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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为学

习会议精神，响应学校号召，图书馆及档案馆党支部在图书馆400室组织

全体党员集中观看了十九大开幕会直播。

10月23日，根据学校信息化办《关于我校网站及信息系统安全排查及

值班的通知》 文件精神，为确保信息安全将图书馆网站重新改版，并迁移

到学校站群管理系统集中管理。

10月29日，图书馆及档案馆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赴花厂峪革命老区参

观学习，参观了花厂峪抗日纪念馆，瞻仰了花厂峪烈士陵园并寻访靴脚沟

抗战指挥遗迹。在参观学习期间，支部组织党员开展捡垃圾活动，一边行

进，一边将路边的果皮、纸屑、塑料袋、塑料瓶等夹起放到垃圾袋中。

11月7日，在图书馆400研讨室成功举办了“建校三十载，我们正青

春”以青年教师成长成才为主题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邀请计算中心主任

刘群教授担任主讲人，图书馆、计算中心、实验中心、经管实验中心及档

案馆的老师参加了本次讲座。刘群教授结合自身发展经历，分别对“师生

交流沟通”、“青年教师均衡发展”等做了详细阐述，在授课艺术方面，

他以《高等数学》课程中“复合函数求导”内容为例，深入浅出地把一个

数学知识点讲得生动而不失严谨，参与活动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11月13日，图书馆上架日文原版图书413册。这批图书以日本文学为

主，馆藏地为图书馆老馆二楼借阅区Ⅴ，由日本科学协会捐赠，经图书馆

审核剔除不当图书后，由图书馆采编部与语言学院合作编目。赠书不仅丰

富了图书馆的日文图书文献，也加深了师生对中日文化的理解与感知，更

为我校语言学院日语专业的教育教学提供了文献保障。

11月13-16日，图书馆派出馆员赴上海同济大学参加“2017年全国高

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学习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先进知识，与各高校同

行交流工作经验，以促进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

11月20日，阅览部2015年过刊数据整理完毕，预计年底下架。

11月23日，中国冶金教育学会图书馆研究会第36次年会暨首届全国冶

金院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在东北大学图书馆（浑南校区）圆满落下

帷幕，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图书馆参赛案例“立足科研，创新服务，践行

高校图书馆社会责任——东秦图书馆助力河北省科普信息化工作”荣获首

届全国冶金院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二等奖。 

 11月24日，“东秦梦想起航”推荐书目展在二楼大厅开展。本次展

览以图书馆流通典藏部面向2017级同学精心筛选出的20种图书作为推荐书

目，共分为“调整心态”、“自我管理”、“品读经典”、“热门图书分

享”四个主题。

11月30日，图书馆2017年小小说征文大赛截稿。本次比赛面向全体在

校生，围绕“大学生活”主题进行创作，收到了大量读者投稿，将评选出

一、二、三等奖。颁奖仪式将于近期举行。

12月6-21日，图书馆400培训室利用大屏幕网络直播“ProQuest网络

课堂”，方便读者学习ProQuest平台使用技巧，更好的利用外文电子资

源。本次网络课堂共12场，主题包括“利用ProQuest平台高效检索各领域

学术期刊”、“利用ebook Central高效检索和利用电子书文献”和“利用

ProQuest科技期刊包库（原剑桥科学文摘）高效检索全球科技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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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参加河北省图书馆复馆30周
年学术研讨会暨2017河北省图书馆

