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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齐鲁工业大学(省科学

院)图书馆提交的“齐鲁工业大学

(省科学院)‘悦读沙龙’文化品牌

建设”案例喜获2018出版界图书馆

界全民阅读年会“2018全民阅读优

秀案例奖项”。11月22日-23日，图书

馆副馆长巩恩贵、情报研究所主任

付来旭赴江苏省盱眙县参会交流并

领取获奖证书。 

全民阅读是提高中华民族软实

力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受到党和国

家的高度重视。出版发行界、图书馆

界是落实和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重

要阵地。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韬奋基

金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

华书店协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主

办的“出版界图书馆界全民阅读年

会”已举办六届，并通过全民阅读优

秀案例征集等方式，扎实推动了全

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2018年本次

年会的主题为“阅读推广与书香城

市建设”。11月最终确定全国共有46

家单位获得该称号。 

齐鲁工业大学(省科学院)“悦

读沙龙”文化品牌由党委宣传部、校

团委、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和

图书馆共同建设。活动于2014年5月

20日推出第一期，旨在积极响应党

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

活动”、推进“书香工大”建设。自

启动建设以来，“悦读沙龙”一直致

力于大学生群体的阅读推广，积极

倡导“与经典同行、与好书作伴”，

营造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文化氛

围，迄今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一

旗帜高扬、四队伍协同、多活动载

体、六新媒互动”的鲜明特色，成为

校园文化建设中一张靓丽的名片。 

      (情报研究所 侯方元) 

齐鲁工大图书馆一行赴盱眙领取“2018全民阅读优秀案例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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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日晚，由党委宣传部、校团

委、图书馆、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主办，

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悦读沙龙”读书会承

办的第96期“悦读沙龙”活动——第二届校园诗

词达人争霸赛在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举行。 

活动由齐鲁工大图书馆馆长于明梓、陈京伟

博士、于海峰博士、“悦读沙龙”读书会前会长

潘月胜同学及周边学校相关社团负责人担任评

委，“悦读沙龙”读书会成员刘明鑫同学主持，

“悦读沙龙”读书会成员以及长清区各高校诗词

爱好者共120余人参与了活动。 

本次比赛共有四支队伍参加，包括：齐鲁工

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悦读沙龙”读书会、

山东师范大学弟子规传统文化学会、山东中医药

大学雅风诗社、山东女子学院棣棠国学社等。各

参赛队伍通过组合赛和个人赛两大环节进行比

拼。比赛伊始，在先秦两汉、六朝隋唐、宋元明

清诗词三轮组合赛中，各参赛队伍进行了激烈角

逐。参赛队员丰富的诗词储备、评委们的精彩点

评获得同学们的阵阵掌声。为了让大家放松比赛

紧张的情绪，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张驰同学即兴

弹奏古琴曲《良宵引》，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

随后，各队伍代表进行个人赛，通过听歌寻典

故、主观题二选一、评委现场出题、对对子、射

覆等五轮的激烈比拼，齐鲁工业大学“悦读沙

龙”读书会成员姜如欣同学险拔头筹。 

结合两部分比赛，评委合计打分，最终山东

中医药大学雅风诗社获得最佳团体奖，山东师范

大学弟子规传统文化学会获得最佳表现奖，齐鲁

工业大学“悦读沙龙”读书会和山东女子学院棣

棠国学社获得最佳风采奖，齐鲁工业大学“悦读

沙龙”读书会成员姜如欣获得最佳个人奖。最

后，由三位评委老师为获奖队伍及个人颁奖并合

影留念。 

本次活动加深了齐鲁工业大学与周边高校的

联系与情谊，让同学们感受到了中华诗词的博大

精深与美感，在比赛中产生了共鸣，激发了对古

典诗词的兴趣，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

养，推动周边高校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事业进

一步向前发展。 

（汉语国际教育17-1 姜如欣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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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

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

烈，中国不断走进国际舞台

的中央，承担更为重要的责

任。新形势和新任务对中国

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提出

更高的要求，《大学的未来》

对于我们认识、借鉴美国高

等教育的办学经验，丰富与

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理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内容简介：《大学的未来》综合展现并客观分析

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利弊得失，论述了美国高等教育体

系的特殊性、优越性以及脆弱性，同时从本科教育、

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三方面阐述美国高等教育面临

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作者反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

认为纵使过程困难重重，但改革创新仍是教育发展的

强大动力。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值得我们

学习和借鉴的案例。通过借鉴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和

教学经验，来解决我国教育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

影响力和竞争力。 

作者简介： 

德里克·博克，美国当代杰出教育家、法学家和

社会学家，美国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大学校长之一，西

方高等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两度担

任哈佛大学校长，也是“教育界的诺贝尔奖”格文美

尔教育奖获得者。在任期间，博克致力于哈佛大学课

程改革，将效果不佳的通识教育转为课程教育，奠定

了现代大学的课程标准，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巨

大影响，被公认为美国教育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博克非常关注本科教学质量，1975年，他创立了博克

