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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时年纪小 

你爱谈天我爱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 

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 

梦里花落知多少   

                                    

——三毛 

曾几何时，我轻轻地吟着这首小

诗，耳边是柔软的风，脚畔是青嫩的

草，桂花树下的我与好友在石阶上并

排坐着，思索并憧憬着未来的一切。

那时的我，仍未离开家乡，每天早晨

唤醒我的，是母亲所做的饭菜的清

香。一碗氤氲着热气的饦汤，一盘白

嫩圆滚的小笼包，我曾无数次抱怨早

已吃腻了这些饭菜，殊不知这些已成

为如今每天清晨的奢想。 

仍记得开学伊始，我无数次发疯

般地想念家乡的一切，想念流年中破

碎而模糊的点点滴滴。时间仿若忽然

变得很慢，很慢，慢到让我觉得似乎

前一秒，我，还在学校，还在为着高

考而奋笔疾书。我仿佛又来到了那座

承载着无数记忆的城市，它远不如上

海这般热闹繁华，甚至可以说是贫穷

落后，但那里，却是让我魂牵梦绕的

地方啊…… 

我不知道这种失意与彷徨究竟持

续了多久，抑或是它从未消散过，但

这正如沉默在河底下微微闪耀着的沙

金一般，在经历时间的洗涤之后，竟

使人感到一种微妙的喜悦，使人渐渐

地开始向前看，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在之后的一段时光里，我结识了

一群热情洋溢的人们，遇见了各式各

样或风趣或严谨的老师，闲暇时光

里，或在图书馆花园的长椅上捧着书

细细地读，或在智慧湖边吹着微凉的

风，远处的灯塔不时有灯光投来，石

阶上的猫咪总是在阳光下慵懒地小

憩…… 

渐渐地，心中便恍然有了一种岁

月静好的感觉，或许偶尔仍会感到一

丝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但内心确

在这宁静中得到些许慰藉。 

我并不是一个热情似火的人，而

更喜欢在温热的相处中渐渐沸腾。此

刻的我，或许并未能与新结识的朋友

打成一片，但我珍视与她们相处的每

一点时光。我们曾一起约定看日出，

却因着贪恋被褥的温暖而一起赖床；

我们曾一同聚餐，却因为刚度过双十

一而吃了一顿没有肉的火锅；我们曾

一同庆祝生日，尽管没有蜡烛，但一

只烧鸡便可满足所有惊喜……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有过太多

太多弥足珍贵的瞬间啊，它们就像是

一颗颗明静的星子，织成一整片寂静

的夜空，一段难忘的光影。尽管有时

也会想起往日与旧友相处时的那种无

拘无束，感慨此时尚不甚熟悉的几分

疏离，但何必忽视这份单纯的美好

呢。与其在多年以后将这回忆化为一

声叹惋与追忆，不如踩住时光的影

子，留下这纯粹的点点滴滴…… 

我不知道在未来漫长的时光里我

的生活会沿着怎样的轨迹发展，正如

我也不知道我能否能一直这般平淡地

度过一切坎坷，但我确实相信，一切

终将继续。长途漫漫，或未可期，但

只要握住手中的一寸阳光，便会拥有

多一份幸福与满足，不是吗？ 

时光流转，白驹过隙，一切都在

向前继续着，我们一同坐在花树下，

轻轻地吟着不知名的歌，梦里花落知

多少…… 

古树的苍穹不仅明示了圈圈年轮

的永恒岁月，更代表它那悠悠一生巍

然不动的记忆蹉跎；雄伟的紫禁城不

仅代表了华夏宫殿的金碧辉煌，更代

表它那历史王朝权利代表的记忆象

征。不可否认，回忆是生命中不可缺

