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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基于大数据下的个性化文献推送服务”

学 术 研 讨 会 在 我 馆 报 告 厅 举 行
 本报讯  10月13日上午，由临沂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金图创联国际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省级“基于大数据下的个性化文献推送服务”学术

研讨会在我馆学术报告厅举行。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马凤岗教授，中国

石油大学图书馆馆长黄炳家教授，聊城大学图书馆馆长刘牧教授，山东科

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福俊副研究员，山东交通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刘一石

副研究员，北京金图创联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唯出席研讨会开幕

式。开幕式由我校图书馆党委书记刘强主持。

   马凤岗简要介绍了我校的办学情况，指出，图书馆特别是高校图书馆

作为人类存储传播知识、启迪创新思维的重要阵地，必须主动适应当前数

据大规模生产、分析和应用的时代，运用大数据思维，对图书馆资源建设

的内涵进行重新定义。这次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图书馆召开，并且把会议的

主题放置在“大数据”这个背景下，非常有现实意义。马凤岗希望本次研

讨会能够为大家提供研讨交流、激发创新思维的平台；能够为我省高校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希望我校图书馆充分利用这

次机会，认真学习借鉴兄弟高校先进经验，促进我校图书馆工作的进一步

提升。

    开幕式后，我校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徐兴余主持专家学术报告

会。黄炳家作了题为《中国石油大学文献推送服务的探索》的报告，张

福俊作了《因事而化、因势而进、因势而新，积极做好图书馆工作》专

题报告，刘一石、赵唯、徐兴余也分别作了专题学术报告。与会人员就相

关学术问题进行了交流切磋，会后对沂蒙红色文化进行了考察学习，并参

观了我校图书馆、博物馆等。

    来自全省31所高校的83名代表、临沂市图书馆同行及我校图书馆业

务骨干代表参加了会议。（办公室）

 E线图情关注我馆学术会议

    本报讯  10月12-14日，在
我馆举办“基于大数据下的个
性化文献推送服务”学术研讨

会期间，e线图情派出2名记者
全程跟踪大会，实时报道大会
活动并现场录播节目，高端媒
体的介入造势扩大了我馆的社
会影响力。

    e线图情是北京雷速公司主
办的国内首家面向图书馆领域的
互联网专业资讯和学术交流平
台，下设行业聚焦、风云人物、

国际动态、专题、e线百科、e线
课堂、e线商城、博客聚合、e线
论坛等30个栏目，是了解国内、
国际图书馆事业最新理论、最新
技术、最新产品和最新实践发展
状况和趋势的重要平台。

    e线图情应邀莅临我馆采写
报道，充分显示了我校社会影响
力以及我馆办馆实力、办会水
平，活动期间也受到馆内领导和
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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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组织党员观看《榜样2》 喜迎十九大召开
    本报讯  10月13日下午，图书馆党委组织党员职工
在二楼东协作学习室集中观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
电视台联合录制的“两学一做”专题片《榜样2》，学习
太行公仆吴金印、大国工匠胡双钱、人民公仆廖俊波等
榜样事迹和无私奉献精神，喜迎十九大胜利召开。
《榜样2》通过先进事迹再现、典型代表访谈、嘉宾现场
讲述等形式，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
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既展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不忘初心的执着坚守，又紧贴时代要求，紧贴脱贫攻坚
等中心工作，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
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
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
教材。

    活动结束后，按照图书馆党委要求，全体党员职工要加强个人学习、积极撰写观后感，学习榜样先锋锲
而不舍、无私奉献精神，奋发有为、扎实工作，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迎接十九大胜利召开。（办公室）

图书馆组织党员集中收看十九大开幕会盛况

    本报讯   10月18日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图
书馆组织全体党员在沂蒙大讲堂与学校机关党委一
起集中收看了开幕会盛况。
  收看中，大家全神贯注地聆听习近平同志所作的
工作报告，无不为五年来伟大的祖国取得的巨大成
就欢欣鼓舞，也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未来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充满信心和期待。

