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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亚曾经用诗一般的
语言赞美道：“书籍是全世界
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读书，
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
为了让生活打开一扇新窗，在
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实现自
己的梦想。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
情让全世界放慢了脚步，却
也给了人们静心读书的时机。
往年，临沂大学图书馆因读
者涌动而喧嚣，大厅因活动精
彩演绎而鼎沸……

    在第25个“读书日”到来
之际，临沂大学图书馆精心策

划了“4•23线上读书节”系列
活动。安排了10个系列共20项
活动送给远方的你。希望通过
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丰富读
者居家生活，用知识和活动点
亮人生航程。

本届读书节活动，得到了

校内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图书
馆成立活动策划小组，相关
部室和人员及志愿者学生给
予工作支持。我们代表图书馆
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希望广大师生朋友通过图书

馆网站、官方微信平台等参与
各种线上活动。您的关注就

是对图书馆工作最大的支持！

 （本报编辑部）

写 在 “ 世 界 读 书 日 ”图书馆“4•23线上读书节”启动
   本报讯  在第25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校图书馆面向全校广大

师生开展以“书香助力战疫，阅读通达未来”为主题的线上读书节系列活
动，云端助力“停课不停学”，营造多读书、读好书的书香氛围。

    本次线上读书节创新阅读方式，借助网络平台，通过线上阅读、线上展
示、网络培训、在线课程等形式，策划设计了讲战“疫”故事、年度好书推
介、线上读书沙龙、数据库专题培训（直播讲座）、红色资源线上读、馆员
摄影作品展、数字资源知识竞赛、年度“阅读之星”公示等10个系列共20项
活动。为突出战“疫”主题，读书节特别策划了以“艺”战“疫”——图书
馆线上系列主题展，通过图像、文字、展览的形式向“最美逆行者”致敬，
在师生中传递弘扬正能量。

    相比往年，今年图书馆读书日活动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克服疫情影响，
针对居家师生读者，图书馆主要开展线上活动，全方位推送资源；二是增添
喜闻乐见的展览、竞赛等活动，增加活动趣味性；三是时间跨度大、系列项
目多，有的项目早在三月份已经启动，持续到七月份结束。具体《2020年图
书馆“4•23线上读书节”活动安排》参见本报第八版。（图宣）

我馆踊跃参加“2020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
    本报讯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中国知网联合清华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于4月14-23日线上开
展“2020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培训。我馆21名馆员全程参与了培训，学习热情高涨。

    这次线上学习为公益直播，并以远程教学的形式呈现。内容以图书馆之未来 、图书馆业务架构与资源/数
据/平台、图书馆服务、图书馆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案例四个主题举办了全新模式的22位专家报告。报告高屋建
瓴，令人耳目一新。旨在为更好研讨全球化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未来发展趋势，展示本学科领域的重要成果和创新
实践。　

    在学科与情报服务部门安排下，我馆人员积极参加研修班，利用居家时间学习业务知识，提升各项工作能
力，收获很大，反映良好。“每场讲座都是一扇窗，推开它，或许会看到另一个世界！”高端、前沿的学术内容
加上全新的传播方式，对于下一步开拓我馆馆员视野、提升服务水平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冯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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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现“悦读之美”   提升人文关怀

      鲁思爱馆员文化摄影作品展线上展出
居家悦读，我在书里等你！

       图书馆线上推出系列电子图书
    本报讯  4月23日，由图书馆精心策划的系列阅读
线上活动之一——鲁思爱老师图书馆文化摄影作品展上
线展出，为线上“读书节”活动增添了不少文化气息。
    本次展出的摄影作品51幅，分“美哉，图书
馆”“你阅读的样子很美！”两部分，是馆员鲁思爱
老师多年的馆摄影积累。她以图书馆人的独特视角，
多角度记录在馆师生阅读瞬间和画面，给人留下美的
印象与回忆，在倡导阅读同时，也向不能返校的读者
朋友献上一份节日礼物！期待图书馆早日向读者开放。

    线上摄影展持续到疫情结束，请广大师生关注图
书馆官方微信线上欣赏。

鲁思爱，临沂大学图书馆流通阅览部，副研究馆
员。临沂市摄影家协会会员。爱好广泛，喜欢摄影。其作
品构图巧妙，技艺精湛，手法娴熟，多次参加市级摄影比
赛并获大奖。（二马）

