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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简讯

※ 2016 年 9 月，图书馆学科信息部学科馆员按对口负责院

系开展了新生入馆培训，12 个院系约 4500 位本科生参

加了培训。

※ 2016 年 10 月，福建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蔡鸿新馆长来我

馆调研，陈鼎宁馆长出席和主持了会议，并详细介绍我

馆 IFRD 项目的进展和使用情况，之后双方对口部门进

行更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 2016 年 9 月 22 日，图书馆在一楼小报告厅组织全馆开

会，会上陈鼎宁馆长汇报了图书馆 2016 年下半年重要

工作计划，林清副馆长传达了福建省教育工会 4 号文，

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文件精神。

※ 2016 年 9 月 26 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 刘冰泉馆长、陈虹

老师与李东升老师一行赴闽南两地高校图书馆进行有

关的调研活动。此次调研的高校图书馆包括：厦门大学

图书馆、集美大学图书馆、华侨大学图书馆。一行人员与

各高校图书馆专家就特色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进行

探讨与意见的交换。

※ 10 月 14 日，图书馆就 2016 年度 -2017 年度馆购数据库

开展了验收工作，会议邀请了校内、外多名图书馆专家

参与。与会人员包括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刘敏榕、江夏

学院图书馆馆长黄建铭、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老师刘思

得、我校图书馆副馆长刘冰泉、资产处江心妹、学科信息

部主任李强、副主任倪胜霞、陈虹、陈信等。评审的数据

库包括 CNKI、万方、北大法宝、读秀、超星民国书专题

库、思想界等十多个数据库。验收大会取得可喜的成果,

保证广大师生产学研活动的顺利进行。

※ 2016 年 10 月 11 日，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在图书馆六楼会

议室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参加本次大会

的共有正式党员 21 人。大会由图书馆直属党支部书记

林清主持。会上林清书记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入学习解读

“两学一做”：（1）深入了解“两学一做”学什么，做什么；

（2）深刻领悟为什么开展“两学一做”；（3）掌握“两学一

做”如何学如何做；（4）结合图书馆服务特色，立足岗位

做贡献；（5）扎实推进服务性党组织建设。最后结合校十

三五规划，总结图书馆当前因以建设现代化图书馆为目

标，从加强现代化硬件条件的建设等方面入手。

在不同门类，不同程度的社会信息的影响下，我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多引导，思维也开阔了许多，然

而，绝大部分社会信息采集自少部分公共阶层或机构媒体，这便使得底层大众会主观上将接收到的社

会信息当作遥不可及的存在，比如时下最火热的名词———创新。经常出现这样的新闻，某某品牌家电

企业，自主创新研制出功能更卓越的新型电冰箱，某某教授又创新地提出了某种管理方法，化繁为简，

提高了企业效益。这些层出不穷的与创新相关的新闻，将创新这原本该是人人能做到，处处有可能的

事物，弄得“高大上”了不少，对社会认知相当不利。那么，创新到底是什么？

创新的公式是 1+1>2。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看见的每一件事情，都包括事物本身及其运作方式

两部分，比如吃饭，人和饭是事物本身，吃这个动作便是运作方式。所以，想以创新的方式让某一件事

情变得更好，便需从这两部分入手。近年来较为热门的材料学便是从事物本身着手，改造材料分子结

构，让材料具有更优越的性能。更多地例子是从运作方式着手进行创新，比如名噪一时的郑多燕减肥

操，利用更有效、更协调地动作达到减肥的目的。只要改变两方面中的一项，便是创新，如果两方面都

能获得改变，那便是 1+1>2。

优化的方式叫排列组合。既然创新的公式如此简单直接，那创新的方式便有了，假设构成事情的

事物本身有 m 个选项，构成事情的运作方式有 n 个选项，那么事情的备选方案便是 mn 个选项，从这

mn 中选取最为适宜的一种，便是创新的构思阶段。

创新的难点是增加 m 和 n。创新的前提是有足够的事物本身 m 和运作方式 n，就像修房子需要了

解有哪些砖头，要了解有哪些设计方案。增加 m 和 n 有两个途径，一是创造新的东西，二是学习现有的

东西。非常佩服那些搞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他们致力于寻找或开发出新的事物本身和运作方式，