    图书馆非党员职工也通过手机、电脑、网络等
新媒体方式收听收看了十九大开幕会实况。（子
木）

   党员量化积分管理考评小组成员名单
一、流通阅览党支部

   杨士娟    组长：赵秀芳    成员：刘建秋   隋彦明   纪瑞峰
二、资源建设部党支部

   徐娅囡    组长：曹如国    成员：郭  旗   张连梅   谢瑞霞

三、行政党支部  

    组长：刘金元    成员：冯遵华   刘启云   房凯杰   冯子木

 党委书记上党课  学习宣讲十九大
           本报讯   10月27日下午，图书馆在二楼东协作室召开全体党员职工大会，聆听党委书记刘强所作的“新
时代，扬帆再远航；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九大报告学习体会”的党课活动。
    27日是图书馆各支部“主题党日”。刘强以十九大召开时间为主线，详细介绍了大会召开前后的国内国际
背景和社会影响。在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时，他结合个人学习心得，将报告内容制作成PPT课件，简
明扼要直观地梳理出报告所传递出来的全新思想和内容，使到会党员职工听的明白，看的清楚，学的认真，达
到了学习宣讲十九大报告的重要目的。
    一个半小时的党课培训，也使广大党员进一步明确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的会议主题内涵，也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的崭新论断。
    最后，刘强代表图书馆党委向全体党员职工提三点要求：一是迅速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
传活动。要充分利用网站、宣传栏、微信、馆刊、电子屏等途径，开辟专版专栏，加强十九大精神和学习研
讨，在馆内形成一股学习宣传十九大热潮和浓厚氛围。二是各党支部、全体党员要创新学习方式，把学习研讨
十九大精神作为党员组织生活、主题党日活动、个人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以集体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
式，加强学习，撰写心得，加强各类活动的宣传报道，将学习研讨活动开展情况、取得的成果及时上传e支
部。三是全体党员和广大馆员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的部署要求上来，以十九大召开激发出来的责
任感、自豪感、积极性、创造性，创新性地做好本职工作，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把图书馆各项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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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家高校图书馆密集考察评价图书馆
本报讯   10月12-14日，在我馆举办全省“基于大数据下的个性化文献推送服务”学术研讨会期间，包括中

国石油大学等省内20余家高校图书馆界的专家入馆参观学习，并对我馆的办馆水平和实力给予高度评价。

    从12日参会代表报到始至14日会议日程结束，包括中国石油大学、聊城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山东交通学
院、青岛职业学院等省内20余家高校图书馆界的馆长、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等60余名与会代表分批、组团来馆
参观考察。同时，包括金图创联科技公司负责人、e线图情、讯飞科技、印娃销售代理等单位对我馆工作给予大
力支持和指导。

    参观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就当前全省图书馆建设、文献信息服务、大数据、阅读推广等内容现场与我馆交
流。馆长徐兴余、韩敬友、胡荣娜以及相关部室主任、业务骨干、在岗馆员积极参与，做好接待、讲解和咨询服
务工作。

    通过实地考察，专家一致表示，近年来临沂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基层设施好，软硬件
齐全，文献资源丰富，服务管理一流。图书馆在场馆建设、资金投入、制度管理等方面的做法值得省内兄弟院校
学习研究和借鉴。下一步，彼此希望通过研讨会等交流平台，进一步加强馆际合作，共同推动我省高校图书馆事
业大繁荣、大发展。（冯子木）

市史志办领导来馆交流“临沂市方志馆”项目建设合作
      本报讯  10月19日下午，临沂市史志办副主任唐少清、方志馆馆长徐希冕来馆交流“临沂市方志馆”项目建

设合作事宜。馆领导徐兴余、刘强、韩敬友、胡荣娜，学术委员会主任曹如国参加了工作交流座谈。

    唐少清一行参观了王汝涛文史馆、张寿民书法馆、王小古艺术馆，沂蒙历史文化长廊和五楼红色资源中心、

地方作家作品收藏中心等，详细了解了图书馆工作开展情况，他还代表市史志办向我馆捐赠《临沂市志

（1995-2010）》工具书两套。

    座谈会上，唐少清用“震撼”一词概况参观图书馆的感受。对于我馆的基础设施、办馆水平和服务能力给

予高度评价。徐兴余欢迎唐少清一行来访。双方就图书馆支援“临沂市方志馆”建设达成四点共识：一是加强

大学图书馆与市史志办的交流合作，欢迎史志办继续支持图书馆建设；二是图书馆在人力资源、技术装备、数据

库建设、项目申报、课题研究上，于方志馆合作，实现馆藏书目、数字资源的共享互通；三是借助合作平台，扩

大临沂大学图书馆和临沂市方志馆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进而带动全社会力量向两馆捐赠图书和有价值的实

