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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全国通信电子类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委员会 2013 年学术年会在我校召开
2013 年全国通信电子类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学术年会于 11 月 11 日至 12 日在我校召开，孙
玲玲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信息科
技大学、重庆邮电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南京邮电大学、西安邮电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 9
所高校图书馆领导及代表共 6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陈琳副馆长主持，孙玲玲副校长、张云电馆长和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严潮斌馆长分别在大
会上致辞。
孙玲玲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向与会代表示热烈欢迎，随后简要介绍了学校概况，回顾了通信电子类
高校之间的历史渊源，赞扬了通信电子类高校之间的兄弟情谊，希望通过年会加强 9 个高校之间的合
作与交流，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孙玲玲在会上致辞（左起：陈琳、张云电、孙玲玲、严潮斌、李泰峰、王庆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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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题发言环节，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严潮斌、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泰峰分别作了《阅
读推广服务平台建设的探索》、《品味、品阅、品牌让图书馆更精彩——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阅读服务
创新一瞥》的报告，聚焦“阅读服务”这一热点课题进行深度探析，并介绍了各自图书馆的实质成果。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严潮斌、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泰峰在会上做主题报告

在专题发言中，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杨伟兵介绍了论文《多分馆与单馆并存模式下图书馆读者服务
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王静介绍了论文《新技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新生培训模式探讨》，重庆邮电
大学范翠玲介绍了论文《基于岗位设置的普通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模式探讨》，南京邮电大学杜昊介
绍了论文《中外合作办学下的图书馆信息服务》，电子科技大学曾庆辉介绍了论文《智慧图书馆探索与
实践——RFID 技术在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应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唐洪副馆长介绍了论文《桂电
图书馆新馆建设和新技术应用的探索与实践》，北京邮电大学周婕介绍了论文《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管
理与服务平台》，西安邮电大学王力介绍了论文《高校移动图书馆 BS 模式下的页面流量控制策略探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陈军相介绍了论
文《图书馆文献收录检索证明系统
的开发与实现》，9 所高校的代表分
别围绕新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等
课题作了精彩发言。
在自由交流环节中，与会代表
踊跃发言，经过热烈讨论，一致认
为应当尽快落实 9 个通信电子类高
校图书馆之间馆际互借等具体合作
事项。随后，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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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峰馆长做会议总结发言，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图书馆王庆毅副馆长宣布会议论文获奖名
单。
本次学术年会以“技术推动高校图书馆发
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进全国通信电子类
高校图书馆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学术交
流与合作，以新技术来推动高校图书馆资源建
设与服务拓展。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46 篇，研
论文获奖作者合影

讨案例 5 项，评出一等奖 12 篇/项。

归润章之女归灿华女士回母校赠书香泽学子
5 月 21 日，校友归灿华夫妇专程来到我校下沙校区，代表已故父亲归润章教授向母校图书馆捐赠
数百册藏书。
归润章教授是我国审计学创始人，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我国的会计事业。归老一生为人师表，
学者风范，为师生所景仰。毕业于复旦大学会计系的归老 29 岁即被聘为复旦教授，先后执教于光华大
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四川大学、成都大学、四川财经学院和我校，为我校会计学科建设作出了巨
大贡献。著有《会计学》
《成本会计学大纲》，编译《审计学》
，曾任中国电子工业会计学会副会长。
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归灿华女士也曾在我校任教，父女两代杭电人，对母校的感情自然格外浓重、
深厚。身为读书人，归灿华非常珍视书籍，也深深感受到学子的求知渴望。此次趁着回国的间隙，她
细心整理了父亲和自己的藏书，并
将其捐赠给母校，希望这些图书能
惠及更多的杭电学子。
图书馆、校友办负责人热情接
待了归灿华夫妇，并陪同他们参观
了校史馆、图书馆和美丽的校园。
在校史馆，归灿华欣然提笔写下“祝
杭电图书馆超越世界水平”，表达了
对母校的美好祝愿。
(图书馆、校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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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宣传月回顾总结
5 月 8 日至 6 月 7 日，图书馆举办了第八届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宣传月。
5 月 8 日，图书馆现场宣传与开放日活动在图书馆二楼大厅如期举行，张云电馆长、陈琳副馆长、
毛祥根副馆长、各部室主任、以及十几家数据库商出席了现场活动与读者互动。活动当天，精彩纷呈
的活动吸引了众多读者到场。电子阅览室、数字学习中心都对所有读者实行免费开放；还书促进周（5
月 8 日—15 日）期间归还的所有图书都免除超期滞纳金；中文过期期刊超低折价处理让师生享受实惠；
图书馆知识现场有奖问答更是激发了同学们的好奇心。本届宣传月的主题是“体验移动图书馆”，图书
馆邀请了超星、书生两家公司提供移动图书馆的现场体验。红色家园论坛工作室也带来他们研发的成
果 HduIn——在杭电客户端，直接整合教务系统、图书馆、学校论坛，一号通用。
5 月 6 日至 10 日，外文原版图书展首
次深入学院，在外国语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开展，极大的方便了学院的师生们选购图书。
5 月 15 日上午，教师读者座谈会在图
书馆二楼会议室举行，图书馆与来自机械、
通信、经济、外国语、生仪、材环、人文与
法学、理学院、研究生院等学院的教师代表
参加了座谈。会上，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向大
家介绍了图书馆近些年的发展和面临的困难。

