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亚运 走进亚洲
——图书馆 2010 迎亚运专题书目推荐

编者按：
2010 年广州亚运会暨第 16 届亚运会将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至 27 日在中国广州进行，
广州是中国第二个取得亚运会主办权的城市,亚运会 42 项精彩的比赛项目、亚洲各国运动员
的风采，羊城期待已久。为了让我校广大师生更好地了解亚运会、了解广州，我馆结合现有
主要馆藏，精心制作了《走近亚运，走进亚洲--图书馆 2010 迎亚运专题书目》。本期专题
书目包含以下内容：聚焦亚运，在这里您能获悉亚运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体育知识，您能
了解亚运相关的比赛项目规则；亚运风俗文化，为您介绍亚洲各国风土人情；广州风土，让
您了解广州的每一个大街小巷、感受身边的广州、体会浓浓的羊城文化；语言会话，让您了
解亚洲各国的口语会话。我们还挑选了与亚运相关的报纸、期刊以及网络文献，您可以以更
快的速度获取更新的亚运信息。希望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您能更加充分地了解和享受此次亚
运盛会。祝您阅读愉快！

目 录
一、 图书
（一）聚焦亚运
（二）体育知识
（三）亚洲风俗文化
（四） 广州风土
（五）语言会话
二、 期刊与报纸
三、网站

一、 图书
（一）聚焦亚运
1《亚运会媒体运行》

馆藏索书号：G811.23/20101

基本信息：徐劝玉主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277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广州亚运会媒体运行志愿者专业培训教材。本书根据国际大型赛事的运作规律，结合广州亚运
会的特点，系统地阐述了广州亚运会媒体运行的服务设施要求，包括主新闻中心运行、场馆媒体中心运行、亚运
会新闻服务、摄影服务、媒体支撑服务、广播电视服务和新媒体技术应用等领域的政策和细则，并对亚残运会媒
体运行的特殊服务设施作了详细的介绍。

2《亚运知多少》

馆藏索书号：G811.23/20102

基本信息：罗京军主编.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142 页
内容简介：本书采用问答的表述形式，立足于亚运会发展的历程，分别从亚运历史演进、亚运体系成型、亚运项
目设置、亚运动感人物、畅想广州亚运及亚运趣闻等六个方面系统、全面地介绍亚运会的基本知识。

3《阅尽沧桑话亚运》

馆藏索书号：G811.23/20103

基本信息：雷青峰著.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 2009:137 页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亚运会的发展史，时间跨越将近 100 年，内容从亚运会的前身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到 1951
年首届亚运会，再到即将在广州举办的 2010 年第十六届亚运会。

4《向亚洲出发》

馆藏索书号：H319.4:K/201015

基本信息：罗京军主编.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406 页
内容简介：本书记述了多哈、曼谷、东京、釜山、马尼拉等 19 个与亚运、与体育有着深厚渊源的亚洲城市，通
过对历史、文化、经济和现状的采访和观察，解读一个大型运动会给一个城市带来的发展和变化。

5《体坛往事：广东体育精神》

馆藏索书号：G812.765/20091

基本信息：费勇, 高筠, 郑虹等编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8:15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从 30 年前牵起两地的省港杯开始，到 2010 年对亚运盛会的展望结束，本书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和
知情人，披露了一些当年鲜为人知的故事。

6《体育建筑论稿：从亚运到奥运》

馆藏索书号：TU245-53/20081

基本信息：马国馨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7:287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作者有关体育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和实践的论文 25 篇，涉及体育、城市、建筑及国内外经
验的分析总结。从写作年代看，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申办、筹办亚运会和奥运会的过程。

7《聚焦亚运: 2007 广州亚运传媒论坛演讲录》

馆藏索书号：G206.2/20088

基本信息：第 16 届亚运会组委会宣传部,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编.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183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 2007 广州亚运传媒论坛上的致辞，演讲及报道。共分三部分，致辞和讲话，演讲录，报
道录。演讲录是本书的主要部分，主要是传媒界名家的演讲，在此，他们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见解。

8 《中国广州城市建设发展报告》

馆藏索书号：F299.276.65-53/20071

基本信息：舒扬, 陈如桂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内容简介：本报告包括：特稿、综论、城市规划研究、城市管理研究、建筑业与房地产研究、亚运建设研究、公
共交通研究、个案研究、国际比较研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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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育知识
1《跑！跳！投！
》

