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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规划思路规划思路规划思路规划思路    

 

“十二五”期间，图书馆以新图书信息大楼建设为契机，拟将新馆建成运行与我

院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同步发展相匹配的图书信息中心和学习研究中心、同时也将是北

仑区域的信息服务中心和学习交流中心，使北仑区域图书文献信息资源领域形成“一盘

棋”的战略模式。具体规划如下： 

一、新馆建设 

在“十二五”期间，新图书信息大楼本着“校地融合、一体两馆、有分有合、资源

共享”的原则，将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知识存储及传播载体的整合，既

能繁荣北仑区域文化事业，促进区域精神文明建设，又能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为此，

新图书信息中心在努力做好本院教学、科研服务工作基础上，将服务对象扩展到北仑区

域规划的 70 万常住人口；图书馆将与北仑区政府文化局合作运行，携手北仑区公共图

书馆通过文献信息资源和员工素质的整合，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区域文化服务能力，满

足各类用户的教学、科研、终身教育和信息素质提高的需求；通过 ISO 全馆流程的质量

管理，实现“藏、查、借、阅、参”五位一体的服务管理模式。 

二、馆藏设施建设 

1、馆藏建设方面：新图书信息大楼一体两馆建成之后，五年中整体纸质藏书将达

到 130 万册（其中我院图书馆馆藏纸质藏书将达到 100 万册），纸质期刊 2000 种，电

子图书 100 万册，数据库 20 个，阅览座位 2500 个，每天读者流量达到 3000 人次以上。 

2、设施建设方面：一体两馆共有建筑面积 3.6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网络化、数字

化图书信息大楼，将引进 RFID 系统在图书馆实践应用的先进技术，配置校地两馆统一

的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和高存储量的云管理平台。 

三、技术馆员队伍建设 

图书馆目前有职工 14 人，30 岁以下人员少，人员出现老龄化，有理工科专业背景

的人员少，高层次图书情报专业人员不足。图书馆随着新馆的建成，建立技术馆员的正

常增长机制，每年安排 1-2 名技术馆员引进指标，并通过引进和培养并重，建设一支年

纪轻、能力强、素质高，知识结构合理的图书馆专业队伍，“十二五”期间图书馆工作

人员中应有硕士以上专业人才达到 30%以上。 

四、服务是图书馆的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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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方式由被动服务变向主动服务，进一步面向专业老师开展个性化数据资

源利用服务，让老师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本专业学术资源及获取途径，提高老师们查找相

关信息资源的能力和个人知识管理的技巧。同时图书馆服务将覆盖整个北仑区域，让文

献信息服务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图书馆在办好宁职院“图书流动站”服

务项目的同时，积极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特色资源数据库，大力开展服务推广

宣传工作，有目的性的展开高层次、高质量的重点读者信息咨询服务工作。 

 

图图图图图图图图书书书书书书书书馆馆馆馆馆馆馆馆流流流流流流流流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阅阅阅阅阅阅阅阅览览览览览览览览服服服服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务务务务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三三三三三三三三项项项项项项项项新新新新新新新新举举举举举举举举措措措措措措措措  
 

图书馆本着“读者就是一切”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分别是采编部从

西校区迁到东校区；西校区流通部和东校区流通阅览室实现文献的通借通还；东校区流

通阅览室借还书时间延长。这几项措施颇似“润物细无声”的改变，但意义重大，这是

尊重客观规律，在考虑实际情况的前提下，规划图书馆的服务布局，提高图书馆服务质

量的体现。 

将采编部搬到东校区，是因为学校大多数学生集中在东校区，而且所进新书大多馆

配到东校区流通阅览室，这样的安排使采编与一线流通阅览部门紧密联系起来，使采编

来的新书第一时间上架，供师生及时借阅。东西校区流通阅览部门通借通还则是新形势

下图书馆追求服务质量，追求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新馆还未建成，我馆流通阅览书库

分设于东西两个校区，如果不通借通还，势必增加读者还书的时间成本，无法实现图书

馆“读者第一”的服务理念。尽管流通阅览部门人力不足，但还是实施了东西校区的通

借通还，读者可在借书后根据还书时的实际情况，选择东西校区任意书库归还所借图书。

这种通借通还的做法是解决“方便读者”和“馆内人员缺少”两者矛盾突出的折中方法，

显示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东校区流通阅览部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照常全天开放的情况

下，增加了晚上也可以借还图书的新举措，为我校各系学生周末图书的借阅提供了条件，

必将吸引他们回归知识技术的学习，有利于培养他们未来知识学习的能力，让他们“读

好书，好读书”，成为具有适应未来知识快速变化的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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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部  供稿） 

图书馆参加宁波第四届国际动漫展图书馆参加宁波第四届国际动漫展图书馆参加宁波第四届国际动漫展图书馆参加宁波第四届国际动漫展    

------------推进动漫数据库宣传推广工作推进动漫数据库宣传推广工作推进动漫数据库宣传推广工作推进动漫数据库宣传推广工作    

 

10 月 9 日-10 日，2010 宁波第四届国际动漫展暨鄞州首届创意动漫产业博览会在鄞

州区乐天数码城举行。国内外 60 多家动漫企业报名参展，本届动漫展围绕“世博、环

保、国际”等主题，展会内容丰富多彩，开设 Cosplay 表演区、IMART 创意集市、国内

外原创漫画展区、四维动画影院、动漫及游戏作品展、信息技术产品展示、互动游戏区

等七大展区，还举办了国家级动漫基地优秀动漫佳作展等。我院图书馆积极参与了此次

动漫展，并借此机会深入推进动漫产业特色数据库的宣传推广工作。 

该动漫特色

数字文献资源库

不但含有丰富的

科技论文、企业

名录信息、专利

文献等显性文献

知识，还包括视

频、技术要点叙

述等能将隐性知

识显性化的文

献，促进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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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创新和产学研一体化进程，使动漫产业数字资源资源库成为动漫企业创新的信息

技术平台。我们通过现场演示、员工交流、发放宁波数字图书馆介绍手册和动漫产业特

色数字文献资源库介绍手册等方式让各动漫企业员工了解了宁波数字图书馆和动漫特

色数字文献资源库，以便更好的利用它。通过宣传人员的努力，现场共发放宣传手册二

百余册，并及时解决了相关的咨询解答问题。 

基于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宁职院图书馆将会在今后的推广服务工作中努力把

握企业的特点，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实施不同的推广服务策略，以保证取得最优的服务效