物；四是深化合作，签订一揽子协议。在实现向社会全面开放的基础上，开展两馆之间深层次的社会服务能力，

为大美临沂、新临沂的文化强市战略贡献力量。（曹如国）

我校特聘教授王照波向图书馆捐赠图书
本报讯  9月27日下午，我校特聘教授、沂蒙山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总工程师王照波向我馆捐赠个人著作

——《沂蒙山自然文化探秘——走进沂蒙山国家地质公园》24册，价值1080元。馆长徐兴余接收捐赠并颁发证

书。

    王照波，男，汉族，曾用名王兆峰，山东蒙山人，号蒙山之子。沂蒙山国家地质公园总工程师，临沂大学特
聘教授。1994年由郑州地质学校毕业分配到山东省第七地质矿产勘查院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院副总工程师等职。发表学术论文10余万字。2015年被临沂大
学特聘为地质学教授，讲授《基础地质学》。

    《沂蒙山自然文化探秘——走进沂蒙山国家地质公园》是王照
波最新研究成果，该书依据作者第一手野外调查资料，以地质学、
地理学为基础，对蒙山的自然文化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对于
研究区域自然文化景观及科普工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我校资源环境学院党委书记曹光杰、图书馆学术委员会主任曹
如国参加了交流座谈。（特藏与公共服务部）

http://www.finepri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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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科服务概述

随着国内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引入，学科服
务成为图书馆读者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与传统的
参考咨询服务相比，学科服务是一项开拓性的主动
参与式的创新服务。它要求学科馆员深入到用户的
科研或教学活动中，帮助他们发现和提供更多的专
业资源和信息导航，为用户的研究和工作提供针对
性很强的信息服务，是图书馆创新精神和个性化服
务特征的具体体现。

  2 .   工作内容
    了解对口院系的教学科研情况和发展动态，熟
悉该学科的文献资源分布，进行资源满足率、使用
率统计分析； 

    深入院系，广泛征求读者意见及信息需求，提
供面向各学院和科研团队的信息咨询；   

 根据需求，提供面向各学院和科研团队的电子
资源利用培训；

    通过学科资源定制与推送等多种渠道宣传推广
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以提高文献资源利用率； 

  根据各学院需求，为院系提供基于文献资源的
学科发展趋势分析、科研学术影响力评价等分析工
作。

  引进专业硕士   组建学科团队   服务院系发展
  本报讯   为适应我校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发展和教学科研需求，近日，图书馆以今年暑期引进的八位图书

馆学、情报学研究生为主组建了一支15人的学科馆员队伍，为全校院系提供有针对性的“学科化”文献信息
服务。

 新型“学科化”文献服务包括专业信息推送、信息素养培训、文献传递、查新查引查收、学术检索等多
样化服务，并听取学院对学科文献资源建设及服务等方面意见建议，协助学院开展“科研数据”整理和建档
服务、“学科参考定题咨询”、嵌入式课程参考咨询、开放资源计划等服务项目。

 与传统参考咨询服务相比，学科服务是一项开拓性的主动参与式的创新服务，它要求学科馆员深入到学
院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帮助他们发现和提供更多的专业资源和信息导航，为教师的学术研究和工作提供针
对性很强的专业信息服务。（办公室）

小知识 什么是学科服务？
    学科服务是图书馆面向院系开展的一种全方位、多
层次的服务，对学科馆员素质有较高的要求。而当前国
内图书馆人员结构比较复杂，图书馆员良莠不齐，整体
素质水平相对较低。尽管近年来图书馆在人才引进上加
大了对高学历、高职称人员的引入，但真正符合学科馆
员素质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少之又少。图书馆单纯靠某一
个学科馆员来完成对口学科的服务是不太现实的。因
此，学科服务由学科团队来完成。

  3 .   服务形式

图书馆召开入职馆员学科服务座谈会
    本报讯   9月28日，图书馆在七楼会议室召开新入职馆员学科服务座谈会。徐兴余馆长结合个人职业生

涯，勉励大家扎根图书馆，为图书馆事业多作贡献。学术委员会主任曹如国主持会议。

    会上，徐馆长介绍了图书馆近十年的发展变迁。指出，随着我校“ 十三五 ” 规划宏伟蓝图的制定出
台，图书馆也进入了全面内涵提升阶段。面对未来智慧型图书馆和“双一流”大学建设，我馆亟需在学科服
务、文化提升、资源建设、人才培养四个方面补足短板。他结合《图书馆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一体、两
翼、三心、四转、五化、六部、七向”建设目标向大家介绍了图书馆未来工作打算。最后，他结合从业生涯和
研究经验，勉励大家扎根图书情报事业，将兴趣与职业相结合，规划设计好人生道路，提高个人专业水平和学
识，为学校发展和图书馆建设多作贡献。他还询问了八位入职馆员在校生活情况。