    本报讯  在第25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我馆按
照活动策划和安排先期向全校师生推出电子图书10册
（第一期），方便读者居家线上阅读。
    本期推出的线上图书依次为：《重压下的优雅》
《汪曾祺散文》《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苏东坡
传》《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所有的努力，都是
一种不甘平凡》《爆品思维》《中华上下五千年》
《第一份工作》《造型的哲学》《老唱片》等，涵盖
文史哲多方面，都是年度全国上榜好书新书，为全国
读者所喜爱。
    与线下阅读不同，线上推出该批图书的同时，图
书馆也也把该书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内容简
介、推荐理由等一并附上。同时，提供该书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即可下载全书在线阅读，十分方便。
    本期电子图书推出后，立即受到广大师生欢迎。
网上点击率和下载量每天都在300人次以上。

   请广大师生关注临沂大学
图书馆官方微信线上下载电
子图书并阅读。图书馆将不
定期推送电子图书，敬请期

待！（薄怀霞）

畅游阅读
不负韶华

 活动时间：2020年4月23日-2020年5月13日
 活动对象：临沂大学全体师生
 活动参与方式：
 Step1：下载超星学习通APP（见下）
 Step2：进入登录页面

读者使用手机号注册，首页右上角点击输入邀
请码“lydxtsg”进入图书馆首页。

 Step3 ：点击顶部活动图参与活动即可。

 21天打卡  每天30分钟

  “与名师相约春天里”系列讲座线上推出
本报讯 读书日期间，图书馆推出“与名师相约春

天里”系列讲座。每天一次，每天30分钟，有21位名
师上线与读者分享学习阅读经历。

    名家讲座部分预告
1.大学时代如何阅读？
2.人为什么要阅读？
3.阅读的难忘境界。
4.年轻人应该做些什么？
5.纸质书VS电子书
6.杨振宁：我靠“好奇心”赢得
诺奖。

 
7.
    
王安忆：思想比知识更重要。
8.大学，我们为什么而学习

以“艺”战“疫”

图书馆战疫主题图书展线上推出
    本报讯  作为“读书节”系列活动的一部分，4
月23日，图书馆线上推出以艺战疫系列主题图片展，
以此纪念战“疫”精神，致敬最美逆行者。

   主题图片展分历史重大事件回顾、师生
抗“疫”作品、青年学生抗“疫”故事等三个展
区，图片近百幅。包含国画、版画、水彩、速写和
海报设计等多种表现形式。视角独特，信息量大。

   一位读者线上留言：“作品虽以医护人员的背影
为创作题材，却定格了‘逆行者’迎难而上、为爱
出征的最美姿态。体现了爱无国界，众志成城的国
人精神。也让更多人体会一线人员的艰辛。让我们
一起向战‘疫’英雄致敬！”

    本次抗疫主题展上线
后，即获得广泛好评，广
大读者积极参与到品读中
来，积极评价图书馆相关
部室人员的工作和努力。
　　图书馆有关人员表
示，疫情当前，希望通过
各种宣传，开展线上抗击
疫情艺创作品云展厅活
动，能为大家提供力量，
打赢这场全民“疫”战。    

 （孙 静  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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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英语各题型解题技巧4月23日下午3点至5点
活动内容形式：网络在线直播
组织单位：智联起点考试库图书馆

活动项目六：Web of Science 在线大讲堂图书馆与情报分析专场
活动目的：图书馆与情报分析工作，是促进我国教育和科研事业发展
的重要保障。科睿唯安 Web of Science 在线大讲堂 —— 图书馆与
情报分析专场课程，结合实践、注重交流、革故鼎新，旨在帮助广大
图书馆和图情专业人士全方位增强图情分析专业知识、凝练业务技
能、提升专业素养、交流最佳实践。
时间及主题：
4月3日文献检索课中的Web of Science 
4月8日定量分析助力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4月10日大数据时代馆员素养提升和服务多样化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学
研部实践
4月15日源自检索,超越检索—利用WebofScience赋能图书馆读者服务
4月17日信息分析之数据篇:带你深入了解WebofScience大数据
4月22日信息分析之数据篇:Derwent专利数据知多少
4月24日信息分析之工具篇:如何借助DDA从精炼数据中提取情报
4月29日信息分析之工具篇:InCites助力多维度科研全景分析
活动内容形式：网络在线直播
组织单位：科睿唯安学术研究事业部图书馆

