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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更换业务管理系统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馆的管

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图书馆将

原有的图书管理系统更换为汇

文“Libsys图书馆管理系统”。

10 月 28 日至 30 日，汇文公司

培训师对全馆职工进行了新系

统业务培训。11 月 3 日，图书

馆完成原有业务系统的更换和

数据迁移工作，正式运行汇文

“Libsys 图书馆管理系统”。    

“Libsys图书馆管理系统”

是基于大型图书馆文献资源共

享和文献服务共享的分布式应

用软件系统，系统界面友好，

操作简捷，各个模块的功能也

比较完善，能够开展网络化、

专业化、人性化的业务服务，

门检索词，可以查看热门借阅、

热门收藏的图书，可以把图书

分享到豆瓣网、腾讯微博、人

人网等社交平台上，可以对图

书进行推荐并查看图书的评价

情况，还可以将自己感兴趣或

者关注的图书保存到收藏中并

进行分类管理。此外，系统还

可以对读者借阅数据进行可视

化分析，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

图书的借阅状况。

   新系统的投入使用，使得图

书采购、编目、流通等工作环

节更加便捷，能够开展更多深

层次服务，将进一步提升我馆

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契合我馆的发展理念和管理、

服务需求。

   该系统推出的新一代 OPAC

系统，提供了书目检索、热门

推荐、分类浏览、新书通报、

期刊导航、读者荐购、学科参考、

信息发布等多种功能，能够满

足读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读者可以浏览排名前 10 位的热

工作人员在参加新系统业务培训

图书馆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10 月 30 日，图书馆召开全

体党员会议，党总支书记马少军

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决定》的说明。

马少军书记强调，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要政治任务，学深学透，入

心入脑。

张乐萃馆长要求，全体党

员干部要以此次学习全会精神

为契机，进一步发挥好党员干

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认真、

负责地做好各项工作。

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把学



 【新闻报道】

图书馆荣获教职工广场舞
比赛三等奖

10 月 19 日，校工会主

办、动物科技学院承办的“快

乐健身 • 舞动幸福”教职工

广场舞比赛在传媒学院演播

大厅举行。本次比赛共有 18

支代表队 180 余名教职工登

台表演，图书馆分工会的《小

苹果》荣获三等奖。

   图书馆正在进行图书安全

检测装置更换工作，许多老

师都要加班加点上班。为了

积极参与此次比赛，同时又

保证日常工作顺利开展，在

馆领导及工会的大力支持下，

参赛队员们咬紧牙关，挤出

休息时间积极参加排练。在

规范动作、编排队型以及选

择服装等方面，全体队员群

策群力，并充分发挥团结、

拼搏、进取的精神，做好赛

前准备工作。   

比赛过程中，伴着动感

的旋律，队员们面带微笑，

激情饱满，活力四射，赢得

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最

终以 9.49 分的成绩荣获本次

比赛的三等奖。

此次比赛，队员们跳出

了活力、舞出了风采，再次

展现了图书馆人的精神风貌。

简  讯
★ 10 月 11 日，图书馆圆满完成 2014 级

新生入馆教育工作。本次培训共举办讲

座 41 场，培训读者 7300 余人。

★ 10 月 23 日，图书馆组织全体党员观

看中纪委警示片《失德之害—领导干部

从政道德警示录》。

★ 11 月 6 日，图书馆召开党员会议，党

总支书记马少军传达了中央纪委书记王

岐山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 11 月 27 日，图书馆召开党员会议，党

总支书记马少军传达了《关于召开 2014

年民主生活会的通知》，布署图书馆党

总支 2014 年民主生活会相关事宜。

★11月28日晚，图书馆主办的“大冰《乖，

摸摸头》—故事  • 成长 • 音乐分享会”