图书馆举行教师读者座谈会

随后，教师们纷纷发言，对图书馆的近几年开展的服务工作给予了肯定，同时大家对数字资源订购、
资源统一检索、外文原版图书及经典教材的采购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5 月 15 日当天，还举行了快速找书大赛，这是图书馆第二次举办快速找书大赛，活动吸引了更
多的同学报名，参赛人数规模更大，共有 20 位同学参加个人赛，40 位同学参加团体赛。比赛开始后，
参赛的同学们都非常投入，经过激烈角逐，靳延周等 6 位同学获得个人赛前三等奖，蒋楚楚、董微诚、
林立扬、张发堂等 16 位同学获得团体赛前三等奖。
5 月 16 日至 5 月 30 日，图书馆连续举办了 7 场读者讲座，主题围绕数据库的使用以及外语学习、
论文写作等，让读者享受了一场场学术盛宴。
5 月 20 日至 29 日，图书馆电子资源知识与检索技巧竞赛展开角逐。初赛为网上答题，共有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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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读者参赛，决出 31 位读者进入最后的决赛。为了
保证比赛更公平，决赛在图书馆五楼数字学习中心
举行。经过紧张的现场答题，管理学院研究生刘浩
博以 36 分 47 秒完成答题得 100 分，最终获得第一
名，奖品为超星集团赞助的平台电脑一台。信息工
程学院教师刘超等 5 位参赛者分获二、三等奖，奖
品为超星集团赞助的移动硬盘、移动充电宝等。

图书馆电子资源大赛决赛现场

征文大赛是历届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宣传月的
重点项目，本次征文大赛分为读者征文和书评征文

两个部分，共收到征文 50 篇，征文数量与质量都有明显提升。经过严格组织评选，评出若干一二三等
奖文章及优秀论文奖，其中，管理学院黔生的《一杯清茶静读书》、经济学院史立明的《八楼的风景》
获得读者征文一等奖，人文与法学院倪志娟教授的《虚构者的自传——阅读尼古劳斯·桑巴特的<海
德堡的岁月>》、人文与法学院秦丹的《青春，终究是一场守恒——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获得
书评征文一等奖。所有一二三等奖文章都已在图书馆二楼大厅公开展览，部分获奖文章将在《杭电馆
讯》上陆续刊登。
本届宣传月还举行了十大阅读之星、优秀志愿者、积极参与奖等评选活动，鼓励读者读书以及积
极参与图书馆的活动。马宏炜等 10 位同学获得“2012 图书馆十大阅读之星”称号，张煜培、陈永城
等获得“优秀志愿者”称号，顾佳艳、愈珍珍、陈晓燕等获得积极参与奖。
6 月 7 日，第八届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宣传月颁奖仪式在图书馆二楼会议室举行，毛祥根副馆长、
陈琳副馆长、本届活动相关负责人及获奖读者出席了仪式。在仪式上，80 多位“征文大赛”、
“找书大
赛”、“超星杯电子资源大赛”、“十大阅读之星”等项目的获奖读者获得奖状奖品，部分项目参赛者获
得扩大借书权限等奖励。

颁奖仪式

征文大赛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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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物理学会中国区总编吕铭方教授来校作报告
5 月 22 日，英国物理学会（IOP）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国区总编吕铭方教授应邀来校作了题
为“如何在 IOP 期刊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的专题报告，理学院教师及研究生聆听了报告。
报告会上，吕铭方教授详细讲解了 IOP 的发展历史、IOP 全球范围接受投稿和发表论文情况、IOP
期刊的审稿流程、决定稿件质量的评价条件以及修改稿件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使大家对国外学术
期刊编辑出版流程及投稿策略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会后，吕铭方教授与理学院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吕铭方教授于 2002 年 1 月任英国物
理学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及编辑总
监，2003 年 1 月当选 IOP Fellow。2007
年 1 月任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 IOP 中国
区总编，主要负责 IOP 与中国物理学和
科技界的合作与交流。
本场讲座由图书馆与理学院共同举
办，在第八届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宣传月
活动中，图书馆举办了多场学术讲座。

