字
标语：Free delivery on 20 million
book。这是一间英国网络书店
Book Depository的广告，纯粹因为
“BOOK”的字眼和图案，在冷冰冰
的火车内，仿佛带来了一点温度。
到过英国的朋友都说，书的广
告在英国随处可见，地铁站的广告
牌栏里的图书广告也时常更新图书
资讯。约莫两年前，中国郑州地铁
站出现另类的广告词语，在网络上
瞬间走红，因为这可不是一般的产
品广告。在地铁的屏蔽门上贴了大
而显著的字眼，例如：“吹灭读书
灯，一身都是月”、“P图美颜爽一
时，读书气质美一世”、“读书不
一定能改变命运，但读书可以改变

文：编辑部

颜值”等，以诸如此类以幽默手法
规劝人们读书的词汇，吸引了乘客
眼球。实际上，这是一家房地产广
告，但突出的却是读书的好处。
现代人的生活步伐快速，尤其
智能手机崛起，导致我们无法摆脱
低头的动作，还有多少人会抬头看
看周边所发生的事物？即便如此，
也不要小看这些广告，阅读习惯有
时恰恰需要在耳濡目染下慢慢建立
起来。
我国目前仍朝先进国目标发
展，人民最关注的莫过于拼经济成
长，另一方面，复杂的政治环境也
让我国人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
无形压力，如果我们国家也能仿效
英国或郑州的地铁站，多一些有温
度的文化标语，想必也可以成为高
压生活的调节器，这是多么让人向
往的风景啊！

华文独中图书馆通讯
主席：陈大锦 l 总编辑：锺伟前 l 执行编辑：赖依玲 l 编辑：林玉娟、谢春美、宋任瑄 l
封面题字：李甜福 l 美术/排版：龚秀霞
出版：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E., Malaysia
主页：www.dongzong.my l 电邮：resource@dongzong.my l 电话：603-87362337 l 传真：603-87362779
印刷：VINLIN PRESS SDN.BHD. (25680-x)
No.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踊跃投稿。
*非卖品

为响应环保，华文独中图书馆通讯《悦• 读》将于2020年全面推出电子版，让读者随时随地
掌握图书馆各类资讯。2019年纸质版与电子版亦将同步出版，欲阅读电子版的读者，可浏
览：https://www.dongzong.my/v3/index.php/book/library-yuedu或扫描QR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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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一日之计在
“晨读”

晨读并非只是学生的专利，在书本面前，人人平等，谁
都可以买几本书籍，在开启美好早晨之际翻阅个几十分
钟，令你满怀干劲地应对接下来的一天。

晨读，顾名思义就是在早
晨时间内进行阅读，在美国被称
为“持续默读”（SSR, Sustained
Silent Reading）、“自由志愿
性阅读”（FVR, Free Voluntary
Reading）或“抛开一切去读”
（DEAR, Drop Everything And
Read）。无论名称怎么设定，所
强调的意义是不变的，即让学生
可持续读、自行读、没有负担且抛
开一切枷锁，并爱上阅读。晨读如
果执行良好，不仅提升学生一天的
学习士气，亦可从中培养自主学习
的能力。因此，许多学校都有进行

晨读，惟形式、内容和方法略有不
同。
配合本期主题，编辑部除邀
约晨读行之有年的四所华文独中，
即亚罗士打吉华独中、波德申中华
中学、巴生滨华中学及巴生兴华中
学分享各自的晨读模式，同时，也
进行全国华文独中线上调查，共获
得24所华文独中积极回馈有关该
校在推动晨读所运用的方法及面对
的问题等，俾使各校可通过这样的
主题呈现，从中得以参考并启迪想
法、做法。

亚罗士打吉华独中：

开启美好早晨

“铃——”做该做的事是智
慧，做不该做的事是愚痴。每天早
晨静思语的播报意味着活力的一天
即将来临，同学们个个提起精神，
张大双眼，从书包里翻找课外读
物。若你来到早上的吉华独中，进
到每间教室，你将会看见学生们都
低着头看书。没错，“晨读”是吉
华独中的一大特色，自从庄琇凤校
长掌校后，就积极推行晨读，希望
学生可以从中获益。或许晨读在大
家听来是烦闷的，但学生却可以在
书籍的海洋遨游体验当中的乐趣，
还可以借机提升写作水平呢！
清晨，校园会呈现鲜少的寂
静，那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啊！在此
需要注明一个重点，学校的晨读并
非是朗读出来的，而是大家各自阅
读自己所准备的书籍。没有老师的
授课声、没有同学们的嬉戏声、没
有朗朗的读书声，虽说少了热闹，
但却多了个令人身心宁静的时课。
还有，对迷迷糊糊刚睡醒的同学来
说，他们将会拥有缓冲时间，而非
一来到学校就要面对沉重的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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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嘉蓉
（亚罗士打吉华独中学生，
高一理）

同学们可以借机放松自己，暂时卸
下学校里紧绷的压力，准备接下来
的脑力拼搏。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
计在于春”，趁着天色朦胧进行晨
读，不仅可帮助学生开启思考模
式，还可培养学生对阅读的兴趣，
积累阅读量。试想想，若学生拿着
一本他丝毫不感兴趣的书，我深信
他最多只会装模作样，表面看起来
专心致志，但也可能心猿意马。如
果可以允许他阅读自己喜爱的课外
读物，相信他定会爱不释手，就连
上课钟声响了仍沉浸于故事情节当
中。可见，晨读时要选择自己喜爱
的书籍，须量力而为，而非囫囵吞
枣。如此一来，校园处处充满阅读
种子的时候也指日可待，待种子发
芽时，收获将无可估量。
晨读虽然仅有短短的25分
钟，但同学们就指望着以这个时刻
作为一天学习的开始，迎接挑战，
就从早晨的美好时刻开始。在晨读
进行期间，班导师也会准时进班，
陪伴同学们一同翻开新一天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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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华有25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晨读。

篇章。天朦朦亮的吉华独中，是宁
静而又美好的，令人安心又温馨。
若你是学生，欢迎你培养晨读
的好习惯；若你是大人，你更应该
常常阅读，以帮助减轻生活压力。
据研究证实，人的脑袋在早晨时记
忆力最强，因此，晨读百利而无一
害，希望校方可以继续推行晨读这
项活动，让校园充满书的芬芳。晨
读并非只是学生的专利，在书本面
前，人人平等，谁都可以买几本书
籍，在开启美好早晨之际翻阅个几
十分钟，令你满怀干劲地应对接下
来的一天。
愿你我可以一同捧起手中的书
籍，尝试在晨间翻开它，结果必定
出乎你的意料！

编
按
：

亚罗士打
吉华独立中学校园概况
创校于1911年，目前学生
人数共1106名。吉华独中
早在2010年就开始著重
培养“笔耕”的文化，除
了口粮，也有以阅读和创
作為主的精神粮食。吉华
独中致力推动人文教育，
目的是推广文艺、发掘和
培养写作人才。近年来，
随着AI科技时代的来临，
学校逐步开展理科技能教
育，完善学校设备、结合
国外师资给孩子们一个更
广阔的学习空间。人文、
科技、环保、关爱、感恩
正是我们致力发展的方
向。

波德申中华中学

校长领导阅读全攻略

波中是一所位于马六甲海峡
边上的独中，图书馆的视野有180
度的海景，可以看见日出日落的美
丽景色。
学校有22个班，近800位学
生，2015年开始推行晨读15分
钟，从早上07:35开始，到07:50，
无论晴雨，甚至考试和活动也不停
摆，因为晨读是习惯，习惯养成就
不该随意更改，在波中，大多数学
生都喜欢晨读。
晨读的定位是校长和大家一
起阅读的课程，校长在树下晨读，
班导师也必须以身作则，在班上与
学生一起晨读，学生则看自己感兴

