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信息 

新同学，图书馆欢迎你们 

九月的阳光灿烂，九月的云彩斑斓，九月是收获的季节，九月洋溢着自豪和

喜悦。2002年的九月，我院迎来了 3000余名新同学。新同学是中国煤炭经济学

院的希望和未来，全院各个部门都积极投入到迎新的各项工作中。我们图书馆也

将以最宽敞安静的借阅环境、最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成为每一个大学生四年学习

生涯中获取知识的最佳殿堂。 

借书证是读者在馆内阅览和借书的凭证。要借阅书、刊，必须首先办理借书

证，所以办理借书证是图书馆为新生做的第一项工作。新生入校军训后，图书馆

将从教务处领取新生名单，新生由各班统一将写有班级、姓名、学号（由教务处

统一编制）的照片和 5元办证费交到图书馆 305室。此后图书馆将集中人力、物

力在两个星期内把每一个新生的借书证办好。借书证办好后，图书馆将派专门老

师对所有的新生进行“新生入馆导航”教育，包括我院图书馆简介；借阅程序及

规则；图书排架、查找方法；图书馆目录的使用方法；现代化技术设备的应用等

新生到图书馆获取信息经常用到的一些知识。为确保图书馆工作的规范化、有序

化和每一个新生更快、更方便、高质量的利用图书馆，入馆教育是必须参加的。

入馆教育课后老师将把借书证发给大家。有了这张小小的证件，你就可以在图书

馆这个信息的海洋里随意遨游。 

图书馆与师资、教学设备并称现代化大学的三大支柱。新生同学们，图书馆

已经为你们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相信图书馆将为你们的学习提供一片崭新

的天地！                                                     （丁德碧） 

图书信息消费 

全球互联网的建立实现了全球信息资源的共享，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

能力。网络消费、网络服务开始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学习工作中，人们足不出户就

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实现在家庭办公、在网上购物等多方面的需求。人类的消费

走向知识化和智能化。 

据第一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统计，截止 1996 年 12 月 31 日，我国除农户和

