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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讯·阅读推广专辑 

 

编者按：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4 月 23 日为“世界读书日”，致力于向全世界

推广阅读、出版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世界读书日（World Reading Day）全称为世界图书与

版权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 )，又称“世界图书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 1972 年就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

人人读书，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7 年

又发起“全民阅读”（Reading for All）活动，之后，“阅读推广”（Reading Promotion）一词常

见于各级倡导全民阅读的组织机构的网站和工作报告中。 

阅读推广，就是为了推动人人阅读，以提高人类文化素质、提升各民族软实力、加快各

国富强和民族振兴的进程为战略目标，而由各国的机构和个人开展的旨在培养民众的阅读兴

趣、阅读习惯，提高民众的阅读质量、阅读能力、阅读效果的活动。 

今年 2 月 15 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稿。因此，我们每位公民有义务和责任加入到阅读推广行列中，为促进全民阅

读献计献策。 

 

倡导全民阅读第三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5 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全民阅读，普

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这是继 2014 年和 2015 年后，“倡导全民阅读”

第三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分三部分：一、2015 年工作回顾；二、“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

大举措；三、2016 年重点工作。李克强说，过去一年，我国发展面临多种困难和挑战。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以坚定的信心和非凡的勇气，攻

坚克难，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完成了全年主要目标任务，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其中，社会发展成就斐然，文化软实力持续提

升。 

  李克强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国务院编制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交大会审查。《纲

要草案》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

问题，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明确了今后

5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支撑发展的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大项

目。 

  针对 2016 年重点工作，李克强明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继续大力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注意解

决放权不同步、不协调、不到位问题，对下放的审批事项，要让地方能接得住、管得好。发

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假售假行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充分发挥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作用，利用好网络

平台，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在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方面，李克强指出，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用中国梦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档案等事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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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全民阅

读，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培

育健康网络文化。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引导公共文化资源向城乡基

层倾斜，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推进数字广播电视户户通。 

——摘自 2016 年 3 月 9 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016 年读书节内容精选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016 年读书节内容精选 

 

 

1、“2015 年好书榜精选书目”征文比赛 

回顾 2015 年度好书，积极推广全民阅读的影响力和受益面。 

活动时间：4 月 20 日—5 月 20 日 

2、图书封面设计大赛 

书的封面如同人的脸，是我们认识书的第一窗口。图书馆里有很多书因年代久远，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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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封面破损，虽然图书馆的志愿者和老师们用牛皮纸将其中一些书重新包

好，但书原来的样貌已不复存在。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希望用新的封面更好地表现书的内涵，

使读者对书的内容有所了解，从而让那些富含历史价值与知识价值的旧书重新焕发生机。 

活动时间：4 月 20 日－5 月 20 日 

3、资源与服务系列讲座精选 

时间：4 月 20 日—5 月 18 日 

地点：敬文图书馆八东会议室、随园图书馆培训室 

4、“在你身上我才同自己相见”经典名著诗会 

结合“在你身上我才同自己相见”主题，演讲与经典诗歌相关的故事。可以是对诗歌内

容本身展开想象的陈述，也可以是对诗歌作者或创作背景等的展开陈述，或畅谈对诗歌的想

法等。 

活动时间：4 月 22 日—5 月 15 日 

活动地点：敬文馆偲怡园 

5、艺术类书展 

书展汇集 DGV、 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院)、Skira 、Aperture Foundation 

(光圈出版社)、Hatje Cantz、Flammarion、Rizzoli、Thames & Hudson、Steidl、Yale University 

Press、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古根海姆基金会)等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类别以纯艺术为特色，包括绘画、雕塑、摄影与影像艺术，也会有视觉、时尚、产品和建筑

设计的重要出版物。 

时间：4 月 25 日-4 月 29 日 

地点：敬文馆二楼大厅 

6、真人图书馆第九季 

时间：5 月 14 日（周六）13:30 

地点：敬文馆偲怡园 

7、专题讲座 

1）畅谈台湾人文社会风情   畅享“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主讲人：罗亮  先生 

时间：4 月 26 日下午 3:00 

地点：敬文馆 2 楼西报告厅 

时间：4 月 26 日下午 3:00 

地点：敬文馆二楼西报告厅 

2）中国外交的新趋势和新挑战 

   主讲人：王逸舟  教授 

时间：4 月 28 日晚 6：:30 

地点：敬文馆二西报告厅 

3）作曲家的情怀 

主讲人：陈骋 先生 

时间：5 月 20 日下午 2:30 

地点：敬文馆 2 楼西报告厅 

8、“读行天下，智用无涯”好书排行榜交流活动 

阅读者通过本次漂流阅读经验，选出自己认为适宜推荐的书单，用自己的阅读帮助他人，

也接受别人提供的意见，让图书馆成为志同道合者交流的平台，让书籍流通更有效率。在活

动结束后，将会通过“超星”平台发布比赛结果。 

时间：4 月 21 日—5 月 20 日 

9、“敬文钟书”图书漂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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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特定的图书贴上特定的标签后，随意放在公共场所，捡获这本书的人可取走阅读，读

