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着长达的 120 年的历史名校，从“ 苍霞精舍”到福建工程学院，几经磨

难、沧海桑田，如今屹立于翠旗山之东，苍霞湖之畔，为国家培养人才之

初心不变。昔林纾临琼水，慨光阴之骤，春觉斋寒窗苦读，为日后成为翻译家、文学

家奠定基础。似曦光中闻长太息：哀国家之积弱，叹民生之多艰。常怀忧国忧民之

心，寻求强国富民之路。

苍驹白狗，时光飞逝，莘莘苍霞学子读书明志、以天下为己任。若自身素质提

高、人生目标确定及所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能有所裨益，便是闽工院图书馆所获最

大褒奖。

本刊创刊宗旨：传承文化，发扬传统、继往开来、薪火相传。愿与诸君为社会进

步、文化复兴努力而共勉！▲（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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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简讯

1. 2016 年图书馆新增 3 个电子资源，包括中科 UMajor 大

学专业课学习资源、“思想界”开放获取资源平台以及锐

思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欢迎广大师生使用。

2. 3 月 11 日，图书馆支部在六楼会议室召开了“ 三严三

实”专题组织生活会，会议由支部书记林清同志主持，

直属党委副书记王雄杰出席了本次组织生活会。会上，

林清同志传达了校党委关于开展“三严三实”专题组织

活动的相关文件精神及本校“三严三实”专题组织活动

的开展情况。全体支部党员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对照要

求、查摆问题，每一位党员都踊跃发言，发表了对“三严

三实”精神的理解，同时结合自身岗位工作，勇于讲真

话、实话、心里话，并深入查找剖析自身存在的不严不实

问题，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在今后践行“三严三实”的着力

点。

3. 2016 年 3 月 16 日，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徐炳炎馆

长、信息咨询部刘泉凤主任来我馆调研，陈鼎宁馆长、林

清副馆长出席了本次调研会议，会上陈鼎宁同志全面介

绍了福建工程学院图书馆新馆的建设情况，林清同志介

绍了建筑学院系资料室的成功经验。

4. 由文化部发布的全国文化行业标准———《图书馆参考咨

询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已于 2015 年 8 月开

始实施。2016 年 3 月 23 日，我馆派王云凤、刘峰两位老

师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培训，通

过这次学习培训，将促进本馆参考咨询服务工作的规范

化和标准化。

5. 2016 年 3 月 28 日，我馆派李强老师参加在莆田市召开

的福建省图书馆学会九届二次理事会，本次会议各成员

馆共同讨论学会 2016 年工作计划、学会工作委员会分工

以及全省阅读推广联盟成立事宜。

6. 2016 年 4 月 1 日，陈鼎宁馆长主持召开馆务工作会议，

会上研究确定了图书馆 2015 年度考核办法，决定成立

图书馆采购工作小组，规范管理图书馆采购工作以及审

议确定了图书馆 2016 年度各项重点工作项目等等。

2015 年优秀读者
姓名 读者身份 读者单位

1 张秋冬 教工 海峡工学院

2 贺淬烨 学生 工程管理 1301

3 汪洋 学生 电气 1303

4 石彩云 学生 英语 1202

5 李中辉 学生 材料科学 1202

6 崔红楠 学生 英语 1403

7 郭炎福 学生 电气 1304

8 林伟涛 学生 工业 1301

9 郭晓芳 学生 广告学 1402

10 杨程文 学生 城乡规划 1302

今天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福建工程学院图书馆馆

刊》终于与您见面了！

我们将与您———亲爱的读者，一起回首携手走过的美好岁

月，在风雨兼程中的相互支持和给予。是与您相濡以沫、见证成长、

相识相知的过程。 更希望这份刊物在您的关心、支持、厚爱下，历久弥

坚，风华正茂，率真知性，成为我们读书的导航。 将忠实地记录一个热血沸

腾的时

代，记录一

个永葆青春的

图书馆的发展历史，还将有一份成熟杂志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担当。亲爱的读者朋友，非常感谢

您翻开这份刊物并提出宝贵意见！

福建工程学院图书馆将整合各种资源为您提供增值服务，通过加强与您的联系，搭建与广大读

者朋友沟通、互动的平台，与您一同构筑共同的心灵家园。您是我们工作的坚定基石、奋进动力和不

涸思想源泉。您的鼓励、建议甚至批评，对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 财富，是我们今后工作更上一层楼的

