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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党总支举办“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党课
是主观世界的改造，

“三实”是行为取向，

讲的是客观世界的改

造，“三严三实”是

新形势下我们党对党

员领导干部政治品格

和做人操守作出的最

基本的规范，是对党

的建设理论的极大丰

富与发展，为新形势

下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

设提供了重要依循。   

   马少军书记强调，全体党员干

部要充分认清“不严不实”之害，

增强践行“三严三实”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要结合自己的工作深

入查找自己身上存在的“不严不实”

5 月 28 日下午，图书馆党总

支书记马少军为图书馆全体党员作

题为《努力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为实现学校发展的新跨越贡献力

量》专题党课，正式启动图书馆党

总支“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马少军书记从深刻认识“三严

三实”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深

入查摆党员领导干部“不严不实”

的问题，大力践行“三严三实”的

要求，精心组织开展“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等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

述和讲解。

马少军书记指出，“三严三实”

言简意赅，却内涵丰富、精辟深刻，

是我们做人做事、为官用权的警世

箴言。“三严”是内在要求，讲的

的问题，切实把自己摆进去，用“三

严三实”的戒尺规范自己的言行，

真正“严”字当头、落到“实”处，

进一步严纪律、强约束、敢担当、

务实干，形成风清气正、团结拼搏、

廉洁实干的良好政治生态。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来校参观交流
6 月 11 日，青岛酒店管理职业

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陈建一行 6人

信息服务等内容。双方还就统一借

还平台的准备工作，数字资源的建

设、管理和服务，流通阅览管理等

业务进行了探讨。随后张乐萃馆长

带领客人参观了图书馆。

陈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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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

的奉献精神和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

表示赞赏，并希望进一步加强两馆

间的交流与合作。

到我校图书馆参观交流。图书馆馆 

长张乐萃、党总支书记马少军、副

馆长牟肖光热情接

待了来访客人，部

分部室主任参加了

会谈。

   交流会上，图

书馆馆长张乐萃向

客人介绍了青岛农

大图书馆的概况，

发展历程和个性化



5 月 31 日晚，青岛农

业大学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教职工合唱比赛在文体

馆举行。全校共 24 个分工

会代表队参赛，图书馆分工

会的合唱曲目是《歌唱祖国》

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以第 5 名的成绩荣获

三等奖。

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是早 7:30

至晚 10:00 不间断开放。为迎接此

次比赛，参赛队员们挤出中午和晚

上休息时间积极参加排练。排练过

【新闻报道】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合唱比赛图书馆荣获三等奖

超星电子书借阅机开通试用
为适应读者对移动阅读的需

求，鼓励师生多读书、读好书，近

日图书馆开通超星歌德电子书借阅

机的试用服务，为我校读者搭建起

更加便捷的数字阅读平台。

歌德电子书借阅机内置 2000

册授权电子图书，每月更新100册，

内容涵盖生活保健、经典名著、经

管理财、小说传记、历史军事、文

程中注重抓细节、抓落实，

从音准、队型排列、上下台

动作到服装造型，每一个细

节都考虑周全，保证了整个

比赛从上台一直到下台都能

整齐有序，体现出图书馆人

严谨、认真的作风。   

比赛过程中，全体参赛

队员歌声嘹亮，气势如虹，

引来台下阵阵掌声。此次比

赛，图书馆又一次赛出了风格、赛

出了水平。    

学艺术、人文社科、政治法律、人

生哲学等各个方面。借阅机通过多

点触控进行操作，读者扫描二维码

下载并安装超星移动图书馆客户端

后，只需在借阅机屏幕上扫描图书

封面二维码便可将书下载至手机进

行阅读。

   借阅机放在图书馆主楼二楼大

厅，欢迎广大师生多来体验和利用。

【业务动态】

为迎接第 20 个“世界读书日”的到来，

4 月 22 日下午，图书馆主办了“书海寻宝”

大赛，比赛在主楼三楼会议室举行，来自全

校 15 个学院的 45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比赛以学院为单位，每个学院选派 3 名

选手组成代表队，经过抽签决定各队的比赛

书目。在宣布比赛规则和活动要求后，比赛

正式开始。整个比赛紧张有序，各队选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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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团队合作找出指定的图书，根据寻书所用

