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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分享暨齐鲁工大2016读书节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沙

龙

荐

书 

2016年6月21日晚，由党委宣传

部、校团委、图书馆主办的“悦读”

分享暨齐鲁工大2016读书节总结表彰

大会在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举行。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车清文、校团委副书

记万金存及图书馆有关领导出席，获

奖代表、读书爱好者100余人参加。

会议由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陈栋田主

持。 

会上，首先为“精彩悦读·晒

书单”获奖者进行颁奖，获奖代表潘

月胜同学畅谈了自己参与读书节的感

悟及读书体会。 

最后，图书馆副馆长巩恩贵对

以“书香工大，悦读青春”为主题齐

鲁工大2016读书节进行了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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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沙龙”读书

交流活动8期，吸引了600余名读书爱

好者参加，开展了“你选书，我买

单”图书推荐、教授荐读、“精彩悦

读·晒书单”、“让图书飞起来”换

书会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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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园文化建设添上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情报研究所 付来旭） 

作

者

简

介 

      《不曾走过 ,怎会懂得》内容

简介：当初，谁没在青春的路口彷

徨过？后来，谁没在未来的道途中

走岔过？再后来，谁没在人生的弯

道上彻悟过？因为走过，我们愈发

懂得。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我们

脚下的路，是一连串生命的体验，

更是一次灵魂的远行。在远行的漫

漫长途中，我们路过迷惘，路过失

望，路过欣喜，路过淡然，路过一

切繁华消殆的时光。它蹉跎了我

们，也沉淀了我们；它剥去了我们

青春的衣裳，也脱下了我们的年少

无知与轻狂。那些我们走过的弯路

也好，受过的疼痛也罢，都是来度

我们的。最终，那些属于我们的，

还是会出现在我们要走过的路上。

所以，亲爱的，走吧，有些路你不

走下去，就不知道它有多美。  

 

作者简介：本书作者是《纽约时报》畅销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安娜·昆德兰。在书

中，她道出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对生命的体悟。通过讲述自己在一路成长

中遇到的曲折和欣喜，她向女性朋友们揭示出一个真理——人生就是一连串的生

命体验，快乐也好，悲伤也罢，最重要的是自己去走、去体验。 

                   （情报研究所 付来旭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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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工大，悦读青春”齐鲁工业大学2016读书节活动总结 

为了丰富学校的校园文化，营造浓厚

的读书氛围，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2016

年4月25日，以“书香工大，悦读青春”为

主题的齐鲁工业大学2016读书节活动拉开

序幕。本届读书节由党委宣传部、校团

委、图书馆主办，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

承办，历经两个多月，通过举办一系列活

动，在我校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会读

书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了同学们充分利用

图书馆丰富的资源读书、学习的热情与兴

趣，为校园文化建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这次活动形式多样，精彩纷呈，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大力宣传，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 

本届读书节旨在针对大学生近年来阅

读量下滑的现状，以纸质书、电子书等多

种载体方式进行推广宣传，全方位、多角

度激发大学生的阅读兴趣，享受阅读的快

乐。为营造书香校园氛围，图书馆在二楼

大厅、书库等学生活动场所，摆放了读书

节活动宣传展板，以绿色植物加以点缀，

创造了优雅的环境，让进馆的读者感受到

浓浓的书香氛围。同时，图书馆还充分利

用学校和图书馆网站、学校微信公众号、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等对读书节系列活动进

