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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阅览部根据期刊调整情况对报刊阅览室的现刊架位进行了重

新排架，更换了新的架标，方便读者借阅。

3月初，阅览部在三楼信息共享空间设立了出版社赠书样书展架，目

前已上架图书两千余册。

3月6日，图书馆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召开民主生活会，各位党员把

自我表现结合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等先进思

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3月6日-4月4日，多个馆藏数据库的免费线上课堂开讲，分别有：

ProQuest网络课堂、2018 Springer Nature 用户在线培训、新东方多媒

体学习库全年直播课堂、IEEE Xplore MOOC 2018春季课程及EBSCO网络课

程培训，为系统性课程，持续时间长，包含多个主题，设置多场讲座。

截至3月20日，图书馆今年来陆续开通中科UMajor大学专业课学习数

据库和 Emerald 电子书全文数据库2个正式数据库以及“一带一路”战略

支撑平台（国研网）、中国智能制造战略支撑平台（国研网）、中外专利

数据库（万方） 、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万方）、全球创新知识服务平台

（创新树）、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模拟系统（法学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模拟系统（法学家）和大成故纸堆数据库8个试用数据库。 

3月22日，图书馆对自习室的桌椅进行了全面排查，对40余把被损坏

的阅览椅进行替换，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截至4月10日，本学期图书馆信息系统部积极配合学校职称评定及河

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人选评选工作，为我校36名教师开具论文收录检

索证明76份。

4月17-18日，图书馆于二楼大厅举办“2018年春季教参样书展”。

本次参展的有机械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和燕山大学出版社。

4月19日，图书馆联合管理学院举办“政府统计数据库漫谈”专家讲

座，邀请国研网数据部总经理安建华到校讲座。本讲座面对我校由统计需

求的老师及在校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

4月23-24日，图书馆将举办“博文约礼 荐购有你——文学传记类图

书即荐即借”活动，届时将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译林出版

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等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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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获赠多语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近日，我校图书馆收到东北大学图书馆赠送的多语种《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共计40册，分为英文、俄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

文、阿拉伯文8个语种版本。该书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自2012年11月15日至

2014年6月13日期间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共79篇，分为

18个专题，全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我校图书馆对总校图书馆的捐赠表示感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

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图书馆馆藏，为师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提供了丰富资料，也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重要素材，有助于

全校师生进一步了解与学习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公众号信息

书迷大考验

这些句子出自哪里？

上期答案：1、原研哉 《设计中的设计》 索书号：TB47/30；2、蒋勋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索书号：B83-49/7；3、林清玄 《玄想》索书号：

I267/1244；4、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索书号：H319.4:K/215  

K837.127/105  K837.127/88  K837.127/102  K837.128.5/X4；5、舍温·努兰 《生

命的脸》索书号：R323.1-49/1  R322-49/2

1、世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更糟糕了，那就是没有人议论你。

2、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将疼痛堂而皇之挂在脸上的，即便没挂在脸上，那痛

却是一分也不少的。

3、价值中立不意味着你不能有意见，而是你必须克服所有的偏见，不论是

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4、只要能绽放，就算短短的一刻，也便不负此生。

5、多数交易都有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但免费使我们忘记了不利的一

面。……为什么？是由于人类本能地惧怕损失。

6、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要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

比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好。

7、在已错过青春的人眼里，青春是无限的可能；在困守于青春、茫然愤

怒的人眼里，青春是一种缺陷。人们初次品尝青春滋味，并不知道只要抱持

幻想，贫穷的滋味也是甜的，而永远离别青春后，对青春的渴望、遗憾、追

念……那个滋味，即使坐拥财富，还是苦的。青春是一棵树，只有爱与希望才

能成为它的根，扎扎实实地扎根入土里，智慧与愉悦的枝叶，才能使你的未来

人生招展，无论是面对风雨还是身处蓝色天空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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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藏有多少图书？

