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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简讯

※ 2016 年 10 月 27 日，图书馆党支部在图书馆 1 楼多功能

厅开展图书馆党支部委员会换届改选大会。参加本次大

会的共有正式党员 20 人。大会由图书馆党支部书记林

清主持。本次大会确认图书馆党支部委员会由林清、朱

春华、李强、郑昱琳、王云凤等五位同志组成。经直属党

委研究，同意图书馆党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批复

如下：图书馆党支部委员会由林清、朱春华、李强、郑昱

琳、王云凤五位同志组成。林清同志任支部书记，朱春华

同志任统战委员，郑昱琳同志任组织委员，李强同志任

宣传委员兼青年委员，王云凤同志任纪检委员。

※ 2016 年 11 月 14 日至 18 日，刘冰泉、李强、陈虹、李东升

等四位同志一行赴上海地区图书馆单位进行调研，此次

调研的图书馆单位包括：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与各图书馆

单位相关人员就民国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特色馆藏库建

设以及名人纪念馆建设等方面进行探讨与意见的交换。

※ 2016 年 11 月 15 日，学科信息部在南校区博雅 2＃－402

教室举办了“Science Direct & Scopus- 如何更好的运用文

献工具展示你的科研能力”科研讲座。主讲人：阎霖胤博

士。讲座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这样

的讲座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提高文献检索能力的提高有

一定的作用。

※ 2016 年 11 月 17 日，图书馆派陈仲琪、张凤翔和常华等

三位同志参加在福州举办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

导师、系主任李广建教授主讲的学术讲座，李教授介绍

了数据的本概念和特征，总结大数据的理念，解析大数

据分析与情报分析共性及特性，从任务、方法和数据三

个角度，梳理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分析实践。

※ 2016 年 11 月 17 日 -18 日，由《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主

办、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州大学图书馆承办《福

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人员新能力

--2016 年新型图书情报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陈鼎宁、

王伟亮、李明、江先斌四位同志参加。

※ 2016 年 11 月 28 日下午，陈鼎宁馆长主持召开馆务工作

会议，会上直属党委副书记王雄杰传达学校开展公务接

待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并决定由馆办负责开展图书馆

公务接待自查自纠工作，会议研究了国脉图书馆馆藏有

关问题，传达学校 11 月 24 日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

精神，研究了图书馆目前资产归口管理工作中面临的问

题，同时听取学位信息部关于过刊库书架拆装和新增事

宜的汇报。

一个著名的说法，“新闻不过是历史最初的、粗糙的草稿”。作为科学新闻

届的标杆，年满 60 岁的《新科学家》杂志不同。本月 16 日，《新科学家》重磅发布了最新一期的杂志，试

图为其读者提供“第一份关于未来的草图”。

全球顶级的科学杂志不仅报告了哪些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和新发现，还试图解释它们的重要性，以

及它们将如何引领时代变革。可验证的预测、严谨的猜测与凭空想象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新科学家》

并不认为预测未来是件十分靠谱的事情，甚至指出很多未来学注定是失败的，因为随着系统变得更加

复杂，精确的预测会变得更加困难。当下预测认为，人类将最终面临一个技术奇点，而身处该点的超级

智能机器将在技术的跑道上狂奔，并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这本著名杂志指出，摩尔定律不是一种自然规律，而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它之所以能够实现

是因为人们一直努力的试图让其实现。现在人们逐渐陷入困境了，因为自然的实际法则开始干预。因

此，可以推论，虽然目前的 AI 研究速度令人惊叹，但之后的道路也一定会有着许多的坎坷。

《新科学家》是一本保持乐观态度的出版物。他们认为，人类必须让这个世界变得最好，这也就是

人类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而只有不断去思考未来，人类才会成功。《新科学家》选择了几个至少当下

看起来还显得合乎情理的场景，从而能够严谨地猜测未来 60 年可能发生的事。

以下是此份权威报告的部分精彩选编，仅供大家参考。

想象一个没有稀缺的世界其实是出人意料的困难。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经济学家约翰·

奎金说，当我们考虑物质需求的终结时，我们通常仅仅考虑了自身。但是如果当所有人的需求都已经

得到了满足呢？

“稀缺是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他说。 这是资本主义范式，其原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就