少的最柔软的一根肋骨，她寄托着所

有人的希望,是梦的光点,是心的归

宿。 

翻开自己回忆的随笔，记录着有

声有色的昨天，每一页都讲述着或酸

或甜或苦或辣的故事。欢笑和快乐总

是记忆中圣洁的天使，每一次静静回

味与他们悄然偶遇，嘴角总会挂起甜

蜜的弧度，不经意间就从现在时光的

不满不顺中步入曾经的美好，忽然又

感到世界还是善待自己的，欣然赞叹

一路走来，总有灿烂的晴天，更有明

媚的阳光。不难发现，人一旦陷入回

忆，多是翻开幸福的篇章。苦难的记

忆不易留痕，美好的记忆最爱留踪，

人总让苦难记忆浅淡，让美好记忆深

浓。 

过去的我，钟爱缅怀过去。 

整理旧物时，无意中翻出的纸张

已经泛黄的笔记本，幼稚的言语，歪

歪扭扭的字体，是稚嫩的我一笔一划

地重复写下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字，

我的名字，不禁回忆起童年的我端坐

在小小的书桌前唉声叹气的模样；收

纳盒里仍旧保留的中队长标志，不觉

回忆起小学放学后值日时天真调皮的

男孩女孩们嬉戏打闹的模样；书桌一

角仍留存的厚厚一沓草稿纸，不由得

回忆起初三为了一道繁琐的解析几何

抓耳挠腮的模样；衣柜最底层的那件

印着“Class 1”的班服，不自主回

忆起高中每年校运会前午休常常搬着

数学作业本到操场悄悄排练集体舞时

手忙脚乱的模样…… 

让我蓦然醒悟，不再沉湎于过去

的瞬间，就在大二一个平凡的清晨。

七点的海大总是额外芳香，拎着热腾

腾的早饭走在晨跑的路上，情不自禁

地放慢脚步，抬头仰望天空渐渐开始

泛蓝，如洗的蓝将沉寂的智慧湖水面

映得波光粼粼。水天一色的浅蓝让新

的一天朝气满满，更是洗涤了自己刚

被唤醒，尚还有点迷糊的灵魂。看着

天空澄碧，纤云不染，远山含黛，和

风送暖，深吸入口清新空气，好像有

什么茅塞顿开！ 

这才明白，我们常常回忆的东

西，在很多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当下生

活中所缺乏的甚至正在失去的。我们

之所以喜欢回忆，或者说常常不自觉

地陷入回忆中，或许是因为回忆能够

弥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缺憾，

求得短暂哪怕只是一刻的心理平衡。 

回忆她象征着匆匆而去的人生中

甜蜜的溪流，心头的那粒朱砂痣，但

同时也是天使魔鬼的瞬间，白光消失

的余残之际，可看清的隐藏神秘面纱

下的面目。不可否认，深深陷入过去

后，对于曾经的细枝末节会默默涌起

假设的恶魔想法： 

如果当初…… 

如果重回…… 

如果…… 

没有如果！要知道，当初一切的

行为都是自己出于主观能动决定的，

做了当时一切如果的行为，现在会豁

然开朗吗？会比现在有更好的前景

吗？我想，未必。没有当初那个我，

怎么会有现在的我？由此可见，沉迷

过去，不愿清醒就好比现在失意的我

妒忌当时的那个快乐的我，是青春太

美好了，以至于我们怎么过都会觉得

是浪费。 

白岩松在一次高校演讲里给迷茫

焦虑的青春学子说过这么一段话：

“爱你现在的时光！过去的已经过去

了，较什么劲呢？未来的还没有来，

你焦虑什么？” 

有科学家调查，人们所忧虑的事

情，仅仅只有10%最后会变成现实，

换句话说，那百分之百的忧虑当中有

90%是毫无意义的。 

回忆是每个人与往事的时光隧

道，将过去链接到现在，将现在投递

向未来，我们应该尽量去守护住属于

自己的回忆往事，但更不能和过去的

自己剪不断理还乱。时光是什么？是

手中的绿叶，随风吹而飘落；也是门

前的冰雪，随日晒而融化；更是心中

深埋的一方净土……爱现在的时光，

是现在的我们真正需要做的！ 

珍爱323四人四色的姐妹们从起

初的陌生害羞到默契万分的朝夕相处

的轻松时光；挚爱从宿舍的“小家”