2、想要找外语考试类的图书，应该到几楼图书借阅区？

3、读者续借图书有哪些途径？

4、信息共享空间是什么？

5、关注“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能实现哪些功能？

6、写论文时收集的文献资料按照出版形式分，可以分为哪些类型？

7、在馆藏书目检索系统里想检索某一类的书，如检索“小说”，可以用什

么检索方式检索？

8、使用CNKI平台检索期刊论文时，有什么办法能从结果中筛选中高质量

的论文。

9、想要查学位论文，可以使用图书馆的哪些数据库？

10、检索常用的SCI是什么？

11、“影响因子”是什么指标？

12、想要查找关于英语六级的讲座视频，可以使用馆藏的哪些数字资源？

 诗词大会

人面不知何处去，______________。崔护《题都城南庄》

______________，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纳兰性德《浣溪

沙·谁念西风独自凉》

问君能有几多愁？______________。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______________，梨花满地不开门。刘方平《春怨》

竹外桃花三两枝，______________。 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

______________，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

落红不是无情物，______________。 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    

云想衣裳花想容，______________。李白《清平调·其一》

日出江花红胜火，______________。 白居易《忆江南词三首》

等闲识得东风面，______________。  朱熹《春日》

______________，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登科后》

人闲桂花落，_______________。王维《鸟鸣涧》

______________，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

几处早莺争暖树，______________。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草长莺飞二月天，______________。 高鼎《村居》

风乍起，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冯延巳《谒金门·风乍起》

本期飞花令主题为“春”，欢迎补全诗句，共赏中国文化之美。

飞花令

3月28日晚，新东方李卓然老师受图书馆的邀请到学校工学馆举办了一场

主题为“2018四六级&考研备考策略”的英语学习讲座。本次讲座是本学期图

书馆读者培训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新东方名师的指点，帮助我校大学生

解决英语学习和备考中的问题，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顺利通过考试。

讲座精彩纷呈、内容实用、互动频繁，现场听众爆满，气氛热烈。李

卓然老师从听力、口语、阅读、词汇四个方面对四六级考试技巧、考研英语

备战准备及应答技巧进行了分享。在听力和口试的答题技巧讲解中，李卓然

老师妙语连珠，风格幽默风趣，凭借他全球背包游的丰富阅历，通过惟妙惟

肖的模仿对各国口语发音进行了分析比对，还详细讲解了口语考试中自我介

绍的高分模板，并在现场与学生进行互动，模拟口试现场，针对问题当场指

导；在阅读、词汇方面，李卓然老师分析了在往届考试中出现的一些常见词

汇的非常见释义，并且给同学们准备了一份常考词汇、近义词的释义表；在

阅读讲解中，更奉送了在不认识单词的情况下如何选出正确答案的方法。讲

座的最后，李卓然老师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细致详尽的备考计划书。

图书馆邀请新东方名师到校讲座

亲爱的读者们，快来参加这个小栏目以展示你对图书馆的爱吧，如果遇到

不会的题目，正好可以拓展你的图书馆和检索知识。

微信公众号1-3月份主要资讯：

[培训讲座] 

        图书馆3月份读者培训01--新东方在线2019考研名师规划之院校专业选择

        图书馆3月份读者培训02--2018四六级考研备考策略

        ProQuest 网络课堂3月课程

[网络培训]   

        4月ProQuest网络课堂培训通知

[数图动态]   

        Emerald  电子书全文数据库

        图书馆新开通五个试用数据库

        开通中科UMajor大学专业课学习数据库

[通知公告]   

        电子资源授权访问系统（试用）通知

        图书馆寒假闭馆通知

        阅览室开放时间调整通知

       “高配”假期“零”污损--图书馆假期借书须知

[名师推荐|10]  

        名师阅读推荐系列之心理学

[图书推荐]   

        书“影”随行之《厉害了，我的国》

        人间再无霍金，时间永存简史

[电子书]

        探秘宇宙必读，震撼世界观的科普巨著

[图书馆报告]  

        书途有你——我校图书馆2017年阅读数据报告

 数锦繁华——我校图书馆2017年数字资源使用报告

图书馆知识问答

答案：（1）截至2017年底，馆藏纸质图书87.6万余册，电子图书82.6万余

册，馆藏总数据库101个。（2）外语类图书馆藏于老馆1楼（图书借阅区I）。

（3）服务台续借、自助借还书机续借、图书馆网站续借及微信公众号续借。

（4）信息共享空间是我馆打造的一个集纸质阅读、数字化阅读、视频欣赏、

计算机服务、学习研讨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新型学习空间，位于新馆3楼。（5）

可以实现馆藏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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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