学会年会斩获多项荣誉
12月5日-7日，图书馆选派三名

代表参加了在石家庄举办的“河北省

图书馆复馆3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2017

河北省图书馆学会年会”。本次会议

包括馆长论坛、服务创新大赛获奖案

例分享、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作品分享

及专家学术报告会等内容，河北省国

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等图书馆领导、专家及省内各级图书

馆代表近300人参会。在大会揭晓的职

业生涯规划大赛获奖单位和个人中，

我馆被授予“最佳组织奖”，董喜

鹏、逯婧荣分别获一等奖，孙涵悦、

韩卫红分别荣获二等奖。

河北省图书馆年会是图书馆领导

及专家研讨行业前沿、汇报研究成果

公众号信息

书迷大考验

这些句子出自哪里？

上期答案：1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小王子》索书号：

H369.4:I/44  H319.4:I/306  H319.4:I/379  H319.4:I/381  I565.88/2 ；2、这么远那

么近《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 索书号：B848.4/607；3、东野

圭吾《白夜行》 索书号：I313.45/193=2；4、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索

书号： I247.7/572   I247.7/480；5、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 索书号： 

I712.45/383；6、柴静《看见》索书号：I253/140；7、韩寒《一座城池》索书

号：  I247.57/1462；8、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索书号： I267/807  I267/745

1、并不是仅仅只有制造出新奇的东西才算是创造，把熟悉的东西当成未知

的领域再度开发也同样具有创造性。

2、美是努力活出生命的极限。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最大努力活出生命

极限的部分根本没有被满足。这个时候会去读诗、听音乐、看电影，会去看卡

门的歌剧，看到一直流眼泪。在美的世界中，一个被限制的潜意识得到了全部

的释放，所以艺术跟自由直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艺术帮助你释放掉了多少平

常在现实里不能忍受的东西。让所有美学的部分留在美学的领域，可以幻想，

可以陶醉，可以释放平常的潜意识，然后再回到现实里，可以是一个很安分的

人。

3、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索、追寻、

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都是一种旅行。

4、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超能力去预知未来、回到过去，我们也不可能

避免灾难的发生。很多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才体悟生命是多么的美好，才开

始责备自己之前不好好珍惜生命。但又有多少人在他们还好好活着的时候想着

要好好享受生活，感谢生命，而不只是无穷无尽的抱怨？

5、人体共约有75万亿个细胞，其中只要有部分稍微失去平衡，附近或别处

随时待命的构造，立刻就能采取与此相对应的行动。一旦传来必须采取行动的

信息，人体几乎会马上展开修正，并知道要如何因应。所谓“身体的智慧”，

正是这个意思，而我们也借此得以存活。不论是体内哪一个器官里的细胞发出

求救信号，也不管它是借着血液、神经、细胞或局部的体液传送的，位在他处

的腺体、神经中枢还有血液，都会接收到这个信息，知道要提供协助。如此一

来，就启动了确保安全的种种机制。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为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图书