到楼宇的“大家”，在处处弥漫着家

的味道般的39号楼的温馨时光；热爱

期末复习周，相约图书馆挑灯夜战，

废寝忘食的匆匆时光；深爱信步于海

大之中，远望灯塔，脚踏落叶，近看

蝶舞的闲适时光…… 

莎士比亚说过，“在时间的大钟

上，只有两个字:现在。”未来还未

来，我们能做的是让当下的自己活出

自我！不要让未来功成名就的你惋惜

现在不够意气

风发，也不要

让未来茫然若

失的你指责现

在不够孜孜不

倦，更不要让

你花时间去忧

虑 未 来 的 现

在，变成悲伤

和 遗 憾 的 过

去。 

谨 记，时

不我与，寸阴

是惜！ 

梦里花落知多少  
法学183 黄煜嘉  

“爱你现在的时光”征文大赛三等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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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馆人次 

    全年入馆人次总计为240万人次，入馆人次最高的月份是12月份，入馆人次

达到302143人次；最低的是7-8月份，入馆人次为90499人次。单日入馆最多是

12月17日，入馆人次为10800人次，最少是8月14日（暑假开放日），入馆人次

为120人次。 

 
图1  2018年度图书馆入馆人次统计图 

2.阅读倾向 
    2018年读者借阅纸本图书共计136323册，相比2017年减少13900册，同比减

少9.25%。读者最爱借阅的人文社科类图书依次为文学类（I）、经济类（F）和

政治法律类（D）；最爱借阅的自然科学类图书依次是工业技术类（T）、数理

科学与化学类（O）和交通运输类（U）。 

    读者对电子资源继续保持较好的利用态势，2018全年电子文献全文下载316

万篇次，人均下载约131篇次；电子图书下载量37万章节次，人均下载约15章节

次；数据库访问量547万次，人均访问量227次；数据库检索112,38万次，人均

检索4682次。 

 
图2  2018年社会科学类纸本图书借阅分类统计 

图3  2018年社会科学类纸本图书借阅分类统计图 

3.馆内阅读量 

    2018年馆内阅读图书130409册（馆内阅读量指仅在馆内阅读并未借出的图

书量）。 

 
图4  2018年图书馆读者馆内阅读量统计图 

4.图书借阅排行榜 

    2018年纸本图书借阅排行榜最热门图书分别是：《活着》、《秘密》、

《蛙》。 

 
图5  2018年纸本图书借阅排行榜 

5.学生读者借阅明星 

    2018年读者借阅明星排行前三的学生分别是：外国语学院丁同学（157

册）、物流工程学院代同学（146册）、信息工程学院魏同学（139册）。排名

前三的学术借阅册数较去年均有提升。 

图6 2018年学生读者借阅明星 

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2018年阅读报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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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6日上午，图书馆在B107多功

能厅召开信息共享交流会，郑苏馆长

主持会议。 

    林广慧、石亮、陈灏、郑艳红四

位馆员分别分享了“2018

年上海阅读推广论坛”、

“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心联盟2018年会暨第一

届学术研讨会”、“第十

一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

新论坛”、“上海区域双

一流建设与高校分类发展

研讨会”所传递的最新行

业发展动态、案例实践及

研究成果，全体馆员认真

学习，不时交流探讨。 

    这一形成已久的信息交流机制为

馆员们进一步开展工作启发了思路、

开阔了视野，使馆内形成了良好的学

术交流氛围。 

召开信息共享交流会 

    更多服务动态、新闻资讯，我们会在

图书馆微信smulibrary、微博与您交流！ 

    同时，欢迎关注我馆导读服务微信号

“悦读空间”，情报服务微信号“国际海

事信息网”和“学科信息观察”！ 
图书馆微信 图书馆微博 

    为提高馆员身体素质，丰富

业余生活，快乐投入工作，4月10

日下午，图书馆支部继续以“青

年馆员下午茶”这种形式组织开

展活动。 

    青年馆员吕长红结合自己的

健身经历，为大家主讲“健身强

体，快乐工作”主题讲座，普及

了各年龄段养生重点、久坐的危

害、肌肉的重要作用、有氧VS无氧、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等知识

点，希望大家达到“不只是看起来健

康，而是真正变得健康”的终极目

标。大家畅所欲言，就如何开始健

身、如何避免运动伤害等话题进行了

热烈讨论。 

支部组织“青年馆员下午茶” 

