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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工业大学图书馆《馆读之友》电子刊物伴随着数字化、网络化、

信息化服务而诞生。从刊物名称中不难解读我们的办刊宗旨：通过《馆读

之友》网络服务平台，加大图书馆的宣传力度，推介资源整合与文献获取，

展示馆容馆貌与馆员风采，扩大读者服务的方式和途径；同时，搭建图书

馆与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汇集读者教、学、研中的智慧和成果，以发挥

图书馆在文化传播与教育教学中的保障作用，打造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

中的核心地位与引领作用。 

《馆读之友》是一颗稚嫩的幼苗，需要全馆乃至全校读者的精心呵护

与培育。为此，我们真诚希望广大师生读者把阅读过程中的心灵感悟及时

传递给我们，把发生在我们身边与图书馆相关的点点滴滴传送给我们，不

断充实《馆读之友》内涵，让这颗幼苗早日长成参天大树。 

 

办刊寄语 

《馆读之友》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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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校领导一行到图书馆走访调研 

为进一步做好图书馆服务工作，确保广大师生更好利用图书馆，9 月 14 日上午，校长

芮小苗来到图书馆进行走访调研，副校长仸文东、党政办公室、国有资产管理处、后勤管理

处以及图书馆负责人一行陪同。 

                                     2017 年第 2 期（总第 13 期）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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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一行到图书馆走访调研 

为进一步做好图书馆服务工作，确保广大师生更好利用图书馆，9 月 14 日上午，校长

芮小苗来到图书馆进行走访调研，副校长仸文东、党政办公室、国有资产管理处、后勤管理

处以及图书馆负责人一行陪同。 

    芮小苗校长首先询问了图书馆现有资源情况以及师生利用情况，对图书馆现有的困难

进行了解，随后对图书馆的工作进行视察指导。芮小苗校长逐层走访图书馆各个阅览室，不

图书馆工作人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日常工作以及学生利用图书馆情况，尤其是对图书馆冬

冷夏热、光线问题、大流通开展进度、自习阅览座位问题进行了详细询问。他指出：图书馆

应该转变观念，服务意识要提高，把学生放在第一位，一切工作以满足学生学习要求、提高

学生满意度为出収点。各部门应该把图书馆作为一个工程抓好，要现场调研拿出方案，对图

书馆进行施工改造，改变冬冷夏热、光线照明丌足的现状，加紧对门禁、全局监控等问题的

保障处理。图书馆也应该积极采叏措施，最大限度地调整馆藏布局增加座位数量，把阳光留

给学生，虽然书很宝贵但是人更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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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负责人对图书馆总体情况进行了介绉，详细说明图书馆为迎评估进行的馆藏布局

调整工作以及图书馆馆员所进行的劤力，同时表示会进一步转变思想，提高服务，为学校的

教学科研提供有力保证。 

文/图  王学军 

校长芮小苗走访图书馆指导工作 

9 月 28 日上午，校长芮小苗到图书馆调研幵现场指导工作。图书馆、后勤管理处负责

人陪同介绉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校长芮小苗走访图书馆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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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小苗校长听叏了图书馆近期工作开展的情况，充分肯定了图书馆对落实工作所做的

劤力。他指出图书馆是学校重要的科研学习场所，要成为全校最有品味、环境最好的地方，

让学生都愿意到图书馆学习。图书馆人要转变服务理念，多走出、多交流、多学习兄弟院校

的先进绊验不管理办法，打造我校图书馆舒适休闲的看书阅览环境。随后沈阳航天航空大学

原图书馆馆长陈永庆在人员编制、自劣借还、纸质图书、电子阅览室等管理方面不图书馆相

关人员进行了交流。 

 

会谈现场 

  图书馆领导班子不后勤管理处负责人就领导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工作汇报，明确了图书

馆门禁、大流通、阅览座位和提高温度、照明改造工作的细节问题，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加强

管理，提高服务意识，为学生提供优美、舒适的学习环境而丌懈劤力。 

文/图  王学军 

任文东副校长一行对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党建工作进行调研指导督查 

    12 月 7 日下午，学校副校长仸文东及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

对落实全面仍严治党主体责仸、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进行调研指导督查。教辅单位联

合党总支委员会委员、党支部书记和各单位行政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教辅单位党

总支委员秦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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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秦伟分别仍总支、支部以及五个教辅单位层面介绉了卉年来党建工作情况，重点围

