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踪您的阅读，玩有趣、有教育性的小型遊戏，找
到充满活动的任务且同时发掘HCLS的eResources。
赢取点数并解锁徽章! 

累積十点就可免费获得一本书! 可在线上或用纸記錄
阅读完的书籍去赢得点数，然后在8月2日至 31日
之间到任何 一个分馆去领书。 每位读者限领一
本，送完为止。  

夏季阅读从6月1 日开始， 每个星期一會有一項
新的任务，直到8月 23日为止。 

每完成一項任务或看完一本书就可赢得 一点。  

可用任何活动来代替阅读。  

用你喜欢的阅读方式来构想20 分钟的阅读活动: 阅
读或聆听电子书; 读一本可以拿在手里的书、一段章
节、一本漫画或 图画小说、或读一首诗。  

完成三种任务的活动或阅读活动时就算完成了一项
任 务。  

任务可以按任何顺序完成。  

活动可针对孩子的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也可创造自

己的活动。  

当您的总分达到 10点时，您就正式完成了夏季阅

读 ，您可以到任何 分馆领取您的图书奖品。 

(每位读者限领取一本书，送完为止)。  

赚取了10 点后还能做些什么呢? 继续阅读! 继续阅

读、记录读完的书籍，并完成任务活动。  

 

夏季阅读 

11-17岁

6月1日至8  8月31日
由霍华德郡图书馆系统友人 及基金会赞助

chinese



6月1日：任务1
q 11-17岁：公众 科学

让全家都参与公众 科学！ 在此提供几个在线网站，这些门
站充满了引人入胜且合宜的 科学项目。

scistarter.org

q 11-13岁：彩虹粉笔漫步
拿起一些画漫步道 的彩虹粉笔，并在您的社区各处绘制友善

的彩虹，以此传播爱心。

q 14-17岁：同志骄傲!

庆祝同志骄傲月!  如果可能，请参加本地活动并浏览 各个分

馆所收藏的彩虹书品 (Rainbow Reads)。 要查找书籍，请访问
hclibrary.org。

6月7日：任务2
q 11-17岁：为作者庆生

通过朗诵作家的诗歌来庆祝著名作家尼克·  乔瓦尼（Nikki

Giovanni）的生日。 从图书馆调阅 她的书。

https://nikki-giovanni.com/works/poetry/

q 11-13岁：善心石头

创建正面信息，与朋友和您的社区分享。 您所需要的只是一
些光滑的石头、唛克笔或水彩 以及灵感！

q 14-17岁：驾驶研究
您快要可以开车了吗？ 使用消费者报告来研究汽车的成本和
型号。 在决定 买车之前，您可以先了解汽车的功能和价格。

www.consumerreports.org/cro/index.htm

q 11-17岁：Juneteenth

Juneteenth （这是英文6月19日的缩写）是美国一年一度庆

祝奴隶制度结束的活动。 藉由图书馆提供的相关书籍来探讨

这个主题及它 对我们国家的影响。

q 11-13岁：纸飞机

学习一些新的纸飞机折叠设计，并在户外尝试。 哪架飞机飞
行得最远？ 最高？ 哪个设计的飞机坠毁了？

q 14-17岁：成功准备考试

您明年要参加SAT或ACT考试吗？用Peterson的"考试与就职

准备"，来准备考试。 这是一个有用的图书馆电子资源。 

hclibrary.org/new-a-main/a-student-middle-high-school/

6月21日：任务4  
q 11-17岁：立即试写！

通过撰写任何内容的评论来练习您的写作技巧。 昨天的晚
餐、今天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最喜欢的科技产品或任何您有兴
趣的东西。

q 11-13岁：科学迷大集合

对于地球和太空科学爱好者及想要进一步了解工程和技术的

人，ScienceFlix可以帮助您探索有关科学的一切事物。

q 14-17岁：准备上路了吗？

绘制完美的周末公路旅行地图。 你要去哪里，要带什么东
西？ 与家人和朋友分享您的想法。

任务 
11-17岁
hclibrary.org/summer 

6月14日：任务3
在 hcls.readsquared.com 上追查您的进度，任务
及活动可以按任何顺序完成。可用任何活动来代替
阅读 。



6月28日：任务5 
q 11-17岁：两全其美
一边阅读一边健身，带着 一本有声读物，然后在阳光下散步

聆听。

q 11-13岁：升上中学

当您准备上中学时，请看看图书馆如何帮助您成功升学。 在
图书馆的优酷(YouTube)頻道上(youtube.com/user/

howardcountylibrary) 觀看中學生所能信任的 图书馆电子资

源eResources。

q 14-17岁：日落绘画

拿起画笔和纸张到户外去。 以日落为灵感。 在房间里展示成
品或将其赠送给朋友。

7月5日：任务6 
q 11-17岁：阅读包

不确定接下来要读什么吗？ 使用阅读包一解
忧愁。 选择一书籍的种类 别，我们的图书

馆员将为您选择六本书 。

hclibrary.org/books-movies-music/bundle-

bag/

q 11-13岁：青少年对话与教学

想了解更多青少年教的数学或其他有趣的话题吗？ 查看图书

馆的及时播放列表，"TAB  ： Teens Talk and Teach"  是一
系列由青少年专门授课的青少年课程。
youtube.com/user/howardcountylibrary

