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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为进一步巩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活动的成果，扎实推进共产党员先进性
教育的长效机制建设，同时为了强化馆
员的服务意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与质
量，我馆从 2006 年 4 月起，在全馆开展
了创建“党员文明示范岗”与“文明窗口”
活动。
       馆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创建工作，成
立了创建“党员文明示范岗”与“文明窗
口”活动领导和评审小组，制定了《创建

“党员文明示范岗”与“文明窗口”实施
方案》，并把创建活动的考评成绩作为年
终评选先进个人和先进部室的重要参考
依据。为做好此项工作，馆里召开了创建
动员大会，要求广大职工提高认识，积极
参与创建活动，尤其是党员要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做到“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用
实际行动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不断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创建活动开展以来，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
        一是强化了服务意识。馆领导注意
抓住发生在大家身边的平凡而典型的先
进人和事，教育和激励广大职工，为推动
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由于实施方案和考评标准明确，全馆职
工自觉地对照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言行，
出现了比、学、赶、超的局面。馆领导还
采取定期考评与不定期考评相结合的形
式，随时追踪各支部和各服务窗口部门
的创建情况。这次创建活动不仅强化了
广大馆员的服务意识，而且使得这种服
务意识变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5 月 14 日下午，
中 国 当 代 著 名 作
家、原中国作协第
一副主席、文化部部
长、现全国政协常
委、安徽师范大学中
国诗学研究中心荣
誉顾问王蒙先生，在
副校长余淑珍、文学
院副院长胡传志、诗
学研究中心主任丁
放及图书馆馆长庄
华峰等人的陪同下，
兴致勃勃地参观考

察了新落成的敬文图书馆。
        副校长余淑珍代表学校感谢王蒙先
生不辞辛劳莅临我校考察指导并进行讲
学活动。王蒙先生等人首先来到敬文图
书馆的东门内侧门前，一起观看了由王
蒙先生亲笔题写的“敬文图书馆”馆
名。随后，在副校长余淑珍等人的陪同

下，王蒙先生逐层参观考察了敬文图书
馆。在参观一楼时，余淑珍副校长介绍
说，新馆建设得到了香港朱敬文教育基
金会 1000 万元的慷慨捐助，故冠名“敬
文图书馆”。王蒙先生等人在朱敬文先生
塑像前合影留念，以表达对朱老先生的
缅怀和尊敬。在二楼的报刊阅览室，王

蒙先生认真地翻阅了《读书》等文学类
期刊。考察过刊阅览室时，王蒙先生还与
学生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图书馆五楼，
王蒙先生等人登高俯瞰四周，感受着徽
派建筑“四水归堂”的徽文化内涵。余淑
珍副校长介绍说，敬文图书馆位于新校
区内的一条大河之上及两条大道中间，
地理位置尤为重要，
它与四周的教学楼
区、办公楼区、学生
宿舍区等共同构成了
布局合理、和谐发展
的师大新校园。接
着，王蒙先生还参观
了图书馆六楼和七楼
的博物馆与档案馆。
       考察结束后，王
蒙 先 生 高 兴 地 说，
敬文图书馆建设得很
好，布局合理、功
能齐全、智能化程度

很高。他指出，大学图书馆是大学的重
要标志之一，也是造就社会栋梁之材的
必备条件，师大投资上亿元资金建设这
座现代化的图书馆，必将发挥多方效用，
使读者受益无穷。
                              （咨询部 董家魁）

图为王蒙先生在敬文图书馆报刊阅览室考察

        二是提高了服务水平。活动开展以
来，广大馆员从服务态度、导读宣传、读
者咨询、上架频率等方面来严格要求自
己。还实现“站立式”服务。各部（室）
的门、窗保持干净，办公用品、机器等摆
放整齐。职工上班精神饱满，坚持认真对
来馆读者做日统计、月统计。随时上架，
乱架率控制在开架（外借）≤5‰，基本
书库（每层）≤5‰的范围内。创建活动
的开展，为读者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服
务。
        三是美化了读书环境。活动开展以
来，每位职工都按照环境卫生的要求，积
极行动，进行彻底的卫生清理。在卫生清
理的过程中，大家齐心协力，不怕脏，不
怕累，任劳任怨。为了美化环境，大家在
各部（室）摆放花草 ，既美观又环保。通
过美化，给读者创造了一个美丽、宁静、
温馨的阅读环境。
        自开展创建“党员文明示范岗”和

