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0 日下午，第二

届“读书活动月”开幕式

在第三教学楼大厅举行，

丁纪平副院长、乔好勤馆长等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读书活动月”是为促进校园文化生活和学风建设并响应 4 月 23 日

“世界读书日”而举办的一次大型阅读活动，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

使广大师生感受阅读的乐趣，培养阅读习惯。

这次活动由丁纪平副院长为组长，乔好勤馆长为副组长，各二级学

院的学生助理和部、处等单位的助理

组成领导小组，陆续开展下列活动：

1、读书漫画展

2、评选第二届年度优秀读者

3、读者协会读书演讲比赛

4、专家学术讲座

5、举办书评征文大赛

6、爱校捐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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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我馆电子资源馆

藏，3 月份，我馆进行了电子

图书建设项目的招标。此次

参加投标的公司有超星公司、

中国数字图书馆（由汉能公

司代理）、书生公司（由易宝

公司代理）及正日公司四家。

综合各方面因素，最后由超

星公司中标。

本次采购电子图书总数

为 8 万种，图书安装工作已

于 4 月中旬完成，目前超星

电子图书处于试运行阶段。

根据购买合同，超星公司还

帮助我馆解决校外用户访问

的问题，目前正在调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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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硬性指标与完成情况

    1、 藏书量

评估时以在校生 9000 人计，

生均应有 80 册，总藏书量应达到

72 万册为优秀。现图书馆文献总

量 77.8 万册，其中纸质藏书 55

万册，电子图书 21.1 万种，多媒

体光盘 1.7 万张。生均图书 86册，

近 2 年年人均进新书约 24 册，超

过《评估指标》规定年进书人均 3

册。

    2、人均图书馆用房

高职高专生均图书馆用房面

积为 2.03m2 *0.9 ＝ 1.827m2，我

院新图书馆建筑面积为 18210 m2，

人均面积为 2.02 m2。目前在紧张

地装修之中，可望在 7-8 月份交

付使用。

    3、 开放时间

要求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 70

小时，网络阅读 24 小时开通。目

前网上阅读 24 小时开通。报刊阅

览室每周开放 74 小时。

    二、软性指标

    1、 馆藏适应专业发展需要

由于藏书短期内增长过快，加

上出版方面的原因，要求质量高

是困难的。但是，我馆在藏书建

设方面非常重视藏书质量，认真

挑选专业对口的图书，又邀请各

专业教师现场选书，使现有藏书

与专业建设基本协调一致，适应

专业发展的需要。

    2、 有现代化管理手段

我院图书馆于 2003 年底已购

置安装了深大图书馆管理集成系

统，实现了采、分、编、流自动

化管理。

2004 年购买了书生之家数字

图书馆电子图书 13.1 万种。2005

年又购买安装了麦达随书光盘发布

系统和多媒体点播系统。2006 年

又购买了 8 万种超星数字图书馆

电子图书。

   2004 － 2005 年度开发实现了

网上阅读、续借、预约、咨询、新

书通报、新书推荐等业务。

    3、 图书流通率提高

近几年我馆图书流通量急剧

上升。2002 － 2003 年图书流通量

为 8042 册，2003 － 2004 年图书

流通量为 13.9 万册，2004 － 2005

年流通量为 19.00 万册，2005 －

2006 学年上学期流通图书 132876

册，仅 11 月份就有 4 万多册，全

年争取达到 25 万册，增长 35％－

40％。学生办证率已达到 70％，

其中 05 年新生达 99％。

    4、 信息素质教育

对新生进行图书馆知识教育，

达到 100％。对教师进行电子文

献应用培训，已培训 3 次，200 多

人。开设《文献信息检索》课，

2005-2006 学年第一学期开设《文

献信息检索》公共选修课，有 2个

班共 110 人选修，每周 2 个学时，

每班 36 学时，共 72 个学时 ;信息

工程学院 05 级电子商务 1、2班合

班 100多人开设了《文献信息检索》

专业课，每周1学时，共14个学时; 

2005-2006 学年第二学期，《文献

信息检索》定为公共必修课，图书

馆 2 位老师与信息工程学院的老

师一起承担了教学任务，图书馆

共承担了 4 个教学班的教学任务，

每周 1学时，共 72 学时。

   总之，图书馆迎评的各项目标

任务，现已达到评估标准，但新

馆内部建设时间很紧，搬迁工作

任务很重，现正着手这一工作。                     

图 书 馆 迎 评 工 作 总 结 

第二届读书月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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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的 4 月 23 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95 年将这一天确定为“世界读书日”的第 11 个年头。

