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版

更多资讯请关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第八本，《运筹学教程》：价

值观是你的目标函数。世界观是你

的可行域。人生观是你的求解过程。

运筹学是数学建模的核心，也是我

搭建思维框架的最重要的课程。

第九本，Argumentation: The

Study of Effective Reasoning：

证据和（数学）证明的差别曾经让

我难以理解他人所说的话。日常言

语的逻辑比较模糊松散，需要非常

专心才能把控，但是用后验概率的

框架来组织证据，则会简单许多。

（这是一个叫 the great courses

的 公 司 前 身 为 the teaching

company (TTC)）开发的视频课程，

也有相应的有声电子书。The great

courses 发行的大量课程都超过了

顶尖大学的水平，虽然网上有盗版

资源，可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正

规渠道上看到其普及。）

第十本，《透视（美术卷）》：

以上九本书，全是用一个热爱数学

的人的视角去挑出来的，最后一本，

当然也是。希望推荐的这十本书，

能稍稍改变大家对数学模型的刻板

印象，它只是一幅画，你需要理解

的，是它与现实的关系。

等不计其数。以幼年良好的家庭教

育为基础，不羁的性格在青年时代

遭遇社会动荡时爆发。“大闹一场，

悄然离开。”金庸在采访中这么形

容自己的人生。创《明报》，写武

侠，不竭笔耕，《明报》越办越大，

武侠小说越写越好，金庸不仅“闹”

成了杰出报人，而且“闹”成了武

侠小说大家，更是“闹”得了“最

富有的文人”的头衔。而如今斯人

已逝，离开却算不上是“悄然”。

金庸虽已仙逝，武侠江湖却并

未消散。当你用着“飞雪连天射白

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当作切口与

金庸门下的拥趸碰头时，你仿佛就

感觉自己加入了武侠门派一般。这

便是金庸与读者共建的武侠梦境。

虽然在封笔之作《鹿鼎记》中写道

韦小宝最终退隐，天下归于宁静，

江湖至此将息。但是那几部讲述了

横跨宋元明三朝的几代江湖人之间

恩怨情仇与家国身世的交织缠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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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部分）

1.骑鹅旅行记（上、下）

作者: 拉格洛夫 著 高子英 译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索书号：I532.88/327

2.这些人，那些事

作者:吴念真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索书号：I251/W859

3.金融经济学

作者:王江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F830/W164.0

从“倚门回首，却把青梅

嗅”的少年闲适，到“才下眉

头却上心头”的少妇别愁，再

到“凄凄惨惨戚戚”的寂寞岁

月，千古才女第一人——李清

照，创造了宋词巅峰，经历了

命运飘零，收获了甜蜜爱情，

也品尝了孤独晚景，多重人生

在她身上奇迹般并存。10 月 25

日，图书馆有幸邀请到了我校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张

向荣博士作客悦读讲堂（22），

在讲述李清照生平的同时，解

读她诗词背后的深意。

早期：1084 年-1107 年

美满的前半生

从待字闺中的少女，到夫妻恩

爱的少妇，李清照曾拥有美满的前

半生。

李清照于 1084 年出生在一个

地位显赫的家庭中。其父李格非为

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其继母王氏为

状元王拱辰的孙女，有着“自年少

即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

的美誉。李清照在这样一个家学醇

厚的豪门望族里成长，加上天生聪

颖过人、才华横溢，她拥有着成为

一代词人的先天条件。再加上她的

丈夫赵明诚也是一位通晓词赋的文

人雅士，二人兴趣相投，经常互相

探讨词句，她也拥有了潜心创作的

客观条件。

“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

衬香腮。”“和羞走，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嗅。”“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

