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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第八届读书
活动月隆重开幕

    6 月 3 日下午，青岛农业大学在学术会馆隆重举行第八届“读书活动月”开幕式暨第七届“读书

活动月”颁奖典礼。校长李宝笃、副校长王伟出席仪式，副校长原永兵出席并主持会议。机关部分职
能部门负责人 ,各学院院长、书记，分管图书资料的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教师代表、学
生代表等共计 260 余人参加仪式。
    李宝笃校长针对读书的感悟做了一场意义深刻的精彩报告。报告从为什么设读书活动月、读什么
书、怎么读书三大方面详细阐述了读书的重要性。报告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文明素养、科学
素养、创新精神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读书太少。
    李校长指出，阅读的目的首在“成人”，其次是“成事”。针对读什么书，李校长提出要在学习
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向外拓展，要读一些综合学养类的书，同时推荐了包括《论语译注》、《时间简史》、
《论自由》等在内的 47 本书，这些书囊括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是开拓师生视野
的有效途径。
    李校长表示，读书要直奔名家、直奔主题、直奔问题，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悟透重于记忆，并
恰当地进行研究性读书。他表示，学校会为教师和学生的未来积淀素养创造和谐、宽松、安全的育人
环境，营造民主、自由、平等的校园氛围，建造创新、育人、服务的校园设施，培育以学术文化为核
心的校园文化。通过读书，老师要培养深广的人文情怀，美好的人生情感，高贵的育人气质；学生要
养成独立的人格、健全的心理，具备良好的生活能力和工作素质，做社会的贤人，当家庭的基石。报
告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立意高远，充满了感召力，对于我们怎样更好地利用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具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图书馆馆长张乐萃在仪式上宣读了第八届读书活动月的活动方案，本届读书活动月以“推送信息
资源，服务改革创新”为主题，内容包括“数字悦读”系列专题讲座、 构建“真人图书馆”、“书
海寻宝”大赛、图书馆“阅读之星”、“文献传递之星”评选、图书超期费归零周等图书馆资源与服
务宣传活动；全国农科院校学者信息网络建设；专家读书报告、好书阅读秀、“与书为伴，不做手机控”
演讲比赛、“我心目中的图书馆”有奖征文等系列活动；2013 年“好书中的好书”、第九届文津奖
获奖图书、2013 年“治愈系”好书榜精选图书、“2013 年中国好书”等好书荐读活动。
    园艺学院院长王然教授、农学与植物保护学院褚栋教授和学生常然然分别作为学院、教师与学生
代表发言。
    第七届“读书活动月”的获奖名单在会议上公布并举行了颁奖仪式。理学与信息学院陈建毅老师
及农学与植物保护学院孙建军获“教师及研究生数字资源利用竞赛活动”一等奖。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与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荣获本科生数字资源培训优秀组织奖一等奖。在“魅力图书馆”微电影
/动漫大赛中，生物工程 13 级 2 班任富强《爱上图书馆》获一等奖。
    在个人捐赠中，收到宋希云、董岭杰、杨洪晓、戴洪义、李宝笃、彭匡时等27人捐赠图书2181册，
总价 52036.90 元。其中副校长宋希云教授捐赠图书 324 册，价值 16609.60 元；董岭杰老师捐赠图书
538 册，价值 7849.50 元；杨洪晓老师捐赠图书 111 册，价值 5926 元，被评为“爱心大使”。
    根据各学院师生参加活动的综合情况，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园林与林学院、农学与植物保护学院、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 6个学院被评为先进集体。



