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阅排名 姓名 读者类型 读者单位 借阅册次

1 杨程文 学生 城乡规划 253

2 徐正洋 学生 电子科学 150

3 陈瑜 学生 土木 147

4 张文新 研究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

5 张蓉 学生 法学 127

6 李子文 学生 工管 126

7 罗开敏 学生 建筑学 124

8 罗义 学生 翻译 124

9 何俊杰 学生 电气 116

10 程创 学生 法学 114

鲜花盛开的五月，是明媚鲜艳的世界，青春是一首不断回旋的雄浑乐曲，锋芒毕露“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人生态度和过人才华，是“仰

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睥睨天下的傲气自负；更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投笔从戎精忠报国的壮志与豪情。青春是初生的旭阳、初放的花朵

般的美好，郁郁葱葱，万物生长，朝气蓬勃。

春天在四月的草长莺飞中渐渐退去，热烈的夏随着热烈的骄阳向我们迎面走来，带来劳动的喜悦和满足。劳动者有健美的肌肤、匀称的而身材、红润的脸

庞，他们才是最美的人！不论你工作在田野、矿山、工厂还是医院，分工不同的

劳动都是值得赞美的。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光荣的！劳动创造文明，创造艺术，创

造美，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力。

五月是用青青的柳笛礼赞青春的颂歌，不忘初心，弘扬“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的五四精神，时光荏苒，九十九年过去了，当代的青年继承先辈的遗志，

积极地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传承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继承发扬

五四精神使之成为中国青年溶于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为我国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

做出重要的贡献。

五月五日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伦敦海格特公墓之所以

成为万众瞩目，原因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

马克思长眠于此。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才是社会最高的发展。我们期盼这一天

的早日到来。

五月是感恩母爱的日子，不管是西方的康乃馨还是传统的忘忧草，都是献给

母亲的鲜花，感谢母亲含辛茹苦的孕育抚养才有青春的我们，感谢她的长久无私

的关爱和默默无闻的付出。母爱是帆，使我们生命的小舟驶向生活的海洋；母爱

是树，保护我们抵御风霜雪雨；母爱是灯，带来光明和温暖。“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里是最

美的风景，这有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希望我们能牢记大学的“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而不盲从权威。

实现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理想，认真

思考努力专研，成为正直学者的追

求与人格的象征。唯独立与自由才

能永恒。 ▲ 刘峰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阅读是需要心境的，在什么样的年纪读什么样的书。倘

若你觉得一本书不好，有可能是你没有读懂它，或许再过一些年来读，会疑惑于

自己当年的不以为然。对于我来说，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早已是耳熟能详。现在

看来，我仍觉得这是一本至真至纯的书。

三毛曾经说过：“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才成就了那么完美。”可是在林海音的

笔下，这个关于过去的回忆的童年故事却饱含了一种凄婉的味道。

整本书分为了《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

儿落了》五个短篇故事，它站在女孩林英子视角的叙事，平淡的叙述技巧并未刻

意营造时代的苦辣酸甜与悲欢离合，从而使得英子眼中的人物慢慢的如同叠化

般进入到读者内心。每一篇都浸染了浓浓的惆怅，这是怀念特有的忧郁滋味，静

雅柔美，令人叹息。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一个篇目《爸爸的花儿落了》，这也是我们

初中语文课本中的共同回忆。

故事里的英子在六年之后终于如愿成为了毕业生代表上台演讲，当她发现

离别近在眼前的时候，骊歌声早已响起。唱了五年的《送别》，终于轮到同学们为

她唱。当英子拿着小学毕业文凭匆忙的赶回家中时，她的心里似乎在害怕赶不

上什么事情。果然，走进家门，弟弟妹妹们还坐在院子里玩耍，而爸爸种的花却

落下来了。那个下雨天起晚了还要逼她去上学，之后却又给她花夹袄和铜板的

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英子却异常平静，平静的接受长大。因为她知道她已经

不是小孩子了，她不仅是爸爸的女儿，更是弟弟妹妹们的长姐。

这样一部安静的小说，更像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寓言。那些点缀在英子人生

旅途中的人和事，就这样匆匆的来，又匆匆远离。往日就像一首诗，躺在回忆的

深处，不曾忘记也不需要想起，因为那些早已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伤离别是人生较为痛苦的一件事，过了许多年有些事想起来也许还是伤

