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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读书活动月，让广大师生感
受到图书馆读书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内
容，5 月 19 日，由图书馆主办，读者协
会承办的“新星主持人大赛”在第五饭
堂二楼举行。10 位来自各二级学院的选
手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比赛中，10 位参赛选手表演了丰富
多彩的节目，有唱歌、跳舞、踢毽子、
诗歌朗诵、英文诗朗诵等，赢得现场一
阵阵激烈的掌声。选手们还在比赛中与
观众一起玩游戏互动。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之后，来自药
学院的吴仲贤获得此次大赛的冠军，经
管学院的李瑞娟获得最佳才气奖、叶碧
珍获得最佳气质奖、潘春芽获得最佳口
才奖，余跃获得最佳台风奖。

新星主持人大赛顺利降幕 5 月 18 日下午 15：00，图书馆在第三教学
楼 3302 教室举行了优秀读者颁奖大会及学术报
告会，李玉春副院长及乔好勤馆长等出席了大
会。

优秀读者及学术报告均是图书馆第二届“读
书活动月”活动的两大内容。首先乔好勤馆长宣
读了十位优秀老师读者和十位优秀学生读者名
单，并由李副院长给优秀读者们颁发证书和奖
品。会上李副院长还生动阐述了书籍与人生的重
要关系，勉励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勤读书。

接着图书馆邀请了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的谭元亨教授作《岭南文化与广东三大民
系》的专题学术讲座。谭教授是省政府参事，国
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著名学者、客家文化
研究专家，科研成果丰硕。讲座上，谭教授从政治、经济、
文学、语言等角度从古到今，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通俗易
懂地通过介绍了广东三大民系（客家、潮汕、广府）的历史
渊源，凸现岭南文化的特点，让在座的师生对岭南文化有了
更多更深的认识，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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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 学年，图书馆
在集团和学院领导下，在各职能
部门的支持下，得到了较快的发
展。目前已有纸质藏书近 55 万
册、电子图书 21.1 万册，各种
光盘 1.7 万张、报刊 838 种；外
文书刊 600 多册；安装超星数
字图书馆电子图书 8 万种；加入
广东网络图书馆，学生办证率达
78％，图书流通量全年达 268294
册次，年增长幅度达 37.8％。图
书馆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已达到教
育部《评估指标》的要求和国内
同类学校先进水平，对照集团给
图书馆的目标任务，图书馆已基
本完成。

一、文献资源建设
本年度，图书馆购买了纸质

图书 18 余万册，安装了超星电
子图书 8 万种，新增加随书光盘
1 万张，期刊 330 种，使馆藏文
献总量达 77.8 万册，大大超过评
估指标。

二、提高图书流通率，开展
多种形式的服务活动

本学年，我们把图书流通
和信息咨询服务作为工作重点之
一。通过改革借书证发放办法， 
05 级新生办证率达到 100%，全
校学生办证达 78％。其次，开展
了 2 次大规模的“读书活动月”，
内容包括读书漫画展、藏书票展、
专家名人讲座、评选优秀读者、
读者协会学生的演讲比赛、学生
书评征文大赛并编辑《岭南学子
书评集》2 辑、学生新星主持人
形象大赛等，为繁荣校园文化生
活，配合学校“三风”建设，构
筑书香岭南，和谐岭南做出了贡
献。

继续做好网上“新书通报”、
“新书推荐”、“书目查询”、“网
上预约”、“网上续借”、“网络咨
询”等，为迎评办、科研所等部
门提供了大量的相关信息。

主动开展大中小科研课题的

文献检索和信息提供服务，选择
一些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全馆发
表了 5 篇学术论文，并成功地申
报了学校教改课题一项，（即编
写高职高专《信息检索与利用》
教材），省市级社科规划课题一
项。

三、积极开展读者教育活动
进行新生图书馆教育。新生

入校报到后不久，以各二级学院
集中为单位，由图书馆派资深馆
员给他们讲解图书馆概况、怎样
利用图书馆、怎样读书、图书馆
的有关规则、读者的权利和义务
等，并带领他们参观图书馆，组
织借书证的办理。

《文献检索课》讲授。教育
部规定，中等以上各类学校必须
开设《文检课》，系统学习文献
信息检索知识，包括传统的手工
检索和现代化的机器检索、网络
检索。

          ( 下转第二版 ) 

2005—2006 学年图书馆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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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可能读尽天

下的书，也不宜以有限的

精力去读一些对自己无用

甚至有害的书。“开卷”并

非都“有益”。别林斯基说

过：“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

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坏。”