【新闻报道】

    4 月 8 日下午，由校工会、妇委会
主办，图书馆妇委会分会承办的“关爱
儿童成长”儿童图书漂流活动正式启动。
工会主席陈玉凤、校妇委会主任张丽、
图书馆馆长张乐萃及各妇委会分会主任
莅临现场。
    青岛农业大学图书馆在 CALIS 全国
农学文献信息中心举办的“2013 年微电
影大赛”中荣获一等奖，我馆组织学生
创作参评的三部微电影分别为任富强的
《爱上图书馆》、于佳立的《魅力瞬间》
与杨萧林的《盛开—在与书相伴的路上》。
    4 月 23 日，在第 19个世界读书日，
图书馆推出“图书超期费归零”活动，
全体职工倡议全校师生“多读书，读好书，
好读书”，享受阅读，共建书香校园。
    6 月 17 日，山东建筑大学图书馆许
福运馆长一行来馆访问，张乐萃馆长热
情接待了来访客人，并就文献资源建设、
馆舍布局调整等进行了座谈。许馆长对
我馆馆舍布局的调整提出了建设性的意
见。

    4 月 16 日，图书馆召开全体职工会议，
传达学习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综合治
理委员会成员会议精神，并部署图书馆近期
安全稳定工作。会议由图书馆馆长张乐萃主
持。
    会上，副馆长牟肖光向大家传达了青岛
市安全稳定工作会议精神，并重点强调了校
党委副书记刘国秋、副校长杨同毅在学校会
议上的重要指示。张乐萃馆长做了总结发言，
她强调，全体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领会会议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安
全稳定工作。要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和有关
规定做好防火、防盗、防恐、防邪、防敌等
安全稳定工作，尤其要注意当前的网络安全、
社区安全等安全稳定事宜。

    6 月 12 日下午，图书馆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兰考县委常委班子
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和《在兰考县委
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议由图书
馆馆长张乐萃主持，党总支书记马少军传达
了相关文件精神。
    通过学习 ,大家一致认为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论述精辟，有很
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讲话突出强调作风建
设是永恒的主题 ,要坚持经常抓、深入抓、
持久抓 ,立破并举、扶正祛邪 ,不能用形式
主义反对形式主义。讲话高瞻远瞩 ,立意深
远 ,语重心长 ,给人以教诲 ,给人以启迪 ,
给人以警醒 ,给人以力量。
    马少军强调图书馆全体党员干部一定要
深入学习、提高认识 ,用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统一思想 ,坚定理想信念 ,加强党性修
养 , 把讲话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切实
做到深学、细照、笃行。

 简    讯

图书馆传达学习习近平在
兰考县重要讲话精神

图书馆召开安全稳定
工作会议

  图书馆举办读书报告会，
  张永武教授谈“读书三得”

    6 月 10 日下午，图书馆在学术会馆第三
报告厅举办第八届读书活动月读书报告会，
教职工读书协会会长张永武教授为在场师生
作了“读书三得”的读书报告。校统战部部
长肖传强、合作社学院党总支书记王效仿、
图书馆馆长张乐萃、党总支书记马少军，各
学院师生代表，校教职工读书协会部分成员，
图书馆各部室主任及部分馆员共计 300 多人
与会，报告会由张乐萃馆长主持。
    张永武教授结合自身多年的读书经验，
引经据典，从“对书的理解”、“对读书的
理解”、“对读书习惯的理解”三个方面阐
述了读书三得：即“书是人生最好的朋友”、
“读书乃天下第一好事”、“好的读书习惯
是人生的重要财富”。
    报告会开展了别开生面的互动与有奖问
答。互动环节，在场师生积极发言，就读书
中遇到的问题与张教授进行了探讨。有奖问
答环节，大家踊跃抢答，现场气氛活跃。



    6 月 17 日下午，第八届读书活动月“人
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专题讲座在信息楼
225 室举行。人文社科学院、经管学院、动漫
与传媒学院、艺术学院、合作社学院、教务
处及图书馆的160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人大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李琦经理为大家
讲解了数据库的功能与检索技巧，并现场解
答了师生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人大复
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精选了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中各个学科的期刊论文，为师生及时查
阅人文社科最新、最好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便
捷的手段。

