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信息 

2001 年的我院图书馆 

2001年是中国年：党的 80华诞，申办奥运成功，足球冲出亚洲，成功举办

APEC 领导人会议，加入 WTO，南水北调工程启动┄ ┄ 世界关注的目光聚焦中

国，中国人的心在希望中升腾！祖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的学院、我们的图书馆

也在春风中继续着自己的征程。2001 年对图书馆是丰收的一年，更是充满希望

的一年！ 

2001年图书馆全年接待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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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读者提供复印资

料 8670 份，检索提供信息资料 200 余篇，主办《煤炭经济情报》6 期、《信息

园地》4期、专题简报 9期、英语视听宣传 40期。 

2001年图书馆的信息建设亦成果喜人。本年度图书馆共选购图书 119046册，

中外文报刊 1537种，安装了磁盘阵列及清华同方 CNKI系列数据库，同时订购了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的 10 万册数字图书；北京博利群信息有限公司的人大复印

报刊资料、法律年鉴、法律法规大典和上海文达信息有限公司的《全国报刊索引》

光盘数据库，此外图书馆还新购进操作台、书架、书车等设备，美化了图书馆的

环境，方便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 

如果说 2001 年我院图书馆取得了点滴成绩，那是与院领导的关心支持、馆

领导的科学决策和全馆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相信有院领导的继续关注

和全馆上下的齐心协力，图书馆的明天会更加灿烂辉煌！           （丁德碧） 

我院图书馆被授予“自动化建设图书馆先进单位” 

芳草凝绿，百花盛开，在这春色满园的季节里，5月 23日至 27日，山东省

教育厅在日照市海景宾馆主持召开了 2002 年山东省高校（包括高职、高专的院

校）图书馆馆长会议，参会单位 60余个，入会代表 80余名。会上省教育厅隆重

表彰了我省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先进单位 27 个，我院图书馆也是此次表彰的单位

之一。 

我院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始建于 1992 年，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相关处室的

密切配合下，经过全馆人员的艰苦努力，到 1999年底已初具规模。2001年 1月，

山东省教育厅和省高校图书工作委员会委托图书馆自动化评估专家组对我院图

书馆几年来自动化建设进行了全面评估，对已取得的成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4 月份省教育厅在济南召开的 2001 年全省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上，刘全顺院长

代表我院向入会的代表详细介绍了我院图书馆自动化建设方面取得的经验和做

法，引起了入会代表的共鸣和一致称赞。 

山东省教育厅授予我院“自动化建设图书馆先进单位”的铜匾，既是对我院

图书馆历年自动化建设取得突出成绩的充分肯定和鼓励，同时也对我院图书馆自

动化建设如何继续保持领先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延松） 

精神 

有人说精神来自金钱，有人说精神来自权力。不！我们要说，精神来自平凡

的工作，精神来自我们每个人心中。 

图书馆阅览室的工作，使从事这项工作的我们没有感人的业绩；每周 70 多

小时的轮流值班，使我们没有合家欢乐的周末，没有全家旅游的“五一”、“十

一”，但是阅览室里有我们付出辛勤劳动的文献资料，有我们熟悉的那无数勤奋



好学的学生的身影。每当看到学生们渴求知识的纯真面孔、遨游书海的忘情眼神、

穿梭书架间的忙碌身姿，我们忘了劳累，我们快乐，我们自豪！ 

近年来，考研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好学的学生一茬比一茬努力，就象大海

的浪涛一浪推一浪，一浪赶一浪，层层叠叠。若干年后，当这些学子走上社会、

走向成功，他们大概不会想起四年大学生活中的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老师们，甚至

相逢也未必相识。但是，我们仍然无怨无悔，为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无怨无悔，

为学子的功名业绩无怨无悔，为学院的兴旺发达无怨无悔。 

这就是我们——普通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精神。                  （王丽敏） 