果。 

（采编部  供稿） 

    
    

2010201020102010 级新生入馆教育工作圆满结束级新生入馆教育工作圆满结束级新生入馆教育工作圆满结束级新生入馆教育工作圆满结束    
 

对我校新生进行利用图书馆的教育，是图书馆每学年初必做的常规工作。与往年相

同的是，图书馆信息咨询部的馆员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到

新生教育工作中去。新生入馆教育是图书馆读者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

帮助新同学尽快了解和学会使用图书馆，利用好图书馆的各种文献资源。 

根据2010年图书

馆迎新工作的部署，

10 月 14 日中午，信

息咨询部的周燕老师

共对全校 200 余名新

生代表和读书协会的

成员开展了一场讲

座，重点介绍了馆藏

资源分布、各阅览室

的借阅流程和借阅规

则、图书馆主页服务

功能和图书馆电子资

源的使用等内容。在开展讲座前，图书馆的老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精心制作了图文

并茂的课件，其直观、生动的讲解受到了各系新生的热烈欢迎，新生读者认识到图书馆

与大学生活的密切联系，掌握了利用图书馆资源的方法与技巧，激发了新生读者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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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第二课堂的热爱之情。我们希望图书馆能为更多的求知者提供更优良、更便捷的服务。 

（咨询部  供稿） 

 

图书馆面向专业老师开展个性化数据资源利用讲座图书馆面向专业老师开展个性化数据资源利用讲座图书馆面向专业老师开展个性化数据资源利用讲座图书馆面向专业老师开展个性化数据资源利用讲座    
 

2010 年 11 月 4 日下午，我院图书馆信息咨询部贡老师面向化工系开展了一次“化

工、生物学术资源获取策略探讨”的专题讲座。此次讲座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贡老师

和应用化工系的老师们探讨了应用化工学术研究方向如何确定，建议化工系的老师们可

以关注国内自然科学基金的化学部分等相关基金项目；关注一般的化学类新闻期刊，化

工学专业的博硕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化工专家的博客等等来获得最新的化学学

科发展新动向。其次，介绍了如何更好的利用我院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如应用免费学术

搜索引擎 Google scholar 搜索到所需要的中外文资源的题录及所属数据库，然后利用宁

波数字图书馆（NBDL）和浙江高校数字图书馆(ZADL)两个文献传递平台获得原文数

字资源。同时，分别对中国知网、Splingerlink 数据库、Google scholar 和两个数字图书

馆文献传递系统进行了技巧介绍和现场演示。最后介绍了如何利用 NoteExpress 软件对

可获得的电子文献进行科研辅助管理，使自己的科研工作更加方便有效。 

这次讲座是图书馆服务方式由被动服务变向主动服务的体现，它让化工系老师们更

加深入地了解了可以利用的化工学术资源及获取途径，提高了老师们查找相关信息资源

的能力和个人知识管理的技巧。整场讲座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十多位化工系的老师听取

了此次讲座，现场互动气氛十分热烈，讲座获得圆满成功。今后，图书馆信息咨询部将

根据学院各专业实际情况和各系老师的信息需求对各系相继开展相关的讲座，促使信息

资源更好地被读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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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部  供稿） 

    

图书馆在学苑社区设立图书流动站图书馆在学苑社区设立图书流动站图书馆在学苑社区设立图书流动站图书馆在学苑社区设立图书流动站    

 

为了更好地服务社区，服务地方经济，我院图书馆积极开展为北仑学苑社区图书室

补充图书等相关文献资源工作。图书馆流通部的工作人员精心挑选了文学、法律、科普、

人物传记、计算机、医药卫生等方面的书籍共 3000 册，运送到学苑社区居委会，改变

了原来社区读书室图书资料不足的现状，这是近年来我院图书馆在北仑区设立的第五个

图书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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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5 日上午，我院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来到北仑学苑社区居委会，图书馆袁馆长

和北仑学苑社区居委会虞主任共同主持了图书流动站的揭牌和图书交接仪式。宁波北仑

学苑社区居委会虞主任兴奋地说：“宁职院的图书流动站充实了居委会的社区读书室，

精选的书籍

十分适合居

民的阅读需

求，必将丰

富我们的业

余生活，提

高我们的文

化修养，我

代表学苑社

区的居民深

深地感谢宁

职院图书馆对我们社区文化服务工作的支持。” 

    近年来，我院图书馆的规模不断扩大，虽然新馆还没有建成，但一步也没放松服务

师生，服务社会的要求，努力实现自我提高，一步一步营造服务学院，服务地方，服务

社会的整体服务构架和布局。除了建立图书流动站外，学院图书馆还面向企事业单位的

科技人员免费开放，较好地改善了广大社区、企业文化基础设施薄弱、资源贫乏的现状，

使企业科技人员、广大市民基本借阅和终身学习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流通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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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展图书馆开展图书馆开展图书馆开展起点考试资源库起点考试资源库起点考试资源库起点考试资源库利用讲座利用讲座利用讲座利用讲座    
 

随着学期期末的到来，学生关注的英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陆续到来，为了

让我院学生备战考试有其后备练习资源，为了让学生们充分利用图书馆已经采购的相关

数字资源，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将来找到好的工作。2010 年 12 月 9 日，图书馆邀

请了起点考试资源库的李迎佳老师来我院做了一堂实用性很强的讲座-----起点考试资

源库利用的讲座。 

讲座过程中，李老

师给大家介绍了“起点

自主考试学习系统”和

“起点视频教学资源

库”，通过李老师的详细

讲解和举例操作，同学

们对这一系统有个充分

的了解。通过起点考试

系统的学习，满足了我

院部分学生自主学习的

愿望，他们一致肯定了

这一系统，说这一系统

能帮助他们在学习中实现自我检查、自我总结和自我评价的作用，同时起到及时的自我

补救、提高他们考试中的学习成绩。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讲座中，同学们认真听讲，并做

了相关的笔记，更有几位同学在讲座后向李老师提问了相关问题，探讨如何更有效地使

用这一考试资源库。这次讲座不仅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同学们的应试技巧，

更使同学们树立了考试必胜的信心。 

这个学期图书馆分别请来中国知网、读秀和起点考试资源库的三位培训老师给大家

讲解不同类型校内数据库的利用方法，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潜在地提高了他们的信息检

