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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分工会开展庆“三八”

           春游踏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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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爱心箱首度来袭！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图书馆！

忘带纸笔、落下水杯、突然擦伤......你还在为这些让我们措

手不及的情况担心吗？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花津校区

读者服务部党支部设置的爱心箱来啦！

提供的物品包括：风油精、碘伏、创可贴、剪刀、针线、订

书机、笔、一次性纸杯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如果你还有好

的建议和急用物品需求，欢迎和我们联系噢~）

放置位置：花津校区二楼服务台

联系方式：吴老师 18895331729

我馆举办 "古籍鉴定与编目 "学术讲座

本报讯  1月 8日下午，图书馆在敬

文馆一楼学术报告厅召开第二届教职工

代表大会暨第六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2017年年会。会议由党总支书记程文海

主持，“两代会”代表共 34人参会。

馆长方青作题为《不忘初心，创新

服务》的2017年工作报告，从文献资源

建设、读者服务、阅读文化建设、基础

设施保障、专业队伍建设、经费使用情

况、制度规范建设、党建工作等方面进

行回顾与总结，提出2018年图书馆工作

基本思路；副馆长施才玉作图书馆2017

年度工会工作报告，从履行四项职能上

总结工会工作成绩与问题，明确了2018

图书馆分工会的工作方向。随后，三个

代表团就馆长工作报告、工会工作报

告、《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制度汇编》

（讨论稿）等进行分组讨论与审议，代表

们认真履职，踊跃发言，提出了很多建

设性意见和建议，讨论气氛十分热烈。最

后，会议表决通过了《图书馆第二届教职

工代表大会暨第六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2017年度工会

工作报告》《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制度汇

编》和《图书馆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

第六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

议》。

程文海书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图书

馆将坚持每年开好教代会工代会年会，

积极搭建好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平

台，让广大职工以多种形式参与图书馆

决策过程、加强民主监督。新的一年图书

馆将以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认真落

实学校十届党代会第四次会议和八届教

代会第三次会议精神，紧紧依靠全体职

工，不断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再上新台

阶、再谱新篇章。

本报讯   阳光明媚，春风回暖。为

庆祝第 108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3月24日，图书馆分工会组织会员赴泰州

开展了庆“三八”踏青活动。一行 40余

人驱车近四个小时抵达目的地泰州。大

家在一路欢声笑语中来到第一站梅园，

参观了“梅兰芳生活实物展厅”、“桃李

厅”、“多功能音像厅”等七个展厅。下午

乘船畅游凤城河，领略泰州风光，随后登

临“江淮第一楼”——望海楼，思海听

“涛”。凤城河畔风光旖旎，清风阁、望海

楼隔河相映，徜徉其中，犹如身处世外桃

源。最后一站是素有“淮左第一园”和“江

苏小乔家大院”之美称的苏北现存最古

老的园林之一的乔园，在此大家饱览着

秀丽的乔园春光，呼吸着大自然清新的

空气，放松着心情，尽情荡漾于怡人春

景。紧凑的一日行程在乔园画上圆满的

句号，人与自然、人与人、心与心却随

着一路的欢歌笑语更亲更近了。

此次活动给广大职工带来了精神上

真善美的享受，体现了图书馆分工会对

广大职工特别是女职工的关怀与爱护。

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更

加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面貌树立

图书馆形象，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工

作之中，不断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

本报讯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

十年来，全国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取得

了丰硕成果。作为保护工作的前提和基

础，我馆古籍普查的收关之作——《安徽

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已

于 2016年交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领先全省其他各单位。为进一步推进馆

藏古籍的保护和研究，提升古籍工作的

业务水平，并为保证 2018年新启动的馆

藏普通古籍编目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我们请到浙江省图书馆陈谊博士为授课

专家，于4月3日为本馆参与古籍工作的

老师和研究生讲授“古籍鉴定与编目”。

文学院潘务正教授、相关院系文史专业

研究生以及图书馆其他部门的古籍爱好

者，也到场聆听。讲座由刘和文副馆长

主持。

陈谊博士结合自己十多年来的理论

学习和工作实践，介绍了何为古籍、何