像是物理定律那样不可协商。如果一切都是免费的，那么经济如何运作？如果没有人能够得到工资，谁

还会做事情？ 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吗？试图想象一个不是围绕着市场组织起来的世界，有点像一条鱼在

思考水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杰瑞米·瑞夫金（Jeremy Rifkin）在 2014 年的宣言“零边际成本社会”对此进行了设想。他认为，资本

主义几乎已经完全吞噬了自己。“这是市场的终极胜利”，最后社会会过渡到这个样子：自动化将使得

生产每一件额外产品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产品基本上是免费的。

想要体会一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让我们想一想音乐和出版业。互联网已经使内容的生

产和分发非常便宜。虽然对一些人来说这一过程有些痛苦，瑞夫金则认为这种趋势是预兆了一种新型

的范式，而且这种范式将蔓延到所有的其他行业。创造这一可能的关键将是一个可以几乎满足任何需

求的制造设备：有点像当下的 3D 打印机，但实际上要比它复杂得多，而它与 3D 打印机的差距，大概就

像一个现代计算机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电子计算器那样大。

当然，我们还不确定这样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轮廓正在显现。瑞夫金认为，制造商将

是共享经济的引擎。所有权的概念将让于使用权（想一想 Spotify 和 Uber 所做的一切），购买则将让位

于一台能够打印任何你所需要的机器。

在 20 年内，资本主义将不再是经济生活的独家仲裁者。它将与它的继承者分享这一舞台。在 60

年内，资本主义可能会完全消失。到那时，我们的社会可能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基本需求。瑞夫金将他

的新经济愿景称为“公共社会（the commons）”，但它不仅仅囊括了经济方面的变革，它还将是我们嬉戏

的新“水池”。

届时，你将会有一份工作，但你工作不是为了钱。 你工作的公司将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你的“财

富”衡量标准是你的社交资本：你作为这个种群之中一个合作成员所拥有的声誉。

然而，即使在公共社会，我们仍然是人类。

IEEE 是全球最大的技术行业学会，拥有超过 160

个国家的 40 万名会员。IEEE 成立于 1884 年，其出版

的 IEL 数据库包含当今技术领域权威的科研信息。IEL

数据库全新的访问平台 IEEE Xplore 是 IEEE 协会以及

成百上千名图书馆学专家、科技工作者、工程师以及

IEEE 会员、志愿者、学生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晶。

IEEE Xplore 新功能

◆ 优化的作者检索功能

◆ 全新的互动式 HTML 文献浏览形式

◆ 新增的“My Project”在线文献管理功能

◆ 更友好、更人性化的期刊主页及文章文

摘页面设计

◆ 更完善的个性化功能———检索结果输出

及检索历史保存

◆ 更多智能的内容筛选功能———只显示 OA 或订购内容选项

◆ 更全面的文献评价标准———增加文献的专利引用情况 ▲陈虹

IEEE/IETElectronicLibrary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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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转 远方的家
吾以为，藏书阁里，多乐成弦，弦弦精弹，传苍霞而立后世。

