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月１９日袁贵州省总工会召开女职工委员会六届五次全委
渊扩大冤会议袁总结２０１７年工作袁表彰先进遥根据叶贵州省总工
会关于表彰贵州省五一巾帼标兵岗 渊标兵冤 的决定曳渊黔工总字
也２０１８页２６号冤袁 本馆成为全省受表彰的５５个先进集体
之一袁荣获＂贵州省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遥
多年来袁本馆一直秉承＂科学办馆尧读者为本＂的办馆理念袁

始终围绕＂读者满意＂尧＂同行认同＂和＂社会美誉＂的目标袁
全体员工同心协力尧攻坚克难袁图书馆条件保障进一步增强袁专业

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袁服务效能进一步提高袁工作成效显著袁读者的
满意度尧业界的认同度和社会的美誉度进一步提高遥 全馆员工中
女性馆员占了６６％袁是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袁她们身
上所焕发出的自信尧拼搏尧坚忍的品格袁有力地诠释了＂巾帼不让
须眉＂的伟大魅力遥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 主办

圆园员愿年 猿月 员缘日
星期四

第 猿缘期
总第 缘猿期

图书馆主页院ｈｔｔｐ院／／ｌｉｂ．ｇｍｕ．ｅｄｕ．ｃｎ

主编曰卢云辉 责任编辑曰罗璇 执行编辑曰任静 版面设计曰任静 电子信箱院２３２５５９４７４７＠ＱＱ．ｃｏｍ 内部交流袁免费赠阅

２０１８年３月７日袁为加强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袁
探讨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合作模式袁贵州省文史馆尧省历史文献研
究会尧贵阳文通书局尧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了贵州地方
文献资源建设座谈会遥 会议由图书馆龚剑副馆长主持袁贵州省文
史馆尧贵阳文通书局尧贵州民族大学等单位的近２０位专家参加
会议袁校科研处处长任达森教授出席会议遥 ２０１６级图书馆学
本科专业的全体同学及部分研究生到会旁听遥
卢云辉馆长致辞并介绍了我校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尧图书馆在

贵州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果遥
贵州省文史馆研究员尧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王尧礼先生从贵州文献的历史及自己从事文献整理工作的

经历中介绍贵州文史馆的发展史及文史馆在贵州地方文献资源

建设上取得的成果遥
图书馆特色资源部主任助理尧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祝童就

近年来图书馆在文献收集与点校尧古籍整理与修复及古籍整理研
究所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介绍遥
随后袁与会专家就地方文献资源建设进行了热烈讨论遥 贵州

土司文化专家罗克彬尧贵州省图书馆前古籍部主任陈琳尧贵阳文
通书局董事长尧知名私人藏书家舒奇峰尧我校历史系主任叶成勇
教授尧图书馆谭宝刚教授尧傩文化研究院周永健教授尧文学院王力
教授等与会专家就目前贵州地方文献建设的首要任务尧建设方
向尧合作模式尧成果推进尧资源开放共享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了
激励的探讨袁为具有＂贵州符号＂的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指出方
向袁并提出把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打造成贵州地
方文献资源的＂中央厨房＂的愿景遥
最后袁校科研处处长任达森教授做总结发言袁他首先向各位专

家对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事业的支持表示感谢袁并
对本次会议的举办给予了高度评价袁他表示袁近年来图书馆对学
校专业建设尧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支撑作用不断突显袁
希望图书馆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得更丰富尧更具特色尧更方便读
者使用袁更好地支持我校的科学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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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介绍

  宪法的生

命在于实施袁宪
法的权威也在

于实施遥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袁 是对我国宪
法的又一次重大完善遥 更好发挥宪法在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尧 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作用袁 需要学习宪
法尧尊崇宪法尧遵守宪法尧维护宪法尧运用宪
法袁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野保证宪法实施袁就
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遥 冶修改宪法袁
正是为了更好实施宪法袁 更好发挥宪法的
国家根本法作用遥此次宪法修改袁反映了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

