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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欢迎新同学

    金秋九月，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我们迎来了2015级新同学。图书馆全体老师欢迎大家走进图书馆，

利用图书馆。

图书馆被誉为大学的心脏，是大学生活的第二课堂。在这里，有浩瀚的书籍和电子资源，有优

雅的环境和便捷的设施，更有图书馆老师贴心的服务。在这里，你可以与书为友，与经典同行，尽

情领略知识殿堂的魅力。在这里，无数青岛农大学子播下了梦想的种子，洒下了青春的汗水，收获

了成功的学业。图书馆已成为青岛农大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

如今，经历了馆舍布局调整的图书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同学的到来。我们将始终秉承“以

人为本、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相信同学们早已踌躇满志、蓄势待发。那就来图书馆

读书吧！我们愿作你们远航的风帆，去见证你们奋斗的足迹，帮助你们书写青春的壮丽诗篇！

副 校 长 原 永 兵 调 研 考 察 图 书 馆

二 期 布 局 调 整 工 作
做最后调架、整架中的自然科学图

书借阅室。张乐萃馆长就图书馆二

期布局调整工作向原永兵副校长做

了全面、详细的汇报。调研中原永

兵边看边问，并同工作人员一起整

8 月 23 日上午，副校长原永

兵到图书馆调研考察二期布局调整

工作，图书馆馆长张乐萃陪同调研。

调研中，原永兵实地查看了调

整布局后的医学图书借阅室和正在

理调整后的书架。

原永兵充分肯定了图书馆在布

局调整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

的成绩，他指出图书馆布局调整工

作专业性强，任务繁重，二期调整

任务的如期完成依赖

于图书馆领导班子的

精心组织，依赖于图

书馆全体职工的努力

付出，保证了新学期

图书馆的正常开放，

为建设密集书库，实

现统一借还平台的大

流通、读者自助借还

和选座做好了准备。 

【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

近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

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的“首

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

赛”山东赛区落下帷幕，我校图书

馆申报的参赛项目“提高文化素养，

营造书香校园—青岛农业大学图书

馆读书活动月”荣获二等奖。

   “读书活动月”是图书馆利用

丰富的信息资源与服务优势，促进

【业务动态】

新学期，新布局

—图书馆二期布局调整工作顺利完成

6 月份开始至暑假结束，图书

馆第二期馆舍布局调整工作顺利完

成。此次调整共涉及借阅室11个，

搬迁图书 80 多万册，报纸合订本

8000 份；拆解、搬运、安装书架近

1700 层；搬运、摆放阅览桌椅、工

作台、存包柜等 2000 余件。

第二期布局调整包括语言文

字、文学、历史地理、医学、样本

图书的搬迁，中文图书借阅室、社

科图书借阅室图书的内部调架，以

及文经楼图书、书架、阅览桌椅的

搬迁等工作。需要调整的图书、家

具数量大，涉及阅览室多，任务重，

劳动强度大，且图书、家具的打包、

下架、搬运、装车、卸车、上架、

搬运拆解后的书架（1）

组装等工作流程繁琐复杂。为保证

暑期后能按时正常开放，6 月份开

始，图书馆在不影响读者利用的前

提下，便安排人员开始部分图书的

调拨、调整工作。虽然天气炎热，