行及时宣传和报道，比如在第21个4.23世

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在校园网和图书馆主

页发布了热情洋溢的世界读书日倡议书，

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这些紧锣密鼓的

宣传活动为营造书香校园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二、举办系列活动，激发师生读书热

情 

图书馆作为读书、学习、研究的重要

场所和建设校园文化的重要阵地，读者对

图书馆的认可度、参与度及对其资源的利

用率在读书节活动中理应有所体现。为

此，在主办方的指导下，图书馆充分发挥

其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优良的场所等优势，

策划了一系列读书活动。 

1、筹建报刊阅览室，实现报刊纸电同

步阅读 

图书馆报刊阅览室除收藏纸质报纸期

刊外，新增数字阅读体验区，备有Amazon 

Kindle（亚马逊‧金读）电子书阅读器、歌

德电子图书借阅机、龙源期刊阅读机等，

形成了纸电一体的阅览区。另外设有自助

打（复）印设备一台，方便读者复（打）

印资料。报刊阅览区环境优雅，配备了舒

适的沙发、茶几、养眼的绿植等，进一步

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2、“你选书，我买单”图书荐购活动

成为本届读书节的亮点 

为更好地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让广

大读者参与到馆藏资源建设中来，图书馆

组织了一系列的图书荐购活动。 

4月25日，邀请济南市新华书店在图书

馆二楼大厅举办了人文社科优秀图书展，

展出优秀图书1000余种，吸引了师生来到

图书馆，现场选书，现场推荐，图书馆现

场予以订购，气氛十分热烈。 

6月3日，组织有关院系教师、研究

生、本科生9人到山东书城现场采购，当天

共计购买图书1400余种。 

图书馆还将订购书目发给各学院采访

专家，根据专家意见订购专业图书2000余

种。 

另外，通过在图书馆二楼大厅设立图

书推荐箱，征集到读者推荐图书500余种，

征集的图书已经订购陆续到馆。 

这一系列图书荐购活动用时短，处理

速度快，使采购更加精准，有针对性，及

时解决了部分读者的阅读需求，也丰富了

馆藏，获得了读者的肯定。 

3、悦读沙龙读书活动丰富多彩 

本届读书节先后安排了6期悦读沙龙读

书活动，邀请了山东电视台民生直通车节

目主持人小新、山东工人日报社副刊主任

及学校部分教授进行交流；悦读沙龙读书

会还组织了清明前夕追忆徐志摩户外纪念

活动、缅怀杨绛视频交流活动、缅怀陈忠

实《白鹿原》电影欣赏活动等。这些活动

吸引了600余人参加，悦读沙龙已逐步成为

学校文化建设的一个品牌。 

4、电子阅读系列活动广受读者欢迎 

根据近日开展的阅读状况调查报告，

网络时代的电子阅读已经占据大学生阅读

体验的一半份额，因此，图书馆与时俱

进，因势利导，通过书香中国中文在线宣

传活动、电纸书Kindle阅读器体验、龙源

期刊阅读机上线体验、超星系列产品培训

等，以不拘一格的形式吸引不少学生参

与，使图书馆数字资源受到广泛关注，从

现代化角度激发了学生的读书热情。 

5、阅读推广活动丰富多彩 

为提高读者参与度，这次读书节在推

广方面下足了功夫：图书馆在《齐鲁工大

报》上刊发了2015年齐鲁工大大学生阅读

状况调查报告，还有教授荐读、“精彩悦

读·晒书单”活动、“让图书飞起来”换

书大会、“魅力瞬间图书馆”摄影比赛、

“悦读沙龙”成立两周年座谈会及采访宣

传活动等，吸引读者关注图书馆；图书馆

新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也在资源介绍、新闻

宣传及书目荐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

些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图书馆与读者的距

离，提高了馆藏资源利用率。 

总之，在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图管

会同学的辛勤努力下，齐鲁工业大学2016

年读书节活动圆满落幕。读书节是加油

站，不是终点，我们将不懈努力，吸引更

多的同学参与到读书节和日常的读书活动

中来，为齐鲁工业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作

出应有的贡献。 

（ 图书馆副馆长 巩恩贵） 

 