“文明窗口”活动以来，我馆共有 3人被
评为“党员文明示范岗”；古籍部六楼古
籍阅览室、中校区理科阅览室、南校区文
科过刊室、北校区流通部被评为“文明窗
口”。
     这次“党员文明示范岗”和“文
明窗口”创建活动的开展，充分调动了
全馆职工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在思想建
设和业务工作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了充分发
挥，党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服务窗口
的服务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历时两年，一座巍峨壮观的敬文图
书馆终于屹立在风景秀美的安师大花津
校区。曲折灵动的中央水系由北向南贯
穿着整个校园，敬文图书馆就位于中央
水系的中间，凸显着“曲水流觞，文华共
享”的主题。敬文图书馆秉承了徽式建筑
的理念，同时又溶入了现代建筑的设计
风格，既不失巍峨典雅，又显得亮丽堂
皇。全馆布局合理，功能i齐全，既美观
大方，又满足了广大师生对文献资源建
设不断发展的需求。

一、先进的技术设备
      敬文图书馆现有服务器四十多台，
存储达30T。对本地镜像的数字资源做到
每个资源单独使用一台服务器提供服务，
对访问量较大的数字资源则采用双机集
群提供服务。图书馆网络系统采用快速
以太星型结构，万兆主干，网络主干采用
6 芯多模光纤。全馆还实现了无线网覆
盖，配置了电子检索系统、智控门禁系
统、安防监控系统和自动报警系统。

二、优良的学习环境
      敬文图书馆每层设两个大阅览室，
一楼是样本书库和过刊阅览室；二楼是
报刊阅览室和电子阅览室；三楼是文科

（1）阅览室和理科阅览室；四楼是文科
（2）阅览室和文科（3）阅览室；五楼
是古籍阅览室和特藏阅览室。每个阅览
室都有一千多平方米，既宽敞又明亮，
全馆共有两千多阅览座位，为广大读者

提供了一个优良的学
习 环 境。
三、浓郁的文化氛围
       为了提升图书馆的
文化内涵，营造图书馆
的文化氛围，敬文图书
馆引入了最先进的设
计思想，并整体导入了
CIS 系统。标识导向系
统的专业化设计则体
现出图书馆 “以人为
本”的办馆理念，从大
厅的入口开始，处处都
有人性化的指引设置，
方便，快捷，令人愉悦。
除此之外，一、二楼入
口处、大厅及书吧内的
七块文化浮雕成为敬
文图书馆的又一亮点。
它大气、凝练、富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
       从 4 月份开始，全
馆开始了有计划的搬
迁工作，总共向敬文图
书馆运送了 50 多万册
图书。广大职工在馆领
导的带领下，不辞辛
劳，甚至节假日也不休
息，加班加点，从而确
保了搬迁工作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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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党员文明示范岗”、
“文明窗口”创建活动初见成效

(办公室)

大学随想 第四版

很多年内都不能被超越的

研究成果 第三版

敬文图书馆二楼大厅

留在图书上的汗水与余香
第二版

图为王蒙先生和余淑珍副校长及有关部门领导合影

完成。这次的搬迁工作，有
将近 2000 名同学利用休息时
间义务参与，充分体现了当
代大学生高尚的奉献精神。
经过紧张筹备，4 月24 日，敬
文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率先开
放。其他阅览室的图书搬迁
工作也都基本完成，正在进
行图书上架工作，很快就能
向读者全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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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听讲座 》

清华大学出版社

   当代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
展，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需
要全面的素质来应对社会的选择。
本书收录了一些著名学者、两院
院士以及各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在
信息科学、生物科技、激光、核能
工程等方面的内容提供了最新研
究的成果。本书将会带你走进清
华的课堂，与清华学子一起去聆
听大师们内容丰富、妙趣横生的
演讲。

       亲密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占
有显而易见的中心位置，但只是
在近几十年中，它才发展成为一
个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及规范。
推动这一领域研究发展的莎伦·
布雷姆的《亲密关系》, 之所以具
有标示性的意义，是因为它不仅
因其权威性和学术性而得到业界
同仁的尊重，还由于其易于阅读
理解、充满感情的e风格而受到读
者的欢迎，对读者而言，阅读她的
著作已经成为一种乐趣。

《 亲密关系 》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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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台用途
       本平台可通过网络进行模拟练习
或模拟考试，实现在线答题、在线
评分、随机组卷、专项练习等功
能 。
二、平台内容结构
      1、英语考试模拟平台主要内容
包括：新大学英语四级、六级、
专业四级、八级英语、国家英语等
级考试（P E T S）一到五级，并赠
送一定数量的托福英语、雅思英
语、G R E 英语试题。（以上的考
试科目均有听力语音库）
       2、计算机考试模拟平台主要内
容包括计算机等级考试 一至四级的
考试内容 。
      3、会计及税务模拟平台主要内
容包括：初级会计实务、初级经济
法基础、中级会计实务、中级经济
法基础、中级财务管理、税法、财