努力方向。

坚守为读者服务的理念，与广大读者朋友共同书写明天的辉煌和灿烂。您在，青春永在。

▲（刘峰）

历史被如沙的时光悄悄地掩埋
历史被如沙的时光悄悄地掩

埋，当我们回首时，已了无痕迹。然

而，当我们真正回首去聆听和抚摸

这尘封的记忆时，却总有那么一串

串的姓名在大漠的鸣沙中突兀、回

荡。如烟往事似水流年却带不走这样一串串熟悉的名字———不朽的丰碑

一

曾几何时，他“仰天大笑出门去”，高吟“我辈岂是蓬篙人”。官场的尔虞我

诈，世俗的道貌岸然，无情的现实冷却了一腔热血，御用文人的金幌，岂能罩得

住放荡不羁的心？终于，他释然了。重返鲁地，寻幽豪饮，同销万古愁:南下吴越，

梦游天姥，寄难酬鸿志于山水之间。虽不是“廊庙器”，但“天生我材必有用”。浊

酒一杯消万古愁。于是，文学的文苑里绽放出浪漫主义的奇葩！

二

当虞姬横刀一抹，湛蓝滑过矛尖，鲜红度过雪白的颈。壮士掩面，乌骓悲鸣。

你英雄的传奇是无人企及的神话，破斧沉舟是你的豪言壮语，乌骓来回奔驰，血

流四面楚歌，像蚀人心的魔音一样折磨着你的耳鼓，纵情的眼泪冲垮了你的伟

岸。无奈地悲吟着：“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

虞兮奈若何！”在这穷途末路之际，毅然进行了东城快战，英勇盖世的你 ，只身

杀斩了百余人。然而，只为一句“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而迟迟不肯度江东去，最

后，选择了自刎乌江，结束了你辉煌的人生。

三

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

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

“凭着对信念的近似热恋情人般的

执着，20 岁不到的巴金毅然地踏上

了离华赴法的旅程。”从此，巴金以自己个人特有的姿态走如了历史的画卷中！

然而，文学大师的美誉于他真是个美丽的误解。其实，巴老并不希望人们从

文学的角度给他定位，他始终崇拜的是革命家，他的理想本来是做一个能够改

天换地的巨人，做一个以正义原则和自由精神重新整理地球秩序的英雄。的确，

他无愧于一个热情磅礴的思想战士。

巴老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消耗息尽，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了人间。终于实

现了他“化作泥土，就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的心愿！

……

历史的灰烬，盛进古铜色的香炉，青烟萦洸着苍老的记忆。他们的坎坷人生

正是他们的魅力，他们的失败经历正是他们酌成功。李白的得意淡然，天意坦

然；项羽的英雄乞概，元奈兵败而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自刎乌江；巴金把他的痛

苦、矛盾、焦虑……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唤醒了因为各种的缘故陷入同样

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

历史还在抒写。同时，这些历史上璀璨的明星不会被掩埋，他们以独有的姿

态成就了辉煌的人生，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记忆深深透过岁月的窗，开启昨天的门……回首滴

雨的清晨开了一树的合欢;落寞黄昏,如火凤凰涂设一空

的黯淡，心情如云,纷飞 。一片一片掠过一叠的从前，细

细停留与今晚的沉默。沉默，凄凄然浮过又惋尔，远

方———来了，走了，梦想的灯光依然存在着，蜿蜒着……

水儿清清袁草儿青青

每一次新生活开始前的等待，都会给人太多完美的想象，因为距离，所以神秘，然而当

神秘的面纱在时间面前褪去，所有希望如绿叶的浪漫期盼，都会枯萎在现实的秋风里。我在

现实和理想之间跌了一跤，生活的面容便有了一层的灰。高中，你以天使的笑容接纳了我，

而我却不知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那 时……那时……那时的春天，柳叶低垂，那时的春天