因此，即使从阅读的选择

角度来看，我们也不能丢

掉自己的头脑。

读书，倘若老是限于

读，按叔本华的说法，是别人在

替自己思想，我们不过是在重复

别人的思想，如同儿童启蒙习字

依据描红簿描红一样。这在一个

人的学习初期，是必要的，但它

毕竟是读书的初级阶段。读书的

目的，终究是要在书籍的启示下，

自己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就

要在读书中多加思索，多有生发，

防止使自己的头脑沦为“别人思

想的跑马场”，窒息了创造精神。

读
书
的
选
择

“我是一本‘漂流书’，我不属于任何人。欢迎您

阅读我，也希望您帮助我继续漂流。”最近，在上海

市普陀区的一些街道图书馆、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

所，人们会看到一个个专用书架，上面摆放的图书的

封面或封底都贴有一张带有蒲公英标记的小纸条，纸

条上印着这样一句温润的话语。不用借书证，不必付

押金，把书带回家看完后，再按书内说明将它放到特

定地点，让它“漂流”到下一位读书人手里——此种

名为“图书漂流”的全新阅读方式，既受到人们的普

遍欢迎，也引起了众多媒体的争相关注。

   图书漂流，传递着书香。“书非借不能读也”，与

其任随它们在孤寂中遭致自身价值打折、资源浪费，

不如交给更多需要它们的人去阅读，让书在流动中发

挥作用，实现传递知识的价值。让书香飘溢于社会，

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图书漂流，无疑提供了一种有效

的实现方式。

   图书漂流，传递着诚信。在“图书”本体之外，

辅之以“漂流”这样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既是

对公民道德素养、诚信和共享意识的考验，更是一种

鼓励。它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充分信任、相互支持和

帮助的心理基础之上的。或许，有些人一时经受不住

考验，将书据为己有，但只要他读书、爱书，得空愿

意想一想“图书漂流”的真正意义，不介意向其他素

质较高的读者学习，久而久之，应该会对其产生感化

效应，而社会个体的不断感化，会对整个社会的诚信

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哪怕图书一去不回，只要不化

为纸浆，其内在价值就得到了利用，也就达到了‘漂

流’的目的。”普陀区文化局局长张文瑶的这番话语

重心长。

   图书漂流，传递着情谊。一本本书籍，隐含着一

颗颗奉献社会、关爱他人的热诚之心，尽管因时空所

限，大部分情况下，图书捐助者和阅读者无法实现面

对面的交流，可事实上，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多人

心间，能够感受到温暖情愫的流动、撞击，此一方面。

另一方面，一本书以随机的方式被素不相识的人传阅，

这本书可能由此成为一个媒介，让互不相识而志趣相

投者彼此联系，这样裹挟着浪漫气息的活动，有助于

打破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一言以蔽之，图书漂流，传递着文明，传递着和谐。

盼望上海普陀

区此举，能伴

随绵绵黄浦江

水，早一天漂

流到更多的社

区、学校和其

他公共场所，

漂流到全国各

地。（新华网）

图书漂流：一个美丽的传递

（ 接 第 一 版 ）2005-2006 学年

第二学期，《文献信息检索》定为
全校公共必修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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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培训。本学年加强了对教
师、学生利用书生数字图书馆培训
的力度，力求每个教师和大多数学
生都会使用电子图书资源和刚刚引
进的随书光盘发布和视频点播系
统。

举办了 2 次大型的专家讲座。
分别是乔馆长的《阅读改变人生》
和华南理工大学的谭元亨教授的
《岭南文化与广东三大民系》的专
题讲座，收到积极的反响。

四、建立了学院图书馆工作委
员会

05 年 10 月 26 日成立岭南学
院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以学院发文
通过了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章程，规
定了图工委应不定期讨论审议图书
馆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反映
广大师生对图书信息工作的要求和
建议。图工委由主管院领导、图书
馆馆长任正副主任，各部门、二级

学院一名负责人任委员。
五、新图书馆建设与搬迁准备
新图书馆建设作为学院 05—

06 学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
一年多来的实际情况，各项工作抓
得不紧，影响了工作进程。

在图书馆的图纸设计与施工过
程中，应该有图书馆的积极参与。
大量的事实证明，图书馆不主动参
与或基建部门忽视图书馆工作者参
与，都必然会影响图书馆的功能和
使用。在一年的新图书馆建设中，
我们做了下列工作：

积极参与图书馆设计的审定和
修改；积极参与施工管理、督察，
及时提出局部修改意见；对综合布
线的设计提出建议；对功能布局、
组团结构、流线设计、藏书布局、
家具造型、采购数量、内部装修、
环境规划、人员配置等都提出可行
的意见，供有关部门研讨。但我们
的大部分意见没有被采纳，实在是
遗憾。