图书馆举办“与书为伴，不做
手机控”演讲比赛

图书馆举办“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数据库”专题讲座

    6 月 18 日晚，由图书馆主办，校演讲与
口才协会协办的“与书为伴，不做手机控”
演讲比赛在学术会馆第一报告厅举行。出席
比赛的评委嘉宾有图书馆馆长张乐萃教授、
副馆长牟肖光老师、宣传部周维维老师及各
学院学工办领导。来自 10 个学院的 23 名同
学参加了比赛，演讲与口才协会会员及各学
院师生共 180 余人观看了比赛。
    围绕“与书为伴，不做手机控”这一主题，
有的参赛选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为切入点，阐述了过度使用手机给身体、精
神带来的伤害，倡议大家减少手机的使用和
负面影响，在图书的阅读中寻找乐趣。有的
选手通过古今中外名人阅读的典故，倡议大
家放下手机，走进图书馆，多读书，读好书，
享受书香的润泽。精彩的演讲博得评委老师
和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比赛结束后，周维维老师就演讲内容、
语言表达、仪表仪态等总体情况以及每位选
手在演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点
评，并倡议大家能够如演讲中所说，正确地
使用手机，不做手机控，与书为伴，领略书
籍带来的内涵之美。

图书馆举办“好书阅读秀”
第一场比赛

    最是书香能致远 ,从来开卷获益多。6月
16 日下午，由图书馆主办，校启明星书友会
协办的“好书阅读秀”第一场比赛在主楼三
楼会议室举行。校统战部肖传强部长，教职
工读书协会会长张永武教授、图书馆党总支
书记马少军教授、学工部孙丙高副部长、图
书馆牟肖光副馆长等出席了活动。活动由图
书馆数字资源部姜仁珍老师主持，肖传强部
长及 7 个学院的学生共 14 名选手参加了第一
场比赛。
    选手们通过演讲、PPT 等多种形式秀出了
自己的爱书，与大家分享了书中的精彩内容
和自己的读书感悟。肖传强部长与大家共同
回顾了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科学家钱伟长
的一生，推荐了《钱伟长文选》这部汇集钱
伟长真知灼见的著作。参赛作品多种多样，
既有《红楼梦》、《平凡的世界》、《飘》
等中外经典名著，也有《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万水千山总是情》、《地球的红飘带》等
时代特色鲜明的著作。
    一本书，一个世界。选手们用精彩的展示，
带领现场观众走进一本本书中去感受心灵的
震撼，为大家带来一场丰富多彩的精神盛宴。

快乐六一，书香童年
—儿童节读物推荐

    “六一”将至，家长们又开始为孩子精
心挑选节日礼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图
书馆妇委会根据“亚马逊最畅销的儿童图书”、
“中国好书榜之 2014 六一少儿好书大推荐”
等精心挑选了我馆收藏的《不一样的卡梅拉》、
《草房子》、《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等 20 本
图书，献给小读者和家长们。
    希望家长和孩子们共同体验阅读之美、
营造书香童年，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
节。网址：http://lib.qau.edu.cn/index.
php?a=shows&catid=26&id=200

【业务动态】



图书馆开展旧书
回溯建库工作

    为进一步完善馆藏书目数据，方便读者
借还，经图书馆筹划与组织，对存放于莱阳
校区的 7万余册旧书进行搬迁与回溯建库工
作。
    为了不影响日常工作，图书馆组织 40 余
人利用假期对旧书进行了搬迁。经过 20 多天
的辛勤劳动，顺利完成了旧书的清理、搬运、
分类、挑选、吸尘等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
通风处理，于 2013 年 4 月正式启动旧书的回
溯建库工作。采编部利用平时新书相对较少
的时间及假期对旧书进行了查重、著录、分
编等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 4.2 万余册旧
书的回溯建库工作。
    这些旧书有六七十年代十分流行且具有
较高可读性的文学类图书、文革类图书等。
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相关图书目录，到图书
馆借阅。