高校学科规划决策分析的数据支撑
（ESI）学术讲座在我校举行
9 月 23 日下午，汤森路透集团 SCI 浙江区经理王硕，应图书馆、科研部邀请，在行政楼二楼会
议室作了题为《高校学科规划决策分析的数据支撑（ESI）》
、《SCI 在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与应用》两场
讲座。来自校办、发展规划处、研究生处、科技
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学院的科研副院长、科研
秘书及一百多名师生聆听了讲座，讲座由图书馆
馆长张云电主持。
王硕首先分析了 SCI 论文在大学排名及学科
评估中的重要作用，我校 SCI 历年收录情况及与
浙江省部分高校科研产量、影响力对比，重点阐
述了 ESI 学科的内涵、我校各个 ESI 学科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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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态势，以及我校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情况等。在第二个讲座，王硕结合自身求学经历，生动
地讲述了如何利用 SCI 数据库选择导师、阅读文献和研究方向，以及如何选择投稿期刊和投稿的技巧
等。

图书馆走访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
为进一步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9 月 26 日上午，图书馆副馆长陈琳率部室主任、资源
采购及文献传递服务人员等走访了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开展资源与服务需求调研。
双方在数艺学院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数艺学院院长王强、副院长过山先后介绍了学院的专业及
课程设置等情况，以及与之相关需要配
套的图书和期刊资源现状。参加座谈的
老师给图书馆的采访工作和服务工作提
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有益的建议。图
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文献传递与馆际
互借，图书荐购等服务内容和现有资源
情况。双方还就图书期刊资源的采购、
专题外文原版书展等下一步的工作进行
了沟通协调，并确定了双方的联络人，
探讨建立相互沟通的长期机制。

著名主持人华少走进我校与我校学子分享追梦故事
9 月 15 日，由图书馆、校团委、校学生会
承办的梦想沙龙第七季——华少校园讲座，在
下沙校区科技馆二楼报告厅举行。著名主持人
华少走进我校，和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新书《梦
想，不过是个痛快的决定》，畅聊梦想与坚持。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不少同学席地而坐，
场面十分火爆。作为三季《中国梦想秀》和两
季《中国好声音》的主持人，华少与同学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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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了自己的成长与奋斗经历，讲述了主持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谈及梦想，华少感叹：
“万事可忘，难忘
者铭心一段，千般易淡，唯梦想长存。”“不管是得到功名时的狂喜，或者是失意时的忧伤，万事都如
过眼云烟，这世间，不能忘记的，是那份对梦想的渴望和坚持。”
在讲座临近尾声的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提问，华少机智回答，两位女生还自告奋勇上台，在偶
像面前挑战了一把语速。讲座最后，图书馆馆长张云电与华少互赠礼物。
签售环节秩序井然，华少一一在新书上写下赠言并与热情的书迷们合影留念，勉励同学们在青春
活力的校园中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校团委、图书馆/文

焦点摄影/摄）

营造文明学习环境，读者自修室添书架
近日，来图书馆自修的同学悄然发现，在自修室靠
墙位置多了一排排白色的书架，书架上整整齐齐堆满了
一叠叠的书。原来，这是图书馆为了方便读者，营造优
良学习环境的新举措。添置的书架，是用来给读者临时
存放书本等学习用品，希望籍此改善以前桌上、地上乱
堆乱放的现象，为读者营造整洁有序的学习环境，减少
占座现象的发生。
读者自修室的管理一直难度很大，其主要原因是占
座。替他人占座致使先到者没有座位，连续长时间的占
座导致自修座位空置，利用率低，甚至因为占座问题引发纠纷，扰乱学习秩序。占座的一部分原因是
自修座位不足与读者需求量大，为此图书馆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改造四楼报刊阅览室，增设读者
自修空间，开放五楼数学学习中心，在书库增加
自修桌椅等，以最大限度满足读者的需求。
硬件条件的改善是有限的，营造整洁有序的
学习环境，需要每一位读者的自觉维护。书架是
为了方便读者临时存放物品，不得长时间堆放挤
占空间。每晚自修室关门前，读者可以将书本等
存放在书架上，但必须带走书桌上所有物品，杜
绝占座。倡导文明学习，营造优良环境，需要图
书馆和读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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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荐』