一年阅读461册书，临大“阅读之星 ”竟然是她！

姓名：匡德月
单位：文学院2018级
借阅册数 : 461
借阅名次 : 1
座右铭：关怀 谦让 理解

  一年借阅图书461册！看到这个数字，大家肯定会很好奇，这是怎么样的
一个与书为伴、以书为友书香女生。一年阅读500册，这是一种怎样的阅读生
活。记者带你一起来认识一位与书为伴、以书为友的女孩——匡德月。

  问：是什么动力让你读这么多书呢 ？

    答：如果说读书的动力的话，我觉得一开始是因为空闲时间太多了，从高

中到大学我不太适应，所以我就在空闲时间看书。后来是因为看了很多时候，

觉得自己不懂得太多了，然后从书里明白了很多道理。虽然我的生活是很狭窄

的一面，但是书让我了解了生活的更多可能。

    问：都是哪些种类的书看的多一些呢 ？

    答：种类的话，古代的我比较喜欢山海经，现当代的严歌苓李碧华，基本

上茅盾文学奖作品我都会看。我比较喜欢外国作品，因为国外的作品无论是形

式还是内容都是很新颖的，会让我觉得文学原来还可以这样，就觉得很新奇也

很有意思。

    问：读书日期间，想什么对同学们说的话呀 ？

    答：看书最大的收益就是增加了对苦难的理解能力，会加深你对人生的理

解，书更多的是告诉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要学会接受平凡，但是书永远

会是为我们保留的一片想象的净土。希望我们都能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

 问：怎样看待读书、学习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答：对于我来说，读书一种脚踏实地感受生活的方式。比如在人生方面给我很大启发的余华老师，不管是

《许三观卖血记》，还是《活着》，都有带着真实泥土感的痛苦。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

品有什么区别的话，我感受到的就是中国现当代作品更加关注个人在环境迫使下带来的不幸命运。

    在看书的时候，我似乎处在了作者设立的情景当中。比如说看《小鲍庄》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遣词造句里

冲淡的淳朴，不管是喜是乐，全部都是淡淡的，我不会去想人物有没有另一种人生的可能，因为这种安排已经

是最好的了。有些书会让我不忍卒读，但是我知道书里传达出来的那种痛苦也都是美的。就像余秀华老师诗里

写的那样：人间有很多的苦难，任何一个人经历的都不是全部。

    问：通过广泛阅读，你有哪方面人生感悟？

    答：现在的我比起辞藻华美更喜欢语句简洁，比起“雪花像棉絮一样落下来”，我更喜欢“雪花落下来

了”的悲凉。以前的我喜欢圆满的结局，不仅要圆满，而且山是山水是水，要把男女主角的人生交代清楚，一

点反转的空间都不要留。但是现在我更觉得要留一点缺憾，要留足够的空间让读者去想象和创造，故事不要说

透，说透了就没办法回味。

    也许这种留白和想象是“落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但是惋惜恰恰说明这种缺憾是美的。我慢慢发现一

个干净利落的结局太重要了，所以我会不自觉地猜，作者会在哪里结束这个故事。有的时候会猜中，有的时候

会猜错。猜对了固然说明我和作者想到一起去了，猜错了我也有收获：我会更认真地看作者还有哪里一定要告

诉我，往往这里会让我更了解作者想表达的主旨。

    更确切地说，读书不是一种单纯的阅读行为，而是一种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我要用读书这个行为来获

得“我并没有虚度时光”的安全感。更大的可能是读书并不会对我有标准答案的考试升学有什么帮助，但是我

知道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我的贪婪不会满足于外物的虚荣，无论我获得什么外界的奖励，如果我找不到我

自己，我的灵魂永远在失重。所以我在书里寻找理解人生的答案，我还在寻找怎样让内心充实的方式。

    记者采访中发现，匡德月的卧室就是一个大书库、一个小型图书馆。卧室里除了书就是读书笔记。上图就

是她经常阅读的部分书籍和一个月的读书笔记，1000多页，摞起来足足有10厘米高，一年的读书笔记摞起来就

有1米高！（文 图/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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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丰富线上资源    助力师生研学
   本报讯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和推迟开学
的现实，广大师生对图书馆线上服务的现实
需求显得尤为迫切。疫情不能阻挡图书馆各
项工作前进的脚步。连日来，我馆积极挖

掘、整理和推介多种数字资源，满足广大师
生居家学习、查阅资料、科学研究需求，24
小时向师生开放网上电子资源和校外访问，

为全校抗击肺炎疫情做出积极贡献。

 延迟读者开馆时间，丰富线上服务项

目。图书馆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向全校
师生发布暂停开馆公告；根据教师学术需求
继续开展文献检测、文献传递、学术不端检
测等学科情报服务，并提供在岗学科馆员联
系方式。