一乐为野渊冶遥 此“渊”即知识渊，一排排的书架摆放着一本本书，包含人文社

科、科学技术等等。吾步入其间略览，似同文人骚客轻谈，与科学技术小舞，领略千

年人生。书架之间，繁华如三千东流水，吾只取一瓢爱了解。泡一杯茶，寻觅一红木

桌，轻轻抚开那一页，吾顷刻入其中，穿梭于银河间，畅谈与山水中，不尽自吟：“阅

书旗山下，悠然字里间”。如若腻了，就和亲爱的小书道声别，轻轻合上，趴于书桌

上，小憩一会。书馆二楼，时不时有各种展览，让我感受到咱工院学子智慧，福建各

市的魅力。

二乐为野勤冶遥此“勤”可从此现。大清晨，书馆未开，便有许多莘莘学子已至。他

们或与志同道合之友小叙今日阅读期待；或拿起一本书，嘴上轻声默背；或遥望书

馆前广阔天空，整理整理思绪，开始即将到来的书馆之旅。

书馆一开，大家便进入寻找自己的爱座。坐下后，学子们屏世俗之繁华，聚精

凝神自习起来。我也随着这自习大军，泛舟游于书海之上。书馆由于大家勤，所以

静，挪椅子的声音变显得分外清晰。如若需要移动椅子，我们都分外小心，深怕一

不留神，声传千里。这不，一不小心，他的手机未禁音，响了起来，吓了自己和其他

人与书交谈之欢，他的脸一下红了起来，赶忙掐掉声音，一脸抱歉对大家示意。书

馆之中，学子们在发酵，酿成工院未来的精英。闽工院能立 120 周年而不衰，我想

或许在与此吧。

三乐为野思冶遥孔子曾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书阁之中，不乏促人

读书深省之所。看，他在书架旁，手端一本书，一会眉头紧锁，一会眉宇舒展，沉思

其间；看，他坐于红木桌上，手握一笔，将自己所思所想，记于笔记本上。《春觉斋读

书》也是一好去处。在馆刊中书友之间思想互相碰撞，发出奇异火花，是一种奇妙

美好的感觉。

如若能在大学里寄勤于书馆之上，徘徊于博渊之间，沉思于书本之下，则是人

生一段乐事，快哉！你准备好脱离那宿舍的懒床，和书馆一起协奏一曲了吗？

在日后即将毕业的日子里，我相信闽工院图书馆，托旗山宝地之巅，领闽侯山

水之灵，继苍霞精舍之精，弹三乐扬于神舟，赐工院学子以动力，引万千学子来朝。

而对于我来说，书馆之感，如一盏明灯，照亮远方迷雾的路。我听这三乐，承上启

下，创建未来，乐也。 ▲林伟焜

既达工院，云胡不喜
我喜欢旅行，向往远方迷人的风景。心之所向，素履以往，于是乎，我抵达人

生旅程崭新的一站。

风
闽江畔，旗山麓，动容绮丽于星空之下，展颜旖旎于晨曦之中。

九月，舟车整装至此，未得其门而入，已然见得宗庙之美。工院南区的校门

素雅而大气，白砖犹若羊脂般丝滑，搭衬的苒苒新绿好似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让人踌躇满志而沉溺于美好的憧憬；进而跃入眼帘的是六字浮雕的校名“福建

工程学院”，那苍劲的笔法犹若敲响的一记警钟，一把将我拉回当下，犹言提醒

菁菁学子去秉承前人对现世殷切的期许，其间亦渗透着这方土地厚重绵长的历

史底蕴。既见此景，云胡不夷。

入校门恍若花园极则，一隅一角皆风景。现代化建筑与碧水青坡浑然天成，

浅灰与晶蓝的主色调为素雅的工院加之独具特色的流年滤镜，犹若经百载时光

的潺流而沉淀的结晶，规划完善、布局俨然的建筑亦体现出工院严谨的治学态

度。既见此景，云胡不喜。

转专业的缘由，两年的工院生活住遍了南、北两个校区，对两个校区的秉性

更熟悉不过。我偏爱静谧，钟于在人文长廊闲适漫步，在晚餐后细品电台播放的

天籁；我亦爱午后澄澈潋滟的苍霞湖，侧躺在湖畔的青草地就能望见矗立不远

处典藏富厚的图书馆，这座恢弘的现代化高楼助力万千学子完成了他们远大

的理想；我也欣赏桃树下清扬温婉的捧书姑娘，他们都是那样真实而美好，总

能在我失意或伤怀之时予以“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奇妙力量。既见此景，云胡

不瘳。

雅
有人说，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苍霞大地就是学子们的诗

和远方。

苍霞湖畔的清风扑面，夹杂着芬芳泥土的清香，我在樱花瓣间席地而坐，

轻翻书页，与我为伴的闲云野鹤也一般从容而优雅，让人有此一瞬仿若置身

桃花源，这一幕波澜不惊的画面，本就是令人心醉的一首小诗。

工院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约之以规，让这方水土的每一天都是更好的，她

为明日桃李创造了更多可能。漫步校园，我看到雨苍路上娴熟使用测量仪器

绘图的苍霞青年，那是未来土木事业的脊梁骨；我瞭望邹韬奋广场上遥控飞

行器使之平稳航行的苍霞青年，那是国家电子通信行业的新星；我望见逸夫

楼前取景写生的苍霞青年，那是明日建筑业之担当……

“风雅一手提，学子屦满户。”这是工院师者的真实写照，他们以厚德载

物，以身作则，以博学，加之或轻松诙谐，或启迪思维，或引发共鸣的课堂而吸

纳高足，使教室座无虚席，授课其间不时掌声雷动。学生在亟需帮助时总能感

受到导师如沐春风的关怀，正应了古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之真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工院教书育人之道正是在于