完后再将其放会公共场所，再将其漂出手，让下一位爱书人阅读。这就是图书漂流活动。“心

相连，书相传，爱在南师”图书捐售，进行全校范围内的图书捐售和交换交流活动。 

活动时间：5 月 7 日 13：:30  

活动地点：西区食堂门口（总放漂） 

10、经典书籍情节情景剧大赛 

经典作品中的经典场景总能让人津津乐道，比如《巴黎圣母院》中艾斯梅兰达给敲钟人

喂水的场景。通过情景剧的方式，再现经典场景，不仅能够把该作品的精华部分生动地展现

出来，更能让同学们身临其境，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也能激起同学们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兴

趣。 

活动时间：4 月 20 日—5 月 20 日 

（以上活动详细内容见图书馆主页及宣传海报） 

 

 

 南师大图书馆 2015 年借阅 TOP10 图书 

南师大图书馆 2015 年借阅 TOP10 图书 

排名 书史 著者 借阅次数 

1 围城 钱钟书著 308 

2 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245 

3 挪威的森林 (日)村上春树著 202 

4 失乐园 (日)渡边淳一著 136 

5 文化苦旅 余秋雨著 108 

6 长恨歌 王安忆著 100 

7 活着 余华著 87 

8 基度山恩仇记 (法) 大仲马著 78 

9 洛丽塔 (美) 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著 76 

10 飘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69 

（李荣 供稿） 

 

 南师大图书馆 2015 年借阅量 TOP 10 读者 

南师大图书馆 2015 年借阅量 TOP 10 读者 

学/工号 姓名 借阅数量 院系 读者类型 

130802019 范健泉 568 社会发展学院 研究生 

140602011 韦余祥 480 教育科学学院 研究生 

33022 于正 387 数学科学学院 教职工 

27067 黄玉喜 337 后勤管理处 教职工 

152332034 田媛 302 心理学院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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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02001 樊迪 286 教师教育学院 研究生 

17120403 赵帅 272 法学院 本科生 

130102128 王阳 243 文学院 研究生 

141602026 魏平远 239 美术学院 研究生 

02150120 陈广乾 239 社会发展学院 本科生 

 

                                          （李荣 供稿） 

   

 南师大图书馆 2015 年借阅量 TOP10 本科生读者 

南师大图书馆 2015 年借阅量 TOP10 本科生读者 

名次 姓名 院系 学号 年级 全年借阅册数 

1 赵  帅 法学院 17120403 2012 级 272 

2 陈广乾 社发院 02150120 2015 级 239 

3 高丰琪 社发院 02120226 2012 级 223 

4 陈雪扬 商学院 15120121 2012 级 174 

5 谢  晔 公管院 3120320 2012 级 172 

6 邢  雨 生科院 09130307 2013 级 169 

7 严玲芳 国教院 24120107 2012 级 162 

8 曲  卓 生科院 09130209 2013 级 156 

9 宋言洁 社发院 02130428 2013 级 149 

10 陆静艳 教师院 22130134 2013 级 147 

  

                                         （刘莉  供稿） 

 

 南师大图书馆 2015 年预约量 TOP10 图书 

南师大图书馆 2015 年预约量 TOP10 图书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出版年 索书号 预约次数 

解忧杂货店 
(日) 东野圭

吾著 

南海出版

公司 
2014 

I313.45/5.

121/(25) 
77 

白夜行 
(日) 东野圭

吾著 

南海出版

公司 
2008 

I313.45/5.

121/(6) 
48 

你的孤独 虽败

犹荣 
刘同 

中信出版

社 
2014 

B821-49/6

.320 
32 

偷影子的人 
(法) 马克·李

维著 

湖南文艺

出版社 
2012 

I565.45/10

.1501/(2) 
29 

如何阅读一本

书 

(美) 莫提

默·J.艾德勒, 

商务印书

馆 
2004 

G792/5.14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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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范多

伦著 

从你的全世界

路过:让所有人

心动的故事 

张嘉佳著 
湖南文艺

出版社 
2013 

I247.7/7.5

142 
24 

微信营销技巧

及案例 
卢九评编著 

文汇出版

社 
2014 

F713.36/5.

243/(1) 
23 

看见 柴静 

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

社 

2013 
I253.7/10.

210 
22 

追风筝的人 
(美) 卡勒

德·胡赛尼著 

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6 

I712.45/9.

435 
21 

嫌疑人 X 的献

身 

(日) 东野圭

吾著 

南海出版

公司 
2010 

I313.45/5.

121/(7) 
19 

（李荣 供稿） 

 

 

 捐赠图书 惠泽千秋 

 

捐赠图书 惠泽千秋 

 

2015 年我馆共接收来自 143 家机构以及 250 位个人慷慨捐赠的中外文图书资料约 2300

余种，3500 余册。这些赠书代表了各位友人对南师大图书馆的信任和支持，承载着他们对

我校莘莘学子的殷切希望。在此，我们向捐赠图书的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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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捐赠 TOP5 

排序 捐赠单位 所赠图书 册数 

1 圣约翰大学图书馆 
a teachers guide to children's books

等 
800 

2 江苏尼众佛学院 《博物馆怀疑论》等 459 

3 中央文史研究馆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江苏卷》等 34 

4 复旦大学中文系 《华语影视戏剧的历史与现状》等 30 

5 
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

委员会 

《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文化卷 1》等 
22 

 