心。“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年携手处，游遍芳丛。聚

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短短一首

词，寥寥数句话，道出了多少无奈惆怅。

我们也曾经像英子一样唱那首苍凉的骊歌，人生路漫漫，其实我们一直都

在送别。和我们的朋友，家人，还有旧时光里的自己。在哀叹离伤的同时，我们发

现自己已经悄悄的渐渐的长大了。

音乐是有穿透力的，一首《送别》把“淡淡的哀愁和沉沉的相思”点染开去，

翻开书中一页发旧、珍贵而无法重拍的老照片。僻巷的驼铃，沿街的卖唱，井台

的打水，小学生放学的画面，丝丝入扣，一路下来使人陷入无言的怅然若失。

总以为我自己的童年，没有外祖母的歌谣，没有门前的小溪，没有月夜篱下

的蛙声，没有夏日老槐树的荫蔽，甚至没有呼朋引伴采蝶去，应该是忘却了吧。

———庆幸有《城南旧事》。

以为忘却的东西，以为忘却的那些事那些人，却原来一直潜藏在心的某个

角落里，此刻竟像潮水一般慢慢涌来。以为了无印象的童年，以为早已消褪殆尽

的那些童年玩伴的脸，此刻竟又鲜活起来，仿佛就在眼前。其实每个人记性都一

样好，只是芸芸众生如我们，总是不经意间失落了那把钥匙，无从开启罢了。

——庆幸有《城南旧事》。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着自己的城南旧事吧。那飘逸在童年角落让人

回味无穷的点点滴滴，或喜或悲。有时候没有必要为业已消逝的时光而怅惘，如

果这就是成长，那么就让我们安之若素。

我记得英子曾经说过，“对了，我将来要写一本书，我要把天和地分清楚，我

要把好人和坏人分清楚，也要把疯子和贼分清楚。但是我现在却是什么也分不

清楚。”可到后来，她又在后记《冬阳·童年·骆驼队》说“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

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

也不会再做了。”

知性的女人写就的文字是跨越时空的，尽管读起来有一种深沉的悲悯，但

这种悲悯的背后是爱、是善良，骨子里是希望这个世界变得美好。就像英子的爸

爸说的：“不要怕 无论什么困难的事情 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

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有时候，和过去短暂的离别，或许是为了更好的开始。像小王子一样保持童

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像英子一样学着长大，学会记得，去承担，去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杭州湾里有一座小城，叫海盐。这小城里的小胡同，宛如密林中的幽深小

径，错落的石板铺成的小街，脚踩上去不免有些晃悠，还有一条从余华家窗下流

淌过去却使他讨厌的肮脏而阴沉的河。

余华，1960 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因为父母的关系，

他当过牙医，但弃医从文之后的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便像是一股子清流从

泉眼中潺潺汩汩地涌出来。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活着》曾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

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还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

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等多项殊荣。

《活着》是主人公福贵在品尝过人世间各味沧桑与苦难后发出的深深长叹，

每一声都是这部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戏剧中直击心灵的人生感言。余华笔下的

福贵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时代、“文革”时代、改革开

放初期，他的一生似乎记载着中国的演变史，也反映了大时代大环境下的普通

老百姓的生活。在福贵的“生活”里，透露出余华一贯平静得甚至于冷酷的笔触

和细致的哲学思考，使主人公福贵的形象血肉丰盈。

故事围绕着福贵和他的生活展开，将他周围的环境和人的场景多方位地呈

现出来。他看着身边的人一个又一个地离去，这些可爱的生命逐渐湮没在他的

生命长河中，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在苦难与窃幸的交织中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

碎，最后只剩下年迈的福贵和一头叫“福贵”的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这样的小说结尾是令人难忘，唯一活着的老人福贵和那头牛在阳光下的场

景，孤独的背影落寞又悲楚，仿佛在此刻的时空划开了一道口子，把老人的苦难

都收回去，随着风沙层层埋藏在时间齿轮的缝隙里。“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

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召唤着在困境中

思索着的生活，召唤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同样也召唤着我。叙述者看着老人和老

牛在暮色苍茫中慢慢消失，留下他独自一人。

有人说，这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的确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