藕花深处。”“这个时期的李清照

便是词中那个笑靥如花、情窦初开、

喝酒‘醉驾’的少女。”张向荣认

为，正是这样的优越生活为她的早

年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101

年，李清照与赵明诚结为连理，二

人把赏古物、看尽繁华，即使是“秋

已暮、红稀香少”的景象，在李清

照眼里也是“无穷好”，其早期生

活的甜蜜幸福可见一斑。

中期：1108 年-1129 年

动荡的中年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元祐党人

与元丰党人的政治斗争波及赵李两

家，李清照被遣回原籍。这便是其

人生中期的开始。张向荣讲道，青

州十年，二人在“归来堂”游戏、

撰书，日子甜蜜美满，然而隔阂也

渐渐滋生。赵明诚莱州任职期间，

二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当时

的生活波澜起伏，李清照创作了大

量的名篇排忧解难，如《醉花阴》、

《一剪梅》、《声声慢》等。她将

自己的相思、忧愁、焦虑蕴藏在字

里行间，鲜花已变成“明日黄花”，

酒只能让愁绪更愁。

公元 1127 年，北方女真族（金）

攻破了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

高宗南逃。随着金人南下的铁蹄，

李清照淹没在了国破家亡的历史

中。夫妇二人也随难民流落江南。

飘流异地，多年搜集来的金石字画

丧失殆尽，给她带来沉痛的打击和

极大的痛苦。后来金人铁蹄南下，

南宋王朝腐败无能，自毁长城。同

年，赵明诚被任命为建康知府，在

一次城中叛乱中，赵明诚缒城逃跑，

使得李清照对其心灰意冷，并于第

二年逃亡江西途中，行至乌江时写

下有名的《夏日绝句》，赵明诚自

感羞愧，心情郁郁，后死于上任湖

州知事途中。此后，她的作品又添

上了一层思乡的忧伤。

晚期：1130 年-1155 年

颠沛流离的晚年生活

丈夫的早逝，文物的丧失，到

再嫁婚变的是非，李清照的后半生

遭遇了数不清的劫难。

张向荣详细讲述了李清照晚期

追随帝踪的经过，又谈及了这段时

期她古玩被盗、再婚却碰上“渣男”，

甚至身陷囹圄的经历。虽然最后有

惊无险，但是波折的生活与沉重的

愁绪让李清照疾病缠身。

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李清照“虽

处忧患穷困而志不屈”，在“寻寻

觅觅、冷冷清清”的晚年，她殚精

竭虑，编撰《金石录》，完成丈夫

未竟之功。金兵的横行肆虐激起她

强烈的爱国情感，她积极主张北伐

收复中原，可是南宋王朝的腐朽无

能和偏安一隅，使李清照的希望成

为幻影。张向荣把李清照最后的日

子概括为三个词：读书、辑录、独

居。多年的背井离乡，她那颗已经

残碎的心，又因她的改嫁问题遭到

士大夫阶层的污诟渲染，受到了更

严重的残害。她无依无靠，呼告无

门，贫困忧苦，流徙飘泊，最终寂

寞地死在江南。

书目推荐
1.顾随 叶嘉莹 《驼庵诗话》

2.张保红 《古诗英译中西翻译流派

比较研究》

3.费正清 崔瑞德 《剑桥中国史》

4.老子 《道德经》

5.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实践

理性批判》 《判断力批判》

悦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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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天之作，依旧在这“江湖已远”

