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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展“建绿色校园，义务植树”党日活动 

《历史的慰藉:重拾往昔的生活智慧》 

内容简介：《历史的慰藉：重拾往昔的生活智慧》是一本社科通识类读物。英国文

化历史学家罗曼•柯兹纳里奇在书中饶有趣味地探讨了十二个具有普世意义的生活

话题，包括如何选择工作、寻找爱情、如何看待金钱和保持创造力等，从人类历史

的漫长历程中采撷湮没其间的前人的宝贵经验和智慧，为现代人提升自我修养、做

好心理调适乃至探求生存哲学，呈现了更多的关于投入生活和谋求自我发展可能的

忠言慧语。书中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人们面对同类问题的认识、求索和实践，历史深

处这些正逐渐消隐模糊的生活细节，每一个都能给我们今生的个人思考和人生抉择

带来启迪。（该书纸本馆藏在社科一库，索书号是B821-49/1160） 

春风送暖，草长莺飞，正是植树绿化

的好时节。乘着“两学一做”教育活动的

东风，响应后勤管理处“3.12植树节”活

动倡议，3月16日下午，图书馆党总支开展

了“建绿色校园，义务植树”党日活动。

活动在校园中心湖北岸举行，图书馆全体

党员参加了活动。后勤管理处欧阳志周副

处长给予了技术指导。 

14点左右，图书馆全体党员在中心湖

北岸准时集合。经过简短的培训，大家拿

起铁锹，几人一组，很快投入到植树活动

中去。党员们配合默契，铲土、预填、扶

苗、培土、踩实、围坑，努力做好植树的

每一道程序。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辛勤劳

动，一株株法桐在绿化带里安了家。欣赏

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快

乐的笑容。 

这次活动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志愿服务

意识，通过发挥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使

植树造林、呵护校园生态成为齐鲁工大图

书馆人的一种素养和风尚，进一步提升了

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 图书馆党总支） 

 

作 者 简 介 ：罗 曼 · 柯 兹 纳 里 奇（Roman  Krznaric），是 英 国 的 文 化 历 史 学 家，也 是 伦 敦 的 人 生 学 校

（The School of Life）的创始成员之一。他还是包括乐施会和联合国在内的机构的社会事务顾问，曾在剑桥大学和

英国城市大学教授社会学和政治学。他被《观察家报》誉为英国生活哲学家中的领跑者之一。 (情报所 付来旭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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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组织专业教师参加 

   “2017年山东图书馆馆配会” 

3月14、15日，图书馆邀请各学院专业教师参加了由山东新华

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2017年山东图书馆馆配会”。本届馆

配会在山东省物资印刷有限公司举办，集中展出500余家出版社

2016年下半年出版的精品书、专业书约15万种。 

图书馆副馆长巩恩贵带队，包括图书馆采编部三名采访人员

和二级学院16名教师组成的现采团队参加了这次展会。参与采访

的老师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不辞辛劳穿梭于各出版社展位之间，

不仅挑选认真，更与参展出版商深入交流，询问了解图书信息。

经过两天的辛勤劳动，共为全院师生挑选了近两千种，5000册精

品图书，顺利完成了图书选购任务。 

每学期，图书馆都会不定期组织这样的图书现采活动，使馆

藏建设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更好的为师生和教学科研服务。 

                                  （采编部 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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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图书馆重要工作汇集 
   图书馆、档案馆工会分会换届选举工作 

根据学校党委及校工会的统一部署，图书馆、档案馆分会全

体会员于2015年12月31日下午在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进行了图书

馆、档案馆工会分会换届选举工作。会议由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陈

栋田主持，经全体会员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图书馆、档案馆工

会分会新一届委员（7人）：陈栋田、崔灵芝、王玲玲、王海

燕、高峰（女）、盛玉凤、牟静。 

 图书馆三个党支部分别召开“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第一次专题讨论会  

5月12日上午，图书馆党总支三个党支部分别召开了“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第一次专题讨论会。会议由各支部书记主持，图