彰显自身所具有的光明与力量，从而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精益求精地完善

自我，具备“真诚勤勇”的苍霞品质。

颂
“努力蔚为民族光，济世笠剑风泱泱。”

再听及这激越高昂的诗歌已是一年多后的今日，在学生组织的第四个学

期。带着自己的师弟师妹们诵读，看着大家稚嫩的面庞透露出坚定与自信，其间

还夹杂着一丝一缕对未来的迷茫，我仿若看到了去年的自己。

我受教于兢业传道解惑的导师，共勉于携手追梦明天的同袍，着西装革履

在校庆舞台上歌唱、朗诵……初入大学以来，成长的点滴都让我倍感幸福和喜

悦。两年来工院与我共同的记忆，方为工院馈赠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百余年前，名绅林纾等人在闽都大地创设“苍霞精舍”，即福建工程学院的

前身，她厚重的历史也由此拉开了帷幕。百余年来，苍霞母亲笑对时光，吟唱历

程，这方土地日渐生辉，包罗万象，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精英。漫道雄关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方今悉数，无不透露出泱泱苍霞百年来一如既往的坚定与自信。

树木云云，皆在苍霞母亲的光照霈泽之下茁壮成长。思源苍霞，丽泽高风，

苍霞母亲一百二十岁生日在望，在这激情澎湃的时光中，你我心怀感恩，去奏响

工院庆典的华章。

一心寻一片樱花染天，觅一隅雅致恬静，殊不知工院走进我生命已然是最

美丽无瑕的那道景致。 ▲翁培钦

“这些年，那些事，我和工院”
征文大赛获奖名单

2016 年是福建工程学院建校 120 周年，为了抒发对工院诚挚的热爱情

怀，讴歌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歌颂这个梦想时代的来临，由图书馆主办，校

文学社承办了征文大赛，以“这些年，那些事，我和工院”为主题，以同学在工

院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主要内容，与读者分享自己在工院的故事。共收

到包括散文，小说，诗歌以及剧本等 80 余篇。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

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四名，总计十名的获奖作品。在此对各位同学的踊跃

参与深表感谢，并热烈祝贺获奖同学！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好的

作品！

第一名 翁培钦《既达工院，云胡不喜》

第二名 林伟焜《书馆之乐，和弦千里》

第二名 祥子《图书馆的猫》

第三名 尹佳驹《桂树花开》

第三名 王艳《食在工院》

第三名 黄河清《听雨》

优秀奖：

刘杰《一别，若永不相见》、

黄伟谋《寻梦工院之美，低调深沉》、

谢艺婷《秋来，忆情起》、

李晓燕《大学之工院情》



影

到了一定的年龄，人生开始回转，奔

向一个圆圈，直到终点。

高尔基的中篇小说《伊泽吉尔老婆子》，是他的浪漫主义

早期作品，风格单纯笔触优美。相对于他的《童年》、《在人间》、

《我的大学》、《海燕》等名著，显得默默无闻，但我却非常喜欢。

读过三次，初见惊艳。那还是读小学，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的时候，就被深深地感染：丹柯和他的族人要经过漫长泥沼和