    整合数据库信息，及时推介使用方法。

在数据库服务方面，全面整合、推送14类22

个数据库免费使用信息，其中包括万方数据

库、中国知网使用攻略、国研网、中国科技

论文在线、国家图书馆等，并通过网站资源

动态、微信推文、邮件发送等方式推送至师

生手中；图书馆网站、微信等推送的资源介

绍选择使用。

    在线解答师生疑问，消除大家后顾之
忧。针对图书超期、开馆等读者关心的问
题，图书馆通过微信公众号、qq群等进行
答疑，制作“图书馆：你关心的问题都在这

里”等推文，在线解答读者咨询，让师生安
心、放心、舒心。多种渠道告知广大师生，
因为疫情和延期开学造成的图书超期，图书
馆按期顺延，待正式开学后择机到服务台处
理即可。

    积极响应防疫号召，强化防疫责任担
当。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新冠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图书馆成立了
以馆长、书记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积极动员，严密部署，责任到人，对图书馆
各书库、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实行全面消毒，
全馆党员网上签订《抗击新冠肺炎党员承诺
书》，选派得力人员值班。针对开学后图书
馆的工作，提前制定“图书馆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预案”等。

4月8日，图书馆开展肺炎疫情防控应急
演练，模拟开馆后读者入馆后体温检测、图
书借还、服务咨询以及突发应急处置等工作
流程，为复学开馆做好各项准备。（子木）

新冠疫情未退    助力就业先行

  毕业季系列公益直播讲座资源推介
    新冠疫情让大学生就业求职变的愈加严峻。临沂大学图书

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及时整合网上培训课程资源，开展大学生
职业规划专程讲座直播，旨在为即将要进入职场的同学们解答困
惑。现列出部分直播讲座资源如下：

 活动项目一：翼狐设计学习库课程直播
主题与时间安排：
第一讲：设计师初入职场，如何找到心仪offer 4月11日20:00-21:00
第二讲：设计总监职场经验分享              4月18日20:00-21:00
第三讲：海外读研及国际设计公司岗位竞聘攻略4月25日20:00-21:00
第四讲：如何从高校开始夯实设计生涯        4月29日20:00-21:00
活动内容形式：网络在线直播
组织单位：翼狐设计学习库图书馆

活动项目二：森图学院系列直播活动

主题及时间安排：
第一讲：大学生就业准备—成功入职互联网公司的小技巧

2020年04月17日16:00
第二讲：大数据就在我们身边

2020年04月23日下午16:00
活动内容形式：网络在线直播
组织单位：森途就创业资源库图书馆

活动项目三：爱迪讲堂“名师直播”课
时间及主题安排：
讲座一：《如何练就终身阅读力？》       4月14日19：30
讲座二：《国学经典与心性修炼》         4月23日19：30
讲座三：疫情之后，靶向出击-职业规划及择业要点 4月28日19：30
活动内容形式：网络在线直播
组织单位：网上报告厅及职业全能库图书馆

活动项目四：信息素养公益大讲堂系列讲座
主题及时间安排：

文献调研二三事
走上云端的信息素养教育实践与思考 
科研论文投稿技巧

 4月15日19:30-21:00
    4月26日19:30-21:00

四月底

破解人生难题，你必须掌握的信息套路： 4月29日19:30-21:00
活动内容形式：网络在线直播
组织单位：高校信息素养库图书馆

活动项目五：考研英语系列公开课

主题及时间安排：
考研英语全程复习规划    4月9日下午3:00-5:00
考研英语阅读金钥匙点播  4月16日下午3点至5点
活动内容形式：网络在线直播
组织单位：智联起点考试库图书馆

活动项目六：Web of Science 在线大讲堂图书馆与情报分析专场
时间及主题安排：
①4月3日:文献检索课中的Web of Science
②4月8日:定量分析助力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③4月10日:大数据时代馆员素养提升和服务多样化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学研部实践
④4月15日:源自检索,超越检索—利用WebofScience赋能图书馆读者
服务
⑤4月17日:信息分析之数据篇:带你深入了解WebofScience大数据
⑥4月22日:信息分析之数据篇:Derwent专利数据知多少
⑦4月24日:信息分析之工具篇:如何借助DDA从精炼数据中提取情报
⑧4月29日:信息分析之工具篇:InCites助力多维度科研全景分析
活动内容形式：网络在线直播
组织单位：科睿唯安学术研究事业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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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阅读之星”排行榜
    为鼓励读者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培养阅读兴趣，图
书馆根据借阅系统统计出2019年度本校学生读者借阅排
行榜，现予公示。

