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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读书月活动拉开帷幕  

6月3日上午，齐鲁工业大学召开2015届毕业生离校工

作协调会，为了毕业生顺利离校，图书馆根据学校精神召

开部门主任会议，充分研究，制定方案，精心组织，严密

部署。 

技术部首先做好毕业生离校的数据准备工作，以流通

部为主组成专门的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小组，并吸收图管

会的同学协助，他们的加入让工作效率提高很多，节约了

毕业生宝贵的时间。图书馆还设置了毕业留言墙，图书馆

是同学们学习、奋斗的见证者，他们在这里拼搏、汲取知

识，度过四年光阴，对图书馆依依不舍，在踏上新的征途

之际，为学弟、学妹留下了寄语，其中有读书经验，有心

中感想，有对未来的期望，当然也有对图书馆的爱与恨，

更多的是割舍不下的留恋……留言墙的设置既留下了老读

者的经验和希望，也给工作人员很大的鼓舞，让他们充分

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 

（情报所 郑东伟） 

 在第20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4

月23日上午，齐鲁工业大学2015读书

节开幕式在图书馆2楼大厅隆重举行。

校党委副书记王光芝、副校长周有波

出席活动并为“齐鲁工业大学在校学

生阅读状况调查”启动仪式揭牌。开

幕式由副校长傅东良主持。有关部门

负责人及学生代表参加了仪式。 

 校党委副书记王光芝首先代表学

校党委对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衷

心的祝贺。出席开幕式的领导为“齐

鲁工业大学阅读推广志愿者”颁发聘

书，并与学生代表一起在“庆祝第20

个世界读书日”横幅上签名留念。开

幕式上，学生代表材料学院13级学生

可晓发言，畅谈读书对学习和生活的

影响。 

2015读书节由党委宣传部、校团

委、图书馆主办，以“开卷有益，让

阅读成为工大风尚”为主题，活动分

为“悦读沙龙”、“载体创新”、

“读者互动”、“总结提升”四大板

块。 

 悦读沙龙从活动开始至十月共举

办11期讲座：参加人数达到600余人

次。1、2015年本届读书节组委会向师

生推荐100种图书；2、开展教授荐书

和学生荐书活动； 3、2015年6月举办

了记住乡土、乡音、乡情——手写

“一封家书”活动4、读书排行榜：公

布2014年图书借阅排行榜本专科生前

50名,研究生前10名。 

 图书馆读书节于4月23日拉开帷

幕，将在12月31日结束。 

（情报所 郑东伟） 

由于部分书库书架图书饱和和待

上架图书积压严重，经图书馆馆领导

开会研究于2015年1月15日确定图书馆

调整书库扩容改造方案，这次书库扩

容改造工程共对社科一、社科二、理

工二和样本书库四个书库进行了改

造，样本书库增加80节书架，其他三

个书库各增加了89节书架。书库扩容

改造工程于1月20日开始施工，4月26

日圆满结束 。本次书库扩容改造工程

主要利用寒假期间进行，图书馆多部

门协同合作，以办公室为主，阅览

部、流通部、采编部等多部门的同志

加班加点，牺牲个人休息时间，为顺

利完成书库扩容改造工程做出了贡

献。书库扩容后，又对各个书库书架

原有的图书结合前期积压未上架的三

万多册图书进行了合理规划，将四个

书库的所有图书重新倒架，预留合理

的间隔，便于积压图书上架和未来几

年上架图书预留位置。最后更新架

标，解决了这几个书库图书上架紧张

的矛盾。 

          （情报所 付来旭 ） 

书库扩容改造工程圆满完成，2012-2014年所购置新书顺利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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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感言：《思维导图》是一本在