馆”。

关注该微信号可以接收

图书馆最新资讯，实现图书

馆馆藏数字资源的查询、阅

读、下载、借阅等功能，还

可绑定读者证进行续借、预

约、接收借阅通知等操作，

绑定账号和密码请使用读者

证号和密码（同学校统一门

户）。

1、密集架书库的图书怎么借？

密集架图书可借阅。读者需要携带读者证至图书借阅区服务台（老馆218

室）登记，由图书馆员到密集架取书，即可办理借阅手续。 

2、我的图书为什么不能续借了？

目前已借图书可自助续借一次，但出现以下情况不能续借：1、你借阅的图

书已过借阅期，必须先归还到期图书；2、该图书被其他读者预约了。

3、我的读者证不能登录移动图书馆怎么办？

目前图书馆账号与学校统一门户一致，在统一门户上激活后方可使用。具

体方法是：登录学校主页，点击右上角“服务门户”，登录账户激活。用户名

为学号，密码为入学时自主设置的密码。如忘记密码，可至校信息化建设与管

理办公室更改（行政楼111室）。

4、阅览室的书刊可以外借复印吗？

可以。读者凭读者证至各阅览室服务台登记后领取外借凭条即可外借该阅

览室书刊。外借书刊必须当天归还。

5、怎么借阅随书光盘中的资料？

为方便读者借阅，图书馆将随书光盘资源数字化，读者可在OPAC中检索

该图书，书目信息页中有随书光盘下载链接，直接点击下载；也可以通过馆藏

数据库“畅想之星”按图书的题目、作者、ISBN、主题词等检索到所需内容后

下载。如需借阅光盘，请携带读者证至图书馆212室办理。

6、无法登陆图书馆数据库或者可以登录但下载不了全文，是什么原因？

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数据库对浏览器不兼容，这种情况可通过升级浏

览器或更换浏览器解决；2、处于校园网外，这种情况需要先通过VPN链接到校

园网内；3、数据库中的部分数据包我馆并未购买，因此无法下载。

7、在校园网外，能不能查看图书馆是否有我想借的书？

可以。关注“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绑定个人读者

证，打开“服务门户”栏目，点击“高级检索”，在输入框中输入要找图书的

“书名”或者“作者名”等信息，点击手机键盘上的“搜索”按钮，即可检索

到相关书目信息。

8、我想知道图书馆有没有某一本刊物的纸质馆藏，怎么办？

 登录图书馆的书目检索系统，输入刊物名称，可以检索到相关刊物收入的

卷期。如选择按“入藏日期”“降序排列”，可以快速查看该刊物最新的馆藏

信息。纸质刊物馆藏地位于新馆4楼报刊阅览室。

答读者问

 诗词大会

_______________，故穿庭树作飞花。《春雪》 唐·韩愈

_______________，晓驾炭车辗冰辙。《卖炭翁》 唐·白居易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___________。《念奴娇·赤壁怀古》 宋·苏轼

风雨送春归，___________。《卜算子·咏梅》 近代·毛泽东

_______________，嘉瑞天教及岁除。《除夜雪》 宋·陆游

柴门闻犬吠，___________。《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唐·刘长卿

皑如山上雪，___________。《白头吟》 汉·卓文君

_______________，拂了一身还满。《清平乐·别来春半》 五代·李煜

有梅无雪不精神，_____________。《雪梅·其二》 宋·卢梅坡

__________，燕山月似钩。《马诗二十三首·其五》 唐·李贺

秋浦多白猿，__________。《秋浦歌十七首》 唐·李白

杨花榆荚无才思，_____________。《晚春二首·其一》 唐·韩愈

乱云低薄暮，__________。《对雪》 唐·杜甫

渐秋阑、_________，向人无限依依。《多丽·咏白菊》 宋·李清照

__________，暖带入春风。《守岁》 唐·李世民

浅浅余寒春半，____________。《临江仙·浅浅余寒春半》 宋·晏几道

_______________，冻雷惊笋欲抽芽。《戏答元珍》 宋·欧阳修

本期飞花令主题为“雪”，欢迎补全诗句，共赏中国文化之美。

飞花令

的峰会，也是图书馆业界同仁交流工作经验、互相切磋学习的盛会。本次年

会回顾了河北省图书馆复馆30年的发展历程，反映出图书馆人数十年如一日

的奉献精神；受邀专家围绕知识创新和服务创新进行鞭辟入里地分析，让各

位代表了解到图书馆行业的最新热点；分会场的服务创新案例汇报、职业生

涯规划汇报以及图书馆的服务与评估学术报告凝结了各馆的实践经验和馆员

智慧，让与会代表在交流中学习，在分享中提高。

荣誉是对过往的肯定，也是前行的动力。我馆将不断在开放中寻求合

作，在共享中融合创新，继续发挥本馆优势，更好地服务读者。

12月12日上午，图书馆利用周二上午闭馆时间组织全体馆员在400室举办