绕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开展的党建重点工作、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落实党建工作主

体责仸和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仸人责仸情况、抓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原因分析以及改

进措施等 8 个方面进行汇报。 

党政办公室、组织部、宣传统战部、纨委监察处部门同志分别仍二级党组织制度建设、

教辅单位党建工作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 

仸文东副校长充分肯定了教辅单位的工作尤其是在実核评估中的优秀表现，指出抓党建

工作是开展好所有工作的前提，可以有力地促进工作落实。他建议各教辅单位进一步紧抓党

建工作，要具有紧迫性、实干性、针对性；进一步提升党员的党性素质，加强理论学习，丌

断地不实际工作相结合，完善党建制度，结合部门需要，开展创新工作；抓党建要持之以恒、

长期丌懈。领导干部带头认真落实上级以及学校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一岗双责”，“抓

党建、促教辅”把具体工作干好。 

此次党建督查调研活劢对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今后党建工作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将进

一步提升教辅单位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不水平，为我校科研和教学提供保障。 

文/图  王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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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第一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0 月 17 日，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第一党支部在图书馆 101 室开展 10 月份主题党日活

动，支部全体党员出席会议，会议由支部书记韩冰主持。 

会上，支部党员首先学习了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同志的先进事

迹材料。三名同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

产党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

的优秀品格，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

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

初心和誓言。随后，党员们学习了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应知应会及自评

报告，对审核评估的概念、指导思想、

重点及我校的办学理念、目标、定位、

师资、教学资源等校情知识点有了更为

深入的了解。 

通过此次党日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支部党员的党性修养和迎评意识，党员们纷纷表示，

要以先进人物为榜样，以迎接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为契机，将思想统一到迎评工作上

来，将行动落实到迎评工作上去，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为我校教学科研和人

才培养服务。 

11 月 14 日上午，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第一党支部在图书馆 101 室召开支部党员大会，

开展 11 月份主题党日活动，会议由支部书

记韩冰主持。 

会上，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马达走进基

层党支部，参加第一支部组织生活并为支部

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马院长以“认真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向黄群等

三名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学习”为题，详细

介绍了黄群等三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

迹，对榜样人物的精神实质进行深入解读，

党员们被这些优秀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感动。随后，在支委的带

领下，党员同志们回顾了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总书记在辽宁考察

及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共同学习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继才的事迹材料、习

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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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学校下发的《大连工业大学关

于在全校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的实施方案》进行部署并开展相关学习。 

最后，支部党员围绕近期学习内容，结合个人思想工作生活实际展开讨论，交流学习心

得。支部党员纷纷表示，要以榜样人物为旗帜，立足本职工作，围绕学校内涵式发展及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提高业务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学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 

文  韩冰 

图  丛全滋 

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第二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2018 年 10 月 17 日，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第二党支部在图书馆 101 室开展了以“迎

评估，学榜样，做贡献”的主题党日活动。 

为了配合学校的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本次党日活动支部全体党员重点学习了《本

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自评报告》、《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应知应会》的主要内容，并认真

学习了习总书记考察东北三省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 随后，全体党员集中学习了中船重

工第七六〇黄群、宋月才、姜开斌三位同志的英勇事迹，并观看了相关视频。黄群、宋月才、

姜开斌三位同志面对台风和巨浪，挺身而出、英勇无惧，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壮烈牺牲，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恪

尽职守、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他们用宝贵生

命践行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

初心和誓言。 

党员们纷纷表示：要以更加热情饱满的姿

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审核评估，以黄群、宋月才、

姜开斌三位同志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发挥共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中做到真抓实干，敢负

责、敢担当、敢作为，在学校评估工作和未来发展中当先锋、担重任、作表率，多做贡献，

用实际行动创造佳绩。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下午，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第二党支部在图书馆 101 室开展专题

党日活动，活动由支部书记刘琨主持。 

会上，首先由支部组织委员耿晓宁领学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辽宁考察和东

北振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并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继才同志的先进事迹进行了认真学习。

随后，支部以党员大会的形式开展了专题研讨。全体党员分别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人才工作、知识分子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爱国奋斗•新时代知识分子使命”、“聚

焦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以及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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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精神”，并结合“榜样 3”专题节目、参观大连市城市规划展示中心和“两弹一星”展览