全球销量达千万册的畅销书。书中的思

维导图方法将放射性思维和开拓性笔记

技巧结合在一起，被人称为“大脑瑞土

军刀”。它的出现，在全球教育界和商

界刮起了一场风暴。目前全球已有超过

2．5亿以上的人在使用它。 

 科学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人类的思

维特征是呈放射性的，进入大脑的每一

条信息、每一种感思维导图，又叫心智

图，是表达发射性思维的有效的图形思

维工具。是一种革命性的思维工具。简

单却又极其有效！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

重的技巧，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

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把主题关

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接，思

维导图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利用记

忆、阅读、思维的规律，协助人们在科

学与艺术、逻辑与想象之间平衡发展，

从而开启人类大脑的无限潜能。思维导

图因此具有人类思维的强大功能。 

 思维导图与传统的学习记忆方法相

比有较大的优势。 

 1、使用思维导图进行学习，可以

成倍提高学习效率，增进了理解和记忆

能力。如通过使用关键字强迫我们在做

笔记的时候就要思考句子的要点到底是

什么，这使我们可以积极地倾听讲课

者。而且思维导图还激发我们的右脑，

因为我们在创作导图的时候还使用颜

色、形状和想象力。根据科学研究发现

人的大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左大脑负

责逻辑、词汇、数字，而右大脑负责抽

象思维、直觉、创造力和想象力。巴赞

说：“传统的记笔记方法是使用了大脑

的一小部分，因为它主要使用的是逻辑

和直线型的模式。”所以，图像的使用

加深了我们的记忆，因为使用者可以把

关键字和颜色、图案联系起来，这样就

使用了我们的视觉感官。 

 2、把学习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关

键的知识点上。您不需要浪费时间在那

些无关紧要的内容上。节省了宝贵的学

习时间。 

 通过使用关键字强迫我们在开展业

务或做笔记的时候就要思考句子的要点

到底是什么，这使我们可以积极地倾听

讲课者。关键知识点之间的连接线会引

导您进行积极主动思考。快速系统的整

合知识，可以为您的知识融会贯通创造

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发展创造性思维和

创新能力。发散思维是创新思维的核

心。画思维导图的方法恰恰是发散思维

的具体化、形象化。 

 3、思维导图具有极大的可伸缩

性，它顺应了我们大脑的自然思维模

式。从而，可以使我们的主观意图自然

地在图上表达出来。它能够将新旧知识

结合起来。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由浅入深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新旧知识结

合起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人总

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学习新的知识，

在学习新知识时，要把新知识与原有认

知结构相结合，改变原有认知结构，把

新知识同化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能否

具有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是学习的

关键。 

 4、思维导图极大地激发我们的右

脑。因为我们在创作导图的时候还使用

颜色、形状和想象力。根据科学研究发

现人的大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左大脑

负责逻辑、词汇、数字，而右大脑负责

抽象思维、直觉、创造力和想象力。巴

赞说：“传统的记笔记方法是使用了大

脑的一小部分，因为它主要使用的是逻

辑和直线型的模式。”所以，图像的使

用加深了我们的记忆，因为使用者可以

把关键字和颜色、图案联系起来，这样

就使用了我们的视觉感官。 

          

          （情报研究所  付来旭） 

好书推荐 《思维导图》（全彩精装典藏版）（英）东尼·博赞，巴利·博赞著，卜玉婷译（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

者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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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的创始人东尼·巴赞（Tony Buzan），1942年生于

伦敦，1964年毕业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英语语言

学、数学和普通科学等多个学位。大脑和学习方面的世界超级作

家，出版了80多部专著或合著，系列书销售量已达到1000万册。

全球的公众媒体人物，在英国和国际电视台出现的累计时间超过

1000个小时。拥有超过3亿的观众和听众。大脑和学习方面的世界

顶尖演讲家。被称为“智力魔法师”、“世界大脑先生”。世界

记忆力锦标赛的创始人，世界快速阅读锦标赛的创始人，脑力奥

林匹克运动会的创始人。 

                              （情报研究所  付来旭）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67704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67704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5999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5999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8022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839279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437474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766842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81111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839279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71009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71009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24601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529586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70057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827187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827187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2870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2870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098509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74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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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里

