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

辉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对延续

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

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为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一步促进我校精神文明建设

和书香校园建设，学校决定举

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典

守护者”中华经典美文诵读

大赛。

一、参赛对象: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校学

生（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

二、参赛要求
1.诵读题材为：中国的古今

名家名篇，体裁不限，内容兼具

思想性、文化性、艺术性，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时代特

色和广外特色的作品优先考虑。

2.比赛分为初赛和决赛，采

取单人、双人或多人组合诵读的

形式。初赛上传作品音频(MP3 格

式)，视频格式为 MP4、AVI 等，

网络提交。每位参赛者可上传不

超过 3 份音频/视频作品，专家

将进行线上评审。决赛为现场比

赛，专家现场评审，决赛要求另

行通知。

3.参赛作品要求具有原创

性（注：此处原创并非指朗诵文
本的内容原创，而是指送参作品
的朗读人必须为参赛者本人），

严禁请人代录，一经发现取消参

赛资格，并由学校有关部门严肃

处理。

三、大赛程序
1.初赛阶段 2018 年 3 月 28

日-4 月 11 日

初赛由个人（团队）自行报

名参赛。

2.专家网络评审阶段 2018

年 4 月 12 日-4 月 14 日

专家网上初评，确定进入决

赛作品并公布名单。

3.现场决赛阶段 2018 年 4

月 18 日（暂定）

现场决赛，专家现场评审，

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

奖。

4.全省、全国参赛阶段

2018 年 4 月 21 日-5 月 20 日

推送全校一等奖获得者代

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参加全省

及全国比赛。

四、参赛方式

个人（团队）参赛者请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 24:00 前将参

赛作品以邮件形式发送至指定

邮箱：gdufsziyun@163.com ，

邮件主题注明“经典守护者”诵

读大赛。

联系人：图书馆咨询推广部

李老师、杨老师，联系电话：

020-86318726。

作品以“姓名+学院+电话”

命名，请勿重复投稿。

五、奖项设置
一等奖 3 名

代表大学参加全省以及全

国大赛、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授

予“经典守护者”获奖证书、价

值 1000 元奖品

二等奖 6 名

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授予

“经典传承者”获奖证书、价值

600 元奖品

三等奖 9 名

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授予

“经典诵读者”证书、价值 300

元奖品

优秀奖 若干名

纪念奖品+校级证书

注：获奖选手有机会获得相
应综测加分。

六、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党委宣传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

生处、共青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委

员会

承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图书馆

协办单位：紫云读书社

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

协办：紫云读书社

主编：蒋吉频

责编：杨颖

广外图情

《麦克白》书评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成

百年身。”麦克白作为莎翁四大悲

剧之一，于我而言，其最大的艺术

张力不在于描写出奸佞之臣谋权

夺位后，被正义宝剑剐下头来的凛

然快感，而是读者在跟随麦克白一

路跋涉过无数次欲望与道德的艰

难斗争后，仍旧眼睁睁望着麦克白

堕入深渊、玉石俱焚的可怜与叹

惋。古往今来有多少热血男儿渴望

叱咤山河、霸业功成，其中又有多

少感叹生不逢时，时不与我，而后

获奖文章欣赏

4.悦读讲堂第 18 讲：苦练七十二

变，笑对八十一难——感悟西游文

化

5.悦读沙龙：“顺应自然”VS“征

服自然”——中西方园林艺术的发

展与交融

6.第八届图书馆杯广东全民英语

口语大赛

7.师说系列主题推荐书目展览

8.馆购考试类数据库联展

9.刀画展览

10.广外版三行情书/妙笔生花

11.超星杯人文知识竞赛

12.观影会（金红棉影展 2018 高校

巡展）

13.图书漂流

14.密闭图书会

温馨提示：详情请关注“广外图

书馆”和“广外图书馆悦读平台”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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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

协办：紫云读书社

主编：蒋吉频

责编：杨颖

关于举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典守护者”中华经典美文诵读大赛的通知

广外图书馆第三届“‘阅读无假期’短书评活动”