4

文：张永庆
（波德申中华中学校长）

趣的课外读物，不允许做其他事
情，不广播、不活动，校长必须坚
持理念，莫忘初衷、决不妥协。
宁静阅读一周四天，累积阅
读的时间是60分钟，经调查，许
多同学一周内也就只剩这60分钟
的阅读时光。
一周一小时其实是不足以培
养阅读习惯，因此，我也鼓励学
生运用零碎时间阅读，至少再找出
60分钟，培养自主阅读的时间，
以每周至少120分钟为目标，是阅
读专家鉴定可以培养起阅读习惯的
必要时间。

每个早晨，校长都会与学生一起进行宁静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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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阅读的目的，是培养学
生的阅读兴趣，根据多元适性的原
则，从自己喜好的书开始，从中得
到快乐、休闲、知识、心理疗愈、
榜样作用、人文素养等，相信非功
利性的阅读能带来阅读终身学习的
人生乐趣。
宁静阅读的控制点是“向15
分钟要阅读的质和量”。其中有两
个要点，第一要紧的是音乐响起后
准时开始，为此，校长可以委派副
校长等主任级教师，在7点35分及
时出现在课室外，班导师有外力协
助，很快可以巩固晨读状态；当有
松散的时候，适当提醒班导师，校
长也偶尔巡看，都能有效整顿。第
二要点是从图文或漫画的阅读进入
文字性的阅读，其他读物鼓励学生
回家看。班上设置小图书馆，可解
决学生不小心忘记带书的问题。学
生如果有不遵从的，可让其陪同校
长晨读。
从兴趣到能力的搭建，透过
星期五的深入阅读，由老师带领同
学阅读一篇短文，在25分钟内完
成阅读理解策略，和文本分析、口
语表达、多元创作的训练过程，让
学生从兴趣出发，培养有能力的阅
读。
深入阅读是为了培养学生分
析文本的能力，达到足以在考试
中的阅读理解拿到高分，并快速抓

出阅读的重点加以表达。同一级的
教师须事先进行集体共备，拟定阅
读策略，甚至加以演练。班导师的
阅读策略须经工作坊培训，掌握技
巧，逐步熟练而深入。
最后，若想培养学生阅读素
养，图书馆要维持阅读舒适的感
觉，求干净、舒服、有秩序，经常
有新书上架。甚至有主题书展，有
系统规划阅读主题！改变阅读氛围
形塑阅读的境教，最后，让学校处
处都是图书馆！
图书馆主任是扮演推动阅读
的灵魂人物，校长须给予最大的支
持与协作，校长阅读领导才会从内
而外，由下而上的成功。
编
按
：
波德申中华中学校园概况
波德申中华中学的前身是
中华小学，创校于1914
年，并发展成一所完全中
学。百年校庆后，学校转
型为一所改革型华文独
中，更加关注提升学生的
生活素质和生命质量。以
机会教育进行平日的生活
教育；在教学改革上，提
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师活
泼式教学，贯彻晨读、深
入阅读和阅读教学。目前
全校共有700多位学生。

巴生滨华中学

晨读，阅读习惯养成

阅读能帮助青少年思考，解
决疑惑，提升自我。
但是，时下青少年该读什么
书，怎样阅读，有随时阅读的习惯
吗？
滨华中学从2007年6月开始，
在吴丽琪校长掌校时，落力推动
校园晨读计划。每逢星期二、四、
六，早上上课前20分钟，通过音
乐，让全校静校后，师生一起共
读。班导师在班上以身作则，带领
学生阅读；科任老师在校园角落人
手一书，静心阅读，大家暂时放下
所有任务，当下，书——是唯一的
朋友。

整理：刘国寄
（巴生滨华中学副校长）

材，只要不是意识不良，都是阅读
的良伴。随着时间的推进，阅读习
惯慢慢被培养上来，阅读，已不是
一件苦差，而是自发的行为，随时
随地，展书而读。
从2007年，推行晨读至今，
已成为学校的一种习惯，甚至是一
种校风。通过阅读，启迪师生心
灵，丰富自我，翻转生命，是不经
意但是自然水到渠成的阅读教育、
人生教育。怎样阅读，就有怎样的
人生，晨读，已是滨华中学的细水
长流，润物纤细无声。

早晨的校园花圃，晨风轻
拂，鸟语啁啾，校长、师生人手一
册地在阅读的画面，悠然展开。伴
读的是轻柔的背景音乐，在校园的
空间回荡，老师和学生已进入书中
的世界，和书中的作者对话。
这种阅读模式的改变，让学
生可以自主挑选自己喜欢阅读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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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同学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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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在校园一隅专注、投入晨读。
师生在班上共读。
班上晨读。
宁静阅读，与心灵对话。

编按：
巴生滨华中学校园概况
巴生滨华中学建校于1923年，为马来西亚大型华文独立中学之一。2013年，滨中获
教育部颁赠私立学校品质标准评鉴五星认证，学校的教学素质日渐提升，并开始实
行5天上课制度。2014年学生人数首次突破两千大关，成功转型为大型华文独中。
今年，学生人数已达两千八百余人，坚守办学原则，滨华中学，一路展现辉煌！

巴生兴华中学

晨读计划养成

整理：李荣兴（巴生兴华中学
副校长兼训导主任）、
黄英莲（巴生兴华中
学图书馆主任）、
陈谙星（巴生兴华中
学老师）

每天清晨7点30至40分，兴华
中学全校70班，师生人手一书，
沉浸在专心、自然、愉悦的阅读
静谧中。十多年来，透过每天晨读
10分钟，培养了同学们独立阅读
的习惯。书，成为孩子一生内心力
量的泉源。
2005年至2007年，当时掌校
的郑瑞玉校长带领行政团队深入研
讨欧、美、日、韩等国长期推行晨
读的教育效果。2007年8月号《远
见杂志》第254期，一篇题为《日
本阅读新运动：晨读10分钟，造
就教育大奇迹》的专题报导中提
出，早晨上课前10分钟的晨间阅
读，不但能让学生上课时提高专注
力，更能减少校园暴力与提升升学
率。报导同时提到经过10余年的
推动，阅读习惯已经“宁静地”在
日本学生身上扎根，日本文化界更
称之为“阅读文艺复兴运动”。
郑校长带领全体行政主任及
教师阅读这篇报导，经过数次教育
研讨会，凝聚老师对推动晨读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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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并且拟定了兴华中学晨读实施
办法。翌年，学校毅然推行“晨读
10分钟计划”，期许师生在晨光
之中阅读，营造阅读氛围，进而帮
助学生培养阅读兴趣。
晨读的推行精神可贵之处在
于鼓励与认同学生阅读课外书籍，
并且让学生无负担、轻松地、单纯
地享受阅读，而不是为了考试、也
不为成绩。因此，兴华中学的晨读
推动也遵守单纯地、安静地、没有
条件地阅读。在读物的选择方面，
由班导师指导学生为自己准备一本
真正的读物，只要不是教科书、不
是漫画书籍、不是温习功课，皆可
以。在此原则下让学生拥有“决
定”、“做主”的自由。与此同
时，图书馆定期举办主题书展，也
设有“教师推荐”的展览柜，鼓励
教师推荐好书与学生分享，或通过
精美壁报推荐新书、好书，为学生
提供寻找读物的管道。
为了探讨晨读对在我校学生
阅读习惯养成的成效，我校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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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同学每天清晨0730-0740晨读10分钟。

老师，即许梅韵副校长兼教务处主
任、刘兼阀老师和杨莉云老师于
2013年兴华中学“教享悦”教育
研究研讨会中发表了一篇《兴华中
学学生对晨读习惯养成情况之探
讨》的研究报告。根据他们的研究
所示，在793份回收的问卷中，有
92%的学生清楚知道晨读的重要
性，92%的学生表达喜欢阅读课外
读物。其中，也有73%的学生对于
自己能够“每天早上自发性的进行
晨读”感到认同。另外，在2018年
高三问卷调查中所回收到的480条
回复里，有387位（80.6%）的高
三毕业生认可晨读能培养喜爱阅读
的习惯，显示了学生们对于晨读的

