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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励志   靓丽人生 
·梁淳久·

书籍是传承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文明的

记录者；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生命的

源泉，是点亮人生的精神食粮！ 

有句谚语说得好：生活中没有书，就好

像天地间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就好像

鸟儿没有翅膀。如果说人生如画，书就是那

多彩的颜色；如果说人生如海，书就是那奔

泻的江河；如果说人生如山，书就是那绵延

的山峰。书是我生命的源泉，童话是我儿时

的梦想，也是我的亲密伙伴。那时的我，羡

慕白雪公主的美丽与善良、痛恨渔夫的贪婪，

更钦佩大拇哥的勇敢……真、善、美成为我

儿时世界中最美的回忆！“读书不能改变人

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读书不

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生的终

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经意间我从 20世纪

80年代初上大学到走上工作岗位，如今已经

步入中老年行列，成为新闻出版战线的一名

老兵，为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政策水

平、业务能力，更要通过不断地读书、学习

来充实自己、完善自己。美国诗人狄金森曾

经说过：“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

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的诗行那样，把人带

往远方。”书给了我们每个人不同颜色的天

空。读书，便是在读人生，读祖先的人生，

读作者的人生，读自己的人生。 

读书可以充实生活，拓宽视野，吸收营

养，积累材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书破案卷，下笔如有神”，“书中自有

黄金屋”，这些至理名言改变了多少莘莘学

子的命运。我们都是大千世界的一粒微尘，

想要在短暂的一生中收获更多，就要借助一

本本好书，洞察人生，完善自我。多少次历

史变迁的经验，多少回朝代变换的教训，使

我们更加明白：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国

魂，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精神，中华民

族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爱国、敬业、勤俭、

知礼，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国魂和精神。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

“知书达礼”，从我做起，完善人格，无私

奉献，成就自我。 

如果有人问我，在你的人生历程中，你

最喜欢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读书！

因为它给了我们认知世界的双眼和衡量自我

的砝码。是鲁迅先生那“俯首甘为孺子牛”

的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钢铁脊梁！读《史记》

体会“风潇潇兮易水寒”的悲壮，读《泰戈

尔》发现爱竟能让世界如此美好。读书既是

为了给自己充电，也是让自己的生命之树常

青，但更重要的是走进知识的海洋，吸取营

养。一个人的学习进步、健全人格和高尚情

操的培养都必须勤读书、多读书、读好书。 

生活，永远有我们读不完的书籍；人生，

永远有我们攀不完的阶梯！一本本好书，一

篇篇文章，一个个思想，如同颗颗璀璨的星

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映照着我们生命中的

每一天，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的每一步。让

读书成为习惯，让读书成为生命的必需，让

读书像呼吸一样自然，更让自己今后的生命

因找到读书这一支点而更加精彩！ 

就让读书永远点亮你我她靓丽的人生

吧！  

（作者为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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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发展趋势 
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 

 

全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发展趋势和使用统计规范研讨会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管理中心第 11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于 2013年 5月 14日至 17日在我校隆重举行。本次

活动由 CALIS 管理中心及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理事会主办，天津师范大学图书

馆和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TALIS）承办。本届培训周以“数字资源发展趋势和使用统计规

范”为主题，CALIS管理中心有关领导、DRAA理事会成员及成员馆的领导和专家、来自全国 260

多家高校图书馆的馆长及老师、全球 30多家数据库公司代表以及合作单位、观察员等共 630余人

莅临会议。 

 

 

 

 

 

 

 

 

 

大会开幕式由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钟英华教授主持。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师范大学校长

高玉葆教授致欢迎词，他高度肯定了 CALIS管理中心、TALIS中心与高校图书馆的长期合作对高

校教学与科研的助力作用，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DRAA理事长、北

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教授代表主办方感谢天津师范大学和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的领导对

本届会议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对积极参与大会的数据库公司代表、图书馆界同仁、新闻媒体

记者等社会各界嘉宾表示欢迎。最后，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韩金玉教授致辞，向来宾介绍了

天津教育工作的飞速发展，并满怀信心地展望了 CALIS引进数据库工作的前景。 

本次培训周为期 4天，开幕式上朱强教授等专家做了“协作、发展、共赢——高校数字资源

采购联盟的新进展”、“中科院文献资源保障分析方法与信息资源建设方向前瞻”等精彩的主题报

告。与会代表围绕数字资源的发展趋势、数字资源的开放获取、数据库使用统计分析的规范、图

书馆对数据库资源的深层次利用等几个方面进行经验交流和学术研讨，并参加 CALIS管理中心举

办的引进数据库培训和测试。 

全国高校图书馆国外引进数据库培训周活动逐步成为中国图书馆界有影响力的活动之一，本

次活动的参会人数及规模为历届之最。我校凭借图书馆新馆启用的有利契机得以承办此次会议，

研讨会高质量的学术报告、精彩的交流活动、井然有序的会务组织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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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资料 

五月十四日 上午： 

1. 协作 发展 共赢—高校数字资源采购联盟的新进展(DRAA 理事长、CALIS 管理中心副主任、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朱强教授) 

2. 中科院文献资源保障分析方法与信息资源建设方向前瞻(中科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副馆长 

孙坦教授) 

3. Springer 电子回溯图书的产生背景和现实意义(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中国

区销售总监 崔晓莹女士)  

4. 为创造价值的思想领袖提供燃料和动力(荷兰 Elsevier公司 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总裁 黄有

堃先生) 

5. 发现服务是要发现什么(美国 EBSCO公司大中华区资深业务总监 公丕俭先生) 

五月十四日 下午： 

1. Changing Role of Librarian—2013 Survey on Librarian in China 2013中国图书馆员工

作现状调查(美国 ProQuest公司 副总裁 Mr.Boe Horton) 

2. 奖• Wiley(美国 John Wiley 公司 高级经理 严军先生) 

3. 开放获取的现在与未来 Open Access: The Present and Future(BioMed Central 出版社 中

国区商务拓展经理 王丹青女士) 

4. 大海捞针：Redefining Discoverability with Historical Resources(美国 Gale Cengage 

Learning公司 高级产品经理 Mr.Masaki Morisawa) 

5. IET出版及信息服务新进展(英国科学文摘（INSPEC）业务发展经理 和剑伟先生) 

6. SAGE 创新性的学术出版与全方位的用户服务（SAGE 公司 联盟和图书馆亚太地区销售总监 

Mrs.Rosalia Da Garcia) 

7. Matching the Pace of Change -与中国一起成长(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总经理 那荣起先生) 

8. 大数据时代的服务思考(China InfoBank 董事长 王稼夫先生) 

9. 全球网络，本地合作—怎样为学术图书馆提供更好的服务(Taylor & Francis公司 高级市场

代表 马岚女士) 

会议资料 
五月十五日 上午： 

1. 2012 年高校引进资源集团采购状况/2013 年引进资源用户满意度调查报告(DRAA 理事、北京

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肖珑教授) 

