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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召开学习贯彻党癿十九大精神党员大会 
11月30日下午，图书馆在五楼多功能

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一步学习和贯彻

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会议由图书馆党总

支书记陈栋田主持。陈栋田书记与图书馆

党总支第二支部书记高峰（女）同志先后

汇报了近期参加培训的情况。陈书记部署

了12月7日主题党日活动，并进一步强调了

工作纪律。 

高峰书记首先汇报了参加全省高校第

一期管理人员党支部书记示范培训班的学

习情况，就培训中的重要专题报告进行了

详细传达，并讲述了心得体会。高书记指

出，我们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面临的新形

势和高校图书馆的重要作用，准确把握文

化方向，积极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接着，陈栋田书记汇报了参加延安培

训的情况并作了报告。陈书记介绍了延安

精神的历史渊源及其内涵，并探讨了延安

精神的现实价值。陈书记指出，我们要正

确理解延安精神这个概念，理解延安精神

与其它“精神”的关系，发扬优良革命传

统，深刻领会延安精神对于当今时代每个

人的人生指导意义。 

随后，陈书记宣读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及新党

章做业务强人”知识竞赛主题党日活动方

案》。此次主题党日知识竞赛活动将于12

月7日进行，全体党员参加。陈书记详细介

绍了活动流程，并强调了相关注意事项。 

最后，陈书记进一步强调了党员的工

作纪律，要求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十九大报

告，将报告精神做实，务必认真执行工作

纪律，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图书馆党总支) 

图书馆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及新党章，做业务强人” 

知识竞赛主题党日活动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增强党组织凝聚力，12月8日下午，图书馆

在五楼多功能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举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十九大报

告精神及新党章，做业务强人”知识竞赛

主题党日活动。会议由图书馆党总支组织

委员穆长春同志主持，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陈栋田作了讲话。 

首先，穆长春同志介绍了举办此次活动

的目的和意义。随后，活动现场全体人员

起立并奏（唱）国歌，在庄严的国歌声

中，活动拉开了序幕。 

 党总支书记陈栋田作了讲话。陈书记

介绍了此次活动举办的背景、酝酿和准备

的过程，并对全体党员付出的艰辛劳动表

示感谢。希望大家严肃考纪，积极发挥，

并预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接着，全体党员参加知识竞赛笔试。

笔试结束后，党总支三个支部各派出两名

代表朗诵红色文化经典，并现场打分。 

 随后，活动进入“学习十九大报告及

新党章，做业务强人”知识竞赛阶段。知

识竞赛分为必答题、抢答题两个环节，三

个支部各派出三名代表进行竞赛。竞赛活

动内容的涵盖面非常广泛，既包含十九大

报告及新党章、党史的相关知识，也涉及

到图书馆业务领域的一些专业内容。各位

选手表现都非常好，实力不相上下，活动

现场气氛活跃，反响热烈，取得了很好的

教育宣传效果。 

 最后是各支部自编节目表演阶段。第

一支部选送的节目是大合唱《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第二支部选送的节目是

情景模拟剧《微党课》，第三支部选送的

节目是诗朗诵《歌颂党》。表演活动形式

新颖、多样，效果很好，给大家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通过笔试、朗诵、竞赛及表演四个环

节的比赛，最终，第三支部、第二支部、

第一支部分别获得了一、二、三等奖。馆

领导对获奖支部颁发奖品及荣誉证书，并

对参与计分、组织工作及技术支持的工作

人员表示感谢。 

 最后，陈书记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

结。陈书记说，本次党日活动，进一步加

强了党员干部对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党章

的理解，有利于把力量凝聚到图书馆的各

项工作上来。此次活动的效果和党员的表

现比预想的还要好，今后将争取举办更多

的活动，加强党员之间的沟通，增加党组

织的凝聚力。 

 本次活动在庄严的《国际歌》中圆满

结束。                

                 (图书馆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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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沙龙”校园文化活动品牌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中教杯”第三届“校园读书达人”成功举办  

     