的时代里令人久久难以忘怀。因此，

江湖仍依旧，值今“盟主”仙逝，

吾辈还当继往开来，为武侠再添新

章。

推荐书目

1.《金庸作品集》

作者：金庸

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索书号：I247.58/J459.0-64

-- I247.58/J459.0-75

2.《金庸与武侠小说研究》

作者：徐渊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索书号：I207.425/X890

3.《明窗小：1965》

作者：金庸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I267.1/J459.0-1

个人简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青

年学者，香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

与工程管理学博士。2009 年本科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

与工程管理学系，其后留校攻读

博士学位并于2014年毕业。2014

年至 2016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担

任博士后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投

资组合优化，最优化，整数规划

等。

学者寄语

我们是如何思考一件事情的

呢？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思考事情

呢？这两个问题，都比最后一个问

题难：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一件事

情？在此希望给大家推荐的，是我

形成自己稳定的思维框架的过程

中，最为重要的十本书。

第一本，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明辨是非，并

不是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

是知道对错从何而来。对错是相对

的概念，是一种文化与社会工具。

摈弃对错的绝对观念的那一刻，我

才开始真正看清楚自己价值观的形

成过程。

第二本,《骑鹅旅行记》：这是

唯一一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童

话。小时候被它“洗脑”，看完心

里充满力量。成年回顾此书的构建，

尝试分析其价值观的传染过程后，

终于能在过往每一篇诗歌，每一篇

小说，每一篇散文里，找到自己被

“洗脑”的痕迹。

第三本，《这些人，那些事》：

这本书是我价值观的一面镜子。我

希望你过得好。我也知道你希望我

过得好。我想这就是感情。

第四本，《什么是数学：对思

想和方法的基本研究》：大一时在

图书馆无意中找到一本非常旧的，

被翻得很烂的书。这是本科普读物，

读着很有意思，可是读完，心里的

疑惑却更加多。从接受者到构造者

的视角转变，是自学能力的觉醒。

第五本，Modern Algebra：抽

象代数有很多优秀教材，这只是其

中一本。在学完一些数学专业课，

并且挂掉泛函分析之后，抽象代数

救了我。这是一个分水岭，自此能

够区别数与量，并且能解答之前学

习数学过程中积攒的所有疑惑。

第 六 本 ，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对因果关系的数学

建模是非常困难的过程。很多讨论

因果关系的书都还没能把一个数学

模型的基本设定讲清楚，就开始摆

证据分析结果阐释意义，致使整个

计量知识体系松松散散，自学起来

非常困难。这本书也有点松散，所

幸你如果想找假设，还是能找得到。

第七本，《金融经济学》：这

是本能把数学模型说的非常清楚，

再来分析结果阐释意义的书。篇幅

很短，却对整个金融定价体系进行

了非常完整的梳理和介绍。

一代词宗李清照

斯人来与逝
江湖去与留
“凡有井水处，皆闻金庸书”。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如今的华文小说