圆满落幕，共评选出获奖作品 11 篇。本期将为大家展示

三等奖和优秀奖的作品节选。

得对中国的观察在家庭成员中一代

代传承？阅读《天城记忆》这本老

照片图册时，我找到了探究这个问

题的思路。

该书前言中写道“费佩德是一

个基督教牧师、宗教学者、大学创

建者、教师、作家、摄影家，尤其

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这句话启发

了我：费佩德在中国的经历为他如

何提高人类福祉的思考提供了丰富

的养料，而我读到的书就是结出的

果实。

如何提高人类福祉是个大问

题。如果让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心里

扎下根，它会在探究的实践中带着

我们跨越时空、国别、种族、信仰，

寻求一个更美好的人类社会。

——英语教育学院 张骏宇

资源宝库 文化平台 读者家园

广外图书馆第三届
“阅读无假期”短书评大赛优秀作品展

活动预告

不择手段走上了只有自己理解的

人生道路：功成则留名青史，败则

遗臭万年。先天铭刻在人类基因里

寻求自我生命意义的原动力与后

天人类社会构造的道德习俗碰撞

的火花，正是这部莎翁悲剧最高、

最深、最远的艺术升华。

——经贸学院 张智裕

《天城记忆》书评

图书馆收藏了很多传教士或

是他们的后代撰写的有关中国的

书籍。我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使

“泛书海 栖朗亭”

2018 年“4·23 世界读

书日”活动月启动了

2018 年 3 月 23 日-5 月 23 日，

“泛书海 栖朗亭”4·23 世界读书日

活动月正式启动，在为期两个月的活

动中，共推出比赛、悦读沙龙、展览、

图书漂流、观影会、数据库讲座、主

题活动、密闭读书会和悦读训练营等

9大类约 20场活动。

“世界读书日”活动月开幕仪式

将于 4 月 18 日在北校区图书馆负一

楼报告厅举办，届时诚邀各位读者前

来参加。

活动清单

1.“世界读书日”活动月开幕仪式

2.“经典守护者”中华经典美文诵读

大赛

3.悦读讲堂第 17 讲：暴走姐妹花

mailto:gwgwtq@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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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国四大词人》

作者：施议对

出版社：中华书局

索书号：K825.6/S349.2

内容简介：全文对有关问题如学

词、词学、为人、人生遭际等都有阐

述、介绍，对于了解民初词人群体及

他们的词学创作与研究，有着无法取

代的作用。

“无论生命让你面对多

大困难，不让自己怨愤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当你不能嘲笑自

己和人生，那你就是失去希

望。”

——史蒂芬·霍金

3 月 14 日，物理学家霍金在英

国去世，享年 76岁。他的去世终结

了物理学的一个时代。

生于伽利略忌日，卒于爱因斯

坦生日，这位写出过《时间简史》

等著作的物理学家被渐冻症困扰了

54 年，但轮椅无法困住他聪明的大

脑、有趣的灵魂和热爱文艺的心。

有人说：最接近外星人的地球

人去世了，这是全人类的损失。也

有人说：他属于星辰宇宙，不过是

离开了地球，掉进了虫洞。一代科

学巨匠陨落，轮椅太小，幸好宇宙

够大。从轮椅上一跃而起，飞向了

那个他一直憧憬的地方。如今，他

也终成时间中的一段简史。

霍金在科学方面的研究领域是

引力与黑洞，他主要有两个贡献：

3 月 16 日，纪录片《厉害了，

我的国》票房突破三亿，成为内地

影史纪录片票房新冠军。

这部纪录片给观众们呈现了在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下中国这五年的伟大成

就。在影片中，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射电望远镜 FAST、全球最大的海上

钻井平台“蓝鲸 2号”、世界最长

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等一一亮

相。不断的尝试挑战，创造了一个

个“中国奇迹”。

正如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工

程师林鸣先生所说：“各行各业如

果都去做梦，实现一个梦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会变得无比强大。”