这一天是莎士比亚出生和去世的纪念日，又是美国作

家纳博科夫、

法国作家莫

里斯 · 德鲁

昂、冰岛诺

贝尔文学奖

得主拉克斯

内斯等多位

文学家的生

日。作为读

书人的节日，

它已经在世

界各国的社会公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04 年和 2005 年的 4 月 23 日，国家图书馆和

中国图书馆学会联合社会各界连续举办了两届“4.23
世界读书日”宣传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宣部、中央文明

办联合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教育部、解放军总政

治部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作家协会 11 个部委，共同

向社会提出倡议，在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开

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该倡议提出，

在 4 月 23 日这天，全国各地的书店、出版机构、图

书馆都将围绕阅读主题，展开读书活动。该倡议表示，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全民阅读活动，在大众读者中普及

阅读理念。“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

到书”，让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全世界读书人的节日

培养中国的读书人口

1 月 12 日，2005 年知识工程推荐书目公示发布会

在文化部隆重举行。入选书目涵盖市政、法律、经济、

管理、文艺、科技、青少年等十余个大众阅读种类。

知识工程 推荐书目活动于 2004 年启动，是中宣、

文化部、教育部等 9 部委、团体联合开展的“知识工程”

的实施项目之一。这项以“为好书找读者，为读者荐好书”

为主旨的社会公益性活动，目的是通过对上一年度大批

新出版图书的有效筛选，从中推荐出适合大众读者的优

秀图书，推动中华全民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

“神六”凯旋带来科普阅读热
    
   神州六号载人飞船顺利返航，再次引发公众对航天

科普及宇宙探秘书籍的阅读兴趣。京城各大书店纷纷设

立了“神六”及科普图书专柜，一大批优秀科普出版物

成为读者关注的热点。

    “神六”凯旋当天，王府井新华书店在一楼大厅设

立“庆祝‘神六’发射成功”科普图书展。专柜展出了《“神

州”号揭密》、《中国神州》等系列丛书，受到读者的欢迎。

西单图书大厦在一楼大厅和四楼的“科普部”也及时设

立了“神州六号”图书专架，数十种科普图书让众多读

者驻足翻阅。

女的比男的爱读书，越穷越爱书
    

根据开卷书业最新在全国六城市的读者调查结果，

无收入者在读者群中占据最大比列，而女性读者的比例

2005 年首次超过了男性读者。小说、英语、休闲类图书

是读者购买最多的图书类型。读者普遍表示心理自助、

艺术和科普类图书是目前市场最稀缺的图书类型。开卷

书业首席产业研究员孙庆国认为 2006 年中国图书零售

市场将有 8.74％的增长速度，并表示对中国图书市场未

来发展充满信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就像一个

大温室，青少年就像温室中培养的花朵，

缺乏大自然风霜雨雪的品性。独生子女被

娇生惯养和过度呵护，使男儿精神和性格

萎靡与雌化，缺乏男儿豪气。因此，男儿

青少年很有必要多读一些增强男性精神气

质、树立远大理志向、提升思想境界的书籍。

那么，读什么书可以长男儿豪气呢？

这里简列如下：

神话：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

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普洛

米修斯……

描写英雄和硬汉形象的书：《水浒传》、

《说岳全传》、《射雕英雄传》；《牛虻》、《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伊则吉尔老婆

子》（丹柯的故事）、《老人与海》、……

描写动物的书：姜戎《狼图腾》、杰克

·伦敦《荒野的呼唤》、《白牙》……

诗词：李白诗、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的边

塞诗；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的词，岳飞的《满

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秋瑾诗文选》、《毛

泽东诗词》、《革命烈士诗抄》……

革命者的作品：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绞刑

架下的报告》……

人物传记：《杰克 · 伦敦传——马背上的水

手》、《贝多芬传》、《拿破仑传》、《巴顿将军》、《海

伦·凯勒《我的故事》……

此外，读天文可知宇宙之奥妙；读地理可知山

河之奇妙；读政治可知世事之复杂；读历史可知岁

月之悠久；读哲学可知天地万物、精神世界皆有道

可探，有理可求……

凡此种种，皆可开阔男儿之胸怀，升华心灵之

境界。持之以恒，就可以长男儿志气和豪气，养成

浩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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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常可以

