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信息 

你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 

2002 年，欢歌笑语声中骏马的啼音渐渐向我们走进。回首 2001 年，我们收

获了许多，也思考了许多。新的一年在喜悦与惶惑中我们亦为自己确立了奋斗

目标。《信息园地》自 2001 年第 2 期开始的改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读者哪

怕是一句肯定的话也让我们激动不已。走进 2002 年，《信息园地》将继续向你

介绍图书馆的工作流程、各部室的服务内容、新的服务举措；和你一起领略重

点学科领域的前沿动态、新的发展方向；和你共同感受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 

希望继续得到你的关心和支持！ 

欢迎广大读者踊跃赐稿！ 

                                               （本刊责编：沙淑欣） 

图书编目系统 

编目部是馆藏文献进行加工、整理和输出的重要部门，其主要职能是分类编

目，将文献加工整理，使之有序化以便利用；此外，编目部还要负责目录体系的

组织、新书通报的编制等工作。 

传统的手工编目，由于技术落后，编目人员整日忙于流水作业般的手工操作，

使这项本身就具有规律性和科学性的工作变为枯燥的、简单的机械性手工劳动。

同时，由于编目人员素质方面的因素，图书编目难以做到标准化和规范化。图书

编目系统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图书编目工作。TSBM 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

图书编目难以做到标准化、规范化问题，彻底摆脱了旧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

把编目工作人员从繁重而又没有创造力的劳动中解脱出来。 

   “图书著录”是根据我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2-85）CNMARC

格式设计而成的，主要完成采购验收、数据的接收、书目数据的著录、修改、删

除等工作，实现书目数据的集中管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系统把书目数据分为

两个书目数据库进行管理：一个编目数据库，用以存放新著录的书目数据。一个

是中央数据库，用以存放编目完毕的书目数据。用户在对数据库进行操作时，要

注意区别使用。“图书著录”要求操作员根据著录内容，准确地按照屏幕提示进

行。为了避免重复录入，著录过程中，系统分别对四个数据库（预编数据库、编

目数据库、中央数据库、MARC 数据库）进行检索，只要其中一个数据库中含有

需要著录的书目数据，系统会自动将这条书目数据显示在屏幕上。操作员可根据

著录需要，进行修改和补充，以迅速完成该条书目的著录。“图书著录”先预编

管理，接收预编数据，操作员进行图书著录，所有著录工作完成后进行图书打印

管理。打印各种款目是图书编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根据国家图书著录标准所

提供的著录格式，可以打印输出分类款目、书名款目、责任者款目和主题款目等

四种款目的图书卡片，此外还打印书标。 

编制新书通报是图书馆的一项日常工作，目的是向读者及时报道到馆的新书

信息。新书通报是一种书本式目录，《文献著录总则》对其格式做了详细的规定，

本系统的“新书通报”是遵照《总则》设计的。为方便新书通报的编印装订，系

统还能制作封面目录和种册统计表。                              （任虹） 

CNKI镜像站点顺利安装 

2002 年春节前夕，图书馆购置的磁盘阵列及服务器到位。图书馆技术部经

过假期十余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磁盘阵列的安装、配置、调试，并且安装

了清华同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镜像站点。 

清华同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积累全文文献 500多万篇，题录 1500万余条，分九大专辑，

126 个专题文献数据库， 收录 1994 年至今国内 6600 种核心与专业特色中文期

刊的全文和题录。包含理工 A（数理科学）、理工 B（化学化工能源与材料）、理

工 C（工业技术）、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

学 、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九个专辑。 

我馆目前安装的镜像站点分期刊全文数据库和期刊题录数据库，包括：数理

科学、文史哲、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五类，

收录时间从 1994 年至今。目前正在与图书馆主页整合，读者浏览时，需先下载

安装 CNKI浏览器，打开网页，输入用户名、密码（可在主页找到），登陆镜像站

点后，即可进行浏览查询期刊数据库，并可下载到本地浏览、拷贝、打印。 

                                                          （王健） 

2002新期刊 

为了更好地满足我院教学科研的需要，2002 年期刊订购工作在广泛征询了

教师、学生建议和意见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调整，使得我馆馆藏期刊结构更趋

合理、完善，也逐步形成了我院以经济类刊物为主，法律、语言、社会科学、数

学、计算机科学、工程类期刊兼具规模、并辅以文学、艺术、体育、天文、地理

等鉴赏类期刊的馆藏特点。2002年,馆藏期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类期刊继续扩大品种，力争做到保全；法律类、语言类新增部分刊物；根据