针对教育学院多名学生入围“阅读之星”榜单，
教育学院团委书记张明瑞如是说——

    德为师之魂，学为师之骨，这是教育学院院风，

也是一直秉持的育人准则。一二课堂齐发力，引导学

生读书忙，学院行知书吧、宿舍休读室分外吸引人，

形成了浓厚的“大学风”氛围，教院师范生将青春活

出了“诗”的样子。师风启梦想 ，师魂铸心间。“世

界读书日”只有一天，但我们应该让每一天都成为读

书日，希望包括教育学院的全校同学，捧起心爱的书

本，融入到朗朗的书香校园里吧！

    很多大学生要么课外阅读很少，要么长期沉溺于

品位不高的武侠、言情、网络小说、时尚杂志、花边

新闻等难以自拔。这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是非常

不利的。作为学院负责人，我们应从多个方面多管齐

下去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一是开设阅读课。每

班每周至少上一次阅读课，由专业老师负责引导监

督，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二是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

活动。如开展专家读书讲座、阅读书评、读书征文、

阅读比赛、经典名著阅读等，引导学生感受到读书的

快乐和意义；三是加强读书宣传，提升书香书香氛

围。在教室里张贴一些与读书有关的名言，如“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

高尚的人谈话”等等，给学生营造一种读好书、多读

书的校园氛围。 （陈琨  菁婧）

 百名教授推荐书单（五）
 （1）

书  目：脑与阅读

作  者：斯坦尼斯拉斯•迪昂（著），周加仙（译）

推荐人：邹吉林（教育学院）

推荐理由：这本新书的作者和译者都是国外和国内在

教育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的大牛，旨在用脑科学破解人

类阅读之谜。虽然书中使用了不少关于大脑结构与功

能的专业术语，但一点都不影响阅读，作者深入浅

出，使用最新的脑科学理论和实验证据，解释了阅读

为什么是苦差事，一目十行的阅读为什么不可取等众

多有意思的阅读现象。终身学习，从理解阅读、学会

阅读开始。所以推荐给大家。

（2）

书  目：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作  者：赵林

推荐人：吴仁英（教育学院）

推荐理由：柏拉图说：“教育，从最高意义上讲就是

哲学。”教育问题在本质上属于哲学范畴。哲学思考

应该成为教师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并以此去

面对教育实践问题。赵林教授的《西方哲学史讲演

录》系统阐述了西方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逻

辑脉络。全书思路清晰、内容丰富、文字清新简洁，

深入浅出地展示了西方哲学史的精神内涵和演进历

程，充分展现了赵林教授的深邃思想，堪称一部“西

方哲学史”的上乘入门教材。

（3）

书  目：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作  者：苏霍姆林斯基

推荐人：初铭铜 王玉秋（教育学院）

推荐理由：这本书记述作者五年期间与一个班的三十

一名学生朝夕相处的平凡岁月，内容是一年级小学预

备班和四年级小学班的日常教育和教学工作。从中可

以感受到作者一颗热爱教育工作、热爱儿童的火热的

心所迸发出来的无穷创造力和生命力。这也正是它的

魅力所在。“快乐学校”正是在这样一个温热的爱心

下所迸发的创举！。

 （4）

书  目：神经科学：探索脑

作  者：贝尔（Mark E.Bear）；柯勒斯（Barry 

W.Connors）；帕罗蒂斯（Michael A.Paradiso）

推荐人：王学斌（生科院）

推荐理由：本书是国际最流行的神经科学教材,美国

的布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著名高校以此为教材。

该书体系新颖,全书只分四大部分,但包括了神经科学

的方方面面。全书附有3类专栏:“发现之路”邀请一

些在神经科学研究领域做出重大发现的科学家介绍其

发现的科研历程;“趣味话题”深入介绍一些知识,培

养科学兴趣;“脑的食粮”介绍与神经科学研究有关

的实验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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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管理课》是一部百年清华大学史，清华大学自诞生以来，就担负着民族的崛起