管理学资料室划归管理系和工程系 

随着学院规模的不断扩大及管理系、工程系自身发展的需要，图书馆管理

学资料室划归系里，成立管理系和工程系两个资料室，同时图书馆抽调两名工作

人员到系里担任资料员。 

原管理学资料室收藏图书 4000多册，其中专业教师根据新增专业和学科发

展方向精选的本学科最新图书 200余册；中文现刊 146份，外文刊 5份，过刊 140

份；毕业生论文近 1500 份；教学、科研、会议资料 100 多份。此外为便于读者

使用，资料室在相关部室的技术协助下建立了毕业生论文数据库。资料室划归系

里后，学校加大对资料室的投入，各系也根据本系专业发展的需要新增了许多相

关的图书和报刊。为加快资料室的现代化进程，使读者更方便、快速地进行信息

的查找，每个资料室还配备了 5台计算机，读者在资料室内即可利用计算机通过

校园网直接检索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提供的图书查询，学术期刊和电子图书检索，

并可通过互联网直接进行网上信息检索。 

资料室自成立以来，基本能够满足本学科教学、科研的需要，特别是发挥

了其专、快、活的特点，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利用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相信资

料室划归系里后，同样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成为教师进行教学科研和学生探

索知识的重要机构。                                            （沙淑欣） 
文献典藏 

   文献典藏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馆藏文献资料的调配、排架、清点、剔旧以及

书刊财产的安全保管和防护等工作。它是图书馆协调各类文献收藏与利用关系的

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门。 

典藏管理系统简称“DCGL”，该系统是根据文献典藏部手工操作工作流程及

计算机的特点，经过优化建立起的计算机管理的典藏管理模型。DCGL 系统主要

完成核查和验证文献的种数、册数、金额；调拨与分配图书；典藏剔除和帐目统

计等工作。通过计算机，文献典藏部的工作人员从简单、重复的记帐和繁琐的统

计工作中解脱出来，极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同时也使图书馆的文献管理和帐目

体系实现了规范化、科学化。 

DCGL 系统的“文献分配”包括中、西文图书的分配。“典藏验收”是继“文

献分配”完毕之后，为打印输出图书馆各部门文献分配传票和清理典藏数据而设

计的。“文献管理”是文献典藏部门的“内务”，主要完成文献数据的剔除、类目

维护，管理条形码数据库、图书流向字典数据库和典藏数据库等等。“帐目统计”

是保管所接收图书或刊物等文献，进行必要的帐目统计，是文献典藏部门的重要

职责。                                                          （任虹）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正式投入运行 

图书馆于 2002 年初购买了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镜像站点，经过安装调试后

正式开始使用。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是建立在中国信息资源平台基础之上的综合



性数字图书馆，其集成了图书、期刊、报纸、论文、CD 等，囊括了印刷版、光

盘版、网络版等各种载体资源，下设中华图书网、中华期刊网、中华报纸网、中

华资讯网和中华 CD网等子网。资源内容分为书（篇）目、提要、全文三个层次，

提供全文、标题、主题词等十种数据库检索功能以及 CN-MARC格式数据套录功能，

同时提供印刷版书报刊、光盘数据库以及其他数据库的网上订购功能。书生之家

数字图书馆是集数据库应用平台、信息资源电子商务平台与资源数字化加工服务

平台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数字图书馆。 

    图书馆本次安装的书生之家镜像站点只包含图书，包括文学、经济、教

育、计算机等大类，相当于 10 万册传统图书。用户在使用时，先登陆图书馆网

页，在网络资源下点击“书生电子图书”，进入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如果你是

第一次使用，请先下载并安装书生电子图书阅读器，登陆（用户名、密码均为默

认）。进入书生数字图书馆，可以按书名、作者、出版社等查询图书，也可分类

浏览。找到图书后，点击“全文”，即可用阅读器浏览图书，并可对图书进行拷

贝 、 打 印 等 工 作 ， 具 体 步 骤 参 见 图 书 馆 主 页 中 的 “ 使 用 ”。                  

（王健） 

短讯 

开学以来，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曲建新同志先后向图书馆捐赠了《教育政策法

规文件汇编》4册，价值 1180元；《中国煤炭教育史》17册，总价值 3060元；

《中国国情报告》1册，价值 365元。在此，全馆同志向一直关心支持图书馆发

展的各界领导和人士，表示衷心谢意。                            (李延松)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改善服务态度，使读者有一个理想的借阅环境。

从 2002 年 6 月 1 日起，图书馆在原有挂牌上岗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监督台，将