利、标准、政府出版物、科技报告、产品样品资料和技术档案。（7）分类号

检索，如小说类，可用分类号“I24”进行检索。（8）可以限定来源类别只显

示“核心期刊”、“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  、“ CSSCI”或者使用

“被引频次”排序。（9）万方学位论文库、CNKI学位论文库、Proquest博硕士

学位论文全文库-PQDT。（10）SCI是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的缩

写，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CPCI（科技会议录索引）是世

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

要检索工具，其中以 SCI 最为重要。（11）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科

睿唯安（原汤森路透）出品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

的一项数据，现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它不仅是一种测度期刊有

用性和显示度的指标，也是测度期刊的学术水平，乃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12）智课英语学练在线服务平台、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读秀学术搜索。

4月3日上午，图书馆开展了一次关于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内容和版面编辑

技巧的培训，旨在提高馆员对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编辑水平，增强微信公众

号的宣传效果。此次培训由信息系统部负责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维护的孙涵悦

老师以实例形式展开讲解，培训中听众们积极提问，大家通过讨论解决了多

个实际问题。一个小时的培训让大家获益匪浅，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努力丰

富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吸引更多的读者到图书馆学习，发挥微信公众

号在阅读推广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馆员内部开展微信公众号编辑培训讲座

图书馆在第八届“人文东秦”校园文化
原创作品征集活动中斩获多项佳绩

4月11日，从校宣传部传来喜讯，图书馆董喜鹏老师在学校第八届“人文

东秦”校园文化原创作品征集活动中包揽多个奖项。此次活动由校宣传部举

办，旨在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展现校园新风，弘扬艺术文化，营造浓厚

的校园文化氛围，董喜鹏老师的获奖作品为《图书馆馆员沙龙海报》（平面

设计一等奖）、《图书馆新生活动月海报》（平面设计二等奖）和《图书馆

阅览室文明借阅宣传片》（影视作品三等奖），均以图书馆的工作和活动为

背景，以鲜明深刻的立意和生动活泼的形式，从104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展现了图书馆风貌，丰富了校园文化。

3月20日，燕山大学出版社陈玉社长一行三人到访图书馆，并向图书馆赠

送了该社图书及出版书录。会谈中，陈社长就出版社的概况、出版重点、出版

规划等做了介绍，并提出社馆合作的希望。郭楠馆长就图书馆馆藏情况、对燕

山大学出版社图书的收藏情况等，特别是秦皇岛地方文献的馆藏情况做了详细

的介绍，表达了图书馆希望通过与燕山大学出版社合作，进一步丰富地方文献

馆藏的愿望。最后，双方达成合作共识，通过设立地方文献特色专架、邀请专

家学者，举办“真人图书馆”活动、加强出版信息沟通，结合当下热点演讲宣

讲等形式不定期开展活动。最后，陈社长一行参观了信息共享空间的“京津冀

协同发展”等专题书架。

燕山大学出版社来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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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计算让萧宇疲乏困顿了，身旁堆放的《设计手册》偏偏又是黑