与兴旺的重大责任和使命，百年来，它为中国培养出了众多的治国英才、学术大师、商界

领袖。在这本《清华管理课》中，研究了很多在清华大学毕业的商界管理精英的成功模

式，以真实的案例和具体的分析来启发管理者，给管理者以管理企业、选拔人才、度过危

机、实现创新的启发，实现每个管理者心中的梦想。

     本书会教你如何做一个平和的管理者，做一个睿智的管理者，做一个“吾日三省吾

身”的管理者，做一个求存图变的管理者。让你见识和认识到管理的美与大气，见识到管

理的乐与坚持。古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在此间，你可以试着拥有管理的高明

与高效。

    管理者不是魔术师，所以不能凭空创造奇迹。想要创造奇迹必须且只可能凭借知识、

经验、教训、自我升华等全方位的管理水平。这就是本书的宗旨：立足于一隅之“学

城”，着眼于一界之“浮华”，叹服于一众之，成就于一跃之凌云，得证于一苇之妙绝。

世事有行藏，管理无界涯。（索书号：C93/884   ISBN：978-7-5639-4074-5）

作  者：张笑恒

出版社：北京工

 业大学出版社

 是一轴时代更迭大背景下探寻和高扬父性的亲情长卷。如果说，对父亲的叛逆，可

以视为男人的自立。那么，当人生回归到对父亲的依恋，是不是男人的自省？《红色

岁月丛书：父兮生我》一曲亲情的歌颂，让我们在阅读时反思对家庭亲情的重视。

    内容推荐：《红色岁月丛书：父兮生我》展示了从民国到当代的宏阔背景下，客家家

族的或显或晦、客家父亲的际遇变迁、客家父性的起伏消长，提示了客家父亲一中国父亲

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轨迹。是一曲审视和沤歌父亲、探寻和高扬父性的心灵长诗，一轴

时代更迭大背景下家国同构的亲情长卷。小说一反当前轻阅读和浅阅读的倾向，再一次让

我们重温有思想深度作品的力量。

    作者简介：李伯勇，1948年11月生，江西省上犹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7年县

高中毕业，1968年10月下放，农村务农12年，后又在工矿务工4年。1984年调入县文化馆，1989年以后在县文

联工作。1980年以来，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随笔、散文、报告文学计400多万字。已出版专著8

部：中短篇小说选《南方的温柔》（1998，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集《恶之花》（2006，作家出版

社）、《繁嚣•孤烟》（2008，中国戏剧出版社），长篇小说《轮回》（1998，北岳文艺出版社）、《寂寞欢

爱》（2002长江文艺出版社）、《恍惚远行》（2005，山东文艺出版社），随笔散文集《瞬间苍茫》（2003，

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评论集《灰与绿的交响》（2003，作家出版社）。短篇小说《瓜地薰风》获江西省首

届谷雨文学奖（1989），长篇小说《轮回》获“恒泰杯”当代长篇小说征文三等奖（1996），长篇小说《恍惚

远行》入选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2006），并再版。2000年获赣州市拔尖人才称号。2001年获江西省文

艺“十佳”称号（榜首）。长篇小说《轮回》入选“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精品文库”（2008）。现任赣州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赣州小说学会会长。 （隋彦明/流通阅览部） 

《换个角度看自己，相信自己一定行》

  本书简介：自信是成功的秘诀。现今，许多人常常感到迷茫、失落，无法正确认识和看待自己，对自己

的生活感到不满、沮丧。其实，这往往是人们的心态和看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偏差。如果我们能换一个角度、

换一种心态来看待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现生活中有许多我们未曾注意到的美好和幸福。本书旨在帮助读者树立

良好的心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

索书号：B821-49/1853

   推荐理由：现实生活中，会有很多迷茫，彷徨不前并且无法正确认识自己和看
待自己的人，对生活充满了担忧和不满，感觉自己的人生一片黑暗。其实吧，并
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世界抛弃了你，而是你自己的内心出现了问题，心态不好
很容易让自己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那
么你的生活肯定会变得好起来。一个人如果懂得每天反省自己，分析自己的优点
和缺点，更好地认识一下自己，相信你的人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能让你
的人生更加璀璨辉煌！
    生活中充满着是是非非，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懂得审时度势，要有自知之
明。千万要记得一定不能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有的时候你所认为的是正
确的事情并非正确，如果你放手去做就有可能是万丈深渊。要学会成为一个智
者，多听多看，理性的分析问题，让自己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换个角度看自
己，不仅仅是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成长，而且更能让自己容易走向成功。相信最强
大的敌人是你自己，你连自己都战胜了，还会怕什么？

 《父兮生我》 索书号：I247.57/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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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窗边的小豆豆》

《窗边的小豆豆》，是由一位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写的。文中的巴学园是一所学校，一所专门收所谓的“特

