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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新同学：

祝贺你考入青岛农大，从此开始新的求学和人生之旅！读书之于求学与人生，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图书馆作为书籍的圣殿，知识的海洋，将成为你今后学习、科研的重要场所。

在这里，你可以博览群书，开阔视野、滋养心灵；在这里，你可以自助学习，完善人格，丰富内涵。

几十年来，无数学子在这里播下了梦想的种子，洒下了青春的汗水，收获了成功的伟业，留下了人生中最

难忘的记忆。这里，也将成为你追寻梦想和成就理想的起点，探索真理、塑造理性的殿堂。

   当你满怀憧憬走入校园时，图书馆已经全力做好了准备。新生入馆教育将帮助大家尽快了解图书馆；丰

富的资源，正等待着你的光顾；浓郁的文化气息，舒适的阅览环境，正期待着你的融入。

   来图书馆读书吧，认识她，了解她，慢慢地你将会爱上她。希望未来的求学之路上，图书馆能成为你的

良师益友，伴你在书山跋涉，在学海畅游！

   金秋伊始，伴随着 2016 级新同学的到来，一年一

度的新生入馆教育如期开展。自 9 月 1 日起，图书馆

以班级为单位，分批次对新入校的研究生及 7700 余名

本、专科生进行培训。

新生入馆教育是图书馆读者培训的首要环节。为

了更好地提升入馆教育的培训效果，图书馆不断探索

新的培训模式。6 月份起，图书馆就开始策划新生入

馆教育视频。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拍摄和剪辑制作，《走

进图书馆》入馆教育视频制作完成。视频从图书馆概况、

借阅服务、数字资源阅览、做文明读者四个方面生动、

直观地展示了图书馆的情况。此外，为确保培训的顺

利开展，图书馆老师对培训场地、培训设备、培训时

间的安排等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准备。

鉴于本、专科生与研究生用户信息素养的差异，

培训内容也有所区别。本、专科生的培训内容侧重于

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分布及图书馆的使用方法，通过

视频向新生们介绍馆藏目录查询、存包柜的使用、我

的图书馆、数字资源阅览等新生最常用的内容，并就

一些重点和关键问题与新生进行现场互动，目的是使

新生对图书馆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尽快学会利

利用本馆的资源，为今后的学习奠定良好的信息素养

基础。研究生的培训重点为图书馆各种数据库的检索

功能及图书馆的文献传递等服务介绍，有助于他们尽

快熟悉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助力今后的学习和科研。

新生入馆教育得到了学校各学院的大力支持。此

次培训，使新生对图书馆的馆藏布局和资源状况有了

大致了解，初步掌握了书刊借阅规则和流程，为大学

期间更好地利用图书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语寄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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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作为大学的第二课堂，宿舍、教室之外的