比如化学里的合成药剂，又比如学者们提出管理新模式。但能做到以创造性劳动增加 m 和 n 的毕竟是

少数，第二个途径才是宽阔的大道，更多地普通人只需要学习到足够的相关知识，磨练出足够的相关

技能和方法，就具备了创新的前提条件。

创新当从身边做起。我们是普通的科技工作者，但越是科技工作，就越需要创新精神的“添砖加

瓦”，比如笔者先前参与的项目———台湾纳米科技产业动态跟踪研究，想要了解某个行业的动态，则搜

集到信息的内容 m 和信息分析的方式 n，便是这个项目的要点，信息的内容 m 可以是网页信息、期刊

文献、专利信息、报纸新闻报道等，信息分析的方式 n 可以是文献计量分析、专利地图分析、SWOT 分析

等，将所知的 m 和 n 排列组合，选取最佳方案，便构成了笔者最终的项目规划，从报纸、期刊文献、专利

三种信息中提取关键信息，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和专利分析的方式，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展现产

业动态。

创新并没有那么难。创新意识不足，略加引导便能生成，而创新所需的 m 和 n，却需要长年累月的

积累。我们国家强化基础教育的教育策略有很大优势，经历这般教育，我们大脑中便会生成创新的素

材宝库，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当中不断积累知识，转变思维模式，适应并善于

运用这种创新的新常态。▲王伟亮

ScienceDirect 是 Elsevie 涵盖范围最广、最具特色的全文典藏中心。网

站包含各种来自核心科学文献中的权威书籍，以及最具影响力的期刊，

如《The Lancet》、《Cell》等。ScienceDirect 总计收录了超过全世界四分之一

的科学（Science）、科技（Technology）、与医学（Medical）（STM）相关文献。包

括期刊全文、单行本电子书、参考工具书、手册以及图书系列等。用户可在线访问 23 个学科 2200

多种期刊,1,5000 多种图书，查看 1,000 多万篇全文文献。

全球范围内，ScienceDirect 获得了 134 个国家 1100 万

科研人员的认可,每月全文下载量达数百万篇,截至 2006 年

11 月 14 日累计全文下载量已突

破 10 亿篇。从 2000 年起，ScienceDirect 由中国 CALIS 工程中心组织集

团购买。目前，已有 200 多所高校、中科院 、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加入 SD

中国集团。

Science Direct内容涵盖院
全世界最大的 STM（科学，科技，医学）全文与电子资源数据库，著名

的 The Lancet、Cell、Tetrahedron Letters、The Handbooks in Economics Series

等重要期刊，以及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等，都可在 ScienceDirect 中获得。

单一平台上包含超过 2500 种同行评议期刊（含现刊、已

停刊等），超过 11000 本图书；包含超过 2000 种期刊的回溯文

档，超过 11300000 篇全文。收录资料主题涵盖：农业、生物、

生化、基因、分子生物、免疫、微生物、化学、化学工程、医学、

药学、制药、牙医学、计算机科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工程、能

源、技术、环境科学、材料科学、数学、物理、天文、管理、会计、

心理学、商学、经济、财务、社会科学、艺术人文等。通过

CrossRef 链接，可链接超过 300 家其他供应商平台上的全文。

在线查询、浏览、打印、下载所需全文，并可发送至 Email 或其

他论文管理软件（如：EndNote、RefWorks、ProCite 等）。

ScienceDirect数据库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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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搬动曳
我搬得动一块巨石

却搬不动一个词

如托举不住的夕阳

在黄昏到来

沉入湖底

但我会赞叹一声

让我吐出豪情

洇红一片天

壮美一道山梁

岁月无息地远去了

我也老了

在又荒又长的芦苇深处

八月袁竟然有点孤单

我搬得动自己

却搬不动跟随的影子

而我走在秋色之前

跟每一片叶诉说

比风更远袁比诗句

更为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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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袁福建省文联委员尧编审遥