时间的长短评定成绩。经过 1 个多小时的激

烈角逐，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代表队以 7 分

15 秒的成绩首先完成“寻宝”任务，夺得第

一名，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代表队、外国语

学院代表队、动漫与传媒学院代表队、农学

与植物保护学院代表队、园林与林学院代表

队分别获得第 2至第 6名。

本次活动作为

一项“阅读推广”

活动，提升了读者

的阅读兴趣和热

情，增进了读者对

图书馆的了解。



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图书馆迎接小读者

4 月 25 日上午，图书馆迎来了

两批小读者，他们是城阳区第二实

验小学三年级和城阳区第二实验幼

儿园的小朋友们。

   张乐萃馆长对小朋友和家长们

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就图   

心地解答了大家的提问。   

   刘老师表示，带领孩子们参观

大学图书馆能够激发他们的阅读兴

趣，也让孩子们感受到大学校园浓

厚的文化氛围和人文气息，有利于

孩子们的成长、教育和良好阅读习

惯的形成。向社会读者开放是我校

图书馆一直坚持的服务项目，是开

展“阅读推广”活动的方式，也是

贯彻国家《关于做好 2015 年全民

阅读工作通知》精神的充分体现，

有益于市民文化素养的提高。

书馆的概况向大家做了介绍。在班

主任刘老师和黄老师的带领下小朋

友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校图书馆，

他们边走边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

奇。图书借阅部聂艳丽老师向小朋

友们介绍了怎样利用图书馆，并耐 

【业务动态】

【试用数据库】

中国教学科研文献保障系统

   中国教学科研文献保障系统是在万方数据知识

服务平台资源的基础上，整合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

50 年来积累的馆藏资源，通过统一的检索系统，

实现一站式集成检索、快捷原文传递、代查代借等

服务和功能，为教学科研提供文献保障服务。

   该系统包含两种资源服务，其中“万方数据知

识服务”资源内容为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 15

个数据库资源，资源总量超过 2 亿条，全面覆盖各

学科、各行业；“国内外文献保障服务”资源内容

为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馆藏的中文期刊、中文会议、

中文学位等3个中文数据库与外文期刊、外文会议、

外文学位、外文科技报告、外文工具书等 5 个外文

数据库，并以外文文献为主。

    网址：http://g.wanfangdata.com.cn

畅想之星电子书资源平台

畅想之星电子书平台是北京畅想之星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2015 年推出的数字资源产品，目前已