第三空间，是你畅游知识海洋，攀登科学高峰，结识

科研伙伴的最佳场所。初来校园的你，是不是对图书

馆还不熟悉？没关系，先从基本的借阅权限、借还流程、

开放时间了解吧！ 

本（专）科生：8册，30 天

      研究生：20 册，60 天

< 借还流程 >

< 开放时间 >

（1）登录图书馆

主页，使用馆藏目

录检索所需图书（2）获取相应图书

的索书号和馆藏地
（3）按照馆藏地和

索书号到相应借阅

室查找图书
（4）检查图书有

无污损
（5）请工作人员

办理借书手续，借

书完成
（6）携图书至二

楼总还书室归还

阅览室名称
借阅时间

上午 下午 晚上

医学图书借阅室

主题书屋

农业图书借阅室

艺术图书借阅室

历史地理借阅室

外文阅览室

8:00-11:30 14:00-17:30

自科图书借阅室
社科图书借阅室

8:00-11:30 14:00-17:30 18:30-22:00

文学图书借阅室
期刊报纸借阅室

8:00-11:30 14:00-17:30
18:30-22:00
（周六除外）

保存本图书阅览室
语言图书借阅室

7:30（8:00）—22:00

多媒体阅览室
学习空间
研究空间

8:00-11:30 14:00--22:00

一楼存包室
二楼存包室

7:20-12:00 13:50（14:10）—22:00

阅刊学习室 8:00-12:00 14:00--22:00

《学问网全媒体自主学习库》
开通试用

   《学问网全媒体自主学习库》是集个性化学习、

智能测试、权威资讯、开放互动答疑、个人空间为

一体的自主学习平台，帮助在校师生全方位提升自

主学习能力。该平台拥有基础课、专业课、热门考

试辅导等近千门课程，内容涵盖绝大部分主干学科；

在线智能测试，几十万道精选试题，包括外语、考研、

公务员、会计、法律、医学、建设工程、人事考试、

自考、成考等类别；也提供上万个知识点的互动知

识答疑库，同时提供教辅答疑服务。

   网址：http://www.xuewen.net.cn/

   试用期：2016 年 9 月 1 日 -2017 年 2 月 28 日

“中华经典古籍库”开通试用

  “中华经典古籍库”是中华书局推出的古籍数据

库，收录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图书，涵盖

经史子集各部，包含二十四史、通鉴、新编诸子集成、

清人十三经注疏、史料笔记丛刊、古典文学基本丛

书、佛教典籍选刊等经典系列，保留专名、校注等

整理成果。目前已有 4 亿字，630 种书，今后将不

断增加文献数据量，将全国各大古籍出版社的优秀

整理本古籍数字化，以供学者、古籍爱好者使用。

    网址：http://www.gujilianhe.com

    试用期：2016 年 9 月 2 日 -2017 年 3 月 2 日

< 借阅权限 >

借阅生 那些事儿新

注：执行夏季作息时间期间，下午开始借阅时间为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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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积凤：毕淑敏作品集

索书号：I267/1544：1-5

馆藏地：社科图书借阅室 林于凯：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荐语：《中国哲学简史》以 20 万字的文字讲述了中

国哲学的发展历史，打通了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在有

限的篇幅里融入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是史与思

的结晶，充满了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不失为一部

可以影响一生的文化经典。

   荐语：毕淑敏从家庭、孩子、生活、生命、心情直到

我们自己——女人，以她独特的视角、冷静的思维与善意

的语调，诉说亲情、剖析女性的存在，也探讨生与死这样

沉重的话题。

索书号：B2/119

馆藏地：社科图书借阅室    

姜仁珍：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

   荐语：这是

一本“自由女

性”安娜的成

长纪录，由一

个故事、五本

笔记构成。黑、

红、 黄、 蓝 四

色笔记，一个

不安灵魂的四道

反光：黑色代表

她的作家生活，红色代表政治生活，黄色代表爱情生活，

蓝色代表精神生活。而金色笔记，则是一种哲理的表述，

一个生活的总结。它的多彩反映着主人公迷乱失重的灵

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金色笔记》为“一部先锋

作品，是二十世纪审视男女关系的巅峰之作”。

索书号：I561.45/332

馆藏地：文学图书借阅室

王保桂：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荐语：本书总

共有 7 本书组成。

开始时只是网上的

一部连载历史故事，

后来因为阅读量巨

大，得以成书。它

是在很多人的期待

中完成，作者写此

书时才只有 27 岁，

此书一经发表，引

发了研究明朝热。

从朱元璋出生讲起，

到崇祯皇帝自缢明

朝灭亡。以史料为

基础，以年代和具

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

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

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

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索书号：K248.09/16：1-7

馆藏地：历史地理借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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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一新生活充充电！

   亲爱的大一新同学，初入大学，你对大学是否还不太了解？你将怎样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无论你是哪个

专业的新生，以下书单都值得你收藏。12 本经典书籍，有对大学教育的思考和规划，有关于社会、生活、心

灵和成长，有经典名著，也有历史书籍，不妨给你的大学新生活充充电吧！

《大学之理念》

金耀基 著

索书号：G640/13

馆藏地：社科图书借阅室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覃彪喜 著

索书号：G645.5/65=X

馆藏地：社科图书借阅室

《大学时代的思路决定一生

的出路》，周志宏、梁力著

索书号：B848.4/970

馆藏地：社科图书借阅室

《做最好的自己》

李开复 著

索书号：B848.4/946

馆藏地：社科图书借阅室

《人性的弱点》

卡耐基 著

索书号：C912.1/714=2

馆藏地：社科图书借阅室

《罗素论幸福》

罗素 著

索书号：H319.4:B/36

馆藏地：语言图书借阅室

《论语》

孔子 著

索书号：B222.22/62

馆藏地：社科图书借阅室

《红楼梦》

曹雪芹 著

索书号：I242.47/468

馆藏地：文学图书借阅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著

索书号：B249.05/9

馆藏地：社科图书借阅室

《时间简史》

霍金 著

索书号： N51/17:1

馆藏地：自科图书借阅室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索书号：K10/19

馆藏地：历史地理借阅室

《社会契约论》

卢梭 著

索书号：D095.654/4

馆藏地：社科图书借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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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知晓作家毕淑敏是在

