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4 月，为响应国家“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的号召，加强校园文

化建设，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阅读推广委员会。这

种做法在广东省高校中尚属首次。

二.4 月，图书馆中文编目外包

相关工作完成，中文图书编目工作

搬迁至南校区图书馆四楼进行。图

书馆小语种改号工作基本完成。

三.4 月 21 日，我馆参与建设

的“桂诗春图书室”正式揭牌，该

图书室位于文科基地，内藏桂诗春

教授捐赠的各类图书近 3000 册，将

由我馆负责日常管理。

四.5 月，在校先进工会评选活

动中，图书馆二级工会因成绩突出，

以并列第二的成绩，连续第三年高

票数当选校先进工会。

五.5 月 7 日-11 日，图书馆成

功承办 CALIS（高等教育文献保障

系统）外文书刊 RDA 编目业务培训

研讨会，面向全国图书馆及相关公

司编目人员进行 RDA 编目培训，共

同探讨和研究 RDA 的应用。副校长

刘建达，CALIS 联机编目中心主任

喻爽爽，图书馆馆长孔晓明，以及

来自全国各地 89所高校图书馆、28

家图书馆服务公司的 178 名代表参

会，为历届之最。

六.5 月、11月，图书馆先后获

得“以‘冲一流’的业绩迎接第四

次党代会的召开”和“学习贯彻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宣传栏评比活动

一等奖。

七.6 月 19 日，校党委常委会

讨论确定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三

型”党支部、优秀党务工作者、优

秀党支部书记、模范共产党员、云

山党建奖章、优秀共产党员名单。

图书馆党总支部第一党支部荣获

“三型”党支部称号，俞欣荣获优

秀党支部书记称号，王悦荣获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第一党支部的《建

立内部交流机制，加强党员理论水

平与业务能力》在首届支部案例中

获优秀奖。

八.12 月 3 日，CALIS 管理中心

对 2017-2018 年度 CALIS 联合目录

各项工作指标进行了评估，我馆在

1000 余所高校图书馆中脱颖而出，

荣获 2017-2018年度 CALIS联合目

录“馆藏数据建设先进单位奖”、

“小语种数据库建设先进单位奖”

和“西文数据库建设先进单位奖”

“俄文数据库建设先进单位奖”和

“业务培训优秀组织奖”五个奖项。

潘涛、田梅梅和赵莉莉在西文书目

数据共享共建工作中表现优秀，获

颁年度 “CALIS 联合目录优秀西文

认证编目员奖”。其中，田梅梅和

潘涛从西文三级认证编目员顺利晋

级为二级编目员，在今年十人晋级

名单中占据两席。“中国高等教育

文献保障系统”项目建设二十周年

专项贡献奖。

九.12 月 4 日，中国图书馆学

会公布“2017年阅读推广优秀项目”

名单，我校图书馆报送的案例“‘与

作者共读新书’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喜登榜单。

十.12 月，图书馆喜获 2018 年

度“CASHL 馆际互借服务馆奖”光

荣称号（全国排名第三）。这是我

校连续 3年获得此项殊荣。

中图学会“2017 年阅读推广优秀项目”

广外图情

图六：我馆报送的阅读推广案例获

图五：图书馆两次获校级主题宣传栏评比一等奖

CALIS 联合目录多个奖项

图四：我馆获 2017-2018 年度

奖项设置：

特等奖：1名 5000 元助学金+证书

一等奖：3名各 2000 元助学金+证书

二等奖：8名各 500 元助学金+证书

三等奖：16 名各 200 元助学金+证书

优秀奖：60 名精美礼品+证书

更多大赛信息，请关注“广外图

书馆”微信公众号。

协办单位：

广州红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参赛对象及要求：

广外在校师生均可参赛，作品仅

限一篇，要求务必原创。

参赛方式：参赛者需将电子版作品及

报名表打包压缩发送至投稿邮箱：

gdufslib@163.com；大赛不接收纸

质版作品。

参评电影目录：

在以下电影目录中，挑选其中的

一部进行影评。

【虎口脱险】【蝴蝶梦】【红海行

动】【集结号】【无问西东】【我

不是药神】【湄公河行动】【芳华】

【建国大业】【毒战】【智取威虎

山】【让子弹飞】【唐山大地震】

【城南旧事】【中国合伙人】

注：大赛详细要求请参看广外图

书馆官网“大赛通知”。

活动通知

为迎接“4.23”世界读书日，

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

牢牢扎根，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

时代重任，特举办 2019 年广东省高

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坚

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

审美和人文素养，引导学生成为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大赛主题：

重温经典，筑梦中国

主办单位：

广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

指导委员会信息技术委员会

承办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

2019 年广东省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通知 图三：图书馆承办 CALIS 外文书刊 RDA 编目业务培训研讨会