馆藏索书号：G820.2/20101

基本信息：国际田径运动联合会编.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9:250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跑的基础、短跑、障碍跑、跳远、撑杆跳高、掷标枪、旋转推铅球、掷铁饼、掷链球、
全能项目等内容。

2《新中国体育 60 年》

馆藏索书号：G812/20102

基本信息：熊晓正, 钟秉枢主编.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0:51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八章，主要内容包括：新中国体育的奠基；新中国体育的初兴；新中国体育的挫折；新中
国体育的战略转移；新中国体育的改革（上）；新中国体育的改革（下）；新中国体育的机遇（上）等。

馆藏索书号：D091.5/201010

3《民族主义演进与奥林匹克发展》
基本信息：王润斌著.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0:157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民族主义现实与国际主义理想的博弈为主线，回顾了奥林匹克运动创立、成长、困境、重生的
历史轨迹，梳理了民族国家与奥运会政治互动的关联；本书以民族主义演进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脉络为研究对象，
对两者在演进与发展过程中相互的影响和联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析。

馆藏索书号：G811.31/20091

4《体育项目竞赛规则汇编》
基本信息：人民体育出版社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9:857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集了目前国内开展得比较广泛的共 13 个体育项目的竞赛规则，包括足球竞赛规则、乒乓球竞
赛规则、田径竞赛规则、羽毛球竞赛规则等多种竞赛规则。

馆藏索书号：G811.9/20091

5《中外体育徽章图志》
基本信息：周继厚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341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清朝时期体育运动徽章”、“民国时期体育运动徽章”、
“新中国体育运动徽章”、“体育运动
项目徽章”、“奥林匹克徽章”、“外国体育运动徽章”六个章节, 共计 115 篇文章、29 万字、900 多幅图片。该书
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内容丰富，史料详实，形式活泼、语言通俗、印刷精美。通过大量古今中外体育徽章，
向读者介绍了体育徽章产生、演变的历程，讲述了体育运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历史故事，展开了百年来中
国体育运动的历史画卷，兼具史料性、知识性、典故性、鉴赏性、趣味性。

馆藏索书号：G811.2/20091

6《世界著名体育赛事》
基本信息：方旭东, 邹新娴, 罗天一编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150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世界著名的体育赛事，包括国际足联世界杯、奥运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国际网球
四大公开赛、国家冰球联盟等

馆藏索书号：G812.9/20092

7《中国体育通史》
基本信息：崔乐泉总主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共 8 册

内容简介：本书各卷分别对不同时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和梳理。总体上，整个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
大致划分为中国古代体育、中国近代体育、中国当代体育 3 个大的历史阶段。

8《璀璨五星：五星访谈》

馆藏索书号：I235.2/200912/2

基本信息：翁伟民主编.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295 页
内容简介：《璀璨五星》一书由《五星访谈》和《今日体育快评》两册合成，书中有 280 篇快评，30 篇访谈，集
结了这两个栏目五年来最精华的内容，记录了几十位体坛名将、奥运冠军的精彩人生，他们当中有姚明、刘翔、
王励勤、吴敏霞、邹市明、徐根宝、孙雯、郎平、庄则栋、曹燕华等等。

9《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项目与规则》

馆藏索书号：G811.21/20086

基本信息：李建英主编.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8:220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介绍奥运会体育项目和竞赛规则的书籍, 全书主要介绍了包括田径、游泳、射击、体操、
举重、排球、足球、篮球、射箭、击剑、自行车、跆拳道等项目。

10《现代体育运动项目概述》

馆藏索书号：G808.22/20081

基本信息：曲秀燕主编.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8:276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奥运会运动项目为核心，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各类体育运动项目知识，所参考的文献与资料均来
自国内外本专业教材及论文，在知识结构上不仅体现出了综合性和整体性，还体现出了先进性和前沿性，涵盖了
体育运动的各个项目知识，适合体育装备工程专业的教学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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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洲风俗文化
1《马来西亚·新加坡》

馆藏索书号：K933.89/20091

基本信息： 陈淑仪编著.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8:180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介绍了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民俗风情，游玩热点，地道小吃和购物商场，是一本极佳的出游
必备书籍。对有旅游爱好的朋友来说，这本书可以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让你游玩得更舒畅;对有兴趣出游的朋友
来说，这本书提前带你欣赏异国风情，就等你亲自游玩了。