沙

龙

荐

书 

10月24日上午，齐鲁工业大学2016年

度校园文化活动品牌建设项目成果展在办

公楼一楼大厅举行。 副校长（副院长）周

有波、组织部长郭建国、宣传部长张以刚

和部分师生代表参观了“悦读沙龙”等校

园文化品牌成果展。副馆长巩恩贵介绍了

悦读沙龙一年来在品牌化建设方面取得的

成果。 

悦读沙龙是为丰富学校的校园文化生

活，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为读书爱好者

搭建的阅读分享与思想交流的平台。悦读

沙龙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大学

生阅读人文社科经典图书为主线，倡导

“快乐阅读、分享阅读”的理念，通过与

书为伴，与经典为友，陶冶情操，开阔视

野，使每个人成为“有思想的阅读者”。

“悦读沙龙”作为齐鲁工业大学三大校园

文化品牌培育项目之一，经过一年来紧锣

密鼓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悦读沙

龙成果展以悦成长、悦分享、悦推广、悦

收获等四个模块集中展示了一年来取得的

成果。 

经专家认真评审，图书馆”悦读沙

龙”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在后期工作中，

我们将继续秉承悦读沙龙的宗旨：“聚学

思辩，博识笃行”，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资

源优势，让同学们“感受文字之美，尽享

读书之乐”。 

          (情报研究所 付来旭) 

2017年12月8日晚，由党委宣传部、

校团委、图书馆主办，图书馆学生管理委

员会承办的齐鲁工业大学2017读书节之

“中教杯”第三届“校园读书达人”决赛

在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举办。本次大赛邀

请了文法学院刘德军教授,工商管理学院党

委书记刘泰东,生物工程学院院长刘新利,

文法学院陈京伟博士,图书馆付来旭、方燕

老师担任专家评委，来自部分学院的15名

同学担任大众评审。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陈栋田首先向大家

介绍了几位评委的情况，对今年“悦读沙

龙”这一校园文化品牌举办的系列活动在

校园文化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

沙龙参与者的素质提升等方面给与了肯

定，对有关部门领导和老师给予沙龙的关

心和支持及沙龙组织者的无私奉献表示感

谢，对本次大赛的评审提出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要求。 

本次“校园读书达人”评选活动历时

一个多月，分为材料评审、微信投票、阅

读秀展示、时事评论四个环节。15名参赛

选手各显身手，精彩的演讲表现和PPT展示

赢得评委和观众阵阵掌声。时事点评需要

的则是选手平时知识积累、时事关注和即

兴发挥的能力,选手中不乏反应迅速,思路

敏捷,观点清晰之人,让很多观众心生敬

佩；评委老师的评论也风趣幽默且十分中

肯。刘德军老师在总结中指出读书应有选

择,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应有方法：厚书

薄读,薄书厚读；既要博览又要精读。更应

锻炼思维能力，回答问题要抓住重点，搞

清楚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最

终，曾敏等十名同学荣获第三届“校园读

书达人”荣誉称号，冯丽颖等五位同学获

第三届“校园读书达人”提名奖。 

通过本次“校园读书达人”评选活

动，营造了浓厚的读书氛围，丰富了校园

文化生活。鼓励更多的学生走进图书馆，

利用图书馆，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

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 

第三届“校园读书达人”名单 

曾敏，朱蕾，程鹏辉，王曙艳，宋

宇，张蕾，李其旺，孔瑞，曲玉花，马瑜 

第三届“校园读书达人”提名奖名单 

冯丽颖、郑金霞、周生元、谢月超、

李颖 

   （造纸与植物资源工程学院 李茉琰 ） 

《〈道德经〉里的智慧》 

    内容简介：汲取祖先智慧，回归传统文化，是当今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在回归传统的路中，我们能更好地认清自己，看清周遭。 《<道德经>里的智

慧》把老子的《道德经》划分为十一个主题，对每一主题从多角度进行深入解

读。为便于读者理解，书中还穿插了古人的践行实例以供参考。读懂《道德

经》，能够让人更好地为人处世。希望广大读者都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

分，从而更好地指导人生。  

    作者简介：季风，知名教育专家，先后出版过《北大国学课》《儒家国学

课》《道家国学课》等，深受读者喜爱。《北大国学课》自2013年3月出版以

来，连续加印十余次，多次名列全国历史类图书畅销榜前列。 

                                      (情报研究所 付来旭) 



图书馆成功举办”追逐经典，追梦人生——我癿读书生活”征文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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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沟壑纵横的北原上，在如风沙般席