“图书馆 2018 年度十件大事”评选结果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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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 公允 至诚 服务

借服务馆奖”（全国排名第三）

2018 年是充满收获和喜悦的一年，图书馆在各方面

工作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经过征集、投票、馆务会议

讨论，最终从近 50 个候选事项中投票产生了“图书馆

2018 年度十件大事”。上榜的十件大事是对图书馆 2018

年诸多亮点工作的一个小结，在重要性、创新性和影响

力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评选结果公布如下：

图七：我馆获 2018 年“CALIS 馆际互

图一：“桂诗春图书室”揭牌

图二：广外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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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服务的哲学》
作者:孙正聿

索书号：B0/S859.9-7

内容简介：本书以“为历史服务

的哲学”为聚焦点，分马克思开

辟的哲学道路、马克思创建的历

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

辩证法等五章，全新阐释马克思

哲学思想，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范式转换、观念变革，提出

建设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原则和构想。

新书抢鲜

被誉为中国首部硬科幻电影，

上映于春节时分，《流浪地球》一

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电影

围绕“流浪地球”计划展开，讲述

了近未来，人类为了求得生存而进

行的一系列努力，其中重点塑造了

刘启一家三代人的形象。《流浪地

球》在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同时，

开拓了国内电影人和观众的视界，

让我们的摄影镜头也开始投向无垠

的宇宙并拉近我们与地球命运的距

离。相比于为科幻迷们所膜拜的电

影《星际穿越》，《流浪地球》在

导演郭帆操刀下又体现出了哪些新

颖之处呢？

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

掌下，《星际穿越》上映后得到了

一致好评。它是硬科幻电影的代表

作之一，不仅获得加州理工大学天

体物理学家基普·索恩的理论支撑，

还受到了物理学家霍金的特别关

注。《星际穿越》主要讲述了一队

探险家利用他们针对虫洞的新发

现，超越人类对于太空旅行的极限，

从而开始在广袤的宇宙中进行星际

航行的故事。人性的复杂成为诺兰

镜头的焦点，电影中通过虫洞的时

候，探险队员们发现飞船上的一个

小时相当于地球上的七年时间，即

使探险小组的任务能够完成，他们

的救赎对地球上仍然活着的人来说

已经是太晚。飞行员库珀必须在与

自己的儿女重逢以及拯救人类的未

来之间做出抉择。正是在这两难抉

择中，《星际穿越》为观众呈现了

人性复杂而又难以言明的特性，为

电影的硬科幻风格添上了一道伦理

辩题。

《流浪地球》的不同之处显而

易见，科学家并未放弃地球，带着

地球一起去“流浪”成为一种特别

的浪漫，与另寻家园迥然相异。另

一点是《流浪地球》中的人文关怀。

在末世危机下，全人类团结一致的

情景印证了“天下大同”的价值。

救援队为姥爷韩子昂而牺牲给予了

社会个体价值最大的尊重，刘启一

家三代人的亲情线索点亮了家庭的

温馨。抛开对人性复杂的纠结，《流

浪地球》刻画出一幅幅感人至深的

场景，激发了观众对人类命运的正

面信念。

《流浪地球》只是开始，相信

未来的中国科幻电影能为我们带来

更加丰富的思考和想象。而我们对

宇宙的想象也不会仅限于泰勒斯对

星空的仰望，还将会把目光关注到

同处在地球村的同胞身上。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

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

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

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

还真得先下个定义。

“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

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

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

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

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

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

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

堂”，一点也不奇怪。

“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

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

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

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

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

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

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

“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

“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

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

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

“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

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