2. CALIS服务的发展(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陈凌教授) 

3. 清华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实践(DRAA理事、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邵敏教授) 

4. TALIS案例：效益评估与战略规划(DRAA理事、TALIS管理中心主任 李秋实教授)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20130514_DRAA综合在线平台.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20130514_DRAA综合在线平台.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CALIS%E5%9F%B9%E8%AE%AD%E5%91%A8%E2%80%94%E2%80%94%E4%B8%AD%E7%A7%91%E9%99%A2%E6%96%87%E7%8C%AE%E8%B5%84%E6%BA%90%E4%BF%9D%E9%9A%9C%E5%88%86%E6%9E%90%E6%96%B9%E6%B3%95%E4%B8%8E%E4%BF%A1%E6%81%AF%E8%B5%84%E6%BA%90%E5%BB%BA%E8%AE%BE%E6%96%B9%E5%90%91%E5%89%8D%E7%9E%BB(%E5%AD%99%E5%9D%A6).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CALIS%E5%9F%B9%E8%AE%AD%E5%91%A8%E2%80%94%E2%80%94%E4%B8%AD%E7%A7%91%E9%99%A2%E6%96%87%E7%8C%AE%E8%B5%84%E6%BA%90%E4%BF%9D%E9%9A%9C%E5%88%86%E6%9E%90%E6%96%B9%E6%B3%95%E4%B8%8E%E4%BF%A1%E6%81%AF%E8%B5%84%E6%BA%90%E5%BB%BA%E8%AE%BE%E6%96%B9%E5%90%91%E5%89%8D%E7%9E%BB(%E5%AD%99%E5%9D%A6).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1_2013%20CALIS%20PPT_Springer%E7%94%B5%E5%AD%90%E5%9B%9E%E6%BA%AF%E5%9B%BE%E4%B9%A6%E7%9A%84%E4%BA%A7%E7%94%9F%E8%83%8C%E6%99%AF%E5%92%8C%E7%8E%B0%E5%AE%9E%E6%84%8F%E4%B9%89.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1_2013%20CALIS%20PPT_Springer%E7%94%B5%E5%AD%90%E5%9B%9E%E6%BA%AF%E5%9B%BE%E4%B9%A6%E7%9A%84%E4%BA%A7%E7%94%9F%E8%83%8C%E6%99%AF%E5%92%8C%E7%8E%B0%E5%AE%9E%E6%84%8F%E4%B9%89.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2_Yukun%20-CALIS.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2_Yukun%20-CALIS.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3_DRAA-Tianjin-5-14-2013-final.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4_CALIS%20CN%20130505.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4_CALIS%20CN%20130505.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5_奖Wiley完整版.rar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6_2013%20CALIS%20Presentation.rar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6_2013%20CALIS%20Presentation.rar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7_DRAA_Tianjin_2013-5-8-Final.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7_DRAA_Tianjin_2013-5-8-Final.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8-IET.rar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9_sage.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9_sage.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10_2013CALIS剑桥大学出版社14May.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11_天津演讲王总修改第三版.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12_CALIS%20presentation%20Chinese.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4/12_CALIS%20presentation%20Chinese.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肖珑%202012年高校引进资源集团采购工作报告%20上网版.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肖珑%202012年高校引进资源集团采购工作报告%20上网版.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4_CALIS服务的发展-陈凌.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邵敏201305-清华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实践.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6_talis联盟：绩效评价与战略规划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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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书馆对教学科研的助推作用(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顾钢教授) 

6. 加强资源建设，助推学科发展(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 赵雅文教授) 

7. 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趋势：JSTOR(美国 JSTOR公司 副总裁 Mr.John Lenahan) 

五月十五日 下午： 

1. Britannica the Complete Digital Resources(美国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公司 

Executive Director Asia Pacific Mr.Roland Smith Senior Account Manager Mrs.Helen 

Makarytchev) 

2. NPG 期刊列队及自然出版指数(Nature 出版集团 销售经理 黄健安先生) 

3. Oxford 应运而生 应需而变(牛津大学出版社（OUP） 销售经理 张巍巍先生) 

4. 当化学遇上 OA 危机？契机？--RSC Gold for Gold(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SC） 亚太区总经

理 刘瑞恒先生) 

5. Book Citation Index —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新成员(美国 Thomson Reuters公司 大学

市场销售总监 王利先生) 

6. Ovid—全心专注循证医学(美国 Ovid Technologies公司 中国区销售总监 潘群先生) 

7. Emerald—浓缩人文精神的学术出版(英国 Emerald出版集团 市场经理 乔亚女士) 

8. 充分利用 LexisNexis资源，助力高校扩展学术研究视野(美国 LexisNexis公司 销售经理 卢

宝锋先生) 

 

 

《读者益友》征稿启事 
《读者益友》是由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内部刊物。自创刊以来，本刊形成了自己的办

刊特色，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2013 年的《读者益友》将本着一贯的办刊原则，与广大师生形成

互动，鼓励广大师生积极参与投稿和稿件的编审过程，欢迎提出意见和建议，来共同促进我校的

学风建设。 

现向广大读者征稿，稿件题材包括：书评，读后感，与读书相关的随笔、散文以及问题讨论

等。欢迎全校师生踊跃投稿。稿件必须言之有物，字数一般不要超过 1000 字。请将电子版稿件发

送至下方投稿邮箱，并注明姓名、学院、年级以及联系方式，以便及时与您沟通。 

在 2013 年，我们希望见到您更多的闪烁着灵感与真情的文字，愿《读者益友》成为读者与图

书馆之间一座桥梁，成为爱书者互相交流的平台。 

编辑部地址：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 B 区 7 楼业务办公室 

联系电话：23766120      联系人：尚晓宇 

投稿邮箱：readers_friends@163.com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7-图书馆对教学科研的助推作用.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8-加强资源建设，助推学科发展.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13_DRAA%20Forum%20Presentation%205-15-13%20Jstor.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14_RS_Academic_Online_20130115_China.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14_RS_Academic_Online_20130115_China.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14_RS_Academic_Online_20130115_China.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15_NPG%20期刊列队及自然出版指数%20(for%20CALIS%2011th%20meeting)-revision.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16_2013DRAA培训周-OUP.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17-RSC當化學遇上OA.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17-RSC當化學遇上OA.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18-Book%20Citation%20Index%20final%20version.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18-Book%20Citation%20Index%20final%20version.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19_OVID%20EBM%20DRAA%20Conference%202013.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20-浓缩人文精神的学术出版-Emerald%2020130503.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21-充分利用LexisNexis资源，助力高校扩展学术研究视野-LexisNexis-2013.pdf
http://115.24.177.58/userfiles/files/0515/21-充分利用LexisNexis资源，助力高校扩展学术研究视野-LexisNexis-2013.pdf
mailto:readers_friend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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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看台 

