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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 图书馆全面动员扎实推进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 我馆成功举办青年职工座谈会 

● 图书馆新版门户网站正式上线 

● 说说初唐“四杰” 

● 好书中的好书——2016 年 7 家权威好书榜精选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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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全面动员扎实推进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为做好 2017 年 5 月 21 日至 25 日教育部对我校的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图书馆

全面动员部署、扎实推进各项评估工作任务。 

5 月 8 日上午，图书馆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研究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相关工作，制定图书

馆迎评工作方案，并确定由卢春辉老师担任图书馆讲解员。 

5 月 10 日上午，图书馆召开迎接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动员会。会上，储节旺馆长传

达了学校迎评工作推进会的会议精神，强调了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图书

馆承担的重要任务。会议要求图书馆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准备，确保整洁优雅的阅研环

境和便捷优质的借阅服务，全体馆员需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迎接、推进、并配合学校

完成本科教学评估的各项任务。会议还决定下周将分别召开相关部门负责人专题工作会议和

一线员工培训会，将迎评工作的职责落实到每一位馆员。 

会后，流通阅览部王莲主任拟定了评估专家的参观路线，党总支书记彭丹菊、副馆长赵

安实地走访各阅览室，查摆不足，进一步落实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 

（馆办） 

安徽新华学院来我馆参观调研  

 

 
4 月 27 日下午，安徽新华学院副校长杨世国、李金星，图书馆副馆长汤干君等一行 8

人来我馆参观调研。 

 

储节旺馆长主持座谈会。

程雁雷校长对新华学院一行的

到访表示欢迎，并就安徽大学

的办学历史和图书馆的建馆历

史做了介绍。她说，图书馆是

高校的名片，是高校教学科研

的重要支撑，“十三五”期间高

校图书馆面临着转型发展，机

遇与挑战并存，应积极适应，

主动学习，推进国际化建设。 

 
储节旺馆长就安徽大学图书馆的建筑设计、规模布局、部门设置、馆藏分布、空间利用

和读者使用情况等做了详细讲述，并分享了我馆在馆舍布局、功能区划和阅研环境改造提升

等多方面的经验。其后，新华学院就新馆筹建的具体细节与我馆参会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和

探讨。双方一致表示，高校图书馆的馆舍建设要实现藏书、知识服务、学习交流和休闲娱乐

四大功能，要有超前的设计理念，实现空间资源的最大效用。 

安徽大学副校长程雁雷、图书馆馆长储节旺、党总支书记彭丹菊、副馆长彭少杰等参与

了座谈。 

（馆办 张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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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成功举办青年职工座谈会  

 
5 月 4 日下午，我馆首次召开馆内青年职工座谈会。馆长储节旺、党总支书记彭丹菊、副

馆长赵安和彭少杰以及各部门青年馆员参与了此次座谈会。 

主任王莲结合传统服务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应鼓励青年馆员多参与一线服务，在锻炼自己的同

时还能为广大师生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信息咨询部卢春辉提出，馆内适当组织集体活动，丰富

馆员的业余生活，加强同事之间的认识和交流。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畅所欲言。 

储节旺馆长为此次座谈会做总结，他指出，青年馆员在平衡好事业和家庭关系的前提下，

做好职业规划，提高业务和科研水平，为图书馆的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同时，图书馆会尽力

为员工提供一个好的工作平台和科研环境。 

（馆办 何倩倩） 

 

彭丹菊书记主持座谈会，首

先彭书记代表图书馆领导班子祝

我馆青年职工节日快乐，并指出，

青年馆员是我馆发展的主要力

量，馆里应重视青年馆员的职业

想法和规划。随后，参会馆员结

合自己工作与馆领导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图书馆办公室主任杨晓

阳在会中提出希望图书馆今后能

开展更多业务培训；流通阅览部 

短 

讯

 

4 月 19 日至 21 日，安徽大学第 55 届田径运动会在磬苑校区体育场胜利举行。

图书馆崔平平、张蓓蕾、陈建华、杨栎四位老师积极参加，其中，杨栎喜获女子中

年组铅球第一名。 

4 月 23 日下午，“阅读经典”系列活动第一百场在文典阁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工真作题为《德国的阅读革命》的讲座。讲座结束后现场