2《泰国》

馆藏索书号：K933.6/20091

基本信息：(英) 罗伯特·库泊, 南萨帕·库泊著; 王佳灵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8:249 页
内容简介：本书包括泰国地图、第一印象、国土、历史和宗教、人民、和谐相处、实际问题、食在泰国、享受文
化、学习泰语等。

3《中国风俗》

馆藏索书号：K892/20096

基本信息：胡朴安著.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7: 2 册(401, 260 页)
内容简介：
《中国风俗(上下编)》上编钞自近代报刊、杂著，下编摘自历代史志、笔记。全书由近代溯及古往，而
以近为主，对我国历代以来的各省、府、县及各民族风俗民情进行梳理，并对其由来和演变加以探讨研究。

4《印度文化与民俗》

馆藏索书号：K893.51/20071

基本信息：王树英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57 页
内容简介：《印度文化与民俗》力图全面反映印度当今的社会风貌和民俗特征，涉及到印度的历史、地理、宗教、
民族、语言、风俗、文学、艺术、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5《亚洲之旅》

馆藏索书号：K930.9-64/20071

基本信息：星球地图出版社.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 2006:219 页
内容简介：本册详尽介绍了亚洲各国的自然地理、风土民俗、风景名胜和世界文化遗产等情况。

6《缅甸》

馆藏索书号：K933.7/20061.2

基本信息：贺圣达, 李晨阳编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531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缅甸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学、文艺、体育、卫生、外交、毒品问
题等。

馆藏索书号：K933.3/20052

7《越南》
基本信息：徐绍丽, 利国, 张训常编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389 页

内容简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是与中国有悠久关系的邻邦。狭长的国土
3/4 是山地和高原，红河和湄公河河流域人口密集、农业发达。近年来工业发展较快。1976 年越南南北统一后，
特别是 1986 年实行经济改革后，历经沧桑的越南的社会和经济取得了长跑的进步。

8《揽胜日韩》

馆藏索书号：K931.09/20041

基本信息：刘记晃, 彭建泽, 周晓流编著.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 2004:167 页
内容简介：本画册图文并茂，是日本、韩国旅游的指南，介绍日本、韩国的自然风光、城市风情以及与它们节日、
风俗、有关趣闻等。

馆藏索书号：K893.12/20011

9《朝鲜民俗》
基本信息： (朝鲜)朴淳栽著; 文东奎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143 页

内容简介：介绍朝鲜民族的民俗，反映朝鲜人民热爱生活、文明礼貌、重视教育的品德。

10《日本的祭祀与艺能》

馆藏索书号：K893.13/711

基本信息：诹访春雄著; 凌云风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2:231 页
内容简介：本书详尽介绍日本传统祭祀类型、法术与宗教、艺能与文学、俳优的诞生、散乐、木偶艺术、面具艺
术、假面戏剧、民间神乐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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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广州风土
馆藏索书号：K926.51/20101

1《岭南名街北京路》
基本信息：陈明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109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历史悠久；千年遗迹；千年寺观；繁华北京路；吃在北京路；发展北京路。

馆藏索书号：K928.96/20101

2《广州及周边假日游指南》
基本信息：《中国假日游丛书》编辑部编著.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0:214 页

内容简介：本书包含时令游、休闲游、乡村游、时尚游、经典游、长线游六大版块，其中前五个版块适合二日游
和三日游，最后一个版块适合长假游或休假游。每个版块均设置了丰富多样的线路，同时推荐了大量的同类景点，
让读者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3《不一样的广州》

馆藏索书号：K928.965.1/20101

基本信息：胡幸福编著.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0:175 页
内容简介：终年百花斗艳，四季树绿果香，这里就是广州。北负南岭，延续华夏祖山龙脉；南面大海，敞怀迎接
南洋之风。这里就是广州，承袭千年的岭南古城，享誉中外的商贸之都，兼收并蓄的美食首府，异彩纷呈的潮流
天堂。

4《中国广州文化发展报告》

馆藏索书号：G127.651/20102

基本信息：王晓玲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综论、主调报告、行业报告、区域报告、专题调研五部分，主要内容包括：2008 年广州文化
形势分析与 2009 年预测；加强文化建设，积极推进文化创新；提升广州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
荣等。

5《广州历史陈列图册》

馆藏索书号：K872.651.2/20091

基本信息：程存洁主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9:328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文明曙光、南越国都、岭南都会、广州得名、天了南库、南汉国都、三城合一、帝国商行、得
风气之先、英雄城市共十个单元，浓缩了广州六千年的发展历程。