在学术会馆举行。大冰分别与四个分会

场的 1500 多名读者进行了畅聊。

【业务动态】

图书安全检测装置
更换工作圆满完成

12 月 2 日，图书馆圆满

完成了图书安全检测装置更换

工作。自今年 6 月份开始，

图书馆在保证正常开放的前

提下，共组织工作人员加班

1100多人次，历时160多天，

完成了 56 万册图书的安全检

测装置更换及 100 万册图书的

吸尘、下架、检测、上架工作。

全馆 54 名工作人员中有 52 名

参与了这项工作。

为保证工作质量，2014

年寒假期间图书馆组织人员对

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测

试，研究制订了科学合理的工

程和操作方法。工作正作流

式开始后，图书馆又根据实

际情况及时对工作流程和操

作方法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确保每一名工作人员人力的

充分利用和每一册图书安全

检测装置更换的质量，实现

工作效率的最大化。

图书安全检测装置更换

是 2014 年图书馆的一项重

要工作任务。这项工作的完

成对下一步搭建统一借还平

台，推进图书借还服务的自

动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图书馆举办 RSC 电
子期刊数据库讲座

12 月 3 日下午，图书馆在信息楼 225

室举办 RSC（英国皇家化学协会）电子期

刊数据库专题讲座。

RSC 公司孙燕经理为到场师生讲解了

RSC 数据库的背景及产品、RSC 期刊的出版

状况及投稿流程、RSC Gold for Gold 项

目等，重点从编审的角度介绍了科技论文

的撰写策略和投稿技巧，让在场师生受益

匪浅。

RSC 是化学信息的一个主要传播机构

和出版商，其电子期刊和数据库收录了 27

种期刊及 72 种回溯期刊，是化学领域的核

心期刊和权威性数据库。讲座有助于大家

更好地了解和利用 RSC 数据库，对于今后

科技论文的撰写和投稿也具有参考价值。



图书馆举办科研课题申报和研究培训会
12 月 18 日，图书馆在主楼三

楼会议室举办科研课题申报和研究

培训会。培训会邀请臧运平研究馆

员主讲，由牟肖光副馆长主持，张

乐萃馆长、马少军书记到场参会。

臧老师结合近几年我馆老师在

申请 CALIS 课题、校社科课题及日

常科研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以

成功申请的 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课题《农业信息传播模式对我国

农业现代化的影响研究》为例，从

【业务动态】

科研的类型、范围和过程，科研的

认识和态度，课题申报注意的问题，

社科课题的基本做法，心态问题等

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申报课题及如

何做好课题。通过此次培训，大家

进一步明确了课题申请书写作的基

本规范，对于今后如何申请课题、

如何将课题做好也有了更深入透彻

的理解。

张乐萃馆长希望老师们以此次

培训为契机，多与臧老师沟通学习，

【试用数据库】

Taylor & Francis 期刊数据库
Taylor & Francis 集团每年出

版 1800 多种期刊，广泛涉及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经济、

金融、商业管理和法律等专业领域，

包含：

Taylor & Francis SSH 期刊

数据库，提供 1200 多种经专家评审

的高质量期刊，内容涵盖艺术与人

文、行为科学、商务、管理与经济、

犯罪学与法学、教育学、地理、规划、

城市与环境、图书馆与信息科学、

媒体、文化与传播研究、政治、公       

共卫生与社会保健、社会学及其相

关学科、体育、休闲与旅游、战略、

防御与安全研究等 14 个学科；

   Taylor & Francis ST 期刊数

勤于思考，努力增强科研能力，多

出优秀成果，推动我馆的科研水平

再上一个新台阶。

WILEY 电子期刊
   约 翰 威

立 父 子 出 版

公 司（John 

Wiley & Sons, 

Inc.）是全球

最大的学协会

出版商之一 ,

出版物涵盖化

学、物理学、工程学、农学、兽医学、食品科学、医学、

生命科学、商业、经济学、社会科学、艺术等多个学

科约1500多种期刊，及其它重要的跨学科领域的期刊。

    试用网址：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牛津期刊现刊库
牛 津

期 刊 现 刊 库

（The Oxford 

J o u r n a l s 

Collection）

2014 年 由 262

种权威期刊构

成，包含生物科

学、数学与物理学、人文科学、法律、社会科学、医

学等六大学科专题库，收录了诸多全球引用率高的学

术期刊和文章。

试用网址：http://www.oxfordjournals.com/en/

据库，提供 420 多种经专家评审的

高质量科学与技术类期刊，内容涵

盖环境与农业科学、化学、工程、

计算及技术、物理学和数学等 5 个

学科；

    Taylor & Francis Fresh 期刊

数据库，提供 120 多种刊物，均是

最近 3-7 年的新创期刊，覆盖科技

和人文最新研究成果。

试 用 网 址：http://www.

tandfonline.com/



【好书荐读】

习近平“文艺座谈会”书单摘编
10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到不少书籍。这些书籍中，既有