叶倒叙曳
有些故事要倒着写

才看得清楚

比如玉兰花被阳光谋杀

其实只在一夜之间

但却依然娇嫩

花香里还带有羞怯的品质

是啊袁认识你那年

我遇见过玉兰花

它的树冠掩护着我们

安然度过夏季

可是最终我还是没能躲过

迷幻花香的侵袭

渊编按冤 这是诗歌的国

度袁 诗歌是我们中华民族文

化中最灿烂的明珠袁 一曲曲

动人心弦的诗词给了我们美

好的精神享受遥最古老的野断

竹袁续竹袁飞土袁逐肉遥 冶是一

个民族最久远的文明记忆曰

最早的诗歌总集叶诗经曳已有

两千多年的历史袁是丰富瑰丽的壮丽

史诗和不竭的思想源泉曰 有屈原尧李

白尧杜甫尧陆游等众多群星璀璨伟大

爱国诗人遥

本期特别为读者邀请了由专业

作家尧教师尧学生组成的豪华诗人阵

容为您献上类型不同的诗歌遥

叶玉玺山曳
有山谷吹来的风

和海水穿过幽暗的身躯

给我带来梦的安详要要要
这座起伏的山头袁最后变成一滩月色

静静躺着袁不知还能沉睡多久

没有海能高出沙岸袁岛屿

却像坚韧的头颅高出了臂膀

最终切成一个个思想方块

附近袁钢梁的手臂

力拔于强风和低云的码头上

汽笛拉响了世纪的嘱托

而这时的落日像暴君的脸

在浪袭之后迅速逃离

遮蔽的天空下

遗落的玉玺

不知经历过多少个世纪的尘烟

最终被浪涛冲洗成一块

纹络生动的石头

哈雷：我搬得动自己，却搬不动跟随的

1. 重庆大学现

野民国风冶图书馆

2016 年 11 月 13 日，重庆，重

庆大学 A 区现民国风图书馆，该馆

内四处可见厚重的木桌木椅、精致小巧的

吊灯、欧式风格的桌灯、古朴典雅的吊顶、落地立式

钟表、米色舒适的矮沙发等。

据悉，该图书馆将“空间、技术、文化”融合的全新理念应用于图书馆

布局构建，民国风格凸显重庆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感、充满浓浓书卷气息。

2. 杭州图书馆不乏野睡客冶扫描他国图书馆有哪些规矩钥
据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报道，去过位于杭州钱江新城的杭州

图书馆的朋友，一定会被那里现代化的阅读环境和浓浓的书香深深吸

引，在这样一个空间里读上一本好书，可能每个人从心里滋生一种幸福

感。但来到图书馆你会发现，不管是在二楼阅览室还是三楼阅览室，只要

是有沙发的地方，都会有睡客们的身影。

对于这些睡客们，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也很无奈。杭州图书馆馆长褚

树青认为，图书馆是一个文化场所，他们希望读者都能在这里感觉到一

种宽松的氛围，不想通过过于严格的制度来约束，给大家造成心理上的

压力。接下来，他们会在重点时间段里加强管理，通过人性化引导，对这

些不文明现象进行规劝。

俄罗斯观察员张舜衡表示，俄罗斯图书馆不会拒绝睡觉的人，甚至还提供了专

门休息的地方。俄罗斯图书馆以其拥有高素质的工作人员、雄厚的技术力量、丰富

的馆藏登上世界第二大图书馆的宝座。另一方面，因为俄罗斯大小图书馆共有 13

万个，人均数量居世界前列，仅莫斯科市就有图书馆 4000 多个，图书馆也很少出现

没有座位的情况，所以即便睡觉也不会浪费博物馆资源。相信每个俄罗斯学生都有

过在图书馆睡着的经历，特别是在考试前夕，很多学生甚至全天泡在图书馆里。

图书馆对于这些疲惫的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在很多场馆的走廊或者角落都安

置沙发，甚至开辟专门休息室。特别是在 2016 俄罗斯文学论坛上，西伯利亚国立图

书馆的负责人对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图书馆里睡觉并不是什么大不了

的事情。如今的图书馆需要转变服务观念，让读者感觉到去图书馆就像和回家一样

没有区别，累了可以稍稍休息睡觉。

3. 图书馆能看书还能办居住证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毛丽丽 叶振贤）昨日，坐落在科学城广州华