个人捐赠 TOP5 

排序 捐赠人 所赠图书 册数 

1 铁列吾江 哈萨克语书籍 112 

2 宋永忠 《道德资本论》等 38 

3 胡景敏 《河北新文学大系（全 12 卷）》 36 

4 刘振平 《快速循环识字法原理》等 25 

5 李良玉 《李良玉史学文萃》等 23 

 

（徐 洁供稿） 

 

 

 好书中的好书 

 

好书中的好书 

——2015 年 28 家好书榜精选书目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之阅读与心理健康分委员会在 2016 年初对各大媒体发

布的好书榜进行了全面收集，共得到 28 家报刊、网站、出版社等机构推出的年度好书榜，

涉及好书 541 种，对每本书被各个榜单提到的次数进行统计，按入选次数排序后，选出前

69 种好书专供 2016 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图书馆阅读推广使用。 

 

序号 书名 作者/译者 出版社 

1 《群山之巅》 迟子建  人民文学出版社 

2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加拿大）卜正民 /潘敏  商务印书馆 

3 《晚明大变局》 樊树志  中华书局 

4 《悲伤与理智》 （美）约瑟夫·布罗茨 上海译文出版社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13269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5381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4560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28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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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名 作者/译者 出版社 

基 

5 《抗日战争》 王树增  人民文学出版社 

6 《午夜之子》 （英）萨曼·鲁西迪 北京燕山出版社 

7 《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刘绍华  中央编译出版社 

8 《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 潘富俊  商务印书馆 

9 《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陈嘉映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陈来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11 《匠人》 申赋渔 
民主与建设出版

社 

12 《火印》 曹文轩  天天出版社 

13 《毛泽东传》 （俄）亚历山大•潘佐夫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4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美）斯蒂芬·平克 中信出版社 

15 《岛上书店》 
（美）加布瑞埃拉·泽

文  

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 

16 《零年：1945 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17 《丁玲传》 李向东 、王增如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18 《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 （英）柯律格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19 《世界秩序》 （美）亨利·基辛格 中信出版社 

20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许倬云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1 《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 胡恒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2 《故宫里的大怪兽》 常怡  知识出版社 

23 《1776：美国的诞生》 （美）戴维.麦卡洛 商务印书馆 

24 《阎明复回忆录》 阎明复  人民出版社 

25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上海人民出版社 

26 《平凡的世界》 路遥 
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 

27 《乖，摸摸头》 大冰  湖南文艺出版社 

28 《秘密花园：一本探索奇境的手绘涂色书》 （英）乔汉娜·贝斯福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9 《从 0 到 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 
（美）彼得.蒂尔 、布莱

克.马斯特斯  
中信出版社 

30 
《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

世界》 
赵园  北京大学出版社 

31 《新世界史》 孙隆基  中信出版社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7616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52594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5031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27761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325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0635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267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681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5076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396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18738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6524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5123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0040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5724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7991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359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9246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494189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91893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24303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4883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4883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5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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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名 作者/译者 出版社 

32 《烛烬》 
（匈牙利）马洛伊·山

多尔  
译林出版社 

33 《杂草的故事》 （英）理查德·梅比 译林出版社 

34 《历史的峡口》 王军  中信出版社 

35 《薄薄的故乡》 王小帅  重庆大学出版社 

36 《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 张宏杰  中华书局 

37 《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 阎海军  北京大学出版社 

38 《我们三代人》 汤一介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39 《寻找鱼王》 张炜  明天出版社 

40 《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 张志扬  上海人民出版社 

41 《摆渡人》 
（英）克莱儿·麦克福

尔 

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 

42 《我相信中国的前途》 黄仁宇  中华书局 

43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 李猛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44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美）裴士鋒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45 
《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

展的启示》 
资中筠  上海三联书店 

46 《一生里的某一刻》 张春  人民文学出版社 

47 《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 （日）中岛幼八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48 《芈月传》 蒋胜男  浙江文艺出版社 

49 《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 what if 》 （美）兰道尔·门罗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50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 （英）伊懋可 江苏人民出版社 

51 《远去的都市：1950 年代的上海》 张济顺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52 《目送》 龙应台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53 《解忧杂货店》 (日)东野圭吾 /李盈春 南海出版公司 

54 《耶路撒冷三千年》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民主与建设出版

社 

55 《窗边的小豆豆》 （日）黑柳彻子 南海出版公司 

56 《酉阳杂俎校笺》 （唐）段成式 中华书局 

57 《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 （英）丹尼尔·汉南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58 《鸦片战争》 (英) 蓝诗玲 新星出版社 

59 《由巫到礼，释礼归仁》 李泽厚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53673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9579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9659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2613
http://opac.njnu.edu.cn/opac/openlink.php?s2_type=title&s2_text=%E7%BB%99%E6%9B%BE%E5%9B%BD%E8%97%A9%E7%AE%97%E7%AE%97%E8%B4%A6%EF%BC%9A%E4%B8%80%E4%B8%AA%E6%B8%85%E4%BB%A3%E9%AB%98%E5%AE%98%E7%9A%84%E6%94%B6%E4%B8%8E%E6%94%AF&search_bar=new&title=%E8%96%258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5547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55763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14643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3667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29146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52597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703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703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16365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5197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8730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0569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18391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29133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67386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77859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09695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458054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9019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6870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5075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1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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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名 作者/译者 出版社 

60 《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 厚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 