推行表示认同，且绝大部分同学喜
欢阅读，并能自发性的参与晨读。
晨读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阅读
兴趣，对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更是带
来了一定的影响。根据2013年的报
告指出，有53%的学生认为晨读培
养了他们的阅读兴趣，48%的学生
认为他们的思想内涵得到提升。与
此同时，有37%及35%的学生则个
别在语文表达能力及认字的能力上
取得进步。这些影响对成长于科技
时代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可贵的。
班导师在晨读中扮演监督者、
引导者的身份。初始，班导师需要
检查读物的适合性或经常得处理学

生没有准备读物等繁琐事务，班导
师也带领班干积极讨论如何在班上
设立书橱、配合晨读播放音乐等；
后来，班导师更成为了一位陪同
者，陪同学生一起沉浸于阅读中，
一起享受阅读的愉悦。

晨读10分钟在这10年的岁月
洗礼下，在本质上显见扎根。当年
对晨读推动的期待画面：“学生每
天早上利用上课前的10分钟，没有
压力、不具目的，静静享受阅读最
原始的乐趣”也成了兴华校园早晨
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编按：
巴生兴华中学校园概况
本校位于巴生埠南区，在1947年由家长、教师、学生联
合发起创办。1969年，为突破因教育法令所带来的困
境，学校进行大改组，董教精诚合作，使学校取得长期
稳健的发展。本校现有学生逾3500人，教学设施完善，
为一所现代化的华文独立中学。2018年5月起由苏进存
校长掌校，现任董事长为拿督李平福先生。

学生晨读心得分享
叶紫莹（波德申中华中学，高三忠）
七点三十五分的钟声响起……喧闹的校园霎时变得
寂静，风声虫鸣声声入耳、方块字与字母陪伴，课
室与走廊都弥漫着阅读的氛围。晨读一本好书，逐
渐改变了同学的思考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
式，赋予大家一个全新的灵魂。晨读也训练自律，
适时地帮助同学在繁忙的功课压力下，让心灵有个
寄托。晨读，是波中最美的风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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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理晏（巴生兴华中学，S1SF）
我上小学时是没有晨读这一活动的。我觉得晨读的
推行在中学时期非常重要，因为课业繁重，我常常
没有时间阅读课外读物。而晨读时间恰恰给了我一
个很好的机会，强迫我放下一切，好好去阅读自己喜
欢的读物。上课前的这段晨读时间能够很有效地让我
沉淀下来、放松心情，对我来说有一定的解压作用，也让
我能够以更加积极正向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充实的一天。晨读也得以保证
不管有多忙碌，我都能够有时间好好放松自己。我认为晨读时间是非常重
要的，学校必须努力推行下去，若条件允许，甚至还可以增加时长。

郑涵如（亚罗士打吉华独中，高一理）
每日早晨7点25分，一段静思语钟声一扫喧闹，校方
规定这段时间只能阅读课外读物，因此，课外读物渐
渐成为了我的精神粮食。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哦，课外
读物的内容讯息和优美句子是书写文章的助力，有了
这一助力，就不会在面对作文功课时脑海空荡荡而发愁
该从何下笔了。此外，晨读时间周围都很安静，让我的思
绪获得沉淀，已“冲洗”一番的头脑能让我在接下来的课堂有更多精力和
专注力学习。晨读对我而言无疑是为枯燥以及长时间的课堂学习增添了许
多乐趣，然而这美好的时光每个上课日只有25分钟，我也只能好好把握、
珍惜了。

叶佳乐（巴生滨华中学，高三文一班）
上了中学，晨间阅读成了我必需建立的习惯。人常
道，一日之计在于晨，晨读好比钥匙，开启了我美
好的每一天。对我来说，晨读的益处很多，其中最
显著的就是对知识或文章的掌握能力会比其他时候更
好。这是因为早晨时段我们的思路比较清晰，理解能
力也较好。另外，晨读是一种享受。柔和的音乐搭配上一
本有意义的书，不仅仅心情会变得愉悦，自己一整天的状态也会变得不一
样。

各校晨读概况线上调查

1. 24所回馈学校的分布区域
区域分布

学校数量

砂拉越区

4所

沙巴区

5所

北马区

9所

南马区

3所

中马区

3所

5. 晨读时段

学校数量
9所
9所
6所

时间
（共）
10分钟
15分钟
20分钟
25分钟
40分钟
总数

2. 24所回馈学校的类型
类型
大型学校
中型学校
小型学校

3. 何时开始推动晨读？
经验
1-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年以上
不详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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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晨读对象

学校
（所）
8
7
5
2
1
1
24

比率
（%）
33.3
29
21
8.3
4.2
4.2
100

对象
全体学生
全体师生
总数

学校
（所）
18
6
24

比率
（%）
75
25
100

学校
（所）
9
5
8
1
1
24

比率
（%）
38
21
33
4
4
100

6. 晨读的方法
学生自读
班导师陪读
学生自备书籍
校方准备书籍

13所
11所
16所
9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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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线上调查回馈意见
见

推动校园晨读所带来的好处：
1. 让学生在上课之前，沉淀心情，
为接下来的听课做好文字吸收的
准备; 通过阅读课外读物，提高
学生的识字量，培养阅读的习
惯。
2. 学生学会静心，专注阅读，直接
地提升了他们的阅读能力及学校
的阅读风气。
3. 一方面学生会自动自发拿出课外
书阅读，养成静下心来阅读的好
习惯；另一方面学生到图书馆借
书的次数也相对提高了。
4. 现代孩子的性情易于浮躁，阅读
能让大家把心静下来，打造静而
美的书香校园。
5. 晨读可让学生更快速整顿心情，
进入上课状态。同时，亦通过每
年不同的晨读教材，多认识三语
中的格言名句、生字词汇及其意
涵。
6. 锻炼思考与分析能力。
7. 提升写作能力。

8. 在校园推行晨读，知易行难，它
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及努力。若
能持之以恒，学生的阅读习惯从
晨读开始培养起来，从中获得滋
养，必能让阅读走得更远。

推动校园晨读所面对的困难：
1. 碍于校方尚未有统一的晨读本，
因此会面对部分学生在晨读时段
没有带课外读物进班，产生只能
阅读课本的现象。
2. 班主任对晨读积极推动的程度，
对晨读能否有所成效起着关键性
的影响。
3. 推动的人力不足，导致晨读无法
全面在各年级展开。
4. 晨读随着课程表的调整被搁置。
5. 阅读需要长时间培养才能形成的
一个习惯，短时间内不会看见成
效，并且必须通过老师组织及引
导相关班级的分享、讨论等活
动，提高阅读会的整体效果，才
有可能把读书会贯彻下去，不然
终究变成流于形式的活动。

晨读相关书籍推荐

晨读10分钟：中学生读本（共十三册）/出版社：亲子天下
一、张曼娟精选，《成长故事集》
二、廖玉蕙精选，《幽默散文集》
三、张子樟精选，《文学大师短篇名作选》
四、刘克襄精选，《挑战极限•探险故事集》
五、方文山精选，《爱•情故事集》
六、王文华精选，《人物故事集》
七、殷允芃精选，《放眼天下•励志文选》
八、杨照精选，《世纪之声•演讲文集》
九、柯华葳精选，《论情说理•说明文选》
十、杨佳娴、鲸向海精选，《青春无敌早点诗•中学生新诗选》
十一、何琦瑜精选，《启蒙人生故事集》
十二、郑圆铃精选，《阅读素养一本通：3阶段阅读历程x3大文章类型
x105道阅读能力检测题 提升阅读素养，掌握阅读关键能力，一本
就通！》
十三、何琦瑜精选，《生涯探索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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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休闲与知识兼容的大书房
——麻坡中化中学刘在川图书馆
文：黄欣仪
（麻坡中化中学图书馆
助理老师）