为版本、古籍工具书和古籍数据库的使

用等相关专业知识，重点探讨了古籍工

作的看家本领——版本鉴定。陈博士强

调版本鉴定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科学工
作，专注于任何一

个或几个方面的特

殊性，都是片面的，

只有严格遵循“形

式与内容兼顾，观

触与考证合一”的

基本原则，进行符

合逻辑的论证，才

能得出科学而准确

的结论。同时陈博

士还介绍了老一辈

古籍鉴定专家的绝活——“观风望气”，

这是一种“轮扁不能语斤”“伊挚不能

言鼎”“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

经验积累和职业敏感，是各种背景知识

“秘响旁通”“八方咸凑”的灵感。因此，

陈谊博士鼓励古籍工作人员能以“与古

为役，守先待后”的精神投入工作中，

热爱古籍、守卫文明。随后的编目实践

课，陈谊博士通过古籍普查手册和全国

古籍普查平台，以我馆所藏线装古籍为

实物，演示了古籍普查著录细则，并详

细解答现场师生的疑问。

陈谊博士“书比人寿，人莫负书”的

专业精神感动了在座的聆听者，激发了

大家作为古籍工作人员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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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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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龙

潘务正 李剑鸣

        2017年敬文讲坛集锦

   人间四月天，最美读书时
本报讯   书香满溢，阅读永蕴芳华。

时值第23个“世界读书日”，由图书馆、

校团委、校学生会主办，文学院团委、文

学院学生会、读者协会承办的 2018年

“书香校园”读书创作活动暨“第十二届

读者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敬文图书

馆东门举行。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

师俞晓红、图书馆副馆长刘和文、校团

委副书记刘长生、文学院党委副书记戴

和圣以及图书馆教师代表、各学院学生

代表百余人参加了活动。启动仪式由文

学院团委负责人徐雅萍主持。

顾王传奇和虞港两位同学的朗诵

《一路书香，一生阳光》字句抑扬顿挫

间，宛转于一抹书香，拉开了仪式序幕。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文学院副院长、博

士生导师俞晓红教授与大家分享了自己

的读书感悟。俞教授讲道，“古之学者为

己，今之学者为人”，第一是知道为什么

要读书？读书是满足精神需求的途径，

是获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权利，也是一

种社会责任的体现。第二是要读经典，经

典具有典范性、权威性，能代表一个时

代。以时代精神和现代眼光，在传承的过

程中将中华经典文化世代传承；最后是

怎样读书？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

碎片化浅层次的阅读多，只有翻动纸质

的书卷，用心感受前贤的智慧话语，与长

者对话，用思想解读思想，才会获得整体

的感悟，踏上深层的精神之旅。

文学院2016级卓越语文教师实验班

学生刘郁欣与同学们分享自己阅读《爱

的教育》和《活着》两本书的感悟。“书

籍是青年人必不可少的伴侣和导师”，

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读书方法也发挥

着很重要的作用。她认为多读书，博采

众长才能相互印证；要边读边写读书笔

记，从而更好地记住书中的内容，让书

中的内容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学会愉

悦畅读，享受阅读，读书以受益，以明理，

以启蒙。向同学们发出倡议，通过阅读获

得丰盛的内心。

仪式最后，领导老师为学生代表赠

送了朱光潜先生的名著《谈读书》，并共

同参观了“漫游历史长河走近师大之美”

图书展览。与会同学们还参与了书刊赠

送活动，挑选了自己喜欢的图书，并领取

了精美书签。

徜徉经典闻翰墨，书香校园润心灵。

此次读书月活动旨在引导同学们品茗经

典，携手名著，学思践行，用知识武装头

脑，用阅读点亮人生；推动校园文化建

设，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营造健康

向上的文化氛围，让书香溢满校园。

安徽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3月

9日主讲“我的运动我做主——健康从

心开始”。

安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深圳珠宝

国检中心首席鉴定师，3月20日主讲“博

物审美——管窥例说”。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4月

14日主讲“抗战胜利与中国收复南海诸

岛主权”。

马来西亚华人作家，5月9日主讲“从

《忽如归》谈爱的力量”。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6月1

日主讲“在人本与自然之间：中国传统

文化的人文精粹”。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

师，9月28日主讲“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

理论逻辑与实施路径”。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10月12日主讲“疾病的史学意蕴

与文学书写”。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0月27日主讲“人

民主权与美国民主的形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

部副部长，11月 23日主讲“新时代与新

动能：开启中国经济发展新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华司法研究会副会长，12月16日主讲