      新建的敬文图书馆已经有许多书籍陆陆续续上架了，
老馆内的许多图书也进行了更加科学的归类调整，现在
同学们可以享受到更方便的图书资料服务和更舒适的学
习环境了。可是，您知道吗，这些图书的搬运和调整的
背后也凝结了师大许多同学辛勤劳动的汗水！
   “我吃了一嘴的灰尘，都快把我给闷晕了，从小到
大都没干过这么脏的活！”一名来自物电的同学说。他
们的工作是把赭山校区图书馆的图书从 8楼搬运到2楼。
由于老馆内藏有很多临时摆放的旧书，因为长时间没人
清理，在封闭的环境里蒙上了厚厚的一道“屏障”，给同
学们的清理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为了防止书本上长期积
重的灰尘吸入鼻腔，很多同学在闷热的天气下都带上了
口罩，可鼻孔还是被侵染得黑黑的。在这里，大约有20
万册的书需要进行内部调整，每个周末都有大约50名同
学来图书馆协助搬运图书。
     与赭山校区“吃灰”的同学比起来，花津校区的搬
运工作仿佛“干净”了许多，这边的搬家工作是将花津
校区 12 个临时阅览室的图书转移到新建的敬文图书馆，

留在图书上的汗水与余香
图书馆几十万册图书搬家     相关院系两千学生义务参与

同学们主要负责把图书从临时阅览室搬运到楼下的
运输车上。不过这里20多万册的图书也着实让同学
们苦“劳”了一下。与赭山校区一样，同学们也都
是利用双休日来劳动的。由于图书（包括期刊杂志
等）数量众多，每周大约有上百位同学参与搬书工
作。“这么多的图书需要我们从架子上搬到楼下，真
有点不适应，但想想是为了我们的图书馆而劳动，
更是为广大的同学们服务，心中也就释然了，而且
是和大家在一起劳动，感觉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一
位正在参与劳动的同学颇有感触地说到。
       据悉，有来自 10 个院系将近 2000名学生参与
了这次图书馆的搬家工作，其中包括赭山校区生命

科学学院 130 人、物电学院160 人、化材学院 200人、
教科院 120 人；花津校区则有数计学院 130 人、体院
150 人、经管学院 150人、国旅学院 130人、政法学院
150 人、文学院 250 人次。
       虽然只是些简单的图书搬运工作，但却有着积极
意义。首先，它体现了学生的奉献精神，所有参加
搬书活动的学生都是利用双休日义务为图书馆工作
的。第二，培养了学生的劳动意识，很多学生反映
这是进入大学来所做的最脏最苦的事，甚至是许多人
平生以来所做的第一次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因此培养
了同学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第三，这次劳动，让同
学们进一步了解图书馆，使大家能够更好地利用图书
馆的资源，获取更多的知识。第四，体现了各个院系
领导对图书馆工作的大力支持。最后，也切实解决了
图书馆经费不足的问题。由于广大同学的积极参与，
加之图书馆职工的共同努力，这次图书馆的搬家工作
节约了大量的经费开支。

 （徐智慧）

       为了深度挖掘我馆馆藏特色，展示馆藏亮点，更好
地服务教学科研；也为了能在我校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
水平评估中取得好成绩，多为学校增彩加分，我馆特色
馆藏建设已全面启动。

一 、“ 徽 州 文 化 特 色 馆 藏 ” 库
       为积累更丰富的徽学研究资料，推动我校徽学研究
的进一步发展，我馆积极建设“徽州文化特色馆藏”库。
     徽州文化特色馆藏将同时创建“纸质型”和“网络
型”两种类型。其中“纸质型”库将收藏我馆有关徽学
研究的所有古籍文献，以及馆藏所有今人的徽学研究著
作，其中包括朱熹、戴震、王茂荫、胡雪岩、黄宾虹、陶
行知、胡适、吴承仕等徽州人物的研究著作。对于我馆
没有收藏的其他徽学著作，我馆也将尽力充实补充，尽
量做到全面系统。“网络型”库不仅包含了徽学研究著作
的电子版内容，还拥有数千篇有关徽学研究的电子版论
文和丰富的有关徽州方面的影像资料。
       本特色馆藏库将按照十二个徽学研究专题进行整合
与建设，内容包括徽商研究、徽州教育研究、徽州人物
研究、徽州文献研究、徽州刻书与藏书研究、徽州宗族
与家谱研究、新安理学研究、徽派建筑研究、新安画派
与版画研究、徽州科技与工艺研究、徽州民俗研究、徽
州村落与旅游研究等。

二 、“ 馆 藏 历 史 ” 展
       安徽师大图书馆始建于 1928 年，经历了省立安徽大
学、国立安徽大学、安徽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皖南大
学等几个时期。难能可贵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
馆的图书收藏都保持了历史延续性，从未间断过。为了
积极配合我校“努力把安徽师范大学建成一所综合性、
有特色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满足我校教学