可以做什么 

    美国大学图书馆是最受学生欢迎的

地方，学生在图书馆都能享受到哪些特

殊福利呢？ 

    1、借课本 

    在美国上学必不可少的当然就是课

本了。美国注重知识产权，学科类的专

业书籍往往贼贵贼贵的，200多刀的课本

很常见。一门门课所需要的参考书算下

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如果想节省

开支的话，就可以去图书馆碰碰运气

了。一般直接去找前台值班的学生或者

管理员老师就可以得到书籍信息，在电

子屏也可以直接查找。 

    2、上自习 

    其次，图书馆还是自习的好地方。

一般初来乍到的留学生都住在学校的宿

舍，宿舍里经常吵闹到深夜。与此相

比，图书馆是更适合学习的地方。在一

般的工作日，小编自己学校的图书馆一

般是24小时开放的，而在周末，通常也

会开到半夜十二点。 

    图书馆的学习环境简直是得天独

厚。图书馆每一层都会有许多采光良好

的大桌子和带着小隔间的桌子，为了方

便学生使用电脑等电子用品，基本上每

个桌子还会带有充电口。 

    一般美国大学里的图书馆都有一层

要求绝对的安静，是专门给学生认真学

习思考的地方。学生们都很自觉，避免

打扰到别人，连起身走动都是轻手轻脚

的。在图书馆还有一层允许说话，这层

的学生往往是最多的，因为前面所说的

那层完全不让说话，对于美国学生还是

有些严格，更多的学生会选择这层。在

这层你可以和你的小伙伴小声讨论问

题，可以更加随意地交流学习。但即使

这层可以说话，学生们总体来说也会很

安静的干自己的事情，不会有长时间说

话的声音。 

    3、寻求写作指导 

    很多学生都不知道美国大学在图书

馆内设有写作中心，专门提供写作指

导，很多美国人都经常让写作中心帮助

修改文章。这对于我们中国的小伙伴来

说难道不是个好消息吗？写惯了托福和

SAT作文的中国学生们可能一时间摸不着

美国大学写作的门路。写作中心这个贴

心的部门可以最快的帮到你，而且完全

免费哦！ 

    不过，去写作中心是需要预约的，

在写作中心服务的一般都是大四和读研

的学长们，同为校友，大家不用觉得不

好意思。用好学校的资源来提高自己的

写作水平，何乐而不为呢？ 

    4、查资料 

    很多小伙伴可能听说过网上图书馆

的服务，但具体是怎么运行的却不清

楚。这个时候就可以询问一下图书馆的

老师了，一般会有免费的课程教你怎么

运用更多网上图书馆的功能。相信大家

都有耳闻美国的大学更注重学生自己发

现和学习知识的能力。图书馆是最好的

自学场所。足不出户在世界的知识海洋

里遨游无疑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5、吃东西、打印资料、借电脑…… 

    图书馆的地下一层一般会有小咖啡

厅，可以让学生买杯热饮、吃些零食小

憩一下；还会有一个打印中心，提供打

印、复印、扫描等等服务。如果电脑没

电了又没带充电器或者电脑突然坏了，

也不用大老远走回宿舍去取，直接到图

书馆内部的电子器械部门免费借一个就

好啦，也能让你按时完成作业，是不是

又方便又贴心呢！ 

    当然，每个学校图书馆的功能都不

一样，有些学校提供的基本服务甚至更

多更方便，一定要勤问前台和服务人

员，图书馆里的管理人员最喜欢为学生

解答问题了。留一次学，千万别辜负了

你所在大学的图书馆。 

 

（墨林摘编自联校网[高嘉《美国大学

的图书馆里，隐藏着你想不到的超级

福利》 ] ） 

悦

读

沙

龙

简

讯 

 

悦读沙龙组织悼念徐志摩活动 

 

     4月4日，“悦读沙龙”与“野草文学社”50余名同学

在徐志摩遇难地（长清区北大山徐志摩纪念碑）悼念现代

伟大诗人徐志摩先生。济南市徐志摩研究会副会长王展老

师、作家郑连根老师参加了本次悼念活动。 

     徐志摩先生对我国现代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爱、自由和美”。正如林徽因所

言：徐志摩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

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

炼成几句悠扬铿锵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的冲

动，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是非实际的——或不全是

实际的——追求。 

     在悼念活动上，喜爱徐志摩的同学们首先为纪念碑涂

了新漆，然后通过敬献鲜花和朗诵诗歌等形式来表达自己

对先生的景仰之情，接着同学们就建立“徐志摩纪念公  

园”一事发

起倡议，希

望济南市领

导和有关部

门对建立

“徐志摩纪

念公园”一

事给予充分

重视，最后

悼念活动在

两位老师的总结声中落下了帷幕。 

    本次活动不仅仅是悼念徐志摩先生，更是希望借此活

动能够带动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参与中国文化，重视

民族文学修养的提升和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为这

个浮躁的社会打一针“镇定剂”。 

           （墨林摘编自齐鲁工大图书馆官网） 

http://www.chinalibs.net/SearchResult.aspx?key=%E5%9B%BE%E4%B9%A6%E9%A6%86
http://www.chinalibs.net/SearchResult.aspx?key=%E5%9B%BE%E4%B9%A6%E9%A6%86
http://www.chinalibs.net/SearchResult.aspx?key=%E5%9B%BE%E4%B9%A6%E9%A6%86


运用“图书馆＋”思维推广阅读文化 

    冯庆东（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数字阅读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但我相信图书馆一定是我们

阅读的最好选择。”日前在山东济南举办的首届中美尼山国际讲坛上，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冯庆东提出，在阅读方式多样

化的趋势下，公共图书馆要运用“图书馆＋”思维主动服务所有读者群体，实现全天候服务，积极主动地把阅读文化服务

和元素送入可以进入的领域和场所。 

       冯庆东认为，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对公共图书馆的传统服务体系构成了挑战。公共图书馆应该积极运用“图书馆+”思