走在充满绿意的校园中，经过一栋四
面都是落地玻璃的建筑物，远看以为
是高雅简约的现代化咖啡厅，走近一
看，迎来的是阵阵书香。大门感应到
访客的到来便自动敞开，欢迎每一位
想要在书香中获得片刻宁静、探索知
识的读者踏入这座休闲与知识兼容的
大书房。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中化图书馆于2015年由前座校舍3楼“郑镜鸿
图书馆”迁至“刘在川图书馆”，与校史馆、演艺厅、展览厅、联课处等
共同启用新落成的独栋大楼——“陈金基多功能活动中心”。新馆的面积
有13,892平方尺，可同时容纳大约200名读者。
图书馆室内设计师张国强校友的设计理念是希望塑造一个高雅、宁
静的氛围，让读者可以轻松自在地阅读、自习。因此，中化图书馆风格以
简约为主——黑色的书架、木质的桌椅、白色的墙用色调温暖的木材作衬
托、落地玻璃让室内通透明亮，一眼望去外面的校景一览无遗。
中化图书馆共有两层楼，一楼的区域划分包括：服务柜台、馆员办公
区、藏书区、期刊杂志区、数位学习区、阅览区以及展览区。
服务柜台旁设有一台升降机，主要用途是运送放满馆藏书籍的书车上
二楼，可承载200公斤的重量。
一楼的藏书区主要包括：英文国文书籍、艺术类书籍、文学类小说、
科普漫画及绘本，都是馆内较热门的书籍类别。漫画绘本和期刊杂志区域

图书馆景观（独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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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设了“休闲角落”，读者
通常会在上述两个区域选择
了读物，坐在柔软的沙发或
彩色的小凳子，自在地阅读
轻松的书籍，通过期刊和杂
志品味生活、让漫画和绘本
疗愈疲惫的身心。
数位学习区的电脑开放
给学生使用，学生可用于搜
索资料或播放馆内的视听资
料。此外，图书馆每个月都
会推出新书，并把新书陈列
于展览区，供校内师生和读
者挑选。

双层空间的设计

运书升降机

18

一楼温书区

一楼休闲区

一楼藏书——文学类

一楼藏书——艺术类

图书馆景观

一楼阅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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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二楼则为所有类别的藏书区、参考资料区、过期/停刊杂志
区、数位学习区和多媒体室。除了部分热门书籍被摆放在一楼以外，所有
类别的书籍都在二楼藏书区，因此图书馆二楼也不曾冷清，每日都有读者
登上阶梯，搜寻各式各样的书。参考资料区收藏了中小学的教科书、历届
统考集、词典、学校剪报资料及过往活动小册子等，参考资料皆不得外
借，若有需要可在馆内影印。
麻坡素有“马来西亚家具城”之称，贡献了马来西亚总家具出口的
45-50%，中化图书馆内的桌椅也皆由麻坡家具公会的会员慷慨报效。木
质桌椅陈列在图书馆各处，是读者们阅读、温习功课的首选。学生也尤其
喜欢位于二楼的靠窗座位，坐在富有格调的高脚桌椅，双眼疲惫时可望出
窗外，仰视蓝天白云、俯瞰绿色校景。馆内的半落地玻璃窗台采光极好，
也有读者会随性地坐在窗台阅读刊物。
中化图书馆迄今有藏书四万余册，期刊一万六千余册（一百一十二
种），视听资料约四百件；馆藏与时俱进，持续在增加，为校内师生与读
者提供最完善的资源。

二楼藏书区

二楼视角

二楼温书区

馆内共设置了五台小笔电于柱子上，供读者们登入中化图书馆网页，
查询馆藏详情或预约书籍。
一个好的设备，若能够惠及更多人，才能使其发挥其最大价值。秉持
着“取自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中化图书馆的一大特色就是不仅提供
给校内师生使用，也对社区开放。因此，校友、公众人士可于上课日的下
午2时30分至4时30分到图书馆阅读；学校假期时，图书馆则从早上9时开
放至下午4时给所有读者。有意借书的校友和公众人士，只要在图书馆申
请“读者证”即可成为会员，会员使用图书馆的时间也相对自由。
2016年起，中化图书馆启用KOHA整合式图书馆管理系统，并结合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即无线射频识别）作为图书馆作
业及保安系统。馆内无论借书、还书、续借，只要将已贴上电子标签的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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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系统——KOHA_RFID

藏放在RFID阅读器上，流通桌面就会显示
出该馆藏的当下借阅状态，无须再手动扫描
或输入书本编号查询。“KOHA”之于图书
馆就像其原文的意思——礼物。KOHA系统
功能强大，可以根据各个图书馆的需求做到
相当大程度的客制化线上续借、预约、馆藏
查询。馆员可在校内任何角落利用电脑或手
机连接上KOHA操作界面，进行馆藏续借、
预约、查询等事项。读者、公众可随时连接
图书馆网站查阅馆藏目录；校内师生和馆内
会员可登录自己账号查阅自己的借阅状态、
续借及预约本馆馆藏。
查询电脑

五四主题展，学生协助画人像。

图书馆每年会举办一至两场
主题展，目前已举办过奥运会主
题展、武侠小说展、五四运动百
年展等，内容包括与主题相关的
书籍展览、有奖问答游戏、常识
比赛、座谈会等，也会邀请相关
的学会团体一起联办，展出学生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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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学生对阅读的兴趣，并推广阅
读课外读物风气，图书馆于2011年在校园内
首办全校性“晒书日”活动，并延续至今。每
年的晒书日，学生们会将家中的部分书刊拿到
学校，与同窗好友互相交换，分享翱翔于书海
的喜悦与丰富阅历。图书馆则是最大的晒书
单位，因时常会收到公众或校友捐赠的二手书
籍，而有些书已在馆藏内有两本以上；趁着晒
书日，经过筛选的二手好书就会“晒”出来，
让循着书香来的师生把感兴趣的书带回家。

晒书日

近年，晒书日当天也会举办“朗读者”
活动。“朗读者”活动是开放给全校师生自由
报名的一个朗读平台，旨在推广朗读文章的风
气，培养面对大众朗读的信心。师生们的反应
热烈，有20余位师生报名加入朗读者行列，
散播文学的种子。
校内多年来也推行“早自习晨读计划”，
为了营造晨读的氛围，2017年开始于十分钟
的晨读时间同步播放音乐，营造宁静“悦”读
氛围。
2018年，图书馆人员首度到初一班级
进行“聊聊书”活动。利用早自习晨读前的
十分钟时间，到相关班级班以聊天的轻松方
式，推荐图书馆馆藏，引起初一学生的阅读兴
趣。2019年，图书馆开放借阅期刊杂志，同
时也新增“聊杂志”活动，利用同样的时间段
到高一班级推荐期刊杂志，鼓励学生前来借
阅，并善加利用学术类的期刊辅助课业。

朗读者

每日晨读

（注：2015年9月中化图书馆大搬迁，以人龙接力的方式将3万多册书，从前座3楼
郑境鸿图书馆迁至新馆刘在川图书馆，那是中化人“流动的飨宴”。）

校史馆特色

整理：邹德安
（居銮中华中学
图书馆主任）

銮中世纪馆：

带您走一趟百年树人之路

“世纪馆”办馆宗旨是:缅怀先贤创
校伟绩、还原百年峥嵘校史、表杨乐
教爱学校风、激励后人前仆后继。

配合居銮中华中学百年校庆，
筹办多时的“銮中世纪馆”已于
2018年1月1日隆重开幕。“世纪
馆”的全名是“銮中世纪纪念馆”，
简称“銮中世纪馆”，设于致知苑
大楼底层之李淞川图书馆内，总面
积2,300平方尺，是一座集文字、图
像、文物和多媒体面向的校史馆。
“世纪馆”的标志是出自
美设科主任高秉益老师的构思设
计，一眼望去，像一艘杨帆前进中
的船。“世纪馆”的标志包含了
CHONG HWA的“C”和“H”两
个英文字母，象征“中华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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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红、黄、蓝、黑四种颜色是
学校校徽的颜色。整体的设计理念
可用一句话来概述，就是：迈过百
年的居銮中华中学，是一艘多彩多
姿的“中华号”世纪之船，在教育
的海洋里乘风破浪, 向前迈进!
“世纪馆”办馆宗旨是：缅
怀先贤创校伟绩、还原百年峥嵘校
史、表扬乐教爱学校风、激励后人
前仆后继。馆内的陈列按照学校历
史分段划分为六大篇章:一、百年
树人春风起（1918-1960）；二、
自力更生火凤凰（1961-2018）；
三、校友风采耀中华；四、三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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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齐并进（1958-2018）；五、师
德流芳树人榜；六、胸怀远景展新
犹猷 。
进入“世纪馆”之前，需穿越
一道左右墙壁由12幅油画构成的”
百年校史油画长廊”，每幅油画各
自独立又与时演进，以人物、事件
与背景为创作的主要元素，清楚地
呈现出銮中百年的办学历程。这道
色彩明亮且艳丽的“百年校史油画
长廊”，从设计到作画都是出自于
美社科的师生。
在校史资料展示方面，“世纪
馆”采取实体文献照片、文物和数
位化校史资讯等方式，完整地呈现