q 14-17岁：创造历史

对于那些想探究奇异历史事实的人，请查看

WeirdHistory.com，这里有与众不同的非寻常文章和故事。

7月12日：任务7 
q Ages 11-17: 驱逐脑雾 

通过查看Brain HQ以避免在夏天产生的脑雾。 可以把这个活
动想象为私人健身房，在这里不是要锻炼腹部和四头肌，而

是训练及改善自己的记忆力、注意力、大脑速度、人际交往

能力、智力和导航能力。

q 11-13岁：语言学习

您是否一直想学习另一种新的语言？ 查看Mango，这是语言
学习者的电子资源。 无论是阿拉伯语、法文、日语、西班牙
语，还是可用的70多种语言中的其中一种，Mango都能让您
立即流利地使用语言。

learn.mangolanguages.com/pathway

q 14-17岁：服装升级

您的衣柜需要增加一些新衣服吗？ 考虑用一些很酷的新方法
来升级改造一些旧衣服。 查看Pinterest的想法。

7月19日：任务8 
q 11-17岁：找到您的下一个阅读品！

想读好书吗?  查看NextReads。 书单及精典、𣈱锁书

籍、及有关的书名会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里。 

hclibrary.org/research/nextreads/ 

q 11-13岁：从事园艺

您知道园艺是锻炼身体和大脑的好方法吗？ 它能帮助改
善记忆力和减轻压力，以及带来各式各样的水果、蔬菜
和草药。 找一个朋友，准备好您的园艺工具。

q 14-17歲：动漫展DIY

为了庆祝动漫展（Comic-Con），设计你自制的 动漫角

色扮装。 拍摄照片并发布到您的社交媒体上。

7月26日：任务9 
q 11-17岁：旧地重游
觉得无聊吗？ 拿出一项桌游，玩一些" 旧式的 " 游戏。 玩些经
典游戏，例如四子棋、大富翁和Sorry游戏，留下新的回忆。

q 11-13岁：图画小说富矿

你喜欢图画小说吗？ 查看Teen Book Cloud中的各种图画书。
您只需点击即可获得下一部图画小说。

q 14-17岁：有所作为！

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社区中有所作为。 帮助年长的邻居整理
院子。 在附近捡垃圾。 将罐头食品捐赠给您当地的食物银 

行。 做好事心情好。

hclibrary.org/summer 



8月2日：任务10  
q 11-17岁：本地聆听

听青少年讲书和其他热门话题。 查看最新的HoCoCast！
hclibrary.org/community-education/hococast/    

q 11-13岁：健康吃零食

是否也在寻找健康却有创意的零食？ 从Kidspot  Kitchen 等网
站获取易制、健康零食的主意 。

www.kidspot.com.au/kitchen/

q 14-17岁：职业好奇心？

有兴趣探索不同的职业领域，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前往
Learning Express Library找到准备事业的选单 。 

www.learningexpresshub.com/ProductEngine/LELIndex. 

html#/center/learningexpresslibrary/career-center/home/

learn-more-about-a-career

8月9日：任务11  
q 11-17岁：凝望星空

凝望晴朗的夜空。 你能辨认出任何行星或星座吗？ 外星人的
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q 11-13岁：声乐晋级
你会是下一个《美国偶像》赢家吗？ 从eResource的Artist 

Works免费课程中提高您的声乐技巧，并开始演唱！
hclibrary.org/new-a-main/a-student-middle-high-school/

q 14-17岁：乘车好搭档

计划长途开车吗？ 有声读物成为旅行的好搭档。 今天就去
取！ 查看 hclibrary.org

8月16日：任务12 
q 11-17岁：决战一分钟

你今年夏天读了一本好书吗？ 挑战自己，写一分钟的书籍概
要。

q 11-13岁：拼拼贴贴
拿一些旧杂志，剪下上面的单词、短语和图片，帮助您想像

下学期要做些什么,  给自己一些新的目标，并用自己喜欢的

东西装饰拼贴。

q 14-17岁：衣柜大扫除

随着返校的时间即将到来，现在是整理衣橱并改换风格的时
候了。 需要一些大扫除的背景音乐吗？ 在Freegal上查看播
放列表。  hclibrary.freegalmusic.com/home

8月23日：任务13   
q 11-17岁：有愿必成

返校日就要到了，现在是考虑新学年目标的理想时机。 使用
杂志和励志的名人语录创建一个愿景板。 定期检查您的板
子，以确保自己跟上进度并负起责任。

q 11-13岁：井井有条
花点时间创建要事日志，为返校做好准备。 尝试跟上让您表

达自己并且变得井井有条的热潮。

q 144-17  岁：未来的自己
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 您的本学年目标和愿望是什么？
把信藏起来，2022年的六月再打开来阅读。

hclibrary.org/sum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