汗水一遍遍湿透衣衫，但是在馆领

导的指挥和带领下，图书馆老师们

没有叫苦叫累，顶着炎热，冒着酷

暑，团结合作，众志成城，保质保

量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调整过程中，老师们加班加点，

将主楼原社科图书阅览室的社科样

本书 6 万余册调拨、搬迁、归类到

相应借阅室上架；将原中文图书借

阅室 H 语言类图书 7.6 万册调拨、

搬迁至原社科图书阅览室，更名为

我馆获首届全国阅读推广案例大赛

山东赛区二等奖

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项文化活动。自

2007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一年一个

新主题，以书香文化贯穿始终，加

强服务宣传。一方面通过开展一系

列的活动，推广图书馆新的服务理

念和服务项目，宣传图书馆的资源

与服务，引导广大师生充分利用图

书馆的资源与服务。另一方面通过

开展征文比赛、知识竞赛、好书荐

图书打包

读、图书漂流、真人图书馆等形式

多样的文化活动，引导师生爱读书、

多读书、读好书。该项目已成为我

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服务品牌，从创

新性、可持续性、可操作性及影响

力等方面赢得了评委的一致肯定。

据悉，山东赛区各高校图书馆

提交的服务创新案例中共评选出一

等奖2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11个。

语言图书借阅室；将主楼原样本书

阅览室的自科样本书5.7万册调拨、

搬迁、归类到相应借阅室上架；将

文经楼Ｉ文学类图书7.6万册调拨、

搬迁至原样本书阅览室，更名为文

学图书借阅室；将原报纸阅览室的

133 种现报调整到五楼，更名为期

刊报纸阅览室；将报纸合订本 8000

份搬迁到一楼原新书库待放密集书

库；将文科馆的书架、桌椅、存包

柜拆解、搬运、安装到主楼各个阅

览室，为密集书库的建设做好了准

备；将文科馆Ｋ历史地理类图书3.1

万册调拨、搬迁至原报纸阅览室，

更名为历史图书借阅室；将原采编

部办公室由 101 调整到四楼原装订

室 403，将 R医药卫生类图书近 4

装车



面进行了彻底地保洁和整理，保证

新学期开始能够为读者提供温馨舒

适的借阅环境。

   “人心齐，泰山移”。经全馆

职工的共同努力，图书馆二期布局

调整任务全部完成，保证了新学期

图书馆的如期开放。至此，图书馆

全部图书集中到了主楼一至三层，

搬运拆解后的书架（2）

图书馆开展 2015 级新生入馆教育

金秋送爽迎新颜。随着 2015

级新生军训的结束，图书馆一年一

度的新生入馆教育全面展开。自 9

月15日开始，图书馆以班级为单位，

分批次对 7500 余名新生进行入馆

教育培训。

作为图书馆读者培训中的重要

环节，今年的新生入馆教育与以往

相比有所调整。经过两期大规模馆

舍布局调整，图书馆的馆舍、资源

分布等状况都发生了变化。针对这

些变化，密切结合互联网时代大学

生的阅读习惯和特点，图书馆重新

制作 PPT 课件，并重新拍摄书刊借

还流程的视频。此外，为确保培训

的顺利开展，图书馆对培训教师的

试讲、培训场地与设备的准备、培

训时间的安排等前期工作进行了策

划与准备。

   鉴于本科生与研究生信息素养

需求的差异，培训

内容也有所区别。

本科生培训内容侧

重于图书馆的馆藏

资源与分布及图书

馆的使用方法等，

对新生最常用的馆

藏目录查询、存包

柜的使用、我的图

书馆、数字资源的

使用等内容进行了

详细演示和讲解。讲座过程中穿插

书刊借还的视频短片，使大家对书

刊借还流程有更直观的印象。研究

生的培训重点为图书馆的资源与服

务，主要讲解图书馆各种数据库的

检索功能及图书馆提供的原文传递

等服务，帮助他们尽快熟悉图书馆

的资源，助力今后的学习和科研。

   