中国的文学作品，也有美、德、法、俄、英等国家的经典著作。现从各国作品中分别摘编出一部代表作，

供读者参考。

麦家
《风声》

简介：本书讲述了地下工

作者老鬼的故事。老鬼破译电

报的能力超强，打入了日伪情

报组织内部，面临身份暴露的

危险时，他机智地与日伪和国

民党军统特务周旋，制造种种

假象迷惑敌人，使得组织内部

陷入混乱，搞不清谁是真正的

“老鬼”。但因条件所限，最

后关头“老鬼”不得不牺牲生命，

设法将情报成功传递出去。（索

书号：I247.52/126；馆藏地点：

社科图书借阅室 2）

海明威
《老人与海》

简介：该书叙写了古

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

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

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

鱼，但鱼大，把他的帆船在

海上拖了三天，被他杀死了

绑在船的一边，但在归程中

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最后

回港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

条脊骨。故事充满寓意。（索

书号：I712.45/298；馆藏地

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2）

歌德
《浮士德》 简介：本书作者歌德积

六十年之心血，从浮士德叛逆

的角度，书写了他一生所经历

的五大悲剧：知识、爱、为统

治者服务、美以及理想，从而

勾勒出欧洲三百年波澜壮阔的

历史民俗画卷！（索书号：

I516.34/4；馆藏地点：社科

图书借阅室 2）

雨果
《悲惨世界》 简 介： 本 书 是 雨 果 小

说创作的桂冠，它展现了法

国社会从 1793 年至 1832 年

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形

象突出，色彩瑰丽，气势浩

大，堪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

义结合的典范。（索书号：

I565.44/172；馆藏地点：社

科图书借阅室 2）

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简介：本书自问世以来，

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

的小说之一。故事以 1812

年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

映了 1805 年至 1820 年的重

大事件，包括波罗底诺会

战、莫斯科大火、拿破仑溃

退等。通过对四大家庭以及

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在

战争与和平环境中的思想和

行动的描写，展示了当时俄

国社会的风貌。（索书号：

I512.44/58；馆藏地点：社

科图书借阅室 2）

拜伦
《唐璜》

简 介： 这 是 拜 伦

（1818-1823）的代表作，

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

代表作品。这部以社会

讽刺为基调的诗体小说

约 16000 行， 共 16 章，

虽未最后完成，但因其深

刻的思想内容、广阔的生

活容量和独特的艺术风

格，被歌德称为“绝顶天

才之作”。（索书号：

I561.24/1；馆藏地点：

社科图书借阅室 2）



从 读 书 中 找 寻 自 我

《礼记 • 学记》言 ,“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意思是

说玉石不经过悉心雕琢，成不了器

物；人不努力学习的话，不会懂得

道理。比喻人如果不经历磨难，就

难以成材，难以成就大事。这句话

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但却常被人

忽视的道理：学习是人生中最重要

的事情之一，是成人、成才、成功

的必经之磨练，而读书则是获取知

识、丰富视野、完善与提升自我的

有效途径。对于我自己而言，通过

读书，不仅获得了知识，更重要的

是找到了自信，对工作、学习与生

活的肯定也随之越来越多。可以说，

因为读书，我找到了自我。想做一

个内心世界丰富、充实并且充满正

能量的人，那么就要多读书，读好

书，做到乐读、善读、思读。

乐读，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快

乐地读书。事实上，读书也确实是

书中没有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读

破万卷，受益匪浅。

思读，意思是说要边读书，边

思考，不能死记硬背，人云亦云，

要去除书中糟粕，汲取书中精华，

为我所用。只有养成边读书边思考

的好习惯，才有可能逐渐学会结合

书中所言思考我们面临的问题，进

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慢慢地学

会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解

决问题的人，成为一个有思想的实

践者。

高尔基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进步是每一个人的本能追

求，为了进步，让我们快乐的读书

吧，做一个善于读书、善于从书中

思考的读书人，进而使自己明智、

善辩、深刻，成为一个综合素质高

尚的人。

一件快乐的事，不是吗？午后，泡

上一杯清茶，手捧一本自己喜欢的

书，那会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

如今，对很多人而言，读书似乎已

经成为“痛苦”的代名词，周围很

多人一提到读书，尤其是一些苦涩

难懂的专业书，就感觉头都要大了，

痛苦无比；还有很多人读书读了一

半，难以坚持下去；一些人读书只

是为了装装样子，书只是他们家里

或办公室里的装饰品、摆设而已。

其实，可以让读书离我们的生活更

近一些，只要愿意，读书也可以变

得惬意、享受。    

善读，意思是说真正的读书境

界在于不仅要多读书、读好书，还

要善读书、会读书。清代学者袁枚

在《随园诗话》中说“读书如吃饭，

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     

因此，要做个善于读书的人，不仅

要读到书中原有的东西，也要深挖   

读书的乐趣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

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

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

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

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

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

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

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

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

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

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

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

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

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

“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

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

“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

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

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

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

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

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

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

“喜欢得弗得了”(《< 西谛书话 >

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

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

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

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

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

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

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

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

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

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