上海船东协会陈德明常务副会长来馆捐赠图书并洽谈合作 

3月14日上午，上海船东协会常 务副会长陈德明一行2人前来我馆捐 赠图书并就航运情报发展方向、平台

搭建、情报服务方式等内容进

行座谈交流。 

    陈副会长代表捐赠单位向

我馆捐赠《上海市志·交通运

输分志·海洋运输卷(1978-

2010)》(以下简称《海洋运输

卷》)，郑苏馆长、顾亚竹书记

代表图书馆接受赠书。 

    赠书仪式后，陈副会长介

绍了上海船东协会近期工作以

及大中型航运企业所关注的航运情报

类型。顾亚竹书记介绍了我馆航运、

物流、海工、海洋安全等领域情报服

务的情况和工作难点,所长助理吕长

红介绍了国际海事网各大板块及主要

功能。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陈伟炯书

记参加交流。 

双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讨

论，表示今后要加强合作与交流，谋

求共同发展，更好地服务航运业建

设。 

讲坛系列之“智慧港口协同控制与调度的若干思考” 

3月20日，由我校图书馆、宣传

部、学 生 处、团 委 共 同 主 办 的

2019“海大人文”讲坛系列第一讲在

图书馆报告厅开讲。我校物流科学与

工程研究院院长杨勇生教授做客“海

大人文”讲坛，为广大师生主讲《智

慧港口协同控制与调度的若干思考》

讲座。 

杨教授结合自己及团队多年的研

究经历和成果，从智慧港口的概念切

入，重点阐述了智慧港口全面感知、

自主装卸、高度共享、智能决策、广

泛互联、深度协同6个基本特征，对

港口无人车辆协同、港口内部资源的

协同调度、车-港-船协同、港口物联

网等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智慧港

口协同控制与调度的若干思考。精彩

的讲授引得同学们深入思考，讲座最

后的互动环节，大家与杨教授进行了

热烈地交流和探讨。 

沙龙系列之《经典音乐厅》：乐中戏 戏中乐——漫谈音乐剧 

3月27日下午，以“乐中戏 戏中

乐——漫谈音乐剧”为主题的“海大

人文”沙龙之《经典音乐厅》在图书

馆B107成功举办。中国管乐协会理

事、上海海事大学音乐艺术中心马骅

老师主讲，50多名海大师生参加。 

马老师从音乐剧与歌剧的区别、

音乐剧的历史、音乐剧中舞美、灯

光、音乐、戏剧等艺术元素的融合等

角度全面系统讲解了音乐剧艺术内

涵。在讲解过程中，她结合讲解内容

分享了《猫》、《剧院魅影》、《罗

密欧与朱丽叶》、《悲惨世界》等经

典剧目片段，并邀请合唱团杨荷庆、

潘铠悦同学现场演绎音乐剧经典唱

段，带领观众一起感受音乐剧的独特

魅力。沙龙现场，同学们就音乐剧的

艺术形式、欣赏感受等方面与马老师

进行了热烈互动和深入交流。 

“海大人文”沙龙致力于提供一

个轻松交流互动的平台，使读者在沙

龙文化氛围中引发思考，激荡思想，

产生共鸣，丰富阅历，提高人文素

养。 

试用资源系列 

笔杆网  

笔杆网是一款基于大数据的论文写作与创新辅助工具。该数据库收录整理

了超过5亿元数据，15亿引文数据，覆盖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

纸，标准，专利，互联网博客等文献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毕业论文写作和

职称论文写作相关的论文辅助服务。 

该数据库可帮助实现选题分析；一键搜集写作参考资料，优先推荐高校文

献、导师文献；支持在线写作、文档云端保存、多终端阅读；提供论文查重，

一键添加标准参考文献格式等论文写作服务。 

访问方式：图书馆主页—资源-试用数据库-笔杆网（论文写作辅助工具）, 

http://www.library.shmtu.edu.cn/resource/trial.htm。无帐号密码，通过校园网IP控

制。 

资源网址： www.bigan.net 

试用时间： 2019年3月4日-2019年7月31日 

资源推荐系列 

   文献资源导航数据库 