奇点定理（1970）与霍金辐射

（1974）。奇点，是宇宙大爆炸之

前宇宙存在的一种形式。科学家证

明在广义相对论的宇宙学中，“奇

点”是不可避免的，均匀各向同性

的宇宙是从“奇点”开始膨胀的。

1970 年，霍金与彭罗斯提出“奇点

定理”，证明当把广义相对论应用

于宇宙学时，就必然会出现“奇点”。

大爆炸宇宙一定有一个时间的开始

（初始奇点），大坍缩宇宙一定有

一个时间的终结（终极奇点）；

传统上科学家认为，光线无法逃逸

黑洞的引力场，黑洞也由此成为

“黑”洞。然而，霍金提出，如果

考虑到量子理论，黑洞并不是完全

“黑”的，它会向外辐射光子和少

量粒子，黑洞的质量也会逐渐变小。

不过，这种关于黑洞热力学性能的

理论预测，至今尚未被实验或观测

证实。因而，纯理论的预测无法获

得诺贝尔奖。

下面，让我们通过四本著作来

走进这位物理学巨人的世界。

霍金——生于尘世 归于星辰
1. 《时间简史》

索书号：P159-49/H184.7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是探索时间和

空间核心秘密的故事，是关于宇宙

本性的最前沿知识，第一版中的许

多理论预言，后来在对微观或宏观

宇宙世界观测中得到证实。自 1988

年首版以来，《时间简史》已成为

全球科学著作的里程碑。它被翻译

成 40 种文字，销售了近 1000 万册。

2.《果壳中的宇宙》

索书号：P159/H874-2

内容简介：本书围绕主题是宇宙

学，我们的宇宙很可能是高维空间

中的一个四维膜，我们的宇宙果壳

也就更加神奇了。困扰天体物理学

家多年的暗物质很可能是影子星

系的贯穿高维空间到达我们星系

的引力效应，引力的近距效应和牛

顿定律有偏差等等。四维膜之外的

高维空间的行为如何是个饶有兴

趣的问题。但是只要它们对膜世界

具有相同的效应，对于它们的区别

就没有意义。

3.《大设计》

索书号：Z228/H874

内容简介：宇宙何时并如何起始？

我们为何在此？为何是有非无？

何为实在本性？……我们宇宙的

表观“大设计”能否证实使事物运

行的仁慈的造物主？科学能否提

供另一种解释？在本书中，作者以

精彩简朴的非专业语言表述有关

宇宙奥秘的最新的科学思考。

4.《我的简史》

索书号：K835.616.14/H874

内容简介：霍金浮光掠影般讲述了

自己从战后的伦敦的男孩成长为

国际学术巨星的岁月。书中附有大

量罕见照片的，简明的、风趣的、

坦诚的自传让读者了解在过去著

作中的霍金。这部书中以特有的谦

逊和幽默的文笔，倾谈他 21 岁时

被诊断出 ALS 病后面临的挑战。追

踪他的思想家的生涯，清晰的、亲

切的、明智的为我们打开通往霍金

个人宇宙的一扇窗户。

深度阅读推荐

《厉害了，我的国》此生无悔入华夏 来生愿在种花家

今天，小编给大家推荐几本书，

从书中了解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

中国变化。

推荐书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作者: 习近平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索书号：JPN/D2-0/8

2.《大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葛传红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F113.1/G213

3. 《国家航海》

作者：安呈瑶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索书号：F552.9-532/H385.94

4.《恰到好处的幸福》

作者：毕淑敏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267/B475-76

5.《中国山水文化大观》

作者：段宝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K928.3/D951.5

6.《从富强到正义》

作者：刘魁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D61/L484.02

名人谈阅读
蔡元培：

一心读书，勤写笔记
读书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

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

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我的嗜好，

在考据方面，对于典章名物，是不

大耐烦的；在词章上，对于骈文及

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以一物

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

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

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

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

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

诗词，没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

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岁以后，我

开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

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

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的看书，所

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勤笔。

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

只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

的材料。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

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

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

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

时候想起来，其他的书，几乎不容

易寻到了。我国现在有人编“索引”、

“引得”等等。又专门的辞典，也

逐渐增加，寻检较易。但各人有各

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

如自己记别的方便。我的读书的短

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

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

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勤笔。这一定

有许多成效。

新书抢鲜

2.《鱼王》

作者：（俄） 维克托·阿斯塔菲

耶夫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I512.45/A747-1

内容简介：本书围绕着人与自然

的关系，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充满神

秘诱惑的西伯利亚以及生活在那

里的人们，他们关于生活的沉思。

1. 《新名字的故事》

作者：（意）埃莱娜·费兰特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索书号：I546.45/F245.1-1

