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与读者
Tu Shu Guan Yu Du Zhe 

   沐浴着两会的和煦春风，伴着深化改革的脚步声，青岛农业大学
图书馆馆报《图书馆与读者》正式推出电子版。
  《图书馆与读者》自 2007 年创刊，已走过了六载春秋。秉承开拓
创新的服务理念，我们对报纸进行了改版。新版以无纸化为传播形式，
面向读者全方位报道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进一步宣传图书馆的服
务，加强与读者的联系。
    新版主要栏目有“新闻报道”、“资源介绍”、“服务动态”、“读
者园地”等，并不定期推出“改革视点”、“好书荐读”、“图苑动态”
等相关栏目。报道图书馆的新闻资讯、工作动态，介绍图书馆的文
献资源，推送新的服务理念，追踪图书馆的改革动向，反映读者心声，
方便读者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图书馆。
   亲爱的读者们，《图书馆与读者》将用勤奋踏实的努力，求真务
实的精神，向大家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欢迎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
见！

    “书香传递，服务相伴”
—《图书馆与读者》新版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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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马少军书记参加山东省委
高校工委处级干部培训班

    3 月 3 日至 3月 9日，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马少军参加了山东省委高校工委第 34 期处级
干部培训班。学习内容分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高等教
育改革与发展、宏观形势和社会热点、领导科
学与管理艺术、党性党风教育等模块。
    培训结束后，马书记就培训情况为全馆领
导及职工作了一场报告，并计划组织全体党员
对培训内容进行深入学习和领会，以深化对三
中全会精神实质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内涵
的理解，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改革发展新要
求的认知，以及对国际国内形势和经济社会发
展态势的把握，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
平，以德树人，发扬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与济南
大学泉城学院图书馆来访

    3月19日，烟台大学文经学院孙继亮馆长、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苏洪泰馆长一行 8人到我馆
参观考察。
    馆长张乐萃、党总支书记马少军、副馆长
牟肖光陪同客人参观了我馆并与来宾在会议室
进行了座谈。张馆长向客人介绍了图书馆的概
况、发展历程、个性化信息服务和办馆理念等。
    孙继亮馆长一行对我校图书馆践行“以人
为本，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办馆理念、积
极开展个性化的信息服务与和谐愉悦的工作氛
围表示赞赏，并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
交流与合作。

牟肖光副馆长赴美国
莫瑞州立大学访问交流

    1 月 14 日至 2月 12 日，副馆长牟肖光随
同学校访问团赴美国莫瑞州立大学（Murray 
State University，以下简称 MSU）进行访问
交流。
    访问期间，牟馆长对 MSU 图书馆的使命、
愿景及价值，场馆建设，管理与运行，资源建
设，读者服务工作，现代技术支撑，参考咨询
服务，读者信息素养教育课等进行了详细考察。
    访问归来，牟馆长就考察情况为全馆领导
与职工作了汇报，介绍了考察的基本情况及体
会。MSU 图书馆的管理方式、高水平的技术支
撑、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图书馆举办“三八妇女节”
趣味活动

    3 月 7 日下午，图书馆妇委会分会在虹子
广场举办了“三八”妇女节趣味活动。活动设
置了趣味保龄球、鲤鱼戏珠 2个娱乐性的比赛
项目，图书馆 40 多名女职工参加了比赛。
    整个比赛过程热闹非凡，精彩纷呈。繁忙
的工作之余，使大家放松了心情，缓解了工作
压力，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加强了凝聚力和向
心力，促进了和谐校园的建设。



【服务动态】

“阅读让您更美丽”
—“三八节”女性阅读推荐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为了满
足我校女教工、女大学生的精神文化需求，丰
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
氛围，图书馆妇委会分会精心挑选了心理励志
类、家居时尚类、女性保健类、育儿教育类、
饮食健康类、美容养颜类、女性职场类等方面
的书籍推荐给大家。纸质图书可以根据馆藏地
址到图书馆借阅，有电子版全文的，可直接点
击书名后面的“电子版全文”，链接到相关网
页阅读。
   “炫丽三月天，快乐三八节”，希望全校
的女教工和大学生们在这温暖的节日里慢慢
品味淡淡的书香，同时也向大家献上最真诚
的祝福！网址：http://lib.qau.edu.cn/ReadNews.
asp?NewsID=907