及个人思想工作实际展开了热烈的研讨。每位党员结合个人实际畅谈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的感想，特别是对新理念、新思想、新

观点的认识以及对爱国奋斗精神的思考，研

讨过程互动频繁，交流深入，氛围热烈。 

党员们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知识分

子，要以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立

足本职，艰苦奋斗，开拓创新，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积极弘

扬爱国奋斗精神，为东北振兴和学校教学科

研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图  教辅总支第二党支部 

业务促党建，党建谋新篇---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红色阵地”

建设之大连市新华书店图书专项采购 

为切实加强广大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和青年团员的学习教育，提高全体党员干部

政治理论素养，进一步强化图书馆“红色阵地”建设，2018 年 11 月 2 日上午，教辅单位

联合党总支第二党支部由总支书记冯振威同志带领部分党员，到大连市新华书店采购党建、

思政等方面的相关书籍。 

全体采购人员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精

心挑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十九大”、“改革开放

四十年”等方面的图书，共选购图书 150 余

种、400 余册。本次采购的图书将进一步充

实图书馆“红色阵地”资源，为我校党员干

部在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提升党性修养、创新完善党建工作等方

面提供坚实的文献保障。 

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在图书馆行政的大

力支持下，第二党支部自 2017 年底在图书馆

建立“红色阵地”以来，积极为学校各级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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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广大党员及学生提供“读红书、爱红书”的阅读场所，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对我

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及党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文  冯振威  刘琨  易小璐 

图  李萍 

教辅联合党总支第二党支部开展专题学习和解放思想        

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上午，教辅单位联合党总支第二党支部在图书馆 101 室召开全体

党员大会，会议由支部书记刘琨主持。 

会上，首先由组织委员耿晓宁同志带领大家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随后由支部书记刘琨向大家传达了学校巡视整改问题及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反馈问题的

相关文件，全体支部党员按照学校“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第一阶段工作要求，

结合巡视整改问题、审核评估反馈问题、大讨论的参考题目及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开展了

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每位党员都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大家紧密结合学校

和图书馆的各项中心工作，找准工作切入点和

突破口，查找共性问题，针对图书馆人才断层、

面积不足、岗位意识有待加强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地研讨，提出了 5 条合理性意见和建议。 

通过本次学习和研讨，党员们纷纷表示：

要时刻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行为

准则，严守纪律红线和政治规矩，并以此次大

讨论为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升业务能力

和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水平，把边学习讨论、边

查摆问题、边改进工作贯穿始终，推动图书馆

各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文/图  教辅总支第二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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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2018 年新生入馆教育培训工作圆满结束 

  为使 2018 级新生尽快了解我校图书馆资源不服务，及时掌握馆藏资源利用方法，图书

馆分 11 场对我校 11 个学院、共计约 3300 多名大一新生进行了入馆教育培训。培训内容

主要包括书刊借阅规则、馆藏布局、馆藏纸质电子资源介绉及其利用、秱劢阅读服务等等。 

 

 

培训现场 

业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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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一直以来对新生入馆教育培训工作高度重视，由信息服务部积极筹划和组织此

项工作。培训前期，信息服务部特别制作《图书馆新手上路》短视频，用生劢的影音向新同

学初步推介了图书馆，幵结合近一年来图书馆在资源和服务等方面的变化，充实和更新了新

生入馆教育培训课件的相关内容，确保培训内容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此次培训在学生处和各二级学院的鼎力支持不协劣下叏得了囿满成功，同学们反响良

好。入馆教育培训工作意义重大，能够有效引导新生科学利用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提高

知识检索和获叏能力，劣其顺利开吭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大学生活。 

                                                 文  王洪波   

图  丛全滋 

图书馆新增自习座位 488 个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对图书馆学习空间的需求，我馆在馆藏资源空间丌足的情况下，

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新增 488 个自习座位。 

2018 年 1 月 2 日，将 309 室和 310 室改为自习室幵吭用，两室新增自习座位 232 个；

10 月 18 日，将 311 室和 402 室调整为自习室幵吭用，两室新增自习座位 256 个。新增自

习场所后，改善了图书馆自习座位紧张的局面，缓解了考研学生复习备考期间“一座难求”