中文阅读类图书外借排行榜·分类推荐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索书号

资本论：缩译彩典藏本

（德）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6.2

A123/146/8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著

人民出版社

1991.6

A41/234/2*5

资本论:图说经典

(德)卡尔·马克思著

武汉出版社

2010

A123/746.3

谁动了我的奶酪？

（美）约翰逊著

中信出版社

2001.9

B825/243

大学四年要记住的 101 个忠告

李芷萱编者

武汉出版社

2008

B821/4445

理想国

（古希腊）柏拉图著

商务印书馆

1986.8

B502.232/456/

厚黑学活学活用

李宗吾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7

B825/431.5

大师智慧书架

和龑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04

B82/430.3

做最好的自己

李开复著

人民出版社

2005.9

B848.4/418

活法.叁,寻找你自已的人生王
道

(日)稻盛和夫著

东方出版社

2009

B821/252.4

美学散步

宗白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6

B83-539/322

于丹《论语》心得

于丹著

中华书局

2006.11

B222.25/170

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
问题的科学

张春兴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5

B848/159

人性的弱点全集

(美)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3

B848.4/214.23

孙子兵法

孙武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7

E892.25/110.2/
3

三十六计

刘爽译注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7

E892/0401

C 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
突围

戴旭著

文汇出版社

2010

E81/440

一口气读完改变世界的 50 场
战役-2 版

文扬编著

京华出版社

2006

E19/050

狙击手:世界著名狙击手全记
录

叶冠编著

哈尔滨出版社

2009

E156/630

货币战争

宋鸿兵编著

中信出版社

2007

F831.9/337

菊与刀：插图评注版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

G131.32/573/2

大学四年要做的 101 件事

郑志恒编著

武汉出版社

2008

G645.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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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索书号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一名 25
岁的董事长给大学生的 18 条
忠告

覃彪喜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5

G645.5/124/2

大学应该这样读：优秀大学生
成长指南

(美)戴夫·埃利斯著

科学出版社

2010

G645.5/424

我是一只 IT 小小鸟

胡江堂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G647.38/439

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外一种

(美)尼尔·波兹曼(Nell
Postman)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9

G241.3/386

围城

钱钟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2

I246.5/885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Khaled Hosseini)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5

I712.45/437

盗墓笔记

南派三叔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

2007.1

I247.5/43112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第
三部

路遥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5

I247.5/630.2/5

你好，旧时光

八月长安[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9.12

I247.5/874

只是朱颜改

右耳著

朝华出版社

2009

I247.5/41092.3

千山暮雪

匪我思存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I247.5/726.22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Khaled Hosseini)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5

I712.45/437

沙漏

饶雪漫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7.1

I247.5/2133.8

左耳终结

饶雪漫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10

I247.5/2133.7

独步天下.上,下

李歆著

朝华出版社

2007

I247.5/40022

白夜行

(日)东野圭吾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8

I313.45/464.5

人生若只如初见:古典诗词的
美丽与哀愁

安意如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6.8

I267/304

子不语

夏达编绘

新世纪出版社

2009

J228.2/130

醋溜族

朱德庸著

现代出版

2009

J228.2/220.7

超级漫画素描技法.草图篇

(日)林晃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J218.2/4601

向左走·向右走:幾米作品集

幾米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J228.2/290.3

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

(美)黄仁宇著

中华书局

2006.8

K248.307/423

明朝那些事儿.第叁部,妖孽宫
廷

当年明月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

2009

K248.09/986:V
3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高铭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K820.7/080

品三国.上

易中天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K236.07/651

白话史记.上下册:彩图版

冯国超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1

K204.2/364

时间简史-3 版

(英)史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07

N49/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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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索书号

从一到无穷大:科学中的事实
和臆测

(美)G.伽莫夫著

科学出版社

2002

N49/2452/2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
对话

( 比 ) 伊 · 普 里 戈 金 (Ilya
Prigogine)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5

N94/865

世界真的存在吗

王艳编选

上海锦绣文章出
版社

2007

N49/150

果壳中的宇宙

(美)霍金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02.2

P15/180 16

平行宇宙:穿越创世、高维空间
和宇宙未来之旅

(美)加来道雄著

重庆出版社

2008

P159-49/453

恒星与行星的诞生

(美)约翰·巴利, (美)
波·瑞普斯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09

P152-49/720

神奇的生灵:充满奇趣的 109
个生物探秘

姜庆和，孙守方主编

京华出版社

2006

Q-49/802

动物百科

王小彬主编

黑龙江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07

Q95/194

自私的基因

（英）道金斯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10

Q343/384/2

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

李卫东著

重庆出版社

2009

Q98-49/414

人类未解之谜

《图说天下·探索发现
系列》编委会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09

Q98-49/631

昆虫百科全书

(英)克里斯托弗·奥图尔
主编

黑龙江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08

Q96-49/262

世界最美丽的 280 种植物

溥奎主编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7.1

Q94/340

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
程

( 美 )M · 斯科 特 · 派 克
(M.Scott Peck)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R749.055/340