书馆全体党员以支部为单位参加了会议，图书馆各党支部书记分

别带领本支部党员开展认真的学习与讨论，本次专题讨论会让大

家深刻认识到理论学习的必要性，通过对照自身实际，发现不

足，力求改善，对于进一步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和党员形象有着重

要意义。  

举办齐鲁工业大学2016读书节 

2016读书节举办于4月至6月，历时3个月的时间。读书节期

间，通过校园网、学校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对读书节进行广泛宣

传，筹建了纸电同步阅读的报刊阅览室，发布了2015年齐鲁工大

大学生阅读状况调查报告，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我

校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会读书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了同学

们了解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学习和读书的热情。 

制作图书馆宣传片 

从2016年5月开始， 聘请影视制作公司，用三个月的时间制

作完成。以王傲镭副馆长为主，图书馆各个部门、多名工作人员

参与，大家多动脑，考虑周全，不留遗憾。图书馆宣传片的制作

完成在对外宣传、迎新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开展ProQuest网络课堂等多项培训活动 

为了使我校读者能够更好的利用外文电子资源，进一步提高

电子资源的使用率，图书馆开办多种培训活动。从4月份起，图

书馆开展多期“ProQuest网络课堂培训；2016年4月13日，图书馆

特邀NoteExpress的专职培训师刘璐静老师，举办了NoteExpress文

献管理与论文写作数据库专题讲座；EBSCO 暑假、寒假网络培训

课程；云舟空间知识服务系统讲座等，这些活动的开展，提高了

读者的信息素质。 

图书馆（博物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9月22日下午，图书馆在五楼多功能厅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培训由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陈栋田主持，济南居安防火培训中

心培训主任迟世伟主讲，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全体职工参

加了培训。 

开展文明利用图书馆活动 

 2016年9月25日图书馆发布“文明自修，拒绝占座”倡议书，

开展文明利用图书馆活动月活动，解决占座、在馆内吃东西、大

声诵读等问题。通过网站、微信、大厅的广告牌等进行宣传；馆

里成立督查工作组，由馆领导和部门主任组成，每天上午和下午

各检查一次，对不文明的行为进行劝说与制止。通过这项活动的

开展，读者在文明利用图书馆方面有了很大改善。 

齐鲁工业大学第二届“校园读书达人” 评选 

第二届“校园读书达人” 评选活动，于2016年11月10日开始至

12月16日结束，历时一月有余。总成绩由前期初选分、微信投票

分、知识竞赛分、决赛演讲分累计而成。最终评选出了潘月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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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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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征文比赛举办于2016年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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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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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魅力瞬间图书馆》主题摄影比赛 

图书馆《魅力瞬间图书馆》主题摄影比赛于5月开始，到

2016年11月30日结束，收到爱好摄影的老师和同学的踊跃投稿，

经过评选，高嘉欣等3人获得一等奖，刘昌林等5人获得二等奖。 

                      （情报研究所 郑东伟） 

                                      书籍的版本 

    真本：书籍和绘画的原本或原作。 原本：指原稿（区别于传抄本）或指初刻本，最早版本（区别于

重刻本、重版本、增订本和修订本），或指翻译根据的原书。 善本：古代书籍在学术或艺术价值上比

一般本子优异而珍贵难得的刻本或写本。 副本：书籍或文献的复制本，亦称另本（指对真本而言）。 

别本：同书的另一来源的本子。节本：书籍经过删节后印行的本子。洁本：将书中一些淫秽、荒诞的词

句、章节剔除后印行的版本。 影写本：覆在原书上影写成的书本。 影印本：用照相的方法制版印成的

书籍或图表。 百纳本：用各种不同的残卷零页汇印而成一本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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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有诗书气自华 
         时光匆匆流逝，岁月白驹过隙。中华