势新实践袁 对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
宝贵经验进行了及时确认袁 集中体现了党
和人民意志遥 学习宪法尧尊崇宪法袁维护党
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袁 捍卫党和人民共
同意志的尊严袁 才能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
实现遥 我们要把实施宪法摆在新时代全面
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袁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
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袁 为保证宪法实施提

供强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袁 以宪法修改
为契机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

水平遥   

野天下之事袁不难于立法袁而难于法之
必行遥 冶学习宪法尧尊崇宪法袁首先要抓住党
员领导干部这个野关键少数冶遥 我们党首先
要带好头袁坚持依宪执政遥要把领导人民制
定和实施宪法法律袁 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
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袁 真正做到党领导立
法尧保证执法尧支持司法尧带头守法遥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

权遥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袁都必须予以
追究遥 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习宪法法律
的制度袁推动领导干部加强宪法学习袁增强
宪法意识袁带头遵守宪法尧维护宪法尧运用
宪法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遥要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宪法法律保持敬畏之

心袁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袁不断提高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水平遥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袁
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群众真诚的信仰遥 宪
法只有深入人心袁 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
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

要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袁弘扬宪法精神尧
普及宪法知识袁 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营
造良好氛围遥此次宪法修改袁对于增强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意识尧大局意识尧核心
意识尧看齐意识袁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中央尧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袁自觉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袁至关重要尧影响深
远遥全社会要广泛开展学习宪法尧尊崇宪法
的宣传教育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袁增强
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意识袁 使遵守宪法成
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袁 为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提供强大推动力遥   

治国凭圭臬袁安邦靠准绳遥回顾历史袁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和进步袁 都离不开宪法的全面有效实
施袁离不开全社会对宪法精神的尊崇遥学习
宪法尧尊崇宪法袁大力弘扬宪法精神袁才能
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的国家根本法作用袁 让宪法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遥   

 

连日来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袁要坚决落实宪法精神袁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遥 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袁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袁自觉维护宪法权威袁落实宪法精神遥
迈进新时代袁踏上新征程遥 大家表示袁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袁不断进取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更大贡献遥
宪法规定了政府的权力和职责尧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袁在一个国家
的全部法律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最大的效力袁 是制定其他法律的
依据遥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袁是治理国家的总章程袁适用于国家领
土的全境及国家全体公民袁是特定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综合作用
的产物遥 它集中反映了一国之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袁
确认了革命胜利的成果袁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遥 宪法规定
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袁即社会制度尧国家制度的原则和
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遥 ２０１８年
３月１１日袁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１１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袁表决通过了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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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袁已经是三月中旬袁
开学已经两个星期了袁 不知道
同学们有没有从春节热闹的气

氛中回过神来呢钥 是否还在怀
念春节的鞭炮声呢钥 不知道同
学们在过春节的时候袁 有没有
了解各地过节的风俗呢钥
说起过年袁少不了的当然就

是春节联欢晚会了袁 今年的春
节联欢晚会可是非常精彩袁因
为其中之一的分会场正是在我

们的贵州省黔东南贵州省黔东

南州黎平县肇兴侗寨袁 可以说
是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全世界

的舞台上大放异彩了遥那么袁我
们贵州省过年都有些什么习俗

呢钥
贵州这边的人把春节称作

野客家年冶袁家家户户杀猪宰羊袁
烤酒打粑庆丰收希望来年风调

雨顺袁五谷丰登遥 还要唱叶开春
歌曳尧歌词大意为思春尧盼春尧惜
春尧挽春等遥 在贵州省安顺市
天龙屯堡古镇袁 村民正在贴春
联尧制作腊肉尧血豆腐尧欢欢喜
喜过春节遥据悉袁当地至今仍然
保留 ６００ 年前明朝时期的