万册调拨、搬迁至原采编部办公室，

更名为医学图书借阅室；将装订室

调整到原装订干燥储藏室 405；将

原新书库调整到四楼原职工之家

402。最后，又对原中文图书借阅

室 29 万册图书、社科图书借阅室

23.5 万册图书进行了调架、顺架、

整架；对全馆书架、阅览桌椅、地

【业务动态】

   新生入馆教育的开展，使同学

们对图书馆有了初步印象，基本了  

解了馆舍布局和资源状况，初步掌

握了书刊的借还流程及借还规则，

为大学期间更好地利用图书馆打下

了基础。同时大家也认识到图书馆

是大学生活的第二课堂，既能深化

课堂学习，开拓专业视野，也能帮

助大家修身养性、提高综合素养。

第九届矛盾

文学奖获奖作品
   8 月 16 日，第九届茅盾

文学奖结果揭晓，分别是格

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

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

命册》、金宇澄的《繁花》、

苏童的《黄雀记》。

形成了一层为自然科学图书，二层

为保存本图书和社会科学图书，三

层为社会科学图书及外文书报刊，

五层为中文期刊报纸的馆藏新布

局，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借阅，为实

现统一借还平台的大流通、读者自

助借还及阅览座位自助选择和管理

做好了准备。

上架

调架



【数字资源】

Taylor & Francis 科技期刊回溯数据库开通

   为满足数字环境下国内科技创新对国外科技文

献的广泛需求，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经

与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出版社反复

谈判，确定以“国家许可”方式订购 T&F 科技期刊

回溯数据库，并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起通过 T&F 平

台（www.tandfonline.com）正式为全国学术性、

非盈利科研和教学等机构免费开通在线使用。

T&F科技期刊回溯数据库包含五个学科：化学、

工程计算与技术、环境与农业科学、数学与统计学、

物理学，总计 344 种期刊，57 万余篇全文，回溯

时间从创刊年（第一卷第一期，最早 1789 年）至

2000 年底。

    网址： http://www.tandfonline.com

剑桥期刊在线开通试用

   剑桥大学出版社（CUP）成立于 1534 年，是世

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之一。

2015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共出版 340 余种学术期

刊，涉及科技、人文、医学及工程等各个领域，其

中 211 种被 SCI 或 SSCI 收录，89种为 AHCI 收录。

试用网址：http://journals.cambridge.org

试用时间：2015 年 9 月 21 日—12 月 31 日

【好书荐读】

纪念抗战胜利        周年新书荐读

1．《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

作者：曹聚仁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1 月

简介：本书作者以战地记者的亲身经历，

真实地记录了这场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还原

历史真实的画面，是一部全面、真实、客观反

映抗日战争的史论。

2. 《老兵口述抗战三部曲》 

作者：李幺傻著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1 月

简介：该书分《随枣、百团、上高三大会战》、

《石牌、常德、衡阳、桂林四大保卫战》、《远

征缅甸》三册，作者历时 15 年，采访上百位抗

战老兵，打捞活着的历史，全景还原随枣、百团、

上高三大会战、四大抗日守城防御战和远征军异

域荡寇的真相和细节。



3.《日本侵华战争 1931-1945》

作者：王辅著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1 月

简介：本书以日本策动侵华战争的时间为

主线，行文简练，以大量战史档案资料的数据

为证，紧紧围绕日军战斗集团作战轨迹，将日

军在整个中国乃至部分东南亚地区的作战点汇

成面，直观再现，具有鲜明的工具文献特征。

4.《虎部队 国民党抗日王牌七十四军》

作者：关河五十州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1 月

简介：本书以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第七十四

军为主线，在揭秘这支赫赫有名的部队成长内

幕的同时，用以点带面的方式表现了正面抗日

战场的全景，第一次客观、深度还原了国民党

抗日首席王牌七十四军的真实面目。

5.《美军眼里的中国军队》

作者：(美)甘浩森，赖大卫，施道安编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1 月

简介：本书中，10 位美国专家从不同角度

对中国军队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涉及全球

安全格局与挑战、中国军政关系、中国军队的

信息化与联合作战、海空力量建设等多方面内

容，论述细致深刻，内容翔实全面，值得中国

军界和学界了解和参考。

6.《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作者：(英 ) 李德 •哈特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1 月

