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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字，部首是口，从口里发出，形成一个圆；笔画是

十，吉祥数字，人人爱，诸如十全十美、十分满意；圆作为几

何图形，指的是平面中到一个定点距离为定值的所有点的

集合，也就是说圆对世人都是不偏不倚，绝对公平，人人平

等。圆作为货币单位，人们心里想的，口袋装的都是它。现在

流行的口头禅是“金钱人人爱，一分一圆都是爱”。

当然“圆”还有宛转、圆滑之意，为人处世，要把握好尺

度方寸———说话不要伤人，凡事要留有余地。它是一种处世

哲学，领悟精义，终身受用。

逢年过节，要吃团圆饭，要喝团圆酒，这里的圆是美满、

合家聚的意思。这层含义，亘古不变。从我们学过古诗词中，

便可窥见古人对“圆”的想念之情。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从这首古诗我们不难

领悟出古人对“圆”情有独钟，不然何以要慨叹“此事古难

全”啊。于是乎就产生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情丝，不就是为

了“圆”那份情，那份爱。可见，“圆”不单对凡夫俗子，抑或是

圣人贤君都是那么“诱”、那么“渴”，不然何以千里迢迢为团

圆，远方的亲人一封家书、一个电话，便使他或她圆了故乡

梦、故乡情。怪不得人们最爱听的话儿就是事事平安﹑一帆

风顺﹑万事如意，因为这样的话儿会使人倍感欣慰﹑欢乐﹑贴

心。忽然间，我对我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赏月”有了更深了

解，大概是中秋月亮最圆的缘故罢！难怪诗人那么盼“圆”

年，发出“明月几时有”感叹﹗“圆”在此便是团圆之意，“团圆

节”﹑“团圆饭”恐怕就是从中诞生的。

但“圆”之意远不指这些，它还有“完全﹑完整﹑完美”之

意。记得有一次，在观赏一尊雕像时，其中有个人脱口而出

说这尊雕像太“圆”了。起初，我对这话很纳闷，觉得这尊雕

像并不圆。后来，细想一下，这人所说的“圆”是完美之意，对

“圆”的仰慕之心，也便日益加深了。

“圆”神通广大，它的能力涉及各个方面；

“圆”是一种美的象征，给人于美的享受；

“圆”是人们心中的甘露，又润又甜。 ▲林志洪

“银符考试题库 B12”是银符公司针对高校专门设计开发的新一代在线考试系

统，该产品以丰富的考试资源为主题，以强大的功能为支持，以优质的服务为保

障，为用户搭建一个集资源、学习、考试练习与教学交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在线考试

和学习的平台。

◆注册方式院学生在 IP 范围内进行注册登录使用，在线考试功能教师账号可

通过后台开通，登陆进行使用；

◆使用用户院适合于大学生考取各类资类资格证书（水平测试）；

◆应用方式院用于考前模拟练习；

◆题库资源院（本科、专科）共涵盖了十大考试专辑、近 900 种考试资源、约 12

万余套试卷、900 多万道试题。本题库紧扣国家资格类考试大纲，考题全面综合了

大量的模拟考题和历年真题；

◆专辑分类院语言类、计算机类、公务员类、自考类、经济类、工程类、法律类、

医学类、研究生类、综合类。

题库使用方法院
进入题库首页 -- 点击题库 -- 选择专辑 -- 选择二级考试科目 -- 选择

试卷 --“开始答卷”--“答卷”--“交卷”，系统会自动为您的客观题给出答案，

对于主观题，则需要您根据答案解析手动得出分数 --“评分”。最后得出试

卷总成绩，总成绩可以“存入我的题库”，以便以后查看（此时要注册登录）。

手机客户端

属于校园学习的客户端 属于每个学生的客户端

如何安装客户端呢钥
进入银符考试模拟题库平台（网址链接）www.yfzxmn.cn 用手机扫二维码

-- 下载客户端 -- 点击安装 -- 安装完毕、打开 -- 注册用户名和密码 -- 正

常使用（与电脑同步使用）

如何安装客户端呢钥
银符考试题库手机客户端采用位置追踪定位系统，只要是开通试用银

符考试提的学校或者单位，学生都是在其位置范围内随时使用银符考试题

库手机客户端。 ▲陈虹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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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喧嚣的孤独》书评