61 《〈三体〉中的物理学》 李淼  
四川科学技术出

版社 

62 《狼图腾》 姜戎 长江文艺出版社 

63 《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 朱云汉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64 《面对死亡的人》 
（法）菲利普·阿里耶

斯 
商务印书馆 

65 《京都古书店风景》 苏枕书  中华书局 

66 《故宫营造》 单士元 中华书局 

67 《几乎没有记忆：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集》 (美) 莉迪亚·戴维斯 重庆大学出版社 

68 《楚亡：从项羽到韩信》 李开元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69 《曲终人在》 周大新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 茗 供稿） 

 

 大学校长推荐书单 

大学校长推荐书单 

人民日报与央视新闻 2014 年共同推出的 15 位知名大学校长荐书单 

 

大学校长 推荐书目 推荐理由 

中国人民大学 

陈雨露 
费孝通,《乡土中国》 

这部书是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

研究的代表作。它对中国社会的分析鞭辟入里，发

人深省，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

要参考。 

北京师范大学 

董奇 
路遥,《平凡的世界》 

曾经，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平凡的世界》

是无数人的精神食粮；如今，在这个富足幸福的时

代，依然有很多人喜爱它。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是年轻人所需要的，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中国政法大学 

黄进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

格、（英）肯尼思·库克耶,《大

数据时代》 

大数据让我们更加深入走进信息社会，它不仅改变

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还在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

而且深刻影响着我们社会的转型和制度的创新。 

湖南大学 

赵跃宇 
熊培云,《自由在高处》 

序言中，熊培云说：“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你总还

可以做最好的自己……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

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是的，我们无法改变

大环境，那就从改变自己开始。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1327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10567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7074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23045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6397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4558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15128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296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27146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785095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59396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41035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41035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41035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1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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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 推荐书目 推荐理由 

复旦大学 

杨玉良 

（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

和被拯救的》 

阅读这本书，希望大家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关

于知识分子的道义；第二，是人类施以暴行的能力。

知识分子最大的义务，应该是思考人之为人的意义

和底线，引导社会建立善、抵御恶。物质生活的丰

富，不能取代精神与心灵的丰满和富足。 

南开大学 

龚克 
萧三,《革命烈士诗抄》 

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励志“补钙”的书，每每读起

来，都热血沸腾。记得在 1962 年版的前言中，有

这样一句话：“你要学作诗吗？请读这样的诗吧！

你要学做人吗？学做这样的人吧！” 

宁夏大学 

何建国 

（英）史蒂芬·霍金，《时间

简史》 

《时间简史》是史蒂芬·霍金撰写的一本有关探索

时间本质和宇宙最前沿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写给

普通人看的物理学著作。打开这本书，呈现在你面

前的是浩瀚的宇宙、神秘的地球、黑洞、空间和时

间……这本书不仅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也能培养

人们的科学思维、启迪人们的智慧，更能教会我们

如何正确地看待世界。 

（美）瑞芬博瑞，《没有任何

借口》 

“没有任何借口”是西点军校一贯奉行的行为准

则，强化的是让每一个学员必须想方设法去完成任

何一项任务。正处于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时代

的我们，不找借口、主动进取、责任担当、自觉自

愿、善于合作、勇于执行，对做好任何一件事显得

尤为重要。 

华中科技大学 

丁烈云 

马小平，《叩响命运的门》 

教育既是成才教育也是成人教育，尤以后者为重。

该书选取古今中外最为著名的人文素养经典文章

102 篇，全书充满思想的力量和智慧的光芒，使读

者可以“不见智者之面，而识智者之心”，是“人

一生不可不知的常识”。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

国》 

该书讲述了 40 年来基辛格与中国几代领导人之间

的相互交往，阐释中国人对战争与国际秩序等问题

的思考。作者以一位资深外交家的独特视角描摹了

中国的世界形象，是一部读懂中国的经典著作。 

南京大学 

陈骏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沉

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名的“帝王哲学家”，古罗马帝

国皇帝。在征战的间隙他写下与自己心灵的对话，

著就了声誉卓著的伟大名著《沉思录》。那些从灵

魂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朴实却直抵人心。 

匡亚明，《孔子评传》 

《孔子评传》是已故著名教育家、原南京大学校长

匡亚明先生撰写的力作。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

角、“知人论世”客观科学的研究态度，对孔子思

想的形成、发展及影响做了全方位、多维度的梳理、

总结，重点阐述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综合思想体

系，并探讨了孔子儒学对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影响。

是以推荐。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28231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28231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761431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604117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604117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63464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63464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07439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07439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92209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92209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14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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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 推荐书目 推荐理由 

