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馆读之友

大连工业大学图书馆编 2012年第 1期（总第 1期） 2012年 5月

目录

焦点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

图书馆成功举办第一届“读书月”活动........................................................................ 1

唤醒沉睡的图书.....................................................................................................2

“享受读书之乐”主题征文大赛............................................................................. 3

书签设计大赛.........................................................................................................3

“个人战略与职业规划”视频报告会..................................................................... 4

ASP和 BSP数据库培训....................................................................................... 4

“书香满校园”活动................................................................................................. 5

2011年度“优秀读者”评选.................................................................................... 5

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

图书馆开通“馆员服务质量评价系统”........................................................................ 5

图书馆举办找书业务竞赛活动....................................................................................6

图书馆主页改版完毕并正式启用................................................................................7

2011读者利用图书馆排行榜....................................................................................... 8

图书馆开展业务培训工作............................................................................................8

资源推广资源推广资源推广资源推广资源推广资源推广资源推广资源推广

优秀图书推荐................................................................................................................9

文艺采撷文艺采撷文艺采撷文艺采撷文艺采撷文艺采撷文艺采撷文艺采撷

名人与图书馆..............................................................................................................10



馆读之友 2012年第 1期

1

【【【【【【【【焦点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

图书馆成功举办第一届““““读书月””””活动

“最是书香能致远，读书之乐乐无

穷”，为了迎接 2012 年 4 月 23 日即第

17个世界读书日，图书馆与宣传统战部

联合举办了首届读书月活动，活动时间

为 4月 5日至 5月 15日。

本届读书月活动历时近一个半月，

在“享受读书之乐”这一主题指导下，开

展了主题征文比赛、书签设计大赛、优

秀读者评选、“个人战略与职业生涯规

划”视频报告会、数据库培训、唤醒沉睡

的图书等系列活动，在读者中引起强烈

反响。本次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领导高度重视，方案切实可行

为了办好本次活动，从策划到实施，

副校长任文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

图书馆召开多次专题会议对活动方案进

行研究，一方面积极借鉴兄弟馆的成功

经验，另一方面图书馆各部门也纷纷根

据读者的需求，积极参与，献计献策，

最终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

可行的活动方案，从而使这次读书月活

动内容丰富、效果凸显。

二、多种媒体宣传， 扩大读书影响

本届读书月活动充分利用校园网

络，扩大活动覆盖面，通过校园网主页、

图书馆主页发布活动方案和相关活动通

知；积极发动艺术设计学院团委和校文

学社，策划相关活动方案，制作展板两

块，悬挂横幅标语两幅；校广播站在一

周多时间里滚动播出读书月活动方案及

大赛内容；图书馆将有关活动内容制作

成 24块展板安装在校园宣传橱窗内，将

数据商提供的X展架和易拉宝集中在图

书馆大厅展示，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宣传

活动，让每一个读者知晓、参与、受益。

三、活动形式多样，读者参与踊跃

本届读书月活动在“享受读书之乐”

的主题下，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读书征

文大赛、书签设计大赛、“个人战略与职

业规划”视频报告会等活动，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深爱读者欢迎。

随着“读书征文大赛”、“书签设计大

赛”、“优秀读者”等评选活动颁奖大会的

召开，2012年图书馆首届读书月活动圆

满结束，并于5月16日在图书馆第二会议

室举行了闭幕式。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

努力，本届读书月活动开展得扎扎实实，

有声有色，受到了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

认可及欢迎。今后，图书馆将一如既往，

坚持“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继续

主办读书月活动，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

作用，倡导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浓厚

的阅读氛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助

推工大学风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共建

书香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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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在观看读书月活动宣传展版

图书馆副馆长魏治国主持闭幕式

宣传统战部部长马秀英宣读获奖名单

图书馆馆长马铁成对读书月活动进行总结讲话

获奖同学代表发言

闭幕式现场

【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五】【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五】【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五】【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五】

唤醒沉睡的图书

为了加强图书的流通，鼓励读者积极归还超期图书，在活动月期间，图书馆

出台优惠政策，免除超期图书的罚款。活动期间共免除超期罚款 235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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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一】【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一】【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一】【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一】 ““““享受读书之乐””””主题征文大赛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为了进一

步倡导大学生多读书、读好书，享受“我

读书，我快乐”之校园文化生活，营造

浓厚的读书学习氛围，推动校风学风建

设，特举办图书馆“读书征文”活动。

此次读书征文活动由图书馆和

宣传统战部主办，校文学社承办，文

学社统一策划、宣传和组稿，由于前

期宣传到位，得到全校读者的广泛参

与。活动以我馆现有馆藏资源为基础，

以“享受读书之乐”为主题，活动中共收

到手写稿和电子稿共267份，经过客

观、公平评审，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

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10名，

并于5月16日下午14点，在图书馆一楼

会议室为获奖作者颁发证书和奖品。

副校长任文东为获奖同学颁奖

【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二】【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二】【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二】【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二】

