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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支部党员积极参加深入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
3月18日上午，图书馆支部党
员参加了在图书馆二楼会议室召开
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
员大会，大会由总支副书记苏卫平
同志主持，总支书记熊静同志作了
动员报告。
会议传达了学校开展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的精神和
校党委江潭瑜书记的讲话精神，阐
述了本次学习实践活动深远的历史
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出以
“科学发展、服务师生、内涵建
设、教育改革”为主线展开教辅各
单位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图书馆党支部 叶建华）

主办：图书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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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召开2009年工作会议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学期的第二天，我馆就召开2009年工作会
议，黄卫平馆长主持会议，他首先介绍了2008年入馆的新员工，欢
迎他（她）们加入图书馆团队，希望他们努力工作，为我馆事业的
发展作出贡献。张副馆长总结去年的工作，他说2008年我馆紧紧围
绕学校党政工作的重点，尽管压力较大，但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
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保持稳定、安
全、有序的服务环境保证正常服务，
各项工作都有长足进步，出色完成了
工作任务。张副馆长还提出2009年新
馆全面开放是开创图书馆工作新局面
的契机，任重道远，要求全体员工同
心协力、精诚团结，共同努力。
2008 年，我 们 虽 然 面 临 重 重 困
难，但各个部门所做的各项工作依然可圈可点，并涌现出一批成绩
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陈副馆长宣读了表彰名单，获图书馆
先进集体一、二、三等奖的分别有：参考部、电脑部、办公室。
获图书馆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奖的有：李津慧、杜泽珍、邵萍
萍、叶建华、陈媛、郑仕闲、古容珍，获图书馆建设工作贡献奖的
有：曾田日、崔晓松、籍长广、钟伯良、万勇、吴锦荣、李洪、徐
建华、林伟明。最后，馆领导为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颁发了奖
牌和荣誉证书并留影纪念。
（办公室 吉汀）

我馆支部党员赴观澜街道办事处参观学习
按照教辅总支的安排，图书馆支部党员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第二阶段互访互学活动，4月10日赴观澜街道办事处参观学习。
在观澜，党员们听取了观澜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骆秋雄对观澜地
区的情况介绍，实地参观考察了包括版
画基地在内的被称为代表观澜发展理念
四张“名片”的文化产业。
在参观学习过程中，党员们感触良多。
观澜科学发展带来的变化启迪我们思
考，观澜人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的精神
和求真务实、踏实进取的工作作风值得
我们学习。在当前学校寻求发展突破、探索建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
的关键时期，每一个深大人都应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
感，以创新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投身学校改革建设之中，推动学
校发展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图书馆党支部 叶建华）

寒假期间坚持开馆并清洗馆内各室
今年寒假期间，图书馆坚持开放，虽然阴雨绵绵，寒风凛冽，未回家的学生都来到了图书馆学
习。据统计，寒假期间图书馆坚持开馆16天，自修室开放30天，累计接待读者数万人次。即使春节
期间，读者廖廖几人，南北两馆一楼阅览室还是敞开大门迎候读者。
寒假期间，馆办公室配合物业管理公司对全馆进行了一次大扫除，清洗地毯及PVC地板，擦洗
桌椅、书刊架，清洁室内玻璃，为木质地板打蜡等等。
（办公室 郑仕闲）

搬迁准备工作紧锣密鼓
车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新馆书架尚未完全到位之前，为争取早日开放新馆，大家正紧锣密鼓
的准备前期工作，在王小云老师带领下，流通部的员工将密集书库、辅助书库、新书室、中文自然
科学图书室所有理科图书下架、扫描清点、打捆后运送至南馆。
从3月12日起新书室、中文自然科学图书室等逐渐关闭。老师们热
火朝天、干劲十足、克服困难、日夜奋战，4月19日晚已经将上述图书
全部搬迁至新馆。现在正在抓紧时间上架、扫描定架、加贴馆藏色标
等工作，争取五一节假日后能部分开馆。
为配合书库的搬迁，电脑部开发了藏书剔旧和清点程序，根据馆
藏册数、流通使用频率、出版年代等统计信息，制定了较为科学的剔
旧原则。并派出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服务，顺利完成了中文室的剔旧清点工作，自动分配了新馆的
典藏地点。
对馆藏图书进行扫描定架是我馆进行书库管理的一大创新，通过OPAC可以给读者比较明确的指
向，同时给馆员的图书整架工作提供参考依据。该项工作如何有效开展，目前尚在探索之中。
（电脑部 胡振宁）