收录电子书 3 万余种，包含文学、励志与成功、

人文社科、教育、科技、经济管理、体育艺术、

生活、辞典与工具书等类别。     

    网址：http://www.cxstar.com 



【试用数据库】

    EPS 全球统计数据 /分析平台（简称 EPS 数据

平台）是集数值型数据资源和分析预测系统为一体

的覆盖多学科、面向多领域的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

与数据分析平台。EPS数据平台目前有45个数据库，

涉及经济、贸易、教育、卫生、能源、工业、农业、

第三产业、金融、科技、房地产、区域经济、财政、

税收等众多领域，数据量超过 40 亿条，数据以国

际类、区域类、财经类及行业类数据为主。

    网址：http://www.epsnet.com.cn

EPS 全球统计数据 / 分析平台

博看人文畅销期刊数据库
   博看畅销期刊数据库收录了 4000 多种畅销期

刊杂志，涉及党政、时事、军事、管理、财经、

文摘、文学、情感、家庭、健康、时尚、娱乐、

科技、教育、行业等 40 多类主流畅销人文期刊。

每天更新 70-100 本杂志，新刊上线时间基本与纸

版杂志同步。所有的过刊也仍然保存在网站上，

可以采取与现刊同样的方式阅读。同时还支持移

动阅读。

    网址：http://www.bookan.com.cn/qaulib

【好书荐读】

《中国哲学简史》
作者：冯友兰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 年

索书号：B2/119

馆藏地：社科图书借阅室；读秀电子书

   简介：本书是冯友

兰先生哲学与思想融铸

的结晶。以一本篇幅有

限的哲学史专著，打通

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

其中充满睿智与哲人洞

见。特别是作者对现实

问题的关怀，颇具“读

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

读书”的大家风范。

《南怀瑾谈历史与人生》
作者：南怀瑾原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5 年

索书号：B821/26

馆藏地：社科图书阅览室；读秀电子书

   简介：本书收录了台

湾著名作家南怀瑾先生

对历史与人生的感悟，分

为诗话与人生、文化与文

学，知命与立世、读书与

论史、谈典与论人、人生

精言六大章，以精辟的文

句，独到的见解，谈古论

今。寓情于理，适合广大

读者参阅。



【好书荐读】

《曾国藩家书》
作者：(清 ) 曾国藩著

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版年：2011 年

索书号：K827=52/107

馆藏地：社科图书借阅室 1；读秀电子书

   简介： 本书是曾

国藩的书信集，成书

于清 19 世纪中叶，记

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

30 年至同治 10 年前后

达 30 年的翰苑和从武

生涯，近 1500 封。涉

及内容极为广泛，是

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

动和其治政、治家、

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

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

定，形式自由，随想

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

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钱伟长文选》
作者：钱伟长著

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 年

索书号：Z427.6/1

馆藏地：中文图书借阅室

   简介：本书收录了著

名科学家钱伟长从 1951

年到 2003 年间发表的

重要文章和讲话稿，共

175篇130余万字。其中，

绝大部分文章曾经出版

和发表过。文选编委会

对这些文章进行重新挑

选和编排，并增加了钱

伟长最近的文章和讲话

稿，按时间顺序分为五

卷本出版。文章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哲学、

历史、文学、教育学、数学、物理学、经济学、管理学、

计算机等诸多学科。这些篇什集中表达了他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的赤诚之心。

【读者园地】

第八届读书活动月获奖作品展
某天，又一次孤身一人

走向了秘密福地，习惯性地

穿梭在图书馆书架间，找寻、

找寻，突然邂逅我心仪的男

主角，而他也在寻找，寻找

他心中认定的女主角——

我，我们彼此交互了一个眼

神，一同演绎着只属于我们

俩的图书馆秘密……当这样

的情景出现时，不要羡慕，

一般结果只有两个：一是我看书太

累睡着了，做白日梦；二是作为“伪

学霸”的我，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

在看肥皂偶像剧的某个场景。声明

一下，以上的情景很少发生，除非

我真的太累，无心看书。

钟情她，可以让我浮躁的

心得到沉淀。记得《直至

海枯石烂》中有一句话“做

人凡事要静，静静的来，

静静的去，静静的努力，

静静的收获，切记喧哗”。

而我，在书的海洋里，可

以通过王泓人的脚步去领

略世界各地的美景，可以

通过路遥、沈从文的带领，

体验他们笔下的淳朴民风，也可以

跟随简奥斯汀的文笔，去找寻那份

渴望而不可及的浪漫……追随他

们，我总可以找到那份静，那份不

仅属于图书馆的安静，还有我内心