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由作者笔下福贵的人生的悲剧性造成的。《活着》是

一首朴素粗粝的史诗，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变革下的生命斗争与生活生存的矛

盾，人性在苦难的挣扎中备受考验，在我的心里也掀起一涟漪，人性的残忍与善

良究竟在那样的情景下能否经得起拷问，终归于善？虽然，作品中的亡家，丧妻，

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是普通人生活不可避免之事，当然也不具

备轰动性，但是在这一系列的悲剧都酿在一人之上却足以使人在直面时保持悲

恸缄默。

余华，是一个一直很不屑以渲染的表达方式，他崇尚是叙述，是用一种近乎

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事情，而所有的情绪就在这特殊的零

度介入的方式，在娓娓叙说的过程中悄悄侵入读者的大脑。在冷漠的语调中，余

华选择织就一条人性的毛毡，毛毡之内是非亲历者的旁观，之外却是亲历者的

悲痛。不得不说，由福贵“主演”的每一个沉重悲剧的背后都是痛苦而麻木的。由

此可见，余华成功地用《活着》展示了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的一次对生命

意义的哲学追问，他将福贵的“活着”比为一种类似牲畜一般的生存，毫不遮掩

地予以唾弃。

有人说，《活着》是繁华落尽一片萧瑟中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的确，将生

命里的多重苦难置于平常人生活的细碎里，他的命运无不昭示着人类苦苦追寻

一切虚妄。诚然，生命，本质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人也没有幸福和不幸，人只

是活着，像长河静默地流淌，尽管厌恶，尽管有一丝孤寂，还带有一丝倔强，但那

或许就是活着，靠三滴水滋润着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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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简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简称

“国研网”）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

北京国研网信息有限公司承办，创建于

1998 年 3 月，并于 2002 年 7 月 31 日正式

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11 年 10 月顺利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

管理体系换证年检，是中国著名的专业性

经济信息服务平台。

全文数据库包括：《国研视点》、《宏观经

济》、《金融中国》、《区域经济》、《行业经

济》、《企业胜经》、《高校参考》、《世经评

论》、《财政税收》、《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发展规划报告》、《经济普查报告》、《政府

工作报告》、《政府统计公报》、《国情民生》、

《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 陈虹

向 的 青春致敬浴 成为最好的自己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先进文化建设，培养广大读者优良的阅读习

