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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校图书馆发布了《2019 年黑龙江大学图

书馆阅读分析报告》，回顾过去的一年，我校图书馆

为全校师生提供了优质的服务。

又是一年世界读书日，很难去说明书籍对我们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很多时候，都会想感慨，幸好还有书籍，幸好还有文字，慰藉我

们的心灵。书，是一个可以找到支持的精神家园。让我们跟随校报君一起听听大家对读书的感悟和思考吧，一起走进书的世界，与历史与人

物与自然对话，在书中获取到生活的力量与快乐。

2019 全年共借出图书 135506 册。

其中 3月份借出图书 22096 册，占比最多。

2月份借出图书 182 册，相对较少。

文学类图书 2019 年借阅近 3 万册，遥遥领先于其

他门类图书。文学经典是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的基石,

是我们进行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文学经典能够激励

人们进行人生的思考，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排名借

阅量第二和第三的图书类分别是工业技术类和哲学类

图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黑大学子们近一年的阅读偏

好和学科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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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社科“智囊团”作用

精准对接抗疫研究需要

黑龙江大学积极落实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科研工作的相关指示精神，

紧扣党和国家的最新指示精神，尤其针

对国家和我省当前防控疫情的紧迫需要，

展开多学科、多维度的深入思考和学术

探索，通过科研为应对疫情和公共突发

事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智力保障。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谢永刚教授开