色——猛然抬头，深沉的黑已经浸染了窗外的幕景。

棕黄的大书桌在乳白色的灯光下，显得更加宁静和谐了；周三的图书馆

并没多少同学，鳞次栉比的书桌顺着齐刷刷的日光灯一直铺开去，直到相遇

安静的橘黄——欧，是那位安静阅读的女生！

萧宇放下笔，疑惑好奇地望向这位橘黄色连衣裙女生——已经好几天都

有遇到了吧，难怪那么眼熟。

手撑在下巴下面，食指轻轻点着腮颊，他已忘记了计算的枯燥——她在

读什么呢？她身旁书架是外国文学类书籍吧？萧宇想起自己也在那遇到喜爱

的书。

他终究——还是盖上笔盖，缓步踱了过去。

在临近她的书架上，萧宇细细搜寻着……他停下脚步，嘴唇轻抿，思索

着；忽然脸上漾起了微笑，取出一本书；快步但不惊扰地，坐在了她对面；

轻漂了一眼，暗喜没有引来异样；浅浅吸了口气，渐渐开始阅读。

萧宇翻动着目录，间或回忆起书中的情节，也不时瞥向前方……

终于，女生停歇了片刻，轻轻抽离让她沉浸的书，若有所思地望向了前

方的书架。

萧宇投来惊奇的目光：喔！你也在读××的小说！

女生将视线转向对面这个好像出现在余光挺久的印影，礼貌但小声回

应：嗯，是的。

萧宇把手中书轻推向前：这也是他的写的，也挺不错的哟！

接过书，看到封面，女生眉宇轻展，嘴角露出微笑；用手势比划着答

道：挺不错的，我读过的！

萧宇感到全身绷紧的弦消融了，不再局促，用手势示意她翻开书页。

一片夹纸，清朗的字迹：

你好！我是萧宇。我也喜欢阅读！

原来你是这样的数据库

专业课学习一网打尽

会议名称 主办（协办）单位 会议时间 截稿时间 检索情况 会议地点

第二届电力和能源国际会议(ICPEE 2018) 中国厦门理工学院 2018/09/03-05 2018/4/25 EI Compendex 厦门

全球光电学术大会(OGC 2018) 会务组 2018/09/04-07 2018/6/1 EI Compendex 深圳

第五届新型高分子材料与控制释放国际会议（ SIPCD 2018） 会务组 2018/09/14-17 2018/6/15 SCI 苏州

国际控制与机器人会议（ICCR 2018） 会务组 2018/09/15-17 2018/5/20 EI Compendex 香港

第一届电子与电气工程技术国际会议(EEET 2018) 天津工业大学 2018/09/19-21 2018/4/30 EI Compendex 天津

第二届生物医学工程和生物信息学国际会议(ICBEB 2018） 天津工业大学 2018/09/19-21 2018/4/30 EI Compendex 天津

IEEE第3届先进信息技术,电子与自动化控制国际会议 IEEE和重庆全球联合科学技术研究院主办 2018/10/12-14 2018/5/20 SCI、EI 重庆

第七届生物医学工程与生物技术国际学术会议（ICBEB 2018） 东南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联合主办 2018/10/17-20 分批征稿 SCI、EI Compendex 南京

第五届化学与材料工程国际会议(ICCME 2018) 会务组 2018/10/20-22 2018/6/30 EI Compendex 北京

第四届工业与商业工程学国际会议(ICIBE 2018) 会务组 2018/10/24-26 2018/6/30 EI Compendex 澳门

IEEE亚太地区微电子与电子研究生研讨会(PrimeAsia 2018) 会务组 2018/10/26-30 2018/6/25 EI Compendex 成都

第14届IEEE电路与系统亚太会议(APCCAS 2018) 会务组 2018/10/26-30 2018/6/25 EI Compendex 成都

先进纳米材料和纳米器件国际会议(ICANN 2018) 会务组 2018/10/27-29 2018/6/10 EI Compendex 上海

第三届通信,图像和信号处理国际会议(CCISP 2018) 由亚太科学与工程研究所（APISE）主办 2018/11/16-18 2018/4/10 EI Compendex、CPCI 三亚

第三届新型材料与化学工业国际学术会议（NMCI2018） 会务组 2018/11/17-19 2018/9/25 EI Compendex、CPCI 三亚

国际网络与信息技术会议(ICNIT 2018) 会务组 2018/11/24-26 2018/7/5 EI Compendex 香港

第三届集成电路与微系统国际会议(ICICM 2018) 会务组 2018/11/24-26 2018/7/10 EI Compendex 上海

第十届国际图形与图像处理国际会议(ICGIP 2018)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与四川大学计算
机学院联合主办， 中国海洋大学，英国朴