惯，激发同学们的读书热情，创造积极的读书氛围，我校图书馆开展

了一年一度的“十佳读者”评选活动。在汇文系统中借书数量多且没

有罚款记录的杨程文、徐正洋、陈瑜等十位同学为“十佳读者”，向

他们表示祝贺！

▲ 吴天惠

▲ 杨莹



太宰治在他的《人间失格》中有这么一段话“黑

色的反义是白色，白色的反义是红色，而红色的反义

却是黑色。”黑色代表孤独坚强顽固勇敢，红色则表

示着鲜花血液美丽与自由，而白色则意味着统一涤

荡死亡，因为孤独和勇敢则渴求着美丽与自由，而在

美丽与自由中，生只是形式，而死是美与自由的统一

和升华，在死亡和统一的瞬间里，却也是人最孤独最

顽固的东西，这三者互相构成互相制衡。

对于黑、白、红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

《雪国》中不断重复的白与红的意象，虽然《雪国》中

仅仅在开头“那边的白雪，早已被黑暗吞噬了”和“转

眼间从黑暗中出现一列长长的货车，挡住了他俩的

身影。”以黑的意象来描写岛村孤独的心境，但黑的

概念却被另外一种意象所取代，而这个意象却被重

复的使用，那就是“沉重的山”，例如当岛村知道驹子

是她师傅儿子的未婚妻时的那段描写“暮色苍茫，从

夕晖晚照下覆盖着皑皑白雪的远方群山那边，悄悄

地迅速迫近过来”，表现着驹子命运的沉重感，而这

种沉重感随着岛村的感想愈发的虚无与悲哀。而在

后面对于驹子表示自己要在大好天回去练琴而仰望

星空时，“远处的重山叠峦，迷迷蒙蒙地罩上了一层

柔和的乳白色。”虽然驹子仰望星空的自由与美极大

的稀释了本身的沉重，但是重山叠嶂的沉重依旧笼

罩着驹子的命运。而这种“沉重的山”的意象一直充

斥到最后驹子与岛村热恋而叶子将死的结局前。“驹

子扬了扬左手就走了。她的背影好像被黑暗的山坳

吞噬了。银河向那山脉尽头伸张，再返过来从那儿迅

速地向天空远处扩展开来。山峦更加深沉了。”山，作

为剧情中雪国与外界的阻隔，一方面意味着雪国中

的人的美与自由超脱世俗，而在一方面“山”也让雪

国的人背上了沉重的无可逃避的命运。而在这样山

的枷锁下。驹子和叶子则表现出不同的美来。

驹子和叶子，同样作为美，作为《雪国》中自由的

象征，但在表现上却迥然不同。驹子，是一个如王尔

德所说的那样“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却仍有人仰望

星空”的人，她仰望星空，不奢求于改变外界强加于

她身上的东西，寻觅着自己的所爱，在

仰望星空中让自己的灵魂美而自由。

相反，叶子虽然也是美和自由的，但是

她的美来自于她对于远方的追求以及

渴求突破重山的阻碍，她背负着自己

与别人的责任向前行进，在远方美与

自由的感召下奋力前行，这样的灵魂

虽在枷锁却表现出生命的张力和自由

的心。

对于驹子的美与自由，岛村做出

了最客观的评价。“生存本身就是一种

徒劳。”而在文章中岛村对这种驹子徒

劳生存的天真则表现出一种美的渴求

来。在驹子的世界里，写日记以及将读过的小说的人

物关系排列是种徒劳的行为，但是在徒劳的背后却

是驹子仰望星空的美丽，她对于事物的追求在“山”