图书馆主页全新改版

   图书馆主页是读者利用资源与服务的门
户。经过前期规划及开发，青岛农业大学图
书馆现推出新版主页。
    这次主页改版仍然坚持“以读者为中心”
的理念，界面简洁美观，结构清晰。主要功
能模块包括资源集中检索、常用数据库、公
告信息、资源动态、讲座信息、服务等。在
全面反映图书馆功能职责的基础上，把读者
最常用的栏目“馆藏目录”、“E读”、“读
秀”、“我的图书馆”等放在主页的突出位置。
同时将数据库分为中文数据库、外文数据库、
试用数据库与自建数据库，方便读者快速访
问。
    图书馆网站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
们会根据读者的意见不断完善。欢迎广大读
者利用图书馆的新主页，为图书馆新主页提
供意见和建议，也感谢您对图书馆主页的关
注！

【工作统计】

读者服务统计
   图书馆对 2014 年 1-5 月的流通借阅数据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希望以此反映出近期读者对
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状况，呼吁同学们走进图书馆，积极利用图书馆资源，营造和谐的书香校园。

2014 年 1-5 月读者入馆人次排行榜

2014 年 1-5 月图书借还量排行榜

【改革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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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论文统计

自然科学类高被引论文前 10 名

  排名                  题        名                      第一作者    被引频次
  1   山东寿光保护地蔬菜施肥现状及问题的研究           李俊良       214
  2   银杏提取液对四种植物病原菌的抑菌作用           孟昭礼       170
  3   水杨酸对苹果叶片中过氧化氢水平的调节及其机制        原永兵       167
  4   不同肥力土壤下施氮量对小麦子粒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林  琪       152
  5   人工模拟杀菌剂绿帝对 8种植物病原菌的室内生测        孟昭礼       142
  6   大白菜氮肥施用的产量效应、品质效应和环境效应        李俊良       140
  7   RAPD 技术在玉米自交系亲缘关系研究中的应             孙致良       122
  8   居住区绿地的美景度评价                              周春玲       122
  9   复方中药多糖对鸡免疫器官形态学的影响                张乐萃       119
 10   保护地番茄养分利用及土壤氮素淋失                    李俊良       114

社会科学类高被引论文前 10 名

  排名             题        名                        第一作者  被引频次
   1  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刘金爱      57
   2  论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                             牛新权      47
   3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郑  丹      47
   4  语法化及其语用动因                                   高秀雪      46
   5  建立完善的农民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                     房桂芝      45
   6  对我国餐饮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思考                     万蓬勃      30
   7  话语分析—批判学派的多维视角评析                     纪卫宁      30
   8   2007 年瑞士女子排球精英赛中国队运动员非技术指标研究  陈  丽      30   
   9  产业扩张、组织创新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               王  勇      30
  10   山东省耕地利用效益的时空差异                         庞  英      29

图书借阅统计

 排名  书  名           索书号
  1   生物化学，上册   Q5/99:1=3
  2   设施园艺学         S62/52
  3   园艺植物研究法   S688/59:1
  4   大师作品分析   TU-861/20
  5   食品包装学         TS206/19
  6   环境生物工程   X17/13
  7   生物化学，下册   Q5/99:2=3
  8   制药工程工艺设计   TQ460/4
  9  安藤忠雄的作品与思想 TU206/102:8
 10  普通化学学习指导   O6/90:1

 排名 书  名             索书号
  1  半生缘                 I246.57/9
  2  林徽因经典作品     I216.2/77
  3  新编初级韩国语     H55/49
  4  张爱玲经典作品集     I217.52/4
  5 考研英语词汇 8000 一本通 H310.421/141
  6  三重门                 I247.57/2415
  7  苏菲的世界           I533.45/3
  8  了不起的盖茨比     I712.45/647
  9  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 H36/49=X
 10  普通心理学           B84/210=2

2014 年 1-5 月借阅量前 10 名的自科类图书 2014 年 1-5 月借阅量前 10 名的社科类图书

    一篇期刊论文的被引频次是评价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论文被引用意味着研究成果得到
继承、连续、发展或评价。图书馆对我校 CNKI 中自然科学类与社会科学类的中文期刊论文被
引情况进行了统计，希望对广大师生的科研工作有一定借鉴。