No.1 工院前篇.
未进大学时，大家可谓是千

军万马挤独木桥，我也不例外，翻

阅无数资料，网上搜索 n 种信息

后，决定把工院放在第一志愿。自此，一个个忐忑的白天与黑夜，终于在一纸通

知书到达我手中的那一刻一去不复返了。那一刻，我知道我的梦想实现了!于

是，开始计划即将在工院的种种生活，脑海里开始勾勒工院的每一草，每一木，

也曾无数次想像自己在工院拼搏奋斗、挑灯夜战的画面。开始在工院老乡群里

咨询，问关于工院的种种信息，关于我的专业的学习内容及方法。九月十日，那

一天，我的所有幻想都即将变成现实摆在我眼前了。是的，就是九月十号!这个

特殊的日子，到工院报到的日子。

No.2 工院初相见.
拉着行李箱，背着书包，就这样独自踏上了前往福州的动车之途，内心是既

欣喜又忐忑。我的工院，就要相见了么？就当踏进学校的那一刻，我明白大学生

活，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就即将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没能找

到人文学院的报到处。看着周围的人，有些有着亲人的陪伴，有些已经找到直系

学长学姐带路，而我……似乎从来不属于这个世界，内心油然生出一种孤独感，

并且铺面而来，我想我的家，妈妈，爸爸，家人……但我还是强忍思家之情，暗下

决心要独立点，不让家人操心。打个电话给素未谋面的助班学姐求助，她带我到

了报到处，注册完毕。紧接着，学姐又叫了两个志愿者姐姐帮我拿行李，一眶热

泪就差掉下的那一刻!于是，工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把“温暖”二字烙印在我的心

头。这里的志愿者们，这里的学姐学长，都是极好的。当然，除了工院的小伙伴，

开学铺面而来的各种组织面试，校级的，院级的，团委的……也是值得一提的。

也许我人生中首场面试是从工院开启的。站在讲台上的我，紧张到手都不知道

放哪，语无伦次。面对学长学姐的提问，更是一脸懵逼，大脑紧张得一片空白。第

一场面试，我失败了……怀着不甘心，我又辗转各个教室面试，一次又一次地磨

炼，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积累了一些经验，懂得了只有认真努力才能把一件事做

好。于是，我也是有组织的人了，哈哈哈，我的内心是喜悦的。

No.3 工院生活.
那就说说和逗比舍友的相处，运动会，还有校庆吧。与大家相处那么久以

来，开始慢慢了解每一个人，开始和舍友一起疯一起闹。我们一起为了文明宿舍

而努力；一起为了给舍友生日惊喜而策划；一起熬夜聊天……每个宿舍成员都

把彼此当成家人，开心时一起开心，难过时一起难过。人人如此，因为我们都像

家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想用自己光亮去照亮别人，我们建立了深厚的逗比情谊。

再说运动会吧，参加了个三级跳，自此训练就成了家常便饭。还记得第一天训练

结束，回到宿舍后，脚完全不听我使唤了，下楼梯成了一种负担，于是，各种抱

怨，自己绝对是吃错药了才报了运动会，开始质疑自己的能力。习惯训练后，发

现自己居然开始享受训练的日子，教练带着我们，教我们基础动作，教我们技

巧。开始和小伙伴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肆意挥洒汗水，偶尔开开玩笑聊聊天。训练

了有一个月左右，盼来了运动会，比赛前一天竟毫无征兆地失眠了。比赛的那一

天，拿着号码牌，手心里竟然紧张到出了汗。我的志愿者也是很贴心，帮我拿着

包，在我第一次试跳失败后第一时间鼓励我。于是，硬着头皮跳完第三跳。在前

两次的失败后，第三次我依旧未能成功，吃了一口沙，整个人摔在了沙坑上，狼

狈地拖着受伤的腿回到大本营。掏出手机，这才发现，教练发消息问我脚还好

吧。原来，教练一直就站在旁边看我比赛!我和教练说，对不起，我让他失望了。可

是，他依旧和蔼地说尽力了就是最棒的，没什么对不起的，让我好好休息。难忘

和小伙伴们训练的日子，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拼搏、挥洒汗水的日子。无论以后

身在何方，相信拼搏的我们都不会过得太差。相信在工院训练的日子会成为我

们最好的回忆。要说工院生活，当然也少不了给工院妈妈过 120 周年生日啦，很

庆幸刚进大学的这一年，能陪工院妈妈一起过这个生日!为了更好地给妈妈庆

生，凌晨两点的工院依然有很多人奋战在彩排的路上。大家想把最好的一面带给