现图书馆正积极筹备新馆搬迁
工作，争取暑假能搬迁完毕，9 月
份部分开馆。



2006 年 6 月　总第 9期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E-mail： lnlibrary@163.com

图书馆优秀读者名单（教职工）05——06学年上学期
姓名 院系（部门） 主要借阅图书类型
余新民 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哲学等
尚燕乔 艺术设计学院 专业为主、阅读广泛
资  倩 经济管理学院 哲学、经济、语言文字、文学、计算机等
汪春霞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语言文学、哲学、文学等
董焕新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地理等
蒙慧怡 外语外贸学院 文学、语言文字
李忠芳 经济管理学院 广泛
高艳芳 外语外贸学院 语言文字、文学、哲学等
解相吾 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为主，阅读广泛
叶亚芳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轻工业、语言文字、历史地理等

图书馆优秀读者名单（学生）05——06学年上学期
姓名 院系 专业班级
梁佳妮 艺术设计 04 高职服装设计班
陈燕玲 现代制造技术学校 05 信息管理与艺术设计（3）班
李  鑫 经济管理学院 04 成教工商管理班
林荣锋 经济管理学院 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管理班
陈亚妹 药学院 05 生物医药技术（1）班
温新红 经济管理学院 04 高职国际贸易班
焦彦磊 现代制造学院 04 高职模具（2）班
潘海苗 药学院 05 医药经营管理（1）班
邹练柱 现代制造学院 05 模具设计与制造（3）班
邱秋菊 外语外贸学院 05 模具设计与制造（3）班

法国 : 平均每人 11 本书
2004 年 ,24% 的法国

人读了 12 本书 ,55% 以
上的人读书 1 至 12 本。
以人口计算 , 平均每人
读书 11 本。由于职业各
异，读书的情况也大不
相同。中、高级职员和
自由职业者名列榜首，
人均读书 17 本，接下来
是普通职员和工人，每
人平均读 8本和 7本书。

日本 : 六成人读书成风
2005 年 , 日本读卖

新闻社对全国的读书情
况作了一次调查 , 结果
如下 : 每天读书 1 个小
时的占 14%, 读书半个小
时的占 19%, 读 20 分钟
的占 10%, 读 10 分钟的
占 9%, 不读书的占 27%。
在日常生活中，想多读
一些书的人有一半以上，
占 64％。 

以色列 : 把读书放在首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调查表明，以色列人
均拥有图书馆和出版社
的数量居世界之首。全
国的报刊多达 890 种，
其中英文版的《耶路撒
冷邮报》，发行量突破
100 万份，全国 500 万人
口中，每5个人拥有1份。

冰岛：以阅读消磨时光
2004 年 12 约，只有

24 万人口的冰岛就销售
了 40 万册书，平均每个
人在一个月买了近 2本
书，创世界最高记录。
每年的 12 月，冰岛都
会出现购买书籍的高潮，
可完成全年图书销售的
80％左右。圣诞节前夕
书店的生意最好，这在
冰岛以成为惯例。

国外读书概况
阅读可以分成四种情况。第一种

是信息式阅读法。这类阅读的目的只
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阅读报纸、广
告、说明书等属于这种阅读方法。对
于大多数这类资料，读者应该使用一
目十行的速读法，眼睛像电子扫描一
样地在文字间快速浏览，及时捕捉自
己所需的内容，舍弃无关的部分。任
何人想及时了解当前形势或者研究某
一段历史，速读法是不可少的，然而，
是否需要中断、精读或停顿下来稍加
思考，视所读的材料而定。 

第二种是文学作品阅读法。文学
作品除了内容之外，还有修辞和韵律
上的意义。因此阅读时应该非常缓慢，
自己能听到其中每一个词的声音，如
果嘴唇没动，只是因为偷懒。例如读
“压力”这个词时，喉部肌肉应同时
运动。阅读诗词更要注意听到声音，
即使是一行诗中漏掉了一个音节，照
样也能听得出来。阅读散文要注意它
的韵律，聆听词句前后的声音，还需
要从隐喻或词与词之间的组合中获取
自己的感知。文学家的作品，唯有充
分运用这种接受语言的能力，才能汲
取他们的聪明才智、想象能力和写作
技巧。这种依赖耳听—一通过眼睛接
受文字信号，将它们转译成声音，到
达喉咙，然后加以理解的阅读方法，