南新材料创新园内的黄埔区图书馆华新园分馆正式开馆，这是黄埔区也是广州东

部首个企业园区图书分馆。该馆不仅能借书看书，还能在这里喝咖啡、办理居住证

等。

记者看到，华新园分馆面积约 500 平方米，图书馆内设置了温馨、童趣的儿童

阅览区，也有适合企业员工阅读的新科技方面书籍，及畅销的人文史哲类书籍等。

此外，该馆还给读者提供咖啡等休闲饮品，让企业员工在工作间隙可以小憩与放

松。

黄埔区图书馆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华新园分馆创新性地把园区的服务平台植

入图书馆，提供一卡通充值、居住证办理、信件领取、休闲饮品销售、书籍售卖、图书

阅览等服务，让园区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理由走进图书馆。

剪 时 光

剪一段时光 / 你握那头 / 我守这头

如果，你 / 用翠鸟相鸣 充盈我的温暖

我愿意 / 褪去华服 体香温润成怀抱 / 融化长冬的寒魄

如果，你 / 盛放一树繁花 清亮我的眼眸

我愿意 / 释放心泉 甘冽醇厚出秋波 / 荡漾漂泊的寂寥

剪一段时光 / 你握那头 / 我守这头

林薇袁教师遥 中国当代青少年作家协会会员遥

《从离开你的哪天算起》
从离开你的那天算起

不远千里，飞到天空中去

太阳赠与我向上的勇气

却在三月里让我化成了雨

那么我碎碎向下落去

大地万物竟在此刻清醒，飘荡来去

我是晨曦万点的镜像

恰巧新叶难掩的泪滴

轻重缓急灌醉了春泥

广阔天地都为我着迷

但一路上风景，来不及留意

跌跌撞撞汇成了溪

像数不清场次的赶集

在某个绝对寂静的黎明

又流向了你

我只是一粒水滴

从离开你的那天算起

要要要给大海

▲祥子

事 亲
莫道事亲时日多，

繁忙生计逝如梭。

功名最是无情物，

报得春晖有几何？

萧闽森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遥

悟 书
投身艺海梦如歌,

读帖池临气自和。

悟得真功书外后，

春蚕破茧化金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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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世界读书日出生的。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从小我就挺爱读书的。仿佛因为自己

是在读书日出生的，所以必须多读书才对得起这个生日才对。可是上大学的一年以来，是

不怎么读书的。至于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活究竟从哪一天起变得索然无味，我不清

楚。只依稀记得前段时间，因为生活问题受挫难过，现在好像完全康复了一般。就像是刚刚

结束了一次长跑，很累，很想休息，可是什么也没做，没有原由的疲劳。却又毫无收获，这很

可笑吧！

于是又开始读书了，没事就去图书馆，去文学馆，西方文学是我尤为喜爱的，从英国文

学日本文学到法国文学美国文学，我都有所涉猎。这段时间，把从初中开始想读的而由于

种种原因没读的书都读了一遍。于是越读越挑剔，曾经喜欢的书欣赏的作家，现在竟觉得

有些肤浅。像村上春树，初中就开始喜欢的，现在不得不承认他的书不如芥川龙之介的书

深刻有思想。王小波，曾经欣赏他的幽默，欣赏他的特立独行。而现在觉得，论幽默，与钱钟

书相比，王小波确实略为逊色。看毛姆的小说，以前觉得那么的讽刺那么的出乎我的意料，

现在发现有比他笔锋还要讽刺的小说家,莫泊桑和契诃夫。读书永远让我有一种一山更比

一山高的感受。读了这本书感觉很好，下本书可能比这本书更让你出乎意料，更让你拍手

叫绝。小的时候买书喜欢好看的封面，稍微长大一点，会挑选书的纸质和整体质感。现在，

可能注意的更多的是书的内容，就比方说，一本外国小说，特别是一些名著，总会有许多版

本，也会有好几个翻译家翻译。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翻译者数不胜数。于是这种情

况，我就会不胜麻烦的搜索每个翻译家翻译的一些经典片段，看哪个流畅看着顺眼，就买

那个版本的。现在我对一些翻译家有着特殊的好感，比如说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我就特

别喜欢，由于先入为主的原因，施小炜翻译的我就不爱看。还有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简

直是量身定做。傅雷先生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有孙致礼、王道乾、王科一等众多翻译