我馆支部党员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知识竞赛活动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是基础，提高认识是根本。我馆支部党员开展了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知识竞赛活动。
4 月 15 日，举 办 了 形 式 热
烈、生动活泼的学习科学发展观知识竞
赛，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参加了该项活动。这次知识竞赛以现场抢
答、每人必答等方式进行，不
仅对知识的真正掌握提出了刚性要求，还
以现场互动交流的形式吸引了
老师们，他们赛前都认真学习，积极准
备，赛中表现出色，大家你争
我抢，你说我议，你答我评，气氛热烈，
笑声不断，掌声不断。赛后，
很多老师表示，这场知识竞赛很有意义，
促进大家对科学发展观知识的掌握，又生动活泼，吸引了大家的积极参与。

书去书还
我知道，当春风轻拂大地，当春雨滴落心间，是春天来了。我也知道，春天不过是一只小鸟，
它不会为一棵树停留太久，因为有喜悦的翅膀，它会飞向静美的湖边，去看看倒影中的自己。湖中
有花有树有春天，一阵风过，湖面打起了皱，春天又走了。
还好。明年，春天，会如期而至。春去春又回，不过是人间的风景。
我知道，一本书，象小鸟，飞出图书馆，又飞回图书馆，不过是图书馆的常景。可是——
“读者遗失的书刊资料赔偿后，从赔偿之日算起一个月内又找到原书且无损时，可将原书退回
本馆，凭赔款收据索回所赔款项。”
以上这段文字并不是我粘贴复制错了地方，恰恰是写这篇短文的初衷。因为，近日听说有读者
就钻了空子。给并未“丢失的图书”安了一个人工翅膀，在外面多多流浪了一个月又飞回了图书
馆。多看了一个月的书，经济上又未受损，受损的是我们图书管理员的时间，想一想，又何必！钻
空子会降低身高，养成了习惯，会让爱你的人心伤。
想一想，我们青春的小鸟何曾飞去又飞回？
（办公室 徐薇）

图书馆新馆家具设备各项目进展情况
1．特殊家具（电子阅览室台、椅、报告厅椅等）项目，已到部分样品，正在等待供货。
2．常规家具（书架、刊架、阅览桌椅、电脑桌椅等）项目。书架已经开始安装完毕。其它货
物正逐步到馆。
3．主机房及电子阅览室装修项目正在施工中。
4．主入口、报告厅和多功能、艺术阅览室等装修工程项目正在会审工程方案。
5．多功能厅报告厅工程项目4月20日下午开标。
6．（入口）通道机已安装。
7．（出口）图书监测仪已交货，正在安装。
8．图书充消磁机、条码阅读器等已经完成采购。
9．网络设备（交换机）、无线网、负载均衡器等近期供货。

《特区资料专题数据库》建设新进展

成立电子资源部

《特区资料专题数据库》是我馆自建数字资源中重要
的特色资源数据库。数据库收集、整理、编辑了深圳、珠
海、厦 门、海 南、汕头 和 浦 东共 六 个经 济特 区 的 研究 资
料、经济数据及相关信息等等，每个特区都设有经济、地
方法规、统计资料等专题。
截至目前为止，数据库已经录入数据约38000条，2008
年底，各特区专题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更新，新增了特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专辑，近期，完成了特区大事记的文件转
换和更新，新增了领导人与特区—胡锦涛，重新制作了特
区经济导航、文化导航、法律导航、科技导航、旅游导航
和政府导航，特别是更新并整理了本校学者特区研究成果
专栏。但愿《特区资料专题数据库》能为我校的科研与教
学起到有益的作用。
（网页室 邹丽萍）

电子资源在图书馆馆藏中所占比
重越来越大，2008年其购置经费已占
我馆全部文献购置费的近半。电子资
源品种繁多、购买程序复杂、管理方
法与传统的文献有很大不同。为了更
好地对我校的电子资源进行科学、精
致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我馆的数字化
建设，图书馆决定成立电子资源部。
电子资源部主要负责电子资源的调
研、试 用、评 估、订 购、揭 示、统 计
及其他相关管理工作。
（电子资源部 李洪）