别学生“的学校。小豆豆是个在一般人眼中名副其实的“坏学生”，文章第一篇就讲了小豆豆的妈妈和老师的见

面，老师说小豆豆在上课时候注意力不集中，不是不停地拉抽屉，就是对屋檐下的小燕子打招呼，要么就是站起

来对窗外的宣传艺人打招呼，然后请他们表演，好不容易等艺人表演完一曲，也已经下课了。这么一来，老师还

能讲课么？老师说呀说,一大堆的事例，妈妈也觉得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同学打扰老师了。最终妈妈领着豆豆到

了另一所学校，她没有告诉豆豆她是被退学了的，因为她怕打击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接着，精彩的巴学院生活

才开始……

　　书中不仅是作者对自己在讲述自己的童年生活，而是在提倡和介绍一种教育制度。

　　巴学园最妙之处是教导学生尊重别人，尊重自己。也就是现在我们所提倡的“爱人，爱己”小林校长真正地

实现了这一点。

　　如何尊重自己，爱自己呢？那就是通过实现别人对孩子的尊重，让他自己赢得信心和自尊，那么自重也就在

心中建立起来了。对身体上有缺陷的孩子要给予特别爱护，这种爱护不是溺爱，而是适当地用一些方法帮他跨越

一些自己因为身体缺陷而无法完成的任务。在书中有一个得了侏儒症的孩子，校长为了他举办了学校的“小型运

动会”。在他根本无法跳过比自己高很多的木马时候在背后暗暗地帮了他一把，使他得到了自信。也赢得了同学

们的赞叹。这么一来，培养了残疾孩子最需要的心理补偿———自尊和自信。这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帮助，因

为在后来这个男孩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他也有完美的婚姻还在一家公司担任了专门融洽同事们人际关系的职位。

　　诸如此类的例子，多不胜数。其实天下没有坏学生。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一样的，只是某些孩子生性好动

（比如小豆豆）和一些孩子比较大咧咧。但是不管他们因此犯了错误还是怎么样，都不可以妄下“坏学生”的定

论。他们都需要尊重。老师和家长在教育学生的时候要注意，先尊重学生，尝试从他们的那个角度想一下这件事

情，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跟他们平等地交谈，解开他们的心结，然后再教导，巴学院就是这样。比如说，

巴校长第一次见小豆豆的时候听她讲了四个小时话，不打断，知道她想停的时候才停。这就是尊重。有了尊重才

能够沟通。而现在很多教师和家长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巴学园，俨然一个教育的理想园，正是因为这样一位理想的校长---小林宗作校长。他对幼儿教育有独到的

见解：他很有创意、会想到用废弃的电车改装成上课的教室；他尊重儿童，拥有着博大的人文情怀。他很有耐心

连续听六岁的小豆豆说四个小时的话而不打呵欠；当小豆豆把粪坑里的东西全捞出来堆成一座小山，校长先生只

说“弄完之后要放回去喔！”他会细心呵护每一个孩子，哪怕是一个生理有缺陷的孩子。不由自主对这个“头发

稀疏，牙齿脱落”的老人肃然起敬的同时，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所要找的东西，那就是：“人之初，性本

善。”我们的价值就在能把孩子的这种本真发掘出来并保持下去，让他成为他自己。

　　这本书不仅让我记住了“巴学园”，记住了小林老师，记住了一个慈祥的妈妈，读出了怎样去面对一个孩子

的行为，读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重要。（刘建秋/流通阅览部）     本馆索书号：I313.84/2:1=2

 读《感恩心做人  责任心工作》有感
   《感恩心做人、责任心工作》一书包括：感恩父母，做一个有孝心的人、以热情工作

回报领导的知遇之恩、多理解妻儿的体贴和鼓励、感恩曾经帮助过你的亲朋好友、对同事的

协作要常怀感恩之心、要懂得感恩客户的抱怨、感恩对手，你才能不断成长、尝试感恩曾经

伤害你的人等。这本书中《在其位，谋其事》一段，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启发意义。

    一位本领高超的木匠，因为年事已高就要退休了。他告诉他的老板：他想离开建筑业，

然后和妻子儿女享受一下轻松自在的生活。老板实在是有点舍不得这样好的木匠离去，所以

希望他能在离开前再盖一栋具有个人品位的房子来。木匠欣然答应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这一次他并没有很用心。他草草地用劣质的材料就把这间屋子盖好了。其实，用这种方式来

