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园地》改版启示 
新世纪曙光初露之际，图书馆情报部主办的《信息园地》迎来了自己两周年

的生日。两年来他为读者传送信息 180 余条，其中图书馆信息、企业经济信息、

会计信息等栏目深受欢迎。根据读者建议，我们在保留原有栏目的基础上，从

2001 年第 2 期起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新增了“读者心声”、“教育视点”等栏目。

我们衷心希望《信息园地》能成为宣传图书馆的窗口，能为广大读者获取信息提

供捷径，能成为读者与知识之间的桥梁。 
真诚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图书馆信息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2002年外文期刊采访工作已经开始，为了提高期刊采访质量，提高期刊利用

率，我们真诚地希望各位读者参与我们的订购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例

如：您认为本年度的期刊中哪些需要续订；哪些期刊没有价值或价值不大，需删

除；明年我们还需增订哪些报刊等等。 

在此，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工作，以便

于我们不断地提高工作质量，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联系：图书馆期刊部 

电话：6903737                                            （张毅君） 
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光盘数据库检索使用说明 

一．登录到光盘服务器的步骤： 

1．当计算机已处于 WIN98 操作系统环境下时，选择“开始”按钮---“注

销…”。 

2．在登录窗口中输入: 

         用户名：TSUSER2 

         密码  ：111 

         域名  ：DZYLS 

         确定 

3．双击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图标，在地址栏中输入CDSERVER，按ENTER。 

4．单击“数据库（Database）网页”。 

5．选择要浏览的光盘数据库进行浏览。 

二．大型文献数据库的检索使用说明 

1．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光盘数据库  1997—2001 

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是目前国内文科类的权威检索工具，

汇集了包括 1997-2001五年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的文献。分为：

马列、哲学、社科、政治类；经济类；教育类；语言、文艺、史地、科

技类。 

使用：A：在网页下确定要检索的人大光盘图标，单击鼠标左键。 

B：在此环境下选择要检索的数据库，确定即可。 

C：选择“类目”，再输入相应的检索词，双击文献题名，显示全文，

可以拷贝或打印。 

2．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数据库  1998—2001 

由清华大学主办，其优点在于：（1）提供全文；（2）时效性强，和印

刷本期刊同步出版；（3）涉及学科全面。分为：经济、商贸、金融、保

险、政论、党建、外交、军事、法律。 



使用：A：在网页下确定要检索的清华光盘图标，单击鼠标左键。 

B：当出现“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界面时，单击鼠标左键，

进入该数据环境。 

C：在此环境下，点“专项检索” 可以进行作者、关键词、期刊号、

等各项检索。在输入框内，也可以进行逻辑“与”及“或”的运算。双

击点中的文献题名，显示全文。可以打印、拷贝。（李洁彤） 

《中图法》简介： 

《中图法》主要是从科学分类和知识分类的角度来揭示文献内容的区别与联

系，按学科和专业集中文献，提供从科学和专业角度出发检索文献的途径。 

分类法将知识门类分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部类。

在本分类系统中，首先反映社会科学、然后是自然科学。其五大部类序列为：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 

在五个基本部类的基础上，形成 22个大类的知识分类框。序列为： 

基本部类                        基本大类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哲学、宗教 ……………………     B   哲学、宗教 

社会科学 ………………………     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自然科学 …………………………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科学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综合性图书 ………………………   Z   综合性图书               （任虹） 

                 流通部加大力度改善读者借阅环境 

进入新学期以来，图书馆流通部为了改变主书库只有静静排列的图书，而缺

乏生机活力的状况，在有关老师的带动下，全室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种花养鱼，

美化了主书库的借阅环境。 

在这一活动中，为了不耽误正常上班时间，有的老师牺牲了中午休息时间到

市场去买花盆、买花草；有的老师把自己家中种养了多年的花搬到了主书库；有



时为了弄到某种花，他们想尽办法，四处打听，直至它成为主书库众花中的一员；

养花没有好土，他们就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动手到学校西边的山林中去挖土……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如今当你步入主书库时，映入你眼帘的

不仅有成排的书架、成架的图书，更有那花花绿绿、争相开放的花草。在那用吊

兰铺就的几十米长的绿色走廊中浏览借书时，你定会有另一番感受。 

难怪读者们都说，流通部主书库的花真美，环境真美！          （于忠安）  

短讯： 

新学年伊始，学院的领导和教职工继续踊跃向图书馆捐赠图书资料。曲建新

院长向学科资料室送《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讯 1份；刘全顺副院长送有关日本

大学情况的资料 10 余份；高教研究室孟祥华老师送《中国工业经济》刊物若干

份。管理工程系王广成老师向图书馆赠送自己主编的著作《煤炭资源资产评估理

论和方法研究》20 本。 
为增加新书阅览室的藏书量，满足广大读者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层次的需求，