风俗习惯遥 贵州省龙里县谷脚
镇王官村品尝野刨汤饭冶遥 所谓
野刨汤饭冶也称野杀猪饭冶袁是贵
州省农村的一种风俗 渊不知道
其他省份是否也有这样的风

俗冤院每年冬至后袁天气渐冷袁贵
州农村中就开始杀猪袁 用于腌
制腊肉尧香肠袁制作血豆腐等袁
一些人家也趁此时机 野打糍
粑冶袁为过春节作物质准备遥 由
于杀猪尧打糍粑等都是力气活袁
少不了村民之间的相互帮忙袁
杀猪或打糍粑的人家免不了要

请帮忙村民吃饭袁 一来二往就
形成了吃野刨汤饭冶渊或杀猪饭冤
的风俗遥
说完我们多彩的贵州省的过

年习俗袁 你是不是更加的想回
到过年那天袁吃刨汤袁打糍粑了
呢遥 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又是怎
么过春节的呢钥
在我们的首都北京袁自进入

腊月以后袁 就有文人墨客在市
肆檐下书写春联 袁以图挣些银
子过年遥祭灶之后袁新春联渐次
粘挂袁千家万户焕然一新遥有的
人家用朱笺袁有的用红纸袁只有
内廷及宗室王公等按例用白

纸袁镶以红边蓝边袁不是宗室者
不得擅用遥 腊月将梅束起放在
一个腹大口小的器具中袁 放置
于地下五尺左右的地方袁燃火袁
让地微微有些温暖袁 梅花就会
渐渐放白袁用纸笼之袁到市上去
卖袁小桃尧郁李尧迎春都可如此遥
繁盛之区袁 支搭席棚袁 售卖画
片袁 妇女儿童争相购买袁 以为
乐遥
由于东北天气寒冷袁一些水

果冻过之后袁就另有一番滋味遥
最常见的是冰梨和冻柿子遥 据
了解袁最纯正的是冻秋梨袁在吉
林省有一种梨叫秋梨袁 这种梨
刚摘下来的时候又酸又涩袁于
是人们就把这种梨采摘下来直

接放在树下袁盖上一层树叶袁经
过冰冻之后的秋梨酸甜可口袁
果汁充足遥 冻梨在吃之前要放
在水里解冻袁 年夜饭后吃这种
梨能解酒尧解油腻遥
很多辽宁人在大年三十要点

长寿灯袁彻夜通明遥大年三十直
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袁 家家都要

挂红灯笼袁 大年三十晚上要点
亮灯笼袁而且要点一宿袁不能关
灯袁意味着益寿延年遥
厦门人元旦出门前袁都得当

空拜祷玉皇大帝袁称为野祭神冶遥
清晨祭神用鲜花素果袁 中午祭
神则用牲醴袁及一碗春饭遥春饭
就是在白饭上插上红纸做的春

花遥闽音野春冶与野剩冶谐音袁春饭
是取其野年年有余冶的好口彩遥
漳州初四称为野接尪冶袁除了进
庙烧香外袁 还要预备一个糖果
糕饼盒袁叫做野荐盒冶袁供在厅上
迎神下降遥
过年吃饺子是北方人的习

俗遥大年三十晚上辞旧迎新袁一
定要吃饺子袁 但黑龙江人还要
在饺子中包上几个带有硬币的

渊现在常用花生或其他果仁来
代替冤袁谁吃到了这样的饺子就
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会交好

运袁有吉祥之意遥 此外袁黑龙江
在初五这天一定要吃饺子袁也
称野破五冶袁就是把饺子咬破袁寓
意将不吉利的事都破坏袁 有驱
灾避邪之意遥
各地过年的风俗都不一样袁

都有自己的传统的文化习俗袁
但是都有一样的精神寄托袁那
就是团圆遥 外出远门的的人无
论离家多远都要回家过年袁 春
节是中华民族团圆的节日袁 几
千年来已经融入了每一个炎黄