展了建立“黑龙江省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对经济影响评估机制”的研究，指出“评

估机制”建立是一种制度创新，具体实

施包括建立组织机构、成立评估专家组、

规范运作程序、优化评估手段、加强组

织领导等。

新闻传播学院郑亚楠教授在省重点

培育智库“数字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平

台，提交了《关于在联防联控中加大守

法观念传播的建议》、《以防疫为契机，

完善省级网上教育》等。

这些建议在我省抗疫期间被采纳，

在建立疫情防控机制，进行网上防疫

教育和建设数字化疫情防控网络中得

以运用。

借助设计和组织实施这些实时性、

针对性强的应用课题，集中力量为防控

疫情助力，同时也成为深入开展提升国

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这一重大命题研究的重要契机。

深化学科交叉融合

积极贡献黑大社科智慧

外语、哲学、文学、法学、经管等

学科是黑龙江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汇

聚了大量高水平专家。按照加强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指示精神，学校加快交叉

学科的理论体系创建，推动学科交叉融

合，形成集约优势，全面提升科研解决

现实问题能力。

我校焦方义教授重点关注复工复产

问题，他提出要解决好春耕期间的物

资、产业链对接。政府要有序指导农

业生产资料企业及时复工复产，确保

种子化肥，农药农用塑料薄膜供应。

加强对农民农业技术的线上指导培训，

积极发挥农村电商网上销售平台的作

用，解决因疫情带给农业春耕生产带

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乔榛教授也发

表了《关于提早规划我省疫情后经济恢

复和发展的建议》，提出应扶持优势产业，

为恢复经济注入强大动力，对接国家重

点投资领域，争取更多政策性支持，发

展龙江新型产业。两位专家建议被采纳，

并在我省抗疫和复工复产期间发挥作用。

此外，学校新闻传播学院关于《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舆情分析报告》

《疫情防控期间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的思考》《去复工，在抗“疫”中建功》

《从黑龙江新冠疫情的辟谣报道看谣言

的治理路径》《加强社会综合治理能力：

我省 10 场新闻发布会数据分析及建议》

等理论文章和建议，也充分将新闻学、

传播学、信息学、管理学、经济学、金

融学甚至大数据技术相结合，扩大了人

文社会科学的外延，让人文社会科学能

够更好的服务抗疫，解决现实问题。

鼓励专家投身一线

奋力彰显社科责任担当

疫情期间，学校谢念湘教授为一线

接听电话的危机干预工作者开展督导讲

座《防控疫情阶段热线电话案例督导》，

受益人群近 500 人次；并为全省危机干

预工作者开展《防控疫情期间公众心理

健康状况调适》微课堂、受益人群 1300

多人。我校教育科学研究院郝春东教授

应省民政厅应急救援队邀请，通过腾讯

会议形式给救援队队员做题为《疫情期

间老年人心理特点与调适》的培训。他

还为省内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技术培训，并成立了冰城心理救援队，

集中了 20 多名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

危机干预培训。

疫情期间处处闪现着学校科研工作

者的“逆行”身影，他们兢兢业业、潜

心科研，让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和社会。我校文学院、“写作与沟通教

学中心”和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还

共同举办“文学声援武汉，真情告白祖

国”原创文学作品创作、征集活动，以

文学声援武汉、讴歌祖国。部分作品还

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新

华日报》和《黑龙江日报》上，讲好了

抗疫中的龙江故事、中国故事。

此外，黑龙江大学许多社科工作者

也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普及防疫知识，

为复工复产建言献策，有力地彰显了学

校社会科学研究在服务国家工作大局方

面的智力优势，为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对于科学

防疫、精准防疫起到了重要作用。

书是我们的人生之光

相对于最善于用来举例的完美的英雄形象，

我更喜欢有点“反叛”精神的主人公，大概是人

们最不喜欢的最为冷漠的那种。比如《局外人》

的主人公莫尔索，从第三人称看，他是一个更接

近于闭塞的精神分裂患者的角色，而从我的第一

人称，他却更像一个幽闭在心中的我。社会现实

带来种种痛苦之下的挖掘，其中深深的痛苦与无

奈，唤起的是对自我的不断反问和追思。在不同

的书中挖掘更多不同性格的人物，看待世界的视

角也变得更加高远，胸怀逐渐宽广起来，心态反

倒平和镇定了许多。

高中时候东野圭吾的作品在班级里突然流行

起来，这让我也渐渐迷恋起日本文学，花费了大

量功夫阅读。很多作品并不著名，书名或是作者

也早已经遗忘，即便故事情节混乱不堪，我依然

记得那种温馨、温暖、感动的氛围。不同于逃课

和玩游戏的一时快感，在生活乏味、精神紧张的

高三，书籍总是给我一种难以形容却无法忘怀的

安静、平和。

“虽然我还有很多事情，但是怎么说，因为

他们正在热热闹闹的为早春赏樱做准备，所以我

也可以凑个热闹，别的怎么样都好”。我对书中

这个片段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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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飘》，我深深为其所震撼。终其一生，

我们都有想要寻找的。而我确信我所想找的东西

早已被米切尔 • 玛格丽特所描绘出来了。执着、

信仰、尊严、还有勇气，老一派的传统，那种如

梦一般的时代，信念固执的南方佐治亚贵族。

我看《上帝怀中的羔羊》完全是因为《飘》。

如果说《飘》是殖民园贵族们的世界，那么《上

帝怀中的羔羊》则是佐治亚开拓者的世界。在希

望和绝望的命运转折里找到真实的信仰。我之所

以被它所吸引，是因为它描绘了我所向往的世界。

诗意的、艰苦的、朴素的田园生活。这里的拓荒

者不是鲁莽的、不是胡子拉碴、甩着酒瓶背着猎

枪的粗汉子，而是默默低头辛勤劳作的农民。印

第安人的十二个月份，从掘起一铲泥土、洒下三

粒豆子、到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田野。

凯洛琳 • 米勒笔下的是温和却又坚强的田野

开拓生活，猪油制作肥皂、揉牛皮制靴子，像

这样细腻的情节，悄悄展开了一卷诗意的画卷。

生活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之中，被条条框框所束

缚，在重压之下喘不过气。自然是很难相信那

种温和慢调的生活。诗意般的生活令人向往，

却又让人感觉得到佐治亚农民们不善言谈之间

的那种坚忍。

 