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

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

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

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

家福楼拜 1857 年的一句话：“阅读

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

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

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

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

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

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

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

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

陈平原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战后日本文学史》
作者:李德纯

索书号：I313.095/L421-1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研究一九

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日本文学的

著作。作者从中国研究者的视角，

对日本战后各文学流派、文体，

以及以川端康成、松本清张、安

部公房等为代表的日本作家做了

介绍与评述，对于了解日本当代

文学的概况具有较高的价值。

当时间的轮轴转入 2019 年的

春季，毕业的前奏也将响起。不知

道各位应届的同学们是否完成了各

自的毕业论文呢？最近关于“知网

是什么东西”的疑问引发热议。演

员翟天临在微博秀了自己的博士后

录取通知书后，却在直播中表示不

知道知网的存在，事后被好奇的网

友查出其硕士论文涉嫌严重抄袭。

最终事件以光华学院收回其录取通

知及北影取消翟天临的博士学位告

终。

知网作为大学生走进学术研究

和学术发表的第一个平台，想必已

为大家所熟知。但是翟天临作为一

个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人员却

未曾听闻，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论文查询、论文查重和论文发表都

离不开知网，知网是以实现全社会

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

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不识知网而

能够在国内读到博士后的情况是无

推荐书目

1.《学术论文写作》

作者：周淑敏 著

索书号：H152.3/Z378.75-1

2.《诚信，一把心灵的钥匙》

作者：读者丛书编辑组 著

索书号：D616-49/D917.14-3

3.《我的大学我做主 / 2 / 学业

生涯规划》

作者：特弗拉 著，吉扬.刘佳 译

索书号：H319.4:G/T228/2

4.《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指引》

作者：王雨雷

索书号：H152.3/W169.51

5.《大学第一年：献给所有的大一

新生》

作者：赫夫龙 著，唐梦佳 译

索书号：G645.5/H228

《流浪地球》——叙述硬科幻中的人文关怀

学术诚信为大学生涯添光加彩
名人谈阅读

法想象的，这就好比饭店大厨不识

菜刀。抛开荒唐的外表来看，翟天

临学术不端不仅是个人失信的体

现，其背后更是存在着学院录取制

度的巨大漏洞和学术考察机制的严

重失误。去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

已然为教育的改革拉开了帷幕，在

严格的考察机制完善后，如翟天临

这些投机倒把分子都必然会自食恶

果。

从课堂和学位制度改革开始，

学术的诚信问题也逐渐走进大众的

视野。在 2018 年,从清华大学前博

士生被撤稿事件及南京大学“长江

学者”梁莹论文“404 事件”等学

术不端案例中可见一斑。学术诚信

关乎每一位学者的名誉，也是中国

学术界的根本。最后，在同学们撰

写各自的毕业论文的美好春季里，

小编在此温馨提示您：快乐千万条，

毕业第一条，论文不认真，查重两

行泪。

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

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

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

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

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

——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

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

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

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

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

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

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

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

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

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

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

真知”。

推荐书目

1.《阅读·大学·中文系》

索书号：C52/C325.692-4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2.《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索书号：K261.107/C325.69-3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复现中的迷思：电视节