电视上的一次访谈节目，她身

着素净淡雅的中式便装，圆圆

的面孔始终带着和蔼可亲的微

笑，说话慢条斯理慢声细语的，

那自信与安详的神态给人以平

和舒适如沐春风般的温暖感

觉。那一刻，对她的喜爱油

然而生。于是，从她的访谈走进她

的散文世界，透过文字更多地去感

受她所带来的那股精神暖意。 

    毕淑敏，祖籍山东，1952 年生

于新疆伊宁。十七岁赴西藏高原阿

里地区当兵，服役十一年。行医 20

年后开始写作，1990 年成为专业作

家。国家一级作家，被誉为“文学

界的白衣天使”。

    毕淑敏这套丛书从家庭、孩子、

生活、生命、心情直到我们自己——

女人，以她独特的视角、冷静的思

维与善意的语调，诉说亲情、剖析

女性的存在，也探讨生与死这样沉

重的话题。她时而像一位慈爱的母

亲，百般呵护《豌豆公主》那颗柔

嫩的心，通过“山野中的一个农夫，

对他的牛，都倾注了那样淳厚的爱

心”的故事，教会我们《附耳细说》。

她更是一位勇敢的母亲，让生病的

孩子自己去看病，《教你生病》提

高的不仅仅是孩子的能力，更是母

亲的能力。她又像你的一位多年闺

中密友，贴心置腹的陪你彻夜长谈，

解你千头万绪的疑惑与烦恼，从《素

面朝天》中找回自信，找回纯洁、

坦诚和真实的自己。她像一位年长

几岁的师姐，引领着你做一个“爱

读书的女人”。“书不是胭脂，却

会使女人心颜常驻。书不是棍棒，

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

却会使女人飞翔。书不是万能的，

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她像你的

私人心理医生，在安全的治疗室里

不动声色地洞悉你心底里最隐秘的

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为你

疗伤；她又像是住在你家隔壁的一

位热心大姐，告诫我们“女人难得

智慧。她们多的是小聪明，乏

的是大清醒。过多的脂粉模糊

了她们的眼睛，狭隘的圈子拘

谨了她们的想象。她们的嗅觉

亦在甜蜜的语言中迟钝，她们的

脚步亦在扑朔的路径中迷离。”

她是一位睿智的精神导师，以

她那独特的柔和的涓涓细流般

的渗透方式，教你《苦难之后》如

何面对和走出苦难，启迪和引领着

你走向生命的正确方向……

   喜欢毕淑敏，不仅因为她是一

位素面朝天的自信女人，更是一位

有着深刻的社会责任感的女人，她

的散文是亲切的、温暖的、动人的，

充满了爱的气息，给人以心灵滋润

和情感慰藉。看似平淡如水的文字

和日常极为平常的事物在她精湛

而优美的文笔下生出芬芳若兰的意

味，便有了一种奇妙的引力，把你

的心紧紧吸住。 

  “想美好吗 ?那就读书吧。不需

要花费很多的金钱，但要花费很多

的时间。坚持下去，持之以恒，优

美就像五月的花环，某一天飘然而

至，簇拥你颈间。”

有一天去茶叶研究所丁兆堂

老师那里谈工作的事情，他正在

古色古香的茶室里读书。书桌兼

办公桌临窗，窗外是碧绿的 N 区

后的小花园，窗内是满眼的书和

笔，是桌上香溢的茶，是爱书人纯

净的好心情。

聊天之余，丁老师拉开抽屉说，

“看看我最近读的书！”

每一本翻开来，都有用红色笔

画的线、着重号、问号和简单几句

的评语。发现在这一点上和丁老师

的共同之处——凡是读过的书，满

上面都是笔记。

“不动笔，不读书”的习惯不

知道是什么时候养成的，直到现在

完全定型，而且不断加剧。

    手里有一本好看的书，但却一

   

时找不到可用的笔，是先读着不划，

还是先忍者不读？我想都不会想，

必选后者。因为尝试过多次前者，

给自己说“先读着吧，需要标注的

地方，不行就折个角儿，下回再标。”

试了几次，没有一次成功的。

   首先是自己跟自己商量好的“先

读着”，往往读得很不安心。看见

一个词想划一下，看见一句话想标

出来，想到一点什么想写几句……

可是手里偏偏没有笔、一时半会偏

偏找不到笔，就像一个没有带工具

的农民傻傻地站在地里，看着这儿

 

有些草想除了去，那儿有块地不

平整想收拾，可手里没家伙，还

谈什么耕锄？  
   再就是很多感受都是因当时、

当事有感而发的，过去之后，常

常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几次我先折

了个角儿，想着后来再看、再记，

时过几日，连这一页当时为什么折

角都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再后来

想了个办法，折角的时候把书页的

角对准读时关注到的那个词，这个

办法还是不好用，一张书页只有上

下两个角可折，好书里面的好东西

却那么多。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爱惜书的人，

真心不舍得折书页。正因为这个原

因，我从小到大收集了好多小卡片，

有的是衣服的漂亮标签，有的是别

芬 芳 若 兰
——读毕淑敏作品有感

不 动 笔 不 读 书
宣传部 周维维

动物科技学院 刘积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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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这几天，我们读书协会张永武

