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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为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图书馆将于 4.23

前后开展一系列的读书活动，活动安排如下：

1、启动仪式暨专题讲座

时间：4月 11 日下午 2：30，地点：图书馆 608 室

专题讲座：“穿出自己的风格”�（校外专家）

2、《生命的苦与乐》、《光盘行动、受益你我》现场征文比赛

时间：4月 18 日下午，地点：图书馆二楼文学区

3、专题讲座“吃出来的健康与活力”

时间：4月 25日下午2：30——3：30，地点：608室（校外专家）

4、“悦读岭南”学生读者座谈会（二场）�

时间：4月 25 日，下午 4：00 － 5：00，地点：图书馆 603 室

5、岭南读书沙龙分享会

时间：4月 25 日 , 下午 4：00 －下午 5：00，地点：茶艺馆

6、第二届“玉口杯”�辩论赛

时间：4月 11 日 -5 月 16 日，地点：图书馆 603、608 室

7、“书林寻宝 .拓展人生”

时间：4月 27 日，地点：图书馆及拓展场地

8、读书知识竞赛

时间：5月 9日下午 2：30 － 4：30，地点：图书馆 608 室

9、“同享知识——好书伴我行”图书推荐活动

时间：4月 18 日——5月 16 日，地点：图书馆、岭南风情街

10、第五届“岭南杯”现场书法、篆刻大赛�

时间：4月 27 日下午 2：30——4：30，地点：图书馆 2楼

11、“你选书，我买单”图书选购活动

时间：五月中旬，地点：图书馆二楼

12、电影展

时间：4月 11 日—5月 16 日 , 地点：图书馆 608 室

13、闭幕及颁奖仪式

时间：�5 月 16 日，下午 2：30——4：30, 地点：图书馆 608 室

����在学校各级领导的重视下，通过图书馆领导及

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东校区图书馆 4 月 1 日

正式开放。首日开放就迎来了 70 多位读者。

东校区图书馆位于东校区 C6 栋 902 室，现有中文

图书近 4 万册、中文期刊 40 种、4 台检索机，拥

有阅览座位 180 个，并推出覆盖整个图书室的免费

WIFI 服务。东校区图书馆环境舒适、整洁，欢迎参

加实训的师生前来使用。��卫丽君

东校区图书馆全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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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阅 读

����今年春天的脚步格外迟缓，已是 3月的天气，依然看不到春

衫薄的人儿。坐在窗前，手捧着唐诗宋词，读着读着，春天，以

别样的姿态向我走来。

����“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李清照的《蝶

恋花》，撩动起一片春心。在这早春的清寒里，她说：“乍暖还

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一个

清瘦的女子独自守着春寒，回忆着“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

梅嗅”的青涩、无邪的时光。幽深的小巷传来卖花人的声音，勾

起她无限情思，她也曾经“买得一枝春欲放，云鬓斜簪，叫郎

看。”而今春光依旧，却物是人非事事休。

����一样的春寒，韩愈却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春雪和春雨中还带

着冬天的余温，淅淅沥沥，润着大地上的万物，于冰凉中暗藏着

春天将近的气息，这让诗人的心也酥酥的、暖暖的。尽管小草才

刚探出鲜嫩的细芽，诗人已是满眼青葱、春光无限。

����李白眼中的春天来自于他那双灵慧的眼睛：“闻道春还未相

识，走傍寒梅访消息”“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东风随春

归，发我枝上花”“东风洒雨露，会人天地春”“咸阳二三月，

宫柳黄金枝”“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绿……”春天真美啊，绿

了草、发了花、黄了柳，天地同春，一切都是那样生机勃勃。

����望向窗外，春，已悄悄地来了。你看，它把姑娘脖间的围脖

换成了漂亮的丝巾。春来了，你听，河里的冰在“咯咯”地笑着，

哈着热气，笑语嫣然……咿呀学语的孩子也听到了春天的声音，

在父母的搀扶下迈起小脚走出了家门。

����春是暖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春是忧伤的：“细听春山杜宇啼，一声声是送行诗。”�

����春的脚步是快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在诗词里，我看到了我盼望的春天。它草长莺飞、丝绦拂堤、