内容简介：本书描述了埃莱娜和

莉拉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

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

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

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5. 《疯狂的独角兽》

作者：丹·莱昂斯 王天任译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索书号：F471.266/L141.1

内容简介：书中描述了当下硅谷

科技创业公司的运作情况与员工

状态，对盲目的“科技热”表现出

了深深的困惑与质疑，指出认识、

把握与成就自己的重要性。

3. 《变与革：另一扇窗看中

国经济》

作者：谢登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F12/X422.4

内容简介：本书记录了中国改革

风云激荡的发展历程和经济潮落

潮起的景象，尤其揭秘中国资本市

场惊心动魄、浴火重生的幕后真

相，为观察中国经济开启一扇窗。

http://www.yuntu.io/book/6854545997875
http://www.yuntu.io/book/722981207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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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语库小语种在线是一个专业

的小语种在线学习平台，提供可下

载的优秀在线视频课程，包括日语、

韩语、阿拉伯语、俄语、德语、法

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

语，还有粤语。课程资源从语音学

习、发音练习开始，引入语法、对

话、日常应用等，强调语言的实用

MSP(美国）数学科学出版

社期刊开通试用

试用期至 2018-05-26

资源简介：MSP 的电子期刊特点如

下：1.出版 10 种数学类期刊及 2种

开发获取（open access）期刊，收

录时间从 2003 年到至今；2.2016

年出版达 20000 页高品质数学文

章；3.通过 IP地址控制，无并发数

限制；4.被下列检索工具收录：

MathSciNet, Zentralblatt Math,

Thomson Reuters (ISI), and

性和知识性，在循序渐进中逐渐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课程设

计上，注重课堂的互动性、趣味性

以及拓展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让

初学者既能感受到学习语言文化的

乐趣，又能迅速获得外语技能的提

升。

数据库语种：多语种

Google scholar；5.与顶尖大学等

保持紧密合作，如普林斯顿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6.拥有高影

响因子的全球数学顶级期刊，

Annals of Mathematics 和 Comm.

in Appl. Math.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 2013 年 IF 影响因子分别