的现象。 

图书馆今后仌会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继续加强馆藏空间的优化，为学

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文  耿晓宁 

期刊部顺利完成阅览室合并调整工作 

2018 年 10 月，绊馆领导统筹规划，我馆将原中文期刊阅览室现刊馆藏迁入原外文期

刊阅览室，仍而将两个阅览室合幵为一，更名为中外文书刊借阅室，配备工作人员一名。 

由于新阅览室收藏包含外文图书、外文过刊、中外文现刊、中外文检索工具书等多种文

献类型，搬迁前期刊部部主仸和该室工作人员进行了细致规划，重新摆放刊架、阅览桌椅、

工作台等硬件，使各类型文献相对独立地各占一隅，方便读者分清区域，快速准确地查阅所

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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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工作繁杂琐碎，本部门两人以足够的耐心和丌懈的劤力，将 119 种、近 1300 册

的中文现刊，按顺序逐册下架幵搬运至新阅览室，再按现刊排架号将最新刊期排列在现刊架

上，顺利完成搬迁工作，将崭新的阅览室呈现给广大读者。 

新阅览室功能齐全，是集阅览、借还、检索课实习基地为一体的综合性借阅室，欢迎读

者充分利用该室资源。 

 

文/图  崔杰 

我馆两项成果获批“中科杯”省高校图工委2018年度基金项目 

根据《2018 年辽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基金项目申报通知》（辽高图通字

[2018]003 号）要求。绊各高校图书馆组织申报、限额推荐、网络匿名评実，与家对申报的

本科高校组 47 个、高职高与组 6 个项目进行了评実，共评出立项项目 25 项，其中本科高

校组 22 项（包括青年项目 5 项），高职高与组 3 项（包括青年项目 1 项）。我馆韩冰老师

申报的课题《以读者需求为主导的我国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研究》和丛全滋老师申报的课题

《辽宁省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研究》成功获批。 

文  丛全滋 

我馆在全国首届“图书馆杯主题海报创意设计大赛”喜获佳绩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办的全国首届“图书馆杯主题海报创意设计大赛”，

绊过初评、总评环节，历时 4 个月，于 10 月底囿满结束。本次大赛旨在推劢书香中国的建

设以及劣力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让更多读者参不阅读推广和体会阅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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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吸引了全国 3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 1168 个图书馆 17796 名读者报名参

不， 13925 件作品通过実核。我校图书馆联合艺术设计学院，在艺院团委研究生会积极组

织下，绊校内选拔，共计 47 幅作品参不全国评选。最终，我校设计学（室内）与业李舒同

学的设计作品《乘风破浪》仍一万三千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进入总评，幵获得优秀奖；我校

图书馆获得大赛优秀组织奖，陈頔等三名同志获得优秀组织奖个人奖项。 

 
优秀奖证书           获奖作品         优秀组织奖证书        优秀组织奖奖杯 

文  韩冰  

                                                           图  丛全滋 

王承遇教授向图书馆捐赠图书 

10 月 12 日上午，我校退休老师、85 岁高龄的王承遇教授亲自来到图书馆，捐赠《大

连现代科技专家》一书。王教授德高望重，一直关心学校发展和图书馆建设，其著作在我

校图书馆均有收藏。 

图书馆馆长秦伟代表图书馆接受了赠书，并对王教授表达了诚挚谢意。教辅单位联合

党总支书记冯振威、图书馆副馆长魏治国出席了捐书仪式。之后，老教授在图书馆领导的

陪同下参观了图书馆，对近年来图书馆的发展和变化给予了充分肯定，相信图书馆未来会

继续通过不断加强资源建设，创新服务方式，为满足我校学生学习和教师专业成长的需求

发挥更大作用。 

    图书馆馆长秦伟代表图书馆接受赠书              王承遇教授参观图书馆 

                                                               文  王洪波 

                                                               图  田广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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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成功举办 ACS（美国化学会）数据库培训讲座 

  为使我校师生全面了解和充分利用电子资源，11 月 14 日，图书馆邀请 ACS（美国化

学会）数据库培训师在我校轻化学院和图书馆第二会议室连续丼办两场 ACS 数据库培训讲 

座。 

ACS 作为世界最大的科技学会之一，以出版高品质的化学及相关领域学术期刊著称，

能为我校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提供诸多较高价值的学术信息资源。培训师首先对 ACS 出版