庆仪式化传播及其认同

研究》
作者:陈文敏

索书号：G22/C325.85

内容简介：鉴于电视节庆仪式研

究在中国电视学术史上的不完备

状态，本书运用仪式研究、政治

传播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理论，

深入研究电视节庆的话语生产、

仪式化传播与大众认同问题。

推荐书目

1.《三体》

作者：刘慈欣 著

索书号：I247.55/L481.9-13/1-3

2.《银河帝国》

作者：阿西莫夫 著，叶李华 译

索书号：I712.45/A945-7/1-15

3.《地心游记》

作者：凡尔纳 著，陈筱卿 译

索书号：I565.44/F152-65

4.《星际探秘：高科技与宇宙》

作者：陈志良.明德.雪童 著

索书号：P159-49/C325.95

5.《时间移民》

作者：刘慈欣 著

索书号：I247.7/L481.9-4

深度阅读推荐

javascript:open_window(


第 3 版

有小伙伴在使用知网过程中，

会遇到不少不懂的专业名词，H指

数是什么？影响因子又是什么？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简单学习下吧！

H 指数

【定义】H 指数或 H 因子（H

index），是一种评价学术成就的新

方法。H 代表“高引用次数”，一

名科研人员的 H指数是指他至多有

H 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 H 次。H

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人的

学术成就。一个人的 H 指数越高，

则表明他的论文影响力越大。

【例子】陈导师的 H 指数是

20，这表示他已发表的论文中每篇

被引用了至少 20 次的论文总共有

20 篇。

【注意】生物学家的 H指数

都偏高，表明 H指数就像其他指标

一样，不适合用于跨学科的比较。

影响因子

【定义】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缩写 IF）是指某一期刊的

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被引用的频

率，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一个

重要指标。

【计算方法】影响因子是以年

为单位进行计算的。以 1992 年为

例，计算某期刊在该年的影响因子：

X=以 1992年为基点、某期刊于1990

和 1991 年在 1992 年全部被引用的

论文总次数；Y=以 1992 年为基点、

某期刊 1990 和 1991 年全部论文发

文量的总和；

IF1992 年 =（X（1990 年，1991

年） / Y（1990 年，1991 年））

【分类】影响因子在发展的过

程中形成了两个指标：复合影响因

子和综合影响因子。

复合影响因子是以期刊综合

统计源文献、博硕士学位论文统计

源文献、会议论文统计源文献为复

合统计源文献计算；

综合影响因子主要是指文、

理科综合，是以科技类期刊及人文

社会科学类期刊综合统计源文献

计算；

这两者都是按被评价期刊

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

计年的被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

在前两年内发表的可被引文献

总量之比。

这下小伙伴们对H指数和影

响因子是什么都有所了解了吧。

Q1: 你好，有的时候我找不到显示

“在架上”的书，该怎么办呢？

A1: 图书馆现已开发“帮你找书”

系统，在图书馆任意一台检索机上

操作，进行电子登记，工作人员每

周一次集中找书并反馈找书结果。

Q2: 图书馆上线的新版云山搜索界

面好看了许多，可以同时搜纸质和

电子资源，而且很方便在手机上使

用，赞！但目前浏览还是比较卡顿，

另外，“云山搜索”界面上的各种

描述相对复杂，操作起来不是很方

便和亲民，希望改进，谢谢。

A2: 读者满意是图书馆服务的动

力，我们还将继续优化云山搜索。

致力内涵建设，改革创新打造有特色高水平图书馆

图书馆英语角升级了，3 月安排及内容

新学期新气象，图书馆英语角升级了。本学期开始，图书馆英语角

升级为每周举办四场，南北校各举办两场，周二和周四晚在北校举办，

周一和周三晚在南校举办。每周四场有两个主题内容，单一校区两场的

主题和内容不重复，但南北校英语角的主题内容相同，即相同的主题内

容南校一场北校一场，南北校的同学们不用跨校区奔波。

周二/周四晚 7:00—8:30 北校区图书馆一楼悦读沙龙室

周一/周三晚 7:00—8:30 南校区图书馆二楼悦读沙龙室

半盏屠苏香犹在，案前起笔画

新桃。哮天辞旧去，天蓬迎新来。

转眼已入正月下旬，新年的味道渐

渐消散，但图书馆一把抓住年味的

尾巴，给大家呈上一份别致的新春

礼物——中国年画展览。

年画艺术，是中国民间艺术的

先河，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历史、

生活、信仰和风俗的反映。每逢过

农历新年时买两张年画贴在大门

上，差不多每家都是如此，由大门

到厅房，都贴满了各种花花绿绿、

象征吉祥富贵的年画，新春之所以

充满欢乐热闹的气氛，年画在这里

面起着一定的作用。大抵比较富厚

人家，在厅房总喜欢悬挂老寿星、

紫微星、福、禄、寿等。至与梅兰

竹菊等花鸟图，自然亦在欢迎之列。

年画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

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

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

也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

对于那类时事题材的年画，还是一

种百性喜闻乐见的媒体。

年画又是一部地域文化的辞

典，从中可以找到各个地域鲜明的

文化个性。这些个性因素，不仅在

题材内容里，从各个年画产地习惯

的体裁、用色，线条及其不同的版

味，也能一眼识别出来。由年画可

以认识全部的中国民间。

如果您热爱中国文化，想要与

年画来一次“深情邂逅”，那么您

一定要收下图书馆为您精心准备的

新年礼物，欣赏完年画的风采之后，

相信您对年画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

涵都将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国的

年文化有更细腻的咀嚼。

展览事宜

时间：2019 年 3 月 5日－4 月 5 日

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图

书馆一楼总服务台

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

协办：广州红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图书馆送你一份“年画”大礼包建工作坊项目，第一党支部获“三