新书阅览室 5 月份又新进图书 3455 册。新进的这批图书以文学类为主，其中许

多为装祯豪华的中外名著。本批图书加盟新书阅览室将会让广大读者领略名著传

世不衰的风采，提高读者的文学底蕴和修养。 
2001 年 5 月—6 月期间，北京理工大学 20 余名校外读者为撰写论文的需要

来我馆查找“信息管理系统”、“自动化”等方面的资料。学科资料室、期刊室等

相关阅览口热情的接待了他们，并给予了必要的指导。同学们有备而来，满意而

归。 
5 月 15 日，图书馆收到我院 2000 级计算机系梁博同学写来的一封感谢信。

原来是图书馆流通部于忠安老师在图书上架过程中，无意发现一本书中夹着一张

50 元钱。经多方查找，终于将钱归还于失主。于忠安老师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

值得大家学习。                                               （李延松） 
读者心声 
                  建议订一份《青岛日报》 

我市与青岛、威海相邻，同处于胶东半岛。胶东半岛城市群是全国五大城市

群之一，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胶东半岛三市经济发达，许多方面走在全省乃至

全国的前面。1984 年我市与青岛同被列为全国沿海开放城市，当时我们两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然而十六年过去了，两市却显出了较大的差异。去年，

青岛的 GDP 已达 1151.2 亿元，，而我市仅为 880 亿元。关于青岛和烟台有太多

的地方需要分析、比较、研究和探讨。 
我校位于烟台市莱山区，是一所经济院校，以经济管理见长，为本地经济的

发展献计献策是我们应尽的义务。《青岛日报》是了解青岛的一个窗口，是了解

青岛的一条最便捷的途径，然而可惜的是我校图书馆虽有《烟台日报》却无《青

岛日报》，没有《青岛日报》我们研究胶东经济就无法获得更加详尽的消息，就

无法更加全面地了解青岛，所以订阅一份《青岛日报》对广大师生会有很大的益

处。 
因此我建议订阅一份《青岛日报》，如果资金以及其他条件允许的话，可否

再订一份《大连日报》和《威海日报》！ 
                                       （信息 2000—3 班  姜大鹏） 
                  寻书 
一时想起，读一本书。一本多年想读的书，一本只知名称而不知其出版何年、

作者为谁的书。 



带着心跳，赴于“书楼”。此时仍道：寻觅处，不知有存？ 
身处于茫茫书海，而不知梦从何寻。看一眼分类符，究一册册书名，恰又到

眼花缭乱时。 
抬头是书，低头亦是书。偌大之库，何处为之？ 
山穷水尽处亦柳暗花明时，到尽头亦到心头。清脆的音乐拂走心中的惆怅，

触摸屏的温情等候，已为你默默而来。 
点出心中的急迫，输入梦的症结。刹那间，一切已“水落石出”，一目了然。

狂欢中已来到书前，望之，握之。吾不知，所品何味？ 
                                      （会计学 2000—3 班  贾海斌） 

                   献给心中的你 
——图书馆  LIBRARY 

    没有咄咄逼人的锐气，也没有流于言表的精美装饰，你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

的淡淡的幽雅，构成了校园中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线。第一眼见你，就深深的

喜欢上了你；走进了你，便与你和谐的融为一体。 
闲暇时光，我总是在你这空灵的世界中尽情飞舞，去汲取各种养分；去感应

宇宙的飘渺；去寻求世间的真善美。 
你是一部史册，一轮千年的冷月叩醒额角皴裂的思绪。生命在远古的岩石上，

绽放出想象的美丽，人类文明在燧火中升腾，一切欢乐、痛苦、希冀、梦幻都在

交织中升华。各色人生早已进入了线装的册页，让我独自来品味，可谓别有一番

滋味在心头。 
你是一首青春诗歌，可以让我倾听同龄人的诉说；感受他们成长的历程；去

寻找心灵留下的痕迹。翻开这些青春的日记，每一个深情的音符，每一份甜美的

回忆，都充满了浪漫迷人的幻想，展现了青春的气息。 
你又是一部百科全书，你让我了解了克隆、基因、纳米等高科技前沿技术；

你教给了我如何做人处世，与同学更融洽的相处；你使我明白了世间的真与假、

善与恶、美与丑。 
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静静的来到这里，用别样的心情去感受

世界的纷繁与复杂，独自沉浸其中，驱除心灵的尘埃，在清静中去寻求一种超脱。 
大学的几年生涯中，也许你就是我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与我共同分享成功的