索技巧和信息素质。 

 
（咨询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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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第八次趣味运动会圆满结束图书馆第八次趣味运动会圆满结束图书馆第八次趣味运动会圆满结束图书馆第八次趣味运动会圆满结束 
 

12 月 23 日中午，图书馆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趣味运动会，图书馆所有老师和学生管

理员共 80 多人在东校区图书馆阅览室欢聚一堂。我们本次活动主题是用我们的欢声笑

语迎接圣诞和新年的到来！ 

中午 12 点整，袁馆长在活动开始之前对图书馆 2010 年的工作做了简单的总结，同

时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中努力学习和工作，增进各部门之间的友谊，促进师生之间的沟

通和交流，打造团结奋进的工作团队，从而使图书馆的服务更上一个新的台阶，最后宣

布趣味运动会正式开始。此次，趣味运动会共有 4个项目，分别为抛绣球、瞎子背瘸子、

循规蹈矩、单脚火车跑。在精彩纷呈的比赛项目中，大家热情高涨，意气风发，赛场内

外洋溢着全员参与、团结协作、健康快乐的体育精神，体现了“在快乐中运动，在运动

中快乐”的宗旨。 

学 生 管

理员一直是图

书馆工作的一

支重要的力

量，图书馆将

在培养学生认

真负责精神的

基础上，开展

一系列有针对

性的活动和培

训，让他们感

觉图书馆不止

是一个勤工助

学的场所，而

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培养着团结协作、

追求卓越、不卑不亢的精神，充满着学有所成，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信心。这次趣味

运动会，增加了“小图书管理员”们的工作责任心，侧面显示了图书馆管理“以人为本”

的精神，必将提高图书馆的整体工作水平。 
 

（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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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模具特色资源数据库项目通过验收机电模具特色资源数据库项目通过验收机电模具特色资源数据库项目通过验收机电模具特色资源数据库项目通过验收并并并并受到好评受到好评受到好评受到好评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上午，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ZADL）开通仪式在浙江大学紫

金港校区举行，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为 ZADL 开通剪彩。我院袁豪杰馆长参加了开

通仪式，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机电模具特色资源数据库做为其中的四个演示数据库之一

而受到各界的一致好评。 

自建特色数据库是各个高校

图书馆数据资源建设的重要内

容，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和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利

用各自机电类专业的学科优势与

文献积累，以及宁波市机电类企

业在全国的产业集聚优势，收集

相关资料，遵循国内外通行的元

数据标准和建库规范，建立了的

机电专业特色数据库。 

机电模具特色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完成不仅会给省内各高校模具、机电和电子等专业

学生、老师和科研人员带来许多方便，也能够满足各高校图书馆在机电模具方面资源建

设的需要，同时可以推动宁波及浙江省的相关企业、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提升宁波作为

中国“机电制造特色产业基地”的地位，成为宁波及浙江省机电等企业的产品发布、技

术服务和对外宣传的窗口和媒介，拓展和延伸企业对外的交流渠道。 

 

    

    

    

    

    

    

（技术部  供稿） 



 

- 11 -                                   

考察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图书馆心得考察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图书馆心得考察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图书馆心得考察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图书馆心得    
 

2010 年 12 月宁职院一行 10 人在张健副院长的带队下，参观考察了台湾龙华科技大

学，受到了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陪同人员的热情接待。 

在深入到各分院参

观、学习其先进的管理方

法基础上，22 号下午去图

书馆进行了对口学习、交

流、取经，受到了图书馆

张梦家馆长的热情接待，

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收

益颇多。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图

书馆面积不大，各种硬件

也比不上国内近几年新建

的图书馆。但他们的管理、服务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今后我院新图书馆的发

展和各部门具体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归纳总结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一一一、、、、管理上管理上管理上管理上    

图书馆一直采用“业务一条龙”管理手段，即：每名工作人员独立完成自己一块的

文献管理、服务等业务工作。具体就是将各种文献分为：中文图书、外文图书、报纸、

杂志、光盘、数据库等，每项业务从采访—编目—上架—信息提示—流通服务—内务管

理等一系列工作由一名工作人员带着学生负责到底。 

它的好处有： 

1、可以解决工作人员少的问题。 

2、使工作人员都做到了每项业务的熟悉、精通。 

3、每名工作人员有自己独立的一块工作职责，责任明确，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责任

性，便于图书馆的质量管理。 

采用这种管理方法，目前在大陆的高校图书馆是很少采用的，但这种方法不妨以后

在工作中一试。 

由于龙华科技大学图书馆由于工作人员只有 8名，服务范围广泛，因此他们也采用

学生管理员和招聘义工。在义工管理方面，明确规定了学生义工的福利：一学期服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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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达五十个小时者，可享受每次借书增加五册及借期延长一周之优惠；一学期服务时间

达一百个小时者，除享受借书优惠之权利外，每学期末，致赠感谢狀，以示志愿者证明，

极大地提高了学生义工的参与积极性。 

二二二二、、、、服务上服务上服务上服务上    

图书馆的服务理念以人性化为前提，体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概念。从门厅环境

到各楼道、空隙、角落的布置等，从各个细节着手，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舒适、平和、

亲切的阅览环境。并在服务中，到处都可以感受到对读者的关爱，如读者休息处、一般

的打印、复印，看音视录像、上电子阅览室等服务免费，让读者愉快地享受到图书馆学

习、读书的乐趣。 

他们还将书库中最好的地方设为一间间专业教师研究室，便于教师、学生方便、安

静地学习、研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个人视听室、团体视听室和音乐欣赏区等。 

（办公室  周萍英） 

 

北仑区北仑区北仑区北仑区----宁职院宁职院宁职院宁职院图图图图书馆奠基典礼书馆奠基典礼书馆奠基典礼书馆奠基典礼成功举行成功举行成功举行成功举行    

 

