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主办  2018年12月 28日 总第 49期

E-mail : ahnudsrb@126.comHttp://lib.ahnu.edu.cn

主编：方青  程文海                    顾问/报名题写： 庄华峰               编委：刘和文  王丽珍  王文娟                 美编：张正莲

导 读
G u i d e

别了，金庸                  三版

2018年敬文讲坛集锦        二版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红心       四版

The Reading Post

我校在全国首届“图书馆杯主题海报创意设计大赛”中获奖
本报讯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

读推广委员会主办，阅读推广委员会大

学生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阅读推广委

员会图书馆与社会阅读专业委员会、阅

读推广委员会图书馆展览与文创专业委

员会联合承办，广东粤图之星科技有限

公司协办的全国首届“图书馆杯主题海

报创意设计大赛”圆满结束。我校 2016

级环境设计专业武宜瑾创作的作品《新

阅读·心阅读》以独具匠心的创意、简洁

明快的色彩、生动巧妙的构图赢得了评

委们的认可，成功晋级全国总评，获得优

秀奖。2017级产品设计专业孙慧敏的《在

书籍中展望新未来》、2017级环境设计专

业韩静静的《读书-文化深挚》以及2016

级广告学专业马扬晨的《烛·逐·筑》入

围全国评审，获得入围奖。校图书馆荣获

优秀组织奖。

本次大赛在全国各公共图书馆与高

                         走近古籍修复

图书馆组织研究生赴安徽省图书馆参观学习
本报讯     11月 7日，图书馆文献资

源保护与利用专业 2017级、2018级研究

生在辅导员刘卫东老师和研究生秘书王

伟老师的带领下，赴安徽省图书馆历史

文献部参观学习古籍修复业务，省馆历

史文献部石梅主任热情接待了图书馆师

生一行。

校图书馆的大力推进下，吸引了众多读

者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大赛覆盖全国3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 1168个图

书馆报名作为组织单位参与大赛，共有

17796名读者报名，通过审核作品13925

件。经各组织单位推选、网络初评和现

场总评，最终评选出特等奖 2名、一等

奖 20名、二等奖 30名、三等奖 50名和

优秀奖 200名。另根据参赛情况，评选

出优秀组织奖 120名，优秀指导老师奖

40名。

全国首届“图书馆杯主题海报创意

设计大赛”总评结果发布

www.51sjsj.com/contest/newsDetail.

html

武宜瑾作品《新阅读·心阅读》及

文字说明

本作品色调选用具有青春活力又护

眼的绿色，意在表达读书可以让人永葆

青春活力。中间装饰字母紧扣主题拼组

成英文单词“reading”。最上层用深颜色，

用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剪影方式展现了全

民阅读的各种姿态，呼吁大家不要在意

时间和地点，要随时随地阅读，无时无

刻阅读，用心阅读，乐享阅读，这也是

我所理解的新时代新阅读新未来。

《
新
阅
读·

心
阅
读
》

安徽省图书馆是国家设立的综合性、

公益性社会文化信息服务机构，建立于

1913年，也是中国建立较早的公共图书

馆之一。安徽省图书馆在百年的办馆历

程中，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典

籍，尤其在安徽地方文献收藏方面更是

独树一帜，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的

藏书特色，是

国务院批准的

首批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

之一。安徽省

古籍保护中心

于 2008年在安

徽省图书馆成

立，其主要职

责是负责组织

全省古籍保护

工作，开展古

籍普查登记，建立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

开展古籍保护修复培训和估计保护研究

工作。

在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古籍修复室

中，臧春华老师向图书馆师生介绍了古

籍的有关知识，详细的展示了不同装订

形式的古籍和古籍修复成果，之后同学

们实地观看了古籍

修复老师的工作过

程并参与了实践，

在这样的过程中，

同学们对于古籍修

复的工具、流程以

及重要性都有了一

定的了解。

参观学习结束

后，同学们纷纷表

示通过此次活动收

获颇丰，对于古籍

修复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新的认

识，古籍修复让时光倒流，让古籍重生，

安徽省图书馆努力体现公共图书馆“公

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

求，其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也为我馆古

籍保护与修复工作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

经验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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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敬文讲坛集锦

        刘道胜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9月

29日主讲“地域徽州：经济与文化的互动”

        凤尔银

安徽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教

授，6月 21日主讲“引力波及其探测”

       马梅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3

月 15日主讲 “ 文化的力量与传播”