●内容简介：多年来，阿丽克西斯发觉母亲总是过分守护着自己的

过去，不仅掩埋了自己的根，还把上面的泥土踩得结结实实。阿丽

克西斯决定打开母亲尘封的过去。她来到爱琴海的布拉卡，登上一

座叫斯皮纳龙格的荒凉小岛。 

这是一处禁地，一处令布拉卡、爱琴海、甚至整个欧洲都谈虎

色变的禁地，更是母亲的禁地。禁地打开，一个融合爱恨纠葛的凄

凉故事怆然铺展，一曲令整个欧洲潸然泪下的生死悲欢徐徐打

开…… 

●作者简介：维多利亚·希斯洛普，英国著名作家。《岛》为长篇处女作，甫一出版便引起

巨大轰动，两个月内即力压《达·芬奇密码》《追风筝的人》《哈利·波特 6》，登上英国

各大畅销书排行榜首。其悲凉哀婉的故事和感人肺腑的情节迅速征服了英伦，征服了世界。 

●推荐理由：2006年英国第一畅销书，在大书云集的 2006年，新人处女作《岛》凭借作品

的实力，一举超越众多名作，荣登英国畅销书排行榜冠军宝座。 

在这个浮华的时代，你有多长时间没有为一个书中故事潸然泪下了？这个风靡欧洲的故

事，哀婉悲伤，令人禁不住泪流满面……——《泰晤士报》 

※索书号及馆藏位置：I561.45/XSL   第 7 阅览区 

 

●内容简介：戴尔·卡耐基，美国“成人教育之父”。20 世纪早

期，美国经济陷入萧条，战争和贫困导致人们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

愿望，而卡耐基独辟蹊径地开创了一套融演讲、推销、为人处世、

智能开发于一体的教育方式，他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对人性

进行了深刻地探讨和分析。他讲述的许多普通人通过奋斗获得成功

的真实故事，激励了无数陷入迷茫和困境的人，帮助他们重获新生。 

●作者简介：戴尔·卡耐基，20 世纪最著名的成功学导师，著有

《语言的突破》《人性的光辉》《人性的弱点》《美好的人生》等。

这些书和卡耐基的成人教育实践相辅相成，将他的人生智慧传播到世界各地，影响了千千万

万人的思想和心态，激发了他们对生命的无限热忱与信心。 

●推荐理由：本书汇集了卡耐基的思想精华和最激动人心的内容，是作者最成功的励志经典。

本书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你解决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在你的日常生活、商务活动与社会

交往中与人打交道，并有效地影响他人；如何击败人类的生存之敌——忧虑，以创造一种幸

福美好的人生。当你通过本书解决好这一问题之后，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索书号及馆藏位置：C912.1/KNJ-10  第 1阅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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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一问一世界》是杨澜入行 20年的传记作品，告诉

你一个真实的杨澜和杨澜眼中的时代真相。在本书中，杨澜将告

诉你：她从 1990 年到 2010 年的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她与基辛

格、克林顿、布莱尔、老布什、李光耀、韦尔奇等高端人物的交

往秘辛；她如何在人生每个节点自由潇洒地转换；她对“赢”的

重新理解和体悟；她的 20 年非常媒体生涯和她眼中的传媒江

湖…… 

●作者简介：杨澜,资深传媒人，著名节目主持人，现任阳光媒体

集团、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 朱冰,中国传媒大学知名学者，资深策划人，独立作家。 

●推荐理由：杨澜亲自讲述她聚光灯下的台前幕后，真实呈现她的“阳光二十载”：与电视

偶然结缘、离开央视、出国留学、创办阳光卫视、《杨澜访谈录》、申奥形象大使…… 

  杨澜对自己 20 年媒体人生的审视与展望：以提问为生的她，对“赢”有了新的感悟；

对“女性”有了理性的界定；对“问”有了执著的回归。在事业上，杨澜是资深媒体人，具

有极强的社会影响力；在家庭中，杨澜是幸福的太太，有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是什么让她在

人生的每个角色里转换自如，让她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游刃有余？——杨澜将亲口告诉你她幸

福人生的绝对秘密。 

※索书号及馆藏位置：K837.127=533/KL-5  第 6阅览区  

 

●内容简介：在《我的人生哲学》这本书中，王蒙结合自己几十

年体验，剖析人生的各个环节，讲述人行于世的种种道理。全书

不到 20 万字，有 11个章节，不论内容还是体例，都可以看出，

本书是一本既好读，又有强烈的现实参照性的读物。 

14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 岁写出了《青春万岁》；毛泽东

亲自保护的青年作家；“流放”新疆 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八任文化部长；作品被翻译成 20 多种文字；意大利蒙德罗文学

奖获得者；我的人生主线；我为什么没有自杀？我的 21 条人际

准则；陷入纠纷是一大悲剧；最好的人际关系是“忘却”；“学会”不如“会学”；“最好

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呢？ 

●作者简介：王蒙，当代著名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

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乐观向上、激情充沛，成为

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 

●推荐理由：多变焦的传奇人生，高情商的大智良言。告诉你怎样选择庄严人生博取成功；

告诉你怎样走过风雨沧桑创造化境；告诉你怎样演绎黄昏哲学享受晚晴。 

※索书号及馆藏位置：I267/WM-5  第 7阅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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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自传集》写的是二十岁以前的沈从文。一个顽劣无

比的小学生，一位真正的无名小卒，后来竟挤进了 20 世纪中国文

坛，成为文学史上一个闪光的名字，这简直是个谜。细读这文采灿

然的自传，可窥察到破译这谜底的一份信息。至于沈二十岁以后的

事，我们选了近四十年间仅见的他的三次讲演，和其他几篇文字，

供读者略见其一生的艰难轨迹。 

●作者简介：沈从文（1902—1988），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

者。湖南凤凰人，苗族。早年投身行伍，1924 年开始文学创作，

是白话文学革命的重要践行者和代表作家，他的小说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

事不拘常格，尝试用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

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 

●推荐理由：这次别集版本是自张兆和沈虎雏等作者家属，以及沈从文研究专家亲自编选以

来首次精装出版，极具收藏意义。在旧版基础上作了严谨细致的文字校订与内容堪核，保证

了此次的编辑质量。 

※索书号及馆藏位置：I246.57/SCW 第 7 阅览区 

 

●内容简介：《我是猫》围绕金田小姐的婚事引起的风波，有力

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拜金主义风气。金田老爷是靠高利贷起家

的、“穷凶极恶，又贪又狠”的大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财产。他

的“堂皇富丽的公馆”，与苦沙弥的“暗黑的洞窟”恰成鲜明对

比。金田依仗自己的财势，成为社会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财大

气粗，仗势压人。主人公苦沙弥安贫、正直，教书十年与他素不

相识，只是慢待了他的老婆，他便兴师动众三番四次进行打击，

致使苦沙弥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买通的落云馆的顽童搞得苦沙

弥坐卧不宁，他却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家伙……不久将来，总会投降的呢。”一付奸