中地位举足轻重。而同时书中构建

的武侠世界无疑是广阔的，不论是

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宏大的

武侠世界吸纳了无数读者，既为金

庸带来了巨大声誉，也为读者营造

了武侠梦境。

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并非偶

然，金庸个人学识的充沛也非偶然。

金庸原名查良镛，是有着“一门十

进士，兄弟五翰林”之誉的海宁查

氏家族后人。查家以家训“耕读为

务”传家，自定居海宁起便营造了

良好的家族读书氛围。家族里的名

人有诗人查慎行、穆旦（查良铮），

实业家查济行以及教育家查良钊等

广外悦读微客服



电影《胭脂扣》改写

独谋佳期

改写理由及感想

写这篇文章我用了两个小时，

但考虑选材，我却用了整整一天。

从《霸王别姬》到《爱乐之城》

再到《胭脂扣》，这些电影的结局

虽令人扼腕叹息，但都是我心中最

好的结局，再怎么改都是狗尾续貂。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哥哥与梅艳芳的

电影《胭脂扣》，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心疼”。

我心疼的不单单是如花，还有

方寄篱。

你们一定不知道方寄篱是谁，

因为早在很多年前，她就已经在我

的笔下死去了。当时的我还不知道

《胭脂扣》这部电影或是小说，只

因一时兴起就随笔写了一个小故

事，讲是戏子方寄篱和商行小少爷

半莲生的爱情故事。

套路大抵和《胭脂扣》是一样

的，半家强烈反对嫡出小少爷和卑

贱的戏子私定终生，况且这个戏子

还是迪厅舞女的弃儿。最终，方寄

篱和半莲生约好，一起投河自尽，

愿来生求一个门当户对，举案齐眉。

方寄篱是倔强又痴情的性子，抢先

跳了下去。可是半莲生犹豫了，因

为他在权衡自己荣华富贵的一生，

葬送在一个戏子的手里究竟值不值

得。半莲生活了下来，不过比陈振

邦幸运，他娶了表妹，平安富贵的

过了一生。

所以当我看到如花的时候，我

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方寄篱，我真的

不忍心她再傻傻地为一个负心汉再

死一次。如花的痴心，一半来自于

她对陈振邦的爱情，一般源自她对

自己孤苦命运的无力感。

所以这次，我决定让这如花自

私一回，让她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谋

划，而不是白白葬送了性命。

感谢你们给我这次机会。

——高级翻译学院 刘宛伊

电影《蓝宇》改写

（本文以陈捍东为第一人称）

改写理由及感想

第一次看《蓝宇》，是在一个

深夜，因为影片是极为晦涩不可见

的同性题材，在国内已经被封了，

费了点劲才找到一个并不清楚的版

本。

虽然早知道这是个悲剧，观看

的时候，却忍不住幻想着一个美好

的结局。他们分手的时候，导演用

了一个长镜头，蓝宇在二人的房子

里收拾东西，然后蹲下来，哭。场

面过分压抑，就像他们这段见不得

光的爱情一样，无声无息的发生在

角落里，无声无息的在一起然后分

开，蓝宇甚至没有资格挽留捍东。

后来重逢，依旧无法控制地被

彼此吸引。蓝宇义无反顾地爱着他，

捍东也终于离不开蓝宇，我以为一

切都会变得圆满，蓝宇却死了，那

双忧郁的眼睛，再也无法睁开了。

片尾中拆迁破败的等待新生的

北京城，依旧是飞沙走石，斯人却

已不在。

画面变成黑白，我在电脑面前

哭得喘不过气。

也许有遗憾才这样“完美”，

也许只有悲伤和痛苦才会被牢记，

也许只有蓝宇死了，捍东才会爱他。

但我忍不住一遍遍在脑子里描画着

他们在一起的场景，于是便有了这

篇文章，虽然文笔拙劣，但总算给

了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句评价《东

爱》里赤名莉香的话：“她明明什

么都懂，却还那么天真。”这句话

用来形容蓝宇再合适不过了，便把

此文献给蓝宇和赤名莉香吧，他们

俩虽一个有忧郁眼神，一个有灿烂

笑容，但其实就是一样的人呀，他

们为了爱永远奋不顾身。

——英文学院 纪晨冉

广外图情
博爱 公允 至诚 服务

作，加强了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让

更多读者参与阅读推广和体会阅读

之美，在推动书香中国的建设以及助

力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中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大赛覆盖全国 32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共计 1168 个图书馆报名作为

组织单位参与大赛，共有 17796 名读

者报名，通过审核作品 13925 件。本

次大赛是为响应国家支持和发展文

化创意与设计服务的相关政策，鼓励

优秀设计人才参与阅读推广宣传工

国首届“图书馆杯主题海报创意设计

大赛”圆满结束。经各组织单位推选、

网络初评和现场总评，由我校图书馆

选送，数学与统计学院吴司婕同学的

作品“阅读驱动，通向未来”脱颖而

出，荣获三等奖。

据了解，本次大赛在全国各公共

喜讯

全国首届“图书馆杯主题海报创意设计大赛”评选结束
我校图书馆选送作品喜获三等奖

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

推广委员会主办，阅读推广委员会

大学生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阅读

推广委员会图书馆与社会阅读专业

委员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图书馆展

览与文创专业委员会联合承办，广

东粤图之星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全

第五届“阅读无假期”获奖名单公布

2018 年 11 月 7 日 第 20 期

投稿邮箱：gwgwtq@126.com

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

协办：紫云读书社

主编：杨成杰

责编：杨颖

重要声明：如需转载引用，

请与作者本人联系。改写理由及

感想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在阅读和观影过程中，我们总会因喜欢的角色突然下线或不得善终感到遗憾，对那

些令人惋惜或者仍待发掘的情节唏嘘不已。 而这里正好有一个舞台，让你按照自己的想

法改写故事结局，进行再创作，不亦乐乎？

日前，由广外图书馆、紫云读书社主办的第五届“阅读无假期——人人都是创作者”

活动完满结束。这次活动给了许多书迷影迷们一个思维碰撞的舞台，让他们可以为那些

令人遗憾的故事情节编织一个更加有趣的结局。活动最终从众多作品中评选出最佳原创

奖 2 名，最佳文笔奖 2 名，优秀奖 10 名。由于篇幅有限，本期我们将为大家展示最佳原

创奖获奖者的改写理由及感想，供大家鉴赏。更多内容请登录图书馆官方网站和“广外

图书馆悦读平台”微信公众号。

获奖名单

第五届“阅读无假期”获奖名单

奖项 获奖者 获奖作品名称

最佳原创奖
刘宛伊 《胭脂扣》

纪晨冉 《蓝宇》

最佳文笔奖
陈泳彤 《莴笋姑娘》

李斐然 《夜莺与玫瑰》

优秀奖

罗琛蕴 《了不起的盖茨比》

卢佳晴 《在我入睡前》

程宇思 《白马啸西风》

刘宛莹 《跳来跳去的女人》

肖欣欣 《楚门的世界》

陆雨田 《摆渡人》

段其佑 《盲山》

彭悦 《影》

贾晨阳 《二十年后》

李懿彤 《窃玉偷香》

mailto:gwgwtq@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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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抢鲜