“新时代的刑事司法数据、案例和理念”。

mailto:ahnudsrb@126.com


欢            迎            赐            稿

书海拾贝
第 3版

本版编辑：杨璐

s          h          u          h          a          i          s          h          i          b          e          i

至      E-mail : ahnudsrb@126.com

《牡丹亭》

【书    名】霍乱时期的爱情

【作 者】（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著，

                 杨玲 译

【出版者】南海出版公司

【索书号】I775.45/7724(16)

【阅览室】社科一阅览室

   作者简介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

a Má rquez）：

哥伦比亚著名小说家，史上“最无争

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义”

文学主峰，被誉为“二十世纪文学标杆”，

曾影响滋养了几代中文作家。

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

海滨小镇阿拉卡塔卡。童年与外祖父母

一起生活。1936年随父母迁居苏克雷。

1947年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1948年因

内战辍学，进入报界。五十年代开始出

版文学作品。六十年代初移居墨西哥。

1967年《百年孤独》问世。1982年获诺

贝尔文学奖。1985年出版《霍乱时期的

爱情》。2014年 4月 17日于墨西哥病逝。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我最好的作

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

有两部书写完后使人像整个儿被掏

空了一般：一是《百年孤独》，一是《霍

乱时期的爱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我小说的许多地方，都有对爱情

的恐惧。我有这样一种印象：爱情小说

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伴随着恐惧，有

些恐惧的时刻不仅在恋爱关系中表现出

来，而且在性关系中也是如此。

                    ——加西亚·马尔克斯

如若没有在这条河上的航行，就没

有爱情可言：这样航行的最 好产物就

是那些把我们破损不堪的灵魂归还给我

们的作品，而这其中不可置疑地包括这

部炫目且令人心碎的小说《霍乱时期的

爱情》。

                           ——托马斯·品钦

霍乱时期的爱情

【书    名】牡丹亭

【作 者】（明）汤显祖 著

【出版者】三秦出版社

【索书号】I237.2/3763(5)