基于ERS（电子资源利用绩效分析平台）海量数据延伸的一款数据挖掘应

用产品，将近11万种外文期刊、10万多种外文图书和所有中文期刊映射分类到

教育部二级学科。读者通过教育部学科分类导航检索资源，根据学科查找图书

馆订购的资源，可按教育部二级学科门类、核心收录、出版社、出版年份等对

检索结果进行筛选，方便读者对资源的高效使用和精准检索。 

访问方式： 

(1)图书馆主页—资源 - 中文数据库 - 文献资源导航数据库（资源地

图）,http://www.library.shmtu.edu.cn/resource/chinese.htm。无帐号密码，通过校

园网IP控制。 

    (2)图书馆主页大图下，点击“资源地图”，搜索框默认检索“外文期

刊”，如需进入学科导航，请点击检索框下方的相关链接进入文献资源导航数

据库（资源地图）主页面进行使用。 

    资源网址：www.ersmap.com 

预约主题参考（可自拟） 
序号 讲座主题 简介 

1 海事航运类数据库介绍 如Drewry、Clarkson、Lloyds List、I-law、BIMCO、中国航贸网、SIMIC自建海事特色库等 

2 
期刊/图书/学位论文资源

检索与利用 
结合读者学科和专业背景，重点讲解文献资源收录内容、检索技巧与全文获取 

3 法律学科数据库使用指导 介绍北大法意、Westlaw、Heinonline、I-law等法学数据库 

4 专利文献检索与分析 重点介绍国内外常用专利数据库，详解专利文献检索步骤以及如何进行专利文献分析 

5 定题调研技巧 结合具体主题介绍文献信息、商业信息、统计数据等的调研及分析 

6 网络信息精确检索技巧 结合实例讲解国内外搜索引擎的高级检索、学术搜索、趋势分析、图片检索 

7 Excel实用技巧 详解Excel图表制作、数据处理、常用函数运用、数据透视表分析数据库等 

8 PPT制作技巧及案例分析 帮助读者提高课堂研讨汇报、论文开题答辩等的PPT演示效果 

9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

介绍 
针对我馆未购买的资源，指导读者如何从外馆获得所需文献 

    为深化学科服务，图书馆

面向全校师生推出“预约讲

座”服务！ 

    服务简介： 

 内容涉及各类数据库使用、

信息素养及科技情报技能培

训等 

 发起人召集10人以上（院

系、班级、社团、小组等）

即可预约 

 讲座形式、内容及地点可根

据师生个性化需要灵活安排 

 需提前一周以上预约 

 联系人：高老师 38284961 

 办公地点：图书馆B416 

 预约讲座 

  等您来约 

    为满足海大师生创新、创业、交

流、研讨需求，图书馆从2015年5月

25日起，陆续推出“研讨室”17间，

“多功能厅”1间，自习室3间。 

    2018年，以上空间共计接待读者

1664批次，19910人次，其中教师使

用155场，研究生使用326场，本科生

使用1183场。活动内容涵盖科创讨

论、学习研讨、竞赛准备、课题研

究、模拟法庭、模拟面试、论文写作

研讨、论文预答辩、讲座培训、导师

见面会、社团活动、工作会议等。 

“吾勉学屋” 

（S&G Space） 

    花园、多功能厅（B107）和3个

自习室（B106、B112、B113）共同构

成“吾勉学屋”，旨在鼓励同学勤勉

好学，自我勉励。 

    整个区域开放时间是早上7点到

晚上11点，比其他区域早开放一个小

时，晚关闭一个小时。 

“慧创空间” 

（M Space） 

    图书馆 B二楼“慧创空间”区

域，意在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激

励师生用智慧和创意去点亮灵感之

光。该区域由一间可供师生申请使用

的“众创空间”和2间研讨室以及可

自主学习交流的多组桌椅组成。  

空间服务 

花园 

自习室 多功能厅 

http://www.library.shmtu.edu.cn/resource/chines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