求医不如求己大全集

中里巴人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R161/567.3

黄帝内经

姚春鹏译注

中华书局

2009

R221/457

有益健康的 100 种室内植物

陈松，杨紫陌编著

哈尔滨出版社

2008

S68/740

汽车总动员:全球名车概览.上
下册

林平，牟建霖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U469/410.2

寂静的春天

(美)蕾切尔·卡森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X/2401

不可不知的 2000 个文化常识:
经典

王晓梅主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9

Z228/164

一个男人一本书

袁增水编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

Z228.5/441

大学四年要读的 101 本书

尚艳芳编著

武汉出版社

2008

Z835/954

世界五千年未解之谜:图文版

淡霞主编

华文出版社

2008

Z228/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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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园地』

一杯清茶静读书
黔生
过去，我一直认为，大学就像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我应当骑着马，冲过去，然后，听见“哗啦
啦”的水声，激起一朵朵精彩的浪花，而我则任凭浪花淋透我的衣裳，打湿我的脸庞，拨乱我的发髻。
这一切，我都不会顾及，无论如何，我得英勇地趟过这条河流，因为，如此趟过之后，身后就是鲜花
和掌声。
因此，自从上大学起，我就鼓励自己成为一名斗士，鼓励自己像一名斗士一样地去趟过这条河。
于是，我开始徘徊在图书馆，寻找实现趟河的办法。
我开始一摞一摞地读书，当我读完很多历史人物的传记之后，当我读完很多成功人士的精彩故事
之后，当我读完很多优秀人物那些振奋人心的演讲之后，我心中燃烧起一团无名之火，随着我读的励
志故事越来越多，这团火越燃越旺。我开始把那些名人当做神一样地供奉在自己的心里，我希望从他
们那里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激励我心的能量。我也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自由驰骋在
自己的世界里，能叱咤疆场，胜敌千里，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于是我开始疯狂地向那些偶像们学习，我开始尝试着改变自己。我只希望，从改变我自己的那一
刻开始，一切期望的东西都能顺理成章的得到改变。
励志，成功学；成功学，励志，这是我每天都会我翻来覆去地阅读的书，我把这些书视为自己的
圣经，倍加珍惜。成功学方面的书读得越来越多，我的内心之火也越燃越旺，像旷野的枯草着了火一
样，一个劲儿的往各处蹿开来。我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对成功学书籍的膜拜和研习之中，对于其他
方面的书，我始终不愿去翻那些几千年的古董，因为我认为只有成功学方面的书能像一道阳光一样指
引我走向远方。我只希望成功人士的故事能激励着我一直前进，我只希望成功名人能引领我驰骋宇宙，
我只希望在这些书中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我只希望能寻找到风风光光地趟过那条河的秘籍。
可是，我越是辛苦的寻找，我越是找不到它在哪里。励志的书翻的越来越多，我的心绪也越来越
乱，心神也越来越难以宁静，心中那团火燃烧的让人感到炙热，它让我开始了对成功日夜不断的思念。
可是，面对陌生而又残酷的现实，面对多次碰壁后的酸楚，尽管我天天带着黑色的眼睛，我却始终看