诈、凶狠可憎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所以，连“猫”也觉得金田是“最坏的人类”。 

●作者简介：夏目漱石，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

称为“国民大作家”。代表作有《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心》三部曲。 

●推荐理由：小说通过猫的视觉观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以幽默辛辣的语言,嘲笑和鞭挞

了人类固有的弱点和金钱世界的社会时弊,还大量引用了古今东西哲人达士的名言,处处闪

射着机智和文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作品语言典俚合炉,雅俗共赏,令人在笑声中不住惊叹。 

※索书号及馆藏位置：I313.45/XMS-3   第 7 阅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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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数据库推介 

EI数据库试用 

【访问网址】：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试用期限】：截至 2013年 7月 19日 

 数据库简介： 

美国《工程索引》(The Engineering Index)创刊于 1884 年，由世界上最大的工程信

息提供者之一——美国工程信息公司编辑出版。所报道的文献学科覆盖面广，涉及工程技

术领域各个方面。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工程索引》已经成为全球工程技术领域最著名

的检索系统，同时它也是世界引文分析和文献评价的四大检索工具之一。  

  Engineering Village是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 出版的工程类电子资料库，

其核心数据库 Ei Compendex是《工程索引》的网络版，是目前全球最全面的工程领域二

次文献数据库，侧重提供应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文摘索引信息，涉及核技术、生物工程、

交通运输、化学和工艺工程、照明和光学技术、农业工程和食品技术、计算机和数据处理、

应用物理、电子和通信、控制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工程、石油、宇航、汽车

工程以及这些领域的子学科。其数据来源于 5100 种工程类期刊、会议论文集和技术报告，

每年新增约 25 万条记录，是工程人员及相关研究者最佳、最权威的信息来源。可在网上

检索 1970 年至今的文献。 

 

Elsevier SD试用 

【访问网址】：http://www.sciencedirect.com 

【试用期限】：截至 2013年 7月 19日 

【试用内容】：ScienceDirect全部学科 

 数据库简介： 

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科技与医学文献出版发行商之一，

已有 180多年的历史。ScienceDirect系统是 Elsevier公司的核心产品，自 1999年开始向

读者提供电子出版物全文的在线服务，包括 Elsevier出版集团所属的 2200多种同行评议期

刊和 2 000多种系列丛书、手册及参考书等，涉及四大学科领域：物理学与工程、生命科学、

健康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数据库收录全文文章总数已超过 856万篇。本次试用产品

为 ScienceDirect系统全部学科。Science Direct数据库涵盖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

医学，生命科学，商业及经济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能源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

学，社会科学等学科。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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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数据库试用 

【访问网址】：http://search.ebscohost.com/  

【试用期限】：截至 2013年 7月 15日 

数据库介绍： 

EBSCO是一个具有 60 多年历史的大型文献服务专业公司，长期提供期刊、文献定购及

出版等服务，总部在美国，开发了近 100多个在线文献数据库。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人文和艺术等多种学术领域。 

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CMMC）(大众传播暨应用外语全文数据库)内

容涵盖传播学相关领域之议题，收录期刊 820多种，500种为全文收录，275种期刊没有时

滞，460种为全文收录专家评审刊（Peer-Reviewed），其中没有时滞的全文期刊有 248种。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Complete (HIC)（人文学全文数据库）收录内容涵盖了全

球文学、学术、创造性思维方面的内容，是图书馆提供人文学科完整全文资源收录必备的学

术资源。题录文摘收录逾 2300种人文学期刊，300万条记录，最早回溯至 1925年, 全文期

刊逾 1240种及全文专著逾 700种。该数据库收录了逾 130种欧洲语言全文期刊(如法语、德

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 

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 (LRC)（英美文学全文学习中心）收录了超过 31000种剧

情简介、概要和书籍概述、84842 篇的文学评论、18万种作者传记以及近 450种文学全文

期刊、65万篇的书评、9万篇古典与当代诗选及短篇故事。此外还有超过 8200种古典小说

全文。  

SocINDEX with Full Text (SIFT)（社会学全文数据库）为目前全球最完整的社会行

为学电子文献，收录 4710种社会学相关期刊，最早始自 1895年至今，每周更新，每年新增

逾 5万笔文献，目前总文献已达 210万笔,同时并收录 2万多笔的社会学专业用语的词库及

25000位作者的简介。 

EBSCO电子书  涵盖了将近 12万种电子书，没有并发用户数限制,提供离线下载功能

（注：试用期间暂无此功能）。电子书的专业分类涵盖了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EBSCO电子

书还可以和您已经购买的其他 EBSCO数据库产品无缝链接，做一站式统一检索；或者和您之

前购买的 NETLIBRRY电子书完全整合，为学术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学术电子书检索体

验。无论用户是从事自然科学，商学还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都可从中得到充分的学术信

息。 此次试用订阅型电子书的 5个专辑，包括： 

学术型图书馆专辑(Academic Subscription Collection)——116000+种 

普通高校图书馆专辑(Community College Collection)——48400+种 

主题型电子书专辑：商业(Business)——7700+种 

主题型电子书专辑：信息技术(IT)——3600+种 

主题型电子书专辑：工程(Engineer)——4700+种 

 

http://search.ebscoh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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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个人文献空间试用 
【访问网址】：http://211.81.31.39:8081/  

【试用期限】：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试用内容】：Mas 个人文献空间 

数据库简介 

    MAS（My Article Space）智能文献推送系统是由北京智联起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的适用于大学图书馆的实用性软件系统，该系统基于网络发布，能实现智能文献推送，

在线检索、个人文献分类、阅读笔记等全方位的文献获取管理工具。 

    Mas 个人文献空间旨在为科研人员提供一站式的科研服务：一站式推送检索，让 Mas

为您不断地检索您所关心领域的最新文献；引文格式管理，让 Mas 为您处理繁杂而又各不

相同的引文格式要求；投稿指南，网罗国内外顶级期刊、出版社的投稿信息，省去许多投稿

烦恼；群组、好友管理，让科研保密成为实在，Mas 保证优秀文献只在群组内流通； 

    Mas 不再是单纯的文献管理系统，它试图为您的科研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使您摆脱

所谓的“科研八股”以及“论文八股”的掣肘，只需专注于科学研究。 

 

Frontiers系列期刊 
【访问网址】：http://hep.calis.edu.cn/  (优先访问)     

http://journal.hep.com.cn 

【试用期限】：截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 

【试用内容】：Frontiers 系列期刊 

期刊简介 

Frontiers 系列期刊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和出版、德国 Springer 公司海外发行的系列

英文学术期刊，旨在集中高校科研优势，凝聚国内科研力量，建设一个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学

术交流平台。Frontiers 于 2006 年创刊，涵盖基础科学、工程技术、生命科学、人文社会科

学众多领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覆盖学科最广的系列英文学术期刊，其中自然科学类

17 种，人文社会科学类 7 种，定位于各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和发展动向，及时反映重