展示馆藏亮点   服务教学科研
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一览

同学们正在搬运图书

务与会计、税收相关法律、税收代理实务、财务成本
管理 、会计 、 经 济 法 、 审 计 、 税 法 。
       4、研究生考试模拟平台主要内容包括：历年英语
政治数学研究生考试的全真试题与相关模拟试题。
      5、公务员考试模拟平台主要内容包括：申论、行
政职业能力测试、公共基础知识。
      6、司法考试模拟平台主要内容包括：司法考试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7、普通话考试模拟平台主要内容包括：单音节练

《西方艺术简史》

四川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本简明扼要、图文
并茂的人文素质教育读本，适
宜于对西方艺术感兴趣的大学
生阅读，也适宜于那些需要提
升自己文化素质的青年人阅读。
西方艺术史往往让人觉得驳杂
繁芜、高深莫测，而本书用通
俗的笔触，以身临其境的感受
带领读者深入艺术史现场，感
悟艺术之趣、历史之真、知性
之美，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与科研的具体需要，我馆正在积极筹建“馆藏历史”
展。
    “馆藏历史”展包括两大类型的特色馆藏。一是
反映我馆悠久馆藏历史的书籍。八十年来，我馆不断
充实着自己的馆藏文献，总量达230 余万册。我们将
遴选出盖有不同历史时期“馆藏章”的书籍进行展出，
以展示我馆的“馆藏历史”。二是代表我馆馆藏特色的
珍贵古籍。80年来，我馆馆藏体系基本一脉相承，并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我馆古籍藏量丰富，达 19万册，
居省内高校之首。古籍善本有600余种、8000多册，以
明刻本居多。其中，《洪武正韵》为全国唯一不配不补
的全本；元刻本《春秋胡氏传》、元刻明递修《通志》、
明嘉靖刻本《李太白全集》、《杜工部集》等均为海内
珍本。这些都是镇馆之宝，我们将一并展出。

三 、“ 师 大 文 库 ” 展
     八十年砥砺，八十载辉煌。八十年来，师大人
在各自的岗位上励精图治、辛勤耕耘、著书立说，留
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既有高山流水的文学作品，也
有藏之名山的史学巨著，更有攀登科技高峰的科技巨
作，这是师大人辛勤汗水的结晶，更是师大永远的财
富和骄傲。
     为了彰显前贤，激励后学，促进学术交流与繁
荣，促进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蓬勃发展，我馆正在积极
筹备“师大文库”展。在八十年的办学历程中，先后
有刘文典、周建人、郁达夫、苏雪林、陈望道、朱湘、
朱光潜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执教于安徽师大，我们已经
收集了以上师大名人的作品。此前我馆还征集到了师

璠大人卫仲 等先生的赠书。“师大文库”正在不断地充
实和完善。                                （咨询部 董家魁）数据库点击 习、多音节练习、选择判断练

习、朗读练习、全真模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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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蓼科花粉的系统演化》

张小平   周忠泽 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很多年内都不能被超越的研究成果
——评张小平教授著《中国蓼科花粉的系统演化》

    The book by Zhang & Zhou is a compre-
hensive account of t he pollen morphology
of Chinese p olygonaceae and its phyloge-
netic significance. It  is written in Chinese
with an extensive summary in English clearly
presenting the main results and ideas. Table
headings, figure and plate legends are writ-
ten in English, which facilitates the readabil-
ity cons id-erably. Translation of the Table
of Contents into English would have been
useful.
    Pollen grains of 12 genera and 110 species
out of the 14 genera and 228 species found
in China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authors
have established not less t han 28 different
pollen types, the descript ion of which are
presented in phylogenetic sequence. A num-
ber of tables  are included comp aring, for
example, pollen types described by various
authors, the classification of p olygonum s.
lat by Hedberg (Sv.Bot.Tidskr.40: 371-404,

1946), tabulation of t eneral p ollen charac-
teristics as well as details of exine features
with references to plates and figures, and com-
plete data of voucher specimens. One table is
a survey of the pollen types and their distri-
bution in the Chinese provinces. Distribution
maps of some taxa are included and two keys,
one to pollen types, the other to species. The
general bibliography contains more than 100
references; in addition, there is a list of Chi-
nese palynological publications.The register
with references to all taxa and their illustra-
tions is helpful.
    The book is well illustrated, with 69 plates
of light micro-scopical pictures  and SEM-
photos of good quality. One text figure with
drawings of pollen illustrating the six pollen-
evolutionary trends is particularly useful as a
visual completion to the type descriptions.
    Regarding terminology, the difference be-
tween microechinate and microspinulose is
not obvious , nor is the use of polyplicate
(ridge-like folds) instead of, for examp le,
poly-colp(or)ate; cf. Glossary of Pollen and
Sp ore Terminology  by  punt, Blackmore,
Nilsson & le Thomas(1994).
    The authors distinguish six lines of evolu-
t ionary  t rends, all derived from t he 3-
colporate, microsp inulose-foveolat e pol-