的沉重下蜕变成一种纯粹的幻想，她寻求着星空下

的幻想，使其点缀在重山叠峦上，让命运沉重的本身

附上美的气息。“但是，看上去她那种对城市事物的

憧憬，现在已隐藏在淳朴的绝望之中，变成一种天真

的梦想。”对于一个写日记，弹琴这些追求自我美好

生活的人而言，她并没有去抗争外界对于她的束缚，

当她送岛村离开雪国的时候虽然爱恋着岛村却未提

出带她走，而对于师傅的儿子，她则是以沉默的方式

对待，到后来岛村再回来时，觉得岛村或许会永远陪

伴她时又表现出恐慌以及不愿意，只是希望岛村每 4

年可以来看她。驹子，缄默着承受了命运给他所有的

枷锁，并也习惯于枷锁之中不愿改变，而她的美丽是

在枷锁之中不断寻求自己所爱恋的事物，比如琴比

如岛村。她仰望着星空，因为星空太远触及不到是种

徒劳，而恰恰是这种徒劳让她的灵魂艳丽与自由。

《雪国》的美学阐述无疑是经典中的经典，从开

头那一段岛村窥视叶子的美丽中可见一斑。“她的眼

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夕阳的余晖里飞舞

的夜光虫，妖艳而美丽。”在形式上，《雪国》对于美的

描写通过红的意象展开，例如夕阳晚霞、红彤彤的脸

和红艳的衣服，描绘了美的画面。而在概念上，美的

美丽在于它自由而未被束缚，在于她灵动而熠熠生

辉。在动车上，叶子的美对于岛村而言，是种褪去了

世俗的颜色与束缚，甚至于叶子美形象的本身而转

化成一种纯粹的形而上的美来。这种美来自于自由

和不可得，它超脱了生的形式而升华成美的概念虚

浮在岛村的脑海里。这种美与其说是叶子美的本身，

倒不如说是岛村在叶子身上看到的美纯粹的概念。

“他大概被镜中暮景那种虚幻的力量吸引住了。”而

这种美的渴求在岛村身上临近结局的时候到达高

潮，岛村与驹子难舍难分，不断使用了红的意象，而

在这背后却是”驹子撞击墙壁的空虚回声，岛村听起

来有如雪花飘落在自己的心田。”和“岛村觉得这次

回去，暂时是不可能再到这个温泉浴场来了。”，岛村

渴求着美，但是与驹子越来越亲密的时候，他则对于

美感到疏离和疲惫，因为互相纠缠束缚的美已经失

去了其自由的形式，它沉沦跌落成一种肉欲的向往，

而这无疑是对美的玷污，以致于岛村决心离去来成

就美的存在。

《雪国》的结局则将自由与死亡的白统一在一

起，“她那副样子却像玩偶似的毫无反抗，由于失去

生命而显得自由。”叶子作为岛村概念里的美，以及

在后来叶子希望离开雪国到都市时岛村的轻叹，她

承担着自己和别人的责任前进，被山阻碍着的她向

往着雪国外的生活。难道离开逃避沉重的山叶子就

能获得自由吗？所以，对于叶子的美只能以死亡来成

全，也只有死亡才能让叶子被拘束的自由释放开来，

变成纯粹的美的形象，“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

另一种东西。”叶子生命的渴求与对远方的向往在大

火的红与惨白的躯体上化为美，一种纯粹而不被任

何人所枷锁的美，完全的自由而超脱于世间包括雪

国。

《雪国》无疑是本对美学阐述最柔和也最深刻的

书，体现出川端康成的极致美学。在《雪国》中处处流

露出作者本身对之的痴迷，但同时也表现出川端康

成美学中生命疲惫的一面，对于岛村在外界并没有

过多的交待，仿佛沉浸在一片幻想中的虚无中。可从

岛村来到雪国的新奇和内心的释放可见雪国作为一

个纯洁的自由国度，是以阿瓦隆的形式让岛村远离

了世俗的烦忧，这也从侧面的表示一种生活的逃离，

逃离到“雪国”中寻求美来遗忘世俗种种不堪，而《雪

国》结局上的韵味则终结了一切的想象，也让岛村永

远定格在被火焰融化的雪国里，在生的绚烂和死的

自由中见证了徒劳或许不只是徒劳，哪怕湮灭了也

总会有些东西在瞬间升华成我们永远渴求的事物的

本身。

无可否定的是《雪国》中那种生命的疲惫也如我

们每个人一样面对命运的无可适应，但或多于我们

不同的是他们各自对于自己的选择，并如很多人那

样躲进臆想的满足中成就无谓的想象。他们每个人

都在追求和追逐自己的的自由，驹子用写日记和弹

琴的方式来塑造更好的自己，哪怕遭受一句“徒劳”；

叶子则对师傅的儿子的死耿耿于怀，用严肃生命的

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各种责任，并试图离开雪国去追

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岛村也最终在与雪国的追逐中

明白生命的形式，沉浸在美的自由中的他也选择要

很久再回雪国了。接受命运或许是种生命疲惫的态

度，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变得更好，我们也可以

仰望星空，也可以追求远方，这才是生命绚烂绽放的

真谛，在追求美与自由中纷飞我们的意志和灵魂，在

寻求中就已达到我们所理想的生命境界。

历史上有无数巾帼不让须眉的杰出女性为我们的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科学领域

更是如此。可是，如果让你说出一位女科学家的名字，除了居里夫人外，你还能说出几位？

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出类拔萃，却鲜少被提及的四位女科学家。

索菲窑热尔曼
弹性理论先驱尧数学野花木兰冶
索菲·热尔曼（Sophie Germain，1776-1831）她出生于法国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爱

好哲学和政治问题，家里还有一间收藏珍贵著作的书房。13 岁那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被迫

禁足在家里，据说她有一天误入了书房，看到了一本数学史（L'Histoire des Mathématiques）

和阿基米德之死的故事，结果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热尔曼开始钻研数学，甚至为了学数学还自学拉丁文和希腊文，以便阅读牛顿的著

作。起初，热尔曼的父母极度反对女孩学数学，不断干涉，甚至拿走卧室的油灯，冬天熄灭

房间的壁炉。她就像我们偷偷在被窝里玩手机，但她是偷偷准备了蜡烛，裹着被子学数学。

父母早晨见到了结了冰的墨汁，才逐渐同意她学习数学。

她 18 岁时，后来世界顶尖名校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成立了。然而学校不接收女性。女性

不被允许进入教室，但可领取讲义，她就自学。后来，她知道了一个学生因故离开学校，热

尔曼就用了他的名字顶替交作业，化名为 Blanc 先生。多次作业让老师认识到这是一位才

子，便想约见面谈。而这个老师是法国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读理科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对这位虐你千百遍的大牛陌生。

当拉格朗日见到是一为如此才女之时，颇为赞赏，还做了她的导师。热尔曼在数学上

的造诣也让她与众多世界顶级科学家建立起了联系，如数学王子高斯，勒让德等。热尔曼

继续用 Blanc 的名字与高斯通信，最著名的是讨论关于费马大定理的工作。热尔曼证明费

马大定理的工作今天被称为热尔曼定理，她的方法为之后两百年的探索奠定了基础，而费

马大定理问题在 1995 年才最终被解决。战争时期，热尔曼通过关系保护了高斯，高斯才知

道了热尔曼是女性的身份，认为她为拥有崇高的勇气，非凡的天赋，是卓越的天才。

在数论领域已有建树的热尔曼后来转向巴黎科学院提出的竞赛问题，弹性表面振动

的数学理论。参赛者除了她的导师，还有泊松、柯西、拉普拉斯等大数学家，解决这个问题

的人会获得至高荣誉学院奖，热尔曼先后三次向法国科学院递交论文，最终成为首个拿到

了大奖的女性，她也成为了弹性理论的先驱。热尔曼最终没能参加颁奖仪式，建立埃菲尔

铁塔广泛应用了弹性理论，却没有刻上她的名字，她一生也未得到一份正式职位。高斯曾

建议哥廷根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她却在即将得到这一荣誉前死于乳腺癌，死亡证上

只留下了“无职业未婚妇女”几个字，仅 55 岁。曾经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法国，只能依靠设