简介：本书作者凭藉个人的军事经历、丰

富的资料文件、当事人的访谈记录，集 22 年之

功才完成这部巨著，对历时 6 年的二战中大小

战役均有翔实的叙述，铺陈详尽，是二战战史

著作中最具通盘关照的权威作品之一。

7.《贝熙业传奇 》

作者：张伟，贺洁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1 月

   简介：抗战期间，法国医生贝熙业为支持中

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习主

席评价他“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

峰航线’”，本书正是以贝熙业于二十世纪前半

叶在中国生活的故事为主线，对他的传奇一生进

行全方位展示。

8.《二战那些事 2 战火传奇》

作者：那个黄同学编绘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1 月

简介：本书是国内第一部通过漫画形式讲

述二战历史故事的原创作品。作者用轻松、幽默

的画风，按照二战发生的时间轴，通过一个个生

动有趣的故事，将那一段宏大的二战历史如画卷

般慢慢展现在读者的眼中，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二

战漫画作品。

9.《诺曼底 1944》

作者：斯蒂芬 •E. 阿姆布鲁斯著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 年 4 月

简介：1944 年 6 月 6 日，盟军发动了诺曼

底登陆战役，使整个二战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

转折，奠定了二战后世界的整体格局。本书以战

争中的真实人性打动了无数读者，是“一部战争

史上永远无法超越的经典杰作”。2009 年本书

荣登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

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10.《斯大林格勒 1942 》

作者：安东尼 •比弗著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4 月

简介：本书以真实的细节和曲折的叙事，

完整描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进程，真实再现

了这场近代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的残酷、人性

沉沦和个人的无奈。该书获得约翰逊散文文学奖、

沃尔夫森历史史实故事奖和霍桑顿文学奖，已被

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

【好书荐读】

纪念抗战胜利        周年新书荐读



【读者园地】

温暖地流淌了一地的六月

阳光，沿边涂抹在青岛农大的

主楼图书馆。泛着金色光芒的

主楼图书馆以白云为景，凭湛

蓝天空为幕，在人杰地灵的青

岛农大缓缓释放着或浅淡或浓

郁的文字墨香。

我只是青岛农大里一名名

不见经传的学生，却怀揣着一

颗赤诚之心仰望这座直耸天际的知

识阶梯。我可以凭借校园卡自由出

入她的世界；我可以依仗泛黄的书

页寻觅她的踪迹；我可以利用所识

得的文字深入剖析她的内心。只要

是可以与她气息脉搏相致，我定是

倾时倾力慢慢靠近她。满心满眼都

蕴满属于她的那份清雅墨香，希翼

着某一天也能如她一样博学多才，

拥有能够海纳百川的胸怀。

在这里，我的指尖摩挲着一排

排的书籍，仿若珍宝。取几本感兴

趣的书便可以临窗依偎三寸阳光，

酣畅地阅读到傍晚夕阳余晖铺了满

桌满椅；在这里，时间划过书页里

文字间的距离，蜿蜒着向未知前进，

打开了通向未来的冗长小道。包装

各异的书籍亲吻着橘黄色的书桌，

跳跃的文字成为一把五彩的钥匙，

我手握这把钥匙打开那扇神奇的

门，获取丰富的知识充实肤浅的自

己。

每次进入图书馆，扑鼻而来的

墨香总令人幸福得晕眩。无数青岛

农大学子在这里留下了形色不一的

身影，带走了浸满墨香的知识。在

这个墨香漫泻的地方，有太多的情

不自禁：我情不自禁地渴望被知识

湮没，极致地埋入知识广阔

的胸怀，只愿长醉不愿醒；

我情不自禁地祈求时间刻刀

的速率再慢一些，让我有机

会将知识串联成苍穹美丽的

星座；我情不自禁地要求自

己倾尽全力挽留知识，成为

我的精恤滋润我的灵魂！

那倾泻了一地墨香的地

方，是博学睿智的她；那倾泻了一

地墨香的地方，是灵气通透的她；

那倾泻了一地墨香的地方，是静然

屹立的她。她是谁？她是直耸天际

的青岛农大图书馆！她是谁？她是

日久弥新的青岛农大图书馆！她是

谁？她是墨香裹身的青岛农大图书

馆！

我所期盼的图书馆，没有华而

不实的装潢；我心目中的图书馆，

拥有蕴满知识的力量；我所需要的

图书馆，能够吸引学子感受墨香。  

那个墨香倾泻的地方，仿佛我

爱恋的情人。

那
倾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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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你给的温暖

   ““哗哗哗……”走出图书馆，

就被这突如其来

的雷阵雨一惊，

青岛的天气说变

就变，没一刻功

夫， 这 场 大 雨

便不约而至。我

又气又恼地拍了

拍这不记事的脑

袋，忘记带伞的

我该怎么回寝室

呢？呆呆的盯着

这瓢泼大雨，看

来一时半会雨停

不了了，焦急的

我在图书馆门口

的走廊里时不时看看外面的雨又时

不时看看阅览室内仍稳坐钓鱼台的

同学，甚是无奈！

    当我再次把目光投入阅览室时，  

背倚窗，翻书品人生

   无论何时，我都喜欢坐在图书

馆的角落里寻出一本书或浏览或细

品。曾看过这么一句话：“心静则

神定，神定则惠生”，当你真正身

心一致地坐在那个角落里时，你会

有一种无尽的享受和满足感。

   记得前一段时间和一个朋友因

琐碎小事吵架，我愤怒地跑去图书

馆打发时间，反当我捧起《平凡的

世界》时，渐渐地被带进了书中的

情景。孙少安的坚强、果敢；孙少

平的无奈、心酸；晓霞的善良、纯真；

秀莲的勤劳、能干以及双水村的老

老少少、男男女女们，无不深深地

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想走进他们，

去拥抱这群在平凡世界中不平凡的

人们，去分享他们打枣节的快乐，

去分担亲人们离去的痛苦……那

晚，我完全忘记了吵架的事而深深

沉浸在双水村的生活里，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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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触上那双清爽的眉目，脱俗、

甜美。对视了几秒，就见她顺手拿

了旁边的一盒东西向外走，令人吃

惊的是，她居然走到我面前说：“看

你等好长时间了，是不是没带伞

啊？”我懵了，想不到突然有那么

个陌生人过来找我说话，傻傻的点

点头，她说：“我今天中午不离开

图书馆，也用不到伞，你先拿去用

吧！”说着把伞递到了我的手中。

我窘迫又感激地接过伞，连声道：

“谢谢！”她爽朗地说：“不用客气，

但你得告诉我你的名字，防止你卷

了我的伞而逃。”“哈哈哈……”