1.《苏东坡传》

作者：林语堂 著 张振玉 译

索书号：K825.6/L459.71-16

简介：本书讲述的苏东坡是一个乐

天派、道德家、散文作家、新派的

画家、书法家、酿酒的实验者、工

程师……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他的

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

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

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

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

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尔雅。

2.《拿破仑不是矮子》

作者：安德里亚·巴勒姆 著 吴文

南 译

索书号：K109/B152

简介:一部欧洲版的《晓松奇谈》，

打开通往过去岁月的通道，了解那

些万万没想到的历史真相。《卫报》

年度推荐图书，被翻译成十多种语

言，畅销 20 多个国家。

3.《欧元危机》

作者：约瑟夫 E.斯蒂格利茨 著 蔡

笑 于晓潭 冯睿 译

索书号：F825/S424

简介：本书对困扰欧洲的主要问题

做了分析，驳斥了紧缩政策的拥护

者并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将欧

洲与世界从陷入更严峻的危机中拯

救出来。在揭示出欧洲中央银行误

导性的通货膨胀和分析完欧元区的

政策后，针对危机中国家的政策如

何进一步暴露欧元区的设计缺陷，

斯蒂格利茨勾勒了三种可能的“拯

救”途径。

10 月 23 日，港珠澳大桥

开通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习

近平出席仪式并宣布大桥正式

开通。历经 5 年规划、9 年建

设，前后历时 14 年，总长约

55 公里的港珠澳大桥，跨越伶

仃洋，东接香港，西接广东珠

海和澳门，是世界最长的跨海

大桥，也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合

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

程。

大桥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

难度挑战。首先，在大桥的规划和

建设上投入的时间成本不可谓不

高。其次，“超级工程”背后隐藏

着“超级创新”。港珠澳大桥的建

设难度极大，其中新材料、新工艺、

新设备、新技术层出不穷，仅专利

就达 400 项之多，填补了多个领域

的空白。而且，世界上最难、最长、

最深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世界最

大规模钢桥段建造、世界最长海底

隧道的生产浮运安装、两大人工岛

的快速成岛等技术创下多项世界纪

录。其中 33 节沉管的安装难度被林

鸣总工程师比作“像连续 33 次考上

清华”一般。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开通体现

着中国创新技术团队无穷的创造

力，体现着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

战略与科技进步的协调共进。“一

桥拉动，珠三角西部棋子全盘皆

活。”对于珠海、珠三角西部乃至

粤港澳大湾区而言，这项被誉为“新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超级工程，

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

长助理史欣向称，港珠澳大桥通车

后，对香港、澳门和珠海最为直观

的影响是，三地人员的往来将更为

便捷。今后，香港、珠海、澳门三

地间的时空距离将大大缩短——驾

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将从 3 小

时缩短至 45分钟，珠三角西部都将

被纳入香港 3 小时车程范围。三地

的居民自此可以自由而便捷地来往

于三个城市，享受珠海迷人的风景，

感受澳门的舒适休闲，体会香港的

国际化风采。

由交通的便捷而带来的是经济

发展的契机。连接粤港澳地区，将

为珠海以及珠三角西部地区带来巨

大的经济效益。港珠澳大桥开通以

后，珠海将有望增进与香港的经济

交流合作。史欣向表示，港珠澳大

桥通车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影

响力，尤其是专业化服务和人才方

面，将对珠海的辐射更加直接和深

入。更进一步，珠海拥有丰富的海

洋资源，缺少相应的海洋开发的高

新技术研发所，对海洋资源的开发

利用受到限制。而与香港和澳门连

接后，增加三地海洋科研之间的合

作将有望解决这一窘境。

本期小编将向读者推荐以下书

籍，通过它们可以了解我国的国家

智慧和桥梁建造知识。

推荐书目

1.大国智慧

作者：人民论坛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D63/R557-1

2.世界桥梁趣谈

作者：唐寰澄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索书号：U448/T163.1

3.桥梁史话

作者：茅以升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索书号：U44-092/M179.7

4.中国桥梁

作者：於贤德

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

索书号：G122/Y892

曾经，你可能以为进了大学就

一定可以毕业拿到本科证书。但是，

10月新闻报道华中科大首次因学生

学分不达标，将其学位从本科转为

专科。再不认真学习，你就要拿不

到本科证书了。

自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中国教育’