120岁的工院妈妈。即使有风有雨，这一天，我们要陪你一起度过。未来的这一天，希

望我们依旧能陪妈妈度过。

No.4 对工院的期待与祝福.
不敢说工院有多么优秀，但是我敢说工院是你来了就会爱上它的地方!这里

的图书馆，这里的每一草，每一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让你从心底里喜欢。爱

上一个学校，爱上这座城。希望工院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越来越好，竞争力

不断加强。庆幸我的大学四年有你的陪伴，相信我们都会更好。最后衷心祝愿工

院妈妈幸福快乐每一天！ ▲李晓燕

听雨

不如见你

春风十里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

烟。似乎世间一切美好的语言都是歌

颂春天赞美春天的。走出逼仄斗室，

忘记无谓纷争和眼前苟且琐碎。放下

一颗易碎玻璃心，看云卷云舒，碧空

如洗，初生春水东流，天水一色，豁然

开朗。惠风和畅，莺歌燕舞，绿草如

茵，生机勃勃。繁花锦绣，姹紫嫣红。

更喜千杆翠竹青郁静幽，剪刀裁出烟

柳细叶。陌上花已开，请君缓缓归。当

目光触及遥远的地平线，心胸开阔坦荡，充满喜悦。

春天的味道甜香，花儿朵儿绽放笑容，蜂儿蝶儿欢快舞蹈。春天音乐是交响乐，磅礴大气宏伟壮

丽，春天的微雨润物无声，悄无声息，春天暖阳温婉大气热情洋溢，这是最美的世界。出来踏青吧，不

要辜负这么美好的春光。

“燃生命之火, 享丰富人生”。 这是风信子的花语。捧了翡翠般叶子包裹的花球回来，就在想她的

颜色。蓝色？紫色？浅蓝？碧蓝？深蓝？紫色？蓝紫？藕荷？深紫?所有的颜色都是造物主的无私馈

赠。其实她是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是最美，只要盛开就好。生命的存在不用他人的目光来证明。但

于不断地猜想中自有乐趣存在。于是，在翘首盼望中含羞盛开，蔚蓝如海，令人惊艳。是生命的高贵；

见你一样的高兴。伴随着不浓不淡恰到好处的香气，给人以不败的希望和美好的愿景。

有你陪伴，真好！

生命中有许多陪伴，或偶然一瞥，过眼烟云，不忘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或铭刻于心，深深眷恋，不

离不弃。家人、恋人、老友给的最关爱微笑和眼神，支撑度过难捱的痛苦和绝望，人生变得有意义。不

管后来怎样，都深深感激有您的支持和帮助。最简单的幸福就是同在阳光下自由的呼吸。一起经历了

风风雨雨，在岁月的长河里印记———谢谢不温馨的时光里温馨的陪伴。

岁岁年年，春光易逝深情不变，纵然故国北望三千里，纵然风刀霜剑严相逼，有你在，春天就在。

▲刘峰

圆的联想

大学之工院情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 Love story。三十五年来我用压

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

辞典……”这本书的第一句话便把我吸引了，我好奇了，我想读下去，我想知道

主人公三十五年来发生了什么。

本书的作者博·赫拉巴尔一生的工作经历可谓传奇，他拥有法学博士学

位，却选择当列车调度员、保险公司职员、商品推销员、钢铁厂工人、废纸回收

站打包工、舞台布景工……他曾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再生

活，观察人们的生活，不惜一切代价参与任何地方的生活。”

主人公汉嘉，三十五年来，他一直用一台打包压力机处理废纸。他在工作

中无意的获取了知识，从百科词典到艺术哲学样样精通，但这份工作是一份底

层是那么的肮脏，他的手指总是被暗藏在废物堆的刮胡刀片划伤，遇到从屠宰

场上运来的血肉模糊的废纸，还会被成群的苍蝇围绕，以至于他去啤酒店要一

杯酒水，服务生都会厌恶地远离他，他的额头上还留着拍死的绿头苍蝇，袖筒

里窜出小老鼠来。然而当他捧起一本书的时候，他就像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

界，在那里只有知识，再没有那污秽的物质了，那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一个充满

智慧的世界。这就像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里所写的：“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