我俩都笑了。就这样，我们互留了

联系方式。撑着伞走进雨中，凉意

袭来，不禁缩了缩肩膀，但心里却

有一股暖流缓缓淌过……再后来我

们就成了传说中的闺蜜。

    一座馆，一场雨，一把伞，收

获了一段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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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认真思考后的收获和震撼。

因此，无论高兴还是沮丧，我

习惯性地去图书馆沉淀我的心，陶

冶我的情，培养我的志，我认为这

就是我喜欢的人生。

一座馆，一本书，一个人，传

递着一份无尽的爱！

    人人对图书馆都有一种印象。

有人说，这是个收获爱情的地方，

像似水年华里黄磊和刘若英同时取

下同排书时的对视成就他们的一见

钟情；也有人说，这是个成就功名

的地方，千万莘莘学子在这里汲取

知识、完善自我，从而攀上理想中

的高峰；当然，也有人觉得，这是

一个休闲的好地方，在骄阳似火的

夏天既凉爽又安静。而对我来说，

图书馆让我邂逅了一段纯真年代的

友情，也给予了我追求理想人生的

台阶。

那些在图书馆的时光，落在记

忆的流年里，终生难忘！

读《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有感
秘书学 1402  曹佳琦

因为我们在追梦的道路中看见了那

么多美丽的风景。风与雪，明与暗，

饱满与虚无，长久与离去，还有那

些雁渡寒蝉，梨花似雪。我们愿意

相信，也选择相信，自己固执的坚

持一定可以冲破所有的藩篱，跨越

那些未知的障碍。   

有多少人准备放弃梦想，有多

少人已经放弃梦想，我也知道现实

有多么的残酷，但是越是这样，越

凸显出梦想的难能可贵。罗曼 • 罗
兰在《米开朗琪罗》里说：“世界

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

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

活。”  

我一直相信梦想的来去，有清

晰的脉络，不受人间的迎拒。一无

所有就是我们去拼的理由。

落寞时，请记得：青春不是眼

前的苟且，还有梦想和远方。

好像很小的时候，就会有人问

我们，你的梦想是什么？两岁时，

一块糖是我们的梦想；五岁时，芭

比娃娃、小汽车是我们的梦想；九

岁时，公主裙、游戏机是我们的梦

想。那么现在呢？

十八岁的梦想是不是和从前的

一样都实现了呢？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梦里！

其实，看到易术的《没有梦想，

何必远方》时，正是我想要放弃梦

想之时。就像他书里写的那样：

   “像很多热爱写作的人那样，并

没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畅销作家，

靠写作养不活自己，又不会为迎合

而妥协，有点犯傻地自我欣赏。于

是，过着清高、矛盾又没有钱的生

活，内心渐渐开始怀疑自己—到底

在坚持些什么？

残酷的是，有一天发现，其实

不写也没有那么多人为你遗憾。

于是选择了放弃。”

是啊，多少人怀揣着梦想，多

少人的才华完全跟不上自己的野

心。其实，我们的梦想都曾向身边

的人若有若无的提起过，可往往只

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因为那些梦

想始终看不见光亮，因为那些日日

夜夜陪伴自己的希望渺茫。自己张

了张口，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

没有经历过的人，怎么会懂？那个

人不是自己，怎么会懂！

曾在清晨睁开眼睛，却看不见正在

缓缓升起的朝阳，梦想遥不可及，

不明白自己苦苦追寻又有什么意

义，突然觉得所有努力都是徒劳，

拼了命地想要向前跑却依旧在原地

踏步。所以不断重复地问自己，该

不该放弃，要不要放弃，能不能放

弃……

当我看完他的整本书，我觉得

自己又活了过来，体内有一股热流

经过，直击心脏，我甚至听得见心

脏猛烈地“噗通”跳了一下，兴奋

地不知所以。是啊，想想那些无以

复加的快乐和美好，便会给自己最

大的鼓舞和支持。他写了自己毕业

后十年的切身经历，那么地真实又

生动，好像不久后的自己就要经历，

也正如蒋方舟说的一句话：只要是

坚持了一件没有人理解、没有人支

持、没有人看好，甚至注定会失败

的事情，就是热血的青春。

没有梦想，何必远方。短短的

一句话引发了多少追梦人的共鸣，

其实追梦人在别人的眼里就像个疯

子，因为所做的一切有那么多人不

理解，可是我们哪有时间停下来解

释，我们只能义无返顾地向前奔跑，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奔跑的前方有

那么多的志同道合，无须解释，因

为大家都在像你一样奔跑。

也许我们到最后都没有办法走

到彼岸，但是我们仍然会选择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