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

应该扭转”以来，国内各高校纷纷

发布了教育改革的措施。例如，“清

考”制度的取消，年度学分不足予

以留级或警告以及华科大的“本转

专”等等。

教育改革的背景正是当下高

校“分数膨胀”现象的普遍化，在

与之关联的“严进宽出”的培养模

式中一些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变得消

极，缺乏动力，以致多门课程挂科，

学业前途堪忧。因此，为响应习近

推荐书目

1.《可复制的教育创新 : 改变世界

的重要力量》

作者：利德比特 斯塔罗普利 著，

李茂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G511/L422

3.《国际视野中的大学创新教育》

作者：王英杰 刘宝存

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

索书号： G640/W169.4

平总书记“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

指示，建立适宜的淘汰机制势在必

行。

历史上淘汰机制也发挥过积极

作用。例如，1928-1937 年，清华

大学每年的学生淘汰率为 27.1%。

而在清华大学物理系 1929-1938 年

间的学生中就出了 21 位中国科学

院院士、2 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因

此，高等教育对学生学业考核的重

视在学生的学业发展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经历严格的高考进入广外，既

是个人聪明才智的体现，也是对勤

奋学习的肯定。虽然，通过了“严

进”这第一道门槛，踏进了广外的

校门，但是，过去的成绩绝不是在

大学里放任自流的资本，而在教育

改革之后的学业考核将会更加严

格。因此，请珍惜大学的宝贵时光，

认真学习，写好人生开篇。

2.《后大众化高等教育创新驱动研

究》

作者：胡海建 李曙豪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索书号：G649.21-53/H834

4.《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作者：覃彪喜

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

索书号：G645.5/Q451.9/1

港珠澳大桥到底有多重要？
深度阅读推荐

再不认真学习
你就要拿不到本科证书了！

名人谈阅读

阅读唤醒完整的自我
周国平

我觉得一个人不能缺少两个

最重要的朋友。

一个就是你自己，第二不能

缺的朋友就是好书，就是活在好书

里的伟大的灵魂。

我这一辈子读书有三个特

点。第一个是“不务正业”。意思

是我没有受自己专业的限制，什么

书都看。我大学学的是哲学系，看

的多是文学书。我觉得一个人到世

界上来，没有人规定你必须干什

么。上哲学系，完全是偶然的，没

有必要受那个限制。一个人最重要

还是让自己完整一点，我觉得实际

上像文科，文史哲真的不分家，没

有界限，都是精神生活的一个部

分，之间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我

什么书都看，不受专业的限制。这

一点直到后来在社科院从事哲学

工作，我们所对我仍然有这个评

价，说周国平不务正业，什么都干。

第二个特点是“不走弯路，直

奔大师。一个人一辈子能够用来读书

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你不应该把时间

浪费在比较平庸的作品上面。我觉得

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其实跟自己的

精神成长的关系非常大，可以说你吸

取了什么样的营养，你的精神就会长

成什么样的状态。古希腊有一位哲学

家，他说过有人很奇怪，明明喜欢哲

学，但是不去读哲学家的著作，反而

去读旁边介绍哲学的著作。这就像有

一个人爱上女主人，可是他怕麻烦，

就向女仆求婚，这不是很可笑吗？

第三点，尽管我是读经典，但是

我“不求甚解，为我所用”，这是我

的第三个特点。真正要搞一个课题，

必须是很认真地弄清楚它的原意是

什么。但对一般的阅读来说，没有必

要去死抠含义是什么，如果读的过程

中不感兴趣，你可以跳过去，慢慢的，

不求甚解，随着积累，有一天你就会

发现你读那些书非常愉快，可以把它

当闲书一样读。

我想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为我

所用，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我

们排除做学问很实际的目的，读书就

是我在吸取营养，把自己丰富起来。

我自己感觉，读书最愉快的是什么时

候？是你突然发现“我也有这个思

想”。最快乐的时候是把你本来已经

有的，你却不知道的东西唤醒了。

推荐书目

1.《悲剧的诞生 : 尼采美学文

选》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索书号：B83-095.16/N411

2.《侯家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索书号：I267/Z378.36-111

3.《古典的力量 : 周国平讲古

词曲 》

出版社：中华书局

索书号：I207.23/Z37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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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网的检索方式很多，一