“到了这样的时刻，中华文化将会变成什么

模样？那是我们难以预想的了。就像先秦诸子无

法预想唐代文化。就像晚清学人难于勾画今天景

象。时间交给的义务，既是一种聚集，又是一种

淘洗。最后只剩下一个意念，那就是足以感动全

人类的大爱和至善。”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作者可以用笔与读者交流。

我喜欢中国传统的历史，红砖高墙，羌笛孤城，

黄河白云，孕育了五千年奇幻的文化。为什么喜

欢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

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

一个时代结束一段历史，一段历史开启一个时代。

文化与历史，永远是交融的。一部伟大的历史催

生了文化，一段伟大的文化铸就了历史。

“你只需要知道，自己有美丽的基因。”这

是寻觅中华的开篇引语，也是我感慨与深陷这车

辙背后秘密的起源。通过一页页纸张，一句句文字，

作者与我深夜浅谈，走入山谷与河流。对文化的

感觉，就是它将你明白的道理，可以用文字编织；

将你心底的基因慢慢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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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特别的爱好，便是淘二手书。关于这

一点，还有个蛮特别的故事。大一上学期，我本

意想出去找几本专业相关的书籍，但是我在黑大

旁边的书摊上遇到了一位老爷爷，他觉得我是爱

书人，便以低廉的价格让我拿了一堆他的藏书，

并告诉我阅读书籍寻找版本的方法。过了一年复

见他，才知他是我们学校里中文系的老师，并无

隐难之处卖书，纯粹是想给爱书找个好下家。我

感慨良多，对这位老师很是敬畏，淘旧书这样特

别的习惯不知不觉保存到现在。后来我收到了这

位老教师一本小时候的故事启蒙书，背面写满了

对已逝朋友和家人的思念，那种深深的笔触仿佛

要穿透纸背，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穿越我的心脏。

相比而言，旧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记录了收藏

者的经历，所以我也会在其中发现跨越几十年的

树叶标本或者多年前来自远方书信，这是额外惊

喜的，与历史对话的距离感一下子拉近了。

我看书比较随意，看到多少算多少，有时候

也会抓紧时间一天之内看一本。但无论怎么样，

但凡看不看完一本书，我肯定是会有批注笔记的，

甚至还有读后感。我常常在读书笔记上画很多自

认为还算形象的画作，我全部的画作也就尽数奉

献在这里了。无论如何，批注这类的我一定会落

实到笔头上。

 

莎士比亚在《辛白林》里写，“让我们泰然

若素，与自己的时代狭路相逢。”茨威格写这本

书也是这样的心态，也是我们想把这本书推荐给

你的原因。不能出门的日子，不如将时间献给书籍，

读书不仅是用来观看，更是思考我们自身命运。

虽然茨威格笔下这个过去的世界与我们实在

有些遥远，但在书中仍能找到很多与自身、与时

代的永恒的映照。在他的青春时代，对文学艺术

的贪恋，对在文艺界新锐人物的崇拜，”抬起头

看那些往昔的星辰“，我们与他是如此相同。于

是，在读的过程中读者与作者穿越时间相遇，会

心一笑。

是的，闪耀着的人物为追随者亮起灯，一想

到有这样美好的人类存在，后继者就不会在暗夜

里孤独。数据来源：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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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言 献 策    担 当 守 责
—— 黑大社科成果为战“疫”贡献力量

□ 本报记者 董捷

从疫情防控开始，黑龙江大学教育科

学研究院谢念湘教授的电话就没停过，作

为省危机干预督导组组长、省心理咨询师

协会常务理事，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

她不仅要帮助医护人员、新冠肺炎患者解

决心理问题，同时也要为一线接听电话的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进行讲座，帮助他们

心理“防疫”。

抗“疫”期间，学校有很多像谢念湘

一样的专家学者，积极投身科研抗“疫”

一线。黑龙江大学社会科学处将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

作，在认真抓好内部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积极利用网络平台等技术手段，高质

量地推进科研管理服务工作。广大社科专

家学者积极行动、深入研究、尤其在与抗

“疫”机制、措施相关的经济、社会、管

理、心理学等研究领域产出了科研成果，

为抗“疫”工作贡献了黑龙江大学社会科

学研究的力量。

哲学学院 2018 级  牛冰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