大科研成果。系列期刊的学术质量和规范化运作在国际上得到较高认可，已陆续被国际索引

评价体系收录，如环境刊、数学刊、物理刊、计算机刊、地学刊和蛋白质与细胞等 6 种刊物

已被 SCI 收录；计算机刊为 Ei 核心期刊；医学刊和蛋白质与细胞刊被 Medline 收录；数学

刊被 Zentralblatt MATH 和 Math Review 收录；化工刊、地学刊被 Chemical Abstracts 收录等。

地学刊亦被收录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Frontiers 系列期刊中的物理刊、计算机刊和材料刊等

14 种自然科学类期刊已被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收录。 

 

 

http://211.81.31.39:8081/
http://hep.calis.edu.cn/
http://journal.he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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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师傅越来越幽默》有感 
文/文学院对外汉语专业 11 级 郭金云 

现实和讽刺文学是一样的。 

                 ——苏联时期作家弗拉基米尔·弗因诺维奇(Vladimir Voinovich) 

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对于人生或是文学作品都是一种高超的技巧和艺术。真正的幽

默会给人一种愉悦之感，不论是参与幽默的发出者还是接受者。莫言的短篇小说《师傅越来

越幽默》讲述的是师徒之间的幽默，而这种幽默在师傅丁十口与徒弟吕小胡之间所产生的感

觉却不尽相同。 

《师傅越来越幽默》讲述了省级劳模丁十口师傅为工厂卖了一辈子的力气，眼看就可以

退休，却突然被抛入了下岗的队伍。他在心神恍惚中被一个莽撞的男孩撞得腿骨折，一点菲

薄的积蓄在这一场伤病中花得囊空如洗，丁师傅走投无路的时候，在徒弟小胡的帮助下将报

废在小树林中的公共汽车壳子改造成“林间休闲小屋”，为男男女女提供幽会、野合的场所，

从而来获得经济收入。 

而小说中，“师傅，您越来越幽默！”这句点题之语在小说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徒弟

吕小胡带着师傅丁十口去收费厕所，他对着吕小胡感叹地说自己“撒了一泡高级尿”，之后

说：“我欠你一元钱，明天还你。”他可能是真心实意地赞叹和想还徒弟钱，但吕小胡却以为

他是在“幽默”；第二次是在小说的结尾，也是精彩之处。随着天气渐冷，丁师傅本来想收

拾收拾等待来年再做时，不料一对爱得不能自拔的男女似乎在他的“爱巢”里殉情了。在向

公安机关报案后，最后却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汽车壳子里根本就没人！师傅丁十口在发

现那间他以为有殉情情侣的小屋空无一人时，郑重其事地对徒弟吕小胡说：“那是两个鬼

魂......”，徒弟再次认为他是在“幽默”。他们之间的交流似乎总是在错位。 

并不是师傅越来越幽默了，而是时代越来越幽默了，小说中“他像往常一样骑着那辆六

十年代生产的大国防牌自行车去上班，又黑又顽固的笨重车子在轻巧漂亮的车流里引人瞩

目，骑车的青年男女投过了好奇的目光后就远远地避开他，就像华丽的轿车躲避一辆摇摇晃

晃的老式坦克。”充分体现了他与时代的冲突。 

事实摆在眼前，让人看懂的永远在心里面。有时真也有时假，真的发生时，不陷进虚假

中才最可贵。就像这个故事，复杂又单纯，仿佛一双小女孩的眼睛，永远不可能把因果做绝，

留一个余地。为自己也为这个勉勉强强的故事，做一个较完整的结束。  

   丁师傅的幽默是被动的和不自知的，是与时代脱节的产物，他与时代的代表徒弟吕小胡

之间上演的故事不乏是一种黑色幽默。如今的社会发展太快，工作和生活都是快节奏，如果

跟不上节奏，那很快就会被时代淘汰，或者遗弃。小说中对“幽默”的定义有所延伸，它不

仅仅是我们现实中所理解的那种含义，它是一种与所处生活环境不相适应的尴尬，一种无奈。

这种“幽默”不是有意识的，而其中的真实意义也是不被人所理解的。当我们在时代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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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疲惫时，不妨慢下来，静静地纯粹地享受下生活，把这种“幽默”转化为一种真正的生活

调剂，放下防备，幽默生活。 

 

敦煌之美 
文/美设学院国画专业 11 级 王懿瑄 

将文化藏起，让心灵纳入历史尘寰。 

                                    ——题记 
    曾经赏析过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其中《道士塔》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它是书写

敦煌文明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余先生深度剖析沧桑文化的智慧结晶！ 

为人信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本是杜甫感喟人生岁月沧桑励志的佳句，用此来形

容余先生对文化态度的追求是不为过的。满腔淋漓的文字道尽了潼关古道的萧条美和那般让

人心酸的文明记忆！余先生文辞华而不缛，含蓄有物，深刻的解析了敦煌在尘埃中落定的一

段屈辱历史。 

敦煌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呢？通过挖掘出来的诸

多宏伟而又不失细腻的文物，我们不难发现，出土的虽是泥土所塑的文物，其准确的造型，

逼真的肢体形象，给予我们极大的视觉冲击。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它们就是一个个活体。

在那个宗教繁盛，衰败纷争的年代，一些有心的虔诚的佛徒，将他们的思想感受和情感追求

全部寄托于这些泥土所塑得“肉体”中，把一个朝代的另一种精神表现注入其中。再者，通

过已经沉默的活体表现出它们曾经的历史位置。 

记得余先生在文中细细描述了有关王圆箓守护和洗刷佛洞的情节！他的本职除了诵经行

道之外，有的空闲便是粉刷已经被风雨侵蚀的窟壁。可是有谁知：他的一刷子，刷出了中国

文化史上的屈辱而又灿烂的一页。然而，人类的文明无法回到过去，在那个穷兵黩武的满洲

王朝里，人们面对的只有满目苍痍的家园和生活的凋敝。那一垒垒扛不完用泪水化成的颓败，

堆不出几千年沉寂的辉煌。一个诺大的国家如此，人民岂能安哉？！ 

或许是敦煌尚能带给我们几分心灵的慰藉，将耻辱的历史慢慢淡忘在岁月的前头。一个

白骨累累的败世，竟然藏匿了鲜彩的文化于地表之下，那些虔诚的觉者，才是正真的守住灵

魂的人。在一尊尊精雕细琢的佛像中，在那一行行充满激情的方正遒劲的笔迹里......在它

们的背后，我仿佛看到一双双专注而又无奈的眼神。这种眼神穿透了我的心灵，让我徜徉于

岁月的文化长廊之中。许多年后，他们逐步与时代同步，最终融入大潮流的步伐中！ 

搁笔而思，敦煌的文明不仅仅开启了现代人对古代人无上的敬畏，而且在毫无遮掩的形

态艺术美上让我们寻找到一种符合人类过渡到历史文明的心灵感受。我不敢想：如果有一天，

我们亵渎了它们，它们也将是来之匆匆，淋漓而去！ 

敦煌的文明，时代抹之不去的记忆！一段超越空间的心酸历史记忆，一段令国人感慨万

千的时代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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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旅程 
 

