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10月7日讯(记者
周国芳 王小涵)今年是我

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
技工教育诞生150周年。为贯
彻落实国家对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提出的新要求，助推我省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战略工程，促
进技工院校及工匠精神宣传，
10月起，齐鲁晚报将与省人社
厅联手打造“改革开放40年，
巡礼山东新技能”系列报道，
届时将走进省内主要技工院
校，梳理学院走过的风雨历
史，宣传学院的特色专业、杰
出学子等。

“学院1965年建校，1972

年开设烹饪专业。烹饪虽然不
是我们历史最久的专业，却是
底蕴最深厚的专业，培养出了
‘全国烹饪第一人’曲笛。”
作为活动启动的第一站，山东
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党委书记
宋宁做客齐鲁晚报融媒体演播
室，畅谈学院53年发展历程及
总体建设思路，介绍了烹饪专
业开设至今的办学成果。

据了解，“改革开放40
年，巡礼山东新技能”系列宣
传栏目将选择我省部分实力院
校进行走访，重点解读院校在
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的典型故
事，由在校老职工谈学院初期

建设面貌，聊老牌专业和智能
化专业的“今昔对比”。

此外，针对省内的国家级
人才培育基地，学院的王牌专
业、世界级技能竞赛成绩以及
学子研发的创意作品等，本报
记者将实地探访，并于每周一
在齐鲁晚报及齐鲁壹点APP、
“未来大工匠”微信公众号对
院校进行文字和视频展示。

根据省内各院校走访情
况，预计2019年初，将在“未
来大工匠”微信公众号启动
“年度技工教育系列评选”，
对院校风采、王牌专业、杰出
人物、创意作品进行分类展

示。同时，采取“线上投票40%+
综合评定 6 0 % ”方式，评选

“2018年度山东省技工教育十
大品牌院校”“2018年度山东省
技工教育十大重点专业”“2018

年度山东省技工教育十大杰出
人物”“2018年度山东省技工教
育十大创意作品”。有意参加的
技 工 院 校 请 拨 打 0 5 3 1 -
85193098进行报名。

每天在图书馆

待10余个小时

牛仔裤配运动鞋，简单的
马尾，素面朝天，这是山东大
学文学院2018级硕士生丁安琪
的日常装扮。21岁，在女孩子
最爱美的年纪，丁安琪不施粉
黛，甚至很少穿裙子，就像她
自己所说的，在大学女生里，
她应该是最不出彩的那一个。
但是，镜片后那双眼睛却笃定
而温和，谈到一些问题时甚至
会闪现出超越年龄的睿智与深
沉。

“化妆？太浪费时间啦！
穿裙子？在图书馆看书多不方
便呀，高跟鞋更不利于急匆匆
去餐厅打饭啦，而且运动也不
方便。”丁安琪笑着说。丁安
琪觉得，跟读书无关的很多事
情，都是浪费时间。“早上花
三四十分钟的时间化妆，还不
如多读点书，或者多睡点觉也
行啊，这样精力更充沛。”

丁安琪每天往返于宿舍、
图书馆和餐厅，身上的蓝色背
包是必备装置，里面经常装了
厚厚一摞书。丁安琪走入大众
视野，也是跟书有关，山东大
学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她以

榜样的力量出现，因一年读书
数量高达600本，被誉为“图
书馆女孩”。

没课时，丁安琪大部分时
间泡在图书馆。大学四年级时
课程较少，她早上6点半起
床，先去地下餐厅晨读40分
钟，吃完早饭去图书馆读书到
12点，下午2点读书再到5点。
晚餐以后，再学习到七八点。
这样一算，丁安琪每天在图书
馆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这是
丁安琪读书的常态。除此之
外，丁安琪还有雷打不动的运
动习惯，每天至少跑步半个小
时，“如果不运动，我觉得没
办法坚持读书，浑身会疼，第
二天状态也不好。”

刷电视剧刷抖音？这在丁
安琪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太
浪费时间了。”丁安琪有胃疼
的毛病，“只有在胃疼得受不
了、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才
会刷电视剧、看电影。”丁安
琪说。但这种情况，一般只有
两个星期才会出现一次。“如
果一个下午过去，我就坐在那
里看了一会电视剧啥也没干，
啊，明天不可以这样、晚上不
可以这样！”丁安琪非常郑重
地表示，更像是对她自己说。

从小是在书里养大的

“外国文学课的老师特别
喜欢我，老师可能觉得课上提
什么作品我都知道，但其实，
很多作品并不是来这边看的，
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家看的。”
丁安琪说。