维，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促进数字化服务与传统服务模式相融合，最大限度地推动人们获取知识的进程，帮助读者

构造完整的知识体系。                                                           （墨林摘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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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和教育的本质谈

“为师之道” 

我国的传统教育事业发端甚早，关于

“为师之道”的讨论更是源远流长。笔者

比较欣赏的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观点。他

在著名的《师说》一文中说过：“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吾师道

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

所存，师之所存也。”也就是说，只要是

有“道”之人，不管长幼贵贱，即可为

师。 

从老师的角度来看这段话，我们也可

以这样理解：作为一名“老师”，并不是

说只要从事这种职业就可以说当得起这个

称号了，而是要自问有没有“道”，或者

能不能帮助学生认识“道”。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仅仅是教给学生一些知识、技

巧，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师”，

正如韩愈所说：“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这里所说的“道”究竟是指的什么？

我想，作为一名教师，要想正确把握这个

“道”，必须首先深入思考两个问题：一

是“学习的本质是什么”，二是“什么才

是真正的教育”，只有把这些问题想透彻

了，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为师之道”。 

我认为，学习不是简单的信息累积，

甚至不仅仅是获得知识和掌握技能的过

程，学习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生存所需

要的知识和技能，而终极目标则应该是为

了获得身心的解放，最大限度地接近哲学

意义上的“自由”境界。然而，这个首要

目的却常常在漫长、复杂而曲折的学习过

程中被人们所遗忘。 

那么，什么是教育呢？鲁迅先生说：

教育是要“立人。”他把立“尊个性而张

精神”之人看成是立国的根本，通过立人的

教育使国人的“人生意义，致之深邃”，“自

觉致，个性张”，于是“沙聚之帮，由是转

为人国。”无独有偶，雅斯贝尔斯也是这

样理解教育的：“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

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  

由于科学技术带给了人类社会巨大的

利益，也因此使现代教育逐步成为了一种

谋求生存和改造社会的手段，成为了一种

功利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失去了教育本

来具有的思想引导和精神提升功能，其结

果往往是教会了人“怎样赚钱”，却忘记

引导他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花钱”。20

世纪的伟大诗人艾略特对现代教育提出了

严肃的批评：“个人要求更多的教育，不

是为了智慧，而是为了维持下去。国家要

求更多的教育，是为了要胜过其他国家。

一个阶层要求更多的教育，是为了要胜过

其他阶层，或者至少不被其他阶层所胜

过。因此，教育一方面同技术效力相联

系，另一方面同国家地位的提高相联

系。”教育失去了最初的本真意义，这是

现代教育的巨大失误。 

在正确理解学习和教育本质的前提

下，让我们再深思：“为师之道”的

“道”是指什么？我认为，这个“道”应

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师者本身的

道德修养；二是师者教给学生的道理、知

识、技能、方法等；三是“传道”的技巧

和艺术。关于怎样“传道”，雅斯贝尔斯

说得好，好的教育应该具有3个基本原则，

那就是：“爱”的原则、“自由”原则和

“交往”原则。“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

的虔敬”应该首先成为教师本身的内在素

质和自觉追求，然后在“爱”的前提下，

通过“交往”的方式，注重对学生思想的

启迪和人格的培养，并一定要让其“自由

地生成”，不能剥夺学生的自由思考权。 

除此之外，教育还应遵循一个原则：

隐性原则。特别是精神方面的教育，要尽

量采用“启迪”、“陶冶”和“暗示”的

方式，尽量避免直接说教。很多老师会发

现：一部电影的教育效果有时要超出思想

政治课好多倍，这很值得教育工作者反

思。学习可以分为两种：内隐学习和外显

学习。人们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方面的学

习大部分是在内隐学习中完成的，这里面

包含着一定的心理因素。人们在道德与情

感学习方面从心理上排斥说教、刻意和硬

性安排。由于教育工作本身的特殊性，教

师的一言一行，甚至一个表情，都可能会

取得比直接说教更好的教育效果。这就是

所谓的“言传身教”。 

一言以蔽之，自身有“道”，并能有

效地帮助学生认识“道”，而不是灌输

“道”，这才是我们的“为师之道”。否

则，以长者自居，以权威自居，以“传

递”真理为目的，而不是以帮助学生自己

发掘真理为目的，必然会对学生的平等理

念、创新能力有所压制，引起学生的反感

和厌倦。这也需要我们在课程的设置、授

课的方式、考题和评价标准的设计、对教

师进行考核的方法等许多方面进行改良。 

(图书馆 侯方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