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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开展“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革命精神永存，党性永记心中”，

7月 1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

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图书馆直属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重温入党誓词，

牢记党的宗旨” 主题教育活动。 

面对鲜红的党旗，图书馆直属党支

部书记司千字带领全体党员高举右手

庄严宣誓，重温自己对党忠诚的誓言。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再一次举起

右手宣誓，仿佛又回到了入党的神圣时

刻，充满了荣誉感和使命感。”宣誓后，

全体党员纷纷表示，一定要以实际行动，

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让党的组织有力坚强，让党员形象更加

闪亮，让党的旗帜高高飘扬！ 

司千字书记在总结讲话中肯定了

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性。他同时指出，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荣获中共山东省委

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2008-2010 年度

山东高等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是荣誉，更是鞭策。他强调全体党员要

增强党性意识，牢记入党誓言，不断提

高服务质量，更好的满足教学科研的信

息需求，以出色的工作业绩，为党员增

光，为党旗添彩，为学校的发展做出更

大的贡献。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沙淑欣 

营造人性化学习空间——图书馆休闲阅览桌椅投入使用 

作为读者与书籍、今人与古人、感

性与理性交融的场所，高校图书馆是高

等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也是读者学习

知识的第二课堂。以“以人为本”为宗

旨，为读者营造优美、舒适、健康的借

阅与学习环境一直是图书馆工作的重

点。根据校图书馆情报委员会、学生座

谈会等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图书馆决定

在中厅等空闲场所增设阅览桌椅，为读

者营造新的学习空间。2011 年上半年，

图书馆领导及相关人员到江浙及煤炭

高等院校参观学习，并对多家公司出售

的办公家具进行对比选择，在此基础上，

经学校资产管理处的大力支持，8 月 28
日，休闲阅览桌椅全部安装到位并投入

使用。 
本次图书馆新进休闲阅览桌椅 14

组，分别放置于图书馆北大厅西北角，

新旧馆连接处的中厅、存包柜处及二、

三、四层空闲处。钢化玻璃阅览桌搭配

或深红或桔红或浅蓝的椅子，整个图书

馆立刻热情并亮丽起来。将郁郁葱葱的

绿色植物引入图书馆,已成为现代图书

馆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不可忽视的亮

点。为此，图书馆又购进了国王椰子、

金心也门铁、黄金葛等绿色植物，点缀

图书馆室内空间,给人的视觉和心理以

美的享受。 
现在，当你步入图书馆，映入眼帘

的是埋头认真学习的读者、是充满昂然

生机的绿，难怪读者感慨：图书馆的人

情味更浓了；难怪图书馆工作人员感慨：

图书馆的人气更旺了！这些感慨是对

图书馆工作的肯定更是鞭策，图书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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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为读者创造一个功能性与审美性

兼具的空间, 构建儒雅的文化氛围。 
 

办公室：沙淑欣 

图书馆电子显示屏投入使用 

经过一个假期的紧张工作，LED
显示屏于开学前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

安装位置在图书馆大厅的西墙，面积约

9 平方。本屏采用红绿双基色 LED 高亮

度点阵模块，实时显示方式，计算机显

示器与大屏幕点点对应控制，操作员仅

需面对计算机进行操作。 
LED 显示屏能及时为读者提供大

量直观的信息，如入馆须知、馆藏利用

指南、培训信息、最新通知及公告等信

息，使读者在进馆后能第一时间掌握图

书馆的最新动态和使用帮助，了解并有

效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资源。显示屏软件

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设计不同的展示

形式，文字可以随意编排，风格严肃、

热烈、欢快均可，如通知、公告简单醒

目，可以黑底红字，也可以红底黄字；

入馆须知和指南则可以设计得温馨优

美，并加上背景或图标；活动通知就可

以设计得活泼一些。  
大屏幕在我馆日常业务工作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它替代了传统宣传模式，

可以随时根据活动内容快速便捷地调

整相关内容，而且不需要工作人员手工

操作，在后台制作播放即可，这样一来，

不仅节约了材料和制作工本费，同时还

节约了劳动力。对于工作人员来说减轻

了劳动强度，也可以保持图书馆优美、

温馨的环境；对于读者来说，可以直观

地获取最新的信息，并且感受到我馆的

真诚服务。 
技术支持部：肖红 

2011 年下半年读者培训计划 

为了让广大师生了解图书馆，熟悉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提高信息素养，图书

馆面向全院师生开设免费培训讲座，培训内容涉及各学科的资源介绍和检索技术，

各种类型文献的获取技巧。欢迎同学们选择感兴趣的培训专题参加 
时         间 培训内容 教   师 

10月 10日（周一）16：00 --17：20 
1.信息资源的类型及获取方

法 
孙丽艳 

10月 12日（周三）16：00 --17：20 2.大师经典推介与导读 任  虹 

10月 14日（周五）16：00 --17：20 3.如何查找、利用随书光盘 段于民 

10月 17日（周一）16：00 --17：20 4.馆藏书刊的排架与查找 王晓清 

10月 19日（周三）16：00 --17：20 4.馆藏书刊的排架与查找 王晓清 

10月 20日（周四）16：00 --17：20 4.馆藏书刊的排架与查找 王晓清 

10月 21日（周五）16：00 --17：20 4.馆藏书刊的排架与查找 王晓清 

10月 24日（周一）16：00 --17：20 
5.论文写作与图书馆资源利

用 
刘  慧 

10月 26日（周三）16：00 --17：20 6.如何利用图书馆主页 于维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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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8日（周五）16：00 --17：20 
7.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检索