子孙的血脉中遥

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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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什么钥
是前进袁是倔强袁还是妥协遥
是努力袁是自由袁还是放松遥
是像花一样绽放袁还是如尘埃随风
扬钥
生命短如叶袁时间长如河遥
到底什么是永恒袁
或许有一天袁
山无棱袁天地合遥
但时间的长河依旧会涛涛前行袁
我们都会

乘着小船

走向生命的彼端遥
你的出生并不响天动地袁
但是你的高尚之魂却在向我慢慢

靠近遥
你的肉体即将化作风与尘袁
但你的灵魂将常年轻遥
我们会永远记得叶乡愁曳袁
和你对我们青年的教导

父亲般的督促

老师般的良苦用心遥
你的＂写给未来的你＂

一语点醒正处于沉睡的我遥
我开始审问自己袁
为何我一天总是在不知目的的忙

碌钥
在时光中袁
我是否

因害怕孤独而迎合这个世界袁
而忘记了最初认为是高尚的梦想浴

是否

正身体疲惫而内心空虚遥
是否

仍旧迷路其中而找不到出口

是否

该选择放弃我并不热爱的东西袁
转过身重新拾回自己的初心袁
而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遥
追求自己的生活

读一点可以打动自己的文字遥
今晚

我将永记袁纵使你已离去遥
你的灵魂会停留在我的心里袁
督促着我袁鼓励着我袁
你的＂一剂良药＂袁
是我终身的清醒剂遥
＂人不可没有理想＂袁
我还得有追求遥
余先生袁一路走好浴
简介院
自己时常像一只迷茫的小羔羊不

知去哪袁又该怎样前往钥 该怎样去
生活钥 但读了他的那一篇文章后袁
我觉得人生那么短袁就得追求自己
所追求袁保持初心袁砥砺前行袁勇敢
追求自己的梦袁不能无所作为袁要
有所为袁有所不为遥
作者院申进飞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一班

春风敲打母亲额头

和我敏感的器官袁在三月
风吹一遍袁我向外走一步
春风一向宽容袁二十多年
我知道袁它吹到我身上
会在母亲额上为我报平安

直到出发前的晚上

电视台预报天气

今年的风会比往年大袁我想
母亲额上的沟壑

风会刮得更深袁我的身体
会格外地疼

作者简介院韩牛袁布依族袁１９９７ 年 ６ 月生袁贵州龙里
人袁现就读于贵州民族大学袁文学爱好者遥系黔风文学社社
员遥

把生命低到三叶草的高度

你会变成一只蚂蚁袁 并拥有一大片
三叶草丛林

一切这般静谧

静谧得为一阵风而改变

而迷失

我失望得像植物生长一样起身

被风吹走

窗外

下着一场雨声袁溅到了我的脸上
春天中堆积的乌云袁是夜
下吧下吧浴 把夜下尽
就是复苏的黎明

个人简介院潘准萱袁笔名羊先生袁苗
族袁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生袁 贵州凤
冈人袁 现就读于贵州民族大学文学
院汉语言文学专业遥

世人皆忧愁袁独饮千樽酒
自来物相克袁愁自有解忧
或悲又或怜袁节节自分明
待己愁燃尽袁酒已见清明

渊作者院 汉语言文学二班院杨琴冤

桃花伴月落影袁轻悠悠曰长廊池下鸳鸯袁板上双遥
凝游云袁探远方袁何时恋钥 梦入山城寻芳袁燕啄窗遥

渊作者院法学院 黄鹏冤

雨雪融化了大地

春天从土里钻了出来

软绵绵的春风

在我耳朵里来回穿梭

我想爬到太阳的肩膀上

看百姓耕田细作

听风说细雨袁探车水马龙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想给我的故事

写上一个美好的结局

给那些熬不过寒冬的花草

送上一捧暖阳

世间不过如此

不过人来人往

不过万水千山

不过秋冬春夏

不过朝朝暮暮

有一天

我也会等不到春天

也会在这方热闹的土地

死去

作者简介院姚秀妍袁女袁
１９９６年出生袁贵州民
族大学袁平时喜欢运动袁唱
歌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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