花落，雨飘……而后，夏静静地来,轻轻地走，悄悄给了我信筏；水儿清清，草儿青青，你是

水，我是草，清水滋得草儿青……

我开始发现，原来学校有棵茂盛的合欢，洋洋洒洒开了一夏。相互鼓励，一起拼搏，你的

笑容定格在这美丽的季节，存进了我的心里。夜幕时分，合欢是要凋落的，我听见了滑落的

声音，却不能告诉你，只盼望明天的太阳出来，看得见水的清凉，看见草的翠绿。

上海窑我曾经的梦

秋风带走了你的行装，陪你踏上了理想的殿堂，留下了梦，喜悦与伤感同在，寂寞和希

望同存。无言，等待。有你的上海，如此近，又如此遥远。漫大的星星，闪闪烁烁，我能想象远

方的霓虹灯，那背后隐藏着的辉煌，照亮心底的渴望。又一个夏天，红了窗外的凤凰，绿了芬

芳的兰树，十里风中，是谁遥唱《十里香》？ 生活会在有把握的憧憬里转弯，落榜了高考！梦

里海滩，我捡起的紫贝壳，你怎么可以碎成一地？雨后的彩虹一展即逝，一瞬里的辉煌和毁

灭，原来可以这样衡量，但谁会去相信，风雨中不会有海鸥去飞翔？

隐形翅膀袁让梦飞翔

重走一年的日子，单调枯燥，有事如此紧张沉

重。你的信很久不再来无形的东西虽在了枯萎的白

玫瑰里。数过萤火虫的夜晚，夜光延着我的身影，把

寂寞拖得很长。我喜欢唱《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

过绝望，给我希望。日子从不断翻书的指尖不停的

滑过，虽然你已离开，但你的围巾给了我一冬的温

暖，每一次设昂生的成绩是幸福的光环，简单的日

子里，我不流泪！孤单让我懂得了坚强。

秋天不再来

人们都说离别在秋天，然而没有欢聚，哪来的

离别？当我的高中生活画上重叠的感叹号的时，倔强

的你已走的很远，很远。古老的故事重复了一遍又

一遍，可是年轻的心怎能记住那年那月的誓言。我知道秋天不再来，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

开始追逐新的梦想，却震惊地听说你抛弃了象牙塔，惋惜和疼痛里，我读不出落叶的诗伤……

清醒的早晨 ，霜凝空，凉了绿叶的心！

静静地翻阅从前，惊时光将有你有我的高中抛得很远，可是梦里寻他，有是历历如新。

上海———远方。在心底走了。你的理想高度不用象牙塔来衡量。而我的梦还在象牙塔

里成长。

中学时代，青春无悔，年轻，美如水晶，岁月给了我们珍贵的留言，亲爱的朋友你在哪

里？是否怀念？是否珍惜？是否依旧孜孜不倦的追求？远了，近了。梦想的灯照耀过我们年

轻的脸庞，从前遗失他方，但有一种美好是永恒……

风与风筝

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是一只风筝，一只没有目标，逐风漫天飞舞

的风筝。

心里其实很郁闷，为什么风筝上要系上一条长长的，长长的线，失

去，线的牵绊，不是更能自由自在地飞翔吗？

于是，就在郁闷中，我学会了叛逆。我在心里呐喊:我要飞，要飞。

飞翔就那么容易吗？

不，风筝哭着对我说，或许，一个不小心就会从高空中重重地摔

下，那将会毁了自己。

我对风说，不，我要飞，我就要飞。我孤独，我寂寞。所以渴望飞，我

不要虚伪，不要防备，所以我更要飞。

风，看见没有，今晚的夜色很美，美得让人想迟一点睡。但若是夜

空少了星星的点缀，月亮还会不会哭泣？

你知道吗？这夜色凄凄的美就像霓虹般亮丽的周围，只是一种寂

寞的颓废。

风无语，许久，许久才轻轻地对我说，看到街上的行人了吗？其实

他们都是孤独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伪装变成了一种防备，而防

备只是为了怕被人看穿了心碎。几滴泪珠，悄悄地沿着风的轮廓往下

淌。我想，若是将它一滴滴的积累，会不会流成一条冰冷的河流。我对

风说，风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乌云来临，才能现行；太阳出现时，又

该散去。为了自己而飞。凡世的喧嚣与明亮，世俗的快乐与幸福如同清

亮的溪涧，在风景里，在我的眼中，汩汨而过，温暖去泉水一样涌出来。

我没有奢望，只要我能飞。缓缓

地，缓缓地，风吹起花瓣如破碎

的流年。感觉自己正在不断上

升……

挣扎着，愕然意识到自己

就要能飞了，我欣喜若狂：终于

能飞了。

花瓣伤势，太阳降临。原

来，我终究不过是风中过客。而

风却是我生命的转轮。风的笑

容，摇摇晃晃，成为我生命中最

重要的朋友。

与 您 心 连 心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简介

一尧叶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曳数据库概况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收录了清末到 1949 年近百年间中国出版的 7000 多种期刊，共 14 万