茨茅斯大学为协办
2018/12/12-14 2018/8/5 EI Compendex 成都

会议信息早知道 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学术会议

中科UMajor大学专业课学习数据库是国内第一款大学生专业课学习

资源数据库，该数据库现已收录数百门专业课的知识脉络剖析讲义、课

程学习指导、章节练习试卷等学习资源，我校已购买了理学、工学、管

理学类的资源。

访问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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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主要功能：

■ 课程学习——收录数百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的知识点脉络

剖析、知识扩展学习资料等资源，以及数万套章节同步练习试卷，供同

学们进行课程预习、课程复习、知识点扩展学习以及通过答卷练习来检

验自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 综合模拟自测——为了便于同学们在期中或期末考试之前对所学

课程进行系统性地综合复习和自测练习，UMajor数据库提供了“综合模

拟自测”功能。在“综合模拟自测”功能中，同学们可以选取多个章节

（知识模块）的试题，以自测练习的方式来验证自己的学习成效和对各

知识模块的掌握程度。自测练习答卷之后，系统将显示每一道试题的正

确答案和知识点解析。

■ 错题记录——“错题记录”为UMajor数据库所独有的学习功

能。同学们在使用UMajor数据库进行答卷练习的过程中，凡是做错的试

题都将被自动保存到“错题记录”中，便于同学们日后对这些试题及其

知识点进行分析总结或强化记忆。

图书馆2017年小小说大赛获奖作品展示

书缘 
作者：宋乐威     奖项：三等奖

表白
作者：施永华   奖项：三等奖

“刚刚好尴尬。”

专为她设置的铃声响起来，他赶忙打开QQ，回复她。“怎么了？”

“有人加我好友给我表白，拉着我说半天，可我不知道这是谁。”

“很好啊，说明你虽然凶但还是有人喜欢的。”

他嘴角弯出一个弧度，接着在屏幕上打出“可能是在哪个部门活动见过

你一次，之后就喜欢上你了。”

三分钟后。她发来一个坏笑的表情。

他写道：“大学里这样的事太多了，见了你一面，就觉得自己爱上你

了，在校园公众号的表白墙之类的东西写上一大堆。这种事真的不敢恭维。

不过，你还是可以开心一下的。”

他吸一口气，接着写道“要不，我让你再尴尬一次？”，之后拇指悬在

“发送”键上方一厘米，像是挂着千斤重物，憋着一股劲。

沉默。一直这样，他突然想到和她的过去，总是自己在说，她隔半天回

个“嗯”。

我要习惯。他心中暗道，但那拇指挂着的并不存在的重物像突然少了一

大半。

“等会和室友出去吃火锅，等好久了。”

他抿紧嘴唇，一个字一个字把之前的内容删干净，然后写道“晚上冷，

记得带着围巾手套。”

“嗯。”

“还有，我把我整理的考试资料发到你邮箱了，也许有用。”

屏幕那头。

“希希，你都抱着他给你发的资料一天了，走啦，去吃火锅啦！”

“妍妍！你看看你支的招！一点用都没有！”

“哎，他可能是被你吓着了吧，我也是想帮你激他表白嘛，没事的，反

正你记着女孩子太主动是不会被珍惜的。”

她撅了下嘴，把之前在输入框里写的内容清除了，然后回了“嗯”。

输入框里原先写着“你就不能让我尴尬下嘛？”