框式检索是大家的常用方式。

但需要匹配多个检索词时，使

用高级检索可以帮助小伙伴们

匹配多个检索词及检索条件，

更好地缩小检索范围、精确检

索内容。今天小编将介绍如何

使用和理解知网（CNKI）的高

级检索功能。

诀窍 1：拆分关键词

为了让检索结果更加全面和准

确，首先要先学会拆分关键词。尤

其是做课题文献调研时，不可直接

输入课题名称，需要进行关键词的

抽取与扩展。例如课题名称是晚清

民国时期（1870-1936）中国转型的

政治经济分析

关键词提取：

1.切分 ：晚清 民国 时期

（1870-1936）中国转型 的 政

治 经济 分析

2.删除：时期（1870-1936）的 分

析

3.替补：晚清（近代） 民国（近

代） 中国转型（中国转型 、我国

转型 、转型）

4.组合与增加：（ 民国 + 晚清 +

近代）*（中国转型 +我国转型 +

转型）*（政治 +经济）

诀窍 2：了解 CNKI 高级检索模块有

哪些

根据文献来源缩小检索范围：知

网的文献检索默认是期刊、博硕

士、会议、报纸，更多资源可以跟

进检索需求选择。

根据文献分类缩小检索范围：在

高级检索页面左边，小伙伴们可以

先选择文献学科分类缩小检索范

围。不然检索出来的内容是全学

科。当然也可以检索完之后再选

择。

根据检索条件进行检索：可根据

课题拆分的关键词输入检索条件

中。

具体方法：

1. 确定检索词和索引位置(主题/

关键词/篇名/摘要/全文/被引文献

/中图分类号）。

2.增加上述索引位置的条件。并含：

搜索结果在该索引位置同时出现上

述检索词和此检索词；或含：搜索

结果在该索引位置出现上述检索词

或此检索词；不含：搜索结果在该

索引位置不能出现此检索词。

3.增加上述索引位置或其他索引位

置的搜索条件。并且：搜索结果同

时满足上述条件和此条件；或者：

搜索结果满足上述条件或此条件；

不含：搜索结果不包含此条件。

了解更多：

作者检索：根据作者名字搜索。如

果是多个作者，可选择“第一作者”。

(中文名/英文名/拼音）

作者单位检索：以作者单位作为

搜索条件精确作者检索。（全称/

简称/曾用名）

多个作者检索：增加除上述作者

外的其他有关作者的条件。并且：

搜索结果同时包含上述作者与此

图书馆举行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会
近日，图书馆党总支中心组在

北校区图书馆四楼会议室举行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会。会议组织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党

总支书记范静静指出全面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

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会议强

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

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使

命抓落实，结合实际、真抓实干，

扎扎实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落到实处，带着饱满的斗志全

身心投入到立德树人和教书育人的

工作中。

CALIS 西文编目质量评估

全国十强我馆独占两席
为了更好地调动中国高等教育

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

简称 CALIS）各成员馆三级编目员

的积极性，充分肯定各高校图书馆

馆员对联合目录所做出的贡献，近

期 CALIS 联机编目中心启动了“三

级编目员数据综合评估”工作，并

对西文编目数据质量综合评估成绩

前 10名的人员颁发“CALIS 联合目

录西文二级编目员”荣誉证书。

作者；或者：搜索结果包含上述作

者或此作者；不含：搜索结果不包

含此作者。

时间范围限定：根据查找文献时

间选定范围。如给定课题，研究近

10 年的图书馆技术发展。则需要

选择时间范围为 2010 年 1 月 1日

-2018 年至今，确定发表时间范

围。

如果所需文献是更新后的版

本,可以搜索更新时间。（不限/

最近一周/最近一月/......）

根据文献来源进行检索。

根据支持基金进行检索。

更多检索条件。

确定检索词出现的频率。

确定检索词是精确的还是模

糊的。

检索后可参考“分组浏览”来

进行进一步的检索

如果在上述结果中进行进一

步的检索，则需要选择“结果中检

索”。

名和第 7名，我馆也是全国唯一一

所同时有两名馆员入选前十的高校

图书馆。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

统成员馆，我校图书馆一直以来积

极参与 CALIS 联合目录项目建设，

重视编目人才培养，着力打造专业

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文献编目队

伍。近年来，我馆在小语种编目数

量与质量、以及编目人才培养和项

目合作等方面，多次受到 CALIS 的

表彰。

不见了。是否被工作人员收走了？

A：还书箱附近及还书箱的图书，馆

员一律做归还处理；散放在无人使

用阅览桌上的图书，馆员将做“馆

内阅览”处理。这两类经过处理的

书，在图书馆内部系统上一定会留

下“非在借的归还”或“馆内阅览”