型党支部”称号，多位党员获得“校

级优秀党员”和图书馆“优秀共产

党员示范岗”称号。新的一年，图

书馆将从党建创新、干部素质建设、

规章制度建设和思想工作建设四个

方面开展有重点有目标的工作。

会议通报了图书馆科研、财务、

工会等工作情况，汇报了部门调整

设想。工会还进行了图书馆 2018 年

度优秀部主任和优秀馆员评选投

票，以及工会委员增补选举工作。

C N K I 教你
H 指数、影响因子怎么看？

活动预告

馆务馆情

3 月 7 日下午，图书馆 2018 年

度工作总结暨2019年度工作布置会

在北校区图书馆负一层报告厅举

行。馆长孔晓明鼓励全体人员主动

对接大学双一流建设，以内涵建设

为主线，打造有特色高水平图书馆。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范静静主持会

议。

馆长孔晓明指出新的一年图书

馆要研究支持学校“冲补强”“以

本为本”的举措，完善智慧图书馆

系统，推出新一轮方便读者的服务，

召开第二次阅读推广委员会会议，

办好读书日活动和图书馆文化节，

优化图书资源配置。

2019 年将以部主任换届和新一

轮的全员岗位竞聘为契机优化整合

人力资源，促进管理干部梯队建设

和人才流动，提拔 “想做事、能做

事、能做成事”的同志，同时兼顾

梯队建设，并通过绩效工资等配套

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馆员综合素

质及积极性。

图书馆的长远建设目标是“打

造有特色高水平图书馆”。 “有特

色”包括资源配置有特色、空间布

局有特色、移动互联有特色、资源

推广有特色、学科服务有特色、对

接国际有特色。“高水平”包括管

活动预告

读者墙

理水平高、运行效率高、服务质量

高、外界评价高、工作氛围好。为

了达到这个目标，图书馆要通过科

学合理的管理，更好地整合现有资

源，主动对接大学双一流建设，以

内涵建设为主线，全面提升图书馆

建设水平、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努力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图书馆，为

国际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文献资源保障好服

务。

范静静对2018年党务工作进行

总结，布置 2019 年党建工作重点。

2018 年，图书馆突出政治建设，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创新支部生活，开展形式多样富有

成效的党员理论学习和实践教育活

动；落实重点问题整改，抓好党风

廉政建设和廉洁自律。

图书馆党总支保障监督有力，

党务业务相得益彰，2018 年图书馆

对照整改清单，有针对性地开展工

作，在图书馆物理空间改造、志愿

者团队建设、南北馆交流、改进陈

旧设施、领导班子与业界交流、建

立图书馆业务品牌、假期开放模式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党员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功申报党

——本馆召开 2018 年工作总结及 2019 年工作布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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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讯请关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散文诗等，其中，以散文见长。而