的平静。  

简单的我，想法如此简单，生

活也同样简单，在课余时间，我喜

欢待在图书馆里。总感觉我与她有

着千丝万缕解不开的缘分，她仿佛

有种魔力，时刻吸引着我的注意。

我钟情于她，她的那份独特安静；

我的秘密福地
—图书馆

■国际经济与贸易 1203 马守丽



期的效果。因此，在我的福地里，

我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平静。

我不用担心前行的路是否充满荆棘

坎坷，因为她总能指引我解决所有

的问题。比如，当我受到委屈时，《绝

对是个梦》安慰我，开始哭就好，

哭是开始痊愈的象征；当我在为感

情犹豫不决时，《花常好月常圆人

长久》告诉我，两个人的适配是一

种内心的感觉，而不是一种视觉，

千万不要因为一种视觉而忽略那种

感觉；当我在迷茫如何成为气质淑

女时，《圆舞》指点我，真正的气

质淑女，不是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

去过多少地方，读过什么书，拥有

多少衣服，买过多少珠宝，而是她

没有自卑感……有它的陪伴，我多

了些满足感，少了份孤独感。

在我的简单世界里，一直简

单的认为，内外兼修，有气质、有

思想的女孩最有魅力。不想做一个

气质和阅历兼修的女孩不是“好女

孩”，我呢，当然也以力争做一个“好

女孩”为目标努力着。对于培养气

质，我一直坚信我的青春信仰里所

说过的，做一个明媚的女孩，不倾

国，不倾城。不仅需要衣橱来装扮

自己，同时需要书橱来沉淀自己。

一方安外，一方养内。至于扩展阅

历，我认为，要么读书，要么旅行，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像我

这样的“穷”学生，没钱，没时间，

一年只有两三次身体在路上，大多

的时间，只能追求灵魂在路上了。

基于现实所迫，为了实现当初的目

标，我只能待在我的秘密福地里来

不断地充实自己。

    简单的想法，明确的目标，努

力的女孩加上秘密福地的陪伴，我

想我的运气必将依旧那么美好。也

许，某一天，我依旧穿梭在图书馆

中，找寻，找寻，转角遇见你，同

我一起书写属于我们的图书馆秘

密……

有人说，有目标，有方向，简

简单单做人，安安静静做事的人，

运气不会差，上天总会以各种方式

眷顾你，或赐予你一块秘密福地，

或赠予你一个箴言锦囊，让你去享

用。而我，就是幸运的一员，拥有

一块属于我的秘密福地——图书

馆。    

我自认为是生活中的“胆小

鬼”，喜欢将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

而不敢暴露那个迷茫、无助、落魄

不堪的自己。所以当自己不够“完

美”时，总喜欢选择躲在秘密福地

里，让书籍扫去所有的落寞和无助，

让文字抚平我受伤的心灵。幸运的

是，每次的躲避“治疗”总能很快

康复，呈现出一个健康、自信、满

满正能量的我。真心的感谢秘密福

地的陪伴，它虽然没有像梦中的情

景赠予我高富帅，但每当我心情沮

丧、做重大的决定或者考前准备都

能赐予我无穷力量，让我顺利的完

成所有的事情，并且能够达到我预

【读者园地】

   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

步的阶梯。”在书籍的海洋里，我

们汲取知识，增长智慧。而藏书的

最多地方莫过于图书馆，图书馆是

书籍的海洋。在那里，灵魂得到了

解放，我们就像鱼儿一样畅游，像

鸟儿一样翱翔。

   在大学生活里，我最喜欢的地

方就是图书馆。她的宽敞明亮以及

琳琅琅目的图书都是我喜欢去的理

由。每次去图书馆，最喜欢坐在靠

窗的位置。阳光透过窗户是那么的

温暖，从窗外仰望天空是那么的蓝，

云是那么的白。夕阳西下时，大自

然更是鬼斧神工。很多时候，我坐

在窗边，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书中，

精神的世界没有一丝打扰，这是一

种享受更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书

籍给了我力量，给了我精神追求。  

而图书馆的安静，也让我沉下心来，

思考我的人生，计划我的未来。

的史书供我阅览。看末代皇帝溥仪

的书籍，探寻他跌宕起伏的人生，

让我知道他不仅是旧时代结束的见

证者也是新时代开始的见证者。看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让我

感动，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们能够

相濡以沫，携手一生，为中国建筑

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实属不易。而

林徽因好似人间四月天，看似柔弱，

却比男儿还坚强。看沈从文先生的

《边城》，不仅让我了解了古朴的

湘西古镇，更被那里的风土人情所

感染。

书之海洋，魅力是巨大的，它

让我的生活不再枯燥乏味。在那里，

我感受到了钱钟书先生对知识的严

谨，看到了金庸先生的武侠梦，还

有琼瑶阿姨的浪漫情怀……

书之海洋，任我自由翱翔，找

寻灵魂的宿处！

经典文学名著是我去图书馆最

常光顾的一类书籍，其中曹雪芹的

《红楼梦》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名著。    

从书中，我看见了一个封建贵族的

兴衰荣辱，我为宝玉和黛玉的爱情

而叹息，为金陵十二钗的命运而感

叹。黛玉葬花的情节令人无限感伤，

与其说她葬的是落花，倒不如说她

葬的是自己的情感，抑郁而不得善

终，最终魂归泥土。

我自小钟情于古色古香的东

西，也更倾心于历史方面的书籍。

图书馆恰好给了我了解历史，学习

历史的机会。在这里，有各种各样

书之海洋
■文秘 1201 曹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