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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党总支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学习十九大报告 

● 我馆召开 2017-2018学年度第一次全馆会 

● 校第七届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 

● 穿越时空的对话，思想灵魂的交流——品读古今经典，引领人生航向 

● 我校图书馆在 CASHL 用户视频大赛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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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党总支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学习十九大报告 

 
11 月 8 日下午，图书馆党总支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会上，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彭丹菊从党的历史性成就、伟大使命，以及十九大报告的重大

新思想、新判断等方面，带领大家认真学习领悟十九大精神要义。她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是

一份系统、全面的总结报告，我们要将学习报告精神与图书馆工作相结合、与自身本职工作

相结合，强化责任担当，谋求图书馆发展。 

与会的其他同志分享了学习心得，一致认为报告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深受鼓舞，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立足本职岗位，更好地服务读者。会议还就下一

步开展全馆员工深入学习十九大报告工作进行了细致部署。 

图书馆党总支委员、各支部书记，馆长储节旺、民主党派代表，各部门主任以及主任助

理参与了此次专题学习会。                                            （馆办 何倩倩） 

图书馆党总支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暨  

十九大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  

为深入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11 月 30 日上午 9 时，图书馆

党总支在文典阁会议室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图书馆党总支委员和各支部书记

参加，党总支书记彭丹菊主持会议。 

会上，彭书记首先强调了图书馆党

组织的重要性，强调在工作中要发挥图

书馆党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真正发挥图书馆党总

支的政治核心和监督保证作用。接着，

传达了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做

好 2017 年度省属高校基层党组织标准

化建设验收工作的文件精神，并结合图

书馆党务工作落实标准化建设一一做 
 

了对照总结。之后，通报了 2016 年图书馆党总支和各支部开展活动使用经费的情况。会议还

就下一步图书馆党支部开展党组织标准化建设验收工作进行了细致的部署。 

随后，图书馆党总支召集全体党员举行十九大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馆长储节旺应邀参

会。特邀校人文社科处张启兵处长对十九大精神进行宣讲解读。宣讲报告会上， 张启兵处长

从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主题、政治主要成果到十九大报告中的具体内容做了系统阐释

和深入解读，有助于图书馆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最后，彭书记做了总结讲话，她认为张启兵处长的宣讲报告非常精彩，生动翔实，讲解

精辟，要求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实质，要结合实际，认真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图书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为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学校

“双一流”建设做出贡献。                                        

                                                            （期刊部 李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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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召开 2017-2018 学年度第一次全馆会  

10 月 20 日上午，2017-2018 学年度第一次全馆大会在文典阁一楼学术报告厅召开，会议

特别邀请校人事处副处长李克勋、工劳科科长王斌出席。 

多种情况的处理规定。 

馆长储节旺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学校改革发展的形势要求，对馆员提出，新时代下的

图书馆员应对规章制度有敬畏之心，对安徽大学有感恩之心，对图书馆有爱惜之心，对本职

工作有勤勉之心，与人相处有为善之心。全体馆员应严格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履职尽责，积

极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彭丹菊为全馆大会作总结。她强调，图书馆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团队，

全体馆员应达成共识，紧密团结，形成凝聚力。就图书馆今后的工作和员工管理，彭书记提

出了三点希望：一、馆员需遵守学校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部室主任应充分发挥图书馆中层

领导的职责，严格部门考勤，规范请销假程序。二、馆员应关心时事政治，了解当前政治环

境，不断革新思想观念，提升自身的知识技能，跟上日新月异的时代步伐。三、馆员应多阅

读、多钻研，注重提升自身的知识素养、形象品味和业务能力。 

最后，全体馆员一起诵读《安徽大学图书馆馆员守则》，提高使命感，不忘初心，不断学

习，爱岗敬业，为图书馆的转型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 

（馆办 张雪成） 

 

 