     王昊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4月 12日

主讲“《儒林外史》中的局骗叙事”

           徐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5月4日主

讲“最是书香能致远—读物选择与幸福

追求”

         常建华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11

月 7日主讲“生活与制度：清中叶东北

奉天地区的移民与日常生活”

         鲍鹏山

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上海开放

大学教授，11月 15日主讲“孔子和他

的学生”

            傅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1月24日主讲”谈

读书“

          许岳慷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11月29

日主讲“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长江学者、南京大学苏新宁教授做客“文津论坛”

   谈“学术论文的撰写及项目申报中的注意事项”

本报讯     10月 23日下午，长江学

者、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苏新宁教授

应邀来我馆讲学，在敬文图书馆视听阅

览室做了题为“学术论文的撰写及项目

申报中的注意事项”的学术报告。报告

会由图书馆副馆长刘和文主持，图书馆

部分职工、文献资源保护与利用专业研

究生以及其他

学院师生 100

余人聆听了讲

座。

苏新宁教

授首先谈论了

学术论文的撰

写。他从对学

术论文的理解

展开阐述，系

统介绍了论文

写作的成长过

程、论文的一

重大、重点项目 20余项，各类企事业单

位、政府机构委托项目 20余项，出版著

作 20余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

文200余篇，获得过国家、省部级优秀成

果奖 20余项。成功设计并研制了我国第

一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CSSCI）。

般模式、论文选题等关键问题，具体阐

释了论文的引言、理论方法、研究内

容、结论、创新、摘要、关键词标注等

八个方面要求和注意事项。关于项目

申请书的撰写，苏教授从项目申请选

题考虑、基金项目申请需注意事项、总

体框架与子课题间相互关系、课题研

究思路与视角、课题研究技术路线、项目

的创新体现等方面做了具体阐释，并从评

审专家关注的方面、一些导致不利的细节

等方面也作了说明。

最后，刘和文副馆长作了总结。讲座

结束，部分老师和学生积极与苏教授进行

交流，并就具体问题请苏教授进行指导，

苏教授一一进行了细致解答。

苏新宁，南京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我国第一位

情报学长江学者），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会

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专家，江

苏省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

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副理事

长，《情报学报》等10余种学

术期刊的编委，主持完成国

家 863、国家自然科学、国家

社会科学、教育部、江苏省等

     杨德才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4月26日主讲“从

衰弱到复兴：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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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30日，一代大侠金

庸病逝，享年 94岁。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金庸用15部武侠作品，成就了无数

人心底的江湖梦。如今，大侠隐去，江湖

留存。

一、两次被开除的“大侠”

金庸 1924年 3月 10日出生在浙江省

海宁市的书香世家查家，本名查良镛。他

的表兄是诗人徐志摩、姑父是军事教育

家蒋百里，同宗中还有诗人、翻译家穆

旦。作为世家公子，金庸的求学生活本该

顺遂，无奈战争的到来打乱了这一切。金

庸曾回忆：“我家庭本来是相当富裕的，

但住宅给日军烧光。母亲和我最亲爱的

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我中学时代的正

规学习一再因战争而中断……”