千树琼花、碧波涟漪……

����一个崭新的春天在我心里，欣欣然张开了眼睛……�����������������������

�������������������《中华读书报》2013 年 3 月 28 日�王举芳

随着诗词的脚步走进春天里

����每个读书人，都有自己的读书习惯。

有人喜欢卧读，有人喜欢坐在抽水马桶

上读；有人喜欢“抢鲜”，有人喜欢“怀

旧”；有人喜欢一边吃东西，一边读书；

有人喜欢借书读。我也有一些读书习惯，

不凡说一说，给读者添点趣味。

����一是喜欢读旧书。新书很少读，这与

我跟不上时代的节拍有关。即便发表一些

评论，也是“马后炮”。可是过了时效，

有时编辑想发表，也赶不上潮流了。

��� �二是枕书伴眠，我称之为假读或枕

读。这类书大多是消遣用的，不是很严肃

认真。虽然读起来囫囵吞枣，但效果还是

有的。

����三是喜欢先看书后面的文章，怕作者

狗尾续貂、滥竽充数，或者拦腰一“斩”，

翻到哪儿就读哪儿，这叫随机抽样。

��� �四是喜欢读科普书，趣味性、知识

性、适用性的科普读物还是十分有趣的，

尤其喜欢将之与几十年前的同类书籍对

比，从中了解科技的发展变化。

����五是喜欢读别人的弃书，因为弃书中

往往藏有宝。�����������作者：包光潜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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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

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

����“对渊博友，如读异书；读风雅友，如读名人

诗文；对谨伤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读

传奇小说。

���“少年读书，如隙中望月；中年读书，如庭中

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

所得之深浅耳。”

���“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

读书不难，能用为难；能用不难，能记为难。”

����“《水浒》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

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作者：史飞翔

读书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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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正能量

作者：(英 )�理查德 •怀斯曼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

索书号：B848.4/3385（图书馆三

楼）

����本书是一本排除负面情绪、传

递正向能量的心灵成长之书。如果

你感觉工作不顺心、生活不如意、家人和朋友关系疏离、

努力打拼却徒劳无功、人生一次次陷入低潮……那么《正

能量》这本书能带给你前所未有的激励，让你重新步入正

轨，找回勇敢上路的决心。

书名：我就是想停下来 , 看看这个

世界

作者：陈宇欣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

索书号：I267.4/256（图书馆二楼）

����本书作者拥有为梦想买单的勇

气，休学去旅行，为自己的任性买

单，为你我的梦想寻路。

���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裹挟着你汹涌向前的生产线上停

下来，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拒绝成为墙上的另一块砖。

没有车票混上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第一个在北极裸泳的

女孩？这些都不是最能吸引人的。在这个关于寻找自己的

故事里，最动人的就是她的勇气。如同她自己所说“希望

老的时候，我能自信地说：我这辈子，最自豪的，就是我

的勇敢，敢于听取内心的声音，并敢于去实现”。

���������������������������——蔡景晖，穷游网副总裁

书名：美国 TOP60 名校逐一点评

作者：张旭著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

索书号：G649.712/121（图书馆四楼）

����本书给同学们简单介绍一下美国

的大学，尤其是排名靠前的学校的专

业及其就业情况。

本书只从高中生申请本科和本科同学申请硕博的角度，对

美国排名前 60 的学校和专业进行简介，附录列出了综合排

名到 100 名左右的学校、各个专业的排名以及排名比较靠

前的文理学院信息，以供大家参考。

书名 :�论中国

作者 :�（美）基辛格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12 年

索书号：D829/36（图书馆三楼）

����本书用世界视角国际眼光，

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凝结了基辛格博士的战略理论

以及对中国问题数十年的研究

成果，注定将成为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重新认识自

己的一部重量级作品。

书名：看懂财经新闻的第一本书

作者：陈思进 ,金蓓蕾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

索书号：F0/577（图书馆三楼）

����本书教你看出财经新闻的门

道！掌握《看懂财经新闻的第一

本书》里的四原则，不再被忽悠，

让你自己做自己的理财专家，让你彻底了解财经新闻，

轻松看懂国内外经济形势。用最通俗的语言解读经济时

事和指标，告诉你该如何听专家的话，从此不再害怕金

融术语。

书名：生命册

作者：李佩甫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

索书号：I247.57/5945（图

书馆二楼）

����本书是著名作家李佩甫

潜心五年，倾力打造的最新

长篇小说。该书是一部自省

书，也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心

灵史。追溯了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轨迹，书写出当代

中国大地上那些破败的人生和残存的信念。在时代与土

地的变迁中，人物的精神产生裂变，都走向了自己的反

面。在这些无奈和悲凉中，在各种异化的人生轨迹中，

又蕴藏着一个个生命的真谛。

热点图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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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肌训练示意图
����1、患者端坐位，颈部屈曲15度，