为了满足北仑区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同时满足宁职院日益增长的教学科研

需要，通过近一年多的论证和准备，12 月 30 日上午北仑区-宁职院图书馆在施工现场举

行，北仑区区委陈利幸书记，宁波市教育局黄士力局长，北仑区华伟区长、我院苏志刚

院长、北仑建工局钱勤局长等领导参加了典礼，典礼由北仑区副区长丁素贞主持。 

北仑区-宁职院图

书馆项目作为2010年北

仑区的重点民生工程之

一，得到了北仑区区委

区政府和市教育局的大

力支持。该项目用地

29630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38310 平方米，地上

面积 30260 平方米，地

下面积 8050 平方米，总

投资 2.5 亿元人民币。

两馆合建后将充分发挥

高校和地方各自的优

势，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融合，做到文献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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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奠基仪式上，首先承建方代表表示以严格的管理保证这一民生工程的顺利完工。

接着宁波市教育局黄士力局长，北仑区华伟区长等领导也发表了祝贺的讲话。 

随后苏志刚院长在典礼中讲话指出：我院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并积极探索实施

各种为地方服务的方式，比如建立图书流动站、对外办理图书证等措施，两馆的合建将

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服务地方、服务社区、服务企业的一个新的起点，必将促进北仑区

经济转型，科技腾飞和民生和谐，打造北仑区的一个新的文化高地。此外，在这次图书

馆施工建设中，我院建筑系的学生将全程跟踪施工单位实践学习，学院将积极探索高职

建筑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将我院学子打造成企业首选的知识型、实践型和创新型建

筑人才。 

最后陈利幸书记宣布北仑区-宁职院图书馆建筑施工项目启动。陈书记、黄局长、

华区长和苏院长共同开启了北仑区-宁职院图书馆奠基启动球，并为图书馆奠基培土。 

新年临近，整个典礼充满热烈喜庆气氛。 

（办公室  供稿） 

    

读秀知识库读秀知识库读秀知识库读秀知识库    
 

读秀知识库是由超星公司推出的中文图书数据库。目前，该库提供近 228 万种中文

图书元数据，140 万种图书全文，同时每年更新约 10 万种图书。 

读秀知识库推出不同一般检索模式的读秀检索，检索字段可以选择全部字段、书名、

作者等关键词为检索对象。可以实现目录和全文的垂直检索，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获

得最深入、最准确、最全面的文献信息。实现 218 万中文图书数据及 150 万种中文图书

全文的检索，实现近 2亿条中文文献目次的检索。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读秀知识库同时提供了高效快捷的文献传递服务，可以按照读

者的咨询请求，使用 E－mail 的方式在最短时间内向读者提供任意文献的任何局部资料。

实现了以较低成本获得海量图书资源，传递的文献阅读支持打印、转换成 PDF/文本等

功能。 

访问该资源的路径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更多内容>数字图

书>读秀知识库。欢迎积极利用！ 

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由于版权问题，部分文献传递申请必须局部来实现，不能一次申请得到全书内容。 

    

    



 

- 14 -                                   

施普林格施普林格施普林格施普林格((((SpringerSpringerSpringerSpringer----VerlagVerlagVerlagVerlag))))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    
 

简要介绍：施普林格出版社于 1842 年在德国柏林创立，是全球第一大科技图书出

版公司和第二大科技期刊出版公司，每年出版 5,500 余种科技图书和约 1,700 余种科技

期刊，其中超过 1,500 种经同行评阅的期刊。它通过 SpringerLink 系统提供其学术期刊

及电子图书的在线服务，这些期刊是科研人员的重要信息源。SpringerLink 所有资源划

分为 12 个学科：建筑学、设计和艺术；行为科学；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商业和经济；

化学和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球和环境科学；工程学；人文、社科和法律；数学和

统计学；医学；物理和天文学。除了期刊外还包括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计

算机科学讲义）、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数学讲义）、Lecture Notes in Physics（物

理学讲义）和 Lecture Notes in Earth Science（地球科学讲义）等著名丛书。 

访问该资源的路径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更多内容>电子资

源>Springer 英文电子期刊。欢迎积极利用！ 

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特别提示：：：： 

1.该平台上的部分 Chinese Library of Science、Russian Library of Science、Brill 的期刊不能访问全文。

2.目前系统中还包含其它图书和参考工具书，部分需单独订购方可阅读全文。 

 

 

（咨询部  整理） 

    

感受感受感受感受 2010201020102010 年书香中国年书香中国年书香中国年书香中国    

      全民阅读在中国风起云涌，无论是传统的纸质阅读，还是新兴的数字阅读，阅读本

身已深深进入我们的生活，成

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回眸

2010 年度图书时，我们认为，

评价或推介一本书，要考虑图

书内在的文化价值，同时也要

兼顾书的影响、时间检验和市

场表现，总的来看，今年新书

有几点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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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回忆录或传记成为新看点。叙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或历史上学术大师

们学术人生的图书，今年联袂出版，成为图书界一大景观。《沉浮与枯荣》、《最后的大

师》、《巨流河》、《也同欢乐也同愁》、《我的父亲顾颉刚》、《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赵

俪生高昭—夫妻回忆录》等图书，详尽地表现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知识

分子在学术纷争、家庭生活等方面走过的风雨路程，成为一份份珍贵的文化档案。 

    描写领导人，或领导人写的书籍继续保持热度，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在北京大

的书店——北京图书大厦和王府井书店，只有非常畅销的书才摆成书堆，今年《毛泽东

最后七年风雨路》、《毛泽东传》、《务实求理》、《红墙知情录》以及一大批红色传记书籍

长时间地摆成书堆和专区，前来购书、翻书的人络绎不绝，一些样书都已被顾客翻旧。 

    学术书新变化受到青睐。今天的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地整理注释，开始出

版研究性成果。《“中间地带”的革命》、《历史：何以至此》、《重新发现社会》等书，在

努力寻求对历史和现实作出客观合理的解释。出版界推出的学术著作《思想的谱系》、《草

原帝国》则提供国外学术走向和研究的借鉴。学术书被青睐，反映了读者阅读的深度。 

    反映时代热点的新书继续被关注。互联网、环保、公司等生活新主题，不断挑

战读者的神经。《网民的狂欢》、《公司的力量》、《大迁移》等图书揭示的问题，让人醍

醐灌顶，耳目一新。显然，图书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明天的未来越来越不可分。 

    解读经典依然受到欢迎。我们曾津津乐道于十七八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事

实上中国的思想启蒙、文化普及已经来临，经典的解读越来越多地走出书斋，走向大众。

《庄子的快活》、《王蒙的红楼梦》、《蒋勋说红楼梦》等都在讲着经典，说着今天，成为

绵绵不绝的文化风景。 

（选摘自光明日报 流通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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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应具备的信息检索知识大学生应具备的信息检索知识大学生应具备的信息检索知识大学生应具备的信息检索知识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学习能力已经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而信息