丁安琪的妈妈有一个很大
的书架，妈妈喜欢欧美文学，
上面几乎全是外国文学的书。
从初中开始，写完作业后，丁
安琪就会从妈妈的书架上拿起
书开始读，读完再给妈妈放回
去。《安娜·卡列尼娜》、
《三个火枪手》等经典著作都
是丁安琪蹲在家里的地板上看
完的。妈妈书架上有三四十本
外国文学名著，她初中就已经
读完了。

很小的时候，丁安琪的爸
爸就为她办了一张读书卡，
“想看啥书就去借吧”。“仍
然记得小时候读过的《南丁格
尔传记》、《成吉思汗》，至
今崇拜南丁格尔就是因为她的
传记看了好几遍。”丁安琪俏
皮地说。因为从小在书里长
大，所以感觉跟书很亲，“如
果你问我想去跳舞还是去图书
馆看书，那我肯定是毫不犹豫

地选择去看书。”
由于父母工作忙，周末很

少在家，丁安琪周末就背着书
包去姥姥家看书，“姥姥给我
准备一袋吃的，我就一边吃一
边看书，晚上吃完饭再背着书
包回家。”即使在高中学习压
力非常大的时候，她还买《环
球人物》看，“那时候可能没
有太多时间看小说了，但是我
想了解一下国际形势。”丁安
琪说的时候非常淡定。所以，
当其他同学在熬夜看单词的时
候，她在看《环球人物》。

“有的书很薄，才100来
页，30分钟就能翻完的。我觉
得每天读书600页，是一个比
较舒适的数量，不会累，800
页 的 话 第 二 天 可 能 就 比 较
累。”记者大体估算了一下，
600页的普通纸张，大约在5-
6厘米左右。

丁安琪读书也有情绪低落
的时候，好友一番话让她醍醐
灌顶：“学习古代文学的同学
读的书都是竖排繁体字，你读
了几本书就觉得累？你得论排
读，你得问问自己读过几排
书！”丁安琪惊醒，“我还是
别抱怨了，好好读书吧！”丁
安琪也慢慢做到了，读完图书
馆一排一排的书。

定下目标

就要努力奋斗

山大本科中文基地班实行
导师制，丁安琪的导师是现当
代文学方向的老师马兵，现在
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为
了写论文，丁安琪读了大量的
现当代文学方向的书，“读了
这么多书，如果不在这方面深
入研究，感觉自己亏了，所以
研 究 生 继 续 选 择 了 这 个 方
向。”

丁安琪的读书范围涉猎非
常广，因为喜欢跟老师探讨西
方哲学，“经常折腾得西方哲
学史的老师吃不上晚饭。”西
方哲学史课程是下午最后两小
节，下课后就已经是晚饭时
间，老师再给丁安琪讲解三四
十分钟，就已经过了晚饭的点
了。

“因为西方哲学史难懂，
我看不懂，你就得给我讲，我
这个人问问题的时候脸皮比较
厚，所以经常去‘骚扰’老
师。”丁安琪笑着说。“不懂
的地方我就是要弄明白。买那
些书花了很多钱，不好好看的
话，真是白折腾了。”丁安琪
一脸惋惜。

今年，丁安琪以专业成绩
第2名的成绩推免到本校继续
读研。丁安琪觉得，自己的努
力，是始于自己最初的不自
信。慢慢地，也为自己找到了
奋斗的方向。

丁安琪的目标简单却并不
容易，将来想继续读博士，然
后像自己的老师一样站在大学
的讲台上。丁安琪崇拜着为自
己授课的老师，“老师们站在
那里，就会产生让人膜拜的气
质，他们对于知识的把握，我
听一节课就能听傻了，我也想
像老师一般拥有那样的气质，
拥有那样的知识，就算我资质
可能稍微差一些。我觉得我可
以达到那个目标，现在就要努
力去做。”

“身边人常也劝我要烫
烫头发呀，化个妆呀，对自
己的外貌上上心呀。但是我
觉得这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
情，我不舍得把时间放在这
方面。等我想改变的时候，
随时就可以改变。但是大学
校园里想读书就可以读，多
方便呀，读一本赚一本。”
丁安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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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书书馆馆女女孩孩””一一年年读读书书660000本本
山大女生丁安琪，书架上的书“论排”读

在今年的山东大学开
学典礼上，优秀本科生代
表展示环节一段讲述文学
院学生丁安琪大学时光的
视频火了。“一年读600本
书”“图书馆女孩”等形容
让这个女孩走入公众视
野。近日，记者采访到丁安
琪，了解她与书的故事。

文/片 本报记者 郭立伟

丁安琪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小树林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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