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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工作动态】

图书馆召开馆员业务工作座谈会

2012 年 7 月 6 日下午，图书馆以

“图书馆服务及馆员素质的提高”为

主题，召开了全体馆员业务工作座谈

会。

长期以来，图书馆领导十分重视

两方面工作：一是读者服务，二是队

伍建设。馆长回顾了两年来在全体馆

员的共同努力下，图书馆的各项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了馆员在服

务水平、业务素质上都有了很大的提

高，同时希望馆员们能结合业务学习，

提升服务理念，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扎实工作，继续努力，把以

后的工作搞好。

会上，各位馆员纷纷发言，从不

同角度、不同方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和建议。大家对在为读者服务中遇到

的困惑；如何加强资源利用及有效为

师生服务；如何提高文献资源利用率；

如何营造图书馆文化氛围；新生培训

如何改进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

建议。与会馆领导认真听取发言，并

就相关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

图书馆召开馆员业务工作座谈会现场

座谈会结束后，馆长表示，对大

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会后立即进行

讨论研究，提出解决方法，从而进一

步完善和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与质

量。

一年一度的新生入馆教育工作是

图书馆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让学生

充分了解图书馆，并喜爱图书馆，是

图书馆全体馆员的职责所在。图书馆

在今年新生开学初，利用近 40 天的时

间，分别对本科生（4200 余人）和研

究生（560 余人）进行了新生入馆教育

工作，并于 2012 年 10 月下旬顺利完

成。

为了达到更好地培训效果，今年

的新生入馆教育工作有所改进，在保

留小班化（每个老师带领 15 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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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基础上，把培训分两步骤进行： 先由培训老师带领学生到各阅览室参

观，并现场演示和讲解；然后将参观完阅览室的学生集中到图书馆会议室，由专

门老师向学生们介绍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和网络化服务，培训时间共计约为一小

时。

今年的新生入馆教育工作，共有

15 名馆员参与培训任务，每天楼上楼

下七八个来回，尤其在培训初期，天

气炎热，各位馆员都付出了很多辛苦，

但都依然尽职尽责。为了让新生早日

利用图书馆，培训课程安排较密，有

2012 级新生培训现场

几位老师坚持带病参加培训，敬业精神令人感动。与此同时，阅览室老师也积极

参与到培训中来，认真为学生们讲解，给 2012 级新生留下了美好印象，为今年

新生入馆教育工作的顺利完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馆加入我馆加入 CALISCALIS，成为，成为 CALISCALIS 成员馆成员馆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CALIS），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等教育“211 工程”、“九五”、

“十五”总体规划中三个公共服务体系之一。CALIS 的宗旨是,在教育部的领导

下，把国家的投资、现代图书馆理念、先进的技术手段、高校丰富的文献资源和

人力资源整合起来，建设以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教育文献联合保障

体系，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知、共享，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

中国的高等教育服务。

CALIS 管理中心设在北京大学，下设了文理、工程、农学、医学四个全国文

献信息服务中心，华东北、华东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东北七个地区文

献信息服务中心和一个东北地区国防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辽宁省高校文献信息中心”是2011年12月经辽宁省教育厅审批并下发文

件批准建设的，中心设在辽宁大学图书馆，并于 2011 年 12 月经 CALIS 及辽宁省

教育厅批准成为“CALIS 辽宁省文献信息服务中心”，负责组织辽宁省文献信息

建设和服务工作，负责 CALIS 国家“十一五”项目“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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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共享域（即辽宁省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