素养则是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信息意识、信息伦理和信息能力。社会

的发展离不开信息的支持，而信息浩如烟海，信息检索能够帮助我们迅速了解和借鉴别

人的成果，避免重复劳动，

提高学习的效率，因此，

大学生应该掌握一定的信

息检索知识，及时捕捉新

信息，学习新知识，研究

新问题，实践新想法。对

于大学生来说，至少应该

了解和掌握以下几方面的

相关知识： 

1.信息检索的基本知识 

了解文献的基本知

识：如：文献的定义、文献的类型及各类文献的特点等；了解检索工具：对本学科常用

检索工具的特点要有所了解。掌握检索策略：在分析检索课题内容的基础上，选择检索

系统、检索途径，确定检索词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等的信息检索方案，编制检索表达

式，注意查全率和查准率。 

2.图书馆的基本知识 

人们通常都是通过图书馆来检索文献信息，掌握一定的图书馆知识，学会有效地利

用图书馆是很必要的。大学生应该了解以下内容：图书分类号和图书馆藏书的索书号；

书目查询系统的使用。 

3.数据库检索 

信息时代的大学生应该掌握数据库检索的基本技能，数据库具有存储量大、更新及

时、检索速度快、查寻方便等优点，越来越受到广大用户的喜爱。学生应该掌握与自己

专业相关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4.Internet 网络信息检索 

作为大学生来说，应当熟练掌握百度、Google 等搜索引擎的使用方法；了解与所学

专业相关的各种学科导航和专业网站。 

5.参考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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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与自己所学专业有关的各种工具书并掌握其使用方法。 

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不仅要掌握文献信息检索知识，而且要学会灵活运用各种

检索方法和技巧去解决问题，掌握从信息海洋中获取自己所需信息的本领，努力增强自

己的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加快成才的速度。 

（咨询部  整理） 

 

百度使用技巧百度使用技巧百度使用技巧百度使用技巧    

百度(www.baidu.com)是一个搜索引擎，百度网站只提供搜索引擎功能，没有花里

胡哨的累赘；百度速度极快；百度的搜索结果摘录查询网页的含有关键字的内容，而不

仅仅是网站简介；百度的“网页快照”功能，能从百度服务器里直接取出缓存的网页。 

1.基本搜索 

逻辑符：与（+、空格）、或（OR）、非（-）。 

搜索包含几个关键词或几个关键词组合的网页信息，只需输入

关键词和逻辑符。如搜索：水稻 品种资源、水稻 OR 品种资源、

水稻 品种资源 -野生稻等等，搜索包含整个词组或句子的网页信

息，必须加英文引号。如搜索："中国水稻品种资源"、"Crop 

Germplasm Resources"等等。 

2.高级搜索 

限制符：site、filetype、inurl。 

搜索包含特定（类）网站及关键词的网页信息，只需输入关键词、逻辑符和限制符。

如搜索：水稻 品种资源 site:edu.cn、水稻 filetype:pdf、水稻 filetype:doc inurl:mp3。 

3.搜索技巧 

关键词的选择在搜索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有搜索技巧中，关键词选择是最基本

也是最有效的。 

例一：查找小麦的基本情况； 

分析：如果只用“小麦”做关键词，搜索结果将浩如烟海，没什么价值，因此必须

要加更多的关键词，约束搜索结果。选择什么关键词好呢？可以猜到的是，类似的资料，

应该包含诸如“小麦属”、“起源”、“原产”、“分布”等词汇。 

搜索：小麦属 起源 分布 

例二：找人；分析：一个人在网上揭示的资料通常有：姓名，性别，年龄，毕业学

校，工作单位，电话，信箱，BP，手机号码等等。所以，如果你要了解一下你多年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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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同学，那不妨用上述信息做关键字进行查询，也许会有大的收获。 

例三：找软件； 

分析一：最简单的搜索当然就是直接以软件名称以及版本号为关键字查询。但是，

仅仅有软件名称和目标网站，显然还不行，因为搜索到的可能是软件的相关新闻。应该

再增加一个关键字。考虑到下载页面上常有“点击此处下载”或者“download”的提示

语，因此，可以增加“下载”或者“download”为关键字。搜索：winzip 8.0 下载。 

分析二：很多网站设有专门的下载目录，而且就命名为“download”，因此，可以

用 INURL 语法直接搜索这些下载目录。搜索：winzip8.0inurl:download；共享软件下载完

之后，使用的时候，软件总跳出警示框，或者软件的功能受到一定限制，所以应该再找

一个注册码。找注册码，除了软件的名称和版本号外，还需要有诸如“serial number”、

“sn”、“序列号”等关键字。现在，来搜索一下 winzip8.0 的注册码。搜索：winzip 8.0 sn。 

例四：找图片；除了 GOOGLE 提供的专门图片搜索功能，还可以组合使用一些搜索

语法，达到图片搜索之目的。 

分析一：专门的图片集合，提供图片的网站通常会把图片放在某个专门目录下，如

“photo”、“image”等。这样就可以使用 INURL 语法迅速找到这类目录。现在，试着找

找水稻的照片集。搜索：rice inurl:phot； 

分析二：提供图片集合的网页，在标题栏内通常会注明，这是谁谁的图片集合。于

是就可以用 intitle 语法找到这类网页。搜索：intitle:rice picture； 

例五：找 MP3； 

分析一：提供 MP3 的网站，通常会建立一个叫做 MP3 的目录，目录底下分门别类的

存放各种 MP3 乐曲。所以，可以

用 INURL 语法迅速找到这类目

录。现在用这个办法找找老歌

“say you say me”。搜索："say you 

say me" inurl:mp3；            

分析二：也可以通过网页标

题，找到这类提供 MP3 的网页。搜索："say you say me" intitle:mp3。 

（咨询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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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识别国内发行的非法与正规学术期刊如何识别国内发行的非法与正规学术期刊如何识别国内发行的非法与正规学术期刊如何识别国内发行的非法与正规学术期刊    