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

价。”

“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

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

限和永恒也许就喜欢我这样的人。”这是汉嘉带来的孤独，也是值得阅读的孤

独，这是只有一个人才能体会到的过于喧嚣的孤独。

这是一本跨越时代的佳作，为了这本《过于喧嚣的孤独》，作者赫拉巴尔三

易其稿。第一稿是“一部阿波利奈尔式的诗稿”，因为“他把整个故事看成仅仅

是抒情的了”。第二稿改成了散文，用的是布拉格口语，可是文中缺乏黑色幽默

的嘲讽意味；直到他找到了一种“一丝不苟的严谨语言，捷克书面语”书写第三

稿，才达到了他所期望的犹如一部忧伤的叙事曲的效果。赫拉巴尔他曾说过

“我为它而活着，并为写它推迟了我的死亡。”

“我们犹如橄榄，惟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精华。”就像犹太教法典预言的

那样，那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和悲观的乐观主义者”，那个在书中说要从五楼

跳下自杀的智者，在 1997 年，那个我还未出生的时代，作者博·赫拉巴尔将他的

名字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周欣欣

窗外的雨发出淅淅沥沥的声音，无力的敲打着楼下烦躁的车棚，敲打着悲

伤汇聚的水汪，敲打着任意摆布的树叶。“嗒，嗒，嘀嗒”。也敲打着我的心。

似是被这吵杂的声音感染，久睡不能入眠。悄悄地爬下床铺，看着早已入睡

的舍友，蹑手蹑脚走到阳台，小心翼翼的坐下，不敢发出一丝声音，害怕把这份

吵杂也带给了舍友。坐在阳台上，忽然想到了什么，刻意的睁大眼睛，听着雨诉

说的一生；竖起耳朵，闻着雨发出的味道。这里的雨与家乡的雨一样，也不一样。

家乡的雨也总是“嗒，嗒，嘀嗒”。少时的我最喜欢趴在床上，透过窗户聆听

着雨滴“嘀嗒，嗒，嗒”。那时的雨似是能迸发出欢快的音符，谱出温馨的曲子，令

人痴迷。每当这时候，院子里总会响起母亲捶打大豆的声音。母亲总是会趁下雨

天收拾一下家里的杂活，而因为我家是一个主要种植大豆的家庭，捶打大豆就

成为最为平常的事了。“砰，嗒，砰，嗒，砰嗒”捶打大豆的声音丝毫未破坏雨滴谱

出的乐章，只像是锤子和大豆也被这美妙的声音打动，也不甘寂寞的迎合了这

乐章。听着锤子的捶打声和大豆崩裂声的加

入，不免感慨：这时候，大自然中的各种事物都

是最神奇的乐曲家。好像是受到了这乐章的感

染，一时间，庭院中的狗吠声、鸟鸣声和树枝、

花朵迎合雨滴的声音此起彼伏，美妙绝伦。然

而只能作为听众的我，呆滞在了这乐章里，似

乎触摸到了温暖人心的地方；似乎看到了和睦

温馨的画面；似乎闻到了“家”的味道。是啊，我

总是这样看着，这样听着，这样想着。

▲黄河清



在民国的舞台上，活跃着一群美丽聪慧的精灵，她们或是社交场上的明星，

或是倡导女权的教育家，或是舞台上耀眼的明星，或是杰出的诗人、画家……她

们有的如清泉般纯洁，有的如烈火般激情，她们就是那个时代最受瞩目的女性。

在众多的才女中有四个最为有名、最就有才华的优秀女性，她们分别是有

过人胆识的吕碧成、被誉为“30 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生命短促的石萍梅以

及拥有“奇才异女”盛名的张爱玲。

林徽因，人淡如菊，感受她对所有美好的热切向往。历史将她定格为人间的

四月天。如今，她的名字，早已隔着时代的些许烟波，绝唱成民国时代的美丽的

符号，成为西子湖边一缕镂空的剪影。

民国的女子，她们以各种妖娆的姿态和传奇的人生，

成就了那个年代绝妙的风景。图图特别向您推荐：

冰心 I2162.2.193《母亲母亲》

I216.27《两个家庭》

I217.62.63《冰心经典作品选》

萧红 I216.2.218《萧红·经典》

I216.1.80《黄金她时代》

I216.107《萧红作品(一)》

I216.2.209《春曲》

I216.2.138《萧红精品集》

I216.106《小城三月》

