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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室变化一览表 

新学期伊始，经过重新改建装修的图书馆大楼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为方

便您们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现将调整后的主要部室简要说明如下： 

一、 新增加的六个室 

名  称 功     能 座位 方 位 
外文期刊室 提供 80 余种外文期刊供读者阅览 12 个 213 室 

阅报室 提供 110 余种报纸供读者阅览 72 个 214 室 

办理证件室 主要办理借书证  218 室 

考研资料室 提供考研资料和招生目录供读者阅览 72 个 219 室 

第一阅览室 提供法律、经济等参考书供读者阅览 306 个 401 室 

第二阅览室 提供理工类参考书供读者阅览 228 个 402 室 

二、 扩大的五个室 

名  称 功    能 座位 方 位 
文献检索室 为读者提供工具书检索、数据库检索等 72 个 215 室 

文献借阅部 主要为读者办理借还手续、提供阅览等 20 个 220 室 

期刊阅览室 提供 1200 余种期刊阅览 324 个 301 室 

电子阅览室 提供网上检索、视听服务等 140 个 304 室 

教师阅览室 藏有 5 万余册样本书供读者阅览 80 个 307 室 

——信息咨询部：门虹云 

异常忙碌的暑假 

为了不影响图书馆正常向全院师生开放，图书馆楼的整体改建工作只能安排

在暑期进行，而且必须保证新学年开学前完工。工期时间紧、任务重，整个改建

涉及到图书馆建筑面积 11250 平方米，涉及到每个部门。原本想利用暑假放松一

下，或携带爱人和孩子外出旅游，或探亲访友，或辅导孩子功课，或学驾车等技

术，或撰写学术论文……这一切的想法都地放弃，都地服从和服务于图书馆楼改

建的大局。 

于是，从 7 月 5 日一直到 8 月 25 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冒着酷暑烈日，从

早上 6 点一直忙到晚上 8 点，有时中午也不能休息，究竟流了多少汗水谁也记不

清，只是觉得一假期瘦了十几斤。许多女同志把家务活和照看孩子等事物都委托

给他人来做，一心扑在自己分管的工作上。就这样，全馆同志带领 50 几位勤工

助学的学生奋战了 50 余天。共打扫卫生 2 万多平方米，擦玻璃 8 千余平方米；

安装新书架 455 组、存包柜 60 组、期刊架 46 组和密集存报架 4 组，共计 40 余

吨；撤迁旧书架 180 余组；安装新阅览桌 100 张、木质椅 576 把、软椅 94 把、



三人座塑料椅 5 组、四人座联体阅览桌 22 套、会议桌 1 张、三面隔断视听桌 40

张、操作台 3 组，计算机座椅 10 把、铝合金玻璃展柜 20 组；搬迁旧阅览桌 100

余张、座椅 1200 余把；对全部图书进行了调整，重新排架，共计 50 余万册。整

个工作全靠人工一点一点地搬运，劳动强度非常之大，难怪许多同志手和脚都磨

起了水疱，有的都累病了，但大家都没有怨言，“重伤不下火线，轻伤不叫苦”，

那种忘我的精神就连在场的施工人员也深受感动。 

此次改建，图书馆在布局上做了大的调整，行政办公集中在南区二楼东半部

分。全馆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面积 3000 余平方米，阅览座位达到 1700 余个，

可以容纳藏书 80 余万册。 

目前，图书馆的布局十分合理，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新学年一开馆，

得到了入馆读者的一致认可。他们普遍认为新的布局宽敞明亮，方便实用。 

当同志们看到图书馆楼旧貌变新颜，工作条件和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时，紧

张忙碌的假期早就抛到了脑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学年的工作中去了。大家从

心里感谢院领导对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所给予的巨大支持，决心不辜负领导的重

望，在馆长的直接领导下，勤奋工作，为我院教学科研提供更好的服务。为迎

接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做出新的贡献。 
——办公室：李岩松 

文献检索室最新动态 
1. 提供数据库使用辅导讲座，满 5人以上可以集体预约。 

2. 提供文献检索服务。 

针对我院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各个学科、各种目的的研究课题，以描述课题

的主题词、关键词作为检索入口，从开题立项、研究中期、直到成果验收，开展

全程的文献检索服务。检索结果以提供文献的文摘和全文的方式来实现。 

3. 服务方式： 

① 用户上门 

② 文献检索室位于图书馆南区 215（电话：3615-8215） 

接待时间：周一～周五　　 

②Email 方式 

用户的检索申请及检索后的结果都通过 Email传递。 

电邮为：Jss_402@sohu.com           —信息咨询部：常 红

欢迎您的到来 
经过暑期的改建、扩建之后，图书馆原有电子阅览室、视听室现合并为一

室，其内分为微机区和视听区，两区进行统一集中管理。 

微机区拥有近百台计算机，以其规范的人员组织与管理，全天候的对读者

开放。该室宽敞明亮，环境优美是读者学习的好去处。室内微机全部以宽带接入

互联网，上网速度快，确能保证良好的运行。为读者上机学习、网上检索提供了

mailto:Jss_402@sohu.com


便利条件；查阅信息，网上漫游，为读者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便捷之门；同时微

机连入校园局域网，可让读者迅速了解学院，尽快适应学院的生活；学院的最新

信息也能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 

视听区拥有几十台 VCD 机器；中外影片近千部，大部分都为国际获奖大片；

更有一些英文原版影片，具有标准的英语发音，为英语学习爱好者提供了利用空

闲时间学习英语、提高听力的良机。 

室内四位工作人员正以崭新的姿态、优质的服务迎接您的到来，也真诚地

希望您关心我们、关注我们的发展与变化，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 

——电子阅览室 

合理布局  方便读者 

暑假期间，图书馆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兄弟单位的积极协助下，进行了装

修、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文献借阅部（原流通部）本着服务读者、方便读者

的原则，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布局和重新调整。调整后的藏书布局如下： 

1、二层书库分为东西两区，分别是： 

东区（原主书库）：主要为文化、教育、英语、小说、艺术、历史、地理等

类图书； 

西区（原报刊室）：主要为马列、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类图书。 

2、一层书库：主要为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医药卫生及综合性图书。 

另外，外文原版图书由原来的教师阅览室搬至一层书库。 

目前，所有图书借还都在二层（220室）办理。既方便了读者，又便于书库

的集中管理。 

在此，热烈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借阅图书，并衷心希望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

贵的意见。                               ——文献借阅部 

技术部暑期工作简讯 

在 2003 年暑假图书馆进行整体改造过程中，技术部工作人员参加了图书馆

网络规划、设计，协助施工人员施工、网络布线，积极与网络中心联系，解决实

际问题，一直到最后的网络测线、调试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图书馆网络改造工程。 

技术部并规划、设计了电子阅览室和视听室的改造工作，完成了电子阅览室

的网络布线、防静电地板铺设，配电柜外移，以及视听室的地板铺设、电源插座、

电源改造工作，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为方便广大读者办理借书证，图书馆领导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抽出专人负责，

由原来的每周四下午改为周一至周五全天办理。地点：图书馆 218室（咨询电话

3615转 8218）。 

                                        ——技术部：王 健 

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高校图书馆是大学的文献信息中心,这是高校

图书馆对大学生进行文化教育的物质基础。通过图书馆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

革命传统的教育,理想道德和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教育的方法不是说教,而是要

求大学生在掌握知识能力的基础上,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比较客观地、

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观察问题,使其真正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