上下历经五千年，能够为世人所铭记的，

寥寥无几，而能够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大

抵只有书籍了吧。雕塑会被磨平，名字会

被遗忘，可唯有书籍一代一代被珍爱它的

人传下来。古往今来，有太多文人墨客道

出了读书之于我们的好处：“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

读多了，容颜自然改变”。 

       我呢，作为一个经常以书为伴的人，

是确确实实能体会到它的好处的。因为学

业，我上学时并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只有

寒暑假老师布置假期作业时才读几本老师

规定的书籍。在那时，我并没有对书籍有

太大的兴趣。恰恰是到了高三毕业的那年

暑假，我在夜市上花七块钱买了一本余华

的《第七天》，（买盗版是不对的行

为！！！不要学我！！！我会改

的！！！） 

       正是那一本书，带我进了一个全新的

世界，那个世界是我从没有真正认识过

的，不一样的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一本

书，我开始关注这个社会，关注我身边的

那些平凡人，关注他们的情感，学着了解

他们和他们身后入的故事。从那之后，我

开始喜欢读书并开始尝试着读不同的书，

但慢慢的我发现，我对哲学经济一类的并

不感兴趣，只喜欢看一些文学小说青春励

志之类的，在上大学的两年半时间里，我

读过了不同作家的书，平心而论，他们都

是有自己思想的人，他们或成熟稳重，或

看破红尘，或活泼可爱，或机灵俏皮，或

成功励志，每一个作者都将他们的人生经

历或生活感悟一字一句地写下来，读他们

的书，就像在听他们说话，有时你会潸然

泪下，有时你会开怀大笑，有时你很会若

有所思，但不管他带给你什么样的心情，

和他们谈完话，你都会感觉很充实，这种

感觉，是淘宝和微博不能带给你的充实

感。 

        读书带给了我不一样的人生经历，有

句话说的好：“身体到不了世界的所有地

方，读书却可以为我们插上灵魂的翅。”每

一次的读书就像是一次旅行，打开一本书

就像是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你

走进去便开始了又一次的旅行。 

       读书其实是一件蛮廉价却又可以让自

己升值的事情，但在这个快节奏时代，更

多的人却巧妙的避开了这件事。他们一边

吵嚷着自己没有时间读书，一边理所当然

的玩游戏，刷空间，逛街享乐，唯独不读

书，我无法评判他们的读错，因为每一个

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可是年轻人啊，我们尚还年轻，人生

才刚刚开始，切莫把时间花费在淘宝和微

博游戏上，花点时间，读一点书，做一点

有意义的事情，时间会给你回报。切莫在

最应该拼搏的时候，选择了最安逸的生

活。 

 

              （轻工学部 金霞 ） 

早春    
 

昨夜梦见满庭的花树 

春天的气息绽放如雪    

其实生命一直如此简单 

就像幸福 

不需要任何理由 

放下的越多 

越能和世界结实拥抱 

就如这些花 

这些孩子 

 

不知道什么是春天 

却身处其中 

不知道什么叫快乐 

却成为快乐的诠释    

 

我们走了几十年的人生路 

弯弯曲曲 

蓦然回首处 

花儿一直如此盛放 

                   (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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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达人小传 