在 1月 23 号，林清玄最终停下他与

时间竞赛的脚步。

修行修心，写作写情

林清玄 32 岁入山修行，自此修

禅不断，生性为人豁达。他修禅用

心，在山上诵读佛经，专心“觉悟”。

他曾师从佛学大师南怀瑾。南怀瑾

对他评价甚高：“我的下册，就交

给他写了”。而星云大师也曾赞叹

他“文如流水，语似冬阳”。

林清玄的写作积极“入世”，

关注现代人生存中面临的种种问

题，并伴之以人文的关怀和思考。

他的散文风格简朴、清新、空

灵流动，具有诗性之美。在《常想

一二，不思八九》一文中，林清玄

以俗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告诉我们：生命里不如意的事情占

了绝大部分，但是扣除了八九成的

不如意，至少还有一二成是如意的、

快乐的、欣慰的事情。如果要过快

乐人生，就要常常想那一二成好事，

这样就会感到庆幸、懂得珍惜，不

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

思。本书问世后，好评如潮，成为

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

生的案头书，并入选《新周刊》和

《书城》“改革开放 20 年来对中国

影响最大的 20 本书”。

4. 《国富论》

作者：亚当·斯密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F091.33/S454-20

内容简介：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

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

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

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

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

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

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

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

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

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

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

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5.《人类简史》

作者：赫拉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K02-49/H251

内容简介：本书是以色列新锐历史

学家赫拉利的一部重磅作品。从十

万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

本、科技交织的人类发展史。十万

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个人种，为

何今天却只剩下了我们自己？

一杯浊酒送清欢 ——纪念林清玄

她强调说，选择书籍就如同选择“私

人化妆品”一样因人而异。广大读

者应该从爱好开始，选择最适合自

己的那一款书籍，才能将阅读坚持

下去。

在“都市文学”中女性角色一

直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三十年，

文学作品里的女性角色在性格上有

着从单调的隐忍到复杂多面的改

变，她们从一味地接受命运到如今

能掌握、改变命运。张欣解释为何

她早先的作品里女性总有着悲剧的

命运：“我那时候觉得写黑暗的东

西‘酷’。”但她后来转变了看法：

“其实黑暗中的微光最难写……最

黑的夜才能有最亮的星。”怀着挑

战自己心情，张欣老师开始在女性

角色的创作中展开了新的探索，给

予她们更加丰富多彩的结局。

“观察生活”是她给予同学们

在创意写作方面的建议。一座城市

是复杂、多维度的。譬如广州，它

务实、商业化，人与人之间有着较

强的距离感，然而又对外包容。它

有着深刻的文化内蕴。许多广州本

土作家身处其中，对此习以为常，

觉得没什么好写；而一些外来的作

家，不得其门而入，不知如何来写。

此时，观察就显得尤为重要。除此

之外，写作也是一门需要逻辑、自

律、精力的学问。

观众与张欣老师之间的问答环

节同样精彩万分。应一位观众的要

求，她向青年人阐述了她对“美女”