人民日报电子阅报栏
进驻图书馆

    我校在全省首次开通《人民日报》“电子
阅报栏”。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公司为我校免费
提供了 6台电子阅报栏，其中有 5台落户图书
馆主楼与文经楼大厅。其丰富的内容、崭新的
阅读方式、精美的外观等为师生了解时事、开
阔眼界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图书馆一道亮丽
的风景。
    人民日报电子阅读栏具有传输速度快、传
输容量大、覆盖面广、画面清晰、人屏互动等
特点，不仅提供《人民日报》、《健康时报》、
《国际金融报》、《证券时报》等多种报刊的
电子版，而且还能实时发布政府指定的相关信
息。师生还可通过触摸点击方式，查询生活服
务类资讯。它将成为人民日报在新时代的校园
宣传平台，成为学校师生愿意看、喜欢看的实
时互动、共同参与的校园信息平台。

“分享快乐，传递知识”
—青岛农业大学“关爱儿童成长”

儿童图书漂流活动

  阅读是开启孩子智慧之窗，是打开孩子心
灵的门，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重要途径。为了
让更多的孩子参与阅读、爱上阅读，让更多的
家长参与亲子阅读，同时通过阅读激发孩子的
阅读兴趣，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由校工
会、妇委会主办，图书馆分工会、妇委会承办
的“关爱儿童成长”儿童图书漂流活动将于 4
月 8日正式启动。
   此项活动主要是针对幼儿园和小学生开展。
活动的目的，一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家庭图
书的资源共享，提高图书的使用效率，寓教于
乐，让孩子们共同分享更多的图书，分享阅读
带来的快乐；二是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增进
社会交往的能力，学会与人分享。
    目前，儿童图书漂流的图书收集活动已经
告一段落，截止到 3 月 28 日，共收到漂流图
书 1348 册。我馆已开始对收集到的图书进行
分编加工。
    漂流书香，收获快乐。让我们一起共同关
爱儿童的成长，从幼儿开始，把读书变成一种
习惯，让书香伴随孩子一生！

倡导全民阅读首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3 月 5 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根据会议
议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
作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 2014 年的重点工作
时，李克强要求发展文化艺术、新闻出版、
广播电影电视、档案等事业，繁荣发展哲学
社会科学，倡导全民阅读。值得关注的是，
倡导全民阅读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改革视点】

图书馆深化机构改革，合理
调配人力资源

    为有效整合图书馆的内部资源，提高工作
效率，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图书馆对
采编部、参考咨询部、数字资源部、中文图书
借阅部的职责范围和部分工作人员的岗位进行
了调整。
    此次部室职责范围的调整使得部门内部工
作的开展、协调与日常管理更加方便、高效；
人员岗位的调整，实现了图书馆人力资源的优
化配置，更有利于发挥工作人员的特长。作为
图书馆深化改革的一项举措，此次部室和人员
的调整，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科学化管理水平，
使图书馆的管理更加科学、高效。

图书馆更换图书安全检测系
统，进一步推进服务自动化

    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加宽松、自由的借阅环
境，推进图书借阅服务的自动化进程，2013
年 12 月，图书馆对阅览室的检测仪进行了更
换，并在寒假期间组织人员对图书安全检测装
置进行更换，现已完成了近 3万册图书安全检
测装置的更换。
    图书安全检测装置的更换是图书馆开展自
助借还前必须做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耗时费
力。由于我馆原有的图书安全检测装置不一致
给工作带来了困难，为此，图书馆对图书安全
检测装置的更换方法、工作流程和注意事项进
行了反复讨论，认真分析，提出了多种解决方
案。经前期的组织筹划和寒假期间的试验，已
基本确定适合我馆实际情况的图书安全检测装
置更换方案。
    图书安全检测装置的更换涉及图书数量
大、类型复杂、需要的人力也较多，给图书馆
带来诸方面的压力。但此项工作的完成，对图
书馆整个自动化进程的发展、现代化服务模式

的转型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是图书馆“以人
为本、读者至上”服务理念的体现，使读者更
加自由便利地利用图书馆。因此，图书馆将此
项工作作为今年深化服务改革的一项重要任
务，全体工作人员将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在
不影响正常借阅工作的情况下，争取早日完成
图书安全检测装置的更换工作，为实现自助借
还做好准备，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与您相约虹子湖畔”
—图书馆与读者投稿