的期刊及其平台功能进行了系统介绉，幵就 ACS 平台检索、ACS 期刊投稿不 SCI 科技论文

写作等使用方面给予了与业指导。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师生就数据库利用及国际期刊投

稿中的问题不培训师进行了进一步交流。 

文  王洪波  

图  丛全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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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多人参加“国家知识产权培训（辽宁）基地”学习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辽宁）基地”分别于 2018 年 10 月、11 月组织了“全国高校专

利导航人才培训班”和“全国高校专利管理与运营高级培训班”，我馆赵莉、田广琴和丛全

滋三位老师参加了培训班学习并荣获结业证书。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辽宁）基地”培训对象主要面向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和图书馆人

员，每个培训班不超过 60 人，采取集中培训与

现场交流、研讨相结合。“全国高校专利导航

人才培训班”聚焦专利导航分析基础理论与方

法、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与能力建设以及中

美贸易战对我国知识产权的影响；“全国高校

专利管理与运营高级培训班”针对国家知识产

权局 2017 年实施的《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解读、贯标实践，高校知识产权运用政策、

模式与实操以及部分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经验

进行分享与研讨，对高校专利运营现状、运营

模式与政策、运营流程与案例、风险与专利布

局、运营平台建设与探索等方面进行深度剖析，

为我校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奠定基础。 

                                                                         

文/图  丛全滋 

                    

        

行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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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沈约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

历仕宋、齐、梁三代。 

沈约，先世为东吴大世族，高祖沈警做东晋谢安的将军，通晓《左传》，祖父和父亲在

刘宋王朝皆有军功，祖父沈林子为征虏将军，父亲沈璞任宣武将军，能文有著述。 

沈约生于战乱时代，家族多人被诛。王朝更替和家族地位变幻养成他“昧于荣利，乘时

籍势”的习性；家道破落的逆境又造就了他笃志好学自强不息的品格。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父亲沈璞因迎立孝武行动迟疑为孝武刘骏所杀。沈约 13 岁便成

了孤儿，到处潜窜，后遇大赦，方免流亡。在忧患和痛苦中，刻苦自励，发奋功读，昼夜不

倦，博览群书，母亲经常强行灭掉他的灯烛。沈约“年二十便有撰述之意”，精通文史，“常

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为憾事，准备自撰一部晋史。宋时做过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在齐

做过著书郎、中书郎、尚书左丞、骠骑司马将军。萧长懋立为皇太子，迁太子家令，在太子

东宫众多文士中，沈约“特被亲遇”。《梁书》本传说：“时东宫多士，约特被亲遇，每旦入

见，景斜方出”。当时王侯到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太子对他说：“吾平生懒起，是卿

所悉，得卿谈论，然后忘寝，卿欲我兴，可恒早入。”可见太子对他的重视，这也是他人仕

途最得意的时期，掌管东宫书记，校勘秘府永寿宫所藏四部图书，之后又迁司徒右长史、黄

门侍郎，身兼数职，著述不倦，致力于晋史研究二十年。沈约和萧琛、萧衍、陆倕、谢眺、

任昉、范云、王融八人，号称“竟陵八友”。仕梁任向书右仆射、太子詹事、中书令、甚得

梁武帝萧衍信任。萧子显说他“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谢玄晖善为诗，

任彦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沈约奉命撰写《宋书》。他“夕惕载怀，忘其寝食”，“以闾阎小

才，述一代盛典”，兢兢业业为之，表示要以古之良史“南董”和近世大史家“迁固”为自

己效法榜样，他认为刘宋一代，有其“足以勒铭钟鼎，昭被方策”的历史建绩，又有其宗室

骨肉相残，“可以式规可叶，作鉴于后”的历史教训。他在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时说：“若

不观风唐世，无以见帝妫之美；自非睹乱徐秦馀，何用知汉祖之业！” 

《宋书》一百卷，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是部纪传体史书，记载刘宋六十

年的历史，作为正史，列入二十四史。《宋书》仅一年两个月撰成，何以如此之速呢？原来

《宋书》业经何承天、山谦之等编成了大部分，提供了基础，加之沈约才智过人，辛勤劳作，

这也是成书之速的重要因素。他后来言及身体因编《宋书》而每况愈下，“百日数旬，革带

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月”，这正是当日艰辛茹苦，从事撰书的生动写照。 

宋书八志详尽，史书叙述政治制度，始于司马迁《史记》八书，班固《汉书》十志，司

名人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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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彪《续汉书》八志加以改进。后来许多史书，不予重视，以致只有纪传而无表志。《宋书》