多期，很多期刊属于国内不多见的珍本，史料珍贵，内容丰富，检索方便；资料涉及文史教育、哲学经

济、政治军事、工农交通、天

文医药等等各大门类；在中

国近代的历史、文学、教育、

哲学、政治、科技史等方面尤

其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平

台设计简洁，功能强大，可以

通过学科分类浏览，也可通

过检索直达篇目目次，检索

分为按刊检索和按篇检索，

检索字段包括刊名、题名、作

者、出版地、年代等，可实现结果搜索和逻辑组合高级搜索。数据库不需要安装专门的客户端或阅读

器，直接在浏览器下即可直接阅读，需要下载时直接生成 pdf 格式，使用时无并发数限制。

二尧使用方法

数据库根据《中国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本数据库所有刊物共分为 21 个大类，点击相应的

分类，即可打开该分类下所有刊物。如果该大类下刊物过多，您还可以通过大类下的二级和三级类

来选择。

如果需要获得更多帮助请详阅使用说明，或者致电校图书馆学科信息处电话 22863394。

▲（陈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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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图书高达 228 万册的工程学院图书

馆可以算得上是一座巨大的藏宝库，如何在

琳琅满目、浩淼无际的书山书海寻找适合的

书籍？寻找书籍就像在淘金，虽然知道自己的

目的是什么，但是却无法确定自己寻找的就

是适合的。“为每位读者寻找适合的图书，让

每位读者都能享受到读书的快乐”是我们的

宗旨。

为提高馆藏文献的利用率，提高读者的

阅读水平而搭建的专业导读专栏是图书馆员

与读者一个互动的交流平台。将充分发挥图

书馆的教育功能和引导功能，为广大读者提

供更多的资讯。

书中大智常翻起，学无止境更求精。为了

让广大读者体验真正的阅读，让经典名著、热门图书、畅销图书充实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生活，

定期向大家推荐精心挑选、集中展示推介，努力使我们成为“真正读书”的读书人。

叶吕碧城三姊妹文学研究曳徐新韵著

本书对淮南三吕的交友、思想、文学思想、以及文学创作等进行详细地分析研究，尽可能还原

淮南三吕在文学史上的恰当地位，尽可能挖掘材料，试图在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徐新韵编著的本

书将从特殊时代的社会因素、“本是同根生”的家庭因素以及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

分子的生存状况及其心态的角度考察她们的思想渊源，揭示她们创作的文化动因；又从诗、词、文

本身的发展趋势来考察三姊妹的文学创作与清末民初文风的

关系。所有这一切皆立足于原始文献和具体文本。

叶人间词话全鉴:耀世典藏版曳王国维著

《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

的一部词话著作，在中国诗话、词话发

展史上堪称一部划时代的作品。该书

集中体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文学、

美学思想，观点新颖，自成体系，精义

迭出。自 1908 年，《人间词话》在《国粹

学报》上公开发表以来，颇受世人的青

睐与关注。《人间词话》是中国古典文

艺美学史上的扛鼎之作。在这部书中，

王国维以西方哲学、文学和美学的视野，对历代诗词名家名作

作了精彩而独到的点评，并提出了独特的文学理论，可谓难得

的国学经典、里程碑式的文艺巨著。《人间词话全鉴（耀世典藏

版）》选用了最完备的《人间词话》手稿本，以重现其真容。全书

分为三部分，上篇是王国维发表于《国粹学报》的《人间词话》64

条，下篇是未刊稿及删稿，每条原文后都附有赏析文字，阐释主

要的理论观点并对原文进一步拓展。在附录中，则收录了《人间

词》及王国维的生平事迹。与经典同行，与大师对话，怡情养性、

开发性灵、提升品位。▲（蜡笔新一）

开 卷 有 益 少时无人看管，放学，周末，总被家

人放到新华书店。五年级我跟妈

妈说书店的书全被我看完了，她知道我指的

是儿童文学，于是告诉我，在我看完的书架

对面，有三毛，有张爱玲，有围城，有红楼梦。

后来，我自己又发现了，深爱的毛姆，黑塞，

卡尔维诺。那时候我读不懂为什么方鸿渐为什么要娶孙柔嘉，也看不出来白流苏原来是用一生赌博。

经典都被囫囵吞枣一遍后，年少轻狂竟一度觉得无书可读，国内作品很多，却总觉荒芜，不是说没

有好书读，而是不愿花费大量时间去做选择。外国文学的确很早惊艳我，但隔着遥远的语言鸿沟，每次

相逢总觉得遗落了什么。木心老人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让人真正体会到如获至宝。就是那首我们熟知