电子资源动态
图书馆积极开展数据库培训活动
随着我馆的数据库品种日益丰富，为了提高
数据库的使用率，参考部积极联系数据库厂商，
开展数据库系列培训活动。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新购买国外
网络版科技期刊为全国开通服务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2009年度新
增订购了10家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的194种网络版电
子全文期刊，并于1月1日为国内学术机构免费开
通服务。我馆及时发布了相关消息，并在图书馆
主页增加相关链接，为全校师生提供便利的服
务。
图书馆积极组织数据库免费试用活动
2月20日～3月20日，参考部组织了中国仲裁
在线数据库、EQ英语雅思考试外教一对一口语课
程、研究论文写作范例平台、NoteExpress文献管
理软件、全球市场信息数据库、Annual Reviews
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博看网畅销期刊数据
库、CCE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Lexiscn.com律商
网等10个数据库的免费试用活动。
（参考咨询部 叶建华）

2009年阅览部《经济特区研究资讯》继续编撰印发
阅览部自2008年起，由王杨青、金业阳负
责每月编撰印发专题《资讯荟萃》，到目前为
此，已经编撰印发至2009年第3期。其内容涵盖
国内外经济特区与港澳台地区经济动态、经济研
究热点及有关经济特区研究的专题信息，并且以
图书馆订购的纸质文献、电子报刊以及权威机构
网上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作为主要信息来源。该
《资讯》受到业界学者及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还主动提出由两方合作编
撰印发，并在内容及编排方面负责提供相关建
议。自2008年底双方合作后，该《资讯》已经更
新命名为《经济特区研究资讯》。
（阅览部 王杨青）

本学期文献检索课选课人数达到881人
本学期本科生文献检索课开设4门课程9个班
次，选课人数864人，研究生文献检索课开设1门
课程，选课人数17人，共计881人。

数字图书馆服务与应用研讨会
为配合新馆的投入使用和数字化建设，谋求本馆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向一流大学图书馆看齐，更
好地服务读者，本馆于4月9日举办了“数字图书馆服务与应用研讨会”。会
上左少凝、胡振宁、林伟明、崔晓松、胡燕菘等分别做
了“美国长春藤联盟高校图书馆网站调研报告”、
“OPAC研发报告”、“OPAC技术报告”、“数字图书馆
技术及其应用”等专题研究报告。报告内容结合实际，
信息量大，内容丰富，既展示了图书馆在数字化建设方
面已取得的成就，又前瞻性地提出了未来技术发展的理念和思路。
作为图书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项具体举措，本次研讨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受到图书馆老
师们的热烈欢迎，不仅为老师们提供了一个内部学习交流提高的良好平台，同时也拓宽了大家共同
谋求图书馆发展的渠道。会议由陈大庆副馆长主持，逾50位老师聆听并参加了讨论。
（网页室 左少凝）

学术活动：
我馆崔晓松和胡振宁两位老师于3月26～28日参加了由宁波市教育局、宁波市高教园区图书馆
主办的“宁波市数字图书馆建设”研讨会，会上听取了“建设区域数字图书馆，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的专题报告，参观了浙江万里学院图书馆馆舍、宁波大学机房和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考
察了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专题数据库建设。宁波市政府主导、共同参与的建设模式给了我
们一定的启发，基于“读秀”的地区性图书馆联合目录检索系统和电子资源的调度、全文传递给了
我们深刻的印象。
（电脑部 胡振宁）
3月16日～20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在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举办查新审核员培训班，徐建华、
梁红和叶建华参加培训班，均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并获得查新审核员资格证书。查新审核员培训内
容包括：①科技查新的相关政策、法规；②科技查新报告的质量评定标准；③如何审核是否查全、
查准（从资源的学科范围、文献类型范围、二次文献数据库是否全面等）；④专利查新审核及其案
例分析；⑤如何做好审核工作以及审核员的职责、权力和义务等。
（参考咨询部 叶建华）

一句话讯息：
1.
2.
3.
4.
5.

在籍长广老师带领下，目前已调试成功新馆二楼的网络和门禁。
视听部发布新书附书光盘共250张。
网页室移植图书馆主页服务器。
“中国工具书资源全文数据库”已安装完毕，方正apabi数字资源平台升级为5.0版本。
各个资料室重新分配固定IP，并更新OPAC书目检索系统。
（电脑部 胡振宁）

友好往来
3月4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图书馆陈伟馆长一行5人到我馆参观交流。
3月18日，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马中杰副馆长一行7人到我馆参观交流。
3月19日，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吴守良馆长一行6人到我馆参观交流。
3月30日，中国民航大学图书馆宋庆功书记率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天津
财经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农学院、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南
开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音乐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城建学院、天津职
业大学、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TALIS）、天津工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流通
阅览部主任一行24人到我馆参观交流。
3月31日，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陈生权一行3人到我馆参观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