近年来，某些不法分子利用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心切而正规期刊又容量有限的情

况，采用欺骗的手法，许诺协助刊登论文，四处组稿、约稿，收取所谓的“版面费”，

将收集的论文印制成非法期刊，攫取高额利润。  

那么，如何识别非法学术期刊呢？从新闻出版执法部门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非法学

术期刊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假冒国内正规期刊的刊名、刊号和出版单位名称，尤其是名社、名刊；有部

分假冒期刊是以“增刊”、“合订本”的名义出现的。  

二、是国内某些正规期刊社未经批准擅自编印所谓“论文集”，以“宣传推广本刊

为名”，故意将本社社名和刊号混排其中，给读者造成错觉。  

三、是署名香港“某某出版公司”出版，或与国内某单位联合主办，编造所谓的“国

内统一刊号”，如“CNxx-yyyy（HK）”或“CN(UK)xx-yyyy”等。为扩大“知名度”，

这些非法期刊常常虚张声势，在刊名上冠以“中华”字样。  

四、是署名“某某学会”、“某某研究会”主办，无刊号或杜撰刊号，未署出版单位

名称或杜撰某某编辑部等。 

五、是仅有 ISSN 国际标准刊号，没有 CN 国内统一刊号。  

六、是偷梁换柱，将正规期刊的某些内容替换成自己撰写或收集的文章，仍以原刊

的刊名；期号、装帧重新制版印刷。  

七、是限于内部交流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打着公开出版发行的旗号。  

除以上特征外，由于不法分子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缺少正规的编辑人员，不按正

规编辑程序操作，非法学术期刊绝大多数都粗制滥造，用纸较差，编排有误，错漏较多，

只要仔细分辨，一般都可识别出非法学术期刊的真面目。对于以“香港某某出版公司国

内组稿中心”名义有偿约稿(为逃避管理部门追查，这些组稿中心常常通过“XXXX 信

箱”收稿)，或打着“某某杂志”、“某某杂志驻某地记者站（工作站）”幌子主动上门收

费组稿的；广大作者更应多添几分警惕；必要时，可向期刊上署名的出版单位（或主办

单位、编辑单位）所在地的出版行政部门咨询。  

那么，正规期刊都具备哪些特征呢？  

第一，公开发行的正规期刊版权页上有出版单位名称（标明地址、电话），有国内

统一刊号 CN、国际标准刊号 ISSN，有承印单位名称；通过邮局发行的还应有邮发代号；

封面或封底有条码、定价。  

第二，国内标准刊号(CNxx—yyyy/z)由中国国别代码“CN”、报刊登记号“xx-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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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类号“z”组成。其中“xx”为期刊出版单位所在地区代号，“yyyy”为出版管理部

门分配的序号(期刊的序号范围为“1000—4999”)，分类号则是用以说明期刊所属的主

要学科范畴。如“CN35-1169/C”。国际标准刊号 1SSN(xxxx-yyyy)则由以“ISSN”为前

缀的 8位数字(两段 4位数字，中间以一个连字符“—”相接)组成，如“ISSNl234-5678”。  

国家新闻出版署正规期刊报纸查询系统： 

（http://www.gapp.gov.cn/cms/cms/website/zhrmghgxwcbzsww/SearchService/xwjgcx.html）

（可查询 CN 号、刊名及详细信息）  

ISSN 中国国家中心查询系统： 

（http://www.nlc.gov.cn/old2008/service/others/issn/00012639.htm）（可按 ISSN 号及期刊

首字母查询） 

第三，作为内部交流用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则应标明“准印证号”，只能用

于免费交流，不得公开发行，不得标明定价。  

第四，对于世界公开发行的国际级期刊(包括港澳台期刊)在国内合法发行，除了必

须具有国际标准刊号 ISSN，还必须具有国内批准的发行刊号才是合法期刊。国际级期刊

(包括港澳台期刊)要进入国内合法发行，必须经过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批准或特许并由

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等具备发行国际级期刊(包括港澳台期刊)的单位

在国内发行，并颁发期刊发行刊号(查询网址：http://periodical.cnpeak.com/Catalog/)，并

可以进行编目查询，如国际级顶尖知名杂志《财富(中文版)》杂志在国内合法发行的书

刊编号为 270Y0037，《世界经理人》杂志在国内合法发行的书刊编号为 714Y0004，《当

代文化与教育研究》杂志在国内合法发行的书刊编号为 370Y0002。由于这些国际知名

期刊的编辑出版本来不归国内新闻出版署管理，通常不需要国内 CN 刊号。  

此外，根据有关规定，任何期刊社设立驻外地记者站都必须经过驻地省级新闻出版

行政部门批准，取得《记者站登记证》，方可从事新闻采访工作。 

（咨询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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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RSSRSSRSS 订阅订阅订阅订阅    
RSS 作为一种全新的资讯传播方式，这些年来已经逐步地改变了很多人的信息获取

行为。众多新闻媒体类的网站都提供了 RSS 的订阅功能，也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在主页