目前，辽宁省高校文献信息中心正全面开展 CALIS 三期资源管理与服务推广

工作，中心已于今年 7月和 11 月组织了两次“辽宁省高校 CALIS 三期资源管理

与服务业务培训会议”，培训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省中心业务工作进展情况，二

是共享检索平台的使用。

我馆已于今年 7月与“辽宁省高校文献信息中心”签署了三方协议，成为

CALIS 成员馆。目前正在积极完善统一认证和系统参数设置，明年将实现 CALIS

网上资源检索与文献传递服务，相信日后在文献资源获取方面，广大师生一定可

以更轻松及时的获得有价值的文献资源。

CALIS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的网址：

http://www.calis.edu.cn

我馆自动化部于 2012年 11月中

旬，对“汇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进

行了升级，从 4.5版本升级为 5.0版本。

升级内容包括 OPAC检索、采访、编

目、典藏、流通借还、流通管理、流

通阅览等各子模块。升级后汇文文献

信息服务系统已投入使用，运行正常。

书目检索系统-汇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 5.0版本

5.0 版本的“汇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的 OPAC 新功能有：

⑴ 网络分享、云存储：可方便快捷的将所浏览的图书信息以及读书心得分

享到网络上或存储于端服务上。

⑵ 微博互动：将新浪微博上对所浏览图书发表的微博推送给读者。

⑶ 暂存书架：

a.读者无需登录即可将所关注的图书信息放入暂存书架中。

b.可将暂存书架中的图书信息生成二维码，配合手机拍照和解码功能，将所

显示的信息存储在随身携带的手机，使读者查找资料更加方便。

c.可将暂存书架中的图书信息输出成外部文件。

http://www.cali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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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读者登录后可将暂存书架中的图书信息存入我的书架中，以便日后使用。

⑷ 课程参考书服务:全新的课程参考书创建方式，通过读者的参与，实现课

程参考书的共建共享。

⑸ 相关图书推介:通过数据挖掘及分析，将与所关注图书相关或近似的热门

图书推送给读者，内容包括：您可能感兴趣的图书、同名作者的其他著作。

⑹ 完善读者荐购体系:读者所荐购图书典藏后，可优先借阅，使读者更愿意

参与馆藏建设。

⑺ 修改荐购查重功能，同一个读者不能重复荐购同一种书。

⑻ 增加显示复本馆藏地具体地址的功能，当鼠标挪到具体馆藏地上面时显

示馆藏地具体位置。

⑼ 增加预约时同种书的委托判断，如果存在委托记录则不能预约。。

⑽ 增加 MARC 是否能在 OPAC 检索到的判断。

⑾ 增加检索词的记录，记录检索不到馆藏数据的检索词。

⑿ 增加图书还书地的显示，可自定义是否显示。

⒀ 增加新书通报中限制时间的自定义功能。

新版本更加注重与读者的“分享、共建、互动”，并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

优化操作和使用体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读者。

【简讯】

开通“万方数据学术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

为了提高我校学生撰写论文的质量，经图书馆与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协

商，由我馆代理万方数据公司面向读者开展论文相似性检测服务。

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测服务”的适用范围包括：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CSPD）、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DDB）、中国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CCPD）

和中国学术网页数据库（CSWD）。检测后提供客观详实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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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大连市图书馆薛莲来我馆作古籍鉴赏知识讲座

薛莲老师正在为全体馆员作讲解

2012年 11月 23日，图书馆邀请

大连市图书馆古籍部薛莲来我馆为全

体馆员作了一场关于《古籍鉴赏》的

知识讲座。薛老师主要介绍了古籍的

概念、形制、版别等，并通过图片和

实物，让我们对古籍有了更具体、更

全面的认识。

【学术研究】

图书馆举行第三届学术研讨会图书馆举行第三届学术研讨会图书馆举行第三届学术研讨会

2012年 12月 21日下午，图书馆全体人员汇集第二会议室，召开第三届图

书馆学术研讨会，会上各馆员结合本职工作和课题研究交流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马馆长认真听取了每位作者的汇报交流，最后，对本次学术研讨活动的召开给予

了充分肯定，并就交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下一届研讨会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自 2010年本届馆领导班子成立以

来，在抓好图书馆常规工作的基础上，

特别注重学术研究工作，千方百计为

馆员营造学术研究氛围，鼓励馆员结

合岗位业务工作开展深层次学术研究

活动，决定在每年的年底召开一次学

术研讨会，让更多馆员参与学术交流，

互相取长补短，一方面，激发每个馆

员开展学术研究的动力，把工作和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另一方面，通过交流，发现自身的不足，特别是在交流过程中的语言表达能力、

信息组织能力以及课件制作水平等，全面提升馆员的综合素质，为高校图书馆广

泛开展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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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导读】

FSTA 食品科技文摘数据库

为了加强我校博士立项学科建设，提高重点学科文献保障能力，提升文献利

用率，2012 年 12 月 7 日下午，图书馆邀请 OVID 公司北京培训部姜雅琴经理，

在图书馆报告厅为我校食品、生物等院系师生及图书馆员工近百人进行了 FSTA

数据库培训讲座。

FSTA 培训主讲人姜雅琴经理正在为师生进行培训

FSTA 食品科技文摘数据库是我馆

于 2012 年 12 月正式引进的国际公认

的食品科学和技术文献的首要数据

库。它专为满足迅速而有效地访问食

品和营养学领域内的世界专著的需求

而设计，其内容广泛，涉及食品科学、

食品技术和所有与人类营养相关的食

品商品等各个方面。该数据库的引进

将对我校食品学科的发展提供强劲的

资源的支撑。

在培训活动现场，姜经理以在线访问的方式和生动具体的实例，系统讲解了

FSTA 数据库基本检索、高级检索及字段检索等常用的检索方法；并对师生们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读秀学术搜索”是超星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研发