馆员沙龙。本次馆员沙龙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本学期外出业务培训的馆员就

培训内容和培训心得进行分享，使馆员们都接触到先进的业务知识和工作理

念，并在相互交流中促进馆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图书馆工作的发展。

本次沙龙由郭楠馆长主持，共有5位馆员进行了分享。刘佳佳和逯婧就参

加“2017年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的培训情况分享了目前国内各高

校信息素养教育课程开展的新形式及同济大学图书馆建设中的亮点；逯婧、

董喜鹏、孙涵悦和韩卫红分别就参加“河北省首届图书馆员职业生涯规划比

赛”中获奖作品进行了分享。最后，郭楠馆长对沙龙进行总结，充分肯定了

馆员们的分享内容和馆员们的优秀表现，对展示形式提出了改进建议，并鼓

励全体馆员平时多学习和交流，利用先进业务知识做出更多创新性工作。

馆员沙龙是图书馆内部学习交流的重要形式，往期活动受到了馆员的一

致好评，近期还将持续开展多场活动。

图书馆开展馆员沙龙 促进交流学习

本期馆报读者在使用图书馆过程中向馆员提问频率较高的问题及相关答

案进行了整理，更多图书馆使用的相关问题可参阅《图书馆读者指南（2017

年）》，或咨询图书馆馆员。

微信公众号11-12月份主要资讯：

[通知] 12月份ProQuest网络课堂培训通知 / [名师荐读] 名师阅读推荐系

列之自动化 / [新数据库] 中国和世界名校精品课视频资源平台重磅来袭 / [新

闻] 图书馆参加首届全国冶金院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荣获二等奖 /  [活

动] 爽心悦目，邀您品读——每日静读活动正在进行中 / [东秦梦想书单] 调整

心态，融入大学——2017东秦梦想书单之起航第一辑 / [名师荐读] 成就你的

“高富帅”——名师阅读推荐系列之历史 / [新闻] 第五届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

会受聘大会顺利落幕 / [推荐] SYNC高校公共教学素材资源库介绍 / [数据库试

用] AnnualReviews和北大法意教育频道开通试用 / [通知] 图书馆2017年小小说

征文大赛征稿通知 / [名师荐读] 名师阅读推荐系列之物联网 / [数据库试用] 中

科JobLib就业与创业创新知识总库 / [支部活动] 图书馆及档案馆支部党员赴花

厂峪革命老区参观学习 / [名师荐读] 名师阅读推荐系列之资源环境 / [数据库推

荐] 四六级通关神器在此！/ [影讯] 影音室播放时间调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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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瞧瞧，这是哪位大红人回来了。”

“得，你就别调侃我了，没见我这身衣服都快破成什么样了。”

“我倒希望自己的衣服破一点，出去见见世面总比闷在这种地方好。再

说了，除尘的鸡毛掸子可不好受。”

“会的，会的。会有出头之日的。”他说不过这伶牙俐齿的婆娘，只得

连连安慰。

“我倒是觉得我这个名字真是晦气。”说着她愤愤不平地双手叉着腰，

“什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底哪来的太阳照照我也罢。”话闭她从鼻

子恶狠狠地呼出一口气。“倒是您老人家，打着‘百年孤独’的名号走遍了

不知多少地方。”

“你就别再为难老爷子了，也怪不得他。咱们啊，这都是命。”

“有人来了！”桑干河急忙捋了捋头发，眼看着女孩轻手轻脚地走到了

这边。女孩的目光扫视到了她，皱了皱眉头，最终带走了她身旁弯腰驼背的

百年老爷子。桑干河眼底才升起的一丝明亮转瞬就泯灭了。

“好姊妹，你说咱们是不是生不逢时啊。” 

对面的莎菲慢慢地说：“或许是咱们跟不上时代喽，现在的年轻人，就

喜欢白流苏和言丹朱妹妹那般的女人，生的曼妙，骨子里透着风情。”

“姐姐们不必长吁短叹的，以妹妹来看，总会有人发现你的好，带你走

的。”丹朱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说道。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桑干河白了她一眼。

“请问阿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哪？”一个浑厚的男声问道。

“第三个书架最里面第二层。”

“谢谢阿姨。”