新增专业需要，增加了工程、建筑、数学、自动化方面的期刊种类；根据科研课

题的需要，增加了生态科学、环境科学方面的期刊；增加了国内英语版专业期刊

的种类，一方面提高读者外文阅读水平，另一方面也为日后我院原版教学做好储

备；根据读者的建议，新增十多所国内知名高校的学报。 

2002 年图书馆新增期刊主要有以下这些（摘选部分）：系统工程学报、经

济学、房地产世界、中外企业论坛、商业周刊、中国资产评估、技术经济与管理

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杂志、中国资产评估、法规信息资料、经济界、新经济导

刊、当代经济研究、中外企业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会导刊、国际社会

科学、国际人才交流、中国人口科学、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政策、财政部公告、

电子知识产权、中国法律、现代法学、中国记者、传媒、英语通（四六级）、英

语广场、英语角、新东方英语、中国科学基金、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公报、自然科

学进展、环境保护、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中国环境科学、

医药世界、数学学报（英）、复旦学报（自）、南京大学学报（自）、浙江大学

学报（自）、浙江大学学报（社）、中国社科院院刊、中国科技大学学报、东北

财经大学学报、信息网络安全、中国电子商务、计算技术与自动化、办公自动化、

中华儿女（海外版）、英语周报、国土自然资源研究、中国工程科学、中国工程

咨询、时代建筑、世界建筑、外国文学研究（ F）、新思路（ F）等。             

（张毅君） 

2001下学年借书排行榜 

随着我院教风学风的改善，学生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对图书馆的利用率也

呈上升趋势。据初步统计，2001年全年接待读者 830122人次（按 240天计算，

日均3459人次；全年在校生按5450人计算，人均入馆152.3次），借还图书235919

册（按 200 天计算，日均借还图书 1180 册，人均借还图书 43.3 册次）。2001

年下学年，图书馆借书数量前十名的读者排行榜如下：第一名，管理 981，崔文

芳，外借图书 113册；第二名，管理 981，张国庆，外借图书 111册；第三名，

管理 981，刘文华，外借图书 104册；第四名，管理 981，朱玉林，外借图书 103



册；第五名，经贸 992，孔波涛，外借图书 90册；并列第六名，会计 981，刘淑

玉，外借图书 88 册；管理 981，王珂，外借图书 88 册；第八名，管理 981，谢

欧林，外借图书 87册；第九名，管理 981，刘涛，外借图书 86册；第十名，会

计 992，赵贝光，外借图书 85册。  （于忠安） 

图书馆第二图书借阅室正式对外开放 

近几年由于学院规模的扩大，图书馆购书量逐年增加，流通部主书库所藏图

书已经超过了本楼层承重量，库容量也基本饱和，急需建立第二借阅处，以缓解

目前的矛盾。寒假期间在总务处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图书馆有关人员积极准备，

将图书馆楼原教材库的两间库房打通，安装书架近 100组。新学年，在图书馆全

体工作人员及部分同学的共同努力下，主书库 T大类和 O大类 5万余册图书顺利

安家该室。经过全面整理，整洁温馨的第二图书借阅室于 3月 4日开学时正式向