黑暗，才能到达辽阔的草原。在人们惊慌、恐怖甚至要投降的

时候，“美丽的人时常都是勇敢的人。”美丽而勇敢的丹柯“撕

开他自己的胸膛，从里面挖出他自己的那颗心，把它高高地举

在头顶上。”让自己勇敢的心脏成为燃烧的太阳，比太阳更为

明亮，使所有一切的恐惧烟消云散，那是指引方向的火炬。“高

傲的勇士丹柯，向出现在自己前面的草原的空旷投射出视线，

———他向自由的大地投射出快乐的视线，并且骄傲地大笑起

来……”终于带领族人奔向自由和光明。感动了童年，梦想自

己长大后一定要做丹柯这样的英雄。

长大后，腊拉的故事吸引了我，傲慢自大的腊拉因为私欲

杀死了美丽无辜的少女，遭受所有人的唾弃和惩罚。他不懂

得，“凡是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付出代价，凭智慧和力量得来

的，有的是拿生命换来的。”想要拥有任何美好，都是凭借自己

的努力才能获得。一厢情愿是得不到的。而想“保持自己完整”的

腊拉成为荒原孤独漂泊的影子，生无可恋，也不能选择死亡。

整理书架，又翻看一遍，忽然，作品的副线———伊泽吉尔

老婆子自己的故事吸引了我，有了更多人生感悟。从豆蔻年华

的十五岁到垂垂老矣的她本来也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建立不

凡的事业，使生命过得更有价值，但她没有伟大的生活目的，

在爱情的游戏中虚度了一生。从年轻的时候放纵地追逐爱情，

一生为情颠沛流离，像没有航向的船行驶在无边的大海，碌碌

无为，虚度光阴……可是，怎样才是不虚度呢？读书。不是看书

中的标准答案，而是让我们寻找。

名著就是这样，可以多读几遍，每次阅读，都会给人有更多的思考。

▲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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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间轻歌别曲，凉风飘顾门径。窗外，飞絮掺拈着落花，漫卷心漪，隐