卷而来的岁月中，陈忠实先生娓娓道来的

是白氏、鹿氏的恩怨情仇以及整个时代在

挣扎中的成长历程。欢过、痛过、爱过、

亦伤过。《白鹿原》让我认识到两个家

族、一个时代，故事最初是从一阵悲戚的

氛围中展开。死亡，破败，流言，都让当

时还尚未成熟的主人公始料未及。在这部

作品中永远充满着变数，使人一颦一笑都

难以把控。你满怀期待，之后却会失望恸

哭；你蹙眉叹息，一会便会喜笑颜开。 

 《白鹿原》是一部长篇小说，在这无

边的北原上所塑造的人物不计其数，但读

者在享受完这段故事后，没人能忘却每个

人在这原上用生命去勾勒出的一道道沟

壑。陈忠实先生虽然是以散文而进入文

坛，但他并不像个字字珠玑的散文家，却

更像个说书人，虽然缺乏一些绚丽的技

巧，但却用第三者的口吻随意吐露出人物

的命运。就是这种随意，让人疯了魔了，

随着他的节奏在历史的苦难中，希望里一

同悲喜。“云水苍苍，山水泱泱，先生之

风，山高水长”作者笔下的白鹿原宛如一

张时代的画卷，用历史素材研墨，用艺术

知识上色。 

 回到故事本身，白鹿原亦大亦小，王

旗变幻，暗潮汹涌。故事如话剧般生动展

现在眼前，跳跃在心中。主人公白嘉轩六

娶六丧，一个宗族两代子孙，在用其兄弟

相对，情人反目等情节让白鹿原这片古老

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抖，获得新生。 

 灾祸不断，白鹿回头。主人公经历了

太多苦痛。其他角色同样在时代的疮痍中

呼喊。朱先生，一代文人的挣扎，为了国

家选择投笔从戎；鹿子霖，曾经德高望重

之辈，利用小娥，谋害同族；小娥，发出

用身体却难以换来尊重的怒吼。白鹿意味

着活着，也是希望。 

 岁月早将最年迈但最不会衰老的坚

强，根植在每一片正在发生故事的土地

中。 

 作者把时光的残酷与历史的真实原原

本本的铺陈开来。一场酣畅淋漓。中国50

年的岁月荏苒，有阵痛，善恶终有报，一

切黑暗，只是为了迎接寒夜后的晨光。一

本书，一段人生，白鹿原上历史苍茫，在

明日必将升起冉冉之光。 

 

           （曾敏  文法学院） 

（本文获齐鲁工业大学第二届微

书评大赛一等奖）  

 为打造书香校园，激发全校同学读书热情，丰富大学生的

课余生活，图书馆特举办”追逐经典，追梦人生——我的读书生

活”征文活动。“快餐文化”代替不了对经典图书的捧读，从经

典图书中获取人生感悟，充实自己的人生对每个大学生的成长尤

为重要。阅读的意义，在于思考领悟和情感回味，阅读的价值，

在于读深读透读懂，举办“追逐经典，追梦人生——我的读书生

活”征文大赛，把阅读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意义重大。 

 本次征文大赛得到读者的积极参与，共收到征文162篇，经

过由图管会的同学和图书馆情报研究所的老师共同组成的评委的

认真评选，共41名同学获奖，一等奖10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

10名，优秀奖11名。一等奖：茹伟键（皮革化学与工程学院皮革

17—3 ）、厉鑫（文法学院汉语17-2）、延瑜（汉语国际教育16

-1）、韩瑞璇（工商管理学院会计16-1）、肖萌（文法学院汉语

国际教育17-2）、冯艳婷（文法学院汉语国际教育16-2）、王克

雄（印刷工程15—2）、李慧慧（行政管理16-1）、苏少游（印

刷与包装工程学院包装16-2班）、张同心（外国语英语17-4

班）；二等奖：申立磊（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7-2）、任卓琳（行

政管理16-1班）、张治国（造纸16-3班）、赵焱岩（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17级研究生）、崔渴望（投资学16-2）、王茗阳（会