我所喜爱的《悟空

传》 
熟知的故事，不同的演绎。作家

今何在的《悟空传》文辞直白简

单，逻辑颠三倒四，角色如戏剧般

狂笑杀骂。在熟知的故事中塑造了

新的神妖观，从神妖二元对立的角

度，剖析了某种既定的社会价值规

范，从而升华出认识自我，认同自

我，逃离既存价值体系，解放自我

的新观念。它突破了《西游记》，

使我们认识到了生命存在的复杂

性。 

这是我在介绍本书时的一些总

结。适合诸君围观，而我们也确实

是诸君之列，实话说其中的一些还

是没有理解吧。这是一本让我无法

简单写出读后感的书！明明悟到了

许多东西，却又感觉完全没有看

懂。 

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 

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 

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 

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可以说初步认识《悟空传》，就

是因为这段话，算是一段放浪不

羁，超脱物外的话吧，也正是因为

这段话让我慢慢爱上了这本书。多

次读过这本书后不禁感到淡淡的忧

伤以及一种无法言说的苍凉。 

《悟空传》这本书因《西游记》

而起，却完全颠覆了我对《西游

记》的印象。一开始读的时候，以

为这只是搞笑版的《西游记》；读

到后来，我觉得它更像是悬疑片。

完全猜不到后面的情节会是怎样。

唐

僧

让

人

琢

磨

不

透，孙悟空不再威武，猪八戒变成

情痴，沙和尚成了奴隶的代言人。

《悟空传》中的师徒不再是单纯的

取经者，他们不再是神圣任务的完

成者，取经的意图完全被消解，他

们只是作为他们自己而存在，每个

人都是中心或权威之外的独立的主

角。 

曾有段时间，深感对制度的无

力，也曾与长者讨论，墙内与墙外

的世界，翻墙与砌墙的相对，但终

于只是俗人，怎么也不能达到“若

天压我，劈开那天，若地拘我，踏

碎那地，我等生来自由身，谁敢高

高在上！”的欢笑与骄狂。也只能

哀叹：生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唯有做好自己。但却也值得我们大

家深思吧。 

现在的我们渐渐忘了如何生活，

终日茫茫不知所云；碌碌不知所

终；欲笑无声；欲哭无泪，天天晃

晃悠悠，像一个活着的行尸走肉，

不知所为何来所为何终。我们反抗

过失败，却依旧像悟空一样无奈过

活，一天天抱怨着济南的闷热，为

得图书馆二楼一座，大费周折，像

逃难一样席地而坐，上着不知将来

何用的课，又忙着不知所谓何用的

事。现实如此，我们无法逃避，这

部小说把我们的无奈刻画得淋漓尽

致，每次读来，都会留下淡淡的忧

伤吧。 

读该书三次，算不上对该书了

解，却深深喜欢上了这本书，不能

说有多大领悟，却也值得分享吧。 

    （材料学院   高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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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献保障系统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在其原有资源的基础之