lentype of Aconogonon.
 Ser .  1.  h as  t y p i c al ,  co m p le t e
“successiformy” starting from the 3-colpate
Aconogonon-type to 3-colporate-polycolp
(of)-ate-pantocolpat e-pant oporate pollen
ty pes. Regarding exine, the pollen typ es
range from microechinate/spinulose to finely
to coarsely reticulate to intectate.
    In Ser. 2 there are only 3-colporate grains
a nd  t h e  e xin e  i s  m i cr o ec h in a re /
microspinulose to finely reticulate.
Ser. 3 comprises only 3-colp orate, finely
reticulate pollen grains.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lines of trends the
highest level of evolution with pantocolpate
to pantoporate pollen grains is not reached.
In Ser.4 the evolutionary trends range from
the basic 3-colpate pollen type directly to
pantocolpate-pantoporate types without in-
termediate aperture conditions.
   In Ser.5 there are polycolp(or)at e pollen
types prior to the ultimate polypantoporate
types; the exine is spinose.
   In Ser.6 the “success iformy” is again
complet e, ranging from 3-colp ate t o
p antoporat e p ollen t yp es , all of t hem
microechinate/microspinulose With refer-
ence to the pollen morphological results, the
authors propose new ideas on the taxonomic

class ificat ion and p hy logeny  of t he
polygonaceae. T he authors’ views on tax-
onomy based on pollen data may evoke dis-
cuss ions of different int erp retat ions on
whether, for example, taxa with similar pollen
aperture condit ions, or wit h similar exine
features, should perhaps be trouped together
rat her than est ablishing parallel lines of
evolution?
   However, the present results appear well
founded and will undoubtedly be an impor-
tant comtribution to the debate on relation-
ships and phylogeny within the Polygonaceae.
This book by Zhang & Zhou is a remarkably
thorough study that will probably remain
unsurpassed for many  years to come. For
botanical and palynological libraries, this work
will be an indispensable source of informa-
tion that will serve as a model for similar
works in other groups and families.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is book will be translated in full
into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in order to
reach a wider, int ernational group of bot a-
nists-palynologists.

Siwert Nilsson

   （本文系世界著名孢粉学专家、世界孢
粉学学报《Grana》杂志主编、瑞典自然历史
博物馆 Nilsson 教授为我校张小平教授的专
著《中国蓼科花粉的系统演化》所撰写的书
评。书评发表在《Grana》第37 期上。Nilsson
教授评价本书的研究成果“在未来的很多年

内是不可能被超越的”。
该书获得 1999 年全国优
秀学术著作图书三等奖）

师 大 人

书 屋

     书籍是哺育心灵的乳汁、铸造灵魂
的工具、启迪智慧的钥匙，是传承文明的
桥梁和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作为人们
获取各种知识、汲取精神营养的重要途
径，不仅关乎国民素质提高和生活改善，
更关系到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与人类进
步。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激发人们的
阅读兴趣，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文明
理念的传播，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分重要而紧
迫 。
     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位，也
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影响一个国家的
走向。读书，提升人生的境界。畅游在知
识的海洋里，视通四海，思接千古，与智
者交谈，与伟人对话，为缜密的逻辑、深
奥的思想所环抱，被崇高的境界、伟大的
灵魂所震撼，使身心得到愉悦，让思想纵
横捭阖，能够增长知识，拓宽视野，更加
睿智，更富创造力。读书，改变民族的气
质。知识是现代社会的灵魂，而读书是获
取知识的基本途径。社会越发展，知识的
作用就越显著。一个民族读书的人口越
多，知识传递就越快，文明程度就越高，
发展就会越好越快。读书，增强国家的根
基。当今时代，文化作为软实力，已成为
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读书是创造力和
活力的起点，是文化底蕴的基石。谁形成
了乐于读书的社会风尚，谁就掌握了学

习的先机和主动权，谁就抢占了生存和
发展的制高点。世界各国无不高度重视
通过读书来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
力。美国将“阅读优先”作为教育政策的
主轴，英国要打造一个“读书人”的国度，
每五个俄罗斯家庭就有一套《普希金文
集》，以色列人均读书量居世界各国之
首。唤起人们的读书激情，营造书香浓郁
的社会，中华民族将始终充满生机与活
力 。
      时代在变化，阅读的方式和途径也
在发生深刻变化。调查表明，近年来我国
国民的阅读率持续下降，而网络的阅读
率增长了5倍，说明传统意义上的读书方
式在减少，而人们获取知识的需求依然
旺盛。去年我应郑州大学学生的邀请去
讲传统国学，与学生们就《诗经》、《论
语》、《左传》等中华传统经典展开交流与
互动，现场气氛之热烈，同学们兴趣之浓
厚，使我更加深刻地感到，世界上最有用
的东西是知识，书是人类是最好的朋友。
根据多年来的体会，我认为，读书应该在