结束他的事业生涯，实在是有点不妥。房子落成时，老板来了，顺便看了看，然后把大门的

钥匙交给这个木匠，说：“这就是你的房子了，是我送给你的一个礼物！”木匠实在是太惊讶了！当然也非常后

悔。因为如果他知道这间房子是他自己的，他一定会用最好的木材，用最精致的工艺来把它盖好。其实我们每个

人自己正在做的活儿，归根结底都是在准备为自己建造一间房子。如果我们不肯努力地去做，那么我们只能住进

自己为自己建造的最后的也是最粗糙的“房子”里。

    责任是一种使命，是职业素质的核心，是创造卓越的原动力，是保证绩效的基石。工作贵在精益求精，要做

到精益求精，就要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对工作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我们选择了一份工作，就等于选择了一

份责任，就等于作出了一份承诺。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单位，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不管单位是大是小，

是处于高峰还是已经岌岌可危，你都应该竭智尽忠，贡献我们的最大力量。

    敢于对自己负责的人，会在做完每一件工作时，都敢理直气壮地对自己说：“对于这件工作，我问心无

愧！”（刘建秋/流通阅览部）  本馆索书号：B848.4/1094（人文社科馆西区）ISBN：978-7-5164-0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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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临沂大学图书馆“4·23线上读书节”活动安排》
一、活动时间

   2020年4月23日---6月30日  
二、活动项目
（一）讲战“疫”故事，存战“疫”记忆
活动内容：创作诗歌、文章，或以朗诵的形式讲述抗“疫”故事，向“最美逆行者”致敬；拍摄自己在疫情期间
志愿服务或美好瞬间的照片，附作品说明或感悟，分享抗疫期间难忘的经历，留下珍贵记忆。
活动时间：2020年4月
活动方式：线上
参与人员：全校学生
（二）第二届全国“图书馆杯”主题图像创意设计征集活动
活动时间：4月1日—6月30日
活动内容：征集与图书馆主题相关的海报、插画、漫画、表情包、卡通形象等图像报、插画、漫画、表情包、卡
通形象等图像设计（详见材料）。
活动形式：线上征集  图书馆初评推荐，报送中国图书馆学会终选。
（三）2020年度好书推介—居家“悦读”
活动内容：按月推介2020年度好书，师生居家通过手机终端实现“悦读”。
活动时间：2020年4—7月
活动方式：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以推文的形式分期推介2020年度好书，师生通过图书馆平台，用手机
扫描二维码作为每种好书的阅读入口，实现在线
（四）读书沙龙
活动内容：组织馆员、学生开展线上阅读分享活动，师生交流互动，畅谈读书心得。
活动时间：5-7月
活动方式：网络视频或直播
参与人员：图书馆馆员和学生
（五）数据库培训（专题直播）系列讲座
活动内容：图书馆数据库平台的检索利用、基于数据库资源深度利用的相关专题讲座（直播）。活动明细见具体
通知。
活动时间：2020年4-5月
活动方式：网络在线培训。专家在线直播，图书馆利用公众号、读者服务群、图书馆网站及院系推送等方式组
织。
参与人员：全校师生无障碍阅读。
（六）数字资源利用知识竞赛
活动内容：竞赛内容围绕数字资源阅读、数据库资源的检索利用、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及知识学习进行设计，活动
明细见具体通知。
活动时间：2020年4-5月
活动方式：通过线上题库、答题小程序或资源学习平台APP等方式在线参加竞赛并评定绩。
参与人员：相关年级或学院
（七）红色馆藏文献线上展
活动内容：馆藏珍贵红色文献推介
活动时间：2020年5-6月
活动方式：分专题，用图文结合形式通过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或网络直播等形式向师生推送、展示馆藏珍贵红
色文献。
（八）感悟“悦读之美”——临大馆员摄影展
活动内容：馆员拍摄的在馆师生阅读瞬间，线上展示摄影作品，唤醒阅读兴趣。
活动时间：2020年4-5月
活动方式：线上展览
（九）以“艺”战“疫”——线上艺术作品展
活动内容：艺术家创作的关于党和人民历次战胜重大灾难的历史事件艺术作品，全国各大高校师生参与
战“疫”作品征集活动；我校师生可参与投稿。
活动时间：2020年4-6月
活动方式：线上展览（详见方案）
（十）2019年度“阅读之星”评选
活动内容：评选年度阅读之星
活动时间：2020年4月23日
活动方式：根据借阅数据排名，图书馆网站上公示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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