“銮中世纪馆”面貌

世纪馆导览平面图。

出属于“銮中”的历史群像记忆，
如：1950年代的课本、1960年代
的成绩册、早期课室桌椅、打字
机、徽章、历任董事长和校长等。
“銮中世纪馆”的另一大亮
点“线上世纪馆”，参观者通过手
机扫描二维码后，即可下载銮中百
年校史相关资料；而分布在馆内的
五个电子触碰屏幕，内含中小学百
年校史、历届毕业生名单、百年校
友风采和百年教师队伍等，参观者
只要用手指在浏览器屏幕上滑动切
换画面，即可轻松浏览，可谓“百
年銮中史，弹指华教情”。

百年油画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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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馆入口处。

世纪馆标志。

线

历任董事长群像。

中学部历任校长群像。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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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12日，銮中反对改制请愿书。

线上世纪馆（电子触碰屏幕） 。
60-80年代学生军鼓乐队的乐器。

早期之毕业证书。

70年代使用之收银机和切纸刀。

校长谈阅读

把图书馆当成事业来经营

学校图书馆的发展除了软硬体上的提
升，也需要各方的用心经营，方能见
效。向来，大家会认为学校图书馆要
管理得当，但若把它当成事业来加以
经营，且经营得当，定能得到一连串
振奋士气的连锁反应。

阅读，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是的，“兴奋”是我个人
觉得唯一能表达的字眼。之所以“兴奋”是因为从阅读过程
中，可以得到很多触类旁通的机会，也获得很多新的知识，
知识量可说是倍增。同时，人的思维也变得更为敏
捷。
被强迫性的阅读，有者从中培养了兴趣，但
大部分人却仍然对阅读提不起兴趣，甚至抗拒。
有目的性的阅读，是因为阅读者有需要，故而
进行阅读，希望能从中获得所需。若长此以
往，阅读者自然就能体会阅读所带来的乐趣。
以打发时间而进行阅读，其先决条件是空闲而
百般聊赖，这类型的阅读最大的好处是打发
时间，仅此而已。

文：李爱玲
（沙巴斗湖巴华中学校长）

28

29
大家都知道阅读的先决条件是兴趣，要如何让学生对阅
读有兴趣，我想，这是学校图书馆最大的功课。图书馆绞尽脑
汁，举办活动、赠送礼物，目的只为了希望能借此吸引多一些
学生阅读。在推动校园阅读风气这一块，图书馆的确起了带动
的作用，但它需要各方理解和配合。所谓各方，指的是董事
会、校长、全体教职员生、家长和社会人士。很多人会认为学
校要重视校园阅读风气，就是呼吁学生多阅读、让学生了解阅
读的好处、进行晨读活动等，但往往是事倍功半，成效不大。
这样的效果让推动的相关单位挫折感很大。我想，这也许是推
动单位理解推动的用意，而学生却不理解也感受不到推动单位
的用心，两者并不在同一频道上。

适合作阅读促销的两种人
有两种人非常适合协助学校图书馆进行阅读促销，第一
种人是老师，老师可以透过自身阅读习惯，进行阅读分享，向
学生推荐书籍，并呼吁学生到图书馆借阅。第二种人是图书馆
管理员，只要大略阅读过或翻阅过每一批书，就能向到馆的师
生进行精简的推荐。考量书籍的价位并不是大部分学生能够负
担，图书馆可以不定期添购新书，供学生借阅。除配合学生阅
读兴趣的读本，也应添购一些校方想要引导学生阅读的书籍，
借以渐进性提升学生的阅读素质。条件允许的图书馆也可以进
行作者签名会、新书促销会、讲座会等等。
学校图书馆优先服务对象是教职员生，若想要图书馆内资
源发挥最大的效用，不妨设定年度目标或短中期目标，而且适
度性开放图书馆，让家长、校友和社会人士使用。这个动作有
几个用意，第一、给喜爱阅读而经济不太许可购买书籍的人提
供更多阅读的机会，第二、推动社区阅读风气，第三、拓宽图
书馆的功能。
学校图书馆的发展除了软硬体上的提升，也需要各方的
用心经营，方能见效。向来，大家会认为学校图书馆要管理得
当，但若把它当成事业来加以经营，且经营得当，定能得到一
连串振奋士气的连锁反应。

馆员经验说（一）图书馆

爱上图书馆

偶尔，我在柜台内抬头望向阅览
区，看见读者专心寻书，徜徉在知
识的海洋，还有认真阅读的姿态和
模样，这些都是令我心动的瞬间。
我总坚持，每个人都需要有足够的
独处空间，不应随便打扰，我想这
也是一种温柔。

我自小喜静，家里书报刊种类虽有限，却也能消
磨我一大半的童年时光。小学时期当不成图书馆管理
员，到了中学便一心一意加入图书馆协会，只为了随
时都能与书为伍。大学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母校图
书馆服务，想象着每天可以阅读馆内的藏书，那是多
么幸福美好的事。
入职以后，原来的美好想象幻灭了，当阅读的兴
趣变成了职业，我才发现图书馆的工作如此繁忙及富

文：林敏俐
(马六甲培风中学2010年度毕业生，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学士，
2016年9月起任培风中学资源中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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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挑战，并没有太多让我静下心来看书的时间。每天有
众多的馆务和待办事项，我和同事需要抓紧空档脑力激
荡，策划活动、想新点子，好让同学们爱上阅读，发现
学习的乐趣。
下课和放学时段，图书馆是很热闹的，人潮来来往
往。流通柜台的工作虽有图书馆服务同学的协助，但也
还是需要我们从旁指导与提醒，以让一切顺利运转。每
当面对着图书馆协会的同学就好象面对着当年的自己，
身为图书馆协会的顾问老师，我也不断思索如何给学生
指引方向，帮助他们学习经营社团、掌握新知识，这个
过程使我对教学相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培风中学图书馆自九十年代起就对外开放，公众
人士可以申请成为会员来使用图书馆的馆藏与空间，我
也因此有了许多服务各个年龄层读者的机会。不管是父
母带来看书的小朋友还是过着退休生活常来阅报的老人
家，我都需要学习如何与他们相处，理解他们的需求。

与读者相遇、交流
感谢这几年工作给我的磨练，现在工作起来也称得
上得心应手了，能根据不同的任务随时切换心境。图书
馆管理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也要跟上时代的变化，
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素养。偶尔，我在柜台内
抬头望向阅览区，看见读者专心寻书，徜徉在知识的海
洋，还有认真阅读的姿态和模样，这些都是令我心动的
瞬间。我总坚持，每个人都需要有足够的独处空间，不
应随便打扰，我想这也是一种温柔。
图书馆是知识的集中地，也是爱阅者的聚集地。
在这里，大家与文字作伴，探求知识、交流知识，让心
灵充饱电后再出发。生命中遇到的每个人也有如一本本
等待别人翻阅的书籍，图书馆工作给了我一个与读者相
遇、交流的机会，有那么多人和故事，等待我去发现。

馆员经验说（二）校史馆

小助理大冒险
——尊孔校史馆发展历程

为学生导览学校的历史，
是我的工作之一。

文：陈翊雯

校史馆馆务看似千头万绪，无从下
手，但我认为，去做，就对了。在
没有任何参考又需配合学校各方要
求情况之下，做法时对时错乃属正
常，但所经历的事，所走过的路，
都会积累成宝贵经验。