全馆人员的近照和代号以及《读者监督细则》在玻璃橱窗一一陈列出来，对读者

监督的方式、举报的形式，图书馆答复的期限和方式，都做了硬性具体的规定。

欢迎广大读者踊跃监督，以便我们更好地为你服务。                  (李延

松) 

2002 图书馆“爱岗敬业”演讲比赛于 6 月 5 日下午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

院党委杜文华书记参加了本次活动，人事处岳海鹰处长、团委张延东书记、党办

郭金创主任、组织部盛国军部长、工会曹哨兵主席担当本次演讲比赛的评委，演

讲在热烈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最后依照得分高低产生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

三等奖 3名、优秀奖 6名。比赛结束后，岳处长对本次演讲比赛进行了点评，杜

书记做了总结性发言，对图书馆举办的这次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毅君） 

在 2002 图书馆“爱岗敬业”演讲比赛中，流通部的戈仁婷、关锐两位老师

过关斩将，分别取得了第一名和优秀奖的好成绩，为我部争得了荣誉。为了更好

的迎接这次比赛，戈仁婷、关锐两位老师在作好本职工作之余，利用空闲时间四

处搜集材料。为了使内容更充实，他们改了一遍又一遍；为了一个好的词句、一

个好的题目，他们琢磨了一次又一次，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充分实践了“爱岗

敬业”的精神。                                                （于忠安） 

读者心声 

读书心得 

图书馆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我爱读书，所以经常到图书馆看书。高尔基说

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图书馆无疑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座里

程碑。 

图书馆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又如何充分利用他进行学习和科研呢？这是我一



直思考的问题。记得刚上大一时，什么都不懂，觉得到图书馆看书非常新鲜，随

便找本书便乱看一通，毫无章法，可以说是纯粹打发时间，结果半年过去了，收

获很小，事倍功半。后来，经过自己慢慢摸索，参照别人的经验，总结出了以下

五条教训： 

一．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今天要看哪种书，查哪类资料，要获取什么信息，都要明确，不必写在纸上，但

