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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召开“两学一做”专题学习会 

    《投资自我》（美）奥里森·斯威特·马登著，张璘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是美国 成功学奠基人、最伟大的成功励志导师奥里森·马登的一部经典名著。

书中深刻揭示了成功人士如何对自我进行投资，从而建立自我成长系统的秘密，在美国一经出版，

便成为最伟大的励志书之一，被很多公立学校指定为教科书或参考书，不少企业发给员工阅读，在

商界、教育界、政界受到普遍的欢迎，被誉为“成为社会精英的必读书”，激励了无数的青年人奋

发向上，修正自我，获取人生的幸福和财富。从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卡特、布什等美国历任总

统，到洛克菲勒、索罗斯、比尔·盖茨等商业巨子，再到施瓦辛格、贝克汉姆等文体巨星都曾提到

《投资自我》在青少年时期对他们的决定性影响。 

按照校党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工作安排，12月2日下午，图书馆党总支

在五楼报告厅召开了“两学一做”专题

学习会议，邀请齐鲁工业大学派德州市

武城县武城镇户王庄村第一书记周建

龙、后勤处党总支书记王永国分别作了

报告，并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会议

由党总支书记陈栋田主持，图书馆全体

党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周建龙书记为大家作了题为

《我，和我的父老乡亲——我是一名第

一书记》的专题报告。报告以PPT课件的

形式展示了周书记在农村工作的照片、

经历等，周书记介绍了户王庄村的概

况、开展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党建工

作的典型事例和经验体会等，给大家上

了一堂生动形象的党课。 

接着，王永国书记作了题为《“不

学礼，无以立”――礼仪知识简介》的

报告。王书记从礼仪的基本概念、分

类、起源和作用讲起，从基本知识到交

际细节、位次排列、餐饮礼仪等方面对 日常工作、生活、交际中的礼仪进行了

全面、细致地讲解，纠正了许多常犯的

礼仪错误，使大家深受教育，获益良

多。 

最后，图书馆全体党员认真观看了

警示教育片《镜鉴――衡阳、南充违反

换届纪律案件警示录》。该片通过“湖

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和“四川南充拉票

贿选案”两个案件，深入剖析了破坏选

举和贿选给党和政府带来的重大危害，

为在场的全体党员敲响了警钟，上了一

堂鲜活的警示教育课。 

通过这次学习，图书馆全体党员深

刻体会到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我党反

腐的坚强决心，体会到学习的必要性和

好处。全体党员表示要坚持学习，不断

进步，时刻不忘党纪、国法，不忘做人

的良知，为创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氛

围作出自己的贡献。  

            (采编部 侯方元) 

    作者简介：奥里森·马登，1850年出生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贫苦家庭，3岁丧母，7岁丧父，为了

生存，马登经历了极为艰苦卓绝的奋斗。通过自己不懈努力，他成为美国公认的成功学的奠基人和最伟大的成

功励志导师，被誉为“成功学之父”，同时也是世人所公认的“美国当代成功运动”的发起者。他创办的 

《成功》杂志，如今在美国 无人不晓，通过创造性地传播成功学改变了无数美国人的命运。马登撰写了大量

鼓舞人心的著作，包括《投资自我》 《伟大的励志书》 《思考与成功》 《一生的资本》 《成功学原理》

等。他将人们陈旧而狭窄的成功概念引入到一种更新的境界。 (情报所 付来旭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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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之最 
 

世界最早的图书馆——亚述巴尼拔图书馆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成果，我们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图书

馆在美索不达米亚。而闻名于世的是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这

是现今已发掘的古文明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书

籍最齐全的图书馆。在时间上要比埃及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

馆早400年，而且由于泥版图书的特殊性，没有像亚历山大

图书馆一样毁于战火，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亚述巴尼拔图

书馆因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而得名，是现今已发掘的古文明

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书籍最齐全的图书馆。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重现于世，应归功于英国业余考古学