【工作统计】



【试用数据库】

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出版物
（ICE）试用

   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简称ICE）成立于 1818年，
有近 200 年的历史，为非盈利性的行业学术
组织，目前会员遍及一百多个国家，达 8 万
余人。
   ICE 在版期刊 34 种，涉及土木工程及相
关领域，如岩土工程、建筑材料、水工程、
环境工程等，包括：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是 ICE 的标志性出版物，
始于 1836 年，21 个系列涵盖了土木工程研
究和实践的所有关键领域；
   8 种高水准的土木工程专业期刊，大部
分被 SCI 收录，包括岩土工程的著名期刊
Geotechnique；
    5种新创建材料期刊Science系列期刊。
   网址：http://www.icevirtuallibrary.
com/

   Summon 学术搜索
平台试用

   Summon 学术搜索是基于海量元数据仓储
的新一代学术资源发现与获取系统，致力于
为读者提供更便捷的“一站式”检索，轻松
搜索校内外学术资源。Summon 学术搜索中的
资源主要来自图书馆馆藏目录、电子期刊数
据库、电子书数据库、图书馆数字特藏资源、
开放获取资源等；不仅可以有效揭示本馆馆
藏，还整合了 450 多个数据库及众多机构特
藏库信息，使资源可以更容易被发现和使用。
 网 址： h t t p : / / q a u . s u m m o n .
serialssolutions.com/#!/ 

校长推荐图书
   1．《论语译注》，杨伯峻著，中华书局
2006 年出版。简介：本书以注释准确、译注
平实著称，是当代最好的《论语》读本之一，
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享有盛誉。（读秀电子书）
   2．《论自由》，约翰 • 密尔著，商务印
书馆 1959 年出版。简介：本书论述资本主义
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阐明“社会所能合
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并提
出了自由的各项“原则”。（馆藏地点：社
科图书借阅室 1，索书号：D081/12，读秀电
子书）
   3．《六大观念》，艾德勒著，三联书店
1991 年出版。简介：这是一本谈论哲学观念
的书，思想健康，内容严谨，务实而富有指
导意义，作者重点讨论了我们在生活中据以
判断的观念，如真、善、美和据以行为的自由、
平等、正义等。
   4．《美的历程》，李泽厚著，三联书店
2009 年出版。简介：本书见解精到，文字简
洁，明白晓畅，曾影响了一代青年，引导了
一批又一批的读者步入美的殿堂。（馆藏地点：
社科图书借阅室 1，索书号：J120.9/16=2，
读秀电子书）
   5.《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
2007 年出版。简介：本书是体现“大历史观”
的一部专著，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
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
济学都有利用。（读秀电子书）
   6.《乡土中国》，费孝通著，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06 年出版。简介：本书使后学者领
略了社会学的魅力所在，使社会学在中国真
正做到了面向大众，为学术推广铺平道路！
（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1，索书号：
C924.21/1，读秀电子书）
   7．《世纪大讲堂》，凤凰卫视编，辽宁
教育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简介：通过此书，
读者可以获得国内外最权威的专家学者们的
学术成果和新世纪人文、自然科学最新动向
资讯，领略到国际一流大师严谨、大气磅礴、
引人入胜的演讲。（读秀电子书）
   8．《激荡的百年史》，吉田茂著，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出版。简介：本书以简
短深刻的语言、珍贵丰富的历史图片，带你
重新走进日本的百年沧桑，认真品读日本民
族坚忍奋进的独特文化。