的从前慢，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

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今年春晚，看到先生的诗被唱出来，说实话，不悦。先生说过，诗和歌是分开的，他的诗适宜

在默读中感受韵律的流动，朗诵都不可，更何况唱。

那时我十三四岁，《云雀叫了一整天》。先生的形象伟大而独特，博闻强识，目光如炬。黑礼帽，长围

巾，风衣衬衫长柄伞，是我最理想的文人形象，看到先生尊容之后更是无法自拔。《哥伦比》《鱼丽之宴》，

《我纷纷的情欲》……我尽情感受先生的东方内涵与西方精神完美契合，匠心巧用。像是行走在茫茫雪

野中，只逢一人手持暖炉而来，就是先生。八本之后，我才敢打开心中圣经———文学回忆录。丹青笔录

的木心《论语》，文学《春秋》。虽然我一直想对先生说一句：你啊你，什么时候遇见都嫌晚。而现在想来，

十几岁年纪的我，是不配读先生的。于是今年，我重新沐手展读———《文学回忆录》，依然觉得，字字句

句，深入我心。先生总是点到为止，却妙语横生，将生动的例子信手拈来，将深刻的道理表达的平淡隽

永。

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到先秦诸子诗三百，圣经新约旧约到老子庄子尼采，英法德到阿拉伯，魏晋风

骨到唐诗宋词，屈原到陶潜，我简直深深沉醉。在木心先生的娓娓道来中，我感受到空间穿梭，时光流

转。仿佛来到先生书桌前，看他阅读，思考，写字，讲述，与文学巨擘们侃侃而谈，变成伊卡洛斯飞出迷

楼。如果先生健在，我真想赴往乌镇，为他拂窗拭尘，铺纸研墨，看他与他的朋友们谈笑风生。一群画

家，作家，相聚在家中，听一个有趣的艺术家讲世界文学史，五年如一日，想想都令人垂涎。先生的话即

使平铺直述也带有捕捉不到的狡黠幽默。先生言，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

好看。类似的言论有一千条，但惟独先生说得如此精妙。“水草”，是何等的譬喻，只此一句，初闻平淡，实

则掷地有声，让人如醍醐灌顶。先生的话，精辟通透，不需要附和，不需要赞同，只要听过，别人就只有

叹服的份了。同时我也在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同样以希腊神话开篇，不知是翻译之故，

还是已经读过先生大作之后的曾将沧海，只觉索然无味。读过多少次希腊神话也未能理清负责的人物

关系和人名，可自从先生之后，这些美丽又糊涂的人们就在脑海中从此挥之不去。梁文道说，他以自己

的眼睛瞻前顾后，左右环视，既见故人，亦知来者。《文学回忆录》，斩钉截铁，不解释、不道歉、不犹疑。他

平视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大师，平视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读者，把大师，自己，读者三者放到同一高度

来讲，既不卑微也不骄傲，自在自由，娓娓道出他的文学的回忆。先生的作品，好读难懂，难懂易记，因

为风格印记太过强烈了，每一句说，自有一股先生自己的标识，引人一字一字地读下去，铭入脑海，有时

立即记住了某一句，回头细想，其实还没懂得确切的意思：于是可堪咀嚼，可堪回味。就像我初读此书，

每每被先生引人入胜，完全着迷，很少有时间做自己的思考。如今，在文学上积累更多之后的余温，让

我每每忍不住向先生发问，然而斯人已去，徒留仰慕者嗟叹。

在美国，先生与福克纳，海明威一起被列入大学文学系规范课程，画作也被收入大英博物馆。先生

身上，值得品读的实在太多。文学回忆录，值得，一读再读。▲（王楚楚）

读破先生一生心 根据校内外用户需求，在国内外权威数据库中检索

其论文被收录和被引用情况，并代为办理盖有公章的权

威检索证明。可查询的数据库包括：Web ofScience（SCI、

SSCI、A&HCI）、ISI Proceedings（CPCI-S、CPCI-SSH）、EI、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等国内外权威数据库。 检索申请的格式要求和提