上海交通大学 

张杰 
金一南，《苦难辉煌》 

这本书视角广阔，立意高远，第一次在国际大背景

下，用全局的战略眼光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进

行了解读，娓娓道来，不乏生动的场景描写。相信

读者能够从先辈们那段奋斗的岁月中汲取丰富营

养。 

武汉大学 

李晓红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先生用英文向西方读者

介绍中国哲学的力作，长期作为世界各大学的通用

教材。该书探讨了诸子百家的起源，明辨了宗教和

哲学的区别，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和问题，视界

高远、参古纳今，尽显大家风范。该书对当下中国

大学生提升人文素养和哲理思维，不无裨益。 

（美）莫提默·J·艾德勒、查

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

本书》 

这是分享阅读方法和技巧的名著。作者把阅读分为

基础阅读、检视阅读、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等四个

层次，将诸多类型图书的阅读方法娓娓道来，引导

读者入书山揽胜而不至迷失于途中，以期提高读者

的阅读质量和能力。 

四川大学校长 

谢和平 

（美）米奇·阿尔博姆，《相

约星期二》 

现在的社会文化习惯于引导青年人关注考试、就

业、买房等满足物质层面需求的东西，却不鼓励他

们后退一步，站在更大的格局上去思考，除了物质，

还有什么能抚慰焦躁不安的心灵。《相约星期二》

是一部从长者的角度出发，引导人们反思人生态度

的佳作。在浮躁的社会中，希望大家都能在《相约

星期二》中找到自己所需的感悟。 

（加）克雷格·柯伯格、马克·柯

伯格，《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在未来，我们将不仅仅作为互不相干的个体而存

在，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自己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

分，需要在对自己负责的同时，承担建设和改造我

们生活的地球的重任。本书引导人们对幸福、同情

心等伟大的人类情感进行重新审视，为青少年及教

育者提供了从“我”逐步走向“我们”的行动指南

和建议。 

浙江大学 

林建华 

（英）马丁·吉尔伯特，《五

千年犹太文明史》 

几千年来，犹太民族一直被主流社会排斥、

压迫，被迫迁徙，二战期间，更遭到令人发

指的迫害。但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为人类文

明进步，做出了难以企及的贡献。本书用 141

个历史故事，以书信方式，深入浅出地给出

了犹太人五千年历史脉络。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33371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45297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42299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42299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42299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0894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08942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44100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44100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705440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70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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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 推荐书目 推荐理由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 

作者列举了很多实际例子，形象地展示了海量数据

的巨大价值和潜力，并对海量数据分析的基本思维

方式和原则做了精辟阐述。这些原则和理念颠覆了

我们在实验科学中遵循的概率统计思维方式，也将

会改变一些产业的基本原则，以及人们对社会科学

等复杂学科的基本认识。海量数据科学和相关产业

才刚刚起步，但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令人刮目，我希

望更多的青年人能够进入到这个新的领域，能够在

海量数据中遨游搏击。 

香港科技大学 

陈繁昌 
金庸，《神雕侠侣》 

金庸先生的小说文笔独特，塑造的人物性格鲜明、

深刻细腻，感情澎湃壮丽，意境甚高。他擅于以历

史洪流为背景，再创造故事情节，成为一种结合写

实及创意的文风。对我来说，金庸先生的作品，实

非普通小说，而是经典文学，对提升中文造诣、认

识中国历史，探讨人性、传统社会价值观，以至了

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带来启示。 

中国科技大学校

长侯建国 

（美）雷切尔·卡逊，《寂静

的春天》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 1962 年出版的这本著作详

述了滥用 DDT 等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

引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现代环保运动。我在中国

科技大学求学时读到这本书的中译本，书中许多我

第一次了解的事实与观点、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生

命和自然的热爱，都带给我很大的心灵震撼。这本

书在美国问世之初曾饱受争议，作者向西方工业社

会漠视生态环境的传统发起了勇敢的挑战，她所坚

持的思想为人类环保意识的启蒙点亮了一盏明灯。 

 

(朱 茗供稿) 

 

 

 征文选登 

暖夜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读后感 

刘禹彤（南师大学外国语学院朝（韩）英双系） 

 

 

以最温柔的方式，还我以温暖如初的夜晚。 

                                               ——题记 

 

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41035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841035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493869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59165
http://opac.njnu.edu.cn/opac/item.php?marc_no=000095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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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行路，茫然无边。 

孤身一人的夜行使所有的恐惧都放大了千万倍，周围传来的哪怕一点点响动都使你惊慌

失措。想加快脚步，却在突至的骤雨中迷失了方向。 

恐惧，绝望，彷徨。 

就在这时，远处终于摇曳着现出一点微微的鹅黄色灯光。 

尽管飘摇，依旧温暖。 

绝处逢生。 

我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相遇，恰如前言。 

当时适逢年末，期末考英语考评优考等等各种大事小情滚作一团。压力颇大的那段日子，

破天荒地开始失眠。最甚时甚至想把自己打晕，只为能好好地睡上一小会儿。 

黑夜里孤单单睁着眼睛的感觉，真是很冷。 

我迫切地想要找些什么来温暖自己，温暖那些无眠的夜。 

于是，一个闲逛书店的午后，这本书像一簇燃烧着的小小的火焰，跳进我的视线。 

明黄色的封面，是那种亮眼却并不刺眼的颜色。 

配图是一条街的转角，隐约可见一些急匆匆穿越马路的脚步。 

题目很特别，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其实张嘉佳后来有一次在访谈节目中解释说：“其实这是个病句。要么你是我的全世界，

要么从你的世界路过。我们是无法从一个人的全世界路过的。大部分的希望都是病句。宁可

拿病句做题目，也不要看不见希望。” 