【好书荐读】



【好书荐读】

校长推荐图书
    9．《潜规则》，吴思著，复旦大学出版
社 2009 年出版。（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
室 2，索书号：I267/1410=X，读秀电子书）
    10.《领袖们》，理查德 •尼克松著，海
南出版社 2008 年出版。（馆藏地点：社科图
书阅览室，索书号：D52/1，读秀电子书）
    11.《货币战争》，宋鸿兵编著，中信出
版社 2007 年出版。简介：本书旨在告诫人们
警惕潜在的金融打击，为迎接一场“不流血”
的战争做好准备。（读秀电子书）
    12.《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 1978—
2008》，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简介：本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
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
界的成长、发展之路。
    13.《我们台湾这些年》，廖信忠著，重
庆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简介：本书从作者出
生的 1977 年写起，以一个台湾平民的视角，
细述 30 多年来台湾社会的大事件和小故事。
（读秀电子书）
   14.《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
之一》，林达著，三联书店 2006 年出版。
简介：作者以信件的形式讲述美国现实生
活中的故事，生动地介绍了美国法律、政
治制度的思想原则、建立与发展过程、操
作方式、历史价值以及实行这套制度已付
出和将要付出的代价。（读秀电子书）
   15.《美国也荒唐》，沈群著，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简介：本书通过沈群先
生个人的一些传奇经历，揭示留学美国和创
业成功的内幕，并通过一些鲜活生动的故事，
揭示中美文化的巨大差异，对想留学美国的
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馆藏地点：社科图
书借阅室2，索书号：I712.55/65，读秀电子书）
    16.《冰眼看日本》，俞天任著，语文出
版社2009年出版。简介：本书的几十篇短文，
都是作家留日几十年来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和
感受，范围覆盖政治、社会、教育、产业、
习俗和人际关系，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对日本
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读秀电子书）
    17.《曾国藩》，唐浩明著，湖南文艺出
版社 1992 年出版。简介：本书以丰富的历史
及人物史料为基础，以史与诗的交融，在广
阔的晚清历史背景上刻画了曾国藩这一晚清
重臣和文化名士的历史形象。（读秀电子书）

    18.《活在民国也不错》，林怀清著，长
江文艺出版社 2013 年出版。简介：民国范儿
是怎样的一种范儿？看这样一本书，足以满
足您对民国生活、民国人物的了解欲。（已
购买，分编后将典藏于社科图书借阅室 2）
    19.《希拉克回忆录—步步为赢 1932—
1995》，雅克 •希拉克著，译林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简介：本书中，雅克 •希拉克第一
次生动、坦诚，且不乏幽默地讲述了自己的
故事。（读秀电子书）
    20.《本拉登—一个恐怖大亨的隐秘人
生》，（美）简 •萨森，（叙利亚）纳伊瓦 •
本 •拉登，（沙特阿拉伯）奥玛•本 •拉登著， 
陈嘉宁译，金盾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简介：
本书是第一部由本 •拉登家族成员记录的本 •
拉登成长史。本 •拉登的首任妻子与儿子为
读者讲述了他们在本 •拉登身边的时光。
    21.《九三年》，雨果著，人民文学出版
社 2004 年出版。简介：本书是法国著名小说
家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描绘了资产阶
级和封建势力在一七九三年进行殊死搏斗的
历史场面。（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2，
索书号：I565.4/156，读秀电子书）
    22.《复活》，托尔斯泰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 2012 年出版。（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
阅室 2，索书号：I512.44/110，读秀电子书）
    23.《达芬奇密码》，丹 •布朗著，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简介：本书以 750
万本的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记录，是有史
以来最卖座的小说。（读秀电子书）
    24.《古船》，张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简介：本书描写了胶东芦青河
畔洼狸镇上几个家庭 40 多年来的荣辱沉浮、
悲欢离合，真实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
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块土地
的变化。它是当代中国最有气势，最有深度
的文学杰作之一，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
碑石”。（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2 ，
索书号：I247.57/145）
    25.《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著，中
国友谊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简介：本书从朱
元璋的出身开始写起，到永乐大帝夺位的靖
难之役结束为止，叙述了明朝最艰苦卓绝的
开国过程。（已购买，分编后将典藏于社科
图书借阅室 2）