立热尔曼奖来纪念这位了不起的女科学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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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权力与特权: 社会分层的理论曳 作者院
(美 ) 格尔哈特窑伦斯基 渊Gerhard E.
Lenski冤著 关信平, 陈宗显, 谢晋宇译

索书号院D013/4
内容简介院

《权力与特权》自古以来，平等就是人们普遍重视的问题。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

地区，不同阶层之间，不平等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关于不平等

的问题，自古以来，基本的矛盾都是存在于两个思想学派之间

的，一个是由保守主义论点的支持者组成，认为社会不平等即

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公正的；而另外一个则是由激进的相反论

点的支持者组成，认为社会不平等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公正

的。

《权力与特权》主要回答了社会分层领域中的核心问题：谁

得到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得到？格尔哈特?伦斯基通过辩证的视

角来审视这一学科思想的的发展，勾勒了正在兴起的理论综合

的框架。他认为众多社会学家———如马克思、斯宾塞、萨姆纳、

凡勃伦、莫斯卡、帕累托、索罗金、帕森斯和达伦多夫———所持

的多元、矛盾的观点都可以被包含于不断发展的、系统化的理论主体当中。

叶适当生活水准权研究曳郑智航主编 索书号院D082/87
内容简介院
本书主要研究了适当生活水准权的性质、适当标准、权利主体的

识别等基本问题。本书包括五章: 第一章系

统梳理了理论界对于适当生活水准权的论

述。第二章在对既有国际标准进行批判的基

础上分析了适当生活水准权的普遍性、适当

性等问题。第三章对中国适当生活水准权权

利主体资格识别的相关规定与做法进行反

思。第四章分析了适当生活水准权是否具有

裁决性、救济的基本模式和原则。第五章分

析了老年人、未成年人、失地农民这些特定

人群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实现情况, 并提出了

一些改善建议。

叶合作的逻辑:一种演化模拟的视角曳黄璜著 索书号院D0/597
内容简介院
2005 年，《科学》杂志将“合作行为如何演

化”列为 21 世纪 * 关键的 25 个科学问题之

一。解释或理解合作演化的逻辑，无论从理论

和实践的角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基本的研

究问题是在没有外部强制下的合作如何实

现？博弈理论说明，具有完全理性的自利个体

在博弈中一定会选择有利于个体自身、却不

利于共同利益的行为，然而大量经验证明了

合作的可能性。为此来自生物学、物理学、政

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

各种理论解释。国内社会科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尚刚刚开始。本书主

要基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背景，利用“基于主体建模（Agent

basedModeling）”技术，在 REPAST 平台上尝试建构了两个新的合作演

化模型，并由此展开对社会合作演化的讨论。 ▲蜡笔新一

世界欠了她们一份铭记
那些改变世界却不为人知的女科学家

“生活里没有了书籍，就像没有了阳光；智慧里没有了书籍就像鸟

儿折断了翅膀。”莎士比亚的这句话不知道在中学时代的作文中被用

过多少次，似乎无论是这句话还是“读书”都是老生常谈，但其实“读

书”这个话题从来不会过时。

习总书记说：“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是的，只有成为一名有抱负，有眼界的青年，才能成为

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这个知识和信息大爆炸，碎片式和快餐式的信

息获取的时代，读书显得更加重要和有意义。开卷有益，学无止境。我

们只有孜孜不倦、始终不渝地读书，才能在不断吸纳精神营养中更新

知识，与时俱进。

“因传承成就伟大”，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璀璨文明，炎黄子孙有

数不尽的文明遗产，我们何以了解这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唯有读

书。只有在书中，我们才能感慨文化的丰富，才能领会先贤的智慧，也

能铭记历史的教训。只有书，才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文字的发明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

志，文字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文明发展的历史，书的本身就是文字。因

为文明开化，我们不再茹毛饮血；因为文明传承，我们不再刀耕火种。

“多读书，读好书”，不是为了“黄金屋”，不再为了“颜如玉”，只为传承

这无数的伟大。

至今想起高尔基的话：“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深以为意，“立

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想要“平天下”的我们怎能不读书以

修身呢？

▲ 孙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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