不到未来的光明。而此时，却依然有个声音在头顶上大叫着命令我坚持前进。我怀疑我的意志，会不
会被烧的灯枯油尽？
成功学和励志的书籍，点燃了我的梦想，让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自己，让我战胜了胆怯，让
我克服了自卑，让我变得更自信，让我变得更阳光。可是，它也点燃了我内心的痛苦。我原来只想骑
着马英勇地趟过了大学这条河，可是它却横在我的面前，依然沉寂得像一潭死水，波澜不惊。我仿佛
被成功人士忽悠着汗流浃背地绕地球跑了一大圈，后来才发现自己还是在原地徘徊。我似乎始终挣扎
在起点处，无法往前挪动一步。追随成功学一年后，我的脾气变得更暴躁，看待事情变得更自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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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变得更尖锐，批评人变得更无情，当然我的朋友关系也变得更糟糕。
逐渐地，焦躁和不安开始萦绕着我，心浮气躁也缠绕着我，我无法静下心来认真地做好一件事情，
每当深夜降临时，我就开始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兴奋，兴奋地想象着一个个成功名人功成名就的那一
刻，那是多么辉煌的时刻，越想越多，头脑也变得越来越清醒，最后，睡意全无。于是，我又开始整
夜整夜的失眠。我感到，我的世界正在变得很糟糕，很糟糕。
我想，我得想方设法让自己静下心来。于是，就像孙大圣被困在五指山下修炼禅心一样，我开始
将自己困在图书馆，开始闭关修炼。我只想消除心中的浮躁之气，扑灭心中那团火，让自己能心若止
水安然入眠，让自己能修炼出一颗云水禅心。
我做到了，读完庄子，顿感世界清静了许多。庄子的话语就像一粒一粒的冰块，慢慢地从我视野
滑入我的内心，心中的火逐渐熄灭，归于宁静。我过去天马行空的思维停止了折腾，凝固在了濮水边
上那个神情淡定的垂钓者脸上。我把自己想象成庄子，自己能像庄子一样淡定地坐在图书馆里，让心
开始慢慢地沉淀下来，静静地躺在那个我渴望激起朵朵浪花的河流中，轻轻地摇着尾巴，自由地游来
游去。
当我静下心来读完《金刚经》，我发现，我的世界已经归于平静；当我读完《道德经》，我发现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当我读完《素书》，我知道什么样的书籍才该真正奉为圭臬。当我读完《牧羊少
年奇幻之旅》
，我才发现自己当初对成功学的痴迷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我开始鼓励自己大量阅读经
典，因为它们能使我恢复到平静状态。
我开始找回儿时在高山之巅边放牛边读书的那种乐趣，开始重新拥有在宁静的乡下深夜静读的那
种感觉，开始感受到初中时熬夜苦读金庸小说的那种辛苦和甜蜜。我似乎又记起，那个夏天的傍晚，
坐在山巅的大石头上，看西山落日，看群雁南飞，看着红红的太阳无力地滑进深山，我把《女神》紧
紧地抱在怀里，一阵悲凉从心底油然而生。我似乎又记起，那个冬天的深夜，躺在冰凉的被窝里，侧
耳聆听窗外雪花落地，清脆入耳，北风呼啸，猛烈地敲打着古旧的门窗，吹得屋檐的瓦菲“吱嘎”作
响，我捧着《雷雨》，带着满脸的疲惫，沉沉地睡去。现在，读书唤起了我对童年的美好记忆，我也再
一次真正地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现在，我不再感到图书馆满书架的书会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不再感到书架之间狭小的空间里空
气沉闷的让我窒息，我不再感到那一片片纸页会像浮云一样从我眼前掠过，我不再感到一行行文字会
让我陷入深深的迷茫。现如今，坐在冰凉的地板上，背靠书架，轻轻地摊开一本书，我感觉凉风扑面，
我闻到了纸页的芳香。我恍然大悟：当心不为书所累时，才能真正闻到它的芬芳。
炎日盛夏，走进图书馆，吹着凉爽的空调，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泡上一杯清茶，精心挑选一本书，