林徽因 I216.2. 221《林徽因·经典》

I216.2.153《林徽因文集》

I216.2.207《愿世界待你静好如初》

I216.2.140《林徽因精品集》

张兆和 I217.02.30《与二哥书》

陆小曼 I216.2.204《随着日子往前走》

I216.2.141《她们仨》

柳青 I216.1.42《梅娘》

吕碧城 I216.2.215.2《吕碧城集》

I216.2.212.2 《吕碧城集下》

张爱玲 I246.57.120《半生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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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厌倦一本书袁一个人袁一间屋子袁一座山丘袁一条河流袁可
是袁我怎么会厌倦新鲜的空气呢钥 要要要周国平

当我看见这本书，坦白说吸引我的是作者而不是书名，一直就

特别喜欢周国平，这个喜欢安静看似平淡内心却对文学有极大热情的作家。

《街头的自语》这本书分成十辑。写生活，记录感悟；写人生，留住回忆；写梦想，激烈

前进等等。喜欢那些简简单单的文字记录。《街头的自语》描写了周国平作家在公车上，在

街头上，在沙滩上，在风中雨中，在那些或喜或悲，或好或坏的平平淡淡日子里的思考和

感悟。偶尔的一个想法，偶尔的思考和回忆，记录起来是一篇令人沉醉的美文。

他说：我是一个上海人，据说上海人的家乡意识重，我却常常意识不到上海市是的

家。这一辑说的是“从挤车说到上海还不是家”。可以看得出文人上海都市的厌恶，往往一

个城市的素养，是日常生活中其公民所呈现出来的。作者通过一个挤公交的现象，否认上

海是他的家，不是说作者太以篇概全，这是点点滴滴就是在诠释就是在给回家的游子，外

来的人们这一感受。当公交到站时，作者准备下车，车外一男子准备上车，在拥挤中陌生

男子于作者有一段有趣的对话，记忆特别深刻，男子说：“还没有上车，你怎么下车？！”这

个逻辑，这个语气振振有词以至于我怀疑我是个外星人。上海人对自己人不留情，互不相

让，面对外能同仇敌忾。

我是一个很地人却容易被只言片语和小动作感动的人，当然也更懂得人情世故，作

者的的文字引起了我的共鸣。用平凡的琐事来刻画一个城市，用简单的语言来抒发自己

内心的种种情绪，这样不是很好吗？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要么读书要么旅行。如果要

这样说的话，我是极其的羡慕和崇拜周国平先生的，因为他即在写作阅读又在旅行。周国

平先生说：当我望着窗外掠过的景物出神时，我的心灵的窗户也洞开了。

常听人这样说：喜欢坐绿皮火车，不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它有远方。列车飞驰，窗外

无物长驻，风景永远是新鲜的。其实在车上看窗外风景的人可能不是在看风景，只是在思

考，随风景的流动，思绪也是流动的。看看窗外陌生的村庄，夜晚时看看万家灯火，想念某

个人，期待着目的地的风景。生活就是要保持一种新鲜感，让每一分钟都过得愉快。

然而现在大部分的人去旅行只是在旅游景点拍照发朋友圈，仿佛那个才是证明他们

去过的最有力证据。人们在旅途匆匆，在目的地也匆匆，刚抵达一个景点拍几张照，就赶

往下一景点，他们怕错过好景美景。其实我觉得大千世界没有所谓的好景美景，只是看景

之人的心情和心态罢了。你愿意静下心来，享受一草一木，就能收获感动。现在的交通工

具很发达，飞机几个小时就能把你送到另一个国度。对社会就是快节奏的生活，什么都要

快，有快餐、快车等。可是现在的人也越来越孤单越来越难快乐，因为他们没有了享受生

活的概念，慢不下来好好的生活，么有闲心和童趣了。

光阴蹉跎啊，世界喧嚣啊，我们不能脱离时代，我们不能落后，但我们要让自己快乐

起来。看看窗外的风景，听一听喜欢的音乐，不要辜负了这一趟美好的旅程，美好的风景

在路上也在目的地。

我喜欢《街头的自语》，有很多小故事让我十分感动，也想去经历，也想去看一看，只

是可惜与周国平先生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他看过的风景遇到的人可能早已物是人非，但