下颌微收，头颈肩部自然放松。

����2、辅助者用手掌根部抵住患者

前额，并施以适当阻力，患者渐次增

加颈部屈曲力量至最大程度以对抗阻

力，以保持“颈肌训练特定体位”不

变。5秒1次，间隔2秒进行下一次。

����3、患者双手十指交叉扣紧置于

枕部，并适当施以向前阻力，同时渐

次增加颈部后伸力量至最大程度。以

保持“颈肌训练特定体位”不变。5

秒 1次，间隔 2秒进行下一次。

����4、颈肌训练时要求把双掌固定

在后枕部并保持双前臂平行。

英国“蜂巢”图书馆

2012 年我们一起追的网络流行语
����互联网时代有很多鲜明特点，在众多的特点中，网络流

行语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正能量��2012 年“正能量”一词高频率见诸网络，后延

伸到纸媒、电视等各大媒体。当下，人们为所有积极的、健

康的、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贴上“正

能量”标签。它已经上升为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表达

着我们的渴望和期待。

    中国梦�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曾这样点评“梦”字当选 2012

年度汉字：“一个字，寄托家国情怀，也蕴含个人梦想。家

国之梦，是个人梦想的累积，也是个人梦想的护卫。要公平，

不要拼爹；要清正清廉，不要贪污腐败；要法治的尊严，不

要法外开恩的特权……这是中国人的合声、中国梦的指向。”

   元芳，你怎么看？“元芳体”是一种情绪宣泄，表达某种

质疑、嘲讽或公开征询看法。在电视剧中，狄仁杰询问李元

芳，李元芳没有给出答案。现在网友疯狂使用“元芳体”造句，

同样也不需要答案，因为答案是什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高富帅��尽管几乎每个男人都想成为“高富帅”，而不

是“矮穷丑”，但现实是残酷的，对于一些男人而言，“高

富帅”是个心酸的词，因为无论外形、财富还是学历，都难

望“高富帅”项背。所以，“高富帅”这个词更多的是用于

调侃自己或他人。��

    甄嬛体��某卫视频道密集重播《甄嬛传》近半年，全天

候轰炸式的播放引发网友吐槽，“求你放过我妈吧，我家已

经一个礼拜没换台了！”“甄嬛体”的大热与电视剧本身分

不开，更与网络时代信息共享的便捷分不开。它的走红带着

调侃的意味。��

    躺着也中枪��中枪的字面意思就是被枪击中、被打击。

躺着中枪是指自己什么也没做，却被别人攻击，表达了当事

人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心情。

    中国式  “中国式”一词走红网络后，媒体上出现大批

以戏谑口吻议论国人或中国社会问题的“中国式 ××”，

如“中国式接送孩子”“中国式相亲”“中国式插队”等等，

于戏谑中表达自嘲与质疑。�

    压力山大��“压力山大”一问世，就被人们广泛接受，

一来是交际上的需要，二来是念着顺口、听着顺耳，并且幽

默感十足。

    赞��“赞”，简洁明了地表达了人们对事物的肯定。在

这个时代，我们相信，所有的喜怒哀乐，总会出现一个网络

流行语来恰如其分地表达。

�������������转至�新浪博客 2012.12.19、刘兴亮�咬文嚼字

    蔬菜保鲜小窍门��买回的新鲜芹菜、韭菜、茼篙等

应先去掉黄叶，用细绳在中间宽松地扎起来。盆中放入

适量清水，把菜的根部浸入水中，可以保鲜 3~4 天。

    洗羊毛衫加点醋��洗涤时，水温要控制在 35 度上

下，然后将中性洗涤剂倒入，再加几滴白醋，不但可以

使羊毛衫洗后质地柔软，还可以防止羊毛衫褪色，即使

多次洗涤，仍旧会保持颜色鲜艳亮丽。

    发面放盐松软可口��发面时，可放进一点盐水调

和，可以缩短发酵时间，蒸出来的馒头也是松软可口。

    啤酒可为衣物增色��用加些啤酒的水浸泡深色衣

物，可以使衣物变得柔软，恢复原本的颜色。新衣物泡

过后还不容易脱色。

    巧洗海蜇��在洗海蜇之前先把海蜇放入开水中过一

下，然后马上捞出放进凉水里浸泡一会儿，经过这样处

理的海蜇不仅不会缩，而且味道鲜美爽口，没有涩味。

生活小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