 曹如国介绍了图书馆职称聘任政策。对于下一步学科服
务内容与方向，他建议先从基础工作做起，根据个人专业特
长，与院系对接，提供深层次服务。图书馆也要加大力度，
推动学科服务创新，加强学科团队建设，为员工施展才能提
供平台。希望八位馆员加强学习，不断提升理论知识，做未
来合格的学科馆员，推动图书馆学科服务向更高和更深层面
发展。 

薄怀霞、王东雨、冯子木等八位馆员介绍了近期实习感
受，还就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如何开展学科服务分别作了汇
报和意见建议。（王芙蓉）

 临沂大学博士赵长芬推荐书目:(三)

   1、《信任论》（作者：郑世夫 中国广播

电视出版社2006年出版）
   2、《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 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3、《论中国》（作者：亨利•阿尔弗雷德•

基辛格 中信出版集团 2012年出版）

京

   4、《中国哲学简史》（作者：冯友兰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5、《五千年犹太文明史》（作者：马丁• 

吉尔伯特 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出版）

 推荐人寄语：读高层次的书才能改变人生。
（赵长芬，山东临沂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临

沂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与领导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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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图协纳新活动圆满完成
　　本报讯  新学期、新气象，在这个收获的秋季，临沂大学图书馆志愿者协会迎来了一批充满活力充满朝气

的新成员。

　　10月13-15日晚，图书馆志愿者协会在一楼报告厅召开纳新面试工作。面试现场，图协会长和部长们正襟

危坐、面带笑容，与新生们沟通交流，对其能力进行初步考察。各位新生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自我介绍，并且

将自己最出色的一面展示给了评委，各位评委也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了评选。最后，经过层层筛

选，各位新生被初步划定在了不同部门，各位部门依据本部门的具体特点和要求对选手进行评测，再经过理性

分析，谨慎抉择，选出了新成员。

    据统计，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共有675名志愿者新生参加面试，

最后共录取221人。据图协骨干介绍，面试通过的同学将会进行为期

一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结束后，预计留下163人。

　　今年纳新与往年不同之处在于：每一个面试同学的面试过程都

是各个部门的部长面前进行的，而且部分同学加入了才艺展示，虽

然面试时间大大延长，但是使新生的爱好特长更好的展现了出

来。纳新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不仅为图协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今

后图书馆特色服务工作的开展做好了铺垫。（张效鑫/图协）

 图协纳新晚会成功举办 

    本报讯   10月27日晚，一场主题为“一见倾新”的图协2017
级纳新晚会在图书馆一楼北报告厅激情上演。副馆长胡荣娜等出
席晚会并为优秀志愿者颁发证书。
    本场晚会由图书馆志愿者协会自主策划组织，bigfree社群赞
助。晚会采用演出与抽奖穿插进行的方式，使整场晚会张弛有
度，气氛高涨。舞台一侧投影墙上滚动播放图协志愿者近年来的
工作生活场景，让到场观众更深层次认识了图协组织和日常工
作，增添了互动活跃色彩。

    7：00,晚会在爵士舞社团《开场舞》中正式拉开序幕。报幕员出场。图书馆副馆长胡荣娜代表图书馆讲
话。随后，演出正式开始，来自校内不同社团和组织的学生演员粉墨登场，为现场观众奉献一台集歌曲、小
品、相声、魔术、朗诵、演奏等多种文艺形式的13个文艺节目。精彩的演技，动感的舞台，赢得了满场观众
阵阵掌声和欢呼声。晚会在图协礼仪部舞蹈《watch me work》旋律中结束。

   晚会结束后，图书馆领导、部分老师与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

    图书馆志愿者协会自2012年7月成立，五年来广大志愿者活跃在图书馆服务舞台，协助图书馆开展新生入
馆教育，组织真人图书馆、换书大集等阅读推广活动，不仅为图书馆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也与图书馆结下了
深厚的情谊。（孙 静）

 图书馆举办“十大师德标兵”风采展示活动
    10月20日，图书馆配合教务处、学工部等职能部门，在图书馆门前集
中开展2017年度临沂大学 “十大师德标兵”风采展示活动。