要做到心中有数。 

二．要保持一种求知若渴的心态。一走进图书馆，面对书籍，就像高尔基所

说的：就像一个饿汉扑在面包上一样。只有这样，你才能全神贯注地看书，而且

孜孜不倦，从而获得最大量的知识和信息。 

三．要采取“博”与“精”相结合的阅读方法。面对浩瀚书海，你显得是那

样渺少。书是读不完的，既要扩展知识面，广记博识；又要加强学习深度，精益

求精。只有采取如此方法，你才能左右逢源，事半功倍。 

四．要养成记笔记的好习惯。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阅读中把

自己认为有用的记下来，以备以后查阅和使用。 

五．要经常总结和思考。这是最后一环，也是最关键一环。读书最大的益处

就是能给人以启迪和思索。阅读后经常反思，有助于你融会贯通和活学活用，否

则所做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 

以上是我对利用图书馆进行阅读学习的一种粗浅认识，希望老师、同学多多

指教。    

                                           （法学二班  张兴瑞） 

                      图书情结 

从小，对图书，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上了大学，行于书楼，我才知道，

那是一种情结，一种别样的图书情结。 

对图书的那份情结，并不完全出自小时候的钟爱，还有自己本身那种莫名就

有的缘，而是那书楼的丰富套餐，给了我极大的吸引，滋补了我思想的贫瘠与匮

乏。 

这套餐，是五味俱全的丰盛；这套餐，亦是绝美的佳论。这里，我们可以翻

阅昨天的历史，追忆起新的境地；这里，我们了解当天时势的风云变幻，顿悟出

另类的思考，绘出明天新的蓝图；这里，我们可以尝到刚出版的新书，一品天下

美味如何？ 

这一切，就是出自我们的书楼。这套餐，也是图书馆各位老师的精心调佐，

努力工作的结晶。如果说。这套餐，是一桌宴席，那么，这宴席，也是一桌色、

香、味俱全的御赐良品。 

朋友，当您行于书楼时。面对这份诱人的套餐，怎能不会对她产生一种莫名

的感觉？也许，这种感觉，就是你、我、他心中的图书情结。 

                                        （会计 2000-3班  贾海斌） 

心田中那方净土 

春光明媚，柔风拂面。我，踏着轻快的节奏，迈着轻盈的步伐，和着青春的

旋律，走向心田中那方净土——图书馆。 

轻轻地，展开一本书。书中每一行字，都似涓涓小溪在欢快流淌。慢慢咀嚼，

细细品尝，如饮醇酒，如品芳茶，沁人心脾，耐人寻味。时间在悄悄地流逝，一

缕阳光射进来，洒在书页上，反照到读书人的脸上。此刻，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

会心的微笑与满足的幸福。 



古人云：“读书使人聪慧，读史使人明智”；高尔基称书为：“人类进步的

阶梯，人类的营养品”；莎士比亚也称：“生活里没有了书，就像鸟儿没有了翅

膀”。在我看来：当你高兴时，书为你轻歌小调；当你烦恼时，书为你消愁解闷；

当你得志时，书告诉你，清醒头脑，再创辉煌；当你失意时，书鼓励你，振作起

来，莫再颓唐┅ ┅ 

书，给了我许多。图书馆——心田中那方净土，使我采撷了最美丽的花朵，

汲取了最丰富的营养，收获了最丰硕的果实。 

全国著名的清华主持潘杰克有其极具特色的座右铭：播种行动，收获习惯；

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人生；播种人生，收获生命。学胞们，就

让我们从读一本书做起，养成会择书好读书的习惯，进而使我们的性格随书潜移

默化，从而为我们的人生铸就辉煌，使生命更为锦绣、壮观。  

                                        （英语 2001级 5班  翟慧敏） 

自由的天空下  我心在徜徉 

下了一二节的市场营销课，抓起笔记本，我便奔向图书馆——我的乐园，我

的精神家园。进了图书馆，感觉就像在“享受”。享受宁静、享受浩瀚、享受充

实、享受辽阔…… 
当我徜徉于二楼图书借阅室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了好些新的面孔，原来新

学期又有一大批新书与读者见面了。这些新书就像春天清新的绿叶，散发着蓬勃

的生机，给图书馆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最令我高兴的是指导专业英语四级考试的

书和文学类的书增加了。以前书架上有关大学英语四六级的书比比皆是，而专业

四级的书却少的可怜，仅有的几种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令我们这些为专四

而“奔波”的 English majors 苦不堪言。现在可不同了，临近考试时有几本新的

辅导书，让我们心里感觉踏实了不少！在书店“欲看不能”的苦楚相信爱书之人

都能深味的到，这会儿可好了，在图书馆就可以借到许多我“垂涎已久“的文学

类图书。想想看，在人静的时候泡上一杯清茶，静静地坐在桌边读一本小说；或

是在细雨飘飘的日子捧一本散文斜倚窗前；或是在浪花朵朵帆船点点的海边找一

幽静之处，默默地欣赏一段爱情故事……那又是一种什么感觉！ 
曾经有朋友对我说：真羡慕你能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本书。是的，我一直都

把读书当成我最大的快乐和享受。感谢图书馆给我提供了一处乐园；感谢图书馆

辛勤工作的老师们，感谢你们急我们之所急，给我们之所需，让我们在书的海洋

里自由地徜徉！                               （外语 2000 级三班  孙彩

虹） 
                      我们的图书馆 

进入大学已经一年多了，大学的各种活动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极大地丰富了我

们的课余文化生活，在大学生活中开阔眼界、提高能力的功臣之一便是图书馆。 

刚进图书馆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进入图书馆，像是步入了书的殿堂，

高中时的知识面在这里得到了彻底的放开。图书馆的书，种类齐全，品种繁多，

文学、经济、历史、军事等各个方面无不涉及；还有信息非常及时的报纸、期刊，

更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记得老子说过：“不窥牖 ，见天道。”后来

有人更直接地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这都是文献资料的功劳啊！因此，

大学校园与其说是“象牙塔”，倒不如说是各种文化的前沿阵地。 

我们的校园图书馆本着“一切为了读者”的服务宗旨，凡是与教学、科研相

关的书籍无不涉及，即具有“广博性”和“及时性”。要保证及时，图书馆应经

常更换血液，吞故纳新。就拿我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来说吧，其发展速度非常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