读书时，金庸就有一身侠气，他两次

因为大胆直言被学校开除。

1940年，金庸考入浙江联合高中。当

时，校内各班级能自由编写壁报，有一

天，壁报前面挤满了人，大家都在争相看

着一篇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阿

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兴高

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

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

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我叫你永

不得超生……”（叶炳炎《查良镛在联合

高中》）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金庸。文中

的“眼镜蛇”影射的是训育主任沈乃昌。

他代表国民党，宣扬一个政党、一个领

袖，监视学生思想动态，“我叫你永不得

超生”便是沈乃昌教训学生时的名言。金

庸看不惯沈乃昌的所作所为，大胆直言，

几天后，被勒令退学。

这是他一生中遭受的第一个重大挫

折，也彰显了金庸身上的侠气。金庸回忆

说：“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

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

题……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之

后，在校长张印通的帮助下，金庸得以转

入衢州中学完成中学学业。

大学期间，金庸第二次被开除。1944

年，金庸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那时候我念得国民党学校，蒋介石是校

长，学校里大多数学生都是国民党的学

生，同学主张听到校长的名字蒋公，见到

校长的时候要马上起立，立正，而且得把

脚一碰，碰的有声。”金庸说。看不惯这种

作风的金庸大胆直言，与同学起了争执，

之后被学校以不尊敬校长的名义开除。

二、86岁的博士毕业生

战争曾扰乱金庸年少时的求学路径，

却无法动摇金庸的求学之心。1943年，金

庸在重庆同时考上中央大学、西南联大、

四川大学外文系，但经济上负担不起，金

庸只能选择不收学费的重庆中央政治学

校，这也引来了之后的开除风波。

2010年，当时已经是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名誉教授

的金庸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以 86岁高

           别了，金庸！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龄拿到了货真价实的剑桥哲学博士学

位。他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也感动了许

多人。

早在 2007年 6月，剑桥就授予金庸

“荣誉博士”学位。就在几个月后，金庸

正式申请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当时，校

方有人劝已83岁的金庸不用再读了，因

为在剑桥“荣誉博士”享有比校长更高

的地位。不过，荣誉头衔显然不是金庸

渴求的，他要做货真价实的研究。

金庸的博士求学之路并不一帆风顺。

一开始，金庸本想做关于匈奴问题的研

究。中国学者一直认为，汉朝时，匈奴

因打不过卫青和霍去病的大军，才远走

欧洲。而西方学者却认为，匈奴是在欧

洲独立发展起来的民族。金庸想就此做

一番考证。但剑

桥的教授委员

会认为，金庸研

究这个题目之

前最好先念3年

匈牙利文。如此

一来，金庸自觉

力不从心，所以

将论文题目更

换为《唐代盛世

继 承 皇 位 制

度》。

金庸的博

士论文一写就

是两年多。期

间，他经常拿着草稿去找导师、英国著

名汉学家麦大维讨论。金庸的论文涉及

到了唐史上的一桩悬案——安禄山叛变

时，唐玄宗李隆基派了儿子荣王平乱，

后来荣王暴亡。但荣王究竟是怎么死

的，正史没有记载，坊间也众说纷纭。正

是这个历史空白，让金庸认为大有文章

可做。他断定，荣王是被他做太子的哥

哥给杀掉的，因为太子想掌握军队控制

权。为了写论文，金庸整合了正史和野

史，着重分析唐宫的权力斗争，文章写

得跌宕起伏，可看性十足。尽管论文写

出了小说味，但导师麦大维认为金庸的

研究是认真的，“没有学者对此做过如

此深入的研究。”他说。

2009年，金庸继续学业，申请于北

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

业攻读博士学位。

三、武侠中蕴含的教育智慧

现在，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走

进高中语文读本，金庸小说的阅读走进

台湾高考试题，现在的学生们已经不用

打着手电躲在被子里读金庸，金庸已成

为中学生绕不开的阅读存在。

金庸为我们留下一个江湖，也留下

很多教育的启迪……

1. 母亲成就孩子性格

郭靖的母亲李萍，以当今人的标准

看是个没有文化，没有地位的普通妇

女，她遭逢家庭巨变，但不向命运屈服，

也不枉自菲薄，培养了郭靖很多优点：积

极向上，吃苦耐劳，独立，不服输，认死

理，讲信义，有责任心，有民族大义。杨

康的母亲包惜弱，有文化，有教养，不过

慈母多败儿，包惜弱没能培养杨康吃苦

的精神，更没有培养杨康的民族大义，导

致后来杨康人生的重大悲剧。可以说，杨

康的失败，根源在于母亲包惜弱。

          2. 父亲成就孩子未来

完颜洪烈对杨康精心培养，寄以重

望，却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完颜洪烈其

人才智有余，而德行不足，整天阴谋诡