桑干河被一个长相清秀的男人带走了，她骄傲的躺在他的怀里走了出

去。

“别急啊，别急。总会有人的，总会有的。”最顶层的卡拉马佐夫闭着

眼不紧不慢地说着。自打他上了顶层的书架，也就永远在那里呆到了现在。

他倒是不急，也不怕。

原来你是这样的数据库

足不出户，学遍全球名校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会议时间 截稿时间 检索情况 会议地点

2018年第五届经济，社科及管理国际会议(ICESM 2018) IEDRC、北京工业大学 2018/07/05-07 2018/03/15  未知 北京

2018第三届经济管理创新国际会议 (ICEMI) 香港国际工程技术协会 (IETI) 2018/06/23-24 2018/06/01 CPCI-S、EI Compendex 台湾，台中

2018年第一届经济管理与绿色发展国际会议（ICEMGD2018）  未知 2018/07/29 2018/05/30  CPCI 北京

2018第二届经济金融与统计国际会议（ICEFS2018） 香港国际工程技术协会(IETI) 2018/04/14-15   未知 香港

第三届教育科学与教育管理国际会议 香港维科信息产业研究中心 2018/04/20-22 2017/12/18 CPCI 武汉

2018第二届国际自动化，控制和机器人（ICACR2018）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香港机械工程师协会 2018/08/08-10 2018/01/15  未知 上海

2018年第二届机器人与自动化科学国际会议(ICRAS2018) 中国地质大学承办 2018/06/23-25 2018/01/25 EI Compendex 武汉

2018年第四届控制科学与系统工程国际会议(ICCSSE 2018) 华中科技大学承办 2018/08/24-26 2018/04/05 CPCI-S 武汉

2018第二届数据挖掘、通信和信息技术国际会议(DMCIT2018) 亚太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2018/05/25-27 2017/12/30 EI Compendex 上海

2018年计算与模型识别国际会议(ICCPR 2018)
香港化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协会、

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委员会
2018/06/23-25 2018/01/25  CPCI-S 深圳

2018年第二届国际软件工程与发展会议(ICSED 2018) 计算技术国际学会 2018/06/16-18 2017/01/30 EI Compendex 成都

2018年纳米材料、材料与制造工程国际会议（ICNMM2018）  未知 2018/04/13-15 2017/12/30 EI Compendex 北京

2018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应用国际会议(ICMSEA2018)  未知 2018/04/20-22 2018/01/17 CPCI-S 武汉

2018年第八届环境与产业创新国际会议（ICEII 2018） 香港化学生物环境协会、上海海事大学 2017/04/27-29 2017/12/15 EI Compendex 上海

2018年第四届环境研究国际会议(ICAER 2018) 未知 2018/05/28-30 2018/01/15 CPCI-S、EI Compendex 香港

2018第二届先进技术制造与材料工程国际会议（ATMME 2018） 哈尔滨工业大学、HKSME 2018/05/04-06 2018/01/25 未知 哈尔滨

2018年数学与人工智能国际会议(ICMAI 2018) 四川省电子学会、西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2018/04/20-22 2017/12/05 未知 成都

2018年第二届算法、计算与系统国际会议(ICACS 2018) 国际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协会 2018/07/27-29 2018/03/01 CPCI-S 北京

会议信息早知道

2018年4月至2018年8月学术会议

图书馆近日开通了世界名校精品课教育视频资源服务平台数据库和中国

名校精品课教育视频资源服务平台数据库，现在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免费聆

听全球名校的精品课程。

使用路径：图书馆网站-数字资源-学习考试数据库

网络限制：IP控制，校园网内访问

世界名校精品课资源服务平台汇聚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等世界顶尖级大学的精品课程。按照课程学科分类，有文学、哲