平台开通

亲爱的读者朋友：
    随着个性化服务及用户互动时代的到来，
您在图书馆的参与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您的
智慧、体验、感悟，与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相
互渗透、相互交融才能奏出最具精神魅力的图
书馆协奏曲。
    烟花三月，风景独好。青岛农业大学图书
馆正式开通读者投稿平台，与您相约虹子湖畔。
我们的目标群体是农大师生，旨在图书馆与您
零距离交流。
    如果您喜欢写作，那就说说您对图书馆的
印象，分享一下您对某本图书的阅读心得，谈
谈您使用数字资源的小体验……
   如果您喜欢摄影，那么就以图书馆为主题
拍些照片，配以简约的文字，诠释您眼中的图
书馆……
    我们随时为您的文字和图片留有位子，只
要是与图书馆和阅读相关的，内容积极、健康、
美好的，我们都热情欢迎。如果您心动了，那
就把您的文字和图片发到读者投稿平台上吧！
我们的网址是 http://lib.qau.edu.cn/tougao/。您
只需要注册成为会员，就可以使用了，还有我
们的馆员同事们，也为大家开通了馆员投稿哦，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这里，需要您的参与；在这里，您才是真
正的主角！



【回首 2013】

图书馆工作回眸

★全体党员赴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参观学习
★组织党总支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各支部专            
题组织生活会
★搭建“青岛农业大学图书馆党员在线学习平 
台”
★接待读者 161 万余人次，借还图书 38 万余 
册次。
★举办“第七届读书活动月”活动
★完成教育厅分配的高等学校职称评审学术检 
索工作

★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项
★各级各类课题共立项 21 项，获科研经费
35.6 万元
★发表学术论文 13 篇，主编十二五规划教材
1部
★图书馆荣获山东省“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
号
★图书馆第二党支部荣获“先进党支部”称号
★图书馆工会荣获“先进工会集体”称号
★图书馆妇委会荣获“先进妇委会”荣誉称号

读者服务回眸

2013 年读者入馆人次排行榜

2013 年图书借还量排行榜

   图书馆采集了流通系统中 2013 年入馆人数、图书借阅量等相关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
希望以此反映出读者对图书馆资源利用的状况，呼吁同学们“放下手机，拿起书本”，走进
图书馆，积极利用图书馆的资源！



【回首 2013】

2013 年借阅量前 10 名的社科类图书 2013 年借阅量前 10 名的自科类图书

排名   书名               索书号
 1  生物化学             Q5/99=3
 2  果树载培学各论：北方本 S66/1=2
 3  少有人走的路             R749.055/45=2
 4  蔬菜育种学             S630.3/5
 5  数学建模方法及其应用 O141.4/24=2
 6  图解景观植物设计       TU986.2-64/28
 7  景观设计手绘快速表现 TU986.2/229
 8  设施园艺学             S62/52
 9  手绘景观设计快速表现创作  TU986.2/351
 10 无机化学习题精解       O61-44/16

排名   书名              索书号
 1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I247.57/2225
 2  半生缘                   I246.57/9
 3  瓦尔登湖             I712.64/16
 4  挪威的森林             I313.45/33
 5  四级词汇词根 +联想记忆法  H313.1/706
 6  倾城之恋             I216.2/43
 7  围城                   I246.57/5
 8  林徽因经典作品       I216.2/77
 9  张爱玲经典作品集       I217.52/4
 10 用耳朵听传奇人物故事      H31/1542:2

【资源介绍】

《丛书集成初编》
  《丛书集成初编》，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
馆 1935-1937 年陆续印出，已出 3467 册，未出
者 533 册，1985 年起中华书局用上海商务印书
馆本影印，未出者亦补齐，共 4000 册。
   该丛书收录范围十分广泛，分为总类、哲学
类、宗教类、社会科学类、语文学类、自然科学类、
应用科学类、艺术类、文学类、史地类等十个
大类。内容大致包罗了常备作参考的古籍，其
中尽多一些不常见的书，为治学之人提供了宝
贵的资料。这是近代出版史上尤其是丛书史上
的经典之作，集丛书之大成，对于研究我国古
代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在第一次全国可移
动文物普查中，《丛书集成初编》被认定为近
现代可移动文物。
   目前，我馆拥有该套丛书共计 3368 册，并
已分编入库，尚有缺失，如有老师发现借阅未还，
请尽快联系图书馆归还，还该丛书以完整性和
系统性，完善图书馆馆藏。