看到下面一幕：一个人

在公园看书，看完最后

一页，合上书，然后放在长凳上，并留下一张

纸条作说明，以便后来人接着阅读。这一读书

潮流名叫“图书漂流”，以“读我，给我自由”

为口号，目的在于建立全球读者链，让世界变

成大图书馆。

“图书漂流”活动源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

欧洲，指的是书友将自己拥有却不再阅读的书

籍贴上特定的标签后，放置到校园、公园长凳、图书

馆楼梯等公共场所，无偿地提供给拾取的人阅读。拾

取的人阅读后，根据标签提示，再以同样的方式将书

投放到公共环境中去，如此不断地进行传阅。

此项活动在全球范围的发起人为美国系统工程师

罗恩 · 霍恩贝克尔。他于 2001 年 3 月创建了“图书

漂流”网站，使得更多人参与其中，并让更多的书在

全球范围内旅行。参与这一活动需要为书申请一个注

册号码，并在书

上注明地址，以

方便跟踪图书的

漂流轨迹。目前，

网站已拥有超过

41 万名注册“图

书漂流”的成员，

注 册 图 书 超 过

240 万册。

的
前
世
今
生

从“开卷有益”的古训，到“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劝勉，从

“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的

激情召唤，到“书是人类发出的

最美妙声音”的深情吟唱，人们

相信，一切时代的精华尽在书中，

书籍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世界读书日”

到来之际，中宣部等１１个部门

联合发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

倡议书”，让我们重温读书的意义，

感受时代读书的呼唤。

读书丰富一个人的有限人生。

读书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

以拓展人生的宽度。人生在世，

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应有自己

的精神生活，而这往往是从读书

开始的。一本好书，就像一艘航

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

活的广阔海洋，延展生命的有限

疆域。读书，使我们的精神不再

贫乏，生命不再贫弱，人生不再

孤独，让我们成为有信念、达情理、

知荣辱的人。

读书涵养一个民族的精神气

质。阅读对人的成长影响至巨，一

本好书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腹

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精神成

长，与他的阅读息息相关；而一

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谁

在看书，看哪些书，决定了一个

民族的精神气质，反映了一个社

会的精神面貌，影响着这个国家

的未来走向。

读书铸就一个国家的文化根

基。国家的富强和腾飞必然要以

知识凝聚力量，而读书是知识的

重要来源。在知识经济社会，读

书是创造力和活力的起点，是文

化底蕴的基石。一个国家是否有

广泛的大众阅读，是否有乐于读

书的社会风尚，决定了人们能否

主动吸收各种文化的营养，在潜

移默化的滋养中，提升国民素质，

营造文明氛围，发展先进文化。

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礼仪之

邦、文明古国，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我们是一个热爱学习、勤奋读

书的民族。今天，建设创新型国

家和学习型社会的时代任务，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营造一个书

香浓郁的社会。时代变化了，信

息传播方式多样了，生活节奏加

快了，但读书作为人类获得知识

的重要手段、阅读作为推进社会

发展的力量是不可取代的。

翻开书

页，在浓浓

墨香中，体

验读书的喜

悦，丰富心

灵 的 世 界。

读书吧！不

仅在“世界读书日”，而且在生活

的每一天。

读 书 能 带 来 什 么

“图书漂流” 为知，就是为了积累知识，增长学问、识见

和智慧。为此，必须多读书，读好书。宋太宗说：

“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皇帝如此，一般读

书人更应该把读书当成一种永不疲倦的好事来

对待。    

为己，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正己，培养自

己的人格、道德和情操。这是读者的第二重境界。

中国的读书书人向来把占有知识视为人品、人

格自然升华的保证，苏东坡有“腹有诗书气自华”

诗句，表达的就是这一意思。事实证明，读书与

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

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常言“独善其身”，

练好“内功”，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从而也

有益于身心健康，这是古今知识分子共同追求

的读书目标。读书固然要博览，但是所读之书，

也要尽可能有所选择。换句话说，不仅要多读书，

还要读好书，这是甚为关键的。      

为人，不是“今之学者”的“装饰自己，给

别人看”的“为人”，也不是董健先生开始理解

的那种“为了别人”，而是他所私心“向往”的“为

了别人”，即我所要表达的“为黎民百姓”而读书，

或即周恩来少时所说的“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比较而言，“为己”是读书人“能够”做到的，