家。虽然我国有许多伟大的翻译家，有许多伟大的翻译著作，可是翻译家的文字功底再高，

读起来，那种就是别人消化过的文字。说句难听的就是嗟来之食，更难听的，那就是吃别人

吃剩的东西，营养都被翻译家吸收到脑子里去啦。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那就是读原

著。可这就有点困难了，对于现在的我，英文原著尚且读不懂，而这个世界又不止英国这一

个国家有著作，所以，想实现我的这个梦想，可能不仅要精通英语，更要精通法语、日语、德

语、西班牙语等等，听上去好像不太可能实现。不过梦想谁都要有嘛。

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追逐功名利禄，反倒不如静心养性活得潇洒自在。

一个人，如果拥有财富地位，在大众看来可能人生圆满幸福，而他如果放弃了自己所拥有

的一切，而选择去深山中隐居，那么，大家会怎么看他？就像《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男主，你

觉得他简直神经，而他自己却生活的很满足，毕竟幸福与金钱地位与幸福之间并没有必然

的联系不是吗？月亮和六便士究竟孰轻孰重，这可以算是未解之谜了，或者说这不是一个命题，每个人心

中都有一个答案。而对于我，月亮是我的精神生活，六便士则是物质生活。我承认，自己不会为了看月亮而

不顾及捡地上的六便士，更不会为了捡六便士而忘记了头顶的这轮明月。我的精神生活，就是读书，在读

书之中，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我喜欢思考，对我而言，一本书是否值得读下去取决于这本书是否可以引

发我的思考。读书即思考。不同于做数学物理题的那种思考，而是一种对人性对人生的一种思考。而这种

思考，在我看来，除了读书之外，找不到第二种获取渠道。物质生活，说白了就是吃喝玩乐，吃东西除了吃

饱以外，更要吃好。曾听说过一种理论，人类做的所有都是为了满足胃的欲望。想来也是这样，民以食为

天，挣那么多钱，当然是为了吃的更好啊。

关于读书，我的感想很多。而我想，对于我这样的无名之辈，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听我谈读书。（编按：收

到这篇稿子，很受感动。亲爱的同学，与名人名家的读书文章相比，你的发言才最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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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词要要要院野为美国音乐传统增添了创造性的诗意表达遥 冶
“一个人必须要走多少路，在他们成为真正的男人之前。”鲍勃·迪

伦在他的《Blowing In The Wind》里这样唱道，简单磁性的嗓音配合着轻

松的背景音乐，一首动听的民谣就侵入耳朵。从 1996 年开始，经过两次

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2016 年，鲍勃.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年 5 月 24 日），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

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美国歌手、创作人、作家、演员、画家。

代表作：《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g》

《Blowing In The Wind》

作为一个唱片艺术家和表演者，迪伦的成就主要以他的演艺生涯

为核心，但他最大的贡献被普遍认为是他的作词。

据悉，迪伦得到过包括格莱美、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在内的奖

项。

2012 年 5 月，迪伦获得了由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颁布的总统自

由勋章。

“所有伟大的表演家都拥有一双饱含深意的明眸。就是从那里，我

看到了你看不懂的东西。我就想成为这样的演奏者。”这是鲍勃·迪伦的

名言。所以，迪伦的作品有时有些晦涩难懂。这是他自己的追求，迪伦认

为：“只要能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我不在乎被标签，或者媒体怎么看，

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在面对人们演出。”

离经叛道，不走寻常路的鲍勃，创造出了脍炙人口的作品。在意外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可能又在情理之中。就像赏析文章时说的，

欧亨利式结尾———结果出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这是鲍勃·迪伦吧？”

“是的。”我应道。鲍勃·迪伦正在唱《一路向前》。虽说过了 20 年，

好歌仍是好歌。

“鲍勃·迪伦这人，稍微注意就听得出来。”她说。

“就像小孩站在窗前定定注视下雨似的。”