   “十大师德标兵”是我校在第33个教师节来临期间开展的一项重要评选
活动。十大师德标兵分别是来自教育学院的教学名师李同胜、在讲台上展
示最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海英、潜心治学37个春秋的文学院教授王
纪明，“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顶得住压力”的理学院教授徐传
胜，“拼命三郎”的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教师刘怀强等10位资深教师……
他们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都从事着教书育人这一平凡而伟大的事业，
深得学生喜爱。（王芙蓉）

光     荣 榜
十 佳 志 愿 者 名 单

 戴熙秀  陈长青  李 浩   杨 雨  宁港澳  刘 琦   

 李向阳  刘志媛  张式强  方云颖

优 秀 志 愿 者 名 单
刘思颖  汤佳慧  徐梦婷  刘彦宣  鲍泓君  张效鑫 
袁青峰  李国伟  程  悦  王  旭  曹洪照  朱晶晶
吴梦圆  张  瑞  魏  萌  吕  倩  梁  琪  王  睿
魏 一   鹿  帅  刘方正  谢宝贵  薛  倩  于水岭 
金德宽  潘文扬  张祥钦  李鲁超  王慧颖  叶  研 
陈  喆  马  欣  商景秀 

    通过三天断断续续的面试，我和各部门部长们以及三
个副会的感情感觉增进了不少，也确实感觉到了对于图协
来说自己的参与感。三天，听了各种各样的自我介绍，领
略了学弟学妹们的各种优点和才艺，不得不说，非常佩
服。很多同学是第一次面试，第一次加入大学的社团，我
们每个人也都是第一次当部长，有做不好的地方很正常，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包涵和体谅，但我们都会努力做好这个
第一次，也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家一起努力，图协
会越来越好。（文艺部部长  宁港澳   2017年10月16日）

我的面试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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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知学术文献数据库系统开通试用
    寻知学术文献数据库系统是一个学术文献的查找和获取平台，该平台汇集了各个学科领域的海量外文文
献，以优质论文和图书资源为主。

 一、系统特点
 1、海量文献资源

    目前已收录超过24,000多种学术期刊，710,000多万种外文图书，涵盖自然科学、哲学、历史、医学、文
学、社会科学等学科。
    2、多样检索方式
   检索字段：支持多字段检索，包括标题、作者、期刊、会议、机构、研究领域、图书名称、出版年、ISBN等
检索字段。

 检索语言：支持多语种检索，包括英语、汉语、日语、韩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

    分面导航：提供“文献类型”、“出版年”、“领域”、“期刊”、“赞助机构”、“出版商”等多个分
面聚类项。

    3、灵活获取途径
    全文下载地址、文献互助大厅、图书馆已购资源、OA文献4、文献信使服务用户使用关键词、推送频率等
选项，即可使用邮箱接收到系统推荐的最新、最重要、最相关学术文献。

    二、访问网址  http://www.kingbook.com.cn/xz.htm
    三、试用期限及权限   

 期限：2017年09月27日－2018年10月01日   权限：无帐号密码，通过校园网IP认证控制使用权限

http://qikan.chaoxing.com/
超星期刊使用方法

   《超星期刊数据库》目前有6500多种期刊，其中包含
1200多种核心期刊，支持在线全文阅读和全文下载，无
并发数限制，为读者提供更加自由的阅读空间。
    期刊域出版：超星期刊通过借助和融合域出版平
台，针对相关期刊内容的深度聚类开展专题出版。
    流媒体呈现：富媒体传播是全终端覆盖传播策略，
超星期刊全文阅读实现流畅清晰的流媒体阅读体验。
    多终端支持：超星期刊数据库支持PC端和移动端同
步呈现，不同终端自适应阅读：自动换行、字号调整、
背景选择。各终端均可实现全文及图片复制粘贴功能。
    基于知识的分享传播：超星期刊内容与其它社交媒
体紧密结合，读者可以使用分享、收藏，超链接到其他
网站等功能，与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和电脑、手机、
电视、IPAD等多屏终端进行实时互动。为编辑、专家、
读者、作者打造知识、经验、智慧和思想交流平台。
    刊种呈现：超星期刊支持按刊种、按期呈现期刊内
容，读者可以订阅常用的刊种，每期更新的刊种内容随
手可得。