交手续为了保证检索结果的准确性及全面性，查收查引

申请都要按照一定的格式提交。登录图书馆主页，下载查

收查引申请单和填写范本。根据范本填写完申请单后，发

送至邮箱 91552@fjut.edu.cn。查收查引办理流程如下图所

示。

收费标准图书馆为校内用户提供的各种服务目前均

不收本馆服务费，需要从馆外获取的文献所发生的费用，

则根据来源馆标准收费。目前我们馆都从福州大学查新

站获取收录和引用的证明，福大收费标准是：校外基础收

费 50 元，文章 30 元 / 篇，默认出一份报告，需要增加报告

份数的，每份加收10元。例如，查询一篇论文被 EI收录的

情况，要求报告出两份。收费：校外基础收费50元+一篇论

文查询30元+增加报告一份10元 =90元；领取报告 1.正

常情况：2-3天领取。2.特殊情况，电话联系而定，如遇开具

论文证明的文献量大或高峰期。报告需要用户上门自取。

联系方式院北区图书馆二楼 tsggk@fjut.edu.cn
参考咨询室接待时间院周一到周五上午 8:30-11:30曰

下午 2:30耀4:30渊周四下午除外冤
电话方式院0591-22863394

服 务 导 航
查收查引

霸王别姬
哀莫大于心死

《霸王别姬》，一部史诗般的电影。它凄美绝伦，宛如一幅褪色的古老画卷，

画尽了中华民族在一个世纪里所遭受的深重苦难；画尽了在各种残酷的现实

环境下受到重压的人群。这部迄今为止在世界影坛上成就最高的电影的独特

魅力究竟在哪里？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在于它饱满厚实的思想根底。短短三个

多小时的时间里，通过京剧演员的视角，展现了从清末到文革结束这大半个世

纪中国社会的变迁，揭示了在残酷环境的压迫下各种人所表现出的或崇高或

卑鄙的任性。

京剧是一门瘸腿的艺术，它本身存在的固有缺陷和阴暗面在影片的一开

始就得到了表现:母亲为让小豆（程蝶衣）入行而斩断他的手指、师傅对徒弟们

的随意辱骂和鞭打、宛如地狱一般的戏班生活……这些景象让人不寒而栗，然

而，这又是想要成“角儿”的学徒们所必须付出的，艺术对于艺术家人性的摧残

得到了充分暴露，这种摧残在小豆子性别意识的转换和小癞子的自杀上面达

到了极致。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便是小豆子为唱花旦而被迫转变性别意识的

情节。京剧的传统行规是女性角色也必须由男性来扮演。小豆子原来有着极强

的男性自我意识，在《思凡》这出戏中他倔强地一次次的唱错台词：“我本是男

儿郎……”师父凶狠的责骂和体罚也没能使他改口，但是当他敬重依恋的师兄

小石头（段小楼）用铜烟管将他的嘴戳的鲜血淋漓时，他终于开口了：“我本是

女娇娥……”这一刻，他的心理畸变了，他彻底完成了从男性心态向女性心态

的转变；这一刻，戏班的人都笑了，他们仿佛看到了又一位名花旦的诞生；但是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只有悲哀的理由，因为程蝶衣永远失去了做一个正常