的新技术产品，后台是一个海量全文数据及元数据组成的超大型数据库。它能够

为读者提供 260万种图书、6亿页中文图书全文资料，4500万篇期刊、1000万

条报纸、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利、标准、人物库、词条库、视频等一系列海

量学术资源的检索及使用。同时，通过读秀学术搜索，还能一站式检索馆藏纸质

图书、电子图书、期刊等各种异构资源，几乎囊括了图书馆内的所有信息资源。

不论是学习、研究、写论文、做课题，读秀都能够为读者提供最全面、准确的学

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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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秀学术搜索与图书馆系统挂接，将图书馆现有的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以及

各种图书异构资源整合于同一平台上，实现图书需求在读秀平台上一站式解决。

“读秀学术搜索”的文献传递功能，是获取校外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途径。读秀

的文献传递不同于图书馆所说的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是通过“计算机”自动

进行，可以立即获取所需要的资料。按照用户的咨询请求，使用 E-mail的方式

在最短时间内向用户提供没有本地馆藏的图书部分内容和期刊等全文资料。

读秀文献传递的步骤是：⑴选择

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见图 1；⑵根

据个人需求查找相关文献；⑶点击“图

书馆文献传递”，见图 2；⑷填写传递

申请表单，包括页码范围、E-mail、验

证码，并点击“确认提交”即可，见图 3；

⑸打开申请表单中填写的邮箱，查收

所传递的文献。

图 1 读秀学术搜索主页

图 2 点击“图书馆文献传递” 图 3 填写文献传递申请表单

需要注意的是：⑴申请传递文献时，系统提供同一本图书单次、同一邮箱、

同一天不超过 50页，单篇文章不超过 6页；同一本文献、同一个邮箱一周内累

计传递量不超过整本的 20%；⑵所有文献传递有效期为 20个天，且 20天内只允

许打开 20次。

读秀学术搜索链接网址：http://www.duxiu.com/

【馆员风采】

填写传递申请表单，并确认提交

点击“图书馆文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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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教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校工会、校毽球协会于 2012年 5月初举办了

第二届教职工女子四人制毽球比赛。历时 1个多月的毽球比赛在全体教职工的大
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圆满落下了帷幕，来自我校各院、部、处的 18支代表队 180

余人参加了比赛。

毽球是我国民间特有的一项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体育运动，能够提高运动能

力，发展判断、注意、反应等心理素质，培养机智灵活、勇敢顽强、团结协作的

精神。

比赛中，我馆参赛的选手严格遵循比赛规则，配合默契，表现出很好的竞技

水平和精神风貌。经过激烈比赛，图书馆再次获得了第一名。通过比赛，既展示

了我馆女馆员的毽球水平和风采，又达到了健身的目的。

在 2012 年度学校春季运动大会上，图书馆工会精心组织，全体馆员积极参

与、顽强拼搏，再创佳绩，取得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

为了更好地展示图书馆员的精神

风貌和拼搏精神，图书馆工会在吸取

上一届运动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动

员全体馆员积极参与到每个运动项目

中来，力争人人有项，项项有人，保

留上届运动会七项第一、五项第二等

拳头项目，认真对待弱势项目，特别

我馆荣获

是图书馆男子项目较弱，男运动员太少，青年女子项目人员不足等问题，采取了

跨组报项的方式，保证有更多的馆员参与其中，通过两天的激烈比赛，在全校师

生面前充分展示了图书馆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文艺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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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生于 1945年 3月 14日，山东新
泰人。现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

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顾

问、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 出版有《中

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现代〈文选〉学史》、

《〈文选〉成书研究》等学术专著，在《文

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

文多篇。

全民阅读造就文化精品

我们享受着先人留下的遗产，也在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后人在我们的基础上也会推动实

现新的文化发展和跨越，而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的主要载体就是书籍。从甲骨文、经文到书简、

帛书，从雕版、活字印刷、铅字排印到今天的光电技术，书籍的每一次革命都负载着人类文

化奋勇向前，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步。

中国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孔子提出了有类无教，促进了教育的平

民化，而教育和书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书籍把人类的经验成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让

后人通过读书避免很多错误。文化经典和精品是靠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造就的，没有读者的作