“勤、选、活、思、用”五个字上下功夫。
“勤”，就是要持之以恒。“读书勤乃成，不
勤腹中空”。只有勤于读书，才能到达

知识的彼岸。工作再忙，生活再累，每
天都抽出一点时间读书，逐渐养成“一
天不读书，浑身不舒服”的好习惯，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聚沙成塔、聚
腋成裘，进一步坚定信念、通达情理、
知晓荣辱 。“选”，就是要有所选择。
开卷有益，是针对好书益书而言的。埋
首庸俗低劣之作，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却
一无所获。凡书必读，一辈子也读不
完，只能有所选择，读其精要。英国
哲学家培根说：“读书使人明智，读诗
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
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
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和
自己的爱好，多读经典名篇，多读有代
表性、有新意、有特点的精品力作。

“活”，就是要方法灵活。阅读方法对
路，才能事半功倍。对思想博大精深的
传世经典，要反复研读、求深求细，把
握精神实质；对于颇有新意但开掘不深
的书籍，可以快速浏览，掌握大概，知
其创新所在；对精华与糟粕混杂在一起
的书，则进行分析式阅读，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对内容粗俗、质量低下的
书，就要坚决弃之如弊履。“思”，就

是边读书边思考。尽信书不如不读书，
善思考才能得真知。要善于质疑，敢于
发问，使自己和作者平等交流，形成思
想互动；要善于比较，分清高下，排
除谬误，认识真理；要善于举一反三，
闻 一 知 十，融 会 贯 通。“用 ”，就是
学以致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事要躬行 ”。读书应注意理论联系实
际，把学习知识同提高修养相结合，转
化为优良品格和高雅气质；同积累经验
相结合，转化为理论概括和真知灼见；
同工作岗位相结合，转化为专业素质和
业务能力 。
       一本本书像一艘艘航船，带领我们
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无限广阔的海
洋。开展全民阅读，提高国民素质，需要
党委、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保障公民的读
书权利，加强图书馆、阅览室等基础设施
建设，为人们阅读创造条件；需要新闻媒
体积极宣传读书的意义和价值，激发人
们读书的热情；需要作者和出版社面向
市场、面向读者，多出书、出好书；需要
各方面组织开展读书活动、捐书活动，营
造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的社会氛围。
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应当踩着时代的
鼓点，自觉阅读，开阔眼界，提高修养，
陶冶情操，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新活力、增
添新动力。
      学无止境，行者无疆。那就翻开书
页吧，品味读书的乐趣，体验读书的喜
悦，沉浸在浓浓的墨香中。

(选自 2007 年 4 月 25 日《中华读书报》)

最是书香能致远 徐光春

关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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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题字：华实

大 学 随 想
社会学院 06 历史  王  瑜

      很早就想写点东西了，关于已经逝
去的大一上学期，关于脚下已经不足四
年的大学生活，关于未来的人生。
     带着父母的叮咛、兄长的告诫，怀
着对大学生活的无限向往，我迈进了大
学的门槛。十几天的军训不为新奇，然
而，一群来自天南地北的少男少女却彼
此充满了好奇，串串清脆的笑声如同飞
流直下的瀑布，纯粹得没有半点杂质。但
是很快迷茫就包围了我们，突如其来、滔
滔不绝的学长、学姐们向我们描绘着精
彩的社团生活、丰富的学生会工作、具有
挑战性的广播站节目主持⋯⋯一系列前
所未见的事情都向我扑来。面对这么多
陌生的东西，我胆怯了，没有信心了。也
许是上天怜悯我吧，无意间，我成为一名
小小的通讯员，默默地写着一些无人问
津的稿子。
      寒窗十二载，突然发现自己不会学
习了。没有了老师辅导的自习课，没有了
固定的班级教室，没有了⋯⋯没有了习
惯了那么多年的学习生活。我，失落极
了。虽然，来上大学之前，有过那么充分
的准备，远大的理想、周密的计划还是在
顷刻间都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了。学习着
却没有了收获、没有了快乐。
        学习上的不适应给我造成了巨大的
压力，自由的寝室生活更是让我烦心不
已。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
域，不同的⋯⋯让四个处在雨季的少女
在新鲜感过后，频繁地出现了小摩擦。