计（金融外包）16-3班）、王英（生物技术17-1）、陈晓霞（会

计15-1）、张岩（3D仿真16-1）、谢金桃（广告16-1）；三等

奖：毛宇童（应用统计16-1）、王晓娅（外国语日语17-2班）、

张兆卓（广告16-2）、杜莎莎（外国语英语16级4班）、修庆龙

（机械15—1班）、吴泽康（信息与计算科学17-2班）、魏宏迪

（外国语日语17-2班）、王盈（法学17-2）、张悦（化学工程与

工艺16-1班）、朱蕾（外国语学院英语16-1班）；优秀奖：王曙

艳（汉语国际教育17-2班）、张正虎（通信（移动）17-1班）、

程鹏辉（文法学院法学16-2班）、焦同芳（会计（金融外包）15

-3班）、徐蕾（法学15-1班）、赵晓赛（财管15-1班）、孙本孝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17-1班）、马瑜（外国语英语16-2班）、杨

育霖（皮革15-1班）、李倩（文法学院法学16-2班）、崔福娇

（应用化学（国际）17-1班）。 

                               （情报研究所） 

白鹿回头望，原上百态生 
                                         ——《白鹿原》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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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癿青春不散场 

 

 济南的十一月风有点大，不知不觉来到北

方已经有两个月了,冬天将至，天气有点冷。

刚从图书馆出来，不免打了个哆嗦，图书馆到

宿舍的路两旁，栽满了许多我叫不出名的树，

摸了摸手里的《人间词话》，看着满地的落

叶，突然想起了王国维先生所描写的人生第一

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

涯路。”图书馆到宿舍的路很黑，很黑；我走

了好久，好久。是啊，这里没有家，也没有家

人，没有依靠；有的只是一颗怀有梦想的心,

一股不服输的劲，和一群正在交往的新朋友；

我长大了。宿舍楼的灯，越来越近，越来越

近，看着手中握得发烫的书，一路陪我走来，

陪我长大的书，好像就算一个人，就算路太

黑，我也不孤单，不害怕。 

 从小学五年级第一次被老师收书的时候

起，我就知道，书将会是我青春的一半，至少

一半。毫不夸张的讲，那一次经历是我青春的

开始。 

 “红楼总是留不住。一丝烟雨忆长街。”

《红楼梦》是我接触的第一本课外书。教室外

是阳光明媚的晴天，教室内是乌云密布的阴

天，充满了“交出来”“不交”的声音。上课

看课外书，在小学实在是“十恶不赦”的大

罪。可那本比《新华字典》还厚的《红楼

梦》，是我从爸爸的书架上偷拿下来的，怎么

可能交上去。这是我第一次顶撞老师，结果是

第一次被叫了家长。 

 我爸来了，他先是低声下气的向老师道

歉，然后再正气凛然的把我批了一顿。我想，

回到家中，我死定了。偷书，顶撞老师，我闯

下了弥天大祸。可事实是，回到家中，我爸出

乎意料的平静，他的脸并没有在学校的怒气，

反而多了一丝笑容。他把那本《红楼梦》放回

了原位，把我叫了过去，坐在他对面。 

 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你要意识到，偷

书是不对的，顶撞老师更加不对。你想看书，

你要和爸爸说，然后再从这里拿走，但这里的

书不一定适合你看，爸爸可以带你去买。”我

已经长大了，这是我第一次和爸爸面对面认真

的谈话；我已经长大了，这句话后来一直烙印

在我心中，也开启了我读书的道路。 

 “可恨英雄无去处，笑谈三国太匆匆。”

有理想、有抱负、有勇气也不一定能成功，三

国尽归司马家，聪明才智，容忍沉着，尽收天

下。《三国演义》是我初中最喜欢的一本书。

我喜欢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喜欢赵云的长坂

坡单骑救主，喜欢诸葛亮的空城绝唱；讨厌吕

布的卖主求荣，讨厌张飞的鲁莽行事，讨

厌......讨厌数学老师收我的书。嗯，在我的

初中，老师收我的书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可

和以往不一样，这次老师收了我的书，还把我

叫了去办公室。从未见过老师这么严肃的脸，

我知道，待会少不了吸收大道理。 

 “开卷有益的道理老师也懂，可这次老师

不能直接把书还你，你好好想想你最近做了什

么，想好了再来找我要书。”老师停了一下，

意味深长的说下去，“谁的青春没有一丝躁

动，但你要学会冷静沉着。你看你最近乱成什

么样子，看《那些年》，看《斗破苍穹》，还

看《三国演义》。看这么多书，看这么乱，有

什么用。没有目的的胡乱看书，只会增加你的

思想负担，只求速度，囫囵吞枣，一无所得。

你得冷静下来，知道大鱼都是沉在水底，小鱼

才是浮出水面的......” 