书签设计大赛

为鼓励广大读者“多读书，读好

书”，充分展示我校艺术设计人才优

势，图书馆开展了以“享受读书之乐”

为主题的书签设计大赛，并将此项活

动交由艺术设计学院团委承办，从大

赛方案设计到作品评选，历时一个月，

部分获奖作品 图书馆书记程毅为获奖同学颁奖

来自全校125名作者参与了此项比赛，

设计作品192幅，经过艺术设计学院视

觉传达专业余杨、侯瑞和夏佳三位老

师的认真评选，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

奖3名，三等奖5名，获奖作品共计42

幅。

对于部分获奖作品已印刷为成

品，今后将分批免费向师生发放，部

分在今后图书馆各项活动中作为奖励

进行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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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三】【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三】【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三】【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三】

““““个人战略与职业规划””””视频报告会

本次读书月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挖掘馆藏资源，特别是名校名师资源，

图为视频报告会现场

为我校学生提供优质服务，视频报告

我是我馆购买的电子资源——爱迪科

森网上报告厅内容之一，报告人是北

京大学高级职业顾问吴梓境老师，题

目是“个人战略与职业生涯规划”，学生

处就业指导中心对此项活动非常重

视，精心组织，来自艺术设计学院、

服装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和机

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共300余人参加了本次视频报告会，学生们对名师报告兴趣

浓厚，表示希望图书馆今后能多次举办此类活动。

【读书月活动系列之四】【读书月活动系列之四】【读书月活动系列之四】【读书月活动系列之四】

ASPASPASPASP和 BSPBSPBSPBSP数据库培训

2012年图书馆新引进了EBSCO公司两个外文数据库ASP（综合类）和BSP（经

管类），为了便于师生更好地利用，图书馆邀请北京EBSCO公司东北区域经理

数据库培训主讲人胡颖正在为师生进行培训

胡颖对ASP&BSP的内容和使用方法进

行了专题培训，来自全校师生100余人

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过程中，就有

关数据库问题，胡颖与师生们进行多

次互动，并现场发放奖品。参加培训

的人员对图书馆组织的数据库培训活

动非常支持，并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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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月活动系列之六】【读书月活动系列之六】【读书月活动系列之六】【读书月活动系列之六】

““““书香满校园””””活动

为引导大学生多读书、读好书，营造书香满校园的良好氛围，借读书月活动

之际，图书馆与大连市新华书店联袂举办“阅读经典图书，建设书香校园”大型书

展活动。由大连市新华书店邀请国内百家知名出版社推出重点图书参展，并根据

我校学科设置及师生阅读兴趣，侧重选择了约2000种参展图书。参展图书面向大

学生实行5折——8折优惠，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七】【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七】【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七】【读书月活动系列之七】

2011201120112011年度““““优秀读者””””评选

为了更好地激发读者利用图书

馆，参与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今年

对优秀读者评选条件进行适当调整，

将原来单纯以借阅图书册数为依据改

为以借阅册数为主，以阅览次数和勤

工助学为辅，评选出 2011 年度“优秀

读者”20名，并通过校园宣传橱窗和图

书馆主页进行公示，同时给予奖励，

颁发奖品。

图书馆馆长马铁成为获奖同学颁奖

【【【【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

图书馆开通““““馆员服务质量评价系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统一思想，积

极配和落实好我校“十二五”规划，图书馆于 2011年 8月 29日开通了“馆员服务

质量评价系统”，旨在增加读者参

与图书馆管理、建设渠道，加强读者

监督，搭建馆员与读者之间互动交流

平台，增进馆读之间的友谊，提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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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为读者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增强

馆员为读者服务的满意度。

通过“馆员服务质量评价系统”，

广大读者可以对馆员的服务提出自己

的宝贵意见或建议，并给出评价，具

体使用方法如下：

11、登陆图书馆主页，点击、登陆图书馆主页，点击““馆员评价馆员评价””进入进入““馆员服务质量评价系统馆员服务质量评价系统””

22、直接登录、直接登录 http://219.216.175.211/reader/login.aspxhttp://219.216.175.211/reader/login.aspx