喜悦、失意时的痛苦；让我青春的理想在这里寻觅塑造自己形象的土壤；让我生

命的羽翼在这里找到翱翔的穹宇。 
时间在一点一点的溜走，我也在一天一天的长大。将来我会离开这里，去寻

找生命的真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

成功与否，我都不会忘记你—我曾经的一片乐土。 
深深的爱着你，可爱的—图书馆  LIBRARY！ 
                                               （社工一班  王虎） 
                  是你给了我一片天 
                              ——致图书馆 
培根说：“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与笔记使人精神。”而你

——图书馆，给了我一片阅读的天空，使我漫长而艰涩的求学路变得愉快而充实。 
当我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意志消沉的时候，我愿意来找你——我的

老师，向你毫无顾忌地哭泣，诉说我的委屈。你总是轻轻地抱着我抚摸我并语重

心长地告诉我：跌倒了，爬起来！年轻没有失败，拥有年轻，你有什么理由来惧

怕！于是我找回我自己，找回自信与勇气。 



当我真心付出而没有得到回报，在诽谤与恶语中伤后带着伤痕累累的心找到

你——我的朋友的时候，你默默地听我唠叨，分担我的烦恼，你对我说：人生一

直就在追逐一种追寻的美，“天空中不曾留下我的踪迹，但我飞过”。问天问地问

心无愧，你又在乎什么呢？于是我重新昂起头，去继续追寻那飞翔的快乐。 
“史鉴使人明智，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

辩。”在你这里，我可以找到任何一种相当的学问来补救我精神上的缺陷。在新

书阅览室，快速把握图书市场的新动向，享受“先睹”的快乐；在报刊阅览室，

尽知天下事，尽晓人间百态万种；在大自习室，独处一隅潜心研读……在你的每

一个角落每一次都会给我惊喜与收获！ 
是你给了我一片天，一片自由的天空，一片知识的天空。是你给了我一份心

情，一份洒脱的心情，一份享受与知足的心情。 
这里的天空很蓝很高，我愿作一只追寻的鸟儿在这里翱翔高歌！ 
                                        （外语系 2000 级  孙彩红） 

                         建议 
我院图书馆建筑新潮，光亮夺人，其丰富的藏书更为广大师生提供了源源动

力和智力支持。凡事优缺共存，笔者认为图书馆尚存不足之处。 
第一，馆内职员的服务质量有待提高。当今商场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

服务质量的竞争，只有改善和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才会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同

样，图书馆内职员每天直面众多学生，他们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心情和学习，

推而广之，这将影响学生对我院的感情和亲合力。不妄谋笑脸相迎，只希望能用

平和的语气与学生平等对话。 
第二，严格按照时间规定作息。老师每天与我们坐陪，很辛苦，我们也很理

解，但凡事都有规矩，既然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就应该依照规定办事。这不仅是

学生们众心所想，也是老师们尽职尽责的体现。 
第三，增加有关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单就“经济”而言，并不能判定其中文

理成份孰多孰少。“经济”应该是一个综合概念，传统定义已不能完整诠释，时

代发展赋予经济更丰富的内涵。更何况我院 2000 年又设立社会工作专业，这方

面的书源匮乏更加明显。所以希望图书馆适当增加这方面图书的采购量。 
                                                 （社科系  何明） 

教育视点 
最好听的校名 

同济大学：“同舟共济”，多么耐人寻味的名字。 
复旦大学：“日月光华，复兮旦兮”，本来不算名牌，院系调整后实力大增，

一跃成为名牌院校。 
协和医科大学：UNION 这么一个普通的英文单词，却译成了这么传神的汉

字，难得。 
清华大学：“水木清华”。原来是指大清帝国统治的中华民族，被大家渐渐

淡忘了其真正含义，取而代之的是静谧的田园风光的意象。 
南开大学：几十年不屈不挠的努力，打造出了一个敞开胸怀向南面对外开放

的形象。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会计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信用、信誉、信义缺一

不可。 
达德学院：“通达厚德”。著名法律界私立院校，切题。 
中山大学：不将其作为地名的话，以民国国父的名字来命名应当是很好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