【好书推荐】

    26.《贾志刚说春秋》，贾志刚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读秀电子书）
    27.《文化苦旅》，余秋雨著，东方出版
社 2001 年出版。简介：本书是余秋雨教授 80
年代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 ，
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
（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2，索书号：
I267/1645=2）
    28.《中国天机》，王蒙著，安徽文艺出
版社 2012 年出版。简介：本书以回忆录的写
法，通过对旧中国的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执
政后辉煌与曲折的分析，展示了其爱党、爱国、
爱人民的情怀。（已购买，分编后将典藏于
社科图书馆借阅室 2）
    29.《南渡北归：离别》，岳南著，湖南
文艺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简介：本书讲述了
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的命运变迁，“南渡北归”，
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
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读秀电子书）
    30.《文化战略》，（美）道格拉斯 •霍
尔特，道格拉斯 •卡梅隆著，汪凯译，商务
印书馆 2013 出版。简介：本书最大的价值在
于将一直以来创意领域认为极具偶然性的文
化创新理论化，并且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起
具有可操作性的创新模式，给包括文化产品
在内的所有大众消费领域的品牌创新提供了
一个突破性的思路。
    31.《论美国文化》，弗雷德里 •克马特
尔著，商务印书馆 2013 年出版。简介：该书
不仅让读者对美国文化有一个崭新的、全面
而深入的了解，其提供的大量翔实资料对于
我国文化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具有十分珍贵
的参考价值，也为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提供
了极为重要的参照。（已购买，分编后将典
藏于社科图书馆借阅室 2）
    32.《失控》，凯文 •凯利著，新星出版
社2010年出版。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机器、
系统、生物和社会的“大部头”，是一本诞
生于 1994 年的关于社会进化、特别是互联网
发展的“先知预言”,它被《长尾理论》作者
克里斯 •安德森称作“过去十年，公认最具
智慧和价值的一本书”。（读秀电子书）

    34.《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出版。（馆藏
地点：社科图书阅览室，索书号：K1/13:2，
读秀电子书）
    35.《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著，人
民出版社 2007 年出版。（读秀电子书）
    36.《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著，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馆藏地点：社科
图书借阅室1，索书号：B5/67=2，读秀电子书）
    37.《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徐中
约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年出版。（已
购买，分编后将典藏于社科图书借阅室 2）      
    38.《美国演义》，曹德谦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2 年出版。（馆藏地点：社科图书
借阅室 2，索书号：K712.09/3:1=6，读秀电
子书）
    39.《神的历史》，凯伦 •阿姆斯特朗著，
蔡昌雄译，海南出版社 2013 年出版。（读秀
电子书）
    40.《人的宗教》，休斯顿 •史密斯著 
，海南出版社 2013 年出版。（读秀电子书）
    41.《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 2010 年
出版。（读秀电子书）
    42.《道德经》，李耳著，中国华侨出版
社 2013 年出版。（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
室 1，索书号：B223.14/3，读秀电子书）
    43.《金刚经》，鸠摩罗什译，王月清注评，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7 年出版。（馆藏地点：
社科图书阅览室，索书号：B942.1/8，读秀
电子书）
    44.《第五项修炼》，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 著，张成林译，中信出版社 2009 年出
版。（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1，索书号：
F270/1137）
    45.《修炼当下的力量》，（德）托利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读秀电子书）
    46.《新世界：灵性的觉醒》，艾克哈特•
托尔 (Eckhart Tolle) 著，张德芬译，南方
出版社 2008 年出版。（已购买，分编后将典
藏于社科图书借阅室 1）
    47.《爱的觉醒》，(印)克里希那穆提著，
胡因梦等译，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6 年出
版。（读秀电子书）