个体户外，共有法人单位 440.2万个，产业活动单位 635.1万个。我国目前登网

的消费用户很低。发展信息消费的潜力很大。 

过去成千上万以至几百万字的书籍的内容即可压缩在几张光盘上，读者不用

捧着几十本上百本的书，既节省了人力物力，极大的方便了读者，又节省了读者

的时间和精力。电子出版物的问世，数字图书馆由过去的设想变为现实，读者在

自己的办公室、家里等地方通过国际互联网，就能快速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未

来图书信息消费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未来的市场很大，会更好的满足广大的消

费者的新需要。 

信息消费极大地加速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电子技术向图书出版

领域的渗透，改变了过去的单一的传统的书本图书向数字化图书发展，给图书出

版带来了新的商机。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大大地方便了读者，使他们能迅速快捷地

进行信息检索，读者获取的知识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通过信息消费可以大大地

提高人的素质，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又促进了消费的

层次的提高，提高了消费质量。                                   （任虹） 

电子阅览室——图书馆信息服务新阶段 

电子阅览室的建立将扩大图书馆的文献保障能力，使其以崭新的服务方式、

快捷的服务手段，为读者提供最新的信息资源及高层次的服务.读者既可以借阅



各种多媒体光盘精心阅读，可以检索文献数据光盘，又可以到 Internet 网上的

巨大信息宝库漫游。电子阅览室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标

志着图书馆信息服务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目前，电子阅览室的电子信息资源包括： 

1．网络资源。读者不仅可以进入 CERNET（教育网），而且可以进入 Internet 网，

检索、浏览网上丰富的各类信息资源。 

2．光盘文献资源。光盘库中搁置有若干种文献数据库，其中有《中国学术期

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法律法规大典》、《中文社科报刊篇名数据库》、

《法律年鉴》、《四库全书》等光盘数据库。 

3．镜像站点。图书馆购置了清华学术期刊和书生之家电子图书镜像站点，收录

了许多优秀期刊和图书资料，校园网用户可方便的查询、浏览。 

4．多媒体信息源。电子阅览室收藏有各类多媒体学习光盘，如多媒体英语教学

软件、多媒体英语文学光盘、计算机等级考试光盘、多媒体 CAI教学课件，以及

各种多媒体电子出版物、VCD光盘等，可供读者在单机上阅览。 

5．特色数据库。我们将图书馆馆藏书刊目录数据库（20 多万条）、读者借阅数

据库和优秀学生论文数据库（2000多条）映射到光盘塔上，供读者检索。 

（王健） 

图书馆布局的小范围调整 

图书馆管理学资料室划归系里后，图书馆对布局作了小范围的调整。会计学

资料室从图书馆楼北区 402室迁至 404室。该室主要收集财会、审计方面的现刊；

前一年财会、审计方面的过刊；财会、审计方面的会议资料；全院除管理和工程

两系外其他各系的学生论文；与其他经济类及相关学校的交换资料；各年考研目

录等。本室主要对教职工和大四学生开放。402室现新成立文献检索室，收藏目

录、索引、文摘等检索类工具书以及辞典、百科全书、年鉴、名录、手册等参考

性工具书近 2500册；同时该室配备专门人员和计算机为全院读者提供计算机信

息检索。该室工作人员曾为学院部分读者提供的信息服务受到了读者极大的好评。

真诚希望广大读者利用这两室，也希望我们的服务能切实对你的工作和学习有所

帮助。                                                    （沙淑欣） 

简讯 

我院各届人士非常关注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为丰富馆藏种类做了大量的工

作。毕宪顺院长刚来我院工作，就向图书馆捐赠了自己编写的《邓小平经济思想

论刚》、《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解读邓小平理论》三种图书共

25 册，总价值 615 元。此外，管理系教授刘克苏同志向图书馆捐赠了自己编写

的《失行孤雁—王国维别传》一书 8册，总价值 176元。 

管理系 2002 届毕业生心系母校，关心低年级同学的成长和进步，在即将告

别母校之际，向图书馆捐赠了计算机各类教程、考研、外语、小说及各类教材共

计 345本，对在校学生今后学习和考研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每年管理系毕业生都

向图书馆捐赠此类图书，已经连续了多年。                        （李延松） 

面对书库藏书拥挤的现状，为使新学年新书顺利上架，暑假期间，图书馆安

排有关人员在勤工俭学同学的帮助下，对主书库和教师阅览室的图书进行了大范

围的倒架。同时对教师阅览室、学生参考书阅览室的图书重新进行充磁。这两项

工作的高质量、快速度完成，为以上各室在新学年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服务做

好了准备。 

今年暑假，图书馆现刊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全假期全天向读者开放；流通部



主书库、第二借阅室定期向读者开放。暑假期间以上各室的工作人员克服种种困

难，冒酷暑，尽职尽责，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他们用无言的行动表达了对图书

馆工作的热爱，这种爱岗敬业精神值得提倡。       （于忠安） 

暑假期间，为了方便广大考研读者复习备考，考研阅览室的有关资料临时搬

至现刊阅览室（201室），同该室 2002年的报纸期刊一起全天为读者开放。在任

务加重，人员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期刊部各位老师和值班同学一起，坚守工作岗

位，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其服务受到了读者，特别是考研读者的好评。新学期

开始后，考研资料重新搬回教师阅览室（301室）。 

新学期伊始，期刊部调整了现刊阅览室各类报纸、期刊的布局以及阅览区阅

览桌走向，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敞明亮的阅读环境。           （尹静薇） 