本次全馆大会旨在强化劳动纪

律，严格员工管理。李克勋副处长首

先就学校即将推进的核岗定编、综合

考核、绩效工资改革等工作相关文件

进行深度解读，为图书馆员工厘清了

学校综合改革部署的思路。随后，王

斌科长就《安徽大学教职工考勤及请

销假管理暂行办法》（校政[2006]26 号）

中的请销假制度进行了详细说明，具

体包括病假、事假、产假、探亲假等 

 

我馆员工参加安徽大学第十四届乒乓球团体赛  

11 月 25-26 日，安徽大学第十四届乒

乓球团体赛在龙河校区体育馆举行。 

我馆以王唯斌、姚诚、何富霞、张莉

组成的女子代表队和以夏宇、王和周、章

莽组成的男子代表队不畏强手，顽强拼搏，

最终分别获得女子甲组第五名和男子甲组

第七名的好成绩。 

 

（期刊部 王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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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第七届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  

 

12 月 5 日下午，安徽大学第七届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文典阁会议

室召开。副校长程雁雷，新一届图工委委员，图书馆馆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经

各院系、教学部推荐，新一届工作委员会由 31 人组成，程雁雷任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主任，

图书馆馆长储节旺任副主任，图书馆副馆长彭少杰任秘书长。 

 程雁雷充分肯定了近些年图书馆

在基础业务、资源保障、服务能力、图

书馆自动化网络化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所取得的成绩，对图书馆在空间转型、

功能转型及服务转型等方面所做的一

些实践给予赞许。程雁雷说，一流的学

科建设离不开高品质的文献保障，离不

开一流的资源。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各位

委员来自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最能知

晓制约学科建设发展的资源瓶颈在哪

里，最能精准获悉支撑学术研究的一流

文献在哪里；各位委员的参与是做好图

书馆文献保障工作的重要保证，新一届

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应该成为联系院系

与图书馆的纽带，发挥智库作用，为图

书馆发展把好关。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认真履职尽责，帮助提升图书馆文献保

障及服务学校教研、学科建设的能力，

助力学校“十三五”及“双一流”建设 

目标的实现。 

会上，储节旺介绍了新一届委员会筹备情况，宣读了《关于公布安徽大学党的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清理调整结果的通知》。各位委员听取并审议了《安徽大学图书馆工

作委员会章程（讨论稿）》及图书馆申报的 2018 年政府采购预算项目，并提出修改意见。在

自由发言期间，各位委员结合自身体会及学科专业需求，积极建言献策，对图书馆文献资源

建设成效及转型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表示了满意，希望学校能够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在图书

馆文献资源建设上兼顾文理学科的不同需求，做到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合理优化配置，为

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坚实的文献保障。                                   （彭少杰） 

 

 

 

10 月 18 日下午，安徽大学管理学院王文韬、谢笑两位老师应邀来到我馆，在

文典阁夹层会议室分别作了题为《NVivo》和《知识图谱软件之 Citespace 原理、功

能及其应用》的学术报告。图书馆部分馆员和管理学院的同学们一起聆听了报告。 

10 月 25 日下午，安徽财经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彭飞等一行 6 人来我馆参观座谈，

就图书馆在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中的经验做法进行交流。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彭丹菊、副馆长彭少杰，以及相关业务骨干参与了座谈。 

 

 

短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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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的对话，思想灵魂的交流  

         ——品读古今经典，引领人生航向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尤其是历经千年传承和岁月洗礼，仍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国

学典籍、经典名著，更是承载了无数先贤哲人的睿智思想，凝练出古今共通、共享、共鸣的精

神财富，引领一代又一代人树立信仰，弘扬正气，在人生中找准航向，不断成长。当前，举国

上下正在大力弘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可以从经典名著中找到其内核和根源。 

作为文化传承传播重要载体的经典名著，文学性、艺术性、价值性和情感性兼备，生命力、

感染力强，真、善、美高度统一，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润物细无声”的先天优

势。以经典名著为依托，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毅力和决心，倡导国人养成阅读经典的良好

习惯，穿越时空与先贤对话，思想灵魂碰撞交流，让名著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伟岸的