“为人”则是读书人“应该”做到的。     

读书有三重境界，每一重境界都是一个新的逻辑

起点，而第三重境界则是最高境界，也是我们每一个

读书人都应该重视和追求的极终目标。    

读
书
的
三
重
境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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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电子文献资源建设成果显著

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工作的基

础，其中电子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文献建设的一个

重要部分。近年来，我馆非常重视电子文献资源的建

设工作，通过各种途径，全方面加强电子文献资源建

设。继 2004 年购买了书生之家电子版图书 13 万余册

后，今年 3 月底，我馆又购买了超星电子图书 8 万册。

现 8 万册超星电子图书已经安装调试完毕投入使用，

读者通过校园网即可浏览相关文献资料。另外，我馆

还积极开展与其它高校的电子资源馆际互借业务，经

过多方协商，与广东网络图书馆的馆际互借业务也已

经部分开通。现在，我校读者在校内可以通过我馆主

页的链接，进入广东网络图书馆查阅“维普全文期刊

数据库”的内容，其它的数据也正在联系开通。这样

我校的读者就可以利用其它高校图书馆的共享电子资

源，扩大了我校师生的资料查阅面。

    二、管理自动化提高，服务项目不断拓展

我馆于 03 年安装了 SULMIS3，实现了馆藏图书

管理的自动化。此后，我馆不断开发其服务项目，陆

续开通了联机书目查询、读者信息查询、网上续借、

新书通报、新书推荐及网上咨询等服务。

除此以外，我馆还于 05 年购买安装了“麦达随

书光盘发布系统”，实现了随书光盘的自动化管理。

我馆工作人员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把光盘打包并上传

到服务器。借助校园网，读者就可以在宿舍及课堂上

随时检索光盘并查阅光盘内容。如此一来，不仅读者

利用随书光盘方便了，光盘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同时

课堂效果和教学质量也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三、校外网络服务陆续开通

在网络中心的大力配合下，我馆现有的网上服务

项目已经陆续向外网发布。我校读者可以在校外，上

网查阅我馆电子资源及进行续借等自助性服务。

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的成果是在全馆员工共同努

力下和各方的支持下取得的，为学院教学科研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促进了学院教学、科研工作全面深入开

展。

怎样利用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　八

使用常见问题解答
这是书生电子图书使用介绍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我

们对书生电子图书使用过程出现比较多的问题进行解答。

        1、在阅读图书之前，必须先进行登录。用户名和密

码均用默认即可。

        2、基于版权的考虑，书生镜像站点并不向所有 IP 开

放，只有在我院校园网内的 IP 才可以访问。所以，校外

用户现不能对我馆书生镜像站点进行访问。

        3、书生图书基于保护版权，图书不提供下载。阅读

图书过程中，如果要对书中某一部分文字进行复制，可

以使用“拾取文本”功能进行信息的复制，然后粘贴到

其它文本上。也可以对某一页进行打印，每次打印 10 页，

且连续打印不能超过 10 页。

        4、读书时全息书可以使用拾取文本按钮，选择文字，

右键菜单选择加入读书卡，扫描版图书也可以通过识别

将文字加入读书卡，下次阅读时可以直接打开读书卡，点

击相应条目直接找到上次的内容。

        5、阅读器也提供检索功能，读者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在图书阅读过程中对这一本书的内容进行检索，找出你

所需要的信息。

至此，书生之家电子图书使用的介绍就告一段落，非

常谢谢读者的关注。如果读者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

时到图书馆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咨询。（完）

图书馆自动化、信息化建设初见成效

这一期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如何登录我馆超星

数字图书馆及图书阅读步骤。

    1、登录超星数字图书馆页面：

进入岭南学院图书馆主页，点击“超星电子

图书镜像站”即可进入超星电子图书馆页面。如

下图

2、超星镜像站用户登录

校外用户在阅读数字图书之前要先进行登录，

用户及初始密码均为工号编码，密码可在登录后

自行修改。校内用户可跳过此步骤，直接进入下

一步。

    3、如何阅读超星数字图书？

    读书分三步走 ：

第一步 . 下载安装超星阅览器 3.9 版本，并完

成安装。

第二步 . 登录超星数字文献服务平台网站，

选择分类或检索图书。

第三步 . 点击“书名”或“阅览器阅读”，链

接阅读图书。

如何利用我馆超星数字图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