读者心声 

致学弟、学妹们的一封信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 

欢迎你们来到心目中的伊甸园！ 

你们喜欢这个地方吗？要问我最好的风景在哪里，我不指给你大海，我不告

诉你群山，我会带你们来到美丽的纳川广场，看一看在那里傲立的图书馆。 

一排排书架，载满了无尽的希望；一台台电脑，装足了超人的智能。品不够

的书香，读不完的信息…… 

新书阅览室告诉你世界新动态；现刊阅览室的报刊杂志令你眼花缭乱；图书

借阅室中，等你借阅的好书排排站；想回味过去，过刊阅览室中有一片天地；要

阅读方便，邀你到电子阅览室中一观；各种专业资料室会随时将你需要的知识向

你传。 

漫步这里，会让你像一个满腹经纶的大才子；穿梭其中，你会忘记一切苦恼

和忧虑。 

博览精华，通晓天文地理，了解世界各地；思考人生，探索生命真理，研究

宇宙奥秘。 

休闲的好去处，学习的好天地，闪烁着知识的光荣，运载着华实的美丽。 

赶快去看看吧，看看这雄伟的建筑物中装满了怎样的新奇。相信，你们看过

之后，一定会夸奖我这个导游的好眼力！ 

                 祝：学习进步 

                     生活愉快 

                                                学姐：单蕊 

                                            2002年 9月于煤院 

有感 

也许生命是一首小溪流的歌 

   也许情趣是字里行间感情的流淌 

走了许久，许久 

站在 38万巨人的脚下 

我才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渺小 

 仿佛似一个饥渴多年的流浪者 

     突然闪进一座充满面包可乐的乐园 

 

自以为是才子 

读遍万水千山 



自比是富翁 

浸染了才子佳篇 

爬进象牙塔的图书馆 

痴迷地坐在楼上品读 

才发现拥有的不过一粒金子 

而此刻已身在金矿 

 