形象、一段段感人的故事，春风化雨地触及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个人的精神

世界，从而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无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

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使命和时代需求。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其中，爱国无疑是每个人必备的最基本价值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没有国，何以为人，

何以为家？在我国文学史上，以爱国为主题的经典名著灿若繁星。战国时期著名爱国诗人屈原

的代表作《离骚》，通篇自叙身世、品德与理想，表现了屈原不与奸佞为伍的斗争精神和至死

不渝的爱国热情。“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转下页） 

我校图书馆在 CASHL 用户视频大赛中获奖  

 
12 月 8 日，以“共享·提升·致远”为主题的 2017 CASHL 华东南地区宣传推广工作会

议暨“我是 CASHL 代言人”用户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医科馆成功举办，我校

图书馆赵安副馆长应邀带队参加了此次活动。 

 

CASHL 自 2004 年启动服务以来，始

终致力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平台和

服务体系的建设，硕果累累，培育了一大

批忠实的用户。为了走近用户，倾听用户

心声，扩大 CASHL 的周知度，CASHL

华东南区域中心复旦大学、CASHL 学科

中心厦门大学联合 Emerald 举办了“我是

CASHL 代言人”用户视频大赛活动，通

过匿名初审和专家终审确定最终获奖。 

此次活动吸引了南京大学、复旦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和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积极参与，我校图书馆学生服务中心提交

的视频作品《CASHL 之唐伯虎》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 CASHL 视频百花奖，我校图书

馆因组织工作突出而获得 CASHL 视频蒲公英奖（最佳组织奖）并应邀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信息咨询部 卢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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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所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为国担忧、一心

报国，效仿圣贤、坚守节操，百折不挠、追寻理想的高尚情怀。《史记》也对屈原伟大的爱国

精神进行了热情讴歌，“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

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屈原多次遭奸臣陷害

被流放在外，仍深深眷恋着楚国，挂念着国君楚怀王，念念不忘回朝为国效力。他关怀君王，

振兴楚国的愿望，在作品中再三表现出来。如果凭他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会不接纳，

他义不容辞选择了执着与坚守。寥寥数语，刻画出屈原强烈的爱国精神，纵然遭受天大的冤屈，

也始终对楚国不离不弃，最终以死明志。千百年来屈原高尚的爱国情操仍感天动地，令人唏嘘。 

杜甫在《蜀相》中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

泪满襟”。诸葛亮对蜀国忠贞不二，先后辅佐刘备、刘禅，开创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一心

为国效力，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却终未能如愿，含恨而死，读来令人扼腕痛惜，也深深为其

忠君爱国之心所折服。南宋文天祥在《正气歌》抒发了爱国的浩然正气，其中的“在汉苏武节”，

歌颂了汉代苏武的爱国之心。他出使匈奴，匈奴人逼他投降，他坚决拒绝，结果被流放到北海

（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边牧羊。为了表示对汉朝的忠贞，他每天从早到晚拿着从汉朝带去的

符节去牧羊，十九年如一日，始终坚贞不屈，后来终于回归他忠诚热爱的汉朝。正是由于继承

发扬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爱国传统，才使得文天祥成为一位具有高尚气节的民族英雄，也使

得这篇诗作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的典范之作。其另一诗作《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读来大义凛然，其一片丹心报效祖国，视死如归的家国情怀可歌可泣，至今

为人所赞扬。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也是传颂千古的爱国名篇，百读不厌，每每诵读

总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作者报效朝廷、抵御侵略、杀敌破阵、为国建功的一片忠肝赤胆被抒写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

的豪情壮志直欲破纸而出，冲上云霄！或许由于时代所限，古代人物的爱国有其一定的历史局

限性，但是这份拳拳忠义爱国之心并无二致，所以能跨越千古，亘古不衰，值得今人颂扬效仿

并发扬光大。 

现当代著作中亦不乏抵御外侮、不畏牺牲的仁人志士和爱国英雄。《青春之歌》中不屈从

于命运安排，奋力抗争，把个人命运同国家民族以及人民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连，毅然投身抗日