（吉隆坡尊孔独中
校史馆助理）

馆舍定位调整
独中校史馆多是因应创校百
年而产生，在馆务后续发展的道路
上，挑战重重，尤其是人力配置、
馆员经验、文物典藏与呈现等问
题，皆考验一个校史馆是否能长期
且有效营运。
接任校史馆助理，该怎么在前
任管理人建立的基础上持续经营？
资料怎么采集？斑驳的文献如何修
复？口述历史访谈工作如何进行？
种种难题，考验初出茅庐的我，迫
使我逼出体内的冒险和实验精神，
鼓起勇气去应对。
32

本校校史馆于2004年设立，
成立初期校史资料甚少，定位为
“文化馆”。2006年，尊孔迈入建
校一百周年。作为国内第一所庆祝
百年的华校，本校召集校友与相关
文史工作者，携手展开筹编工作，
终于在2006至2011年，陆续出版
《百年尊孔特刊》、《百年尊孔人
与事》、《百年尊孔口述历史之
一：源与流——尊孔在华校友访谈
录》、《百年尊孔口述历史之二：
峰与谷——尊孔校友访谈录》、
《百年尊孔大事纪年稿》、《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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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校史漫画等校史丛书，此
后，馆藏校史资料因逐步挖掘以及
校友提供日渐丰富，也因配合百年
尊孔庆典，文化馆提供资料予校史
剧、校史展览，后易名为“文史
馆”。
2013年，文史馆开始朝“校
史馆”定位调整，着重收集与学校
历史相关之文物与文献，同时，馆
员开始学习文献保存与修复技能，
修复破损纸质文献和优化有利保存
的空间环境。
配合110周年校庆，为深入
呈现校史和学校发展轨迹，再出
版《110周年校庆特刊：万里追
寻》。2018年，文史馆正名为“校
史馆”。

投石问路，摸索前行
若根据文物馆典藏、修复、
管理的标准管理校史馆，必定耗资
不菲。馆员必须在经费、资源、经
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因时制宜，
拟出可行方案，再设法逐步完善。
此外，人员更迭无法避免。
每任馆员在职时间各有长短，
处事方式不一，刚接手馆务的我，
毫无头绪，无从下手，唯有从零开
始摸索。当做法成形后，那种曾经
毫无头绪、彷徨无措、患得患失的
痛苦，随即转换成满满的成就感。

把握机缘丰富馆藏
校史馆虽然是以展示性文物与
史料为主，但缺乏显示校务发展的
实质文件支持，校史馆作为校史存
证的持续性功能则显得动摇，更遑
论有力地呈现和编著校史。
由于各人对馆藏认知不同，致
使校史资料收集范围和权限不明。
珍贵的资料，须馆员随机应变从不
同方面取得，适当的受访人，往往
也可遇不可求，这一切，皆须助理
把握机缘。

去做，就对了
校史馆馆务看似千头万绪，
无从下手，但我认为，去做，就对
了。在没有任何参考又需配合学校
各方要求情况之下，做法时对时错
乃属正常，但所经历的事，所走过
的路，都会积累成宝贵经验。
校史馆整体发展虽非一朝一夕
可见成效，但随着文物馆的标准与
技术不断改良精进，国内多所独中
也关注校史馆的建设，雨后春笋般
建设的新馆舍更有亮点。
过去，尊孔曾举办全国图书
馆与文史馆交流会，促进独中图书
馆、校史馆管理经验交流，未来，
本校校史馆将在15层综合教学大楼
建竣后迁入新馆舍。在馆舍空间规
划与馆藏呈现想法上，也将借鉴其
他独中建馆的构想，奋发前行！

阅读FUN
文：李奇珊

走进魔法世界

（峇株华仁中学图书馆主任）

——《哈利•波特》in
峇株华仁中学中镜楼图书馆

（峇株华仁中学图书馆馆员）

王雪莉

由于展览是在开学时进行的，许多师
生对图书馆内部装潢的改变表示惊
喜，更是对这个布置范围跨足全馆的
喜
展览洋溢着着满满的好奇心与期待，
展
陆续进行的小活动也得到了大家鼎力
陆
的支持与喜爱，人潮络绎不绝。
的

“You’re a wizard, Harry.”
一句经典对白，一段熟悉旋
律，无数个沉浸在魔法世界里的
回忆逐一涌现，仿佛又再看到了那
个额头上有着闪电印记的戴眼镜男
孩。
J• K• 罗琳笔下的《哈利• 波
特》系列小说在全球掀起的阅读
狂潮至今有增无减，无限蔓延。
其精彩绝伦的故事情节仿佛在现

34

实中，开辟了另一个奇幻世界，让
读者与书中的人物们，体验了一段
充满爱与冒险的魔法生活。随着电
影的翻拍上映，更是让所有的纸上
魔法得到了具象的呈现，在想象空
间之余，品味了一趟又一趟的视听
飨宴。但，身为一个哈利•波特发
烧友，谁不曾梦想走访“哈利•波
特”电影的拍摄地，或是到环球影
城，一睹魔法世界的神秘风采，圆
一场当巫师的美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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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近半年的筹划，从策
展、活动构思、实物制作、场景
布置等，虽时间紧迫，但我们都一
一克服了难题，最终完成了布展工
作。《哈利•波特》主题展一共包
含了3种展区及8个小活动，为期
3周。希望参展的朋友，能透过其
中的介绍与活动来认识《哈利•波
特》这一系列小说；产生兴趣与
阅读欲之余，更想让大家身临其
境，感受我们倾力打造的“华仁中
学”版《哈利•波特》（以下简称
“《哈》”）魔法世界。
由于展览是在开学时进行
的，许多师生对图书馆内部装潢的
改变表示惊喜，更是对这个布置范
围跨足全馆的展览洋溢着满满的好
奇心与期待，陆续进行的小活动也

展示在玻璃窗上的图文展示区。

得到了大家鼎力的支持与喜爱，人
潮络绎不绝。许多首次接触《哈》
的读者纷纷表示将会更深入地自行
探索《哈》的故事，让我们在疲累
之余，有了许多的感动和动力。

走进魔法世界——图文展、
模型道具展、场景展
由于新馆的地域宽广，本馆
得以以多种形式来呈现及诠释所谓
的“魔法世界”。图书馆二楼中央
的落地玻璃窗为主要的图文展区，
内容包含了作者简介、书籍介绍、
故事角色、故事主要场景等解说。
为了表现陈旧复古的年代感及“魔
法的力量”，我们刻意揉皱了象征
牛皮纸的褐色壁报纸，张贴在玻璃
上以营造纸张漂浮于空中的感觉。

哈利波特特展海报。

其次，故事里相
关的道具与模型则分别
陈列在图文展示区的窗
边及少年读物区的矮书
架上，当中有些道具更
是不假于他人之手，皆
由本馆亲手制作。另
外，电影立体书也吸
引了众多眼球围观，
每翻阅一页都不由自
主地发出一声惊叹。
《哈》版的大富翁也成
为同学们放学后必玩
的休闲桌游之一。谱有
《哈》电影主题曲的手
动音乐盒亦是“气氛制
造机”，是令许多学生
爱不释手的“玩具”，
只要转动发条，细腻悦
耳的乐曲便在馆内流
淌，洋洋盈耳。这些大
大小小、奇特的展物都
为此展览与图书馆增添
了不少活泼新颖的色
彩。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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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展示品—活点地图。
手作展示品—飞天扫帚。
手作展示品—哈利的宠物
猫头鹰海德薇。
手作展示品—哈利波特大
富翁。
手作展示品—mandrake。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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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而在布展的过程
中，最耗时耗力的，就
属场景布置这一“大型
制作”了。我们借鉴了
电影里几个特色场景，
在馆内几处搭置布景，
有：哈利的房间（楼梯
下的碗橱）、霍格沃茨
魔法学校墙上的挂画、
学校大礼堂与漂浮蜡
烛、可穿墙的9¾站台
（改编成影院）、猫头
鹰送信与漫天信件飘
落。虽无法媲美电影中
那般壮观震撼的效果，
但我们亲力亲为，费
尽心思，想方设法地把
故事中的意境呈现在大
众眼前，希望大家能心
领藏在其中的巧思与含
义。