学、法学、理学、工学、医学、农学、教育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

军事学、艺术学、TED和可汗学院。平台课程针对性强，学科专业划分明

显，师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精确的进行选择观看。整个平台资源还原名校

课堂现场，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平台对课程资源进行翻译制作，课

程资源以中英文字幕显示，对提升学生英语水平起到辅助作用。

中国名校精品课教育视频资源服务平台

中国名校精品课教育视频资源服务平台汇集了从985到211国内顶级院校

上百所名校著名教授的优秀课程视频资源。平台拥有海量国内名校课程资

源。分类详细，严格按照图书馆分类法进行分类。专业课程资源与公共课程

并存。视频资源分类详细，严格按照图书馆分类法进行分类，专业课程资源

与公共课程并存。

世界名校精品课资源服务平台

图书馆2017年小小说大赛获奖作品展示

静候 
作者：吴婷     奖项：一等奖

一闪一闪亮晶晶 
作者：邓超        奖项：二等奖

 隔壁宿舍又传来了吵闹声，隔着一堵泡沫墙，哇哇呀呀的唱歌声和不时

爆发的笑声清晰可闻，并且持久不绝。

 A气的满脸爆青筋，抄起床上的外套夺门而出。 往日闹腾也就罢了，明

天就期末考试了你们还不消停？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宿舍里传来嘶哑难听的歌声。

A抡起拳头哐哐哐地砸隔壁宿舍大门，忍了两个星期，今天终于火山爆发

了。

房间里的声音戛然而止。紧接着传来咚咚咚一阵脚步声，门开了。一个

矮个子男生站在门旁，看起来就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还没等矮个子发问，A就大骂起来：“能不能安分一点！没有一天能消停

会儿！唱歌不知道滚到外面去唱吗？”

矮个子往前一跄，刚想说些什么，身后的另一个男生一把拉住了他。男

生合上笔记本电脑，向矮个子微微摇了摇头，红着脸结结巴巴对A说：“对不

起对不起。”一边说一边像小鸡啄米一样不停的点着头。

A哪里是个得理就饶人的人。他一个箭步冲进宿舍，推开俩人的阻拦，径

直走到电脑旁。“我倒要看看，你俩每天在干些什么恶心的勾当！”一边说

着，他一边打开了电脑。

俩人正要上前阻拦，电脑里突然传来铜铃般清脆的小女孩声音。

“哥哥，你和矮哥哥怎么不唱了，再唱一次嘛，你俩唱的可好听了。

A低头看了看电脑，屏幕上是一个脸色苍白，眼睛上缠着白色绷带的小女

孩。

“哥哥，哥哥，医生今天和说我拆了绷带以后就必须得戴墨镜了，可我

不知道什么是墨镜啊，哥哥你也有墨镜吗，带上墨镜就能看见满天一闪一闪

的小星星吗？”

遇见小幸运
作者：李玲   奖项：二等奖

她叫白子美。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1米55的个子，黄色的皮肤，单眼皮，塌鼻梁，满脸