家莱尔德，可以说它是由莱尔德用他的铁锨公诸于世的。

1849年，他在发掘尼尼微的亚述王宫遗址时，在亚述国王辛

那赫里布（公元前704年—前681年在位）的宫殿里，发现

了两个像是后来增建的、作为图书馆的房间。其面积之大、

藏书之多，即使按现代标准来说，“图书馆” 这一名称也

是毫不过分的。莱尔德在那儿发现了近三万“册”书，这是

一个地道的泥版图书馆！ 

图书馆的藏书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传抄的摹本，另一部

分从私人处获得。在尼尼微图书馆遗址，曾发现了亚述巴尼

拔给一些文官的训令，指示他们到各省去收集泥版图书。其

中一封这样写道：“接到此信之日，即带舒玛、其弟贝尔·

埃梯尔、亚普拉及你认识的波西巴的一些艺术家去，尽可能

收集人们家中及埃齐达神庙里的泥版。”此外，亚述巴尼拔

还雇有好多学者和抄写员，专门抄写各地的泥版和有价值的

铭文。 

图书馆中的藏书门类齐全，包括哲学、数学、语言学、

医学、文学以及占星学等各类著作，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全部

学识。其中的王朝世袭表、史事札记、宫廷敕令以及神话故

事、歌谣和颂诗，为后人了解亚述帝国乃至整个亚述-巴比

伦文明提供了钥匙。尤其珍贵的是，在文学类泥版中，这里

藏有世界史上第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这是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创造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从图书馆藏书来看，亚述人已懂得对各类图书进行分