“说得好。”我说。的确说得好。关于鲍勃·迪伦的书我看了好几本，

还从未碰到过如此恰如其分的表述。简明扼要，一语中的。我这么一说，

她脸上微微泛起红晕。 ———摘自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孤身一人的滋味

你觉得怎么样？

没了回家的方向、

也没人认识像个流浪汉。

你从来没有注意到，

那些小丑来逗你玩儿来搞笑的时候他们背后的苦恼和挣扎。

你从没意识到，

这背后有什么问题。

———摘自鲍勃·迪伦《像一块滚石》

本期图图带您游福建啦———厦门。厦

门古称鹭岛，位于福建东南端，是一座美丽

的海滨城市。迷恋厦门，感受其厚重的文化

氛围，怡人的自然山水，蓬勃的经济面貌。

闽南自古多奇地，文化交融化瑰宝。她

有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风土人情。作为近现

代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闽南文化与外来

文化的交流，碰撞出璀璨的火花。

浪漫之鼓浪屿———海上清风起清浪，

花园随波入厦门。立于海边，

坐拥胜景，感受海风拂

面的微涩与海天一色的

壮阔。若是行走在这座

花园城市，倾听淙淙钢

琴轻音，细细花语浅唱。

目览古朴楼阁，微抚榕树垂下万

条丝绦，煞是迷人。追古抚今，众多的名人，郑成功、鲁

迅、林巧稚、弘一大师等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足迹。

造化自然钟鹭岛，物华天宝引东风。集政府的天

时，海港的地利，市民的人和，厦门成为经济突飞猛进

的巨龙。

展览时间： 10 月 25 日 -11 月 25 日

展览地点： 图书馆二楼展区

叶建筑空间组合论曳 第三版 作者院彭一刚

索书号院TU201/74
内容简介院
本书从空间组合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建

筑构图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书的第一章用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建筑形式与内容

对立统一的辩证

关系；第二、三章

着重阐述功能、结

构对于空间组合的规定性与制约性；第四章从美学的高度论证了形式

美的客观规律，并分别阐述了与形式美有关的建筑构图基本法则；第

五、六、七章以大量实例分别就内部空间、外部体形及群体组合处理等

方面分析说明形式美规律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本书的修订第二版在

原章节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八章当代西方建筑的审美变异。

第二版发表后据一些读者反映，新增的第八章理论偏多，手法偏

少。因而本次修订增补了第九章当代西方建筑赏析。

本书可供建筑师、城市规划师阅读，也可供高等学校建筑专业师生参考。

叶清洁与高雅院 浴室和水厕趣史曳 作者院[英] 劳伦斯窑赖特

索书号院TM08/44
内容简介院
谁会想到，罗马人曾经用金

属筒来加热水，伊丽莎白女王一

世曾经用过有冲水阀门的厕所、

路易十四的浴盆里曾经放过浴

垫、海绵的使用还有性别之分？尽

管书中不时出现一些专业术语，

但作者说，《清洁与高雅》的目的

在于供读者消遣。

以“浴室和水厕趣史，以及许

多习惯、流行习俗和卫生间用品”

作为副标题，《清洁与高雅》带我们走进并游历了家中最为隐秘

的房间。作者在提供丰富的资料信息与笑料的同时，提示我们：

人们从浴室中学到的历史可能比从战场上学到的更多；社会历

史发展的模式可能在洗澡水中得到反映，也可能在紧闭的厕所

中被发现。 ▲（蜡笔新一）

理工学生应该怎样规划人生钥鲍勃窑迪伦

最近看了一本书，感觉对理工科学生很有

用。书名叫《理科生的人生设计指南》，副书名是

“从经济独立到选择教授、设立公司”。看了这书

名和副书名，大概知道这本书是讲什么内容了。

作者坪田一男先生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

学部眼科教授，每天过着愉快的日子，经济上也

有丰厚的收入，孩子们也都茁壮成长，属于成功

人士吧。他有 5 个孩子，可我们还在考虑究竟生

不生二胎，能不能养得起？

坪田先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他在“前言”

中写道：“我人生中一步一步走的路都经过了认真的设

计。现在，作为教授，我与年轻的研究者和学者们共处的时间非常多。在这个过程中，我

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希望能把自己左思右想、在努力和挫折中树立起来的各种人生设

计方案传达给大家。首先，开心非常重要，但人生仅靠开心是不能顺利运转的。还有很多

事必须理解清楚，金钱、职位、业绩的创建、要当教授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时间使用法，等