搜数数据库开通使用
  搜数网是专门提供有关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
和社会统计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到目前为止，收
录统计资料 6千多本，涵盖 139 万多张统计表格
和 3亿多个统计数据，数据内容涉及 54 个行业。
搜数网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及各省市地方统计局的
统计年鉴及海关统计、经济统计快报、中国人民
银行统计季报等月度及季度统计资料和部分海外
地区的统计数据，其中部分数据可追溯至 1949
年。
    访问地址：http:// www.soshoo.com

畅想之星光盘数据库
开通使用

   随书光盘的出现，不仅增加了图书的信息背
景，也加强了图书的可读性和实践性，给读者的
学习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
   畅想之星光盘数据库收录随书、随刊光盘、
多媒体光盘、磁带等多种类型的非书资料，目前
该数据库已经收录随书光盘 7万多种，每周更新
150 种，我馆近十年馆藏图书的附带光盘大部分
包括在内。读者可在校园网内访问该数据库获取
所需的随书光盘信息。
    访问地址：http://www.bj.cxstar.cn



【读者园地】

徘徊在孤独的边缘，我们仍要看到阳光
—《百年孤独》读后感

（朝鲜语 13-2 闫瑾起）

    我是 16 岁在老师书柜里看到的这本书，
也许你会讲以 16 岁的心智是无法懂它的。是
的，面对书本，我是诚实的，第一次读的时候，
我被那些相似的人名、荒诞的情节弄得一塌
糊涂。
    正如我第一次看到它是隔着一层玻璃那
样，现在，读过了之后，还是觉得与它仍有
阻碍。这跟我以前读书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是不同的，经常会在自己觉得快要亲眼看到
那个世界的时候又被实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模
糊了双眼。它所有的内容、情节、手法等等，
都让我眼花缭乱，甚至是手足无措。当然这
些都是初次阅读时的感受。
    当我再次阅读的时候，甚至是第三遍、
第四遍…自己好像从他的孤独里，跨越了时
间的河流走进了自己沼泽似的孤单，仿佛置
身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奇迹和血淋淋的现实之
中。马尔克斯讲述的是一个悲剧魔幻家族的
100 年孤独历史，这种叙述背景是整个拉丁
美洲的疯狂历史。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那么
深刻，深刻到让人毛骨悚然。布恩迪亚家族
百年的兴衰史，好像两个极端的转换。百年，

又好似一个时间的边缘，而这一切都被孤独
所笼罩，最后逃不过一个诅咒，陷入一个怪
圈。当我无法抗拒地随主人公陷入孤独的泥
沼中，又挣扎着想要逃离时，简单地合上书页，
一切又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读这本书
的过程中，不管思想多么庞杂、断裂、疯狂，
读完之后慢慢地就会沉淀下来。一段时间后，
再次面对汹涌而来的孤独时，多出的却是勇
敢，这也许就是孤独的力量。孤独一直游走
在时间的边缘，以各种你想象不到的姿态存
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你已经知道了它的
存在，不至于会惊慌失措，从而让自己变得
更强大。
    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一遇到悲凉的心境就
需要有人安慰，因为你体会不到他的孤独，
有时适宜的离开也许是一种默默的关怀。孤
独希望与安静和黑暗为伍，但我们却要面向
阳光，否在会在无限的孤独里被黑暗吞噬。
就像团结是永恒的主题，没有人能够脱离社
会绝对的孤独。作者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拉丁
美洲的民众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创造美好的
未来。

世界最小的图书馆

    近日，世界最小的图书馆现身美国纽约，这个小巧的图书馆仅有 40 册图书，主体部分呈黄
色。跟通常的图书馆不同，它是由回收材料制作而成，用木头做了框架，人们可以把头伸进图
书馆里选择图书。这个极具创意的设计是由建筑师Marcelo Ertorteguy和Sara Valente提出的，
秉持了环境友好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