类和编目。对各类书籍，通常放在不同的位置加以区分。亚

述书吏还在每块泥版上附上题签，标明该泥版所记载的内

容。 

这座图书馆是亚述巴尼拔的私人图书馆。这里的藏书多

数刻有国王的名字，有的注明是国王本人亲自修订的，有的

则注明是由他收集来的。 

亚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世界最早的家族图书馆之一：天

一阁 

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区，始建于1532年。是中国现存

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

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另外两家是意大利始建于1452年的马

拉特斯塔图书馆和随后建立的美第奇家族图书馆）之一。天

一阁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

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 

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 

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

巡抚端方联合奏请清廷设立湖北省图书馆获准，并于1904年

8月27日开馆（利用武昌兰陵街博文书院改建而成，1935年

在武昌阅马场重修馆舍），开了中国公共图书馆先河，比

1907年创于江苏的江南图书馆大3岁，比声名显赫的京师图

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早38年。这一切，跟张之洞能“与

国际接轨”有关。 

                 （情报所 付来旭 摘编） 

     齐鲁工业大学第二届“校园

读书达人”决赛及颁奖大会举行 
12月16日晚，由学校党委宣传部、校团委、图书馆主办，图

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承办的齐鲁工业大学第二届“校园读书达

人”决赛及颁奖大会在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举行。大会由相关部

门领导、文法学院教授及图书馆指导老师担任评委，来自全校8

个学院的21名候选人及图管会工作人员、学生评委共计120余人

参加了大会。 

此次活动历时一月有余，经历了报名推荐、初选阶段，从

年度借书量前50名及自荐读书爱好者中选拔出21名同学进入决

赛。总成绩由前期初选分、决赛演讲分、微信投票分、知识竞

赛分累积而成。决赛当晚，21名候选同学，或借助精彩的PPT演

示，或借助激情洋溢的口头演讲，展示了各自的读书经历、读

书感悟或体会，或对自己读过的书，喜欢的作家如数家珍，娓

娓道来。精彩的演讲不时博得在场同学和老师的阵阵笑声和掌

声。最后指导老师的总结和讲评把大会推向高潮。最终经过评

分累计，评选出了潘月胜等十名同学为2016齐鲁工大第二届

“校园读书达人”，高起发等11名同学获第二届“校园读书达

人”提名奖。 

 本次“校园读书达人”评选活动为营造书香工大氛围，鼓

励大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将起到积极的

作用。 

                      （情报所 付来旭） 



假设你因男友身患绝症，在爱情

与梦想间徘徊，或者为音乐梦想离

家漂泊，却在现实中寸步难行，再

或者面临家庭巨变，挣扎在亲情与

未来的迷茫，当你面临这些人生问

题犹豫不决时，请你看看这本由日

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所写的《解忧

杂货店》，它或许能帮助你思考；

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人究竟应该怎

么做？ 

      故事中的人物通过一封封穿越时

空的咨询信与一个破旧的杂货店和

一个普通的孤儿院联系在一起，温

暖的是他们用彼此最大的善意去安

慰所有受伤的心，也改变了书中所

有的角色。无论是烦恼的人还是解

忧的人都获得安慰和救赎。故事很

温暖也很现实，每个人都会有烦

恼，却不可能如书中希望得到来自

未来的指导。如何走出自己的人生

道路都是自己选择和努力去做的，

生活中令人无奈的往往在于我们不

仅是那个满载疑惑和烦恼的人，也

要充当自己的解忧人。如果你看了

这本书，不妨写下自己的困惑，寄

给未来的自己，看看那时自己是否

已经解决了烦恼，给出暖心的答

案。故事的结尾很有意思，少年给

过去的浪矢老人寄了一张白纸，而

浪矢老人最后的一封回信非常戳人

泪点。 

“可是换个角度看，正因为是一

张白纸，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地

图，一切全在你自己。对你来说，

一切都是自由的，在你面前是无限

的可能。这可是很棒的事啊。我衷

心祈祷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的燃

烧自己的人生” 

         生活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

遇到贵人，遇到知音。这段话虽然

虚无，但确是激励人心的最好武

器，推荐这本书不仅是被这本书所

感动，更是因为得到了宝贵的指

点，那就是：要相信自己，无悔的

去生活。                                          

 

(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 16-1包装        

潘维鹏) 

 

齐鲁工大第二届“校园读书达人”获奖名单 
     齐鲁工大“校园读书达人”大赛，经过初赛的严格筛选和复赛中7位专家评委以及19名大众评审的认真评选，以及紧张的笔试

环节，评选出陈晓芬等10名“读书达人”和楚玉春等11名“读书达人提名奖”获得者，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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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读书达人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环工15-1    潘月胜 

   人管14-2    朱  颜 

   生技16-1    赵昌旭 

   广告15-2    李悦婷 

   生工14-1    金  霞 

   信计15-2    李  健 

   英语14-1    李文丽 

   信计15-2    韩  桃 

   包装15-1    乔丽芳 

   统计学15-2  张琳强              

 

  

 校园读书达人提名奖名单： 

  材化15-2                 高起发 

  汉语15-1                 刘会起 

  国际商务15-2        薛  悦 

  机械15-1                 修庆龙 

  印刷15-1                 吴雅婷 

  宝石14-2                 黄  婧 

  信计15-1                 郭月迪 

  印刷14- 1                黎鹏飞 

  食安13-2                吴淑霞 

  印刷15-1                肖金花 

  化工与制药16-8  郭长秋 

                                                 (图书馆 情报研究所供稿)  



齐鲁工业大学2016“书香润工大，经典塑灵魂”读书心得征文大赛揭晓 

本次征文比赛得到了全校读者的热烈响应，共收到投稿117篇，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在全校进一步

倡导了“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风尚，营造了浓厚的读书氛围。希望获奖者再接再厉，发挥好示范和带头作

用，带动其他同学共同读书。 

经过图书馆评审老师和图管会编辑部同学的认真评选， 共有49名读者的作品获奖，潘月胜、盛佳男、王

海琪、任意颖、朱颜获得一等奖；贾朦朦、尤鹏达、孙梦雨、姬宁宁、孟佳佳、王均梅、陈虹、郗金莹、曾

敏、王冉、刘 闯获得二等奖；张帅帅、陈瑀琪、赵晓赛、颜伟、樊汐婷、吴伊佳、邓继峡、陈璐瑶、禹柳、

华梦瑶、贾科克获得三等奖；于晓桐等22名同学获得优秀奖。                               (图书馆 情报所) 

   