等。不是仅仅把研究继续下去、做出成果就足够的。很多人因为一些只要稍加注意就可

以避免的问题而不得不中断研究工作。因此，我以‘理科也需要人生设计’为理念，开始

执笔本书。”如果理工学生在大学时代就读到这样一本书，不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吗？

市面上有很多关于人生规划的书籍，但是针对性较差，给人感觉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泛泛而谈。坪田先生这本书是专为理科生准备的，当然文科生也是可以参考。书的封

底特地列出几类不适合阅读的人群：

你如果不属于以上人群，建议可以看看这本书。

坪田先生认为人生设计的基础是“价值观”，各位读者请从下面列表中选择接近自

己的答案：

花开花落，春来秋

往，秋风吹落了枝头的树

叶，也吹来了这一季宁静

的时光，那些埋藏在岁月深处的风景，一一显现在这个唯美的季节中。

秋来了，天空高远深邃，秋风凉爽沁骨，就连那些翻飞的落叶，都能舞出不

同寻常的姿态。

武夷山的秋美的如图一幅幅画，打开那层层画卷，秋的气息扑面而来，那干

净如洗的天空，丝丝白云如棉絮般点缀其间，那层林尽染的山峦，好似画家笔下

的油墨泼彩，一阵阵清风拂面而来，面对如斯美景，所有烦恼都会一扫而空。

走进武夷山，你会发现，与它相隔的仅仅是那一层山水，它不是飘渺的云中

景象，藏在画里不可琢磨，那一山一水你都触手可及，这里的时光不会迎风乱

舞，它只是静静的候在那，等着每一个懂得欣赏它的人。

这里的山水大抵是会滋长闲情的，不然，为何在这么浮躁的社会里，这里的

时光依旧缓慢悠闲，一片翻飞的落叶里就可静心参禅，一段流水中就可看透心事。

通往天游峰的青石巷道是自己最爱去的一个地儿，秋日的阳光如同一段柔

软的丝绸，静静的洒在高大的古树上，阳光透过枝桠洒落一地的斑驳，耳畔传来

的是阵阵的蝉鸣声，彷如天籁，听着这纯粹的声音，再放空思绪，

来一次灵魂的放纵。

踏着满地的落叶前行，脚下枝桠声不断，偶尔伸手还能接到

空中翻飞而下的黄叶，花开一季，草木一秋，这些落叶也走过它们

自己灿烂的一生，沐浴过春雨，感受过夏日的骄阳，在秋天结束它

们的旅程。就如同我们，一路走来，总有酸甜苦辣，累了就放松自

己，看一看美景，在大自然里感悟人生的美好。

青石巷道旁就是涓涓流淌的九曲溪，武夷山峰岩交错，溪流

纵横，九曲溪贯穿其中，山挟水转，水绕山行，每一曲都有不同景致的山水，正是

“溪流九曲泻云液，山光倒浸清涟漪”，溪澄澈清莹，盈盈一水，折为九曲。

极目远眺，一座座山峦皆染上秋的气息，漫山的黄叶渲染着这个季节，武夷

山有着柔软的风，七彩的云朵，有着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站在如斯风景

里，你能忘记尘世的烦恼，做一个幸福的人，暂时把世事搁浅，专心做一个热爱

自然的闲人。

你可独自一人把风景看遍，也可约上三五好友，静坐于落叶铺成的石板凳

上，取上一壶澄净的山泉水，摆上精致的白瓷杯盏，泡上一壶岩韵幽香的大红

袍，在茶香里感悟秋天的静美，领略这里的慢时光。

这是个不忍心让人辜负的小镇，你能在最原始的风景里找到最初的自己，

如果你也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朵云彩，每一座山峦，

每一条溪流都有着自己的语言，它们用自己的姿态告诉你它们的与众不同。每

一道风景里都有着一段回忆，待到年华老去，是否可以追寻着曾经的步伐静静

的思念。

风景如画，只因为有一颗懂它的心。

▲叶芳要要要读叶理科生的人生设计指南曳

·做个对他人有用的人

·为谁奉献

·为爱而生

·养育小孩

·选择快乐的事

·把家人放到第一位

·遵守约定

·做受人喜欢的事

·成为大人物

·挑战新事物

·发现新事物

·和平地生活

·悠闲地生活

·做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做过的事

·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承认

·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陈国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