但我在买下的当时并未发现这是个病句。我只是单纯的好奇，它要如何从我的全世界路

过。 

在我看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书到手。 

失眠的黑暗第一夜，我翻开了第一章。 

初恋。 

仿佛都是些平淡无奇的小故事。人物粉墨登场。初恋失败的茅十八，修成正果的猪头，

情到深处却最终放手的校花，还有蹲在喝醉男生旁边，头靠着他膝盖的小个子女孩。 

的确都是别人的故事。也还是一些我没有经历的时代。 

但却总是让我想起自己默然无声的初恋。想起那些苦涩和甜蜜，像喜欢记名字的那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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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一样，笨拙又隐秘地表达心意。 

当看到“我”终于开着车来到稻城的冲古寺，废弃多年的车载导航仪里响起茅十八求婚

声音的时候，像是被触到了哪一个开关，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 

大概是同样单恋无终的悲哀。 

哭过之后，意外地睡得很好。 

第一个不那么冰冷的夜。 

 

失眠的黑暗第二夜。我翻开了第二章。 

表白。 

这章里更多的人物出现。 

嘴上强硬却一直在等毛毛的管春，后悔没有经历一起痛过的婚姻的年长朋友，一身夜色

满心倔强却最终开放在别处的黄莺，鼓起勇气表白后却再也不曾相见的幺鸡。 

故事并非永远完美。“青春总是这样，每处随便触碰一下，就是痛楚。” 

张嘉佳写道。 

然后我再次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之前的那次荒唐分手，然而我没能像毛毛一样再次等回

属于我的管春。 

“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

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样子，每个人都变成各自想念的风。” 

那天夜里我久违的做了个梦。梦到从前的他。 

或许，那一夜，我确实变成了他身边的一阵风。  

夜又温暖了一点。 

 

失眠第三夜。第三章。 

执着。 

欲望成瘾的王亦凡的故事看的我不寒而栗，对于那只不能陪小蝴蝶一起离开的小野狗我

更是心痛不已，一步错只能步步错的罗格夫妇令人叹息，还有不似正常人的葛军也是让我寒

毛倒竖，只有一个矮逼 five 的故事令我捧腹不已，笑到连床板都在颤抖，差点吵醒已经陷入

深度睡眠的室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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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执着于某些事物，或欲望，或归来，或责任，或利益，或意义。 

放下书后想想，我其实也是如此。 

从小到大执着的东西太多，因为这些执着，也失去了很多。 

譬如一直执着于享受孤独的自由，集体成长的欢乐对我而言微乎其微。再比如一直执着

于过高的自视，最后摔下来时痛的哭都哭不出来。还有一直执着于一个并不可能明晰的结果，

而轻易地选择了放手。 

“你是有多形单影只，你是有多踉踉跄跄。 

  大家笑得有多牵强，哭得有多委屈，想念是有多安然无恙。” 

嗨，我很想念，那些被我的执着伤害到的你和你们。 

你们还好吗？ 

我也要学着开始改变才行。 

于是梦里又相遇了一场。 

有旧忆陪伴的夜更温暖。 

 

失眠第四夜。看到第四章。 

温暖。 

都是些细碎的琐事，我却觉得是全书里写得最好的一章。 

《老情书》里错将电费催缴单当成旧情书的胡言妈妈，听话又懂事的女儿梅茜日常，因

意外去世留下无限怀念的姐姐，将天南海北的美食拟人化的口舌之争，默默做着摆渡人的小

玉，还有高速惊魂后的人生感悟。 

每一个故事。我都感同身受。 

哭了又笑。一边读，脑海中一边浮现着家里祖父祖母的结婚照，曾养过几年的狗狗小豆，

还有离世几年的外祖母，以及过去那些年的自己。 

曾经被我忽视的很多很多，现在想来，其实都是难以忘怀的温暖时节。 

只不过当时的我太粗心、太大意，生生错过了那些身边的美景。在如今失眠的冰冷夜里，

只能靠回忆里的零星取暖。 

“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细小而琐碎。却在你不经意的地方，支撑你度过很多道坎。 

  如果尚有余力，就去保护美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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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错过的那些温暖，今夜能否再回来？ 

要学会保护。 

带着惋惜和泪痕，第四个夜晚入睡。 

 

读到第五章的时候，我的睡眠水平已经在很快地恢复。 

争吵。 

经历了重重磨难终于团圆的马莉和小山，对路怒的批判，十二星座的分手场景再现，陷

入愤怒无法自拔的毛军，因女人的逻辑而精神失常的朋友。 

说实在话，这些场景，也都真实地存在于我身边的各个朋友中间。 

简直活灵活现。 

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小说里的场景和现实生活中的悄然无声地融合，在脑海中走马灯回旋。 

心中充盈着被陌生人完全理解的奇妙感，某种异常妥帖的契合在绽放。 

夜越来越暖了。 

关掉床头灯，进入梦乡的时候，我这样模模糊糊地想。 

 

第六夜。其实我已经能睡得很好。 

只不过，看一章睡前故事成了习惯而已。 

放手。 

故事结束之前的倒数第二个阶段。 

下定决心要守护暴走何木子的阿梅，陪刘欣欣走到幸福后放手的刘大黑，常常制造意外

却无法放弃的可爱助理，放开伤痛走向未来的王慧，失去母亲后不再暴躁的三朵金花。 

这些放手，有些是自愿，有些是被迫。 

只不过，在终于放手之后，他们都学会了成长，都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不过，对我来说，放手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需要莫大的勇气。 

我没有勇气抛弃我所拥有的事物，因为我没有信心会成长。 

“听完这首歌，你换了街道，你换了夜晚，你换了城市，你换了路标。你跌跌撞撞，做

挚爱这个世界的人。” 