 一、如何访问超星期刊
    访问地址qikan.chaoxing.com
    IP内用户无需登录即可直接进入搜索首页使用检索
及文献下载服务  

        二、如何使用超星期刊
 1．基本检索

    检索框上方提供有全部字段、刊名、标题、作
者、机构、关键词六个检索字段，您可以根据需要选
择字段进行检索。检索框中输入查询词，点击“检
索”即可查找相关期刊文献。

     2．高级检索

    点击搜索框下方“高级搜索”链接，进入高级搜
索页面。点击[+][-]号可以增加或减少检索条件。支
持对一个字段内多个关键词以包含、或者、不包含三
种关系检索，支持括号内的逻辑优先运算。

e线图情在我馆开通试用 
e线图情网址：

    http://www.chinalibs.net或 
    http://www.chinalibs.cn
    读者直接登录就可使用网站上的内容，不需要
要账号和密码。如果在使用中有任何问题，请随时
与我方客服部联系，联系方式见下。

    e线图情（http://www.chinalibs.net）是雷

速公司主办的国内首家面向图书馆领域的互联网专
业资讯和学术交流平台，下设行业聚焦、风云人
物、国际动态、专题、e线百科、e线课堂、e线商
城、博客聚合、e线论坛等30个栏目。

    与世界高端保持同步，e线图情已经发展成为
我国图书馆界了解世界图书馆事业最新理论、最新
技术、最新产品和最新实践发展状况和趋势的重要
平台，是现代图书馆必备的百科全书。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部：王金美        电话; 010-52408362

 E-mail:kfb@leisun.net   

 QQ号：794285376   
 QQ群：E线图情1：50451966 

E线图情2：88158092    

 E线图情3：12239258  
  学科导航：88150714

     3．分面功能

    通过采用分面分析法，可将搜索结果按各类文献
的主题维度、时间维度、作者维度、机构维度、权威
工具收录维度以及全文来源维度等进行任意维度的聚
类。

    4．关键词联想
    关键词联想功能可根据检索词所属学科推荐关
联词汇。(网络技术部提供)

  上 期 更 正
1、第一版正文第11行“2017集”应为“2017
级”。2、第八版正文第20行“个钟原因”应
为“个中原因”。特此更正，再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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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困难不屈不挠
——评《老人与海》 索书号：I712.45/244:4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真正的书,平时只读一些小故事大哲理方面的，就是那种比较大本的,有一
定内容的书。通过我们馆读书活动关于开展“图书馆员的阅读发现与推介”馆员书评征集活动,我慢慢开始了
我的读书路程,也开始了我对它的喜爱。我读的第一本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部小说。
   《老人与海》这部小说虽然故事简短却寓意深刻，写的是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
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一个失败的人，一个倒霉的人，出海时没有一个人会跟他随行，连一个小孩都不跟随他的
船，但老人绝不气馁。终于在第85天的时候钓到了一条无比庞大的大麻哈鱼，老人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么
大的鱼，比他的渔船还长两英尺。老人用尽全身力气拉也拉不上来，反而被大鱼将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两天两
夜，经过两天两夜的较量，大鱼才终于筋疲力尽浮上水面，被他杀死绑在船上。在归程中由于大麻哈鱼的血腥
味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但老人仍不愿就这样放弃，他用尽了一切手段来对付大鲨鱼，一次一次的把鲨鱼击退
或者杀死，最终突出了重围，将大鱼带回了他所在的渔港，只可惜回港时只剩下一副鱼骨架。尽管鱼肉都被鲨
鱼咬去了，但这依旧无法摧毁他的坚强意志，这让其他渔夫佩服不已。老人看似是那样的脆弱和孤独，但他的
意志是那样的坚强。他是一位胜利者，一位让人值得尊重值得学习的老人。