那些我与书的故事 
 

 我是一个喜欢买书，不喜欢借书的

人。借到的书，总归是要还的。这种感觉

就跟你拿到了一盘红烧肉，只能闻和看，

然后最多吃上两三块，最终还得送回去一

样。你可以获得一时的新鲜感，却没有沉

甸甸的踏实感与满足感，不能细嚼慢咽、

不能反复看、也不能隔几个月想起来了再

瞧瞧。借的书，它缺乏长效性，借书日期

的逼近就跟一匹马快追上了你，它扬起的

尘土让你感到不安，最终你囫囵吞枣地读

了一遍或者索性草草地终止阅读，也许隔

几天，你突然想起某段值得引用的话、某

个故事藏在一本书的某个地方，而你又拍

拍脑袋，怅然若失地发现——哦，那本书

还掉了。 

所以我喜欢买书，买书的起因有好

多。一个是因为我喜欢美的东西，装帧精

致的书总会吸引我的注意，比如说有一

次，我在书店搜寻金庸的书籍，当我看到

一连套巴掌大小、封面内容复古潇洒的

《射雕英雄传》时，我就跟寻到宝贝似的

连忙把它揣到了怀里。食色性也，对书也

不例外。《小猫杜威》是一本挺老的书，

我就是被它封面萌萌的小猫和书本硬硬的

质感吸引到了，太可爱的书，谁会拒绝。

一个是作者的影响，初步接触一位作者，

了解他们的写作风格，然后又夯不啷当地

买上好多他们的书，深入他们的故事，爱

上他们的人品。席慕容就是其中我很喜欢

的一位，她有画意的语言，细腻的心思，

感性的情怀，她的文字总能让我温暖起

来，平静下来。所以每每我看到她的名

字，就条件反射买她的书。我喜欢她，就

喜欢她所有的书，爱屋及乌，大概就是这

个道理吧。一个是受外界影响，比如说同

学和老师推荐，一次同学无意的说起刘墉

这个名字，让我开始了一段疯狂的追寻刘

墉之路。刘墉的犀利视角透视、直击人心

和人性，他沉稳又不失幽默，老练又不至

于狡黠，他给你的小故事，告诉你很深的

处世哲理。 

买到书籍后，把书满满当当地放在书

架上面，你坐拥了整个城堡，任凭外面风

吹雨打，你坐在房间一隅，静静地翻动书

页，累了，再抽出一本书，翻阅，踏实与

心安。买书的另外好处是你可以无限制的

拥有它，把它当作一个符号或者一段故

事。搬家时，我翻出来了好多沈石溪系列

的书，好些都发皱、发黄了，里面竟然还

有小纸片，上面画着许多笔迹拙劣的图案

和草稿，书上还有当初划好词好句的痕

印，铅笔的划痕已经模糊，但我还记得那

是小学老师推荐我们看的书，当时刮起了

一阵“沈”的狂潮。我还看到了一摞《漫

客》，那是高一时与一起乘车的学姐合买

的，忍不住的，记忆随之涌来。我想起了

路灯突然亮起，街道上堵着车，我们一起

看漫画、吐槽的场景。车如蚂蚁在爬，我

们却乐在其中，巴不得车它再慢些、再慢

些。可以说，书承载的不仅是它内部的东

西，还有透过纸张它收纳着的凝固的记

忆。人会老去，花会凋谢，而书只要不被

毁坏，它就可以保持永恒。 

     初中的语文老师曾问过我们怎样读

书，还能怎么读？我说我喜欢跳着读书。

大致上先翻阅一遍，刷刷，刷刷。《文化

苦旅》是她很早便推荐我看的，而我刚拿

到这本书时看的头昏脑胀，太过于深奥的

我便随机跳过，后来索性直接翻目录，感

兴趣的章节我倒是看了很多遍，后来发现

这样也是有好处的，过了一段时间，再回

首，发现看上去没有逻辑的章节也变的有

逻辑起来，不懂的语句也开始通顺起来。

时间可以使一个人的心智成熟，对事物的

理解也愈发深刻起来。之前看写林徽因的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刚开始时不是很

懂里面的诗歌，后来跳着看了许多她的散

文以及其他的简介，才稍懂了一些她写的

诗歌。所以不一定要按照套路来，不受限

制的跳读也可以有意外的收获。 

  老师说我的读书方法很特别，她想起

了她以前的一位好友。不同于我，老师的

朋友喜欢倒着读书，如果结局跟她想的一

样，她便不再看了。如果结局出乎意料或

者很特别，她会非常有兴趣地看下去。这

如同你预知了远方，带着欣喜，好奇或是

其他的情绪来度过这中间的旅途。这也是

一种读书的方式。倒叙的文章，先用故事

结尾吸引注意力，勾起阅读兴趣，随后再

全篇幅地展开。道理都是相通的。 

读不一样的书，读书方式也会有不

同。读漫画书和杂志，就可以浏览式的翻

阅，全当放松了；读经典的书，就要反复

咀嚼，高中政治老师曾说，他《红楼梦》

看了很多遍，画了一张人物关系图，每次

看都有新的发现。读散文书，就可以选择

性的放松读，缓解压力。读书，因人而

异，因书而异就是这个道理。 

     

     （文法学院 戴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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