品就没有生命力，只会昙花一现，在时代前进的步伐当中落伍，被无情地淘汰。

在文学研究中，我有一个观点：不同的选本造就了文学精品。比如说，一首唐诗，如果

被反复选录，它就会不断被强化，让读者接受，一部经典就在这样接受、传递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了。所以，每个普通读者的眼光，他的审美情趣可以汇集成一个巨大的时代潮流。淘尽

泥沙方见真金，这些真金见证了我们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所有人都在不经意中为

文化的传播与精品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当然也担负着责任。

阅读是获取知识主渠道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温柔敦厚，彬彬有礼，儒雅的气质是靠知识滋润，靠阅

读培养的。只有知识之花开得最长久，最香艳。

此刻让我想起了 1929 年胡适先生给他即将毕业的学生的赠言。他说，你们现在就要离

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给你们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学问绝不会

辜负人，我经常把这句话珍藏在心中，也经常把这句话告诉我的学生。只有学问装在你的思

想中，才能丰富你的人生，装扮你的谈吐和言行。一个用知识武装起来的灵魂是高贵的，一

个用知识思考的人是无畏的，也就知道如何正确地选择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获取知识，亲身

实践固然重要，但阅读是主渠道。读自己喜爱的书，读有用的书，读文化经典，可以让我们

获得智慧，获得道德，获得启迪。所以，在阅读中，可以增进我们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

的理解和认识。

书籍给了我们观察世界的高度，让我们视野开阔；书籍也给了我们认识社会的角度，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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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思想深刻；书籍给了我们改造世界的利器，让我们改变人生。买书是为了读书，不要

用满满的书架来装点门面、显示博学。只要真心阅读，喜爱阅读，每一本书都会给你带来不

同的感受、丰富你的人生。

推介文化经典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读书，“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古训也流传下来。北宋

一位文学家曾说过，三日不读书自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而且，古人在读书之前要焚香沐

手，这样的仪式不仅是爱惜读书，更表明其敬畏古人、仰慕先贤。

读古人之书犹如与先贤对话，读今人之书好比与智者聊天。热爱读书就是热爱生活，书

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话说明阅读就是提升自我素养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个

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也就是说，读什么样的书，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实际上决定

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水平。同时，全民阅读的兴趣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

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让我们在互联网上畅游，精美的图片，又可以让我们在直观阅读

中获得快乐，但是这些都不能够取代阅读纸质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有一些学者担心，互

联网时代，读书会不会变得浅薄？刚带来了一定影响。大家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百家讲

坛》，但是我主讲《百家讲坛》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宗旨，就是我们做节目，实际上是在做

阅读导引。接受很多媒体采访时，我会告诉记者，听我讲《史记》并不意味着读《史记》，

希望有条件、有能力的听众，听了我的讲解后，更多关注《史记》文本，那里面蕴含的价值

远比我在电视上讲的更丰富、更深刻、更全面。

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每年的 4月 23 日定为“世界读书日”。当然这是世界性

的规定，我们国家还可以有自己的规定。2006 年 4 月，中宣部、文明办等多个部门联合倡

议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现代书籍的装潢、印刷质量有质的飞跃，也为全民阅读提供了无限的

便利。

国家倡导全民阅读还需要多推介一些文化经典。每年所出版书籍浩如烟海，可以满足不

同层次、不同需要的人群阅读。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做一些推荐工作，特别是要组织

学者推荐、推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原点”，《论语》、《孟子》这些“文化原点”是中华

民族精神和思维的起点。我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来自哪里，我们的观念要走向何处，都和我

们民族的“文化原点”密不可分。我们应当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行动，来推动全民阅读活

动。当全民阅读的观念深入人心、当全民阅读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自觉行为的时候，中华民

族的整体素质才会有全新飞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更加坚固的基础。

读书月活动征文选登（一等奖）

一

从很久之前，自遥岸之边，顺着风烟尘迹，你可细数过在多少地方听到了生

命的足音。那一个个孤声零响，往往比那些喧闹欢盈更深入人心。甚至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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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着那鼎沸的人声却想起了深宫里哀怨的愁肠，想起了江山月下的猿啼。

每个人在心底都有一份孤独，不愿提起，不愿被惊扰。可毕竟真真切切的存

在，你知道割开皮肤可以看见它在血液里流淌。人是不愿意孤独的，所以才在世

间寻到了各种各样的同伴，才为自己寻到了亲人，寻到了安身立命的依靠，寻到

了缠绕了几万重的羁绊。

因为什么，在这么喧闹的人间，骨子里还会有孤独在慢慢发酵。灵魂始终隔

在眼睛的后面，而心一旦破开胸膛就什么也存不住，被风一吹，就散了。生命都

是个体的存在，生命注定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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