男性的机会。在人性的被破坏、被扭曲中，艺术和艺术家达到了暂时的统一，艺

术家向艺术妥协了。如果说仅仅在艺术家和艺术之间，矛盾还未被激化，那么

当外部势力以强者的姿态强行介入的时候，一切都向无法挽回的悲剧发展了。

京剧生存的外部土壤是如此的恶劣，梨园仿佛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染缸:金

钱、吸毒、畸恋、嫖妓……艺术家要想抵制外界诱惑保持清白已经是很不容易，

更何况他们还受到各种外部强势力量的胁迫。北洋时期的戏霸袁四爷、日占时

期的日本军官青木三郎、国统时期的国民

党官兵、解放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代表

小四、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在他们的插

手下，程段二人的艺术生涯不断历经坎

坷，最终用程蝶衣的自刎写下了一个无言

的结局。他的自刎，与舞台上的“虞姬”暗

合，象征着他对于艺术追求的执着。他的

一辈子都活在戏里，但在现实世界面前，

舞台技艺精湛的他却是一个充满幻想的

孩子。他根本就没能意识到，在那个时代

的中国，任何艺术都不可能得到善终。所

以当他认识到这点的时，追求了一生艺术

的他选择了毁灭自己。政治与艺术的激烈

对抗终于让艺术家死亡了，程蝶衣的死象

征着京剧艺术的猝死，艺术和艺术家一同

灭亡了。但是影片并没有在这里终止，“虞

姬”自刎之后，“霸王”回头大吼了一声:“蝶衣”。

然后他画着脸谱的脸突然露出了微笑，轻轻叫了一声：“小豆子……”影片

在这里戛然而止。程蝶衣的死是否唤醒了段小楼？京剧艺术能否在灰烬中涅槃

重生？“霸王”的这个微笑，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思绪和无尽的遐想。

《霸王别姬》是一幕电影、是一首中华民族的苦难史诗、是一部关于艺术的

悲剧。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让他达到了几乎完美的艺术境界。人性的

卑微，艺术对艺术的残忍，政治对艺术的利用和中国的变革史。“连你这楚霸王

都跪下来求饶了！那这京戏它能不亡吗？！”面对红卫兵的批斗，程蝶衣朝段小

楼怒吼道。

每睹此幕，我心如刀绞，无语凝噎。

朝朝暮暮，暮

待云归，又是一年

春暖花开，絮柳纷

纷。

此时在这薄

雾朦朦的旗山脚

下，正鸟语花香，

南燕剪水。校文学

社又一次拨开絮

云，迎来又一年春

日里的同读一本书活动。

时逢盛世更生才，不薄今人念古人。同读一本书，感前

人之智，造今人之才。校文学社希望通过举办这次活动，鼓

励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这框架式的工院里，掀起一股

文学的巨浪，让我们多一丝文学的色彩。

大学，童年，书籍；人生与伴侣，生活与验世。这些万

卷书林里比目皆是！古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我

想说“读万卷书，亦是在行万里路”。那些跳动在宣纸上的如

焰火似的小小字体符号便是前人回首时烙下的深深脚印。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只是看你如何去塑造这条

路上的这个舞台罢了？同读一本书，便是一个舞台，就是你

验世的一个大好机会!就是展现你才智的明窗。

3月29日，那三天海选的匆匆时光，已如白驹过隙，弹指一

挥间，已在你不经意间悄然从你指缝间如流沙一起随风而逝。过往的时

光总是美好的，但毕竟已过，就让它如一副唯美的古风画卷存留心间!

4 月 23 日晚 7 点，图书馆学术报告厅，由图书馆、校文学社举办的

同读一本书活动决赛已经圆满落幕。

献上我们的鲜花和掌声浴
一等奖：李芳（翻译 1502）

二等奖：苟岚珂（公共事业管理 1501） 林莘芸（土木 1406）

朱玉雯（城乡规划 1502）

三等奖：张慧慧（工商管理 1402） 安建功（工程管理 1502）

程兆模（机械 1401） 罗伊然（翻译 1501）

吴文（英语 1501）

同
读
一
本
书
活
动

哲学与生活

何谓“自知”？ 自知就是要知道

自己的能力有多大，能给多少人带来

幸福，肩负着何种使命；又要看清自

己，不能自大，给自己定下过高目标。

而“ 知人”，便是细细品味每一个人的

内涵，或褒或贬心中有数。

“认识你自己”是刻在古希腊特尔

斐的阿波罗神庙上的一句话，苏格拉

底充分了解了这神谕的含义，他既自

信，又不自大，了解自己的智慧，自

信为道德的引路人，但并不因此沾沾

自喜。高中历史老师一直将这一句

“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

他自信于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对不了

解的领域一直怀揣尊重之心，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赢得了当时学生的爱戴。

我曾在很多老师手下学习，唯独只有想起这一名老师时心里才会觉得：真是了不

起！ 因为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还学会了为人自知的重要性。像我们这一代年轻

人，大多都是心怀鸿鹄之志，心里都是征服这个世界的梦想，但却不自知，不了解自

己的能力，只会大喊，不会沉思。我们很少会反省自己，从来不深刻的剖析自身，所

以才经常在失败中抬不起头来，常常因为自己能力不足而陷入对现实，对自身的怀

疑和否定中。其实，只有了解自己，明确自身的不足，并不断将缺陷变长处，才能慢

慢接近征服世界这个梦想。可惜的是，这个世界多的是自卑和自负之人，自知之人却

寥寥无几。

世人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在的世界虽不是特别黑暗，

但是我们学会”知人“还是很有必要的。在人际交往中切记：交浅莫言深。要学会保护

自己，对他人要知人善任也要看清他的内心，在”自知“的前提下做到”知人“。

自
知
和
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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