与利用 
沙淑欣 

10月 31日（周一）16：00 --17：20 
8.中外文学位论文数据库检

索与利用 
段于民 

11月 02日（周三）16：00 --17：20 
9.中文电子图书学术搜索与

文献传递 
常  红 

11月 04日（周五）16：00 --17：20 10.如何查找统计数据 常  红 

11月 07日（周一）16：00 --17：20 
11.ScienceDirectOnline等

数据库的检索利用 
刘  慧 

11月 09日（周三）16：00 --17：20 
12.EBSCO等数据库的检索与

利用 
常  红 

11月 11日（周五）16：00 --17：20 13.常用社科工具书及其利用 张毅君 

培训地点：图书馆信息素养教研室（223室） 

信息咨询部：常红 

NSTL “全文文献”（期刊全文）继续开通 

国家科技文献图书中心（NSTL ）

“全文文献”栏目中的文献资源主要包

括“全国免费开通文献”、“外文回溯期

刊全文数据库”“免费外文期刊”

（“NSTL 开放获取期刊集成检索系

统”）、“NSTL 研究报告”等部分。 
“全国免费开通文献”、“外文回

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 NSTL 定购的国

外网络版期刊，面向中国大陆学术界用

户开通全文，我校图书馆已再次申请开

通，我校读者可在校园网内免费在线使

用这些资源。与我校学科专业相关的数

据库有“IOS Press 出版社电子期刊”、

“美国运筹学和管理学研究协会期刊”、

“美国生态学会期刊”、“中欧科学期

刊”、“英国皇家学会期刊”、“施普林

格在线回溯数据库（Springer）”、“牛津

期刊过刊回溯库（OUP ）”、“英国物理

学会网络版期刊回溯文档数据库

（IOP）”、“Turpion 网络版期刊回溯文

档数据库”、“Nature 周刊回溯文档数

据库”等。登录方法：我校图书馆主页 
> 外文数据库或电子期刊 > NSTL 全

文 文 献  > 访 问 入 口 ：

http://www.nstl.gov.cn/ > 全国免费开通

文献、外文回溯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或

直接登录 NSTL 主页( 国家科技图书文

献中心网站，图书馆主页有链接），点

击打开“全国免费开通文献”、“外文回溯

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栏目。 
 

信息咨询部：刘慧 

了解身边的工具书——我馆的“皮书”系列简介 

“皮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

几年推出的大型系列图书，皮书它们由

一系列权威研究报告组成，在每年的岁

末年初对每一年度有关中国与世界的

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态

势进行分析和预测。据介绍，“皮书”

http://oaj.nstl.gov.cn:8080/NSTL_OAJ
http://www.nstl.gov.cn/


4 

最早是以白皮书的形式出现在十八、十

九世纪的英国，按颜色分有蓝皮书、绿

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 白皮书一

般特指政府文告。蓝皮书通常代表的是

学者的观点或者研究团队的学术观点。

绿皮书是针对所观察研究的对象，带有

可持续的意思，与农业、旅游、环境等

有关。黄皮书主要同世界经济、国际问

题研究有关 
我院是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的经

济院校，自然我馆的皮书系列收录侧重

于经济类学术研究的蓝皮书系列。自从

2002 年开始，我馆陆续收录了约 310 余

种皮书读本。其中以经济分析，地区、

企业经济发展为主，如《世界经济形势

分析与预测》、《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

预测》、《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等。 
此外，我馆亦收录了内容涉及到社

会、文化、金融、法制、医疗、房地产、

旅游、人才、教育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的皮书藏本，如《世界社会主义

跟踪研究报告》、《中国人才发展报告》、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中国文化产

业发展报告》等。 
皮书系列具有翔实、准确的统计数

据，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原创性等诸多

特点，使其成为学术研究者和一般学习

者 的重要学者。 
 

文献采编部：董宁 
 

★互动平台 

永远的三毛                                          

——纪念我和三毛“在图书馆相遇相知”的时光 

前言：最近在图书馆看书，疯狂迷

上三毛的文字。于是在一个月内看完了

她所有的书，看完之后，仍觉得她的慈

悲与决绝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总觉得心

有种声音在呼喊：“三毛三毛”，挥之

不去。于是，仅以此文，纪念这一个月

来，我和三毛“在图书馆相遇相知”的

时光。 

有这么一个女孩子，从小立志长大

要做个捡破烂的。总是在放学回家的路

上捡一些脏的、曾经漂亮过的石子和垃

圾，带回家来洗干净像宝贝一样的藏着。 

甚至结婚，她都要抛开富足充裕的

环境，和丈夫走到除了漫天黄沙之外什

么都没有的撒哈拉沙漠里。婚礼收到的

最美丽的礼物，不是首饰店里买来的金

的银的钻戒，而是丈夫在风沙里找了好

久才找到的完好的骆驼头骨。她为此高

兴的都要发狂。 

就是结婚了，她也不肯像别的中国

女子一样低眉顺眼的相夫教子，依旧像

未嫁的女孩子一样活泼任性的做事情。

把父亲给的那一大笔钱存进银行里，自

己去住哈拉威人坟场区的简陋房子，用

捡来的棺材拆掉做家具，偷偷跑去看哈

拉威妇女洗澡。 

她还是沙漠里最蹩脚的兽医，给羊

治病不说还连带着救治了羊的主人们，

把文明国家里带去的所有医学常识在

知识物质双双匮乏的沙漠里，发挥的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