达到 3.027 和 2.4。

中科JobLib就业与创业创

新知识总库开通试用
试用期至 2018-09-30

资源简介：《中科 JobLib 就业与创

近日，广外图书馆翻转课堂开

讲了。新学期的第一课，邀请到了

智课教育讲师赖竑宇（Mitch）为读

者做了名为《美国学术写作》的讲

座。赖竑宇认为，不同于中国文学，

美式文学讲究格式以及同侪间的认

同，相较之下美式学术写作反而显

得八股而且创作空间有限。但是美

式文学写作在国际学术界里无庸置

疑的却是占有著权威的地位。有些

人可能认为自己未来不会选择在美

国留学，那又为什么需要学习美式

学术写作呢? “事实上，不管在哪

个国家读大学，若您不能够以英文

并在美式学术写作的格式下发表论

文，在国际学术界上您的研究是不

可能得到众人的认可的。往往有些

人脑子里有著前所未有的好点子，

却因不熟悉美式学术架构而英雄无

用武之地。”赖竑宇解释道。

内容特点：多语种在线视频课程、

可下载

数据库的访问途径：图书馆主页

/资源导航/首字母选 Y /选择对应

库名或校园网内直接点击

http://www.52uyu.com/

业创新知识总库》（简称“JobLib

总库”）包含《职业技能与知识数

字图书馆》和《创业创新数字图书

馆》两个子库，应用“资源+平台+

大数据+场景服务”的模式，为同学

们提供视频课程、专项习题、知识

资讯、法律法规、材料模板等多种

资源以及完整科学的就业创业知识

体系。JobLib 总库的主要功能包括

职业测评、课程学练、内容推送和

大数据分析等，为同学们的就业创

业选择提供权威高效的参考。

讲座上，赖竑宇详尽地解释了

美 式 学 术 写 作 的 基 本 构 造 -

Introduction, Body and

Conclusion，以及各部分的用途以

及常见的写作要求。另外，他还介

绍并分析了描述性写作、分析性写

作、思辩性写作、说服性写作这四

种国际课堂上常见的写作架构及其

要求还有研究题材的构思。以上四

种学术写作的灵活运用不只是在美

国大学课纲里，甚至在托福、雅思、

GRE 写作上都可以得到全方面的提

升，而且在写作架构、题型以及组

织破题的认知能力上，都会有所裨

益。此外，他希望，藉由对美式写

作架构的认知，能间接的提升听众

的的思辩性思考的能力。

相关链接
《智课教育英语学练改管》在

线服务平台

副校长刘建达到图书馆视

察指导工作
新学期伊始，副校长刘建达到

图书馆视察指导工作。图书馆馆长

孔晓明、党总支书记范静静分别向

刘建达汇报了图书馆近三年来的中

心工作和 2018 年工作设想。刘建达

在听取汇报后，对图书馆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他代表学校感谢图书

馆对大学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

面做出的贡献，希望图书馆进一步

加强内涵建设，借鉴世界一流高校

图书馆的建设经验，为全校师生读

者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更加优质

的服务，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

更大贡献。

图书馆召开2017年度工作

总结暨2018年度工作布置

会
日前，图书馆 2017 年度工作总

结暨 2018 年度工作布置会在北校

区图书馆负一层报告厅举行。图书

馆党总支书记范静静主持会议。在

听取了各个部门的汇报后，馆领导

对自己分管部门作出点评。最后，

馆长孔晓明指出，在 2018 年图书馆

将进一步整合资源，从四个维度继

续努力：建设有力的文献资源保障

系统，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读者服

务，打造友好舒适温馨的阅览环境；

坚持有实力、有特色、有品位的发

展理念；营造“微笑服务”的和谐

氛围，创新进取实干的管理取向；

智课教育汇聚了英语培训行业

顶尖名师超清课程，提供独一无二

的外教在线口语诊断及写作批改服

务，还可以帮助你润色出国留学文

书。此外，平台中还包含最完整全

面的出国考试、国内考试真题逐题

精讲，每门名师课程均附赠最新、

最全的讲义资料，读者任意下载免

费使用讲义资料，智课助你一站式

搞定英语学习，快速提升英语成绩。

后续图书馆还将继续退出系列英语

培训讲座。

数据库语种：英文

内容特点：语言学习

数据库的访问途径：图书馆主页/

资源导航/首字母选 Z/选择“《智

课教育英语学练改管》在线服务平

台”或：校园网内直接点击

http://www.smartpigai.com/smar

tstudy_gdufs

坚持自己满意，读者满意，领导满

意，同行尊重的发展理念。

我校图书馆荣获2017年度

“CASHL 馆际互借服务馆

奖”
近日，我校图书馆因工作业绩

突出，喜获 2017 年度“CASHL 馆际

互借服务馆奖”光荣称号（全国排

名第二）。为鼓励和表彰 CASHL 馆

际互借服务馆（非 CASHL 中心馆）

的 工作，CASHL 管理中心从 2016

年起每年根据馆际互借服务馆的图

书服务业务量情况，对业务量排名

前五位的服务馆授予“CASHL 馆际

互借服务馆奖”。我校图书馆已经

连续两年获此殊荣，再次获奖，证

明了我校图书馆人文社科领域的外

文原版图书馆藏在同行中有着明显

的优势。

广外悦读微客服上线 欢

迎随时开“撩”
为解决“广外悦读”微信群人

数受限的问题，让更多的读者能够

享受到更为方便、快速的服务，广

外图书馆近日将原微信群拓展为

“广外悦读（教师）”、“广外悦

读（北校区）”和“广外悦读（南

校区）”3 个群。同时，为了提升

微信群活跃度和服务质量，“广外

悦读微客服”也正式上线，24 小时

在线接受咨询答疑。

等，并为每本书附上 200-300 字的