一、图书采购 

1.按照书目订购 

图书馆工作人员按照书目根据专业需

求选择并与馆藏查重，建立订单。 

 
2.到现场采购 

在书店、书商库房、展销会等现场采

购，使用查重设备与馆藏查重后建立订单。 

 

二、图书验收 

1.图书拆包 

检查图书与订购的信息是否一致，图

书是否有破损等情况。 

 
 

2.录入图书验收信息 

 
3.盖馆藏章 

 
4.贴条码（条码号即是图书登录帐） 

 

三、图书编目与加工 

1.图书编目 

著录和分类。图书馆编目员根据图书

著录规则，将图书的题名、著者、出版、

价格、摘要、图书复本信息等著录到系统

中，根据分类法给出图书的分类号，方便

读者检索和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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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图书贴书标 

 
3.图书典藏与光盘加工 

根据图书类别调拨到相应的图书阅览

区并将光盘数据上载到光盘服务器中。 

 

四、图书流通 

1.新书调拨到书库后由工作人员上架 

 
2.读者自助借书和还书 

 
3.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帮助读者借书和还书 

 
4.工作人员定期对图书进行分类、整理 

 
5.图书修补 

工作人员定期将损坏的图书进行装订

和修补。 

 

每一本图书都凝聚着图书

馆工作人员辛勤的努力，请爱护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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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读书架推荐书目 

 

2、哲学类（续前期） 

中国哲学 

5.《易经》    B221 

推荐语：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诞生了，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

志。它不但是最早的文明典籍，同时也对中国的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目介绍： 

    《易经》也称《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是中国最

古老的占卜术原著，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说是由伏羲氏与周文王（姬昌）根据

《河图》、《洛书》演绎并加以总结概括而来（同时产生了易经八卦图），是华夏五千年智慧

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

家的必修之术。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

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6.孔子《论语》   B222.2 

推荐语： 

    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持久的一部大书。 

书目介绍： 

《论语》是记载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一共二十卷，由孔子的

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写，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首创语录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

也源于此，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家对立）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

和“中庸”。 

 

世界哲学 

7.房龙《宽容》    B1 

推荐语： 

    纵观《宽容》，在浩瀚的历史发展中，作者信手拈来，随意拼贴，成就一副人类有文字

记载以来“不宽容”的历史图卷。 

书目介绍：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7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9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6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685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50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50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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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宽容”为题眼，详尽描述了从古希腊至公元 18 世纪间的西方历史，包涵了政

治，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变迁，是一部描写人类思想发展史、畅销近百年的通俗

历史著作。作者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从不同宗教派别的冲突中寻找背后的深层根源，揭

示了一幕幕因为固守己见所带来的悲剧，勾勒了一副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作者围绕

人类生存发展的最本质问题，向人类的无知和偏见挑战，深入浅出地将知识和真理普及为人

类共识的常识，其智慧的妙语和真知灼见让人获益匪浅。作者以一种清新平和的方式把腐朽、

黑暗、壮举与悲壮的历史呈现出来，表现了作者内心的宽容与平和。 

 

欧洲哲学 

8.柏拉图《理想国》     B502.232 

推荐语： 

    该书是西方政治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该书不仅是哲学家治国的宣言书和政治纲

要，也是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完整体现；《理想国》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

艺等各方面的问题，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辩论和对话，给人们展现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

方案；它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开创了“乌托邦主义的传统”，同时，它也是西方整体主义思

想传统的源头。 

书目介绍： 

《理想国》是一部震古烁今的不朽经典，主要记述的是苏格拉底和学生的对话，共分为

10 卷，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问题，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

想国家方案。是对话式问答体裁的哲学杰作。它体现了思辨的逻辑和作者关于政治的伟大抱

负，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问题，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

家方案。《理想国》在西方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朱光潜先生说：“《理想国》是西方思想的

源泉，也是我向青年推荐的唯一的西方哲学著作。” 

 

9.波普尔《猜想与反驳》  B561.59 

推荐语： 

    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名作。 

书目介绍： 

卡尔·波普尔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之一。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哲

学在各国哲学界、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受到广泛注意，并引起热烈讨论。《猜想与反驳》

是作者的重要论著之一。全书围绕着知识通过猜想与反驳、不断清除错误而增长这一主题展

开论述，广泛涉猎知识论、科学论、真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史等领域，包含着许

多值得探讨的见解。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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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与美学 

10.龚鹏程《向古人借智慧——如何阅读中国文化经典》   B821-49 

推荐语： 

    这是一个“最低国学书目”。作者是台湾学者，他选择了思想、生活、人生哲学、文学、

宗教、艺术六大方面 32部古籍经典，并用通俗浅近的语言进行了介绍。 

书目介绍： 

    《向古人借智慧》汇总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涵盖了古人宝贵的智慧，倾注了智者真

诚的教诲：既讲到了竞争制胜的学问、明哲保身的计策、为人处世的要义，也讲到了操控局

面的权术、统驭天下的智谋经典的智慧箴言结合精彩的历史故事的解说，读起来更有韵味。

从审你既可以获得智慧的启迪，又可体会到读史的乐趣。 

 

11.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  B82 

推荐语： 

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有许多绿色著作以其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体悟、对美丽荒野的细

致描绘、对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历史性反思，感动过成千上

万的读者，激励他们自觉投身于环境保护的事业中。 

书目介绍： 

    以记录绿色精神在中国的成长历程。本书是由一位开创的环境伦理学家从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撰写的 15 篇论文。这本集子分为四部分：伦理学与自然 、自然中的价值、实践

中的环境哲学，以及体验中的自然……罗尔斯顿的著作经常带来美国自然哲学的上品。他天

生具有写作的才能，文笔优雅。 

 

12.《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B83 

推荐语： 

    美学流派之一，对当今学习文学、艺术创作的学生可开拓新的视角、树立一支新观念，

对其他文、理科学生可了解当今艺术。 

书目介绍： 

接受美学的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尧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

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姚斯指出，美学实践应包括文学的生产、文学的流通、文

学的接受三个方面。接受是读者的审美经验创造作品的过程，它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意蕴。

艺术品不具有永恒性，只具有被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不断接受的历史性。 

 

（未完待续）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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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知多少 

文/图书馆 彭立伟编 

“我知道 Google，它是和百度一样的搜索引擎，很好用”，您可能会这样想。可是您真

了解 Google 吗？看看下文，您会发现一个更加丰富的 Google. 