的认知：外表上的整洁得体和内在

知识的沉淀相结合，其中内在显得

更为重要。而面对第三位读者提出

的关于理想和现实的问题，她认为

这两者可以兼容。“让我们面对现

实，让我们忠于理想”，她引用

切· 格瓦拉的名言，表达她和光同

尘里温和的坚持。

主讲人简介：

张欣，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

会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

《十月》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得

主，被称作“都市故事最好的叙述

者”。199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作家

班。现已出版《浮华背后》、《深

喉》、《不在梅边在柳边》、《狐

步杀》等多部小说，部分作品被改

编成影视作品。她是大陆少数几个

纯走通俗路子的作家，作品多反应

南方沿海城市白领女性的生活，颇

受读者欢迎。

广外图书馆

悦读讲堂

师说· 陈文婷

广外悦读微客服移动图书馆

致被八九的不如意所打倒。

在时下“砒霜”横行和负能量

充斥的网络时代，林清玄所写的“快

乐活在当下，尽心就是完美”等带

着人生哲理和丰富禅理的散文词句

为我们抹去心间的灰尘，擦亮我们

看待生活的眼睛。

推荐书目

1.《常想一二，不思八九》

作者：林清玄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I267/L456.9-89

2.《人间有味是清欢》

作者：林清玄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索书号：I267/L456.9-79

3.《珍重待春风：那些你不曾拥有

的岁月给你》

作者：白先勇.林清玄.余光中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267/B149.9-5

开满鲜花的木棉树是羊城

的名片，矗立的小蛮腰照耀着

这个城市的许多梦想。我们整

日在这座城市间穿梭，却常常

步履匆匆而对周遭美好所知甚

少，“人与城”的关系愈发错

综复杂。如何透过文学感知这

繁华又质朴的岭南风光？这是

我们今日的论题。

经历了长达一周的冷空气，在

12 月 15 日这样一个回暖的艳阳日，

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和新浪

网联合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

文学院和习酒公司共同协办的走进

校园《读书会》第三站在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南校区图书馆举行。广东

知名作家张欣围着一条深浅交织的

灰色羊绒围巾，戴着她标志性的棕

色偏光镜，给广大学子带来一场关

于“岭南都市文学”心得分享，进

行一次跨越年龄和阅历的诚挚交

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的

副教授朱志刚先生作为本次读书会

的主持人，面对张欣女士，毫不吝

惜自己的赞美，将之比喻为他心目

中的“广州女神”。既遇“女神”，

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了诸多问题：“长

期举办读书会的困难有哪些，如何

克服？”、“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兴

起和纯文学没落间的文学的代沟问

题？”、“从事写作的三十年间，

笔下的女性人物性格和命运有了怎

么样的变化？”……

张欣对这些提问从容不迫地一

一答来。

看到今天几乎座无虚席的报告

厅，她直言说是意料之外。惊喜同

时，她又承认，如今许多文学分享

会人丁稀少，门可罗雀，其根本原

因在于“文青不够分”。读书会的

受众是有限的，而读书会的数量在

逐年增长，这势必造成当下的尴尬

局面。要解决这个问题，她认为，

关键在于两字——“坚持”，阅读

应该始终是一种日常化的需求，而

不需要强烈的仪式感。

对于网络文学，张欣怀有非常

包容的态度。她认为文学不应该总

是在缅怀过去，文学会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发展、变得多元化。“好懂

的东西不一定就不深刻”，她相信

读者的鉴赏力，如果一部作品能让

读者产生共情、甚至泪流满面，那

它就至少值得尊重。至于推荐书单，

张欣老师始终不给出明确的答案。

个人简介

中山大学管理学博士，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青年学者，

MPAcc 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

山大学并购重组研究中心研究

员，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

所荣誉副研究员，美国会计学会

会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

审专家。

学者寄语

阅读，是习惯。读书的过程远

比读书的效果更为重要。阅读，是

需要读“有用”书，也读“无用”

书。能短期内理解并产生效用的书，

如通过课程考试或资格考试，叫“有

用”书。短期内不能理解，需要长

时间去体验、去感悟的书，叫“无

用”书。“推荐书目”中前 2 本为

“有用”书，后 3 本为“无用”书，

请斟酌阅读。

推荐书目（部分）

1.《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作者：汪丁丁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F09/W162.2-1

内容简介：本书是汪丁丁讲授“经

济学思想史”课程的讲义，它超越

了经济学的专业化视角，结合政治

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来对经

济学进行反思，在更高的层次上思

考和研究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如价

值、价格、均衡、货币等。

2.《管理学基础文献选读》

作者：张纲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C93-53/Z316.30

内容简介：本书精选了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 22 篇经典文献，既囊括

了人性与激励、组织与工作设计、

管理者、一般管理与经营方针等管

理学的主要领域，同时照顾到管理

研究、管理咨询、管理实践等不同

领域读者的需求，从而将管理学的

知识维度与应用维度有机结合起

来，以帮助读者形成对管理学的恰

当定位、整体把握和全面理解。

3. 《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

出版社：中华书局

索书号：K248.307/H966.9-2

内容简介：本书是美籍华裔历史学

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

的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

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

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

最黑的夜才能有最亮的星

当代作家、散文家、诗人、学

者林清玄于 2019 年 1月 23日逝世，

享年65岁。林清玄的散文贴近生活，

语言清新，充满禅理，常为读者营

造优美意境，在慢条斯理的述说中

尽显风趣。

少年成名，著作等身

林清玄的文学生涯开始得很

早。自 17 岁开始发表作品，林清玄

30 岁前即得遍台湾所有文学大奖，

成为台湾地区作家中最高产的一

位，也是获得各类文学奖最多的一

位。他和已故的三毛、席慕蓉等并

称为“台湾散文八大家”。

林清玄自称写作就是与时间的

赛跑，他曾经说道：“林清玄有一

天一定会死，假如晚上会死，早上

我还会在写作，我的书会和你们相

伴。”在林清玄 25 年的创作生涯中，

他出版的作品逾百部，曾连续十年

被评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林清玄每

年平均出版两三本以上新书，包括

散文、报告文学、文化评论、小说、

广外图书馆悦读平台

读书杂谈

——对话鲁迅奖得主张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