推荐理由，最终将推荐的书目制作

成展板，并通过多种方式传播给全

校师生，启发和激励一代又一代的

莘莘学子。

同济大学图书馆 荐购到

馆书目通知成效显著

近日，同济大学图书馆发布本

年度第 11期《同济大学图书馆读者

荐购到馆书目》的新闻通知。

据了解，同济大学为在校读者

开辟荐购“绿色通道”，荐购书目

到馆以后，每周会发布 1-2 次通知，

并优先为荐购者在其所属校区图书

馆一楼大厅流通台留书一周。荐购

书目的借阅次数比其他书目的借阅

次数提高约 30%。

他山之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举办“教授好书推荐（第
四辑）”书目征集活动

为进一步推广阅读，建设书香

校园，使阅读成为师生们的一种生

活方式，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和

宣传部拟联合举办“教授好书推荐

（第四辑）”活动，邀请校内各位

专家学者加入。具体做法是推荐

2-3 本书，并注明书名、作者、出

版信息以及专家学者的研究方向

读者墙

一堂课学会美式学术写作

馆务馆情每期一库

优语库小语种在线

试用数据库

“我的图书馆”无法登录怎么办？

书目查询（我的图书馆）系统账号是学工号，默认密码是 888888，多媒体上机、数字资源校外访问系

统账号是学工号，默认密码是身份证后 6位，自助文印、IC 空间预约的账号、密码与智慧广外相同。图书

馆正在推进统一认证整合工作，如有问题，请致电信息技术部（36317039）或携带有效证件到总服务台找图

书馆员帮忙解决。

http://www.52uy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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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热播青春剧《致我们单

纯的小美好》原著作者、编剧赵乾

乾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图书

馆负一层报告厅举行见面会。作为

广外校友，赵乾乾现场与学弟学妹

们分享自己的大学经历和写作经

验，她说，大学为她提供了无比自

由的环境，出于兴趣的写作带给她

的自由难以用金钱衡量。

赵乾乾毕业于中文学院，“在

中文学院读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一

个自由的灵魂。”赵乾乾说何少轩

老师的课给了她很大启发。在校读

书期间，她爱上了汪曾祺的文字，

并一遍一遍地阅读钱钟书的《围城》

每一次阅读都被其极具特色的语言

风格感染。

写作是赵乾乾除了看书煲剧之

外最大的爱好。“我喜欢写，因为

写作带给我的快乐无法用金钱来衡

量。”，她在大三、大四期间开始

创作小说，目前已出版多部畅销言

情小说。其中《致我们单纯的小美

好》已拍摄成网剧，赵乾乾在剧中

担任编剧。

在解答同学们关于写作的问题

时，赵乾乾提到，最重要的是真正

动笔去写，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不要

个人简介

穆雷（香港浸会大学翻译

学哲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2016 年

3 月受聘学校“云山杰出学者”

岗位。）

学者寄语

读了一辈子书，好书肯定很多，

一下子让我说出几本，难。作为研

究生的老师，我推荐学生阅读下列

图书：

1.形式逻辑，同类书很多，如

果不是老师要求，很少有学生会主

动去阅读，因为不考试，“没有用”。

然而，我们的学生忽略了，“批判

性思维”的培养是要有基础的，形

式逻辑就是其中之一。

2.研究方法论，此类书也不少，

带着过多的杂念，这些念头会影响

到创作的初衷。她坦言自己也曾因

为作品题材局限、戏剧冲突不大等

问题产生困惑，但在与别人交流后，

她认识到要扬长避短，而不过分追

求所谓的“突破”，做好眼前的事

最重要。

见面会后，赵乾乾向母校图书

馆捐赠了最新出版的越南语版《致

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和她的其他

签名书籍一起收藏在广外文库，还

有部分将在南北校区中文书库，供

读者借阅。

且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论。选

择通用性和专业性的相关研究方

法，学懂读透，无论师生，都会受

益，这是做研究的基础，必须花精

力认真阅读。

3.学科必读书目，成熟的学科

都有本学科的专家开列的必读书

目，专家是从本学科浩瀚的图书中

通过自己的阅读和研究精心对比筛

选出来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往往忽

略了这个资源。

上述三类图书，读好了，就能

慢慢进入一个学科领域的殿堂。读

书是终身的事情，三言两语推荐三

五本书，未必奏效，关键是 1）爱

好读书，将其作为生活方式和生活

必需品；2）既要广泛涉猎又要重点

研读，但一定不能有功利心，一些

“无用”的书觉得好玩就可以去读；

3）充分利用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如

“扫书”，当需要研究某一个领域

时，借阅书架上的相关图书，一本

一本地研读，可以彻底了解相关概

念，较快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4）

在阅读的过程中细心揣摩，找到自

己阅读的窍门，形成对自己最为有

效的阅读方式。

推荐书目（部分）

1.BAER, Brian James & Geoffrey S.