图书馆举办找书业务竞赛活动

2011年 11月 18 日下午，图书馆

举办以“熟悉业务、满意服务”为主题的

馆员“找书业务比赛”活动。除四名馆领

导作为本次比赛的裁判外，其他馆员

全部参加了比赛。

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比

赛分两个场地进行，程书记与李馆长

带一组在中文社科图书借阅室，马馆

长与魏馆长带一组在中文科技图书借

阅室，除了这两个借阅室的工作人员

不能在自己工作的比赛场地外，其他

人员采取随机抽签的方式决定比赛场

地。每个场地又按抽签号码的大小分

成两个批次，每个馆员手拿标签，眼

睛不停打量着标签上 10个提前准备好

的索书号和架标，有的馆员按分类号

用笔标记找书的顺序等，个个跃跃欲

试，馆领导一声令下，计时开始，第

一批人员迅速冲进书架，手、眼在书

架中上下翻飞，身影在书架中左拐右

转，不一会儿工夫，10本书全部找到

的馆员快速冲向比赛的终点——登记

处。在裁判核实结果过程中，大家相

互交流比赛心得，意犹未尽，整个比

赛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最终评选出六名优胜者。

http://219.216.175.211/reader/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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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主页改版完毕并正式启用

图书馆网站是向全校师生员工提

供文献资源和对外宣传的重要服务窗

口，是读者和图书馆之间的重要连接

纽带，便于读者利用图书馆。

图书馆新主页经过一年多的设计

和若干次调试，全新改版完毕，并于

2012年 5月 22日与读者正式见面。图

书馆新主页工作是由图书馆魏治国副

馆长主持，由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范

丰龙老师负责完成的。新主页本着“为

全校广大师生科研和教学服务”的原

则，页面设计美观、大方，色彩朴素，

布局合理。页面层次简单、清晰、风

格统一。为我校广大用户提供了了解

图书馆，应用图书馆的新平台，新主

页的成功启用标志着我馆读者服务工

作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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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年读者利用图书馆排行榜

图书馆每年根据学校学科特色和

需求，购进大量图书文献资源，图书

馆全体馆员真诚的期待更多的读者走

进图书馆，充分利用这些图书。为了

鼓励全校师生多读书，读好书，图书

馆自2006年起，面向全校读者分别以

读者借阅图书册数和图书借阅次数为

依据推出年度“读者借阅排行榜”和“图

书借阅排行榜”服务，希望通过该服务

及时了解读者的阅读情况，提高读者

的阅读质量，并为图书馆的图书采购

工作提供参考依据。2011年度读者利

用图书馆情况已揭晓，并通过图书馆

主页进行公布。

图书馆开展业务培训工作

为了更好的贯彻 2012年“学校工

作报告”，增强馆员服务意识，提高图

书馆服务质量，4月 20日下午，图书

馆邀请了学科建设与规划发展处周景

辉处长为图书馆全体馆员进行了业务

培训工作。

图书馆非常重视馆员的业务培

训，一直利用每周的业务培训时间进

行馆内馆员培训，为了使馆员更全面

的了解学校的发展建设内涵，服务于

“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图书馆特别

邀请我校学科建设专家周景辉处长作

“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学术报告，受

到了全体馆员的欢迎。

周处长在讲座中，紧紧结合高校

图书馆的宗旨和任务，从大学理念的

演化、我校“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提出、

高等学校层次的划分、“教学研究型大

学”的界定、“教学研究型大学”特征、“教

学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等六个方面阐

述了“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及我校

建设“教学研究型大学”的任务。讲座深

入浅出、贴近实际工作，使到场的全

体馆员受益匪浅。

学科建设与规划发展处处长周景辉为图书馆全体馆员进行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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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推广资源推广资源推广资源推广资源推广资源推广资源推广资源推广】】】】】】】】

优秀图书推荐

((((一))))

书名：内向的力量–一直被我们误解

的优势性格，林少波，姜猛著

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0年

索书号：B848/410

内容简介：或许大家并不知道，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因为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内向

优势，从而让自己在浮躁的社会里沉静下来，独立思考、富于创意，最终迈向成

功。了解你的性格，开放你的人生，加强你的钝感能提升你的吸引力，扩大你的

影响力。挖掘内向的力量，迎接成功的明天。畅销书作者、职业规划师，在精心

研究比尔·盖茨、巴菲特、李嘉诚等成功人士后，专门为内向性格者倾心打造的

成功指南。让我们与“超级冲击波”一起分析性格、优化人生！

((((二))))

书名：职场形象设计手册：从面试到

入职/张晓梅著

出版社：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2011年

索书号：B834/29

内容简介：该书是一本指导职场新人如何以良好形象屹立职场的实用手册。从面

试到入职，此书从求职信写作、化妆、服饰、礼仪、谈吐、就餐等各个方面介绍

http://219.216.175.5:8080/opac/openlink.php?title=%E8%81%8C%E5%9C%BA%E5%BD%A2%E8%B1%A1%E8%AE%BE%E8%AE%A1%E6%89%8B%E5%86%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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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找工作和工作后的实用技巧，适合职场新人和求职者阅读使用。作者张晓梅以