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

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

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

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

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

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

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

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

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

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

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

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

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

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

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

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

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

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以及阅读乐趣。（摘自《文汇报》，

作者陈平原）

【读者园地】

外国语学院 王珍



史与思的智慧结晶  
— 读 《 中 国 哲 学 简 史 》

哲学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

玄学，它就是一个人对万事万物的

某种看法。像这样的观点在中国文

化中比比皆是，例如阴阳五行、天

人感应、三纲五常、格物致知、中

庸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可谓中国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很

多学派例如儒家、道家、墨家、名

家、法家等纷纷开宗立派，著书立

说，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及本土化，

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在中国

形成，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早已

经深深地镌刻在国人的大脑中，直

到现在仍然在滋养着国人的文化生

活。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都散佚在儒

释道浩瀚的经典中，如果我们要向

别人系统介绍一下中国哲学的各家

流派和思想，还真有些勉为其难。

因为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去把

诸子百家的著作研究透彻。著名哲

学家冯友兰先生，经常思考社会、

人生和哲学。他在研究和向外传播

中国哲学的过程中，经过梳理和总

结，推出了《中国哲学简史》一书，

成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超级入

门书。

   这本书打通了古今中外的相关

知识，以宏观开阔的视野对中国哲

学进行了深入浅出、融会贯通的讲

解。在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对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精神、智慧等方

面的理解，融汇了史与思的智慧结

晶，洋溢着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

见，寄托着对现实的人文关怀，颇

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的大家风范。它在世界各地有多种

译本，拥有众多的读者，韩国总统

朴槿惠就非常推崇这本书。她在《遇

见我人生的灯塔—东方哲学》一文

中说，在父母双亡的打击下，是这

本书给了她“战胜人生磨难的智

慧”，这本书也教会她如何修身做

人。   

   人虽有各种，但各种的人都是

人。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

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

人与宇宙的同一。中国哲学既入世

又出世，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但

又是统一的，这就是中国哲学的妙

处。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

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

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

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

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儿童入学，

首先教他们读《四书》，这是新儒

家哲学最重要的课本。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

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

提高精神的境界，达到超乎现实的

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

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

的区别，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哲

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

径，毋须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

回道路。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

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

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

想象和迷信。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

的，但是他一定是哲学的。在未来

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取代宗教，

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

   最能深入一个人心灵的，是文

化，尤其是哲学思想，可以影响一

个人的人格和命运。哲学让我们在

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时，可以从现

象直接进入本质，成为智者，成为

生活的主人，而不是奴仆。这本书

是广大读者学习中国古典文化、借

鉴中国传统智慧、启迪现实人生的

入门书，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可以影

响大众一生的文化经典。（摘自搜

狐读书频道，作者邓勤）

【读者园地】

法国作家莫迪亚诺获2014年
诺贝尔文学奖

【作家概况】

帕特里克 • 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

1945-），法国小说家，是当今法国最有才华的作

家之一，也被认为是“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他的

作品探索和研究当今人的存在及其与周围环境、现

实的关系。其代表作有《暗店街》、《八月的星期天》

等。2014 年 10 月 9 日 19 时，莫迪亚诺获得 201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为他的作品“唤起了对

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

1.《暗店街》，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 年出版。（读秀电子书）

2.《八月的星期天》，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4 年出版。（读秀电子书）

3.《青春狂想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索书号：I565.4/36；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2） 

4.《青春咖啡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读秀电子书）

5.《地平线》，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年出版。（读秀电子书）

6.《夜半撞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读秀电子书）

7.《星形广场》，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出版。（读秀电子书） 

【代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