举行了隆重的百场纪念活动。 

5 月 9 日晚，由图书馆、校团委、教务处联合主办，校辩论与演讲协会协办的安

徽大学演讲比赛在文典阁成功举办。来自学校各院系共 18 位同学参加了比赛。经过

激烈角逐，商学院王杨阳同学摘得一等奖桂冠，并获得最佳人气奖。 

5 月 10 日下午，以“文化创意，设计你的世界”为主题的“磬苑杯”文创服务

运营创意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文典阁举行。本次大赛共有 35 个团队参与角逐，经

过初赛、复赛最终评选出 3 个团队进入决赛。经过认真评审，“安大四月影像工作室”

团队荣获最佳创意奖，“阁阁小家”、“是吾乡”两个团队荣获突出创意奖，“OSI 桥创

意空间”、“‘八又二分之一’创意书店”、“书影留香休闲吧”、“‘乔尼的不冻港’文

创空间”、“解忧小铺”五个团队荣获优秀创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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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党总支第三支部组织召开“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

专题学习讨论会暨组织生活会  

 

 

5 月 16 日，图书馆党总支第三支部组织召开了“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学习讨

论会暨组织生活会。 

 

图书馆新版门户网站正式上线  

 

 
图书馆新版网站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推出上线（网址：http://www.lib.ahu.edu.cn/）。 

新版网站的设计开发以面向移动化发展、满足读者需求、良好用户体验为出发点。在具

备门户网站的主要功能以外，还具有以下新特点： 

♦ 响应式网站框架设计，自适应各种终端。读者可以使用从 PC 端、平板电脑端到手机

端等所有移动设备进行网站浏览，根据不同移动终端重新设计页面显示和布局效果，提供良

好的用户体验； 

♦ 线上服务集成。智慧门户将图书馆目前提供的多数在线服务与应用集成起来，满足读

者全方位的图书馆信息服务需求； 

♦ 强大的网站统计分析功能。新版网站通过对用户使用日志的整理统计，分析用户的行

为习惯，并对不同栏目的使用情况分别进行数据分析，为图书馆采购资源和改进读者服务提

供重要的决策支撑； 

♦ 更加多样化的服务。网站新增“新媒体互动”、“好书推荐”、“读者美文”、“学科服务”、

“毕业生空间”、“职工之家”、“大学图书情报学刊”、“设备报修”等多个栏目。 

 

 

会议传达了学校《印发<关于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实施方案>和<关于在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中开

展“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

教育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重温并进

一步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与会党员结合自

己的实际，围绕“讲政治、重规矩、

作表率”主题，展开了热烈的学习讨

论和自我批评。大家一致认为：每 

位党员都要坚定政治信念，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严守党的

政治纪律，把“讲政治”刻印到思想深处。在组织生活会环节，与会党员针对自身实际，查

问题，找不足，纷纷表示要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的动力，争做优秀馆员，更好地服务读者，

服务科研，服务社会。                                            

（图工委 王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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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品黄梅新神韵  独辟蹊径采新章  

——我馆特藏部参观调研省黄梅戏剧院  

4 月 25 日，我馆安徽地方文献专题特藏室的工作人员在特藏部路俊英主任的带领下，赴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拜访安徽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梅

花奖、文华奖获得者蒋建国先生。蒋院长及剧院相关负责人热情接待了路俊英主任一行的到访。 

 

 

 

 

座谈会上，蒋建国院长详细介绍了

黄梅戏剧院的建院历程、现状及发展前

景，双方就作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

梅戏艺术的传承与振兴进行了热切广

泛的交流。同时，蒋院长还向我馆赠送

了省黄梅戏剧院创办的专业刊物《天仙

配》，相关黄梅戏精品剧目数据等珍贵

资料。 

会后，在剧院相关负责人的陪同

下，路俊英一行参观了省黄梅戏剧院资

料室。剧院资料室洁净典雅，收藏丰富，  

 

 

珍藏了大量黄梅戏曲发展历史的物件和文献，如戏曲发展史手抄稿本《黄梅戏源流》三编等，

以及大量稀见剧本、曲谱、演出座谈会记录手稿等。这些资料年代久远，内容系统丰富，载体

多样，具有极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同时，伴随着黄梅戏艺术的成长与繁荣，安徽省黄梅戏剧