校长推荐图书



【读者园地】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的一生中
不可替代的营养品，是现代生活中不可少的
学习工具。我离不开书，就像世间万物离不
开太阳，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喜欢上了看书，而酷
爱看书的我，对读书来源的首选地便是图书
馆，加入图书馆志愿者协会为我了解各种书
籍提供了方便。
    书，是神圣的。每当我走进宽敞的图书
馆时，总有一种置身知识海洋的亲切和愉悦。
当我怀着期待的心情迈进大门，闻到那股熟
悉的油墨香味，感受着书籍散发出来的清新
雅韵，温馨感便油然而生。对于爱书人来说，
在如此温馨的环境中阅读实在是一种享受。
    从进入大学后，图书馆就成为我的常去
之地，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只是对图
书馆里的书好奇，它们对我来说实在太多了，
站在茫茫书海中，自己会变得极其渺小。我
会在志愿者工作的闲暇静静地看看这些书，
它们在我的视野下变得越来越神秘莫测，曾
经让我产生了一个“宏大”的想法，就是一

我的图书馆情缘

图书馆勤工助学有感
干什么？从那以后，我把勤工助学看成自我
锻炼的机会，一个小时，尽心尽力，就像打
扫自己的寝室一样，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即
使勤工助学的人很多，也不许自己闲下来。
    勤工助学最初是怀着减轻家庭负担的目
的，而真正坚持下来，它给我带来了报酬以
外的收获。“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
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这是一份简
单的工作，却很能考验我的恒心，越是琐碎
越是要用心。我很珍惜这个勤工助学的机会，
它培养自我约束力，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为
自己走出校门、勤奋工作做好了准备。
    通过勤工助学，我感受到了收获的甘美，
也体会到挣钱的不易。没有了大手大脚的挥
霍，也懂得体恤父母挣钱的辛苦。我渐渐意
识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明白了对自己、对家
庭、对学校、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大学期间，
只有踏实学习，认真努力，树立明确的目标，
提高综合能力，做一个自信自强的人，等踏
入社会的那一日，才能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
天地。（机电工程学院 李伟）

定要把这里的书都看完！于是，每到周末，
我就兴致勃勃地来到图书馆挑选喜欢的书，
借了书之后，又会经常“赖”在那儿不走，
将“看书”进行到底！
    闲暇时，我会一整个上午，一整个下午
地泡在图书馆里，倾身于茫茫书海中的感觉
真是无比幸福！仿佛一切都静止了，时间也
凝固了，只有书与我同在。我无拘无束地飞
驰在书的五彩世界里，遨游在书的无边海洋
中，欣赏着书特有的魅力。
    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在这个安静的天堂般的世界里，一个人静静
地看书，抑或小说，抑或童话，抑或散文，
时而捧腹，时而锁眉，这种沉浸在书中的快
乐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与图书馆的情缘就这样一天天地延续
下去，看的书多了，人自然就越来越有内涵，
知识面也越来越宽广。可以说，图书馆是我
的一位益友，它扬起了我读书的风帆，开阔
了我的视野，在我的成长中起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化学与药学院 姜鹏超）

    屈指一算，从迈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天算
起，已经过去了近五百个日日夜夜。
    大一上学期是很繁忙的，下学期稍微轻
松些，而且我的家境不是很好，想到自己已
经成年，也应该为家庭减轻一些经济负担，
就打算找一份兼职。我最想去的岗位就是图
书馆，于是递交了勤工助学申请并获得了文
经楼数字资源阅览室的岗位。2013 年 4 月 31
日，我的勤工助学工作正式开始了。上岗第
一天，当我走进阅览室的时候，老师正在电
脑前工作，再看看周围忙碌的同学，我感觉
自己找对地方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即使不能做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也可
形成知书达礼之气。
    文经楼数字资源阅览室的老师们为人亲
和，事必躬亲，乐于教导，从他们身上我受
益匪浅。工作不是很繁琐，但需要用心去做。
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也”。记得自己工
作了十八天后，开始有一种厌烦的情绪，天
天如此太无聊了，真的想放弃，但深思一下，
连这么简单的工作我都坚持不下来，以后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