教学与学习中心。               

(推荐人：情报研究所 付来旭) 

  《大学的未来 》 

（美）德里克·博克 著；屈强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悦读沙龙”荐书 

齐鲁工业大学（省科学院） 

“人天书店杯”第四届校园读书达人决赛成功举办 

——第99期“悦读沙龙”活动纪实 

2018年11月23日晚，由党委宣传部、校团委、图

书馆、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主办，图书馆学生

管理委员会、“悦读沙龙”读书会承办的第99期“悦

读沙龙”活动——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人

天书店杯”第四届校园读书达人决赛在图书馆一楼报

告厅举办。本次大赛邀请了校党委宣传部校报主编赵

立爱、校团委干事白云贵、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明

暖、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京伟、图书馆馆长于明

梓担任专家评委，来自各学院的20名大学生担任大众

评委。在预选赛中胜出的20位优秀选手参加了决赛。

山东中教图书有限公司对整场比赛进行网上直播。 

主持人梁梦彤同学、韩永旭同学首先介绍比赛规

则。本次比赛每位选手分为阅读秀和时事问答两个环

节。选手们在比赛中各显身手，他们精彩的表现赢得

了观众和评委的阵阵掌声。他们的PPT阅读秀各有特

色，或生动有趣，或令人深思。现场抽题问答环节则

非常考验选手们的应变能力和知识面，问题涉及天文

地理、时事政治等，非常有广度和深度。选手们的回

答逻辑严密，兼顾理性和感性，令观众印象深刻。最

终，许诺等十名同学获得第四届“校园读书达人”称

号，周雪等十名同学获得第四届“校园读书达人”提

名奖。 

比赛期间各评委老师高水准的精彩点评，也给现

场的观众和参赛选手带来极大的启迪。韩明暖老师称

赞学生们“腹有诗书气自华”，高度赞扬了选手重体

验、求真实的读书理念，并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

书；陈京伟老师则对选手们广泛阅读中国古典名著表

示了赞赏，以传统文化研究者和传授者的身份，与大

家在“读什么书、怎么读书”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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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大学生更多更好地表达自己；赵立爱老师指出，过

去中国学生与外国学生相比似乎普遍在表达能力方面

有所欠缺，但是看到工大学子们的精彩表现，眼前一

亮，她还向同学们提出了“注重表达、全面提高”的

号召；白云贵老师从一名资深学生工作者的角度表达

了对参赛选手的肯定，认为同学们很好地展现了各自

的优良品质和综合素质，并希望同学们今后更多参

与、更多历练，让大学生

活丰富而充实。 

最后，于明梓馆长用

“三个美”对本次活动进

行了总结。一是“过程之

美”。她说，此次活动举

办的过程十分精彩，令人

难忘；各位选手重视过程

而不是结果的境界和态度

也是一种美。二是“真实

之美”。每位选手都根据

自己切实的阅读经验进行

了阐述，很真实，很美好。三是“用心之美”。选手

对自己的PPT以及现场表现进行了反复排练，很努

力，很用心，结果很完美。于明梓强调，希望大家今

后在“会读书，爱写作，擅表达”的道路上更加高歌

猛进，将来做“全能达人”。 

本次“校园读书达人”评选和准备活动历时一个

多月，分为前期宣传、选手材料报送、预选评审、决

赛四个环节。图书馆领导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由

“悦读沙龙”指导教师、团队骨干共同组成的工作小

组，于明梓馆长亲自给选手们做赛前培训。各位指导

老师和“悦读沙龙”读书会、图管会的同学，从活动

的策划、宣传、组织、评选、预演以及现场组织等环

节，都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活动效果非常圆

满。通过本次“校园读书达人”评选活动，选手们在

活动中获得了展示自身才华的好机会，其读书、写

作、表达、PPT课件制作等

多方面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

高，也获得了宝贵的参赛经

验。同时，作为阅读推广系

列活动之一，此次大赛丰富

了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

对于营造更加浓厚的校园读

书氛围、建设“书香工大”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附： 

第四届“校园读书达人”获

奖名单 

许诺，朱蕾，杨晓强，刘家钰，赵丹青，姜珊

珊，周中贺，李昱硕，许明旭，刘芊 

 第四届“校园读书达人”提名奖名单 

周雪，马佳丽，李林，闫玉静，李睿，姜祯，朱

海飞，董琴琴，彭金金，王彦婷 

(过控18-1 许锦鸿)  