      所有的所有，让长久打开的快乐之
门关上了。我开始厌倦这种没有了目标、
处处不适应的大学生活。怀念以前充实
的高三，思念故土的亲戚、朋友⋯⋯一切
的一切让我闷闷不乐，总是归心似箭。
       然而那一天——三月七号，那一天我
将永远记得，我闲着没事，就把学校的十
几个阅览室转了个遍。突然发现有那么多
值得去看的书、值得去学的知识⋯⋯而我
还都没看、没学。于是，就像突然间的雨
过天晴，顿时我豁然开朗，大学里不仅是
为了以后的工作、生活而学习，更多的是
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充实而幸福地学习
着！只不过，以前的知识都是老师传授
的，而现在更多的是靠自己去寻找、去发
现、去吸收、去享受。猛然间，对知识的
享受感充溢全身，眼前的世界变得可亲，
周围的人变得友好。原来，还有这么多可
以让我们去享受的知识，可以使我以后的
工作、生活因此而生动的知识。为了更方
便、更多地汲取各方面知识，同时也为了
锻炼自己，我申请并成功地被录取为一名
图书管理员。每天不再是死抠课本，而是
享受着阅读的快乐，感受着思考的激动，
用积极的心态面对自己，努力改变自己的
性格缺陷，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
     我知道自己还没有成功，自己做的还
不是很好。然而，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坚
信着，只要踏踏实实地走脚下的路，我就
会拥有充实而快乐的人生！

欢            迎            赐            稿

      在图书馆实习的日子接近尾声了，
回想起刚进古籍部时的新鲜、指导老师
的热情、和同学们一起工作时的愉快，一
切的一切，在我的头脑中浮现、闪烁⋯⋯
虽然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但却成了我永
远快乐的回忆。
       三个多月的实习生活，一直沉浸在
愉悦的心情之中。不管是在工作、学习
中，还是在和老师们的亲切交流中，都

在
图
书
馆
实
习
的
日
子

社
会
学
院
0
4
公
管

李
遥

使我感觉到身心
无 比 的 放 松 ，
空气中总是弥漫
着欢乐的笑声。
伴随着青春的舞
动，沉 睡 多 年
的古籍也似乎找
到了年轻的感
觉，嫣 然 笑 了
起 来 。
        初到古籍
部，第 一 次 接
触到这么多的古
籍，心 里 有 一
种莫名的新鲜和
激动 。尽 管 许
多古籍已经残破
不堪 ，甚 至 残
缺 不 全 ，但我
却深深地感到一
种历史悠远的气
息，一 种 尘 封
已久的文化积
淀⋯⋯翻开那一
本本泛黄的书

页，看着那一列列没有句
点的繁体字，我仿佛看到
那熙熙攘攘的繁华都市，
闻到那宫廷争斗的血腥，
嗅到那民族战争的残酷，
听到那江南采莲女甜美的
歌声⋯⋯
       微风袭来，思绪被拉
回了寝室。尽管是六月
天，但深夜的月光仍给人
一种沁心的凉意。站在阳
台，举目远眺，似乎路灯
的光晕变得模糊、黯淡。
       实习就要结束了，却
有一丝伤感袭上心头。和
老师们的朝夕相处，让我
们感觉到古籍部这个大家
庭的温暖，感觉到几位老
师对我们像对孩子一样的
关爱。尽管有时工作苦一
点，枯躁一点，但我们

打心底里是快乐的，是乐意的。不仅如
此，我还学到了许多东西，懂得了工作
中应当保持一种怎样的心态，懂得了要
以饱满的热情和诚挚的态度投入到工作
中去，提高了人际交往能力，改善了语
言表达水平，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一定
的 基 础 。
      合上昨天的故事，放眼明天，还有
许多路要走，还有许多故事等着我去演
绎，实习生活匆匆离去，带着对昨天的
无限怀念，带着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我
走向明天。夜已深，思绪就此停住，月
光依然皎洁。

书法：庄华峰

      我们已经习惯了说《水浒传》的主
题是“逼上梁山”，这典故已成一个固
定词组。重读《水浒传》，觉得并非所
有好汉都是如此。
      宋江原是山东郓城县的一个刀笔吏，
是一个身兼官府秘书、律师、公诉人等
等数项行政职务的公务员，同时又是晁
盖等江湖大盗的救命恩人，在郓城县里
黑白通吃。宋江出身财主，颇能聚财，
有条件出手撒漫，救济穷困，获得及时
雨的美称。在本地活得很滋润的宋江，
原无必要去山上落草，逃亡江湖、不得
已而上梁山的原因，是无奈之中杀了阎
婆惜。阎婆惜是宋江的侍妾，宋江买下
了她的青春和身体，却没买下她的心。
婆惜既享受物质的鱼翅，却不省事，还
要图谋精神的燕窝，拿了黑三郎的钱财
来养白三郎。在那个一见女色便焦躁、
一好女色便被讥笑为不是好汉的勾当的水
浒世界里，远离女色是好汉的品格标
签，更何况婆惜忘恩负义、红杏出墙，
这行径原就该死，水浒头号好汉宋江如
果放过婆惜，哪里能显示英雄的本色？
杀惜直接导致了宋江的当下流亡和最终落