计，他的身边更聚集了一帮恶人，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长期的耳濡目染造就杨康

同样才智有余，德行不足。

由于王爷夫妻的溺爱，王府的下人

们，包括完颜洪烈的客人们，对杨康纵容

无比，使杨康沾染了纨绔子弟的习气。反

观郭靖，他是一个单亲的孩子，在他的生

活中铁木真，哲别，江南七怪，马钰都充

当了临时父亲的角色，而这些人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脚踏实地。

3. 人生需要四种人

高人指点，贵人相助，友人欣赏，小

人监督，而决定这四种人的是自己的性

格。

郭靖从小善良，对英雄仰慕，认死理，

小小年纪冒死保护哲别，结果哲别成为

郭靖人生中的第一个高人，成为他的第

一个师父。而正是郭靖的这种性格，铁木

真成为郭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也同

样由于这种性格，拖雷、华筝成为郭靖少

年时最好的朋友。

同样由于郭靖的性格，他天性善良，

帮助穷人，不屈服于权势，结识了他人生

中最重要的贵人黄蓉，黄蓉成为郭靖最

优秀的青年朋友、女朋友。郭靖同学傻乎

乎，不自信，但黄蓉给了他最大程度的欣

赏，让郭靖逐渐自信起来。

4. 暂时的领先，不等于永远领先

小学优秀不等于初中优秀，初中优秀

不等于高中优秀，高中优秀不等于大学

优秀。如果以现在的标准来说，在小学、

初中阶段，杨康是优等生，而郭靖是刻苦

学习的学生。人生是一场接力赛，暂时领

先不等于最后的胜利。

杨康的老师是丘处机，用现在的标

准，杨康相当于是全国最顶级中学的尖

子生，老师的水平是全国一流的，学生

的智商也是全国一流的。这种教育最大

的副产品是——杨康一身傲气。

郭靖的老师是江南七怪，用现在的

标准，相当于勤学苦练的基层学校的老

师，老师的教学环境水平明显不如丘处

机，郭靖的智商明显不如杨康，但江南

七怪培养了郭靖吃苦的精神，给郭靖打

下了扎实的基础。

郭靖在小学、中学阶段暂时落后，

但是他在小学，中学不断努力，大学阶

段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四位顶级老

师，洪七公、周伯通、黄药师、段皇爷

的指导。

5. 要读万卷书，更要读烂一本书

人生是短暂的，书籍是知识的海

洋，当你进入这个海洋，每天遨游时，

你会发现人生是如此的精彩，可以上下

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读书不单单增加

我们的知识，更启发我们的智慧。古人

讲：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越是经典的

书，作用越大。郭靖同学智商不高，但

他认死理，将《九阴真经》背的滚瓜烂

熟，事实上背的时候，他根本不懂是什

么意思！但凭着执着，郭靖日日读、夜

夜读，最终从《九阴真经》中习得高深

武功。

6. 要我学不如我要学，我要学不如

我爱学

郭靖同学有四个全国顶级老师教，

却为什么达不到周伯通的境界呢？因为

郭靖同学是一个典型的听话孩子，是一

个书呆子。他完成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

的转化，但没有转化到我爱学。而周伯

通呢？是一个典型的学习狂。他说的

话：饭可以不吃，但武不可以不练！学

习比吃饭还重要！总的来讲，做为学生

和家长来说，要努力学习郭靖和母亲李

萍，不要像杨康。

别了，金庸！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

（本文节选自 2018年 10月 31

日《中国教育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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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阴沉沉的，几缕枯草在冷风中

瑟瑟发抖。老旧的家具店里，小二慵懒的

趴在桌子上，偶而用苍蝇拍赶着苍蝇。稍

许，店里进来一位身着黑色大衣的中年

人。

   “老弟，你可是很久没来了，快坐

下，今天咱哥俩要好好聊聊，”老王见到

来人，忙迎了上去。中年人坐下，“老王

啊，上个月的房租不能再拖了，这年头经

济不景气，我也不容易啊，我已经决定把

房子租给别人了，你还是尽快搬走吧，”

中年叹息着，急匆匆的离开了店铺，老王

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缓缓坐在凳子上，

点燃烟枪，不时地传来他短促的咳嗽声。

“师傅，咱还是把店关了吧，您也知道，现

在机器制造的家具又好看又便宜，咱这

全国首届超星杯·微小说创作大赛

狗哥睡我上铺，

内蒙古人，本名李苟

文，因为年龄最大，喊

他狗哥。

    大一报道他是

最后一个来的，背着

一个巨大的牛仔包，

手上拎着瓢盆铺盖，

进门铺床，倒头就睡，

不到三分钟，鼾声震

天。

老              

王                 

（
三
等
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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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硬是坐了四

天三夜的火车，然后从火站一路走到学

校的。

他是个好人。大二的时他逃课出去

上网，回来的路上遇见了一个落水儿童，

他立即跳下去把人给捞上来了。本来见

义勇为是好事，大家都觉得学校会发通

知奖励他，但是学校教导主任平时就看

不惯他，认为他逃课，反而给了他一个警

告处分。我们大家都为他鸣不平，但是他

嘿嘿一笑：“这有啥，咱心里踏实就行。”

    狗哥打篮球的样子真的很帅，就

是有点没心没肺。

一个学妹很喜欢这样呆头呆脑的狗

哥，有一次学妹找狗哥表白，狗哥愣了

三秒，然后问一句：“你说的啥？”