八志，材料丰富，几乎占全书一半，而内容不仅限刘宋一代，是从古到宋末，体系完备，特

别是《律历》、《天文》二志，尤为精确详明。 

《宋书》仅叙五十九年史实，而篇幅竟达一百卷之多，除八志详细外，在纪传里记录了

很多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如《武帝纪》内的《禁淫祠诏》；《何承天传》的《谏北伐表》；《谢

灵运传》的《劝伐河北疏》等，这些文字都是当时历史真实的重要文献。刘知几说：“宋氏

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丰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的价值，就在于它记载了刘宋一代的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沈约又不愧为一个历史

文献学家。 

沈约不仅有史识、史才，而且兼具文才，《宋书》文字流丽优美，“叙致化妍，韵情朗畅。”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清代严可均辑《全宋文》，许多选文皆出自《宋书》。 

沈约潜心研究历史，同时为竟陵王萧子良所赏识。永明之际，萧子良以皇子之尊，礼才

好士，倡导文学，开西邸，一代名流云集门下，沈约以诗名最为卓著，与大手笔任昉并驾齐

驱，有“沈诗任笔”之誉，被推为“一代词宗”，创制了一种新诗体，号称“永明体”，为唐

代格律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沈约今存诗一百八十余首，除少量的七言和四言诗外，都是五

言。沈德潜说，“家令诗，较之鲍、谢，性情声色，俱逊一格矣，然在萧梁之代，亦推大家。

以边幅尚阔，词气尚厚，能存古诗一脉也。尔时江屯骑、何小曹，各自成家，可以鼎足”。

作为一个颇负盛名的老作家和当时文坛领袖，沈约奖掖人才的事迹，尤其令人崇敬。如《任

昉传》说：“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王筠传》说：“尚书令沈

约，当世辞宗，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刘勰的《文心雕龙》完成后，想得到

沈约的评定。“约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当初出茅庐的陆锤、张

率带作品登门求教时，沈约对当时在座的名流任昉推荐说：“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

特别是当他看到谢眺的诗超过自己而成为“永明体”的主要代表时，他逢人就高兴地说，“此

二百年无此诗也”。唐代诗人李商隐对沈约热爱人才，奖掖后学的美德，咏诗赞曰：“雾夕咏

芜蓉，何郎得意初。此时谁最赏，沈范两尚书。” 

齐和帝中兴二年(502)，萧衍灭齐建梁，称梁开帝。沈约与萧衍为竟陵西邸旧友，积极参

与嬗代机密。萧衍称他在关键时刻“才智纵横”，并当面表彰他和范云说：“吾起兵于今三年

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于是拜沈约为尚书仆射，又封沈母为

建昌国太夫人，一时尊荣无比。 

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沈约世故练达，随波逐流，“政之得失，唯唯而已。”然而沈

约为官清廉，“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逢隆重，而居处俭素。”酷爱书籍，优厚俸禄多用之于

购书，萧子显称他：“好攻籍，聚书二万卷，京师莫比”。在南朝时，他与任昉、王僧儒合称

藏书三大家。任昉卒后，梁武帝曾派他与贺纵到任昉家校勘书目，就官府藏书所无者，由任

昉家取之，沈约又是个大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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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时，根据沈约的才智和对萧衍的忠心，完全有条件官台司(三公)，但因沈约和萧

衍，一个是自负才高的功臣，一个是嫉才忌能的帝王，最后沈约终因触怒了萧衍，受谴责忧

愤而死。有司谥号“文”，梁武帝说他“怀情不尽”，不够忠诚，改谥号为“隐”。 

沈约一生著述宏富，近有四百卷著作，史著占大半。计有：文集一百卷，多已散佚，现

存都保留在《全梁文》和《全梁诗》中。明人有辑本《沈隐侯集》二卷，还撰有《宋文章志》

三十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俗说》二卷，还有《四声谱》。历史著作除《宋书》

一百卷外，还有《晋书》一百十卷，《齐纪》二十卷，《梁武纪》等。 

从全滋 摘自《名人与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