宋江武松杨雄雷横：
     你被谁逼上梁山？

——重读《水浒传》后的思考

文学院     俞晓红

（本文作者系文学院教授）

经
典
重
读

草。如此看来，宋江的上梁山，是被
一个水性扬花的女子阎婆惜所逼。
       武松杀嫂，也是武松最终走向梁山的
重要原因。潘金莲既嫁武大，就该守着这
碗糙米饭，而不该还想着锅里的狗肉。调
戏小叔子在先，勾搭风流郎在后，谋杀亲
夫时忘却了他的弟弟是一个好汉，最后被
这好汉活生生剖开胸脯，挖出心肝供养武
大灵前，继而割下血淋淋的头来被提着到
处走。试想一个赤手空拳打死为害一方的
大虫的英雄，被任命为阳谷县步兵都头，
相当于当地的刑警大队长，何等威风，何
等安稳，如果不是潘金莲出轨，又合谋鸩
死了武大，武松能因杀潘金莲而获罪、最
后终于落草吗？所以武松被迫逃亡上山，
潘金莲淫荡偷腥是祸根。

       杨
雄杀妻
也同样
是女性
祸水定
律的证
明。生
性多疑
的石秀
处处监
督潘巧

云的言行，并唆使他的结拜哥哥处罚奸情
败露后的潘巧云。杨雄惩罚出轨的妻子手
段可谓残忍之极，诓骗潘巧云，说招了就
饶她性命，等潘巧云从实招出奸情后，杨
雄却饶她不得，先挖舌，后剖腹，把心肝
割下挂在树上，将七事件分开，肢解妻体，
抛尸野外。石秀虽不杀潘巧云，潘巧云却
因石秀而死。随后两人自觉不见容于世，
商议完便直接投奔梁山而去。可见潘巧云
婚外恋是逼杨雄石秀上梁山的直接缘由。
      雷横做着郓城县的刑警队长，到勾
栏看戏是给唱戏的面子，新从京都来到
这小县城发展娱乐业的白秀英不懂得这
小地方的规矩，仗着自己是县令包养的
二奶，骄横使气，起初不认得雷都头倒也
罢了，在别人介绍雷横的身份之后还辱
骂雷横，晚间又告了私状，次日借助县
爷之威，以原告身份枷了被告，还枷在勾
栏前示众。白秀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辱
骂雷横的老母亲，这真是自招灾祸，衔恨
已久的雷横举枷打死了白秀英。知县一心
要治他的死罪，朱仝冒险私放雷横，雷横
只能直奔梁山而去。
      宋江武松杨雄雷横的上梁山，是被一
批淫妇二奶所逼。小说家给了他们每个人
一个迫不得已的杀人理由：宋江要保护江
湖英雄晁盖，杀人灭口是他唯一的选择，

这是政治原因；武松要为冤死的
哥哥复仇，杀嫂以偿，这是出于

“悌”的道德基础；杨雄杀妻，不
仅因为娇妻红杏出墙，更因为杏
枝伸到了和尚的庙内，和尚破色
戒本身就该杀，良家妇女与和尚淫媾，不
杀更何待？至于雷横杀娼，则是出于

“孝”，一个辱及人母的娼妓还不该死吗？
杀得痛快，杀完了没处去，不上梁山上哪
去？
        有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阎婆惜们
真是死有余辜！有大学教师为初中生写下
这样的解说词：“阎婆惜真是该杀！明
明穿的、吃的、用的都是宋江供给，却
偏偏在外偷情养汉；明明是自己的不
是，却偏偏拿招文袋来要挟宋江。阎婆
惜真是刁钻之至，泼辣之至，狠毒之
至，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参见
扬州初中语文自读课本《亲近母语》第
3 册《宋江怒杀阎婆惜》之专家评述。）
一个法治社会的文化人，喷出这种充满
江湖血腥气味的感性阐释，实在匪夷所
思！阎婆惜敲诈黑三郎、白秀英辱骂雷
横母，乃是道德有过，罪不至死；潘金
莲偷情西门庆、潘巧云私通和尚哥，至
多犯了七出之条，即便拿宋朝的法律来
衡量，判个死缓或无期都量刑过重。退
一万步言，就是经过公审判个死立决，
也当由职业刽子手来执行。像杨雄武松
这般诱供逼供，私审私刑，手段毒辣过
程凶残，却被当作好汉歌，一唱近千
年，一直唱到中学语文教材里面去，这
样的倡扬于中学生究竟有何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