    这是一部伟大的、寓言般的现实主义杰作，是一部不朽的文学作品。 海明威说：“我试图描写一个真正
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真正的大海，一条真正的鱼和许多真正的鲨鱼。然而，如果我能写得足够逼真的
话，他们也能代表许多其他的事物。”故事描写的老人圣地亚哥是个倒霉的人。即使老人坚持到第85天钓到一
条大鱼,最后只剩鱼架,老人还是坚持把它带回了港口, 海明威到最后也没让老人获得最后胜利，但这样更能体
现老人英雄的伟大。通过读《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使我懂得了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信条。我
们整个人类要坚不可摧的精神。在当时的情景他虽然失败了，但在精神上，他却是胜利者，他那顽强搏击的精
神，展示了人的高贵和尊严。读完这部小说使我想到了现实中的自己，一次一次的挫折，一次一次的打击，但
我也象那位老人一样坚强的走过来了。谁没有经历过失败呢？哪怕再成功的人。失败的原因可以不尽相同，但
无论如何失败总是一个让你难以承受的打击。我想，这种险恶的人生环境和这种坚忍不拔的人生态度，正是这
部作品越来越吸引人的原因。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故事中老人曾说：“不过人不是为失败而生
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这句话让我想起中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一心想征服我们整个中
国人，谎言要很短的时间就占领中国，但它那是痴心妄想，即使征服了我们人，它征服不了我们的心；它摧毁
了我们的人，但摧毁不了我们的意志，摧毁不了我们的理想。著名的音乐家贝多芬曾经这样说过：“我可以被
摧毁，但我不能被征服。”

    这本书不是童话，也不是寓言，而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影响深远的作品。胜利与失败在这部小说里已经不
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所在，海明威笔下的这位老人敢于挑战极限，不得不让我们敬佩，他所带给
我们的是一种自信，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做什么事只要有一些不顺利，就会退缩，垂
头丧气。在学习上，只要有几次考试不是很理想就没有信心。找工作一次两次找不着就认为自己不行，自暴自
弃。《老人与海》中，老人与鲨鱼搏斗，鱼叉被鲨鱼带走了，他就把小刀绑在船桨把上，刀子被折断了，他就
用短棍，短棍也丢掉了，他就用舵跟鲨鱼搏斗，最后精疲力竭也没放弃跟鲨鱼搏斗。老人这种绝不言败精神、
这种充满信心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正是现在年轻人所缺少的吗！

   《老人与海》给予我很多人生启示。失败并不可怕，失败就是要跌倒了重新鼓起勇气爬起来，跌倒了再爬
起来，可怕的是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对失败的屈服，一旦屈服，那么所有梦想都会变为泡影，这在现实生活
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人生就像老人出海捕鱼一样，出现问题就要勇敢地去面对，即使没有成功，也不
会因为没有努力而给人生留下遗憾。如果我们都这样做的话也会是生活的强者，我们的生命也会因为我们付出
了努力而变得精彩而伟大。 

   《老人与海》这是海明威最后一部小说，问世后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当时的文学界掀起了一阵“海明
威热”，这部小说相继获得了一九五三年美国普利策奖和一九五四年诺贝尔文学奖。只可惜就在1961年7月的
某一天，他取出自己珍藏的猎枪，用枪口对准自己的口腔结束了生命。也许他不堪回首自己过去的坎坷经历。
总之他有他的理由，也许正如他言：“有勇气死去比经受身心屈辱的恐怖要幸福得多”。但是他却违背了《老
人与海》中对失败和英雄的阐述，这是一个遗憾。但《老人与海》更多的给人是希望与信念。在那个迷惘的年
代里，《老人与海》一扫“迷惘”的阴霾，在那孤独的忧伤里，给人更多的是顽强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当
你遭遇命运的考验,面对强者的挑战。请想起海明威的这句话,它会提醒你：“肉体可以被伤害、被消灭，精神
却不能被瓦解、被摧毁”。（文/刘超 文献资源建设部）

 齐邦媛的《巨流河》，讲述了自己从抗战中走来，充满艰险与挑战的奋斗
人生。巨流河是今天的辽河，是齐邦媛生命的起点。九一八事变后，齐家告别
巨流河，流亡他乡。时值幼年的齐邦媛，跟着家庭和学校一路向南转移，从北
京，南京，再到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虽然国势艰危，学校漂泊不定，但
是教学活动不曾中断。因为学校里有一批视教学为生命，以传承民族薪火为己
任的好校长好老师。她上完小学、中学，在四川乐山三江汇流处读大学，即抗
战时期的武汉大学。抗战胜利后，齐邦媛赴台工作，之后教书、编书、译书、

著书，一生的经历大多和教育有关，无不铭记老师教诲，身体力行。“巨流
河”见证了近代中华民族的大悲怆大欢喜，是一条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河，更是

一条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之河。这条河，源远流长，奔腾不息。（静 静/2014级
历史文化学院）

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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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大图苑馆员培训

我和南京有个“约会”
——2017南京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纪实

 九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二十日。晴空万里，天蓝如洗。带着喜悦和、激动和求知的渴望，我与胡荣娜馆长踏上了前往六朝古都
——南京的征程，去参加2017年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培训。