入其中，在罅隙间演绎着陈年的风情....记当时、携伊微步，莺声入耳，温柔

一如落日对山的眷恋。而今芳迹今非，月凉花谢，变成清冽的一汪水，失去

了色彩，没有了温度，晶晶然如明镜，醉醒空留愁赋，戚戚然、唯有天涯路。

最是寂寞话离人。岁月的倒影，被年华沧桑了旧时的笑颜。时间渐渐

从掌心泛化开来，寻觅着自己的归途，零零碎碎的点点滴滴，以及那萍水

之隔的相遇，撞碎了一次又一次涌起的希冀，等待着一秋一秋又一秋。总

有清澈婉转的心事在凄凉的夜里盘旋，随风飘零我的前世今生，深情相

许，刹那芳华，依恋的缱绻，残有一种莫名的疼。在阕词压韵的月色里，想

弯了上弦,想瘦了下弦。簇拥着凌乱的心事，在记忆中片片飞落。

有种感怀不是记忆它如临窗的心境，缥缈潮湿说不出，是一段段的沧

桑落眉间，是一曲一曲的思念……夜深人静，是谁又唱起了离歌？记忆中

那缕忧伤的月光一直在心深处流淌。没有抓住的美好，那段怀念的时光，

全都悄悄带着遗憾在岁月长河中隐去。人渐消磨、沉沉的思念滞留在午夜

深处。人未语、心已痛，不知能否把满腹惆怅寄给窗前月兔？

安静的凝视着，那池水中月，有风吹过，有云飘过 ，霓裳飞扬，浮叶落

花一般，慢慢从眼前，闪现。再回首、再望某年，好想去走一趟，那条长长，

窄窄的小巷，各自重逢在，彼此初遇的地方。错过了，当时的笑靥，却未必

会错过，春花夏荫秋红冬雪的缱绻，愁悒如花般开落，遗留一地愁怨。

一生诠释太多的繁华锦簇，褶藏的岁月在眼角年年刻画沧桑。一秋缱

绻的思绪，随心路铺展，凄迷孕育了一份淡淡而又挥之不去的情愫。怕来

不及拂去自己眉间的哀伤，思念的叙言，收拢好一切的一切，却写不完那

深深的眷恋。虽然不堪沧海桑田蘸风雨，但更不知泪湿素笺情几分。

念想纷飞，穿枝弄影，落在参差的树林间，濡染成萧瑟无边的凄凉。落

在碧池烟波里，化作一池清透的寒水。落入斟满菊花泪的酒杯中，带着远

去的芳泽。落入古琴流云似水的弦音中，带去苍凉的幽远。

痴吟离别曲，月下成古今。岁月为卷，年华代笔，能否刻下天长地久的

誓愿？或许，天长地久太遥远，这才是最好的结局。当思念与君随行，君心

是否更伤怀，荡漾着月下踽踽独行的影子？羌笛吹彻云裳，看那一行行思

归的南雁，谁在张望？谁在思量？追问风中一叶，落在何方，心痕又添几多

雪霜？谁又在烟波流转处，默然书离伤？离去，无情，愿彼此无恙！

摄影是眼睛的投射。

摄影的意义：很多人说摄影是发现美，这是最浅的，通过摄影表现内心是难的，但

不如文字。摄影中发现美是浅表的发现，很多人的发现到此为止。摄影的更深一层是发现

意义。摄影的更更深一层是发现隐藏的自我。 达到第三层的，可以称作摄影家了。

好多人拍的风影照很好看，其表面千姿百态，都是好看的风景，但内心审美模式

只是千篇一律的一种，思维和情绪体验也只是千篇一律的一种，表面上照的不同场景

和光线，好看，但实际上是千篇一律的。

为了避免这种浅表性摄影，拍风景的话，我们可以在风景中去寻找什么东西打动

了你，还要觉察它打动了你的什么，为什么它会打动你?拍下来，知道是那个东西激活

了自己，从而了解自己、理解了内心，这才是摄影家的应有追求。

这点与诗思维相同。比如说我有首诗写胡杨，胡杨打动了我，说明胡杨身上有种

东西激活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这个感知觉察过程中，我从胡杨身上看见了自己，所

以句句写胡杨，句句写自己。

怎样使照片里有情绪呢？摄影时抓住最能点着情绪的点，所以，与其对外部敏感，

不如对内心敏感，使照片有心理效果。

我们内心有多少种情绪，外部都能寻找多少种形态表现出来。我们内心的情绪，

如喜悦、宁静、愉悦，忧伤、悲伤、恐惧、无聊，还有爱，这些情绪的进化与色彩、外部形态

关系密切，二者间有关联。比如说树叶枯黄，给人的感觉是温暖，和天蓝色引起的感觉

不一样，这种内在情绪与外部色彩丶形态之间的关联性，是我们应觉察和把握的。

假如地球没有植物，没有阳光和风，处于黑暗，那么人的情绪也只有一种。所以色

彩和形态与情绪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可以借助一定的色彩、情绪表达温暖、乐观，还可

以借助一定的色彩、形态表现空虚、无聊、压抑、担忧等，很多复杂情绪都能通过外部

事物的色、形表现出来，比如，可以把天空照成湖样，找个树影子挡下就行。

我的照片是随手拍的，有些乱的没有价值，有些较好的，往往呈现一种氛围，因为

我很少拍某个实体，基本都是拍某种关系。

我们的内心是丰富多彩的，激活美感固然有艺术价值，激活恐惧、激活爱欲、激活

悲伤，甚至激活愤怒等等，有更深更难的艺术价值。在这点上，摄影与绘画、雕塑艺术

相通，有些艺术家是达到了的，如罗丹的《丑之美》和《欲》等。

非要追求照片表面的均衡和谐，是软弱的，是弱者心态。如果要让我来摄影，就拍

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拍均衡和谐，也拍不均衡不和谐。如在冰川上找到那种差不多

推一下就塌下来的危如累卵的石头，找个恰当的角度把危的感觉拍下来，把内心的恐

惧、担忧唤醒，或者找个外在的存在事物来表达忧伤，看到能唤醒忧伤，就是艺术。

我们的心灵从对事物的真正理解中得到的，比我们对事物真正占有的多很多很

多倍。 美这种存在，你理解就得到了。

叶万历十五年曳 作者院黄仁宇

索书号院K248.3/1
内容简介院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 1587 年，

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

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

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

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

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

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

看远不顾近”。本书自 80 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

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

影响。

叶白话译本资治通鉴曳 作者院柏杨 索书号院K204.3/8
内容简介院
《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迄五代，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

史，合共二百九十四卷。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在芸芸众多的历史

事件中，它记了些什么？根据司马光对历史的独特眼光，它选择史事基

本上只关于以下四点：一、国家盛衰；二、生民休戚；三、善可为法；四、

恶可为戒。

这部上下千百年的巨著，一方面力求能够删繁削简、上下连贯，以

求让人君在日理万机之余，

也能够广泛阅读历史，并“以

史为鉴”，以丰富其治国的经

验；另一方面，更期望借用历

代史事，以求帝王“致治之

道”。

从今天看来，这部书的

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即使

是一般的读书人也需要《资

治通鉴》。 ▲蜡笔新一

正在展出的展览有展现社会习俗、文化的《三坊七巷风家训展》图片展，三坊七

巷是福州浓重文化气息的具体体现。通过一张张构图精巧的作品，仿佛步行于青青

石板。家训是家族风气传承的见证。新时期，人们往往追寻更高的自身修养，家训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中国体育图典》图片展。生命在于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此次图展目的在于展现为中国体育事业奋斗的健儿们的风采书画展得到工院学生、