6《榕荫古趣：广州说书》

馆藏索书号：J826.8/20091

基本信息：颜志图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194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广州说书的历史与特色；说书艺人的看家本事；江湖一点诀、说破值千金；那些伴随
一代人成长的声音等。

7《赛龙夺锦：广州龙舟节》

馆藏索书号：K892.18/20093

基本信息：曾应枫, 陆穗岗编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149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的是传统民间文化节日龙舟节，共分五部分内容，包括：端午节的渊源，广州龙舟，龙船制
造，龙船赛景，龙船文化。

8《广州九章：岭南经·中国梦·世界观》

馆藏索书号：K296.51/20095

基本信息：黄树森主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9:426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中国九章”书系的第四本。全书 50 万字，数百张图，有的章节，如广州现代文明史上的三大战
役：抗非典拉锯战，大雪灾阻击战，援川总动员，皆以图代文，仅以寥寥数语点题，是图书出版一次小突围。

9《剪出春秋：广东剪纸》

馆藏索书号：J528.1/20097

基本信息：颜明霞, 谢奕锋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19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方位多视角地介绍了广州剪纸的内涵、技艺、形态、历史演变、艺术价值
等内容。

10《春满花城：广州迎春花市》

馆藏索书号：K892.1/200913

基本信息：冯沛祖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179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全方位多视角地介绍了广州迎春花市的内涵、技艺、形态、历史演变、艺术
价值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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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语言会话
1《粤语新手快速上口》

馆藏索书号：H178/20105

基本信息：张炳昆编著. 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163 页
内容简介：目前，粤语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些行业工作和商贸往来等使用较多的语言。而且广东外来人较多，无论
是日常生活还是找工作，他们都迫切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粤语方言。本书是为了初学粤语的读者需要进行编写的。
书中共分为四个篇章，从最基础的语音开始学起，到日常生活用语，循序渐进。书中的粤语均采用了汉语拼音和
国际音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注音等。

2《零起点实用俄语》

馆藏索书号：H35/20091

基本信息：陈国亭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362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以初学俄语者或第二外语学习者为对象编写的，适用于各类俄语学习者学习初期使用。

3《日语会话超简单》

馆藏索书号：H369.9/200956

基本信息：邵劭编著. 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 2009:229 页
内容简介：本书按照生活中常见的各种场合分为“寒暄对话”、“电话交谈”“日常闲聊”、“生活交际”、“情感表
达”、“沟通技巧”、“职场生活”、“ 出国旅游”等八大部分，配合不同的场景和可能发生的情况，结合日本生活
的实际，精选实用性最强的日常用语，以生动形象的对话实例分别介绍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常用的日语。

4《韩语经典口语 900 句》

馆藏索书号：H559.4/20097

基本信息：格灵国际语言学校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517 页
内容简介：本书针对希望快速学习掌握韩国语的人士，在有限的内容当中，提供给您一个最快最准确的学习方法
以及最标准的日常生活用语。

5《日常生活韩语会话宝典》

馆藏索书号：H559.4/20084

基本信息：林洁编著. 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 2007:260 页
内容简介：本书由 18 个部分组成，内容包括基础会话及短句、时间、日期的表达、情感表达、与人沟通、打电
话、在酒吧、在餐厅、在医院、在邮局等方面。

6《旅游粤语一学就会》

馆藏索书号：H178/20068

基本信息：林怡君编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6:19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可以为你解决一切粤港澳旅行中的语言困难，从出发到归来可能遇上的各种情况，包括机场检查、
过海关、饭店住宿、外币兑换、市内观光、吃喝玩乐、购物、紧急状况等都收纳在内。

7《从 ABC 到越南语会话》

馆藏索书号：H449.4/20061

基本信息：黄以亭, 林明华编著. 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3:20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越南语入门教材，为越南语初学者编写，内容从字母、语音、词汇开始逐步过渡到初级语法知
识和初步会话技能。本书具有普及性、渐进性和自修性的特点。

8《基础印尼语一学就会》

馆藏索书号：H631.2/20061

基本信息：郑令编著.广州: 世图音像电子出版社, 2005:149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从字母发音开始介绍，精选基础单词和会话，以最简易的句子表达，印尼文部分特加上中文注音，
看中文或拼音，就能立刻流利说出印泥语。

9《实用泰语教程》

馆藏索书号：H412.94/20051

基本信息：黄进炎, 林秀梅编著. 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3:22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泰语初学者而编写，内容从字母、语音、词汇入手，逐步过渡到初级语法知识、语音知识及初
步会话技能，并系统介绍了泰国的风物礼俗。