精英荟萃，硕果累累 
——第100期“悦读沙龙”活动纪实 

2018年12月7日晚，由党委宣

传部、校团委、图书馆、马克思主

义学院、政法学院主办，“图管

会”、“悦读沙龙”读书会社团承

办的“回首读书时光，相约百期

‘悦沙’——‘悦读沙龙’百期纪

念”活动在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举

行。活动由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陈栋

田主持。齐鲁工业大学（省科学

院）副校长（副院长）周有波、山

东女子学院图书馆馆长赵小敏应邀

参加，各联办单位负责人、“悦读

沙龙”指导教师、主讲嘉宾、历届

社团负责人，以及“图管会”、

“悦读沙龙”、“立学读书会”、

山东女子学院“读书协会”的成员

代表等，共计120余人参加了活

动。 

首先，图书馆馆长于明梓对

“悦读沙龙”四年七个月共计100

期的活动作了总结展示。于明梓

说，“悦读沙龙”的四大特色——

一面旗帜高扬、四支队伍协同、众

多活动载体、六大新媒互动——是

大家共同努力、默默坚持的结果，

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发的“优秀案例

奖”是对我们的莫大肯定。今后，

我们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倍努

力，把“悦读沙龙”这一文化品牌

打造好，为“书香工大”建设再立

新功。 

接着，大家共同观看了由陈嘉

川校长、周有波副校长、贺国平副

校长以及各位老师和“悦读沙龙”

优秀毕业生录制的“悦读沙龙”百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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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纪念视频。视频中各位领导、老

师和同学们对“悦读沙龙”送出了

美好的祝福，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让大家感慨良多。 

随后，联办单位负责人侯连

涛、万金存、刘福政、宋彦，特邀

嘉宾赵小敏，主讲嘉宾刘传波、陈

京伟、赵芃、许忠明等均作了简短

而有深意的致辞。他们对“悦读沙

龙”表示感谢和祝福，分享了自己

与“悦读沙龙”的故事，谈及了读

书的重要性，呼吁同学们在读书的

同时走出校园，去尝试，去创新。 

学生代表张蒙蒙、陶恒涛、潘

月胜和刘茜等同学现身说法，与大

家分享了自已与“悦读沙龙”的故

事、自己读书的故事以及这几年来

他们在“悦读沙龙”的收获和提

高。 

最后，周有波副校长总结发

言。周有波旁征博引、警句频出，

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极富激情的

演讲，为在场的同学们作了一场人

文讲座。他给大家讲述了抗美援朝

“冰雕战士”的故事，阐释了理想

信念对一个人的重要意义；用自己

读书的经历昭示读书对一个人成长

的价值，并告诉同学们如何去读

书、读什么书、怎样“吞、啃、

品”书；同时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跟同学们交流身体健康是“1”，

其他成绩都是后面的“0”，热烈

倡议同学们多多运动，多多实践，

练练书法，做做家务，争取成为一

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

代大学生。 

“悦读沙龙”百期纪念活动丰

富而深邃，不仅对过往进行总结，

更对未来加以展望。相信“悦读沙

龙”一定会越办越好，为“书香工

大”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微电子18-2  梁梦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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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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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倡议和发

起者是文法学院陈京伟博士，

经图书馆与校团委沟通后，决

定联合举办沙龙读书活动。

2014年5月20日，“悦读沙

龙”首期活动举办，文法学院

陈京伟博士做了题为“沙漠·

悦读·绿洲”的精彩讲座。随

着活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

2014年11月4日第13期开始，

党委宣传部成为新的主办单位；

2015年11月10日第39期开始，文法

学院成为主办单位之一。  

“悦读沙龙”在固定的时间

（周五晚）和地点（图书馆五楼多

功能厅）举办。由图管会一批固定

的骨干负责活动的策划、组织、宣

传。2016年10月，成立了“悦读沙

龙”读书会，首期会员50名。建有

悦读沙龙QQ交流群和微信群，作为

读书爱好者交流、分享的途径。四

年多来，共举办读书活动100余期,

参与人数11000余人。   

2016年9月，“悦读沙龙”成

功入选齐鲁工业大学校园文化活动

品牌化建设培育项目，同期纳入学

校德智双学分制文化培育项目。

2018年11月，“悦读沙龙”校园文

化品牌建设项目在中国图书馆学会

阅读推广委员会、图书馆报主办的

“2018年全民阅读优秀案例评选活

动”中喜获“2018年全民阅读优秀

案例”称号。  

沙龙指导老师： 

陈京伟（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

授、哲学博士）   

宋彦（政法学院副院长、教

授、文学博士）   

于海峰（政法学院讲师、文学

博士） 

巩恩贵（图书馆副馆长、副研

究馆员）   

付来旭（图书馆情报所主任、

副研究馆员）   

郑东伟（图书馆阅览部主任、

副研究馆员）   

方燕（图书馆流通部主任、讲

师）   

主办单位：党委宣传部、校团

委、图书馆、马克思主义学院、政

法学院 

承办单位：图书馆学生管理委

员会、“悦读沙龙”读书会 

“悦读沙龙”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