最终同我们的臆想能力相关。 
第三种是经典著作阅读法，这种

方法用来阅读哲学、经济、军事和古
典著作。阅读这些著作要像读文学作
品一样的慢，但读者的眼睛经常离开
书本，对书中的一字一句都细加思索，
捕捉作者的真正的用意。从而理解其
中的深奥的哲理。值得注意的是，如
果用经典著作阅读法阅读文学作品，
往往容易忽略文学作品的特色，以 
使读者自己钻进所谓文学观念史的牛
角尖中去。

第四种阅读方法是麻醉性的阅读
法。这种阅读只是为了消遣。如同服
用麻醉品那样使读者忘却了自己的存
在，飘飘然于无限的幻想之中。这类
读者一般对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不感兴
趣，把自己完全置身于书本之外。如
果使用麻醉性的阅读方法阅读名著，
读者只能得到一些已经添加了自己的
幻想的肤浅的情节，使不朽的名著下
降到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庸俗作品的水
平。如果漫不经心地阅读《安娜•卡
列尼娜》，犹如读一本拙劣的三角恋
爱小说。麻醉性的阅读在将进入成年
的时候达到顶峰。年轻人的麻醉阅读
是造成大量的文学作品质量低劣的原
因。

阅读的目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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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宏数据库使用指南
中宏网数据库是由中宏网开发及维护的一个网络

数据库，现我馆正在联系试用。在此我们特地对它的

使用作一个简章的介绍，希望读者能更好利用。

检索入门:请在检索框输入您需要检索的关键字。

然后点击“检索”按钮。关键字需要简洁，有代表性，

您可以根据检索的效果来更换不同的关键字以获得您

的需要。

检索规则 : 检索词之间的逻辑关系分别用空格

（与）、or（或）、-( 非 ) 表示，例如“北京 经济”、“北

京 OR 经济”、“北京 - 经济”。三个关键词的检索也

可以使用。

高级检索 : 在高级检索界面中，有很多特色的功

能和自定义选项，您可以定义属于自己的个性化检索。

跨库检索:你可以按照大库来选择您的检索范围，

也可以按照小库来选择您的检索范围。程序会按照小

库的选择与否来确定是否在检索范围内。

检索方式及范围 :分为标题和全文，全文包括标

题。时间范围您可以选择一定时间范围来进行检索，

默认的时间范围为一年内。

检索排序:宏观信息检索系统提供三种排序方式：

相关度、时间逆序、和文件大小。您可以根据您不同

需要选取适合您的排序方式。

相关度： 相关度排序基本原理是关键字在文章中

出现的次数 / 文章大小。

时间逆序：按照时间的后先顺序列出。

文件大小：按照文件的文字大小列出。

相关性检索 : 本检索系统提供相关检索功能，在

检索结果的底部可以查看到使用本系统的其他用户检

索的经过一定规则过滤的相关关键字。

结果处理 :除可以对结果进行按一定方法排序之

外，还可以合并所选文章。合并所选文章是指，可以

在检索结果页面选择除了文件以外的检索条目，并且

合并显示结果。使用方法：在检索结果的前面复选框

打勾选择后，您可以在同一关键字的检索结果中多页、

多次选择您需要的文章，可以同时跨库选择文章，然

后点击“合并所选文章”按钮，就可以在新打开的合

并显示页面中一并查看您选择的文章了。还可以合并

所选文章到 Word。可以在检索结果页面选择除了文件

以外的检索条目，并且合并显示结果。使用方法：在

检索结果的前面复选框打勾选择后，您可以在同一关

键字的检索结果中多页、多次选择您需要的文章，可

以同时跨库选择文章，然后点击“合并所选到 word”
按钮，就可以以 word 格式合并输出您选择的文章了。

查看相关文章 : 中宏数据库检索系统提供实时的

相关文章功能。您可以在文章页面的底部以及检索页

面查看。所不同的是文章最终页面查看10 篇相关文章，

5 篇专家视点、5 篇统计数据而检索结果页面查看的是 

20 篇相关文章。为了使相关文章更为精确，相关文章

的的选择标准是经过人工处理过的标题而非全文。有

可能某些文章没有 10 篇相关文章、5 篇相关专家视点、

5 篇相关统计数据。

如何利用我馆超星数字图书（二）

一、分类导航阅读图书：

点击首页左侧列表的“分类浏览”项目逐步打开

图书馆各分类图书 

直到进入到图书书目显示页面，点击该书目下面

的“阅览器阅读”按钮或直接点击书名进行阅读

注：阅读本站图书必须必须本站发布的超星阅览器

3.9 版本， 请正在使用低版本的用户先进行下载安装

“超星阅览器 3.9 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