【阅览室】社科一阅览室

 汤显祖（1550-1616），明代戏曲

家，后世称之为“东方莎士比亚”。

21岁中举，此后十年屡屡不中，33

岁方才出仕。

经历了数次官场沉浮后，汤显祖49

岁向朝廷告假回乡，居住在他自建的玉

茗堂中，创作了传奇《牡丹亭还魂记》

《南柯记》《邯郸记》，与早年作品《紫钗

记》合称为“临川四梦”。

作者简介

南宋南安太守 16岁的女儿杜丽娘，

在一个春日里，第一次游玩花园，困倦

之中，梦见个折柳书生。春梦醒来，书

生不见。丽娘从此一病不起，临死之前，

嘱咐家人把自画像藏在牡丹亭的太湖石

下。此时金兵南下，太守将杜丽娘葬在梅

花观，匆忙奉调镇守淮阳。

梦中书生是岭南柳梦梅。他家道败

落，决定离开家乡，北上求取功名。路过

南安，因缘际会间捡到了丽娘自画像。夜

里，他见到了画上的女子--原来，得到

阎王准许的杜丽娘离开了枉死城。她的

魂魄来到梅花观，夜里和柳梦梅幽会。得

知杜丽娘是鬼魂的柳梦梅并不害怕，他

设法取得了灵药、掘开了坟墓，让丽娘起

死回生。丽娘陪柳生去临安赴考。揭榜

时，偏又遭变故，太守被围。乱世中，冲

破了阴阳两界的杜丽娘，能否再和父母

团圆，和柳梦梅终成眷属……

49岁离开官场的汤显祖自云：“一生

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

这本书写尽了他对生活的理解。

《牡丹亭》是汤显祖一生得意之作，

它流行了四百年。

大家都听说过《牡丹亭》，其中“情

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姹紫嫣红开遍、似

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等金句，这些句子

在流行文化中被反复引用。但人们不知

道，《牡丹亭》里优美的句子远不止这些。

它的唱词有诗词之美，念白通俗幽默，故

事离奇而动人。

有人觉得《牡丹亭》很难读懂，其实

不是这样。读不懂是因为缺少一些古剧

本的常识。而这版《牡丹亭》曲文、宾白

和科介一目了然，并根据现代人的阅读

习惯重新排版，附了色目表和剧本凡例

说明，介绍古剧本常识。这样的《牡丹

亭》，可念、可唱、可演。

除 55出戏文外，书中还有14幅彩印

插画和［皂罗袍］工尺谱一段，可供欣赏。

内容简介

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

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

也。

                                     ——陈寅恪

我说，这是女子的“维特之烦恼”。

                                     ——木心

《牡丹亭》出，竟以荒远梦幻之事，

俚俗俳优之语，一举而遂掩前古，盖其

幽微灵秀，姚冶空蒙，自成一家，独有

千古，不特昔人屐齿所未尝到，卽后之

人亦难仿其颦眉也。

                                     ——俞平伯

汤显祖的《牡丹亭》无疑可列入中

国戏剧文化史上哪怕是以最苛严的标准

选定的几部第一流的佳作之内。

                                     ——余秋雨

《牡丹亭》是令我百读不厌的古典

剧作，杜丽娘的形象至今作用于我对生

活的感受和理解。

                                     ——章诒和

《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

厢》减价。

        ——明·沈德符《顾曲杂言》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加西亚·马尔

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一部

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

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

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

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

的……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较好

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是20世

纪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被誉为“人

类有史以来伟大的爱情小说”。

小说开始于乌尔比诺医生，他前来检

查挚友杰勒米雅·德萨因特·阿莫乌尔

（Jeremiah Saint-Amour）的遗体。阿莫乌

  内容简介

尔在60岁的时候自杀，为的是不再变老。

回到自己的家中，医生发现自己心爱的

宠物鹦鹉正停在一株芒果树的顶上，当

他试图抓住它的时候，迎向了自己的死

亡。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选择了这个时

候向乌尔比诺的妻子费尔米娜·达萨表

白了心迹，但是她被他的唐突，以及自己

所感到的内心深处触发出的情感所吓退。

当他们都年轻的时候，她和弗洛伦蒂诺

互相交换了许多炽热的情书，并且曾经

决定结婚。而再次见到他时，费尔明娜却

“惊慌地自问，怎么会如此残酷地让那样

一个幻影在自己的心间占据了那么长时

间”，并对他说“忘了吧”。弗洛伦蒂诺则

珍守着对她的渴望，并且决心为她保持

童贞直到他们最终能够走到一起。然而

他很快发现自己用放纵的生活来排遣分

离的空虚，费尔米娜嫁给了乌尔比诺医

生，成为了他忠实的伴侣。而医生本人也

有着相似但比较简短的一段前事。

只有在乌尔比诺死后弗洛伦蒂诺才

重新检视对费尔米娜的爱情，他慢慢地

通过自己的文字消弭了两人之间的隔膜。

在一次船上的旅行中，年迈的一对发现

自己重坠爱河。费尔米娜担心这桩情事

可能引起的丑闻，于是船长升起了一面

向代表霍乱流行的黄旗，护送着这自我

放逐但永远不分离的爱情。

点评精选

点评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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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繁华