我挚爱，但我依旧做不到。需要学习，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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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暖夜似乎彻底降临了。 

 

最后一章。 

也意味着我要和曾经的失眠告别。 

怀念。 

题目是怀念。并不是说我会怀念失眠。 

当然，我也有可能会怀念那些个失眠的夜晚。怀念，那些个明黄色小火焰与我一同燃烧

的夜晚。 

用独特方式怀念着姑娘的骆驼，再没能坐上返程车的多艳，错过了最好事物的“我”，

衡量爱情珍惜亲情的“我”，以及从绝望中看出希望的陈末。 

这一章说的是，不要轻易放手，如果已放，那就好好怀念，然后继续好好生活。  

那些逝去的人，失去的物，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终于只剩怀念。 

“与其怀念，不如向往，与其向往，不如该放就放去远方。” 

“故事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

方。” 

再见。 

最后一次合上书，我冲着小火焰封面说。 

终于已经到了不用盖被子也能暖暖入睡的时节。 

 

初恋。表白。执着。温暖。争吵。放手。怀念。 

暖意渐浓的七夜中数不尽的悲欢离合。一个大写的故事轮回。 

有人说，懂事之前读《小时代》，情动之后读张嘉佳。 

翻开这本书以后，沉迷是因为故事的精妙，感动是因为生命的共鸣。 

打破我最初的所有怀疑。它的的确确从我的世界路过。我的全世界。 

我能从每一个故事中看到与自己类似的影子，从每一个人物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的心念。 

“每一个故事都总是看似并不起眼的开端，却总是引起让人神伤的一段情事或者往事。

即使前后不一致，不呼应，一会成熟的像个俯首思考的哲人，一会像个站街泼骂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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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但它们都关乎爱，关乎人生。 

它无时无刻不携带着爱的影子，将一个又一个小故事娓娓道来，人世的悲欢离合，几乎

都说尽。 

在这之中，我学着忘怀过去，正视现在，期待未来。 

疲于奔命的日子里，这七夜过后，我终于学会洒脱的生活。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上帝会让你付出代价，但最后，这个完整的自己，就是上帝还给你

的利息。正如张嘉佳为自己写道，哪怕花开两朵，也总要天各一方，感谢三十二岁男人失去

的世界，才有三十三岁男人看到的世界。 

人说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海。 

而我想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群人，我想去结识。 

谢谢你们曾于我的世界路过。 

 

这世界变得太快，而我们的压力又太大。 

人与人，物与物，麻木地路过互相世界的机会很多，真正静下心来理解、体贴互相世界

的时间却很少。 

我们日复一日地忙碌奔波，却忘了关心，忘了怀念，忘了期待。 

将生活过成千篇一律的单调后，才惊觉自己错过失去的太多，但已追悔不及。 

试着停下脚步，感受生命与生活。 

哪怕深夜，哪怕此时。 

而那一簇明黄色火焰孜孜不倦地燃烧，使失眠的星黯然失色，终于还我温暖如初的夜晚。 

 

这大概也是我如此喜欢它的原因。 

 

如孤独的夜行旅人终于在暴风苦雨中找到温暖的归宿。 

从此，心潮安稳。 

（本文为图书馆第五届读书节主题征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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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在路上的灵魂 

                          ——《我的旅行哲学》书评 

  李萝婷(南师大教科院小学教育系)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只是心又飘到了哪

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沙哑的嗓音，淡淡的忧愁将阿桑卷入被

动的孤独与寂寞中，《叶子》这首歌是阿桑失恋后的心理历程之旅。 

还有一个人，她是一位女作家——陈丹燕，她也“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

个人看书写信对话谈心”……神性的自然、被伟大心灵感知的旧大陆、稻米温润清香的世界、

残缺之美的世界无一不令陈丹燕心之神往，是而踏上了漫漫异乡路。二十多年的漫漫异乡之

旅汇聚成了《我的旅行哲学》，与其说这是她的旅行哲学，倒不如说这是她通往自己心灵深

处的旅行。在旅途中，她将向你展示旅行的世界，和你探讨我们为什么旅行并带你领略路上

的精神与物质。 

（一）旅行的世界 

与其说陈丹燕是在旅行，我更愿意说她是在对话，与自然的对话、与人文的对话。 

自然有着严谨的内在秩序和精密的结构，一向自诩为“世界的主人”的人类自然面前也只

能深深为其折服。海水下碧蓝无声的世界，平地高耸直立的山峦，远处环山缠绕的云雾，戈

壁月亮泛着的光晕，铺满金色阳光的地平线上，莫高窟壮丽的佛像，山谷里漫天璀璨的繁星，

火山爆发时喷涌而出的岩浆，高山上一览众山小的情怀……置身充满神性和庄严的自然之

中，你会从心灵深处涌起对自然的顺从、安心和谦卑。早在近一千年前，苏轼就生发了“寄

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 

“故事能改变人对地理面貌的感受，当故事激发出地理面貌中蕴含着的情感，就像汤里

放了盐，世界就变了样。”书本上所描绘的都是“被伟大的艺术的心灵感受过，并重新描写的

世界”。陈丹燕带着伟大的艺术的心灵对世界的感受故地重游一番，伟大的艺术的心灵的感

受与陈丹燕亲身处于地点所带来的感受两者融为一体。陈丹燕带着人文的熏陶在自然的环境

下物我两忘，体悟人生的真谛。如果说“自然是大于个体的存在”，那么人文便是丰富个体的

存在。 

一个地方，一个标记。每个地方、每个标记都纪录了陈丹燕游历于此的感情、梦想、心

理活动等。分别由稻草、木板、稻米和残缺的墙壁组成的地图是她的世界地图，也是她的世

界观。 

（二）我们为什么旅行  

旅行这件事，于陈丹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她是这么说的：“旅行让我能望的辽远，想