老师在编一本协会成员读书文章的

合集，看他那么费心费力地一趟趟

跑我们办公室来找旧文章、商量怎

么编才好，我忍不住又说：“我家

里有一本很多名家读书文章的合

集，拿来给您看看？”他很高兴地

说“好”，我回去赶紧翻找，还好

还好，这本就前半部分划得比较多，

后半部分还没有看完，还算挺干净

的。

还有一个动笔的原因，显然和

工作性质有关。当了七年的校报编

辑，养成了“校对”的“职业病”。

书里免不了偶尔会有错字，只要看

到，肯定会顺手圈一下，然后一条

直线拉到空白处，再写上正确的。

这个“校对”习惯让我对书在内容

之外又多了一个判断标准，有时候

看完一本，总体感觉圈出来的错字

有点多，就觉得这本书应该编辑得

非常仓促，或者至少说明责任编辑

的责任心不够，仅从错字率来说，

就不能算是一本好书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很

小的时候总听妈妈说的话；“一边

读书一边摘记”，是小学初中时每

一个语文老师都爱说的话。从一开

始因为老

师的要求

而 记 笔

记，记了

笔记只是

为了给老

师检查，

到一年年

在读书生活中内化为自己的习惯，

这个过程，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有时候在我们办公室工作的大

学生晚上用我的电脑，然后不小心

将笔记本留在我桌上忘了带走，第

二天早上看到没有姓名的本子，打

开一看，总能遇到做了好多整整齐

齐、分门别类的摘抄笔记的同学。

那些用不同颜色的笔，一段一

段隔开抄写的语段，有充满教益的、

有发人深省的、有鼓舞奋进的，有

的是一段名言警句、名人语录，有

的是著名小说的摘抄，还有的仅仅

是几个字眼别致的词汇……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爱读

书的孩子不会是很坏的孩子，爱认

真细致地做笔记的孩子，更是有一

颗善感、光洁的心灵。那些不小心

把笔记本留在我桌上，让我偶然看

到了他另一面的同学，也不小心给

自己留下了更多的机会。

人送的很小的那种贺卡，甚至还有

街上发的名片似的小广告，只要图

片漂亮、硬度适宜，就留下来，专

门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印象最深的

大学时候还用电话卡打电话，那时

候很多同学收集漂亮的电话卡，不

知道别人都是做什么用的，我就是

用来当书签。过了这么多年，工作、

结婚、搬家，经过这么多转折和变

化，那个装书签的小盒子仍在我一

个抽屉里放着。经年的积累下，显

然现在根本用不完那么多书签的，

一个时间段，不过就是读一两本书，

用一两张书签而已，可收集好看小

卡片的习惯，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

心结，这两年给孩子买衣服，发现

童装的标签真是漂亮、有趣啊，各

种小熊、小兔子的形状，忍不住又

一张张留下来。

   因为喜欢往书上划线，一年到

头从图书馆借书并不多，那种想划

没法划的感觉太难受了，与其忍着，

还不如自己几十块钱买本，想怎么

划就怎么划。也因为这个原因，也

很少去借别人的书看，除非完全是

资料性，只看看主要内容，不需要

动笔的。研究生处王磊老师书多，

有两次听他说新买了什么，就去

蹭了两本回来，结果是看了没有

几页就看不下去了，赶紧自己买一

本，想怎么写写划划都行！王老师

的书，又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也

因为这个原因，自己的书也不好意

思外借。其实爱读书的人，大多数

都爱借书给他人，因为这其中有一

种分享的快乐。比如闲聊时听一位

老师说起什么话题，总是忍不住说

“哎，我有一本书是关于这个问题

的，拿来给您看看？”随后必然会

恍然一下，马上接一句“哎呀，我

的书都划得乱七八糟的，不嫌弃我

再拿来。”前几日拿了两本书给一

位同事看，他说“这样挺好，你划

的写的，我再看看，就像一种交流

一样。”不过也有时候会把对方惊

得回复说“你怎么看本闲书也像复

习考试一样？用得着划那么多地方

   大学生不应该是跟着老师走的人，要具备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

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大学期间的学习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爱上

学习，另一个是学会自学。有了这两条，你就获得了一笔终身的

财富。因为大学期间的学习，学生阶段的学习，仅仅是学习的一

个开端，你要真正在知识上大有作为，做出成就，那你是一辈子

要学习的，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我认为一个人在受过大学教育以后，应该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就是热爱智力生活的人，养成了智力活动习惯

的人。你品尝到了智力活动的快乐，养成了智力活动的习惯，一

辈子也改不掉了，不让你从事智力活动你就难受，这就叫知识分子。

如果你离开学校后就仅仅是去谋生了，你对智力活动再也不感兴

趣了，那你就真的是白受了教育，你没有成为知识分子。

                                  （摘自《半岛晨报》）

周国平：大学生不应该是跟着老师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