的痘痘，她就经常自嘲，名不符实，上天给她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

她的生活就像她的名字的对立面，没有美丽可言。

在放学行走的路上，她是那样的渺小，平淡无奇，走到六餐门口看到

“绿色当铺”的活动，她就从宿舍翻箱倒柜地找出不用的书，然后换取了一

个多肉的小盆栽。多肉毛茸茸地，小小地，还没有完全长开，她的心里止不

住地开心。她把它放在桌子上最显眼的位置，取名“小幸运”，小心地呵

护。

在这个春风送暖的季节，到处充满着生机与希望。在大二新的班集体

里召开第一次班会，她竞选了学习委员，竞选理由就像她这个人一样朴实无

华。她的目光始终在远方，内心的自卑与向好的自信成为她体内矛盾却又统

一的复合体。最终她以一票微弱优势当选，她的心里开出了一朵小多肉，用

感恩滋润，用善良填充。回到宿舍，她惊喜地发现“小幸运”开出了新枝。

她干劲十足，积极地每天发通知，每周做总结。每个通知她都仔细检

查，并用一些小表情修饰。同学交作业，她每次回复辛苦了。小李让她讲解

习题，她立马风尘仆仆地前去工学馆。周末学习回来，她总是帮忙给宿舍人

带饭。

别人说她心好，她不停地说她只是做了她该做的事情，但是内心的自卑

仍然挥之不去。

5月12日，“小幸运”开得正茂。她像往常一样去上课，晚上10点多回到

宿舍。

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地小卡片，一个蛋糕放在桌子中间。

她瞬间泪流满面。

 秋天，他第一次离家万里去上学。

很快国庆节到了，河南室友家里寄来了一大箱的水果，放在宿舍随便

吃，其它室友们都很看在眼里，接着正在做送水兼职的刘毅说以后大家喝桶

装水，随便喝；学霸请了大家一顿饭；土豪给大家发了66元的国庆红包，“机

灵鬼”给宿舍里每人一盒很贵的双黄月饼，大家都别提有多很高兴了。

他却很愁，买小东西，别人看不上，买贵的东西又没有多的钱，心里很

不是滋味，又一想到家里仅靠父亲在工地里干活的工钱还不够给他上大学，

心里就更加心酸了⋯⋯于是，他尽量几乎不呆在宿舍，躲着他们。到了晚

上，给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才说了他的苦恼，他爸说没事，你尽管和他们玩

儿，我来想办法⋯⋯

过了六七天，他终于收到了一箱从家寄来的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得

严严的，他还在疑惑父亲寄的什么，拆到最后，里面是竟是六袋核桃，每袋

有大半斤。他心头拧结已久的“疙瘩”终于解开了。“机灵鬼”边打开边调

侃地说，“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哈⋯⋯还送给我们点核桃补补脑，哎呦，怎

么都是碎的⋯⋯”“这里面还有碎壳”“呀！我的牙！”大家你一嘴我一舌

的议论起这碎碎的核桃，他的脸瞬间通红得像那西边的太阳，面子都没了。

他气恼地飞奔楼下，狠狠地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那核桃是在地摊

上买的，说是用手都能捏开薄壳核桃，但是就表面几个是薄壳的，其它的都

是拿钉锤砸开的⋯⋯”他渐渐涌出泪水的眼睛好像看到：深夜时候，一个熟

悉的身影在费力地一下又一下地砸着核桃⋯⋯

六袋核桃
作者：何锦廷  奖项：二等奖

在第3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

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

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新华社杭州12月4日电）

宪法的发展

“宪法”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n，本是组织、确立的意思。

英国是最早的宪法国家，但英国宪法没有制定出一部统一完整的成文法

典，而是由各个历史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件，法院判例和国会惯例所组成。

美国宪法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一部成文宪法，它是以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胜

利后通过的《独立宣言》和联邦条例为基础，于1787年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制定

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宪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是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由宪

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内容上有“君上大权”和“臣民

权利义务”两个部分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

于1954年9月、1975年1月、1978年3月和1982年12月先后制定、颁布了四部《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部宪法于1954年9月20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因其在1954年颁布，故称其为“五四宪法”。

中国现行的宪法，在1982年12月4日正式实施， 并历经1988年、1993年、

1999年、2004年四次修订，共分为：“序言”、“总纲”、“权利与义务”、

“国家机构”和“国旗、国歌、国徽、首都”五个部分。

中国宪法日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设立每年12月4日为国家宪法日。

延伸阅读

《宪法》许崇德主编   索书号：D921.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编著   索书号：D921/3

《我国宪法的立法精神》任基实著  索书号：D921.04/13

《中国宪法》胡锦光, 韩大元著   索书号：D921.01-43/1 

《中国宪法文化研究》陈晓枫著   索书号：D921.04/14

《美国宪法》史蒂文·巴克曼文 乔尔·佩特图主编   索书号：D971.21/1 

《宪法社会学》喻中著  索书号：D911.04/7

你了解“宪法”吗？

图书馆小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