书签赠送
1

2
3
4
5
6

墙上的挂画及悬挂在
馆内四周的校旗与院
旗。
哈利的房间——楼梯
下的碗橱。
房间内部展示。
仿造学校大礼堂与漂
浮蜡烛。
送信的猫头鹰与散落
空中的信件。
特展书签。

6

维持往年的传统，
图书馆每回办展，都会
有赠送书签的活动。凡
在活动期间到图书馆借
阅书籍的读者方可获得
一张精美可爱的书签，
共有5张款式可收集。

Cosplay拍摄
Alohamora！穿上巫
师袍，挥一挥手中的魔
杖，成为书中的人物吧！
校讯社的同学在此活动
中，提供了服装道具租借
与拍摄的服务。由于机会
难得，不少师生卸下包
袱，大玩角色扮演，到处
在馆内布置的场景留下足
迹与纪念，体验了一回当
巫师的乐趣。

1

2

3

9 ¾影院
《哈》作品改编的电
影系列也值得一看！配合
主题，我们将馆内原本的
多媒体室改造成剧中其中
一个名场景——9¾影院
（9¾站台）；电影票也依
据车票的样本进行设计。
影院在线上映了《哈利波
特与神秘的魔法石》、
《哈利波特与消失的密
室》、《哈利波特与阿兹
卡班的囚徒》及同为哈
利• 波特宇宙中的《神奇
动物在哪里》4部电影，
每场次吸引了超过40位
同学到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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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
3
4

正在体验Cosplay的学生。
小读者也来巫师新体验。
在9¾影院里欣赏四部相关电影。
正在9¾影院里欣赏哈利波特电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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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问答游戏
充满趣味性与互动性的“有
奖问答游戏”，分为3日进行，
每日释出30道关于《哈》的题
目，以猜灯谜的方式解答，正确
解答一题便可获得精美限量小礼
物。活动甫开始便纷纷涌入大
批“解谜达人”绞尽脑汁进行猜
题，场面可谓盛况空前。
1

3

2

1
2
3

参与趣味有奖问答游戏的学生们。
趣味有奖问答游戏的题目之一。
参与的学生之一与他的战利品。

魔法音乐会

1

除了电影欣赏，当然还
要造一造耳福。图书馆邀请了
本校管乐团携手陈永文老师及
刘庆荣老师，特于下课时段为
我们演奏了《哈》电影主题曲
目串烧。担任指挥的永文老师
更着上巫师袍，化身音乐魔术
师，手拿魔杖充当指挥棒，在
魔杖的挥舞下，随着旋律，仿
佛进入了闪着剧情跑马灯的音
乐隧道，层层通往《哈》的故
事情节中，意犹未尽，余音绕
梁。

2

手作教室
《妖怪们的妖怪书》是哈
利•波特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三
年级上课时所用的课本，是由
保护神奇动物课的新教授海格
选定的。这种书籍会咬人，就像
一个妖怪。但是，你只要轻轻
抚摸一下它的书脊，它就会安静
下来。为了让小年纪的读者也能
感受《哈》展的乐趣，本馆特
开放4至12岁的小朋友参与这项
简单有趣的手作活动，制作一本
属于自己的“怪兽便利贴”！
活动当日，小朋友们施展创意魔
法，在老师及志工的指导下，诞
生了各种各样的“怪兽”，不亦
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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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3

魔法音乐会。
手作教学作品。
参与手作教室的小朋友之
一与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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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商店

1

《哈利• 波特》故事
中的对角巷，是魔法世界
中缺一不可的商业街道，
贩售着林林总总的魔法商
品。为了让大家更贴近故
事中的生活，本馆如法炮
制，特设限时魔法商店，
营业一周，售卖与《哈》
主题相关的物品。所有琳
琅满目的商品，皆为本馆
精心制作，限量出品。商
品清单有：零嘴“比比多
味豆”、“巧克力蛙”、
“金色飞贼巧克力”、魔
法药水小吊饰、魔草药小
盆栽、拼豆吊饰、卡通贴
纸等。此外，魔法商店也
邀来动漫研究社入驻，售
卖该团自制的书签，使活
动商品更加丰富多元。魔
法商店不仅受到许多师生
的喜爱，好多商品一早售
罄，供不应求，在多方强
烈要求的声音下，添补了
其他商品，额外开放的预
购商品也出现了爆单的情
况。

2

3

4

1
2
3
4

魔法商店招牌。
下课魔法商店就人潮满满。
手作商品之巧克力蛙、怪味豆及金探子。
手作商品之魔法药水。

VR虚拟实境体验
想不想在魁地奇球场穿梭飞
行？悉知本馆举办《哈》展的友
校，也来提出合作，为活动特别
设计了虚拟魁地奇球场与其他VR
游戏让前来观展的师生“试飞挥
剑”2日，让参与的师生们收获了
一场精彩难忘的VR初体验。

试飞挥剑的VR体验之旅。

小结：走进魔法世界的回忆
会有哈利波特特展，是一场
我们大人们的美好回忆的再现；会
有这样的呈现方式，是大家集思广
益，历经好多的讨论、泪水及汗
水，才最终拍板定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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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给我们的读者以及所
有可能会前来的大家一场不一样的
体验。在观展后或参展后，对这个
风靡全球的魔幻故事有了认识或重
温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

中镜楼图书馆成员。

在二月甫办的金庸特展，也
给予了我们这次进行全馆策展的基
础和勇气。这一场特展，是历来最
耗时耗力的体验。但有着一群好同
事一起努力，才是我们能完成的关
键。感谢我们所有的同事，

感谢所有给予我们帮助的人，
还有前来观展的读者及大众，让我
们有了办展的鼓励和欣慰，也有了
下一次策展的想法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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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2

峇
株

华
仁
中
学

序

4
5

书名
X探险特工队：人间蒸发惊
险记（人口贩卖篇）
X探险特工队：神秘衰老事
件惊魂记（细菌篇）
X探险特工队：烟霾来袭惊
魂记（空气污染篇）
功夫老伯
呵呵～男神住在我隔壁！！

6

铁盒子

1
2
3

职业人气王（37）时尚教
7
主——时装设计师篇
职业人气王（38）人工智
8
慧——电脑工程师篇
我们的成长故事（7）做个
9
有礼貌的孩子（礼貌）
X探险特工队：海洋争霸
10 战——大白鲨VS旗鱼
（鱼类篇）

吉
隆
坡

坤
成
中
学

亚
罗
士
打

吉
华
独
中

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恶魔的交易
雾山旅舍
一封迟来的信
变心密码
得真经修成正果
回家路上
梦想罐头
魔兽战神1
其实我们都一样
人鱼传说

序
1

书名
图解经济学

作者
故事：黄嘉俊、格子

帮；漫画：黄嘉俊
故事：黄嘉俊、格子
帮；漫画：黄嘉俊
故事：陈葆元；
漫画：氧气工作室
蓝国清
冯静仪
故事：格子帮 、
漫画：黄龙工作室
故事：地球防卫部；
漫画：RAVENHART
故事：地球防卫部；
漫画：郑顺升
金美永
故事：陈绍霖、铭；
漫画：黑墨工作室

作者
沈雨仙
灰碗
邓秀茵
林俐娜
铁皮人美术
蓝国清
文欣
龙人
谢智慧
伊藤悠
作者
《图解经典》
编辑部
法医秦明
法医秦明
陈磊
法医秦明
陈惠君
法医秦明

守夜者
法医秦明：第十一根手指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法医秦明：偷窺者
遗失的十七年
法医秦明：无声的证词
如果没有打开那扇门，过去未来
张万荣
8
会怎样？
玄色
9 哑舍•古董小传
法医秦明
10 幸存者
2
3
4
5
6
7

3
4
5
6
7
8

书名
幸福路三段（魔豆原创•流行文
学）
被讨厌的勇气：自我启发之父
【阿德勒】的教导
流浪地球
昨日之岛（黑蚂蚁）
雪山飞狐
梦想这条路踏上了，
跪著也要走完
2018年双亲节征文比赛
得奖作品集：寸草心 14
郭鹤年自传

