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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留言的季节；
这是一个留言的季节；
这是一个回忆的季节；
这是一个回忆的季节；
这是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季
节……
六月的某天，
六月的某天，图书馆门口的台阶
上，出现了穿着黑色学士服留影的孩
子们，
子们，不禁恍然：
不禁恍然：哦……又是一年，
又是一年，
毕业季。
毕业季。
十年前 ， 我也是这其中的一份

毕业，
毕业，是一首离别的歌，
是一首离别的歌，更是青年成长的里
程碑。
程碑。四年的时光一千多日夜就这样瞬息即过，
年的时光一千多日夜就这样瞬息即过，
但它却是你们的瑰丽人生中最浓丽的一抹色彩！
但它却是你们的瑰丽人生中最浓丽的一抹色彩！
你们是校园里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你们是校园里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子，穿上最艳丽的衣裳，
穿上最艳丽的衣裳，打扮最得体
打扮最得体
的妆容 ， 留下了自认为长大了的笑
脸；十年后，
十年后，我还在这里，
我还在这里，看着曾经
的 “ 我们”
我们 ”， 哭着，
哭着 ， 笑着，
笑着 ， 闹着，
闹着 ， 喧
腾着，
腾着，怀念着过去，
怀念着过去，憧憬着明天。
憧憬着明天。
还记得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天气
还记得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天气、
天气、
心情吗，
心情吗，那时你
那时你怀揣着的奋斗
怀揣着的奋斗梦想
的奋斗梦想，
梦想，

那些年，
那些年，我们关于书的碎忆
借书轨迹复制内容：
借书轨迹复制内容：大学四年内借阅图书全记录

如今都实现了吗
如今都实现了吗，
实现了吗，还是早已改变了初
复制地点：
复制地点：崇山校区二楼外借书库，
崇山校区二楼外借书库，蒲河校区还书处

衷，收获了那时都不曾想过的累累果
活动仅限 2014 届毕业生

实……
图书馆接受毕业生赠书

无论你的成功是否大过遗憾，
无论你的成功是否大过遗憾，请
相信我，
相信我，若干年后，
若干年后，这里，
这里，你生活过
的地方，
的地方，依然有人怀念，
依然有人怀念，那些有你的，
那些有你的，
温暖的日子……
温暖的日子……

捐书地点：
捐书地点：崇山校区和蒲河校区图书馆办公室
捐书要求：
捐书要求 ：请捐书的同学们将所捐图书列出清
单，并注明姓名、
并注明姓名、院系及联系方式。
院系及联系方式。
捐书范围：
捐书范围 ：有益于学弟学妹的专业学习及课外
阅读的图书、
阅读的图书、杂志、
杂志、教材、
教材、参考书、
参考书 、考试辅导
材料、
材料、习题集等。
习题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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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首届大学生读书节成功举行

为了营造辽宁大学的书香气息，
为了营造辽宁大学的书香气息，丰
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
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图书馆携手党
委宣传部、
委宣传部、团委、
团委、学生处于 4 月 23 日
至 5 月 22 日共同举办以“
日共同举办以“营造书香辽
大、共建人文校园”
共建人文校园”为主题的“
为主题的“首届大
学生读书节”
学生读书节”活动。
活动。

开幕式由图书馆馆长刘宁宁主持
开幕式由图书馆馆长刘宁宁主持

读书节开幕式于 4 月 23 日第 19
个“世界读书日”
世界读书日”举行，
举行，期间举办
了“浸润书香”
浸润书香”讲坛、
讲坛、“藏智启
思”读书会、
读书会、真人图书馆、
真人图书馆、学科服
务、资源宣传与推广、
资源宣传与推广、读者——
读者——馆
——馆
员面对面、
员面对面、读者与图书以及各类竞
开幕式上为“
开幕式上为“读秀杯 2013 悦读之星”
悦读之星”颁奖

赛等一系列读书文化活动。
赛等一系列读书文化活动

为了进一步优化图书馆藏书结
构，采购师生需要、
采购师生需要、喜爱的图书，
喜爱的图书，提
高图书馆采购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高图书馆采购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图书馆在读书节期间举办了“
图书馆在读书节期间举办了“师生荐
书活动”
书活动”。
活动受到读者们的热烈欢迎和积
活动受到读者们的热烈欢迎和积
极响应，
极响应，推荐书单上写满了对所选图
书的喜爱和希望图书馆采纳的建议。
书的喜爱和希望图书馆采纳的建议。
目前，
目前，图书馆已按推荐书单陆续购进
图书，
图书，第一时间录入、
第一时间录入、上架，
上架，并在图
书馆官方微博和图书馆主页上公布了
读者推荐图书排行榜（
读者推荐图书排行榜（前 5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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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名称 新东方英语口语学习空间
数据库链接 http://speak.koolearn.com
数据库简介
英语口语学习空间》
英语口语学习空间》speak.koolearn.com 是一款集学前测试、
是一款集学前测试、名师授课、
名师授课、有声电子杂
志、名师辅导视频、
名师辅导视频、口语在线练习等于一体的口语学习平台
口语在线练习等于一体的口语学习平台。
在线练习等于一体的口语学习平台。平台包含六个版块及五个学习
流程。
流程。
版块分为：
版块分为：学前测试、
学前测试、口语教室、
口语教室、名师金点子、
名师金点子、英美文化知识堂、
英美文化知识堂、口语表达库、
口语表达库、英语
角。学习流程贯穿水平测试——
学习流程贯穿水平测试——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名师方法导学
——名师方法导学——
名师方法导学——文化知识拓展
——文化知识拓展——
文化知识拓展——开口实
——开口实
践。学前测试及部分名师授课中还采用了自主研制的语音识别技术
学前测试及部分名师授课中还采用了自主研制的语音识别技术，
技术，帮助学习者了解自身口
语水平，
语水平，反复开口练习。
反复开口练习。
课程部分，
课程部分，划分为基础口语和商务口语两大块，
划分为基础口语和商务口语两大块，针对学习者的不同水平，
针对学习者的不同水平，基础口语划分
了四个级别，
了四个级别，商务口语三个级别。
商务口语三个级别。此外，
此外，平台采用 FLASH 技术开发，
技术开发，页面色彩丰富、
页面色彩丰富、动画效
果生动，
果生动，为学习者营造立体化、
为学习者营造立体化、趣味性的口语学习空间。
趣味性的口语学习空间。