 我已经忘记了老师后面说了什么了，但他

当时的话，确实给躁动的我当头一棒。我越来

越沉迷于书本了，以至于盲目的，没有目的的

迷失在文字中。很意外老师没有批评我上课看

课外书，还给了我真诚的警告。后来，我看书

不再囫囵吞枣，漫无目的了；后来，我看书，

再也不在课堂上了。 

 “东日告诫学子搏，西游归来皆成佛。”

我的高中，就是一部戒书与看书的血泪史。高

一别人在拼搏时，我在看课外书。高二别人在

拼搏时，我还在看课外书，不一样的是，此时

我的内心是拒绝的，是在图书馆门口徘徊已久

横下心来借书看的。直到高三，别人在拼搏

时，我终于不是在看课外书了。高中让我懂

得，和戒得掉烟的人一样，戒得掉书的人，也

是狠心的人。 

 狠心的人，也许是经历了高中的苦难，我

变狠心了。苦难；我高中一共有两位授课语文

老师，关于苦难，他们都在第一节课的时候跟

我们说，高中很少快乐，有的都是苦中作乐，

没有苦难的高中，磨砺不出积极拼搏的学子，

成就不了人才。他们不约而同的向我们推荐了

《西游记》作为我们的傍身书，理由也无独有

偶是不经历风雨，不会有彩虹。《西游记》正

可以激励我们在苦难中修成正果。 

 所以在他们的任教期，我分别看了一次

《西游记》。即使高三不再看课外书，我依旧

留着那本《西游记》在课桌。当我犯书瘾时，

我会翻上两页，戒书是苦难，但我一定能熬过

去；当我遇到难题不想在思考时，我会摸一摸

这书，难题是苦难，但我一定能克服。唐僧师

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我坚信，

只要我努力，不怕苦难，我一定也能成功。 

 “梦回水浒梁山泊，今日方知我是我。”

纵然高中拼了个你死我活，可一朝失足千古

恨，我并没有考上我的理想大学。但命运不会

亏待爱读书的人，我来到了外省，来到了一所

好学校，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好图书馆。大学

之大，大到我们很容易像梁山好汉一样很容易

就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来路不同，性格

不一，可却捧着相同的梦想，相同的爱好聚在

了一起。 

 大学初开，重翻水浒，其实我也是鲁提

辖。因为原则，敢拼敢干；因为义气，迎难而

上；因为真性情，所以无惧刀山火海。回望我

的读书路，又何尝不是一部拼搏史。因为书

本，犯学生之大忌顶撞老师；因为书本，让自

己迷失其中躁动不已；因为书本，让自己爱恨

交加苦中作乐。也和鲁智深一样，最后我也领

悟到了“今日方知我是我”的道理。只是最后

他圆寂了，而我却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水浒好汉一百零八后来都爱上他们的梁山

泊。我也渐渐的接受了北方，喜欢了我的大

学。我的大学在北方，这里有新的朋友，我们

有同样的梦想；这里有富丽堂皇的图书馆，里

面有我喜欢的书；这里有全新的我，不一样的

我。我的大学，我相信我能绽放不一样的烟

火。 

 从图书馆到宿舍的路，终于走到尽头。我

的故乡从不下雪，但记忆中仍堆满了冷的感

觉。济南的气温，却比我记忆中的冷要冷得

多。可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里有像家一样

温暖的宿舍，有像家人一样温暖舍友，还有一

直陪伴我成长的书籍，一切都好好的。 

 我把手中的《人间词话》放回书架，好像

人来人往，书籍却一直陪伴着我不离不弃，陪

我拼搏，陪我度过苦难，陪我成长长大。长

大，我已经长大了，长大就意味着要面对现

实；现实，现实就是那天口袋剩下八十块，但

仍然用七十买下了自己想要的书；书，因为是

书，所以我的成长道路，不孤单；正因为是

书，我的青春，不散场。 

               (茹伟键  轻工学部 ) 

(本文获图书馆“追逐经典 追梦人生”征文大

赛一等奖) 

      沙   龙   读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