半城山水

是那敲衣的棒槌

咚进了酣唱的河流

吵醒了

水边人家

白墙黑瓦下的梦

桥头的茅屋还在呓语

慵懒的炊烟

早已爬上了日头

门栓不住

篱外一墙墙

盛放的火红

茶语的清芳

窗棂在吵嚷

连安静的巷子也在叫嚣

诉说着它的往事

扣不开的扉门

踏不完的青石板

想来

良辰美景也只似这般滋味

一路上

阳光踩着头顶

那一方四角天空下

我将时光揉进岁月

无处安放的心呵

就在这里

请你歇歇

驻足故土
黄晓珂  2017级汉语国际教育

行走人间，步履不停，却有一处会令我驻足，那即是故土。

                                                                                                       --题记

“逢人渐觉乡音异 ,却恨莺声似故

山”。走得远了，才能感受到故土在我身

上留下的烙印。我的故土是徽州，那个

风景美如画的小城，会让我甘愿为她停

下脚步，驻足良久。

青山绿水引诗赋，墨瓦白墙牵画魂。

驻足于徽州古民居村落，跌宕起伏的马

头墙，山头斜阳映衬的炊烟，沉睡在悠

长历史中的祠堂，阳光悉数跌落的天

井，屋瓦宅舍如同历史的航标灯，无论

风平浪静，或是急流翻滚，这航标灯浮

浮沉沉，任岁月之流冲刷。房屋的飞檐

黛瓦无言沉浸在烟雨中，一棵古樟从墙

头探出半个树冠，在雨中静静地矗立

着。每一个房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

个雕琢处都有自己的厚重的徽州文化意

义。那种恍惚从宋词中飘散出来的清丽

婉约，那些氤氲在黑白分明的建筑和月

塘波影里的古意，正是徽州独有的韵

味。小桥流水，天人合一，返朴归真，青

山绿水粉墙黛瓦，参差掩映风韵别致，一

梦徽州路，盛却人间无数，如此墨色丹

青，浮光尘世。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驻足于壮丽的黄山，英姿飒爽，无声屹

立。层峦叠嶂，直插云霄。山花烂漫，落

英缤纷。茫茫云海，舒卷自如，带着一种

朦胧虚幻的美，清新的气息与朦胧的雾，

共同交织成一片真实的梦境。飘渺的云

在高耸的峰峦上缓缓的流动，往下翻滚，

似美丽的瀑布，却又无声，似光滑的丝

锦，却又流动。陡峭的山壁上，坚毅的黄

山松顽强地从石缝中探出，一棵棵挺立

的松树尽情地伸展着翠绿的枝条，千姿

百态，在这艰苦的环境中毫不忌讳地展

示着自己的魅力，展现那安静的，淡然的

美丽。

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徽

州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画里水墨清染，

胜却五色霓裳，一切也似乎都在这黑白

的晕染中虚幻起来，教人不得不叹人间

到底是否存在此情此境。只是再怎么悠

远清雅，徽州终是要褪尽一切梦幻，洗

净一切盛名，缓缓归于生活。驻足于平

淡的小城生活，从早到晚，看着她从破

晓到暗淡。袅袅烟雾伴着凉风拂过每一

个行人，那是早点摊打开的蒸笼，没有

大声的吆喝，只是微笑地望着来往的人

们，看山色青翠里霞光初现，太阳冉冉

升起，人们踏着摩托的排气声，听着偶

尔响起的铃声，和陌生人擦肩而过，带

着柔和的笑，开始了新的一天。傍晚炊

烟常常是从山间苍翠的绿色中飘来的，

断断续续，斜阳低迷，映着那山路上为

炊烟回家的人们。夜晚，也会有光影未

暗的时刻，街头的烧烤夜宵摊传来阵阵

香味，也有人群热闹的声响，久久未散

去的是浓浓的人间烟火味。

经年留影，岁月流逝。我在故土驻

足了十几年的光景好像走到了尽头，那

一列火车呼啸而过，将我送去远方。即

使这里高楼林立，即使这里灯火通明，

可我永远行色匆匆，再也没有驻足。我

想故土这两个字，是融在我血液里的。

所以依然梦回故土，依然在眼泪中怀念

故土，依然在听到乡音时倍感亲切，即

使无法踏在故土的土地上，却依然在心

里为她驻足。

我无法言说渴望驻足故土的那份心，

可是如果没有离别，成长也就无所附

丽。我毫不掩饰对世界的渴望，我想要

去远方，带着热泪盈眶的感动，背起装

满梦想的行囊，看更多的风景，在更多

的城市生活。就像你得看过银河，才能

说自己独爱的是那一颗星。就像你得看

过大海，才能说自己独爱的是那一朵浪

花。就像走遍千山万水，才能说我的确看

过世界辽阔，却依然觉得故土最好。

后来我才知道，故土对于我的意义，

是我还有一个能够驻足的地方，我还能

品一杯香茗，我还能走一处林荫小道。尽

管现在我没法跟它一起成长了，可共同

回忆都在，那是留在我心里的烙印，永远

丢不掉。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古人用

一次游览为她驻足，而我将用一生为她

驻足，无论身处何地，我都会铭记故土，

那是一个永远会让我驻足的地方。

一
生
痴
绝
处

无
梦
到
徽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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