从孔孟儒学到马恩哲学 

从四书五经到经济论著 

我已化作一条鱼儿 

畅游于浩瀚无边的大海 

呼吸着来自书中的墨香 

清泉甘霖让我心怡 

但—— 

品味人生，感受心灵 

       图书馆汪洋般的伟岸才是生命的心动 

                                              （社科 011  吴中英） 

图书馆隔壁的快乐邻居 

我住在图书馆的隔壁——空间的距离更拉长了我对她的敬畏感：总是仰着头

去拜望这高贵而神圣的隔壁。有一句话叫“宾至如归”，在这儿我可以尽情体会

这份清闲，心灵上我们是无间距的。 

可是神圣邻居的慷慨让我时感羞愧：我无须付出，只有索取。希望有一天我

会为她做些什么，哪怕是一点点。终于我叩响了 405 的门，随心的也是无意的

——我告诉她我所想的，我所做的，我将做的。 

几天之后，我惊奇地发现我邻居的再次的慷慨大方：我说我想见凡尔纳，书

架上有了他的影子——《十五岁的船长》、《地心游记》；我说我想与图书馆无间

歇全接触，还书日期真的没有了最低 15 天的期限；而且她还给我这说话人经济

报酬！ 

我受宠若惊，我仅仅是一宾客吗？不，我是书馆隔壁的快乐邻居，我也是她

的一位小主人，不是吗？有一扇美丽的窗开在我们之间，让我兼同这具有戏剧色

彩的双重角色：那扇窗是有内容、有层次、有深度、有时代特色的《信息园

地》！ 

我喜欢透过这扇窗幸福地与隔壁倾情对话，我喜欢她传来的时代前沿的最新

信息；我喜欢她进行的时尚话题讨论……我更希望这扇窗户开得宽些大些，让更

多的人读到品到见到她的风采。 

如果她能有更多的高文化层次的篇章；如果她能让诸如奶酪风暴的讨论更深

展开，那我这邻居会再一次喜不自禁。        （外语系 2000级本四  张晓） 

让美随风而逝 
“张晓是谁啊，怎么每一期都有她的文章？”我翻着新出的《信息园地》，

从图书馆往回走。已记不清初次给《信息园地》怎样子投稿的了，但拿到自己赚

的第一笔稿费，很是高兴。引用舍友的话，他说，你看我们老大，笑得多灿烂，

一脸阳光啊！ 
接触多了，就发现一位叫张晓的朋友老是雄踞自己的半分“菜地”一旁，便

奇怪了，去问学外语的师妹，她说不认识呀，不过可以帮你打听。但看文章，真



是好。一字不放地读了，最吸引人的是那篇《读书人自供》，稀罕的凡尔纳书虫，

自得其乐地忙着在图书馆长驻，在书堆里磨小老鼠牙，这样的人，真是有趣和可

爱。 
有时不想写了，想慵懒度日，与云翳说谎，但转身看见邻家菜地诧紫嫣红，

生趣盎然，于是不敢怠慢了这春，这风景，又回来俯身写字，播种点菜。 
简贞说，人生哪，如果赏过一回痛哭淋漓的风景，写过一篇杜鹃啼血的文章，

与一个赏心悦目的人错肩，也就够了。不要收藏美，珍印美，让美随风而逝。 
可赏心悦目的人儿都该错过吗？张晓，我的芳邻，让美随风而逝的日子，你

还磨不磨小老鼠牙！                              （社科系社工 002  王
勇） 

美好的明天属于你 
深受爷爷、爸爸的影响，从小我就爱读书，进了大学，更是对图书馆情有独

钟。从我刚入校时的 25 万直至今天的 40 多万册馆藏，作为一名受益者，图书馆

的发展让我感到欣慰和鼓舞。我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呼吸着知识的花

朵带给我的芬芳，享受着知识的雨露带给我的甘甜…… 
图书馆安静温馨的学习环境，离不开图书馆全体老师的细致、认真、无私的

奉献，在工作上他们一丝不苟，对待读者他们更是平易近人。一件小事曾让我感

慨万千：我打算跨专业考中文系的研究生，信息收集的比较全，可是考研课本要

求用指定出版社的。跑遍了市里图书商城、新华书店都没有收获，便只好怀着一

丝希望来到采编部向老师询问。开始还心存疑惑，老师工作这么忙，会理会一个

普通学生吗？没想到那位老师不仅耐心地给我答询，还热情地从图书馆的电子数

据库中找到了我所需五本书中的两本。虽然不知老师姓名，但还是借此表达我对

她由衷的谢意，同时也感谢其他辛勤工作的老师们！ 
最后，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中文系水平居国内高

校前列，类似《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学理论教程》等方面的书我院

图书馆也有，可是以上高校出版社的相关书甚少，希望采编部能根据各高校考研

动态采购一些相关专业书。  
图 书 馆 的 今 天 欣 欣 向 荣 ， 相 信 图 书 馆 的 明 天 会 更 加 美 好 。                           

（金融 002 班  李斌） 
教育视点 

美国正大步跨向 E 教育 

不久前美国教育部门决定，2005年，90％以上美国大学将开设网络课程；

同时，美国媒体请比尔·盖茨等一批美国著名科学家、企业家、教师、发明家，

预测了 2025年前后美国中小学生进入 E教育的前景，就“电脑是 21世纪伟大的

教师”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起，大量美国资本涌入 E商业、E广告业的同时，

也大批涌入了 E教育事业。目前，美国约有二百多万网上大学生，70％以上大学

设立了网上课程，少则三门，多则五门，最多的伊利诺斯大学开了二百二十门。

多数开的是商业与技术课程，也有少数开心理学或工程方面的。网上教育成为远

程教育最新形式。一些美国网上大学还正在雄心勃勃谋求海外发展。由于网上教

育成效显著、成本较低，不少美国大公司，也纷纷与相关大学联系，打算为自己

的职工提供各种专业的网上职业技术训练。因此，圈内人士普遍认为，未来几年

内，从教室四壁突围而出的网上教育将进一步走出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