中国美丽风尚的引领者、知名媒体人和企业管理者的身份，为应聘求职者提出一

些职场形象设计上的建议，进而告诉读者如何才能获得世界 500 强企业的橄榄

枝；如何才能在一堆简历中让自己的简历被面试官留下从而得到面试的机会；如

何巧妙的回答面试官的各种提问；如何让自己入职后迅速站稳脚跟；如何以良好

的职场形象顺利应聘通关。

【【【【【【【【文艺采撷文艺采撷文艺采撷文艺采撷文艺采撷文艺采撷文艺采撷文艺采撷】】】】】】】】

名人与图书馆

我已经大约两个星期没写东西

了，因为，当我不在图书馆的时候……

无论有多么好的愿望，也总是不能动

笔。——马克思

马克思一生创立了马克思科学主

义体系（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马克思哲学），对社会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酷爱读书，与

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1843年，马克思迁居巴黎，同卢

格合办反对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德法

年鉴》。在巴黎期间，为了大量地搜

集资料，马克思经常到巴黎的国立图

书馆去读书和学习。1845年 2月，马

克思迁居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侨

居期间，马克思经常到布鲁塞尔皇家

图书馆去学习和研究哲学和经济问

题。为了制定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马

克思从七十二个不同作者的著作中做

了摘录，写了二十四本有关政治经济

学的笔记，总篇幅达 140个印张。1947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正义者同

盟”，马克思倡议在该同盟的协会里创

办一所图书馆，他说自己平生最喜欢

的事情就是“啃书本”。

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

克思流亡到了伦敦，那时他的生活条

件和工作条件都非常艰苦，经常要为

“面包”而奔波，常常要通过典当或拍卖

家具来维持生活。1852年，他为了写

作，竟然当掉了自己御寒的衣服来购

买稿纸。1859年马克思写成《政治经

济学批判》，竟连把它寄往柏林出版

的邮费都没有。但他能够克服困难，

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与研究。

伦敦有个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里除

了收藏许多珍贵文物以外，还有一间

收藏着大量书籍和文献资料的图书

馆，图书馆里有一间阅览室。

阅览室是一间结构别致、宽敞而

又明亮的大型锥体建筑，四周有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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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书架，正中是环形的图书目录柜，

从目录柜向四周伸展出一排排长桌和

座椅。马克思就经常到那去学习和写

作。他每天早上 9点钟就到阅览室里

借阅书籍，又作摘录，又写笔记，一

直到晚上 7点钟才回家。吃完晚饭后，

他又在书房里，整理笔记，进行写作。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前后学习

了 10年多，他总是准时到那里，坐在

D行第 2号座位上。当时英国议会出

版一种“蓝皮书”，是专门发给议员们的

资料。但是，饱食终日的议员先生们

没有“空闲”去看这些枯燥的大部头的

报告，有的议员就把它当废纸出卖，

有的议员把它当作手枪射击的靶子，

根据子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手枪的威

力。马克思却把图书馆里所有的“蓝皮

书”都进行了认真研究。

马克思在读书的时候，常常情不

自尽地在座位下用脚来回擦地，经过

常年累月地磨擦，竟把水泥地磨去了

一层，被人们称为“马克思”的脚印。

一天早晨，一位读者借了一本书

正想到 D行第 2号座位来阅读，图书

馆的值班人员走过来说：“先生，这是

马克思博士的座位，请您不要占用，

他马上就来。”那个读者怔了一下，问：

“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那个工

人领袖吗？”。“是的”。“他每天都来

吗？你确信他今天会来吗？”“请放心，

多少年来，马克思博士每天都到这儿

足足工作 10个小时，我在这里已经 20

年了，我很了解这里的读者。”那位读

者听了这一番话，以敬佩的目光看着

马克思座位上那一堆书，然后慢慢地

走开了。

为了写作《资本论》，马克思曾

经阅读了 1500种以上的书籍，仅 1850

年到 1853年六月间，他就写成了《摘

录笔记》二十三本之多。《资本论》

第一卷出版发行后，马克思因病停止

研究工作，但仍批阅不懈，写下了大

量笔记。他的读书摘录填满了 50本左

右的笔记本，足足有 3万多页。

马克思的读书兴趣非常广泛，除

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法律

等社会科学外，他还研究了数学、物

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农学、

农业化学、实用工艺学、实用经济学

等。动能公式就是由马克思最终确定

的。有一个图书馆管理人员问他：“博

士先生，一个人可以同时研究 50种科

学吗？我们的教授通常只能攻读一种

专业。”马克思说：“亲爱的朋友，所以

也有很多教授戴着遮眼罩呀！如果要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们就不要只

在一块草原上去赏花。”也就是说，要

全方位，多角度地阅读，广泛涉猎，

从各个不同学科去研究一个问题，才

能把问题研究透彻，得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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