9 五位台大生教你这样做笔记
10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序

书名
嘿嘿嘿男朋友和棉花糖都给我来
1
一个
2 等雨停的男孩跟等风起的女孩
3 看我！像我这样笑一下
4 女神别闹了，快出来见我！
5 喔喔！原来你是我的青梅竹马！
6 奔跑吧！爸爸
7 你和夏天一起离开了
8 斗罗大陆：杀戮之王
9 苏醒的秘密
10 时光有你，记忆成花

序

书名
嘿嘿嘿， 男朋友和棉花糖都给
1
我来一个！
2 SILAS MARNER 织工南马
3 PADDINGTON THE ARTIST
寻龙历险系列S09：悲愤的毒息
4
巨龙斯宾德斯顿龙
王子系列K14：各行各业锋芒毕
5
露（职业篇）
万兽之王系列R08：狂蚁之灾
6
（蚁科篇）
最强对决系列X07：愤怒交战河
7
童VS人鱼
科幻冒险系列C34：身陷沙生绝
8
境险记（气象篇）
9 无限异星战W04：炼金幽浮
WATCH YOUR WHISKERS,
10
STILTON!#17

作者
郁之
岸见一郎
刘慈欣
李伟伦
金庸

巴
生

兴
华
中
学

PETER SU
隆雪华堂
妇女组
ANDREW TANZER
连格聆等
尤瓦尔•赫拉利
作者
冯静仪
伊卡
何盺宜
冯静仪
何佩雯
伊藤悠
方文灏
唐家三少
随侯珠
顾西爵
作者
冯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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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澔澔䯼澔澔ᶻ漣屗ẞ䊳
䐶澔澔澔澔澔澔澔嫞漣澤澧澡澬澫澧澪澔澦澧澧澫澔漑ℇ㘻澔澦澫澥漒
ḡ澔澔澔澔澔澔澔䘠澔漣澤澧澡澬澫澧澪澔澦澫澫澭澔
䐶澔澔澔澔澔澔澔徯澔漣濭濙濙濠濝濢濛濓濠濕濝澴濘濣濢濛濮濣濢濛澢濡濭
⫺澔澔澔澔澔澔澔孢漣㊩↩攆嫼䖅伂ⴉᴏ䗹⁴ᶻ⍙
⌎澔澔澔澔澔澔澔枞漣澩澤ᶻ
㰼↩☱㾺漣澵澨澤澦
ㆦ⌎ㄫ㩣漣澦澥澣澥澤漑ᴁ漒

何澔澔䯼澔澔ᶻ漣≣剤ㄑ
䐶澔澔澔澔澔澔澔嫞漣澤澨澡澩澧澤澩澤澪澧
ḡ澔澔澔澔澔澔澔䘠漣澤澨澡澩澧澬澧澥澫澧澔
䐶澔澔澔澔澔澔澔徯漣濞濝濨濧濝濢澴濞濝濨濧濝濢澡濝濢濘澢濙濘濩澢濡濭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孢漣㊩↩攆嫼䖅伂ⴉᴏ䗹⁴ᶻ⍙
⌎澔澔澔澔澔澔澔枞漣澩澤ᶻ
㰼↩☱㾺漣㕻と㑚⪥澥
ㆦ⌎ㄫ㩣漣澦澥澣澥澤漑ᴁ漒

蔡诗中

何澔澔䯼澔澔ᶻ漣徺⺸⪊Ƚ䨧䃖冴
䐶澔澔澔澔澔澔澔嫞漣澤澫澡澫澫澦澨澤澦澥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漑ℇ㘻澔澧澤澥Ƚ澦澦澫漒
ḡ澔澔澔澔澔澔澔䘠漣澔澤澫澡澫澫澦澦澥澦澭
䐶澔澔澔澔澔澔澔徯漣濠濝濖濦濕濦濭澴濗濜濣濢濛濜濫濕澢濙濘濩澢濡濭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濚濭濚濣濣澴濗濜濣濢濛濜濫濕澢濙濘濩澢濡濭
⫺澔澔澔澔澔澔澔孢漣㊩↩攆嫼䖅伂ⴉᴏ䗹⁴ᶻ⍙
⌎澔澔澔澔澔澔澔枞漣澩澤ᶻ
㰼↩☱㾺漣⣛亏兰媳✃
ㆦ⌎ㄫ㩣漣澦澥澣澥澤漑ᴁ漒

黄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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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杰
STILTON,
GERONIMO

㐷澔澔澔澔澔澔澔尺漣濆濁澪澤
㭈㨿ㄸ⋤漣澼濃濂澻澔激澹濃濂澻澔澶澵濂澿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澤澤澭澡澤澤澤澡澬澨澥澫澥澔
尧ㄸ⌎䣱漣澿激濉澵濂澻澔澷澼濃濂澻澔澔澔澔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澼濋澵澔澷澼澽濂澹濇澹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濇澷澼濃濃激

㐷澔澔澔澔澔澔澔尺漣濆濁澪澤
㭈㨿ㄸ⋤漣濉濃澶澔澶澵濂澿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澦澦澧澡澧澤澥澡澦澤澤澡澤澔
尧ㄸ⌎䣱漣濉濢濝濨濙濘澔澷濜濝濢濙濧濙澔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濇濗濜濣濣濠澔澔澷濣濡濡濝濨濨濙濙濧瀁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澵濧濧濣濗濝濕濨濝濣濢澔濣濚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濁濕濠濕濭濧濝濕

㐷澔澔澔澔澔澔澔尺漣濆濁澪澤
㭈㨿ㄸ⋤漣濄濉澶激澽澷澔澶澵濂澿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澧澥澦澡澫澬澭澡澧澭澤澥澔
尧ㄸ⌎䣱漣澾濝濨澔濇濝濢澔澽濢濘濙濤濙濢濘濙濢濨澔澔澔澔
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澔澼濝濛濜澔濇濗濜濣濣濠澔

ELIOT, GEORGE
BOND, MICHAEL
林诗敏
刘怡延
陈绍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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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约
一、 《华文独中图书馆通讯——悦• 读》是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出版的宣教刊物，分别于每年4月、8月、12月出刊。本刊出版目的
旨在让各界了解华文独中图书馆的发展面貌，进而促进各馆对阅读的重视，
与此同时，也期盼通过这份刊物，以推动华文独中图书馆事业发展。

本期主题
一日之计在“晨读” ◎ 编辑部
校长谈阅读
把图书馆当成事业来经营 ◎ 李爱玲
把

二、 宣导校史馆建立的意义及其所扮演的教育功能。

阅读Fun
走进魔法世界——
《哈利•波特》in峇株华仁中学中镜楼图书馆 ◎ 李奇珊、王雪莉

三、 来稿经本刊编辑部审议，稿件采用与否由编辑部做最后的决定。
四、 来稿需附上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职务、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电邮。
五、 来稿请自留底稿，本刊一概不退还稿件。若稿件三个月没有回复，作者可另
行处理。本刊将根据情况对稿件进行适当修润。
六、 稿件一经刊登，其著作权将归本刊所有，并允许本刊刊载于网站上。
稿件征求内容包括：
序

内容

字数

1

图书馆、校史馆相关人员
工作心得

2

各馆推荐必读之书（书评）

3

各校10大热书排行榜

4

图书馆主任的经营法宝

800-1000字

需提供个人照及配上图说之照片

封面故事

5

推动各项卓有成效的阅读活动

800-1000字

需提供图书馆照片，并附上图说

6

图书馆特色介绍

800-1000字

需提供图书馆照片，并附上图说

休闲与知识兼容的大书房

7

校史馆特色介绍

800-1000字

需提供图书馆照片，并附上图说

或

800-1000字

备注

600字
-

需提供个人照及配上图说之照片
需提供推荐书之照片
-

来稿请寄：
《华文独中图书馆、校史馆通讯》编辑部收
Blok A, Lot 5, Seksyen 10,Jalan Bukit,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resource@dongzong.my
电话：+603 8736 2337 Ext.271
传真：+603 8736 2779
联系人：赖依玲（资料与档案局执行员）

——麻坡中化中学刘在川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