救国时代洪流中的林道静；《红岩》中英勇不屈、与敌人斗智斗勇、慷慨就义，在烈火中得到

永生的江姐、许云峰；《红旗谱》中冀中平原惨遭日伪军迫害屠杀，而自发自觉组织起来与日

伪坚决斗争的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绘就了一幅幅顶天立地的群英图；鲁迅先生《自

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先生虽暂

居海外，却无法割舍对风雨飘摇、遭受苦难的祖国故土的深刻眷恋，愿把一腔鲜血奉献给祖国，

誓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这是何等真挚炽热的爱国之情！这些红色经典热情讴歌了革命先

烈坚持真理、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是无数革命先辈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更是我们

当今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脊梁。 

如今身处和平年代，享受着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安定与繁荣，我们不需再冒着

生命危险去践行爱国主义，但是绝不代表爱国是空中楼阁和空洞口号，与己无关。从身边力所

能及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做起，像尊重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去尊重热爱自己的职业，全身

心投入工作，爱岗敬业，甘于奉献，这就是爱国精神在当今时代平凡人身上的完美诠释。纵观

上下五千年，爱国志士均为敬业之人。爱国，是敬业的引领和灵魂，敬业则是爱国的表现和外

延，敬业就是最好的爱国，每个人都应自觉把自己的爱国之心外化为敬业之行。这与当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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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提倡发扬的工匠精神也是高度一致的，没有爱岗敬业，何谈“工匠精神”，没有“工匠精

神”，又怎会爱岗敬业？无疑只会是镜花水月似的空谈误国。 

我国古代典籍中不乏对敬业之人的记载。例如大禹治水，《孟子·滕文公上》中有“禹八

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夏本纪》所载：“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描写

了大禹在治水过程中艰苦卓绝、牺牲奉献的敬业精神，他一心在外治理水患，为天下百姓兴利

除害，与大家一起风餐露宿，无心无暇顾及家庭及个人感情。《东周列国志》中的太史季在兄

长因秉笔直书而被崔杼处死后，仍曰“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根据事

实真相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与其失职，还不如去死。他们敬畏自己的职业，为了履行职

责，前赴后继，将生死置之度外，终于将历史真实地记录传承下来。还有“书法不隐”的“古

之良史”晋太史董狐，以及太史令司马迁这些正直史官不畏强权、忍辱负重、饱受摧残却仍能

秉笔直书的敬业精神与浩然正气，为后世留下了真实确凿的史料，也因此成就了中国自古以来

“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实录精神和不怕死的史家风骨，千古流传。诸葛亮在《出师表》中

的“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一位贤相的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死而后已的高尚品格和敬

业精神抒写得淋漓尽致，树立了忠诚敬业的精神楷模。南宋朱熹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

业也。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无论是学业，抑或

事业、职业均是如此，唯有勤勉奋斗、敬业乐业、专心致志方能精通成功，若是敷衍懈怠，必

将荒废失败，一事无成。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

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没有敬业精神这一民族脊梁

的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何谈起，中华民族又如何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可见，爱国、敬业就是对自己的祖国和职业尊重热爱、忠诚敬畏，与之一脉相通的诚信则

是忠诚守信，是中华民族最崇尚，也是最基本的传统美德，已在一代代国人中传承千载，根深

蒂固。对于个人来说，不仅对国家和职业要讲求忠诚守信，推而广之对周围的一人一事都要诚

实守信，一诺千金，以此作为做人之本，处世之道和立业之基。 

《周易》人之所助者，信也；《礼记》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说苑》人背信则名不达；

《程颐文集》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资治通鉴》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管子·枢言》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论语·颜渊》民无信不立；《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荀