上提供了 RSS 服务。但是当问到 RSS 是什么，有什么用，怎么用，仍然有不少人是一

头雾水。 

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也叫聚合 RSS/

聚合内容，是一种消息来源格式规范，常用以发布经

常更新资料的网站，例如：博客文章、新闻、音频或

视频等的网摘。网络用户可以在客户端借助于支持 RSS

的新闻聚合工具软件，在不打开网站内容页面的情况

下阅读支持 RSS 输出的网站内容。RSS 文件（或称作

摘要、网络摘要、或频道更新）包含了全文或是摘录

的文字，到网站原文内容的链接，以及其他额外的元

数据信息。而一个 RSS Feed（或者称作 RSS 频道），

包含了 RSS 文件的集合，是一个可供订阅的资源列表，可以在 RSS 阅读器中被阅读。 

《华尔街日报》科技专栏的专栏作家 Jeremy Wagstaff 有一个对 RSS 的绝妙的比喻。

如果将信息比作水的话，图书馆就是一个湖，不断有信息被倒入“湖”中，那些希望获

得信息的人只能来到湖边取水，互联网也是如此。电子邮件能够将信息发送给我们而省

去亲往湖边取水的不便，然而依然无法自己决定需要哪类信息，以及何时及以何种方式

得到这些信息。因此，最为便捷的方式就是像自来水通过管道流入家中一样来获取信息。

而 RSS 就犹如信息流的传送管道和控制阀门，让我们能方便地获取信息、自由地控制和

管理信息。 

要使用 RSS，首先需要有一个 RSS 阅读器（RSS Reader）。RSS 阅读器是一种软件

或是说一个程序，这种软件可以自由读取 RSS 和 Atom 两种规范格式的文档。目前，主

要的 RSS 阅读器有两类：离线 RSS 阅读器和在线 RSS 阅读器。 

离线 RSS 阅读器，是一个客户端软件进行 RSS 阅读。常用的离线 RSS 阅读器有周

博通 RSS 阅读器、看天下网络资讯浏览器、以及浏览器自带的 RSS 阅读（IE7 和 Firefox

等都带有）。它的优势在于直接与服务器上的数据同步，可以将文章下载到本地离线阅

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缺点是在多台电脑使用会很不方便，阅读内容不同步，速度较

慢，占用电脑的本地资源。 

在线 RSS 阅读器是使用一个专门服务网站进行在线 RSS 阅读，使用的方式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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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一个网站，而不需要使用客户端程序。在线阅读器的好处是，不需要消耗客户端的

资源，速度一般比较快；不受机器限制，对于在不同地点阅读可以不必进行多次配置，

阅读的内容也可以保证是连贯和同步的；可以分析用户阅读习惯，进行推荐；具有强大

搜索功能；能实现与“好友”的 RSS 文件的分享，具有一定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常用的在线 RSS 阅读器有 Google Reader、抓虾、鲜果等。其中 Google Reader 推出

了即时更新的功能，只要发布网站支持 pubsubhubbub 实时信息流协议，一旦发布网站

有更新下一秒就能在 Google Reader 中看到。 

借助于 RSS 阅读器，用户无需访问一个个单独的网站，只需要在阅读器中订阅感兴

趣的网站或频道，就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取更新的信息。这样，不仅节约了浏览和寻找

的时间，还能按照你希望的内容、格式、地点、时间和方式，收集和组织定制的信息，

提高了信息的获取效率。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利用 RSS 还能方便快捷地进行学科和文献的跟踪。通过订阅商

业数据库的 RSS，或者订阅学术网站的 RSS 频道，就能获取到最新的学术信息，便于

科学研究。 

目前我馆购买的许多商业数据库都能提供 RSS 服务，Springer Link、中国知网等数

据库提供基于期刊目次的 RSS 订阅，用户可以订阅数据库收录的某个期刊的 RSS Feed。

当期刊新一期的目次入库时，会自动通知用户最新的目次信息。随着 RSS 的不断普及，

会有越来越多的信息服务以 RSS 的方式来推送给用户，方便用户。 

 

 

 

（技术部 整理） 



 

- 25 - 

2020202010101010----2020202011111111 学年第学年第学年第学年第一一一一学期图书馆简讯学期图书馆简讯学期图书馆简讯学期图书馆简讯    

    

1111、、、、9999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图书馆动漫特色数据库推广项目各小组进行图书馆动漫特色数据库推广项目各小组进行图书馆动漫特色数据库推广项目各小组进行图书馆动漫特色数据库推广项目各小组进行中期检查汇报中期检查汇报中期检查汇报中期检查汇报。。。。    

2222、、、、9999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袁馆长和办公室袁馆长和办公室袁馆长和办公室袁馆长和办公室，，，，信息咨询部的有关人员在西校信息咨询部的有关人员在西校信息咨询部的有关人员在西校信息咨询部的有关人员在西校区宁波渲染动漫公司区宁波渲染动漫公司区宁波渲染动漫公司区宁波渲染动漫公司、、、、

蔚蓝麒麟动漫公司进行了动漫特色数据库的蔚蓝麒麟动漫公司进行了动漫特色数据库的蔚蓝麒麟动漫公司进行了动漫特色数据库的蔚蓝麒麟动漫公司进行了动漫特色数据库的企业服务推广工作企业服务推广工作企业服务推广工作企业服务推广工作。。。。    

3333、、、、9999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袁馆长向宁波市数字图书馆管理领导小组汇报袁馆长向宁波市数字图书馆管理领导小组汇报袁馆长向宁波市数字图书馆管理领导小组汇报袁馆长向宁波市数字图书馆管理领导小组汇报““““动漫特色资源库服动漫特色资源库服动漫特色资源库服动漫特色资源库服

务推广项目务推广项目务推广项目务推广项目””””。。。。    

4444、、、、9999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在数字科技园会议室进行在数字科技园会议室进行在数字科技园会议室进行在数字科技园会议室进行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第六次馆本培训第六次馆本培训第六次馆本培训第六次馆本培训，，，，由周燕老师主讲由周燕老师主讲由周燕老师主讲由周燕老师主讲，，，，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提升馆员的信息素养提升馆员的信息素养提升馆员的信息素养提升馆员的信息素养》。》。》。》。    

5555、、、、10101010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信息咨询部对学校信息咨询部对学校信息咨询部对学校信息咨询部对学校 200200200200 余名新生代表和读书协余名新生代表和读书协余名新生代表和读书协余名新生代表和读书协会成员开展了新生入馆会成员开展了新生入馆会成员开展了新生入馆会成员开展了新生入馆

教育讲座教育讲座教育讲座教育讲座。。。。    

6666、、、、10101010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袁馆长和魏莉老师去市招标办袁馆长和魏莉老师去市招标办袁馆长和魏莉老师去市招标办袁馆长和魏莉老师去市招标办，，，，参加市政府参加市政府参加市政府参加市政府 2011201120112011 年报刊招标年报刊招标年报刊招标年报刊招标，，，，北仑邮北仑邮北仑邮北仑邮

局为中文报刊中标单位局为中文报刊中标单位局为中文报刊中标单位局为中文报刊中标单位。。。。    

7777、、、、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技术部应贤军去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汇文系统的日技术部应贤军去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汇文系统的日技术部应贤军去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汇文系统的日技术部应贤军去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汇文系统的 9999 天时间天时间天时间天时间培训培训培训培训。。。。    