院屡获殊荣，奖项众多，为繁荣安徽地方戏曲，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参观交流及资料室工作人员的讲解介绍，让我馆特藏室的工作人员对黄梅戏的发展有

了新的认识，也在如何有创造性地开展地方文献收集整理及保存利用工作方面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启发。同时，对剧院部分珍贵图片资料的拍摄采集，进一步丰富了我馆地方文献的馆藏。 

（特藏部 刘梅） 

 

 图书馆“明星读者”表彰会圆满结束  

 

 

6 月 6 日下午三点，图书馆 2017 年“毕业季”系列活动之“明星读者”表彰会在文典阁

会议室举行，出席表彰会的有图书馆党政领导、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评选出的明星读者代表。 

明星读者是图书馆根据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在学期间的图书借阅量统计选出，来自文学院、

哲学系、文典学院、化学化工学院、艺术学院、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管理学院、电子信息工

程学院等十位同学获得“明星读者”称号。 

表彰会开始，储节旺馆长代表图书馆向十位明星读者表示祝贺，并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希

望他们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继续保持读书的习惯，爱读书，读好书。接着，图书馆相关领导

为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并赠送图书，合影留念。 

（活动与发展部 张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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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初唐四杰”  

“四杰”这个词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每到过年家族祠堂大门上都要贴一幅对联：

“四杰家声远，三槐世泽长。”那时不知道“四杰”、“三槐”是什么意思，长辈中也没人能

说得明白。等后来长大了书读得多了并有机会查阅族谱，才知道“四杰”指的正是“初唐四

杰”之一王勃，“三槐”则与北宋宰相王旦有关，他俩都是我们这一支王氏家族的老祖宗。

以“四杰”的名义，把王勃作为王姓代表人物写进祠堂门联让子孙后代永远纪念，这无疑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初唐四杰”的崇高声誉和深远影响。 

“初唐四杰”是初唐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四位才华横溢诗人的合称。这

个提法最早见于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序中说骆宾王“年七岁，能属文。高宗朝，与卢

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郗氏是受唐中

宗之命编辑这个集子的，可见“四杰”在当时已经声名远扬。四杰齐名，原本是就其诗文特

别是骈文和赋而言的，后来则主要用于评其诗。杜甫对四杰就很是推崇，用“王杨卢骆当时

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几句诗对他们给予了高度评价。

四杰的共同点是都天赋异禀，自幼博学多闻，能诗善文，有神童之誉；但成年后性格孤傲，

为世所不容，官运不济，祸端频出。他们或遭贬从军，或被诬下狱，或溺水而亡，除杨炯情

况稍好外，其余三人最后都死于非命。正如闻一多先生说的，四杰“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

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唐诗杂论•四杰》），令人唏嘘。 

四杰虽然命途多舛，却给后人留下了不少优秀诗作，在初唐诗坛绽放出夺目的光辉，在

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据《全唐诗》载，王勃存诗二卷，共八十九

首；杨炯一卷，三十三首；卢照邻二卷，一百零五首；骆宾王三卷，一百三十首。四杰所处

的时代是初唐中期，齐梁宫体遗风尚存。以宰相上官仪为代表的一批宫廷诗人，好为歌功颂

德与风花雪月之作，婉媚绮靡，风格卑下，却引得士大夫们争相效仿，时号“上官体”。王

勃首先起来反对这种陋习，卢、骆、杨三人接着响应，“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子

安集•序》），为诗坛带来一股清风。他们的作品以真实的感情，宏大的气势，反映了自己的

风云际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得新颖而刚健，深沉而悲壮，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

大致说来，四杰对唐诗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拓展了题材旨趣，丰富了思想内容。四杰的笔触十分广泛，举凡山水、羁旅、送别、

咏物、闺怨、时世、怀古、边塞等无不涉及。他们均仕途坎坷，抑郁不得志，书写人生遭际

的作品占了很大分量。骆宾王的《畴昔篇》充分叙述了自己前半生的游历和坎坷遭遇，抒发

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允为其中的代表作。他们都曾在朝廷做事，在地方为官，

目睹统治阶级的昏庸奢华，官僚间的明争暗斗，讽刺时世也是其重要主题。“旗亭百隧开新

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轮翠盖不胜春，叠榭层楹相对起。”王勃的《临高台》就是这类作