是我愿意跟随他的文字，去看看世态炎凉，去看看苦涩的忧伤，去看看那个时代的好好坏

坏，去看看周国平先生心里的美景。 ▲余群

叶领导的艺术曳作者院马银春

索书号院C933.2/200
内容简介院
本书共分为气场的艺术，管理时间

的艺术，沟通的艺术，激励的艺术，批评

的艺术，执行的艺术，善于用人的艺术，

处世的艺术八章。其内容包括：什么是

气场、随时随

地注意自己

的形象、个人魅力最吸引人、用好心情感染大家等。

本书提供了企业界、娱乐界、体育界、学术界和政坛优秀人

物的见解，用经过实践检验的人际关系准则向世人展示：一个

人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可以在工作中有效地发挥创造力和激

情。本书内容全面，提供了对读者有帮助的策略：认识你的领导

力；达到你的目标；提升你的自信；排除“我对他们”的心理；成

为有团队精神的人，强化与同伴的合作；平衡工作与休闲；控制

你的烦恼，为人生充电。

叶中国管理学院融通古今的管理智慧曳作者院李雪峰

索书号院C93/432
内容简介院
本书首次创造性地将中国数千年来

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加以提炼、集成、整

合、科学、完整、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管理

学的内容体系与应用方法。全书分为原

理篇与应用篇。以管理方式为主线，系统

阐述了德治、道治、权治、智治的管理原

理；以应用领域为主线，系统阐述了治

身、治才、治众、治事的管理方法。

本书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在古今为今用方面，将中国管理学的各

个主题与相关的现代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的链接、联系与对照，有助

于读者将中国管理学知识无缝对接到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当中；在表

达方式方面，采取主体知识、内核知识、外围知识、背景知识和相关知

识等五套知识体系相互嵌入在一起的表述方式，传神地表达了中国管

理学的独特气质。此书为 MBA 精品课程系列教材。

▲蜡笔新一

洛阳城郊陌上行，垂柳弦月影朦胧。趋至树影频生处，体乏倦怠难自抑。

抚膺手倚掌中剑，忽眺荒冢青光横。执剑移步临之近，皎洁散却起和风。

风动衣袂素袖现，试问伊人谓之谁？自言本是洛阳女，氏郑又李名婉儿。

寒来孤魂不觉凉，月落明眸动朱唇。

经年国破干戈锈，九州黎民苦未艾。金兵乘虚取诸镇，洛阳孤绝飞矢雨。

省亲应天应自喜，路逢凶徒色惧矣。皆因护吾怫然怒，良人执拳相迎之。

神气弥雄肆言语。发张气深其绝愠。凶徒稍作旋踵意，目漏凶光手执刃。

呼声动刀双双走，奈何形单受其毒。俄而良人仆地死，命陨洛阳久异里。

妾身欲从夫婿死，以首赴石守洁贞。自绝性命无轮回，二魂已弃六魄遗。

一魂一魄难为继，终归八荒入天地。

珠泪落颊声声泣，青丝散乱悠悠系。婵娟高悬清风稀，稀影月下孤身只。

整顿衣装声且哀，还忆与君共剪窗。总角之乐同宿雨，雨中阑风逗春雨。

经时听得雁落声，还邀同携枝头雨。嗅得新梨发几只，撷果缓归听清溪。

及笄韶华共厅堂，堂中举案共齐眉。那朝室内飘梨叶，细呷清汁始觉甜。

同窗言诗话旧词，一生情深缘未浅。今朝缘尽两离别，别时萧萧柳没月。

但愿与君连荒土，同冢合穴蒙恩惠。

我闻此语复嗟叹，共戴青天运迥异。我从去年辞恩师，道士下山引俗缘。

放己置身入尘凡，救度危苦修道心。难通九幽还性命，再番念诀度薄命。

▲卢宁

央视《朗读者》节目播出之后，在全国引起了朗读热潮，从著名演员濮存昕深

情朗读了老舍的《宗月大师》，到“耶鲁哥”秦玥飞及名校大学生村官热血朗读了迟

子建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朗读只属于节目中的人吗？

不，朗读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图书馆携手您我共同开展“致敬名家 朗读经典”朗读