静静地掩卷品读，茶杯中飘出的屡屡清香，书本中散发出的阵阵芬芳，交融在冰凉的空气中，我内心
如水明澈，我仿佛依然站在那静静的河畔，静静的欣赏着微风轻抚下慢慢荡漾开来的波纹，我微微一
笑，拿出一支笔，在日记的扉页写下四个字——宁静致远。
【作者简介】
黔生，管理学院学生。本文获第八届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宣传月读者征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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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楼的风景
史立明
图书馆，承载着美好的遇见，记录着青春的思考，更催生出智慧的光芒，见证着奋斗者的前行。
而独有那八楼的书香，八楼的高度，八楼的静谧里，有我的沉醉，我的叹息，我的专属故事。
随着电梯的上升将烦杂留给喧嚣的脚下，数字定格在“8”楼，随着那一声清脆的“叮”响，拉开
眼前熟悉的美好世界。无论晴雨，寻一处靠窗的位子，拭去桌上少有的浮尘，泡上一杯暖暖的花茶，
静静穿梭在书架间放目光自由旅行，不知今天又有哪个故事的主角等待自己演绎。仿佛回家，抑或度
假一般，温馨而惬意。
八楼的书香，中和着窗外的清风，浓度刚刚好。
我不喜欢九楼，太多烦躁。常常是去楼上挑选几本心仪的图书，再漫步而下。唐诗宋词的古墨浓
香已随着流淌的时光变得清新雅致；欧洲中世纪激烈的批判与讽刺也早已化为理性的思考。时光，总
能积淀出不曾想象的美好。于是，我总喜欢捧起一本陈年旧书，穿越时空的阻隔，与昏黄灯光下俯首
创作的人话话家常，若真能如此，那如今的文字里或许就真的有自己的影子了吧。有些书的封面被岁
月剥蚀，大多如此者已经过精致的修补。那手写上去的书名，每个笔画都带着柔韧的力量，让这修缮
的痕迹甚至比完好者美得更有味道。不知是谁的妙手，是个智慧的老者，年轻的书匠，还是纤瘦的花
季姑娘？但那人，定很爱书！
八楼的高度，抬头望天，俯首看地，眼前校园美景，视角刚刚好。
坐在靠南的窗前，接近阳光，接近细雨，接近微风。偶尔从故事中抽离，轻揉微微疲惫的眼眶，
望向窗外美丽的校园。正对着校园的中轴线，壮丽的校门、带着神秘符号的问鼎、图书馆前的星座小
广场，与站在八楼的自己连成一线，葱郁的数目，被园丁叔叔修剪到完美的绿化带，伸展双臂，似乎
就能拥抱整个校园。趁着我还属于这里，珍惜这难得的美好时光吧！
雨天，站在楼上数着校园里流动的“伞”群，各种色彩与图案填满了两旁的甬路，看不到伞下的
笑脸，听不见人们的低语，不知他们的心情也是否如我般愉悦；多云或大雾的天气，就望望远处林立
的高楼，或躲在云海之中，或藏于雾霭身后，影影绰绰，竟有隔海远眺的梦幻之感；冬日的傍晚，即
将离开之前，下午四点钟的太阳已骑上山头，温暖的余晖洒遍校园，和我一起，送别这一日的美好。
八楼的安静，没有喧闹与急促，稀零的脚步声和书页响，氛围刚刚好。
打开每一个扉页，就邂逅一个故事，故事里的她/他渐渐就变成了自己。有时学学季陵，站在窗前
体味看风景人的想象；偶尔又陪伴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甚之坐上翠翠摆渡的小船，看她明媚
的眼眸中坚定的想念。
八楼容不下长久的贪恋，每天下午早早的就结束一天的心灵旅行。我总会提前收拾好，去楼上还
了留遍指痕的书，让它安安静静的回到本来的位子。四点钟的时候太多人等着挤电梯，我便选择走回
八楼，像早上静静地说声“早安”一样，对她讲句“再见”
，一天天的相见与暂别，八楼似乎成了无话
不谈的老友，她懂我。一节一节的楼梯，八楼到二楼，一路上整理着一天的所思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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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当我踏出校园，这也将成为铭记一生的情结。明年的毕业季，一定要穿着学士服与她合影留
念，告别老友。
【作者简介】
史立明，经济学院学生。本文获第八届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宣传月读者征文一等奖。

