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读了多久？

 
你读了什么书？

 
你去了哪里？ 

 
你什么时候分享的？ 

 
你读了什么书？

 
你读了什么书？

 
你什么时候登录的？ 

 
你读了什么书？

 
你看到了什么？

 
你与谁分享了推荐书目？ 

 
你读了什么书？

 
你读给谁听？

 
你读了什么书？

 
列出你找到的一个资源

 
你读了什么书？

 
你读了什么书？

 
你读了什么书？

 
你读了什么书？

 
你学到了什么？

 
你读了什么书？

 
你读了什么书？

 
 你选了什么活动？

 
你读了什么书？ 

 
你告诉了谁？ 

在床上阅读 非白人作家 户外阅读 分享你的故事 书名只有一个词

重读最喜爱的一本书 前往 BPL.ORG  
登录图书馆账户

当地作家 欣赏一件艺术品 
（现场或网络）

向其他人推荐一本书

阅读一个真实的故事 读书给其他人听 女作者 探索 BPL.ORG

禁书 图书管理员的建议 获奖作品 200 页以下 学习新知识

从你的待阅读清单 
中挑选一本书

LGBTQ+ 作家 参与一个图书馆活动  在（现场或网络） 
展示中看到的书

邀请其他人参与 
宾果阅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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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填写此宾果卡前，请确保前往 bpl.org/bingo 提交你的参与信息。 然后在此宾果卡上
填写从 2020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这段期间你阅读的内容和完成
的活动。 当至少填写五个方框并连成一条直线时，你就可以随时前往 bpl.org/bingo 上传电
子版卡片，或将卡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bingo@bpl.org，截止时间 8 月 31 日 星期一 午夜。 
如果你无法提交电子版卡片，则可在 8 月 17 日星期一至 8 月 31 日星期一这段时间将其放
到任何开放的 BPL 地点。 欢迎所有人踊跃参与，但是只有年满 18 岁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持
卡人（包括电子卡）才有资格赢取奖项。 如果你没有借阅卡，请访问 bpl.org/get-a-library-card

分享故事 
度过充实的暑期！

每人仅限一张卡  |  每张卡上的书名和活动仅可使用一次  |  适用于年满 18 岁的读者

前往 BPL.ORG/BINGO 下载宾果卡。 邀请好友参加！

阅读 行动 发现 参与详情请见另一面 
姓名：

电子邮箱：

电话号码：

借阅卡号：

我们可否联系你以便通知有关暑期阅读活动的最新动态和提醒？  可以  不可以

BPL BINGO



奖品
报名：立即前往 bpl.org/bingo 提
交你的联系信息，即可参与价值 
20 美元的礼品卡抽奖，可选择当
地独立书店使用。 

特等奖： 提交你的宾果卡，只要
填写内容连成一条横线、竖线或
斜线，即可参与价值 200 美元的
礼品卡抽奖，可选择当地独立餐
厅或杂货店使用。 

每连成一条线就能获得一次抽
奖机会，填满整张卡最多可获得
十二次抽奖机会。 你可多次提交
宾果卡，以记录你的进度。

从前……

我们可以公开分享这个故事吗？  可以  不可以

我要读什么？如 何 解 读 挑 战
完 全 取 决 于 你 自 己 ！ 如 果 你
在选择方面需要帮助，可以访 
问  bpl .org/bingo  获取有关书 
籍 和 资 源 的 建 议 。 你 还 可 以 
使 用 另 一 个 资 源 ，即 我 们 的 
个性化荐书服务  Shelf-Service 
(bpl.org/shelf-service)—只需回答
几个问题，我们的读者服务团队
就会专为你创建一份荐书清单。

我要怎么读？ 除了纸质书，BPL 还
提供多种格式的电子读物，例如
电子书、有声书以及电子杂志和
报刊。 你可以询问图书管理员或
访问 bpl.org/stream-and-download

除了阅读，我还能参与哪些 
活动？ 如果你想了解图书馆即
将开展的项目，请访问图书馆活
动页面 bpl.org/events。 图书馆提
供各种各样的在线项目，包括针
对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暑期
阅读活动。

BPL BINGO 
参与信息

分享你的图书馆故事！
你想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图书馆的经历吗？ 在这里写下来，使用话题标签 #BPLShareYourStory 分享
到社交媒体，或上传到 bpl.org/bingo。 不要忘了填写参与一个图书馆活动或“分享你的故事”宾果方
块—但不能两个都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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