上，新增了“国内外文献保障服务”资源。资源内容主

要为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馆藏的中、外文共8个数据库

资源。其中3个中文数据库：中文期刊、中文会议、中

文学位；5个外文数据

库：外文期刊、外文

会议、外文学位、外

文科技报告、外文工

具 书。涵 盖 工 程 技

术、高技术各个学科

领域的科技文献，学

科类型主要包括电子和自动化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

术、材料科学、环境科学、航空航天、生物工程、能源

动力、交通运输、建筑、水利和一般工业技术等工程技

术领域文献，同时兼有基础科学、农业科学、医药卫

生、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收藏的文献以英文为主，占

到文献总量的95%，同时兼顾少量的日文、德文、俄文

和法文文献。 

    国内外文献保障服务可以通过原文传递的方式获取

原文，为师生的学习以及科研工作，尤其是在查阅外文

资料方面,提供更全面的文献服务。 

                         （数字资源部 刘婧） 



      “鸡汤文化”与“反心灵鸡汤”兴盛 

 人不只胃肠有饥渴感，心灵也要给养，于是就有了

“心灵鸡汤”。“鸡汤文化”来自于杰克 ·坎菲尔德

(JackCanfield)，其创作的《心灵鸡汤》是世界上最畅

销的系列读物之一，以其简短、精炼的语言为读者讲述

了一个个充满哲理的小故事。作者选文一直遵照的准则

为：以浅显的语言表达着人间真情；以至深的情感述说

着五彩人生；在每一个角落把真情的火炬点燃；让每一

缕清香在尘世间流传；让真情在心灵的碰撞中凝固成永

恒。 后泛指有益于精神或心理的充满哲理的小故事。 

 心灵鸡汤是安慰剂，不能当饭吃；也不宜过量，

“反心灵鸡汤”兴盛，就是“鸡汤”剂量过大后的正常

“反胃反应”。所谓“反心灵鸡汤”，就是假心灵鸡汤

之名，行反对之实，不再满是励志正能量的言语，取而

代之的是以犀利笔调直面人生，以至于“心灵鸡汤”落

寞。                                  （墨林  摘编自网络）   

        读书是人一生的一场修行。我们现在

生活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

代。我们坐拥古今中外的无数的典籍智

库；我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信息轰炸。鸡

汤横流，宝珠蒙尘；所谓的大师吵吵闹

闹，各种讲坛红红火火。而我们，站在这

样一个交叉路口，茫然四顾，不知该何去

何从。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读书好，都知道

应该读书，可是如果问到为什么读，怎么

读，读什么却又不约而同的报以沉默。 

         读书节的设立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直

面这些问题。我们有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

老师做指导；有志趣相投各有所长的同学

做伙伴。在倾听与交流中提升自己的水

平，补充自己的知识，让自己站的更高，

看的更远，走的更稳。我们在参与活动组

织活动中收获到的东西，往往是我们从书

本中课堂上乃至日常做一些社会活动中学

不到的。我们以读书为引子，结交了许多

的朋友；我们以读书为目的，收获了丰富

的知识；我们以读书为动力，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 

           读书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从来与他人

无关。读书节的意义在于拓展眼界，为大

家提供一个读书交流的平台，而不是希望

大家依赖于读书节去读书。毕竟读书是一

生的事，而读书节只是一时。因此，我们

应该认识到，读书节是我们的节日，是我

们的活动。我们每个人都是读书节的组织

者策划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获益者。是因为

我们读书所以设立读书节，而不是因为有

了读书节我们才去读书。 

          曾经碰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生活不

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

野”。这句话初读就有一股淡淡的鸡汤

味，而细琢磨就会觉得实在半点营养没

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与你有什么关系？毕

竟不能把他们拉到眼前来啊。所以有那展

望未来的工夫，还不如安安心心做好眼前

手边的事，读好心底身边的每一本书，而

这其中最难的，莫过于一个恒字。 

         所以，我们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常规

的读书活动，不见得每一个都如读书节系

列这样轰轰烈烈，但是希望每一次活动都

能够有良好的氛围，独到的见解，能够让

参与的同学们觉得有所收获，有所感悟。

而不是慕名而来失望而归，觉得自己白白

浪费了一段光阴。只要我们能够用心做好

每一次活动，总有一天会无数个小的活动

中培育出无数读书的种子，改变我们身边

的风气。 

        我们希望能够将读书真正变成我们生

活中的一部分，在阅读中得到生命的充实

是每个热爱读书的人的心愿。我们希望可

以通过活动帮助自己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不偏激，不轻

浮，不狂妄自大，也不保守拘谨。大学四

年，成功是否绝不在于看你考了多少证

书，拿了多少奖学金，而在于你内心的圆

满与富足。在于你是否有了充足的准备踏

上未知的社会。在于你这四年储备的物资

是否足够你在风吹雨打中给自己建造一方

精神的家园。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活动了解

到自己应对未来变化的知识，希望能够通

过活动开拓自己的眼界，了解到更多更全

面的各个学科的不同知识，希望能够接触

到更多的老师，希望和老师能够建立起授

业解惑之外的关系，希望能够从老师身上

学习到书本以外的道理。读书节，并不是

把读书当成一个节日，而是为读书做一个

小结，看你得到了多少，收获了多少，进

步了多少。 

      （轻工学部  潘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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