青春，终究是一场守恒
——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秦丹
浸淫小言多年，不忍卒读的感觉已不是第一次。走到结局，心内五味杂陈，像小时候执着地捧着
故事书一样，我执意不愿合上手中书页，却明知结局已无力变更。
庆幸校园仍属于我，熟悉到伸手即触，而非远不可及。而兜兜转转，身边的人，如同路过的班车，
来了又去，走了又归，一场落幕，终究旧貌换新颜，不叫你过多感伤。和闺蜜讲着自己暗恋着的人，
幻想着将要遇见的人，调笑说这一生要谈几次恋爱，别过多少人，才能碰到对的那个。
与其说它是一段属于郑微、陈孝正和林静的故事，不如说它就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
都曾拥有、也终将失去的青春岁月。你可以静静地听，偷偷地哭，却永远没有资格去笑话它，因为你
也曾经如此，如此地执着于那些形式单一的过家家、如此地坚守着心中的净土去唏嘘等待。青葱年少
时，动辄便是一生一世的许诺，可是人生这样长，世界又那么大，当日许诺的人终将背道而驰，去寻
另一个人生；于是，一生一世也不过弹指一挥，在为赋新词间蹉跎不见。旧时暗恋着的人，于记忆里，
偷不走又丢不掉，如影随形；而长大了的我们，聊起曾经，年少轻狂换来别离时的一笑而过。殊不知，
笑过便是一生。
小时候我们都幻想过要有个青梅竹马的他，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一辈子都简单温馨。长大
了，发现竹马常有，长久陪伴却不常有，世事堪玩味。美帝国主义带走了郑微的林静，童话书还是旧
年的那本，情愫却千疮百孔，拼凑不齐。人都说，初恋是最难忘的，年少时的爱慕，不管有多盲目，
总要叫你一生难忘，今后无论遇上谁，最初的眷恋是最标准化的比对。但是失去了第一个朦胧爱恋中
的竹马，还会有真真实实爱过痛过的陈孝正，校园里嬉笑打闹过、操场上牵手散步过、月下拥抱亲吻
过，干净执着得叫人心疼的男孩子，郑微爱他，不计成败。
谁先爱了，就先输了。不知为何，看到这个小标题时就已经心纠。敢爱敢恨的小飞龙，坦荡豪爽
的小飞龙，也会一次次叫阿正别离开，患得患失是重情之人的通病，却不知越想留的越是留不住。陈
孝正爱郑微，才不愿叫她陪自己吃苦，他的人生是分毫不差的建筑，他输不起，输不起差之毫厘的满
盘皆输；年少轻狂囊羞涩，他无法狠下心肠去许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年轻的女孩子，用尽力气去爱生
命中的每一个他，小飞龙不后悔，第二段爱恋，不计自尊、深入骨髓，愿赌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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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女孩，总是要先识得那个闪躲真挚的陈孝正，才能得到人生的第三段爱恋，另一个似曾相识
的林静。这个人，有着熟悉安慰、可以静静依偎的胸膛，满分到无可挑剔，却填补不了错失的无悔青
春。情不问因果，在青春里爱过别人的女孩，可曾问过自己值不值、对不对？那场几近模糊的爱恋，
莫名的勇气，早已在成长之中消磨殆尽，然而无力找寻、拼凑不齐的，却是一个曾经。如果没有郑微，
陈孝正并不会失去功成名就的机会，但穷其一生，许是也不会有谈及青春胸腔翻滚的彻骨疼痛。但他
错在若无其事的自私和懦弱，靠太子女平步青云之后，回头找郑微，就可以鸳梦重温么？正是这个龌
龊的做法叫郑微彻底死了心，如果说少年时的小飞龙靠的是孤勇的韧劲，那么成长成熟之后的她，寂
寞之余，仍带着旧梦。她依然在等待。如果一个人告诉你，单身的原因是没有遇到对的人，那么是她
在骗你，另一个原因是她有放不下的人。或者说是一种执念，蜚言流语之后，办公室里的暗流涌动，
漆黑楼梯口的顾盼，正是这种执念，让她在林静再度出现时丝毫没有动摇。我流着泪读完了这一段，
郑微有无数个回头的理由，她却骗不了自己的心，她要的爱情，既然是陈孝正，便要全心全意毫无保
留。然而做不到，他们都不再是当年腻歪缠哄便可安心的少男少女，百炼成钢，失之我命。最后流泪
看小飞龙了断了这场无果的刻骨铭心。
聪明的阮阮，美丽的阮阮，为爱不顾一切的阮阮，可以放下爱了多年的人，和只见过六次面的男
人结婚。她说，跟陌生人过，我可以认命，跟他过，我不甘心。用尽全力在最好的年纪爱的那个人，
做不到笃定，唯有闪躲，终于不甘，不甘那么多风雨的徘徊、痴心的等待，于是这一生最好不见，甘
心认命。所以郑微说，我没有办法接受你，除非你是一个陌生人。而多年后的林静，似是故人来，却
已然不再是当年的竹马；选择他，不是不爱，只是再也不会是最爱。或者说，最爱的人适合留在记忆
里；大多数女人都没有嫁给最刻骨铭心的那一个，她得到了林静，并非不爱，何须伤感？
不想把林静和陈孝正拿来做对比，他们本就没有可比之处。没有陈孝正，你永远不会遇见成长之
后的林静；林静的爱，不比陈孝正少分毫，千帆过尽，他是郑微可以停泊的港湾。只是偶尔想起陈孝
正站在月光下，站在郑微楼下守望窗口对着郑微说：我希望看见你幸福，又不希望你幸福。还是难免
唏嘘，但是这样的结局已算幸运，还怎么奢求更多。
矫情的话讲了太多，这已是一本青春言情治愈的极限，却叫偏执的我们伤感太多。
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着它时,它一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后,再
回过头看,一切才有了意义---爱过我们的人和伤害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青春存在的意义。
得到与失去，亏欠同圆满；青春，终究是一场守恒。
【作者简介】
秦丹，人文与法学院 2011 级学生。本文获第八届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宣传月书评征文一等奖。

征文启事
《杭电馆讯》向广大师生长期征文，内容为原创、积极、向上的作品，体裁不限，篇
幅适中。可通过电子邮件投稿，邮箱：lib@hdu.edu.cn。请在邮件主题注明“征文”，文
尾注明作者姓名、简介、所在学院、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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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东伦敦大学专家组在图书馆考察

嘉兴学院来图书馆考察

在校行政楼举行移动图书馆宣传活动

图书馆举办读者讲座

图书馆组织秋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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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通信电子类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2013 年学术年会在我校召开（前排左起为毛祥根、陈琳、
葛君伟、张云电、钱军、李泰峰、孙玲玲、严潮斌、王庆毅、唐洪、粟健生、张玉忠、宋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