子·不苟》养心莫善于诚；《鲁迅文集》诚信为人之本。凡此种种经典名著中关于诚信的名言

警句，都在激励引导着每一代国人树立以诚待人、信守承诺的优良品质。《韩非子·外储说左

上》中的《曾子杀猪》，“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曾子为了不失信于孩子，

把猪杀了煮给孩子吃，目的就在于用诚实守信的态度和品德去教育后代，充分体现了儒家“言

必信”的道德理念。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

姒乃大笑。”为博褒姒一笑，一国之君竟下令点起烽火戏弄诸侯，荒唐如斯。五年后，西夷犬

戎大举攻周，烽火再燃而诸侯未至，幽王被逼自刎，帝王无信直接导致国破家亡，代价不可谓

不大。《清稗类钞·敬信》中《蔡勉旃坚还亡友财》“券在心，不在纸。而翁知我，故不语郎君。”

正是因为蔡勉旃所具备的诚实守信的高尚品质，友人在寄放钱财时才会如此放心地不立字据。

人生在世，诚信可谓是衡量人品最好的试金石和个人发展的通行证，良好的诚信能给人带来意

想不到的收获，会形成强大的亲和力，使天堑变为坦途，在人生中无往不利，而不守信誉只会

给自己处处设卡，时时碰壁，寸步难行。当前国内实施且不断完善的征信体系也正是基于此，

日益凸显了个人诚信的重要性。 

一个待人以诚、恪守信用的诚信之人，必定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遇事会多从别人立场

考虑着想的人，也必定是一位友善之人。同样只有心地善良，与人为善，才会发自内心地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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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谅别人，乐于助人，才能做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诚实守信。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准则，当今时代，提倡友善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古往今来，经典名著中注重友情、待人友善的语句、事例俯拾皆是。早在先秦时，管仲《管

子·心术下》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荀子·大略第二十七》人无礼则

不生，事无礼则不成；《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孟子》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巴金说，友情在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

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这些都是对友善品德和珍贵友情的完美注解和人生感悟。 

《孟子·梁惠王上》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描画出了他理想中的

友善社会——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

的小孩时不应忘记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这与孔子对大同之世的理解：“故，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一脉

相承。《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君子最高的德行修养就是和别人一起行善，可谓把友善放到个人修养至关重要的位置。 

友善能带来家庭和睦。《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年

四岁时，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孔融四

岁时就能选择吃其中最小的梨子，并且认为自己年纪小，按照规矩应该拿小的。尚处幼年就能

做到兄弟间的友善谦让，让人深受触动。 

友善能带来国家兴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

肯与会。“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

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

谢罪。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若是蔺相如图一时之快意气用事，与廉颇针锋相对两虎相争，

朝中内斗，赵国就会出现内患导致国力削弱，秦国定会趁虚而入，赵国可能就有亡国之险。可

见，蔺相如为了赵国安危，置个人恩怨于不顾，对同僚谦逊忍让友善，对国家兴亡至关重要。

《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能行“仁政善政”的君王，帮助支持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甚至施行暴政的君王，支持帮

助他的人就少。支持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亲属也会背叛他；支持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

天下人都会归顺他，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友善能带来邻里和睦。据史料记载，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

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为名焉。

张英的谦逊礼让、友善豁达不仅成为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典范，更是中华民族里仁为美、和谐

理念的充分体现。六尺巷的故事也因此被广为传诵，留给今人无尽的思考和深刻的启示。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热点频出。无论是重塑司法诚信的聂树斌案重审改判无罪，弘扬正能

量的山西河津的友善墙前献温暖，还是考验共享诚信的共享单车，抑或是诚信缺失，欺诈获利

的天价鱼、天价虾事件，以及近期舆论争议的女留学生涉及中美空气的演讲，本质上都是社会

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观多元化的现实表现，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场对于价值观的全民大讨论，

言论各异评价不一，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道德考量标准。在此时代背景下，亟待倡导全社会

养成好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穿越时空与古今哲人对话交流，进而树

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此文获书香江淮第三届“品读经典 对话信仰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互联网读书征文活动一等奖）                                       （馆办 杨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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