一、作为搜索引擎的 Google 

Google 公司于 1998 年 9 月 7 日以私有股份公司的形式创立，设计并管理一个互联网搜

索引擎。Google 公司的总部称作“Googleplex”，位于加利福尼亚山景城。Google 目前被公

认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搜索引擎，主要的搜索服务有：网页、图片、音乐、视频、地图、新

闻、问答。它提供了简单易用的免费服务，使命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

益。 

二、Google 学术搜索——Google Scholar 

Google Scholar （谷歌学术搜索，简称 GS）是一个可以免费搜索学术文章的网络搜索

引擎，能够帮助用户查找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书籍、预印本、文摘和技术报告在内的

学术文献，内容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种学科。从检索情况分析，Google

学术搜索可以有如下用途： 

1.了解有关某一领域的学术文献，屏蔽网上不相关信息。 

2.了解某一作者的著述，并提供书目信息。 

3.了解某文献被引情况。可直接点击（Cited by）搜索引用文献。 

4.对文献和期刊进行应用和引用排名。 

Google Scholar 是最好的公网中学术搜索工具，它为科研用户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学术

搜索工具，帮助用户全面了解某一领域的学术文献，还可以通过强大的学术网页搜索立刻查

证某一位专家到底对科学作过多大贡献，有多少人引用或继续他的研究结果，有利于学术追

踪。就获取全文而言，有些数据库 ELSVIER、JSTOR、SpringerLink 等经常提供一些免费的

论文，通过它就可以搜到，此外，一些开放机构知识库或者中文的免费学术文章它都可以提

供。可别小看它，有许多读者提交的文献传递请求通过它都能得到满足。如果你还没有用过

Google Scholar，快登录 http://scholar.google.co.uk/看看吧。 

三、Google 图书搜索——Google Book 

2004 年 8 月，Google 开始提供一项名为 Google Print 的新服务，2004 年 12 月，Google

扩展了 Google Print 的范围，书本来源涵盖了一些著名大学和一些公共图书馆，包括密歇根

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的 Widener 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格林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以及

纽约公共图书馆。2005 年 11 月 17 日，Google 将此服务更名为 Google Book Search。 

Google Book 既可搜索图书，也可以进行评价，还可以直接查找拥有该书的图书馆以及

销售商。登录 Google 帐户可创建和管理个人书架，与朋友分享图书，以及查看朋友正在阅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7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22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5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6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39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51.htm
http://www.tjdl.cn/portal/portal/group/usrgest/media-type/html/page/srcnavtrd.psml?metainfoId=ABC00000000000000426
http://scholar.google.co.uk/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3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7922.htm
https://www.google.com/accounts/Login?service=print&continue=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3Fhl%3Dzh-CN&hl=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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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图书。Google 会限制可查阅书本的页数，还限制下载，可是如果提供预览的章节就有

需要内容，还是能提供很多方便的。 

四、Google 翻译 

免费的在线语言翻译服务，可即时翻译文本和网页，但功能还有待改进。论文写作过程

中，可综合参考 Google 翻译、百度翻译、CNKI 翻译等结果，灵活运用，形成文章。 

五、Gmail 

Gmail 邮箱拥有超大的存储空间，开发理念是：电子邮件可以更加直观、高效而实用，

甚至可能很有趣，能够减少垃圾邮件，而且将手机的网络浏览器指向 http://gmail.com，便

可以在您的手机上查阅 Gmail。 

六、Blogger 

Blogger 是全球最大、最多人使用的博客系统。用户不需要书写任何代码或是安装任何

软件和脚本。而且，用户可以自由的改变 blog 的设计方案。 

七、谷歌浏览——Chrome  

GoogleChrome，中文名为谷歌（或酷容）浏览器，是一个由 Google 公司开发的开放源

代码网页浏览器，目标是提升稳定性、速度和安全性，并创造出简单且有效率的使用者界面。 

八、Google+（Google plus） 

Google+将 Google 的在线产品整合，以此作为完整社交网的基础。为了让服务区别于

Facebook，Google 将赌注下在了一个方面：更好的隐私管理方式。Google+的中心要点是朋

友和熟人的圈子（Circles），用户可以按不同的圈子组织联系人，如家庭成员、同事、大学

同学等，并在小的圈子里分享照片、视频、及其它信息。 

九、Google Maps 

Google Maps 提供各种地图服务，包括局部详细的卫星照片，可查询公共交通工具，以

及驾车路线，比较实用。 

十、iGoogle 

Google 提供了创建个性化 iGoogle 网页的功能，从而可以让您快速、迅捷地浏览 

Google 和网络上的重要信息。您可在此自定义网页上选择和组织内容，例如： 

●最新的 Gmail 邮件 

●Google 资讯和其它顶级新闻来源的头条新闻 

●天气预报、股价和电影放映时间表 

●可从任何计算机快速访问自己喜爱网站的书签 

●您自己添加的栏目：可包含您从整个网络上找到的内容。 

 

Google 公司能提供的服务也有很多很多，以上只是对 Google 比较实用的一些功能进行

了介绍，如果感兴趣，您可以进一步学习、发现。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55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59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037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43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8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462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3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03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25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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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常用名词术语解读 

国际标准书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的简称，是专

门为识别图书等文献而设计的国际编号。现在，采用 ISBN 编码系统

的出版物有：图书、小册子、缩微出版物、盲文印刷品等。ISBN 由

10 位数字（2007 年 1 月 1 日开始升级为 13 位，在原有数字前缀 978）

组成，分四个部分：组号(国家、地区、语言的代号)，出版者号，书

序号和检验码。在联机书目中，ISBN 可以作为一个检索字段，从而

为用户增加了一种检索途径。例如：《 Frontpage 98 网页设计》一书

的 ISBN 号是：7-118-01984-4，所代表的意思是：7，代表中国；118，代表国防工业出版社；

01984，是书名号；4，是检验码。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的简称，是 ISDS(国际连续

出版物数据系统)国际中心为在该系统登记的连续出版物分配的号码。采用 ISSN 编码系统的

出版物有：期刊、会议录等。在联机书目中，ISSN 可以作为一个检索字段，从而为用户增

加了一种检索途径。每组 ISSN 是由八位数字构成，分前后两段，每段四位数，分别为序号

和检验码，其中后段的最末一数字为检查号，如：ISSN 0211-9153。 

索书号是识别一种图书的唯一标识，由分类号和种次号或著者号两部分组成，中间用

“／”隔开。中文书索书号如：I247.53/6。表明此书属于文学类,史传小说，位置在本类第六位。

 

信息是物质的一种普遍属性，是生物以及具有自动控制系统的机器，通过感觉器官和相

应的设备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一切内容。知识是信息的一部分，是一种特定的人类信息。知识

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的主观世界对于客观世界的概括和如实反映。情报是知识

的一部分，是进入人类社会交流系统的运动着的知识。具体说来，信息、知识、情报三者之

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这样表示：信息>知识>情报。 

对中国（不含港、澳、台）出版的期刊中核心期刊的认定，目前国内比较权威的有两种

版本。一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每年出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以

下简称《引证报告》）；另一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

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简称《要目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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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图书、期刊或其他文献中的语词、概念、篇目或其他事项的检索工具。通常由一系