全院师生开放。                                                （李延松） 

短讯 

时间就是金钱，信息就是财富。新学年伊始，图书馆适应时代发展及广大读

者的需求，延长开放时间。自 2002 年 3 月 4 日开始，学生参考书阅览室（401

室）、新书阅览室（403 室）、现刊阅览室（201 室）全周开放（周二下午政治学

习、业务学习除外），其周开放时间达到 73.5小时以上。新学年，图书馆将更好

的成为学生汲取知识的第二课堂，成为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高校的三大支柱之

一。 

新学年的第二天（3月 5日）下午，管理系 2001级工商管理一班和二班的 60

余名学生在系党总支副书记杨光老师的安排下带着抹布和脸盆来图书馆进行义

务劳动。他们有的擦玻璃，有的擦书架，有的拖地板，有的擦阅览桌，整整忙活

了 2个多小时，把整个图书馆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们这种雷锋精神深深

感动了图书馆的每一个人，也为全院学生树立了榜样。如果全院教职工和学生都

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学院，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李延松) 

2001 年全院各界领导对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支持，先

后有曲书记、于院长、岳处长、院办等同志和单位向图书馆捐赠了 102册图书，

总价值 2934元。仅曲书记一人就捐赠了价值 1800元的图书和资料。  (李延松)                    

读者心声 

小荷才露尖尖角 

在图书馆四楼 405室签好字，从一位女老师手中接过崭新的十元钱的时候，

我的血都快沸腾了。 

这是我的第一笔稿费！ 

一个月前，看到图书馆情报部主办的《信息园地》贴出的征稿启示，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投了一篇，后来听听就没有消息了，以为象许多文学投稿吧！ 

几天前，一位从图书馆回来的同学让我去领稿费。 

我慌慌地跑到图书馆，果然看见有自己的名字。 

这个时代，文学已多不景气，发表已属不易，更别提其它了。我平时喜欢读

点书，写一些东西，表达出来已是幸运，把它们变成铅字，那更是我的奢望了，

《信息园地》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 

《信息园地》从创刊到现在也只有三年多，他还是一朵很稚嫩的花蕾。七月

我就要毕业了，也许以后再也不会看到他，读他的下一期了，但我会记住他的，

他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愿更多喜欢读书写作的朋友都来爱护他，加入到他的行列。 



谢谢《信息园地》！ 

                                        （社科系社工 002班  王勇） 

读书人自供 

人小见识少，长这么大充其量是把左邻右舍朋友老师那儿能借的书通了个遍。

这不一进大学校门就先瞅准了这藏书 30 多万册的图书馆。自图书证一到手就两

脚定此楼、双眼锁书山了。由此舍友调侃：找不着老大就上图书馆，她准在那儿

嗑书咬字，活活的一只大书虫！ 

这只虫特迷凡尔纳，只要他的书我准读。于是来了个全馆大搜集，从 201

到 403，收获不少。400 页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3 天了结；又死缠硬磨让