视频大赛，让你遇见真正的自己，让我们一起享受朗读经典的乐趣。

一尧征集时间院2017 年 3 月 21 日 -2017 年 4 月 21 日

二尧参赛要求院
1. 根据参赛者朗读语言的不同，分为外语组、汉语组和方言组 3 组，外语组和

方言组可适当加分；

2. 参赛视频由参赛者自己录制，不超过 3 分钟，不限定朗读人数、地点和内容

（注：可以是独诵、双人诵或集体朗诵，地点可以是宿舍、教室或图书馆，内容要求

健康、积极、向上）。

3. 参赛视频中要出现参赛者本人及其朗读的图书封面，并配上字幕，可适当

进行配乐和表演；

4. 参赛者录制朗读视频时要简单做自我介绍，朗读时要有真情实感，可在录

制视频时讲述自己的故事，融入亲情、友情或爱情，也可邀请身边的人来朗读，但

视频内容整体的导向要正确（注：朗诵时间不超过 3 分钟，加上自我介绍等时

间不得超过 5 分钟）。

三尧投稿方式院参赛者发送参赛视频到指定邮箱 1210422110@qq.com，文件统

一格式“院系 + 姓名 + 联系方式 + 书名”，并在在电子邮件主题栏注明“朗读

视频大赛”字样。

四尧奖项设置院本次比赛将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评选，评选时将不分

组别，最终评出：

一等奖 1 名：1000 元 + 证书 二等奖 2 名：600 元 + 证书

三等奖 3 名：200 元 + 证书 优秀奖 4 名：100 元 + 证书

五尧赞助单位及个人

苏州祥龙嘉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工程学院杰出校友———苏州祥龙嘉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进嵩先生

公司简介院苏州祥龙嘉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5 年，是一家

专业从事连接器设计、制造、及销售的高新科技企业，主要产品分 FPC 连接

器,Wafer 连接器，RJ45 连接器，Card 连接器，I/0 系列连接器，USB Type C 连接

器，汽车线束，无人机线束，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网络通讯等工业

电子设备领域。

冰
心

陆
小
曼

林徽因

张爱玲

吕碧城

为了展示我校师生的积极向上奋发读书的校园文化，体现闽工院的凝聚力

和号召力，迎接 4.23 阅读日的到来，图书馆决定举办首届大学生“读书漫画”大

赛，您，还在犹豫什么？四月上头条，等你来挑战！

一尧活动时间

2017 年 3 月 25 日 --2017 年 4 月 25 日

二尧参赛要求

1. 本届大赛参赛作品以“阅读，让生活更美好”为题。

2. 参赛作品必须近期新作和作者原创，内容紧扣主题，要求与图书馆或读

书相关联，风格和形式不作特别的限定，包括：独幅漫画、多格漫画、卡通动漫等

等均可，参赛作品数量不超过 2 件，凡获奖作品必须提供原件。

3. 要求作品简洁明了，富有寓意，有一定思想深度。

三尧投稿方式

1. 采用纸质投稿方式，尺寸 42×29.7cm（A3 纸为宜）。 参赛水墨漫画尺寸

2-4 斗方为宜。请在作品上表明题目、姓名、单位（院校）、联系方式，作品直接交

至图书馆二楼学科信息部办公室。

2. 采用电子邮件方式投稿，图像文件格式为 JPEG，像素分辨率为参赛电子

作品长边不小于 1000（像素），分辨率为 300dpi，大小不超过 2 兆。作品请发至电

子信箱 1210422110@qq.com，文件统一格式“院系 + 姓名 + 联系方式 + 作品

名”，并在在电子邮件主题栏注明“读书漫画大赛”字样。

四尧评选方式

本次比赛将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评

选，将评选：

一等奖 1 名：1000 元 + 证书

二等奖 2 名：600 元 + 证书

三等奖 3 名：200 元 + 证书

优秀奖 4 名，100 元 + 证书。

五尧注意事项

1. 设计稿及其全部权利归福建工程学院图书

馆所有。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使用权、

发布权、处分权。

2. 参评作品一律不退件，请参评者保留原件。

3. 优秀参赛作品将在图书馆二楼展厅展出。

4. 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福建工程学院图书馆所有。

寻 找 工 院 的 漫 画 家

首届大学生读书漫画大赛

寻找工院朗读者
福建工程学院首届大学生朗读视频大赛活动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