10《实用广州话 300 句》

馆藏索书号：H178/20044

基本信息：古吉编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135 页
内容简介：本书根据最新《广州话正音字典》注音，普通话对照，精选日常生活用句 300 句，是学习广州话的优
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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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刊与报纸
1《当代体育》

馆藏索书号： G8/46

基本信息：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 哈尔滨:《当代体育》杂志社, 2003内容简介：本刊为当代体育足球版。

2《体育文化导刊》

馆藏索书号： G8/22-1

基本信息：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工作委员会主办. 北京:《体育文化导刊》杂志社, 2001内容简介：本刊侧重于从文化的视角观察、认知和介绍各种体育现象（包括人物、事件），重深层次理性分析，
是为广大体育管理者、工作者、人文社科学者和体育企业老板全面了解、认识体育文化和消费提供决策的参考读
物。

3《体育与科学》

馆藏索书号： G8/20

基本信息：孔庆鹏主编. 南京: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1986内容简介：本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重前沿性的开拓性研究成果的交流。本刊是一本学术性、
思想性并重的体育科技期刊。以新概念、新理论开发、以及体育科研究服务于运动训练，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
研究论文为主体，兼顾基础理论和科学科理论建设。

4《环球体育》

馆藏索书号：G8/27

基本信息：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主编. 海口:《环球体育》杂志社, 1994内容简介：本刊包括环球之星、热点追踪、中国甲 A、明星画廊、专题故事、赛场内外、发烧友俱乐部、体育频
道等。

馆藏索书号： G8/5

5《中国学校体育》

基本信息：国家教育委员会,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办. 北京:《中国学校体育》杂志社, 1992内容简介：本刊为体育教育刊物。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学校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向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介绍国
内外学校体育工作的动态、经验，为大中小学体育教师提供学术交流园地，帮助其业务进修，推动学校体育工作
的开展。

6《体育画报》

馆藏索书号：G8/23

基本信息：中国奥委会新闻委员会, 体育报社主办. 北京:体育报社, 中国摄影出版社, 1986内容简介：本刊是中国体育报业总社出版的中国境内唯一的体育画刊。1986 年创刊，至今已成为中国三大画报之
一，拥有近四十万读者。本刊与美国、德国、法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北等国家和地区的体育画刊有
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7《体育博览》

馆藏索书号：G8/26

基本信息：《体育博览》杂志社主办. 北京:《体育博览》杂志社, 1985内容简介：本刊立志成为中国体育的记录者与见证者。 2008 年,《体育博览》全面改版,为读者呈现全方位的体育
文化,展现出体育的精神与实质,带来轻 松愉悦的阅读享受。

8《搏》

馆藏索书号：G8/53

基本信息：新体育杂志社主编. 北京:中国新华体育杂志社, 1994内容简介：本刊包括读者之苑、现场直击、况技大舞台、当代体坛世星、精彩瞬间、一代风流、信息岛等。

9《体育科学》

馆藏索书号：G8/25

基本信息：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1内容简介：本刊包括体育科技政策、奥林匹克研究、学校体育学、比较体育学、群众体育学、体育管理学、香港
体育研究、体育概论、体育信息学、体育史、运动训练学、体育仪器器材与场地研究、体质研究、体育与计算机
研究、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体育统计、体育学术译林、体育经济学、体育教育学等。

10《中国体育报》

馆藏索书号：A113

基本信息：国家体委主办. 北京:《中国体育报》报社, 1988内容简介：本报全方位、立体化报道中国乃至世界体坛的多彩风云，为千百万读者及时提供权威的、快捷的、鲜
活的、丰富多彩的新闻报道，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拥有覆盖全国的发行网络和庞大的读者群体；根
据最近一次权威机构所做的社会调查，在全国所有报刊中，该报的读者阅读率高居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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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站
1 第 16 届亚洲运动会官方网站

http://www.gz2010.cn/

2 广州 2010 年亚残运会官方网站
3 广东省体育局
4 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新华网
5 网易亚运频道

http://www.gzapg2010.cn/
http://www.tyj.gd.gov.cn/
http://www.xinhuanet.com/sports/2010yyh/
http://2010.163.com/

编后语： 欢迎广大读者通过各种方式（面谈、电话、发 E-mail）提出宝贵的建议，将您希望我们推荐的书目主
题告诉我们，我们将根据读者的需求不定期地编制《读者专题推荐书目》，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