同学借回了《神秘岛》，500页的工程 5天竣工；还有《海底两万里》，我硬是站

在图书馆里游完了这两万里！舍友又调侃了：你干脆在图书馆打个地洞做那儿的

老鼠吧，省得来回跑。 

不管是虫是鼠，坐标定在图书馆就成！ 

这几日不好过，没凡尔纳相陪，挺失落。舍友劝道：急什么，说不定下一批

新书里有你要找的凡尔纳呢，等着吧！ 

等待的日子太苦，为打发日子磨老鼠牙，找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作代用品，

也算苦中找乐吧，希望等待的日子不会太长。 

                                         （外语系 2000本四  张晓） 

沉默 

沉默是什么？沉默是金！ 

沉默是成熟的标志。成熟的人会沉默，因为他们，沉默中会对自己的心灵对

白，会觅到一艘解脱的方舟，找到一片温馨的亮点。 

沉默是理智的折光。富有理智和修养的人，会在不快中，缄口无言。而不会

只因琐事而勃然大怒，暴跳如雷。 

沉默是解脱的良方。在人生的旅途中，当我们遭遇坎坷，屡受不公时。那么，

让我们去沉默。在缕缕轻风的抚摩下，去反省思想的犁铧，敞开心灵上的棱角。

那时，我们就会发现：“凡事不过尔尔”！ 

                                    （会计系会计学 003班  贾海斌） 

University——有你我和他 

畅游于知识的海洋，在拼命汲取之后仍觉自己所知所学小得可怜，这该是绝

大多数走进图书馆的同学的同感。其实这很正常，人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如

何于这有限之中创造无限，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目标。 

记得曾有位哲人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仍然各有

一个苹果；但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流，我们每人至少有两种思

想。是啊，思想的交流可以达到“1+1≥2”的效果，知识的交换亦然。你告诉我

“感恩节的由来与特点”，我告诉他“牛市（bull market）与熊市（bear 

market）是怎么兴起的”，他告诉你“中美文化的差异性”，而“University”按

音标本身不就是有你有我也有他吗！身处于 University 中的你我他要想掌握更

多知识，交换不失为一种好途径。所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老师把课堂作为我们

“交换”的场所，我们更应充分利用图书馆的宝藏，进行彼此间自由的“交换”。

在这里，《信息园地》的“读者心声”该是从另一角度为我们提供“交换”的好

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交换”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所以

交换的“货”要精，不能是原文的抄录，而这个“ISO9002认证标准”就掌握在



老师您的手中了。 

真心祝愿《信息园地》越办越好！ 

                                        2000 级外语系 01 班  冯海

霞 

教育视点 

加入 WTO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加入 WTO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当前高等教育面

临的环境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也应看到由于基础条件差，高等教育在目前的跨越

式发展中仍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困难，如资金短缺、设备陈旧、基础设施不足、办

学自主权不够、人才紧缺等。尽管这是发展中的问题，但高等教育面临的压力是

空前的。加入 WTO后，可能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对我们的工作提出的挑战主要有： 

1．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加快。高等教育将会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学

术交流，增加留学生的派遣与接受，开展合作研究与联合办学。如何一方面积极

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一方面又防止中国高等教育被同化或完全西化，即处理好

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的关系，这方面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2．教育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国外的教育力量，特别是发达国家，早已对

中国的教育市场觊觎已久，不久以前一些国家在我国举办的教育展，就是他们探

索中国教育市场的最好例证。他们的目的就是寻求生源、吸引人才、获得钱财。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参加这项活动的人员之多、热情之高出乎意料。这一方面说

明，中国的潜在教育市场很大，中国的教育规模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

要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教育在办学机制、办学水平、服务

意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完全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不完全适应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科技创新对人才的要求。 

3．对人才的需求会发生新的变化。随着中国市场开放力度的加大，国外投

资力度、独资、合资企业规模都将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一些现在还没有进入中国

市场的行业，必将随着 WTO逐渐进入中国市场。在他们员工本地化思想的指导下，

对人力的需求不仅在数量上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在专业结构上也会提出新的要

求，如外语、贸易、计算机、管理等，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是未来新环境下所急

需的。另一方面，由于加入 WTO，中国为了更有效地参与世界范围的竞争，经济

结构的调整力度必定加大，高新技术产业会加速发展，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也会

加快。这个变化对人才素质、标准、规格都会呈现出新的需求，这个需求变化最

终将反映到我们的教学、课程设置、专业设置上面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大人才

培养数量的同时注意到对人才培养结构、专业结构的调整。换言之，就是根据市

场或环境的新变化来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结构的调整。 

4．高层次人才的竞争会更加激烈。随着对外开放、对外交流、合作办学等

各种渠道的不断拓宽与畅通，人才流动也会更加便利。国际间的高层次人才流动

量会进一步增加。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急需大量高层次人才，可见竞争不可

避免，全球人才短缺，科技人才跨国流动加大是一股世界性潮流，其中一个很重

要的特征是人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5．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须更加重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世

界各国面对具有强大同化力的强势文化，多采取措施维护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特

色。教育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动因，高等教育更担负着文化传承的重要责

任。 

大学与高等教育划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