    狗哥后来说，咱也没多大本事，不

一定能给她幸福，如果来得及，我会去

找她。我听的出来，狗哥喜欢她。

    在我的印象里，从大三开始，他就

很少出现了。

    大三报道的时候，他半个月没来，

我们给他发信息，他回：家里事走不开，

处理完了就回来。我们也就是睡觉的时

候偶尔会聊起狗哥。

    那天晚上他突然回来了，脸上依

旧挂着笑容，但消瘦的身形显得他格外

憔悴。那天晚上狗哥请我们喝酒，我们

喝了一晚上。

    第二天狗哥走了，也没打招呼，我

们从那之后就没见过他。我们搞不懂，

好好的大学不上，为什么要去打工?

    他很少用QQ,也不发朋友圈，轰

轰烈烈的校园活动与他无缘，他一个人

在南方的工厂里，流汗。

    再后来就是毕业，我们人模狗样

的穿上学士服嘻嘻哈哈拍照的时候，狗

哥应该还在流汗。那天晚上，狗哥给我

们每个人的朋友圈都点了赞，我猜，狗

哥今夜应该又在喝酒。

    后来我们才知道，大三那年，他爸

妈开拖拉机去集上卖豆子，路上出了车

祸，一辆失控的大卡车撞了上去，他大

伯哭着跟他说，一地都是豆子，豆子上

都是血。

    再后来，他结婚了，因为工作和距

离，我们没去，不过在朋友圈里，我们

看到他笑得很开心，身边有一位穿着白

色婚纱的姑娘，后面的桃树都开花了。

大家都希望这个姑娘是当年的学妹，

可惜生活不是小说。听说，当年的学妹

回了家乡，嫁给了一个银行经理，生活

很幸福。狗哥每次提到她，都会沉默。

这就是生活，我们都是普通人，世事

无常，当普通的我们遇到了艰难的生活，

能怎么办呢?狗哥是北方男人，听他说他

们村叫红星村，这个红星是什么意思呢?

狗哥解释不清，他只是觉得，在他最难

的时候，心里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渴

望。

手工家具实在难卖.....”小二喋喋不休，

老王充耳不闻，显然这一幕不止上演一

次了。

翌日，天还没大亮，黑乎乎的，小二

拿着包袱，蹑手蹑脚的踱步到门口。“你

去哪，”老王突然出现在小二身后，小二

双肩一抖，冷汗直冒，颤声道:师傅，我

姨妈病了，我去瞧瞧她，”老王愣了一

下，之后一语不发，任由小二离去。小

二跟着老王许多年了，十年前，小二的

父亲在矿井中遇难，留下他和母亲艰难

度日，老王也不容易，但还是收留了他，

传他手艺，给他口饭吃。小二如今年纪

也不小了，前阵子小二母亲好不容易托

人给他寻了门亲事，对方唯一的要求是

让小二到他们家看管农场。这些年来，

为了传下这门手艺，老

王也陆续收了许多学徒，

但他们都一个一个的离

开了，如今.....

难道真的要关门吗?

老王犹豫了许久，还是

决定打电话给儿子。

“喂，爸，您是想通了准

备关了店搬过来吗?太好

了，我跟您说，您孙子昨

天还说想爷爷了呢。”

“儿子……这个店……不

能关啊。”电话那边传来

愤怒的声音，“您还守着这家破店干什

么，为了这家店，我妈都没了，还不够

吗”,，啪，电话挂断了，老王双眼无神，

思绪飘远......

老王年轻的时候在一个老木工那里

当学徒，学到了一身本领，并且认识了

自己现在的妻子，老木工的女儿。老木

杠去世前叮嘱老王，一定要把这门手艺

传承下去，老木工去世后，老王怕妻子

触景生情，便带着妻子搬到了这家小镇。

时过境迁，当年兴盛的手工家具行业逐

渐没落，他们的积蓄也都填了进去，甚

至卖了店铺。几年前老王和妻子听说深

山里有人发现百年沉香木，为了重振这

一行业，他们决定进山寻木，不幸的是，

老王的妻子被毒蛇咬伤，因抢救不及时

去世。老王回过神来，深吸一口烟，烟

雾中他仿佛又看到了妻子鼓励的笑容。

老王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据

说，有人在云雾缭绕的深山中看到了一

道佝偻的背影。

每
个
人
心
中
都
有
一
颗
红
心   

（
三
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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