我在人间彷徨久 

——关于张岱及其《陶庵

梦忆》 
张宗子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第一次接

触他是在初中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必背

的《湖心亭看雪》极爱其简淡清艳，寥寥

数百字的文章能够留出无限的余白供人想

象。不过那时终归还小，没有好好读过张

岱的文字，就像江心两尾游鱼，机缘巧合

偶尔交汇了视线，擦肩而过之后或许再也

不会发生交集。 

有意思的是，后来看网文《雅骚》的

时候，又碰见了张岱。于是对他的了解又

稍稍多了一些，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搜

罗各种与张岱相关的材料，越读越觉其特

别，越读越觉其有味道。 

张岱行文，常有让人拍案叫绝无可名

状的妙笔，如《湖心亭看雪中》最后一段

“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

公者’。”神韵非常，再有如《硚园》中

写园林造化精奇：“有二老盘旋其中，一

老曰‘竟是蓬莱阆苑了也’，一老咈之曰

‘个边哪有这样’”；《西湖七月半》则

无一具体形象，纯以分类泛泛言之能将人

物写到活灵活现，谓传神大抵如此。桓子

野到山水绝佳处辄呼“奈何！奈何！”行

文性情到了这般地步也只能让人徒呼奈何

有口难道了。 

晚明小品，多重性灵，三袁，宗子、

归有光，都是其代表人物，而我独爱宗子

风流可爱，玲珑清艳。他曾经在《自为墓

志铭》中说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

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

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

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

橘虐，书蠹诗魔··· ··· ”一连十

二个好，我想张岱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应是

凄凉中仍带一点微微得意，沉浸在对少年

生活的回忆中的。然而前尘隔海，终归是

折鼎病琴，老尽余生。 

幸好还有梦，于是可以记梦，寻梦，

忆梦。于是也就有了一系列的红尘旧梦，

语及少壮秾华，自谓梦境。其实不过一个

痴人说梦，另一个痴人倾耳听着，仅此而

已。 

这便是张岱了，一身性情，大类魏晋

风度，就像《金山夜戏》中所载的一样，

他因见“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

吸之，噀天为白”于是一时兴起，命人

“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

大战诸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最

后“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

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

鬼”。这种事情，我本以为只有王子猷这

种魏晋时人才做得出，原来千古性情相

通，自然无可不可。汤显祖“情不知所

起，一往而深”恰为注脚。 

说起魏晋风度，宗子自己想必是极爱

的，（似乎晚明士人多多少少都带一点魏

晋意味，倘或有人搜罗轶事编整成书想来

不亚于《世说新语》）宗子写柳敬亭“悠

悠忽忽，土木形骸”照搬“刘伶”即是一

例，再有他曾自创一个用奶酪做带骨鲍螺

的甜食单子，锁在密室用纸封好，“虽父

子不轻易传之”，这等做派，又是一例。 

李敬泽先生说“张岱是爱繁华、爱热

闹的人，张岱之生是为了凑一场大热闹，

所以张岱一生都要挨到热闹散了，繁华尽

了。”这话我是不大认同的，宗子只是适

逢其会，适逢其兴，既乘兴而来，必兴尽

而返。不如此，则不张岱，谁管你是不是

热闹，我只依我便是。况且宗子每能于一

片繁华中找到热闹中的冷静与喧嚣中的凄

楚，每每稍加点染留一片唏嘘令人感慨，

这才是张岱。 

宗子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

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

也。”此论绝妙。癖，其实也是一种执

著，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一种为人处事

的原则，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凡事

必得自己先认真才能让别人也对其认真。

而人若无疵，则未免有“水至清无鱼”之

慨，况且无疵则近乎伪，远不如痴痴笑笑

的芸芸众生来的可人。看张岱所记所交，

如养花的金乳生、唱戏的彭天锡、朱楚

生，乃至于滑稽山人张东谷之类，无不是

在一事上几近于痴绝妙绝的，因而动人，

因而感人 

你看过雪后的故宫吗？一定得是故

宫，千万不能是紫禁城，只有雪后的故宫

才能衬得上张岱的文字.纳兰有词曰“我是

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其实纳兰

如是，宗子又何尝不如是？只是宗子生逢

大变，想必留下的是无尽彷徨与淡然。看

《陶庵梦忆》初看有趣，再则有味，继而

是一片沉重与凄冷，最后会爱一切世间美

好，一切生动。 
 

       （轻工学部 潘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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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龙   读   书 

读 书  

名 言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李苦禅 

熟读之法，于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朱熹 

好书有不朽的能力，它是人类活动最丰硕长久的果实。——史美尔斯 

读书是最好的学习。追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最富有趣味的一门科学。——普希金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春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