的信息处理标记。此外，图书馆将

不定期清理占位物品。由于已经办

理外借的图书，从外观上和其他未

办理外借的图书馆书并无区别，故

请读者妥善保管自己已办理外借的

图书，以防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封面焦点

图书馆“英语角”——11 月内容预告
图书馆英语角自推出以来，受到了读者们的追捧。应广大同学要求，自 11 月 16 日开始，除原有的周

二周三场次和内容保持不变以外，南校每周五晚上加推一场，新增更多有趣内容。11 月又有哪些精彩话题呢？

活动时间和地点：周二晚 7:00—8:30 北校区图书馆一楼悦读沙龙室；周三晚 7:00—8:30 南校区图书

馆二楼悦读沙龙室；周五晚 7:00—8:30 南校区图书馆二楼悦读沙龙室。

月份 日期 主题 概览

11 月份 11月20日

11月21日

Thanksgiving Day

感恩节

感恩节来临之际，让我们来探索一下感恩节真正的意义吧，

即使是外国节日，也有值得学习了解的地方。有些事情在中

国教育看来理所当然，真的是这样吗？

11月23日 TV show 电视节目
生活在 90 年、00 年的孩子们是幸福的。陪伴我们成长的电

视节目层出不穷。被芒果台、浙江台、东方卫视喂大的宝宝

们，你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什么呢？

11月25日 Friendship 友谊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

生情，一杯酒……”朋友就像歌词中所写，一生情、一杯酒。

有的浓得淳烈，有的淡得甜雅。都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

子之交淡如水。”你同意吗？

11月27日

11月28日

Non-marriage

doctrine 不婚主义

根据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一代的不婚族数量呈上升趋势，经

济越独立，越不需要婚姻，对于这点你是否持赞成态度？正

是因为婚姻太重要，有主见的人们已经不再急于在适婚年龄

赶紧找对象了，你认为呢？

11月30号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科技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也悄然无息地改变了许多事情。

我们有会下棋的阿尔法狗，有会写诗作画的机器人小冰……

不少人还是担心人工智能的到来会给人类生活带来一些灾

难。那么，人工智能的到来是福还是祸呢？

据悉，本次评估指标包括上传

数据量、修改数据量和数据质量三

项，数据质量评估由 CALIS 联合目

录专家组/质控组人员匿名评审。在

11 月 6 日公布的评估结果中，我馆

田梅梅、潘涛两位馆员分别位列第 1

他山之石

读者墙

CNKI 高级检索怎么用？超详细教程来了

但是不得不承认，横断山还是极大

地限制了交流的规模和频次，使得

东西两边的文化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性，也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本篇

文章，将带领读者深度探索横断山

的地形地貌、多样的动植物、人文

历史等。

（《中国国家地理》，索

书号：K9/Z334）

Q：我在北校区图书馆借了一本书，

放在馆内桌面上离开了一会儿，书

活动预告 馆务馆情

暨南大学图书馆举行建馆

100 周年庆典暨“双一流”

背景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

研讨会
日前，暨南大学图书馆举行建

馆 100 周年庆典暨“双一流”背景

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研讨会。近 3

年来，在国务院侨办及学校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图书馆通过创设

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广东报业图

书馆、暨南大学汉语方言学文献资

料中心、暨南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中心，在彰显侨校特色、传承优

秀文化、服务学科建设、促进地方

科技发展等方面成果显著，形成了

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庆典结束后，

由广东省高校图工委交流合作委员

会、暨南大学图书馆及重庆维普资

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双一流’

背景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研讨会”

拉开帷幕，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杨

新涯、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邵波、

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卓

应忠及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小军

围绕智慧图书馆的技术、服务、路

径及实践探索等主题分别做了报

告，反响热烈。

《大横断：横断断出新天

地》

横断山看起来就像一重重屏

障，但是山间是有一道道小支流沟

通东西的。河流、冰川侵蚀了山体

在山脊上留下低矮的垭口，成为人

们沟通交流、互通有无的天然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