得细密，理解人生的遗憾，与这世界的好处。”陈丹燕的文字似乎能把你内心没想到的或者

想到的又说不出来的感受写尽。在快节奏的重压下，在物欲横流的当今，我们逐渐变得不是

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会变得麻木，可能会自私，可能会冷漠……午夜时分，从梦中惊醒，回

首往事，突然发觉人生毫无意义，本心早已不在，我还是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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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为何不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呢？做时间的富翁，去拜访自然，拜访名师

笔下的人物、地点，拜访一个完整的自我，去获得成长，学会与自己相处。旅行就是一个寻

找自我的过程，因为探索一个新地方就像是探索自己内心深处某个未知的角落，旅行也是自

我构建的过程，通过不断地经历他者，我们也就遇见了那个更宽容更谦和更自在的自己。如

此看来，旅行的确是具有深厚的哲学意义了！这便是陈丹燕的旅行哲学，一本通向她内心深

处的旅行哲学！ 

我们每个人在各自朝圣的路上，都注定是孤独的。陈丹燕花了二十多年独自走完了这条

路，她是幸运的，她在人生最好的年华踏上了一条将自己和世界联系起来、将短暂的有机体

生命赋予更永恒的意义的道路！ 

（三）路上的精神与物质 

当下的“旅行热”将人们的脚印带往更广更远的地方，每到假期，QQ 空间、朋友圈、微

博、人人上被朋友们去各个地方旅行的照片说说刷屏，各个地方的景点人挤人，满眼看过去

黑压压的一片。很多人的旅行，往往只是忙着用相机拍几张照片晒到网上，或到各个名品折

扣商场血拼一大堆战利品回来，亦或是去各个景点买一大堆的纪念品以此来显示自己曾经是

旅行过这个地方的，这其实并不是旅行，而是旅游。在此之前，我的旅行是肤浅的，只是为

了饱饱眼福和饱饱口福，旅行回来后很少和朋友谈及在旅行中的感受和内心的收获，不是不

想分享，而是因为不懂自己的内心。如果不懂自己的内心，走再多的地方其实也是徒劳的。 

旅行了二十多年，陈丹燕终于知道自己在旅行中到底要什么。慢火车，旅馆预订单，几

本好书，一套干爽的衣服，一双鞋子，单独旅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人生同样也是一场

旅行，但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的旅行中要什么吗？ 

因为世界史、人文史、世界地理知识的匮乏，“旅行的世界”读来比较累，但是却给我描

述了一幅陌生又生动的画面，激起了我对未知世界、未知事物探索的好奇心，一场世界之旅

由此正在心中酝酿着；“我们为什么旅行”，找到一个心意相通的人不容易，读到一本和自己

心意相通的书同样也不容易；“路上的精神与物质”，有时候，身处于物质的世界，被物质虚

浮的外表迷失了双眼，心灵被锁上沉重的枷锁，精神也便得不到自由。在旅行中，与自然和

人文的对话会让我们恍若醍醐灌顶一般大彻大悟，物质与精神孰重孰轻，也就有了清晰的判

断。 

一本书就是一个小宇宙，旅行串联了陈丹燕的世界观。 

（本文为图书馆第五届读书节主题征文二等奖） 

 

 

 与阅读相关的微信公众号 

与阅读相关的微信公众号 

 

中商情报网：2015 年十大阅读类微信公众号 

（信息来源：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5/12/23/14414i8tg.shtml） 

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5/12/23/14414i8t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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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微信服务平台 

微信账号名称：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微信号：njnulibrary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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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阅读相关的移动设备 APP 

 

互联网周刊：2015 年度阅读类 APP 排名 TOP10 

 

 

 

 

我馆数据库平台应用 APP 

APP 名称 超星移动图书馆 微书房 泛在微讲堂 

图标 

   

链接资源 

馆藏书目、读秀学术搜索、

超星名师讲坛、歌德电子书

阅读机 

书香南师、中文在线电子书

阅读机 

泛在微讲堂 

 

http://opac.njnu.edu.cn/
http://www.duxiu.com/
http://ssvideo.chaoxing.com/
http://sxnsd.chineseall.cn/
http://www.fzwj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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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用校园一卡通图书证功能

账号登录 

可用自行注册的用户名和

密码登录，也可直接用如下

方法登录：nsd+学号(或工

号，如 nsd00000644)；初

始密码为 123456，登录后

自行修改。 

 

扫此二维码下载 APP 

APP 名称 网上报告厅 库客音乐 Apabi Reader 

图标 

   

链接资源 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 库客数字音乐图书馆 方正电子书 

备注  

 

  

 

                                   (朱 茗供稿) 

http://www.wsbgt.com/
http://www.kuk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