列按字顺或其他逻辑次序排列的款目组成。其基本功能是揭示文献的内容和指引读者查找文

献。按照索引款目的标目，可分为著者索引、题名索引、主题索引、分类索引等。按照索引

收录文献的类别，可分为书后索引、期刊索引、报纸索引等。按照索引的载体形式可分为卡

片式索引、期刊式索引(即索引期刊)等。 

著录一批相关文献，按照一定次序编排而成的揭示与报道文献信息的工具。又称书目。

它产生于文献的大量积累和人们对文献利用的需求。目录作为一种联系文献与需求者之间的

媒介或纽带，以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书目情报需求为目的对文献信息进行科学地揭示和有效

地报道，并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上年度事物运动、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工具

书。汇辑一年内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它博采众长，集

辞典、手册、年表、图录、书目、索引、文摘、表谱、统计资料、指南、便览于一身，具有

资料权威、反应及时、连续出版、功能齐全的特点，属信息密集型工具书。 

情报检索是情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最早的意义是图书馆文献检索的同义词。随着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情报检索已经发展成为计算机信息处理的分支学科。情报检索的

实质就是将用户的提问特征与数据源进行对比，然后将二者相一致或比较一致的情报提取出

来供用户使用的过程。衡量情报检索效率的高低，有两个重要指标：查全率和查准率。 

文献类型分为普通出版物、电子出版物、连续

出版物。 

普通出版物：指纸质图书。 

连续出版物：指期刊和报纸。 

电子出版物：图书馆购买的电子文献。 

 



                                                                            本版责编：耿 华 

 - 22 - 

 

图书馆组织业务骨干赴天津工业大学 

参观调研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加强科学管理水平，提高业务水平，开阔视野，在图书馆馆长

王秀阁教授的带领下，图书馆领导班子、全体部主任等共 17人于 2013年 4月 19日上午赴

天津工业大学图书馆参观学访。 

这次活动得到了工大图书馆领导的高度重视，工大图书馆李艺纹馆长及领导班子进行了

热情的接待。首先大家就迁入新馆后在读者服务、人员管理、馆舍布局、文化建设等方面面

临的新问题及采取的有效措施进行了进行深入地探讨，并交流了好的经验和做法。随后，在

工大馆领导的陪同下，对工大图书馆的服务大厅、共享空间、阅览室、报告厅等进行了全面

的参观和考察，并与在岗的老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双方一致认为，两馆在新馆建设和使用方面都积累了很多值得互相学习的经验，通过这

次学访、调研活动，开阔了工作思路，学习了先进的读者服务理念及管理理念，希望今后进

一步加强馆际之间的交流，互相学习长处，共同促进图书馆资源建设和读者服务等各方面的

发展。 

 

 

 

 

 

 

 

 

 

 

 

图书馆启动 2013 年读者服务活动周 
 

为迎接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倡导读书明理、读书求知、读书成才的时代风尚，图书

馆携手图书大厦以及各数据库商于 4月 22日至 25日在我馆开展“迎接读书日 服务惠师生”

的 2013 年读者服务周活动。4月 22日上午，我馆在 B区二层共享大厅举行读者服务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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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参加启动仪式的有钟英华副校长、图书馆全体馆领导以及众多师生。仪式由黄雪梅副

馆长主持。 

首先，黄雪梅副馆长介绍了读者服务宣传周的具体内容安排，活动内容包括图书展览以

及电子资源数据库展示与介绍。然后，由常务副馆长赵雅文教授致辞并作了动员讲话。最后，

钟英华副校长用古人欧阳修的名句亲切地勉励大家要爱读书、会读书、乐读书，把读书学习

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 

我们期盼通过建立与书商、数据库商的伙伴关系，共同为促进书香校园建设和培养大众

阅读习惯努力。我们期待广大师生走进图书馆，亲近阅读，让阅读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深入学院 推送服务 

             ——我馆领导亲赴各学院采访调研 

 

新图书馆正式启用一年以来，硬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大大改善了我校师生的学习条件，

但如何合理配置各种信息资源，进一步提升服务内涵，真正发挥图书馆服务育人的作用，成

为图书馆今后面临的中心工作。 

经过图书馆领导班子的周密研究和部署，从 5月 28日开始，由图书馆常务副馆长赵雅

文教授亲自挂帅，本着“提供优质资源、助推学科发展”的目的，带队采访调研，上门倾听

意见，将服务送到各学院。 

本次深入学院采访调研工作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思路，先从重点学科做起，

再深入到每个学院。馆领导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经常一天奔波于几个学院，每到一个学院

调研前，都要提前做好充分准备，采访结束后还要及时总结成果，反馈给相关学院。为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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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成为图书馆今后一项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图书馆专门为重点学科设立了学科联

系馆长或学科联系馆员，为今后开展学科化、数字化、个性化服务奠定坚实基础。 

各学院领导在百忙之中专门组织专家学者、学科带头人、系主任等代表与图书馆领导进

行了交流与研讨。在座谈和研讨中，各学院充分肯定了图书馆在以往资源建设工作中的成绩，

并对图书馆主动上门服务表示欢迎。各学院根据图书馆已购买的各种文献资源，结合各学科

教学、科研需要，对图书馆纸本资源、电子资源提出了使用需求，并建议各学院资料室应加

强资源共享，面向全校教师开放。另外，各学院对图书馆目前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文化

建设与教育职能等提出了宝贵意见。图书馆领导针对各学院提出的问题，如资源内容、购买

原则和方式、校外远程访问、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科技查新、读者培训等问题一一进行了

回答。 

本次采访调研活动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领导带队走进了各个学院，更重要的是倾听

到来自学院一线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声音，真正了解到他们最关心、最关注的实际问题，为

今后图书馆做好资源的宣传推广和资源的合理化利用，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一手信息，同时

也发现了图书馆在资源采购、读者服务工作中的不足。我们通过此次调研，主动推送服务，

在提高学院参与文献资源建设积极性的同时，全方位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效能。 

在化学学院座谈                                                

 

在初等教育学院座谈 

在教师教育学院座谈 在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座谈 



 
天津师范大学 

关于成立科技查新工作站的通知 
 

 

为强化我校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我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优势，为

我校科研提供查新服务，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依托学校图书馆成立校属馆管

科技服务机构——天津师范大学科技查新工作站，站长由赵雅文教授担任。 

 

 

天津师范大学 

                                  2013年 6月 8日 

 

 

 
 

本期责编：耿  华  尚晓宇 

编撰人员：彭  莹   

 

 



天 津 师 范 大 学 图 书 馆 馆 刊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L i b r a r y  o f  T i a n j i n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校 园 一 景  

当水流经管道的时候， 

管道是什么形状， 

水就是什么形状； 

当生命之泉流经你的时候， 

你的思想是什么形状， 

生命就是什么形状。 

—— 约瑟夫·墨菲《潜意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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