品。不仅描绘帝京台阁之繁华，四杰还将目光投向千里边塞，写下了不少从军诗。比如卢照

邻的《战城南》：“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雕弓夜宛转，铁骑

晓参潭。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战争的肃杀场景和将士的英勇气概跃然纸上，读罢令 



导读                                                                               总第 79 期 

 

 

 

 

 

 

 

 

 

 

 

 

 

 

 

 

 

 

 

 

 

 

人荡气回肠。送别诗就更常见了。杨炯的《送刘校书从军》写得很别致：“天将下三宫，星门

召五戎。坐谋资庙略，飞檄伫文雄。赤土流星剑，乌号明月弓。秋阴生蜀道，杀气绕湟中。风

雨何年别？琴尊此日同。离亭不可望，沟水自西东。”所有这些生动的创作实践，都是对当时

“争构纤微，竞为雕刻”诗风的有力革新和突破，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二是在诗歌形式上有所开拓。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使七言歌行发展成熟。五律

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才得到广泛的自觉的运用和发挥。杨炯的《从

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

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就是一首标准的五律。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更因“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一联而成为传世名篇。卢照邻、骆宾王也有不少五律诗，《入秦川界》、《在

狱咏蝉》分别为其佳作。可以说，四杰，尤其是王勃、杨炯为五言律诗的发展，为其在稍后于

他们的沈全期、宋之问手上完全成熟、定型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卢照邻和骆宾王则在

七言歌行体的创作上成就更大。他们的歌行多数沿用旧题，一部分自命新题，比起以前的歌行，

主题深化了，表现手法则多借用赋最常用的叙述手法。其中，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

的《帝京篇》辞藻富丽，极尽铺陈之能事，如星月交相辉映，堪称七言歌行的第一个双璧，比

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早了一百多年。对此，明代批评家胡应麟曾在《诗薮》里盛赞

曰：“七言长体，极于此矣。” 

（期刊部 王和周） 

好书中的好书  

——2016 年 7 家权威好书榜精选书目  

儿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在 2017 年初对各大媒体发布的好书榜进行了全面收集，

筛选出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和行业组织、国家级权威报刊、具有全国影响的门户网站推出的 7

个年度好书榜，涉及好书 190 种，对每种书被各个榜单提到的次数进行统计，按入选次数排序

后，得到入选次数超过 1 次以上的好书 31 种，编制了“好书中的好书：2016 年好书榜精选书

目”，见下表。 

 

好书中的好书：2016 年好书榜精选书目 

 

书名 作者/译者 出版社 出版年 

《望春风》 格非  译林出版社 2016 

《北鸢》 葛亮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我们的中国》 李零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英国通史》  钱乘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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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作者/译者 出版社 出版年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王建朗 黄克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造房子》 王澍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6 

《野芒坡》 殷健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童眸》 黄蓓佳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 王新生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楼宇烈  中华书局 2016 

《伟大也要有人懂》 韩毓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花与树的人文之旅》 周文翰 商务印书馆 2016 

《茧》 张悦然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统治与教育》 徐贲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城》 孔庆普 东方出版社 2016 

《甲骨时光》 陈河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崀山草木情》 罗仲春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致未来的你》 徐鲁 青岛出版社 2016 

《独药师》 张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中共中央宣传部 人民出版社 2016 

《马克思靠谱》 内蒙轩 东方出版社 2016 

《赢在转折点》 迟福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智能时代》 吴军 中信出版社 2016 

《天演论（少儿彩绘版）》 苗德岁 接力出版社 2016 

《爸爸的故事》 梅思繁 新蕾出版社 2016 

《七堂极简物理课》 
[意] 卡洛·罗韦

利/文铮、陶慧慧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搏击暗夜》 陈漱渝  作家出版社 2016 

《中国通史》 卜宪群 华夏出版社 2016 

《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 董宏猷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集团 
2016 

 

（活动与发展部 杨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