Koby (ed.) 2003. Beyond the Ivory

Tower: Rethinking Translation

Pedagog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索书号：H059/B126.1（特藏图书分

馆:文科基地资料室）

2.DELISLE, Jean & WOODSWORTH,

Judith (Edited and Directed) 1995.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UNESCO Publishing.

索书号：H059/D254.4-1（特藏图书

分馆:文科基地资料室）

3.BAKER, Mona. 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索书号：H059/B142.5

4.金岳霖著《形式逻辑简明读本》，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索书号：B812/J459.5

5.马祖毅著《中国翻译史》（上卷），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索书号：H159/M199/2

6.许钧著《翻译论》，武汉：湖北

教育出版社，2003

索书号：H059/X840/2

师说·穆雷
为迎接“4.23 世界读书日”我校图书馆策划了一项大型阅读推广活动“师

说”，诚邀校内专家学者为大家介绍阅读方法，分享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产生过

重要影响的经典书目。本期是“师说”栏目的第一期，今后将陆续为读者奉上

更多精彩内容。

悦读讲座

赵乾乾：写作带给我的快乐无法用金钱衡量

读书杂谈

一路之遥

万马齐喑

说起王卫国，或许没几个人知

晓；但一提路遥，也许就有不少人

会顿足思索“嗯…这个人我好像在

哪里见过。”

路遥，是上个世纪的，陕西清

涧人。他出身在农村，写作素材基

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

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

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

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

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

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

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

充实”。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

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

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浮在他心里

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

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

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

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

路遥也是活在这个世纪的。新

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伟大复兴的

逐梦者、平凡的人生行者……哪一

个身上没有烙下他作品的影子。他

对文学事业的神圣感，对普通人命

运深刻关注，给社会底层特别是正

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感情

共鸣与精神鼓励…一路之遥，万马

齐喑。四十余岁的生命溘然离世，

路遥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带着对平

凡世界的眷恋走了。他曾说：“我

我刚跨过 40 岁，从人生的历程来

看，生命还可以说处于‘正午’时

光，完全应该重新唤起青春的激情，

再一次投入到这庄严的劳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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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训练营

《芳华》书评：霎那芳华远

空余轻叹息

作品简介：本书是严歌苓所著的

一部小说，透过故事讲述者萧穗子

的眼睛，读者可以望见上世纪七十

年代，望见刘峰、何小曼、萧穗子、

林丁丁、郝淑雯等一个个鲜活的人

物和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的青春、隐

忍的爱情和坎坷的人生。

关于本书

芳华很美，也很残酷，眼睛看

不见的地方龃龉暗生。集体既是围

墙也是桎梏。在集体生活中，最怕

的就是不合群，或者说被视作不合

群，不被大家用正常眼光看待。在

文工团里，刘峰与何小曼被视为异

类，让我同情也敬畏的正是这两个

悲剧人物。

关于刘峰

刘峰无疑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好

人，无私、善良……这些形容词用

多少在他身上都不为过，他是几乎

完美的雷锋化身。他的人生轨迹就

是以“触摸事件”为拐点 ，发生了

重大转折。自此印证了人言可畏。

小说里有一句话：“我们的孩提时

代和青春时代都是讲人坏话的大时

代。”严歌苓也借穗子之口吐露了

那群青年人的心理写照：“我们高

不了，我们要靠一个一直高的人低

下去来拔高，要靠相互借胆来体味

我们的高。”也许看着昔日的活雷

锋被自己“批判”下神坛，不少人

心里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吧。

关于何小曼

其实我认为小曼的悲剧，更多

在于不幸的家庭对她的影响。她在

这种扭曲的家庭环境中缺失成长所

需的爱和自尊，慢慢变得不正常，

也为后来在战争中立功后精神失常

做了铺垫。这种家庭同样是那个时

代的特产，同一个家庭里根正苗红

的孩子可以骑在所谓”右派女儿“头

上，自觉高人一等。严歌苓非常聪

明，她不动声色地讲述着这个故事，

在人到中年时撕开芳华呈现给读

者，不妄加评论，不刻意说惨 ，亦

不刻意说恶 。可是人性的卑劣、时

代的荒唐就明明白白地在那里 ，让

人唏嘘。

更多资讯请关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