这已是我第二次前往南京。对于这座六朝古都，我已不再陌生。

    南京，古称金陵、建康，是江苏省省会，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天下文枢”、“东
南第一学”的美誉。学府云集，人杰地灵。每年春秋两季国内国际大型图交会和高端学术论坛都在这里举行。

初秋的南京，像一位身披轻纱的姑娘，以它独特的方式展现着东方之美，迎接着来自远方的客人。
“钟山风雨起仓皇，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我来了……
2017'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是一次国内高端培训盛会，由清华大学图书馆、武汉大

学图书馆与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南京大学图书馆、同方知网协办的高水平研修盛会。

共有来自全国400余所高校的600余名高校图书馆专家、学者、馆员参加。是一次汇集最前沿图书馆学术思想精华

的饕餮盛宴。作为临沂大学图书馆的一名普通馆员。能够参加这种高级别学术研修班，让我感觉颇为荣幸与忐

忑。荣幸于领导的信任，能够给我一个这样的学习机会。忐忑于压力，通过这样一次高级别研修班学习，更觉自

己业务能力与业务素养有待提高。

    今年的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既是一次全国高校图书馆最前沿学术思想的汇集，又

是一次各高校最新工作方式与方法的阶段性总结与汇报。一天半的研修班学习课程，共有全国具有影响力的16

位高校图书馆的专家、学者，围绕“双一流”背景下大学图书馆发展新方向、图书馆知识服务新领域探索、“双

创”教育及创客空间、科研评价与管理等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邓景康做了题为“在图书

馆里讲述清华故事——清华印记互动空间建设纪实”的报告，介绍了清华大学图书馆打造的“清华印记”互动

空间，将新媒体技术与图书馆服务结合，通过人、媒、数据的互动，讲述百年清华故事。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邵波认为，智慧图书馆是未来最理想化的图书馆，并着重介绍了该校研发的基于智能机器人的超高频RFID智慧图

书馆系统，通过智能机器人执行查找、读取、定位、统计等一系列命令，获取图书的馆藏位置、图书编号和借阅

状态等信息，大大简化了借阅流程并提升用户体验。武汉大学图书馆刘霞副馆长，将高校图书馆数据类型分为：

业务数据、资源数据、用户数据、管理数据，并提出数据驱动下的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华中科技大学副馆长袁

青认为，图书馆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在学校优化学科布局、学者探寻潜力研究方向、人才引进、成果转化等方面

提供服务，用事实数据来助力学校的双一流建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郭文涛博士表示，高校的科

研水平以及各学科的发展状况等科研大数据对落实双一流建设至关重要，但获取这些数据费时费力且容易缺失。

“高校科研成果统计分析与评价数据库”全面统计和整理了高校各类科研成果，为支持双一流建设、教育部学

科评估、高校内部自评、科研管理、学科规划等提供了详实可信的数据参考。在双创教育改革的推动下，近年

来图书馆围绕创客空间建设开展了许多创新服务。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宇表示，图书馆应主动嵌入双创

教育，助力人才培养，积极为全社会创新创业搭建平台。武汉大学图书馆黄勇副馆长也分享了该校图书馆的创新

创业服务实践。

 高级研修班是在“双一流”、“双创教育”的战略背景下，集合了全国高校图书馆共商图书馆发展的盛

会。有人说，读大学就是读图书馆，大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很荣幸，在我而立之年，能够作为一名

图书馆人参加这样一次盛会。尽管有些培训内容，我还比较生疏；尽管信息量巨大，而自己作为一名比较年轻
的 图书馆人，在对新理念新方法的理解与消化吸收方面有待提升。但这种高屋建瓴的学术思想碰撞，总能产生

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回到工作岗位之后，我深深体会到图书馆的发展之路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这条路充满荆棘。图书馆的希望不只在于前辈们披荆斩棘的探索与开拓，更需要年轻图书馆人不断学习

不断创新，担负起振兴高校图书馆事业的使命。我要把这次培训学习的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工作中

实践运用，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也想对如我一般刚刚踏入图书馆领域的同行说，

图书馆里有无限广阔的研究领域，每一位馆员都要努力与读者

多沟通，更新理念，善于发现，明白图书馆的服务不仅是一门

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这样才能与时俱进，有所作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图书馆的工

作一直在路上，而我则才刚

刚开始。(栾倩倩/学科与情报

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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