数据库名称 环球英语多媒体数据库
数据库链接 http://www.englibrary.com
试用时间 2014 年 6 月 10 日--2015 年 6 月 10 日
数据库简介
环球英语多媒体资源库涵盖出国英语、
环球英语多媒体资源库涵盖出国英语、学历英语、
学历英语、应用英语、
应用英语、职业英语、
职业英语、热门小语种、
热门小语种、
职称英语等六大类几百门近 9000 集环球名师海量课程视频，
集环球名师海量课程视频，充分满足在校大学生考试、
充分满足在校大学生考试、外
语学习、
语学习、出国、
出国、求职等多种实际需求。
求职等多种实际需求。
1． 平台介绍。
平台介绍。课程检索：
课程检索：如果用户找不到需要的视频，
如果用户找不到需要的视频，可直接搜索相关关键字进行课
程的检索，
程的检索，节省用户查找时间。
节省用户查找时间。
2． 师资介绍。
师资介绍。环球多媒体资源库全库资源均为环球雅思北京总校顶级名师、
环球多媒体资源库全库资源均为环球雅思北京总校顶级名师、环球英
语网校外聘名校博士生导师、
语网校外聘名校博士生导师、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副教授、
副教授、讲师等主将，
讲师等主将，保证资源的权威性。
保证资源的权威性。聚集环
球英语网校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师资力量，
球英语网校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师资力量，包括“
包括“环球教学委员会
环球教学委员会 GTRC”
GTRC”师资精华，
师资精华， “雅
思第一人”
思第一人”、“口语王”
口语王”、 “五虎将”
五虎将”，更有英语考试考官、
更有英语考试考官、四六级阅卷老师、
四六级阅卷老师、海归名牌
大学博士、
大学博士、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参与授课。
博士生导师等参与授课。

2014 年第 3 期

第4版

文献资讯导航

（本期介绍均为读者推荐排行榜中图书）
本期介绍均为读者推荐排行榜中图书）

书店，都市的筑梦空间。不论时代变迁、文字的载体更迭，我们仍然不由自主地被书
店吸引，享受坐拥书城的静谧时光。书店为何迷人？因为经历时间的痕迹，因为专注阅
读的表情，因为非读不可的爱意，因为种种细微而无可取代的感动，他们守护着“书”
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选书宛如一趟全球旅行的多恩特书店；全世界最古老的亨利萨瑟兰旧书店；本身就
是一件视觉艺术品的马格马书店；十七世纪的贵族宅邸内的罗伯蒂宫殿书店；于古老教
堂中构建的书之圣殿瑟莱克西斯书店；充满奇幻色彩的漫画专营店布鲁泽尔书店；电影
场景中真实存在的里佐利书店……33 家各具魅力的书店，等待着与你相遇。
馆藏信息：
馆藏信息：索书号 G239.1/12 北校区书库
北校区书库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

《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作者罗威廉经过近十年的资料整理和潜心
写作，推出了这部以清代雍乾时期著名政治人物陈宏谋为主题的鸿篇巨制。陈宏谋是 18 世
纪著名官僚，其人为官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身后留有著作多种，在清代治世名书《皇朝
经世文编》中收录其文章多篇，可见其人和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作者认为陈宏谋是
清代中期上层官僚的代表，解读陈宏谋可以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那个时期清代官员是如何
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所从事的事业和所面对的社会。
《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
英意识》是通过人物史写社会史，是了解 18 世纪官僚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
馆藏信息：
馆藏信息：索书号 K827=49/62 北校区书库
北校区书库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

本书精选了 101 个最具知名度的中华老字号，用亲切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精美的图
片，为读者勾勒出一个个切实可感的印象——吴裕泰、稻香村、内联升、一得阁、全
聚德、瑞蚨祥、东来顺、狗不理、胡庆余堂、女儿红……每个老字号都有一段悠长的
历史，每个品牌背后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们既是承载传统文化的民族品牌的骄傲，
也面临着现代市场环境下的发展压力。这些老字号，是你在旅途中不可错过的风景。
馆藏信息：
馆藏信息：索书号 F279.2/82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 北校区书库

历史，有的时候是故事，有的时候是事故，有的时候山重水复疑无路。
人类，有的时候聪明，有的时候傻，但始终在进化。
历史不是镜子，历史是开了又落的花，朝花夕拾，
跟高晓松一起，重温故国、故城、故人芳华刹那。
东方卫视脱口秀节目《晓松说》未删节版完整收录，40 万字的超级读本，讲述每一天在
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或有趣的事，以高晓松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历史事件，风格轻松幽默，与
严肃的讲历史不同，有很多高晓松个人见解和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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