教师等大力相助。他们提供的作品有笔走龙蛇的草书，有工笔、写意兼具的国画。作

品类型丰富，不一而足。书法写尽岁月静好，国画描出生活情趣。希望这些作品能够

营造愉悦的观赏氛围，带给你别样的审美感受。

《魅力福建之厦门———厦门》是图图带您游福建系列中的一个书展，福州、泉州

的的书展已经在上学期做过了，现在跟着图图游武夷山寄情山水，您准备好了吗？

最近举办的的展览吸取了先前展览的举办的经验，。在人员的准备到展品的准

备，布展、收尾工作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亲爱的读者朋友，您还想看哪些方面的展览，请您告诉图图，图图为您安排！

力力福建之武夷山
武夷山位于福建西北部与江西的交界处，是三教名山，素有“碧水丹山”的称号，

更是为数不多的世界双遗产。

其独特的丹霞地貌铸就了它的险峰幽谷，穿流山周的碧水增添了它的静谧绵

长，绝佳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无数珍稀的动植物品种。名山出胜人，佛、道、儒三家在这

里的完美融合留下了众多的传说和庙观，而崖壁上的架壑棺船已是数千年来遗留的

文化谜题。

图图除了带您除了游山玩水、访仙问道，还有山珍野味去大快朵颐，举世闻名的

武夷岩茶飘起阵阵茶香，以闽越民族和《印象大红袍》为代表的古今文化活动丰富旅

途生活。武夷山的文化遗产丰富有古闽文化，有古汗城遗址，有武夷宫，天游峰等等。

展览时间院2016 年 12 月 8 日———2017 年 1 月 8 日

展览地点院图书馆二楼展厅

冬节正浓，家中捎来消息，梅树已花满山头，远观如雪，近看似帛，正是寻梅

赏梅的季节。

梅花品种繁多，最常见红梅与白梅。斑斑点点的红梅，像刺在锦上的针脚，

一针一脚浓烈又醒目。家乡没有红梅，只有洁白如雪的白梅，肆意开放在山野，

繁花胜雪，轻风掠过，飘落如雨。

梅花如人，虬髯嶙峋的老枝，似一位倦客，千帆过尽，有过灼灼其华的绚烂，

也有过寻常草木的零落，只是梅开尽欢、落梅无悔。人生如梅，看

罢人世皮相，才知离合聚散耗去了多少情深岁月，以往痴痴于落

梅的哀悼，如今已知人生起伏不由人，执念人事方物都是作茧自

缚。梅开梅落，开落间已赏尽梅间风光，人聚人散，聚散中亦浅尝

众生爱恨。世间万物太多繁杂，于人于心，该如山间的一枝素梅，

简净无争。

幼时赏梅，大咧咧胡乱掐下几枝，贪婪嗅着丝丝缕缕的清香，

再别于伙伴头上，追逐打闹。后来喜将含苞待放折下两三枝，回家

将空置的粗瓷花瓶擦拭洗净，朴素的流年因了瓶梅的装点，有了

刹那的惊艳。如今这些如画的岁月，已随匆匆的脚步日渐泛黄，留

下青墙檐角上的苍苔，寂寞的丰瘦。

年轻的人为了未知的风景，不畏寒暑流易，在荒草斜阳中独自远行，满足了

远走他乡的虚荣，自以为遍赏世间风光，却兀自成了别人的一桢风景，徒增风中

渐长的年岁。忘记了家乡的梅花依然坚持每季的开落，花瓣随风飘落，落在了古

老村舍、青青漫野。

远处,巷口小路，行人缓缓，风雨满怀；农家炊烟缕缕，里弄旧堂，炉火新茶。

繁华市井，不及简单如此。 ▲陈国宋

展 览 专 栏

青春是一个普通的名称，它是
幸福美好的，但它也充满着艰
苦的磨炼。

———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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