这是她织的第一条围巾，一连几周的夜晚，灯光下，照着网上的教程，

她一针一线的织着。在他们一百天纪念的时候，她把他邀请到家中，兴致冲

冲地给他戴上，没想到他却说，“我不喜欢戴围巾”，然后摘下，扔到一

边。爸爸来了，以为是给自己的，像个孩子一样激动地围上，满脸幸福与满

足。她转过身，泪水决堤……

围巾
作者：曹泽怡  奖项：三等奖

近年来，“无硅油"成为洗发水的新

趋势，但“无硅”洗发水真的好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来看看

什么是“硅油”。洗发水中添加的硅油，

是有机硅，包括聚二甲基硅氧烷、聚醚改

性硅氧烷、甜菜碱改性硅氧烷等。有机硅

无色无味，无毒性，对皮肤无刺激，不易

过敏，对眼睛无损伤，安全性高；且疏

水、消泡、泡沫稳定、防粘、润滑、上光

等各项优异性能。

洗发水为什么要加硅呢？有机硅在

洗发水中主要作为一种润滑剂和填充剂，

它附着在头发上，填充毛鳞片缝隙，使之

更为顺滑。而我们平时护肤用的发膜和发

油也是相同的原理。其实，除了洗发水，

有机硅在护肤品中也被广泛添加，从LA 

MER到百雀羚都有它的身影，它帮助护肤

品更加易涂抹，肤感更加柔润。

既然有机硅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

又要出“无硅”洗发水呢？目前针对“含

硅洗发水”的控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硅会积累在头发上，时间长了后头发

显得会比较塌陷，不够蓬松；2、硅会沉

积在头皮上，堵塞毛孔，引起头屑、头痒

和脱发等问题。事实真的如此吗？首先，

我们来看第1个问题，前面说了硅确实会

附着在头发上，使头发顺滑。因此，如果

你追求蓬松、轻盈的质感，选择“无硅”

洗发水比较合适，而一头长发需要柔顺质

感的，还是“有硅”洗发水更适合你。

接着第2个问题，洗发水中的硅大部分会

“无硅油”洗发水真的好吗？

图书馆小科普

为了激发大学生的阅读和创作热情，图书馆于2017年10月-12月举办“小

小说征文大赛”。本次比赛面向全体在校生，围绕“大学生活”主题进行创

作，旨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我校学生的文学风采，激发我校学生的阅

读热情，为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弘扬积极向上、努力奋

斗的精神。大赛受到了全校学生的热切关注与积极参与。大赛专家评审组经

过初审、终审两轮严格的评审环节，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

等奖3名。在“图书馆2017年小小说征文大赛颁奖仪式”上参赛作者汇聚一

堂，交流写作心得，探讨校园文学。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欣赏，所有获奖作品均刊登在《图书馆报》（第46、

47期）上。

获奖名单

奖项 获奖人 获奖作品

一等奖 吴婷 《静候》

二等奖 李玲 《遇见小幸运》

邓超 《一闪一闪亮晶晶》

何锦廷 《六袋核桃》

三等奖 宋乐威 《书缘》

施永华 《表白》

曹泽怡 《围巾》

获奖作者合影

随水冲洗掉，留下来的并不多。而大

量科研成果表明，硅具有良好的透气

性，即使在头皮上有少量沉积也不会

堵塞毛孔。 可见，“硅”并不是头

屑、头痒和脱发的罪魁祸首，选择有

硅还是无硅的洗发水，还是要根据你

自己的需求来。

比起纠结洗发水中含不含硅，

更应该在意的是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

剂。还记得之前沸沸扬扬的“二恶

烷”事件吗？致癌的二恶烷就是月桂

醇聚醚硫酸酯钠的副产品。目前广泛

添加的月桂醇硫酸酯钠，月桂醇硫酸

酯铵等表面活性剂易发生干涩发痒等

过敏症状。头皮敏感的人，要选择含

温和表面活性剂的洗发水。温和的表

面活性剂主要有植物油脂（橄榄油，

椰子油，葡萄籽油等）皂化的产物和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葡萄糖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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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火锅 Hot Pot
砂锅 Casseroles

麻辣烫 Spicy Hot Pot
药膳 Tonie Diet 

或 Herbal Cuisine 
拉面 Lamian Noodles

刀削面  Daoxiao Noodles
米线  Rice Noodles
馄饨  Huntun 或 Wonton
馅饼 Pie
熟食 Delieatessen（简称Deli）

或 Cooked Food

中国传统食物规范英文翻译（GB/T 30240）

中文 英文
中餐  Chinese Food

 或 Chinese Cuisine
热菜；热炒 Hot Dishes

糕点 Cakes and Pastries
豆腐 Doufu 或 Bean Curd

月饼  Moon Cake
国酒；
国产酒

 Chinese Liquors 
and Wines

白酒  Liquors and Spirits

黄酒 Yellow Rice Wine
或shaoxing  Wine

米酒 Rice W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