8888、、、、10101010 月月月月 28282828----29292929 日日日日，，，，袁馆长参加在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召开的浙江省高职高专图书馆馆长袁馆长参加在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召开的浙江省高职高专图书馆馆长袁馆长参加在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召开的浙江省高职高专图书馆馆长袁馆长参加在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召开的浙江省高职高专图书馆馆长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馆长代表图书馆在大会发言馆长代表图书馆在大会发言馆长代表图书馆在大会发言馆长代表图书馆在大会发言，，，，发言题目发言题目发言题目发言题目《《《《服务服务服务服务是是是是图书馆的价值体现图书馆的价值体现图书馆的价值体现图书馆的价值体现》。》。》。》。    

9999、、、、11111111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上午上午上午上午，，，，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到北仑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到北仑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到北仑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到北仑学苑社区居委会参加了我馆第五个流动学苑社区居委会参加了我馆第五个流动学苑社区居委会参加了我馆第五个流动学苑社区居委会参加了我馆第五个流动

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学苑社区流动站的签约和揭牌仪式学苑社区流动站的签约和揭牌仪式学苑社区流动站的签约和揭牌仪式学苑社区流动站的签约和揭牌仪式。。。。    

10101010、、、、11111111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图书馆办公图书馆办公图书馆办公图书馆办公室周萍英老师完成了关于室周萍英老师完成了关于室周萍英老师完成了关于室周萍英老师完成了关于《《《《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建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建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建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建

设指标体系设指标体系设指标体系设指标体系》》》》的的的的 6666 个一级指标个一级指标个一级指标个一级指标，，，，59595959 个三级指标的现状和内涵说明自评工作个三级指标的现状和内涵说明自评工作个三级指标的现状和内涵说明自评工作个三级指标的现状和内涵说明自评工作。。。。    

11111111、、、、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周燕周燕周燕周燕，，，，魏莉去杭州魏莉去杭州魏莉去杭州魏莉去杭州参加浙江省期刊评价和信息服务会议参加浙江省期刊评价和信息服务会议参加浙江省期刊评价和信息服务会议参加浙江省期刊评价和信息服务会议。。。。    

12121212、、、、1111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重点读者服务工作重点读者服务工作重点读者服务工作重点读者服务工作””””开始启动开始启动开始启动开始启动。。。。    

13131313、、、、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周燕周燕周燕周燕，，，，应贤军和贡金涛老师到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参加应贤军和贡金涛老师到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参加应贤军和贡金涛老师到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参加应贤军和贡金涛老师到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参加““““宁波市数字宁波市数字宁波市数字宁波市数字

图书馆项目建设培训图书馆项目建设培训图书馆项目建设培训图书馆项目建设培训””””会会会会。。。。    

14141414、、、、11111111 月月月月 24242424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222 号楼号楼号楼号楼 401401401401 开展了开展了开展了开展了““““读秀读秀读秀读秀””””功能介绍和使用方法讲座功能介绍和使用方法讲座功能介绍和使用方法讲座功能介绍和使用方法讲座。。。。    

15151515、、、、11111111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在在在在 4307430743074307 会议室开展了会议室开展了会议室开展了会议室开展了图书馆第七期图书馆第七期图书馆第七期图书馆第七期馆本培训馆本培训馆本培训馆本培训，，，，由应贤军老师主由应贤军老师主由应贤军老师主由应贤军老师主

讲讲讲讲，，，，主题主题主题主题为为为为““““图书馆计算机网络技术图书馆计算机网络技术图书馆计算机网络技术图书馆计算机网络技术””””。。。。    

16161616、、、、12121212 月月月月 6666----10101010 日日日日，，，，馆长去省馆长去省馆长去省馆长去省教育厅教育厅教育厅教育厅参加高职高专图书馆建设体系评估调研工作参加高职高专图书馆建设体系评估调研工作参加高职高专图书馆建设体系评估调研工作参加高职高专图书馆建设体系评估调研工作。。。。    

17171717、、、、12121212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全体勤工俭学管理员在全体勤工俭学管理员在全体勤工俭学管理员在全体勤工俭学管理员在 1111 号楼号楼号楼号楼 105105105105 参加管理员培训参加管理员培训参加管理员培训参加管理员培训，，，，周燕和应周燕和应周燕和应周燕和应

贤军做讲座贤军做讲座贤军做讲座贤军做讲座，，，，主题分别为图书馆服务主题分别为图书馆服务主题分别为图书馆服务主题分别为图书馆服务利用和相关技术问题利用和相关技术问题利用和相关技术问题利用和相关技术问题。。。。    

18181818、、、、12121212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周萍英老师同我院其他部门老师一起启程去台湾周萍英老师同我院其他部门老师一起启程去台湾周萍英老师同我院其他部门老师一起启程去台湾周萍英老师同我院其他部门老师一起启程去台湾龙华科技大学龙华科技大学龙华科技大学龙华科技大学参观学参观学参观学参观学

习习习习。。。。    

19191919、、、、1212121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图书馆举办一年一度的学生管理员与老师的联谊趣味运动会图书馆举办一年一度的学生管理员与老师的联谊趣味运动会图书馆举办一年一度的学生管理员与老师的联谊趣味运动会图书馆举办一年一度的学生管理员与老师的联谊趣味运动会。。。。    

20202020、、、、12121212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袁馆长参加袁馆长参加袁馆长参加袁馆长参加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开通仪式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开通仪式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开通仪式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开通仪式，，，，我院的机我院的机我院的机我院的机电模电模电模电模具特具特具特具特

色资源库作为四个推广典型之一色资源库作为四个推广典型之一色资源库作为四个推广典型之一色资源库作为四个推广典型之一，，，，受到专家的肯定受到专家的肯定受到专家的肯定受到专家的肯定。。。。    

21212121、、、、12121212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新图书新图书新图书新图书馆馆馆馆举行奠基仪式举行奠基仪式举行奠基仪式举行奠基仪式，，，，全体图书馆工作人员参加庆典全体图书馆工作人员参加庆典全体图书馆工作人员参加庆典全体图书馆工作人员参加庆典，，，，新馆正新馆正新馆正新馆正

式开工建设式开工建设式开工建设式开工建设。。。。            

（（（（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责编责编责编责编：：：：贡金涛贡金涛贡金涛贡金涛    

审稿审稿审稿审稿：：：：袁豪杰袁豪杰袁豪杰袁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