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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 安徽大学第七届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 

● 书卷多情似故人——安徽大学图书馆“传承非遗文化 感受古籍之美”活动剪影 

● 图书馆组织退休职工回馆参观交流 

● 图书馆“新风尚、新面貌”主题摄影大赛评选结果揭晓 

● 安徽大学图书馆报刊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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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第七届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 

4月 4日上午，安徽大学第七届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文典阁会议室召开。

副校长程雁雷，图工委委员，图书馆馆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由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彭丹菊主持、第二阶段由图书馆馆长储节旺主持。   

 

会上，首先储节旺馆长对

2018 年度图书馆工作做了总体

的汇报，其次，各位委员们结合

自身体会及学科专业需求，对图

书馆的资源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程雁雷副校长在讲话中充分

肯定了图书馆在基础业务、资源

保障、服务能力等方面所取得的

成绩，对图书馆转型过程中所做

的创新给予赞许。程雁雷指出， 

一流的学科建设离不开高品质的文献资源保障，离不开一流的资源；委员们来自教学、科研

的第一线，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应成为联系院系与图书馆的纽带，为图书馆发展把好关。希望

委员们积极参与，帮助提升图书馆文献保障及服务学校教研、学科建设的能力，助力学校 “双

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 

随后，程雁雷副校长和各位委员们共同参观了图书馆新成立的创客空间，并体验了创客

空间中的 3D打印设备。 

最后，委员们听取并审议了《安徽大学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章程（修改稿）》及图书馆申

报的 2019年政府采购预算项目，并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 

（馆办 何倩倩） 

首届安徽大学“文典阁杯”学生读书调研大赛决赛圆满成功 

5月 15日下午，首届安徽大学“文典阁杯”学生读书调研大赛决赛在磬苑校区文典阁成

功举办。安徽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处聂中生处长、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

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德元教授、安徽大学管理学院郭春侠副教授应邀担任评委，图书馆馆长

储节旺教授、副馆长彭少杰副研究馆员一同参与了大赛评审。 

此次共有 13 支团队晋级决赛并参与了汇报答辩，专家评委们认真细致的点评让在场同

学受益匪浅。本次大赛为青年学生深入社会、了解乡村实情搭建了平台，活动开展对大学生

调研访谈能力、数据分析写作能力和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这也是图书馆在我

校“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积极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水平的一次探索。 

（信息咨询部 卢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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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莺飞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4月 23日上午，“传承非遗文化 感受古籍之美”活

动在文典阁一楼东大厅国学小书斋内举行，这一活动拉开了安徽大学图书馆迎接第 24 个世

界读书日系列活动的序幕。安徽大学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彭丹菊、馆长储节旺、副馆长彭少杰

到场支持并参与了该活动。 

书卷多情似故人  

——安徽大学图书馆“传承非遗文化 感受古籍之美”活动剪影 

活动现场分为三个区域：雕版

印刷、线装书装订、题签落款。随

着抱有兴趣的学生陆续到来，国学

小书斋内顿时门庭若市。同学们先

在古籍修复室老师的帮助下，面对

桌上摆放的“鲤鱼童子图”木雕板，

认真地磨墨、上色，再铺纸、刷印，

一幅精美的版画就这样“付梓”了。

接着，同学们一边听着古籍修复室

老师的讲解，一边有板有眼地为线

装书引线穿孔，整个过程中，老师

们均给予手把手的悉心指导。装订

完毕，由老师用毛笔在封面题上钟

意的书名后，同学们捧着亲手制作

的线装书，视如拱璧，爱若珍宝。 

一根线，连接古今；一册书，

传承文明。面对雕版、古籍这样古

老又新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场

的师生俱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高度

的关注。安徽大学图书馆今后将举

办更多类似的活动，不断唤起全校 

 

 

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特藏部 王泱）                                       

 

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揭晓 

4 月 23 日，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在国家图书馆揭晓，少儿类、科普类、社科类 10 种

图书获奖。其中社科类 5 种，《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国家相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家国

记忆（典藏版）》《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名画在左 科学在右》《我的世界

观》；科普类 3种，《美丽之问：宇宙万物的大设计》《大国重器：图说当代中国重大科技成

果》《一想到还有 95%的问题留给人类，我就放心了》；少儿类 2种，《别让太阳掉下来》《鄂

温克的驼鹿》。                                                    （活动与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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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组织退休职工回馆参观交流  

4月 17日上午，图书馆组织退休职工回馆参观交流活动，近三十名退休职工参加了此次

活动。  

 

活动伊始，图书馆党政领导

班子陪同退休人员游览了翡翠湖

公园。其后，在文典阁图书馆会

议室召开了座谈交流会。图书馆

党总支书记彭丹菊对参与此次活

动的退休职工表示热烈欢迎，并

对他们曾经为图书馆发展做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储节旺馆长向参

会人员介绍了“双一流”学科建

设背景下，图书馆部门设置的调 

整、业务系统的更换、服务路径的拓展、学习空间与创客空间的搭建等一系列转型发展的新

举措，并殷切希望各位退休职工能够继续关注图书馆的工作，为图书馆的发展建言献策。 

座谈交流会后，在图书馆党政班子和办公室人员的陪同下，退休职工参观了文典阁图书

馆。                                                               （馆办 张雪成） 

菖蒲粽叶齐染绿  书墨纸笺共飘香  

       ——古籍修复技艺走进安徽大学  

古镌刻心迹，朱墨染情怀。为积极响应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全国性“非遗”宣传展

示活动，值此端午佳节之际，图书馆联合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

心安徽传习所，于 6 月 5 日在逸夫图书馆主楼大厅举办“古籍保护 你我同行——古籍修复

技艺进校园”活动，这也是安徽大学图书馆继世界读书日“传承非遗文化 感受古籍之美”

活动的延续。安徽大学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彭丹菊、馆长储节旺、副馆长彭少杰均到场支持。 

该日上午九时许，活动一启幕，现场气氛就如火如荼，有声有色。人员往来，络绎不绝，

高温天气也抵挡不住全校广大师生尤其是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们对体验中华传统“非遗”文

化的热情。在“古籍修复技艺展示区”，观摩古籍修复师们如何修旧如旧、慢工出细活，使

残损的书叶“枯木逢春犹再发”；在“雕版印刷技艺体验区”，一块雕版、一把棕帚、一碟朱

墨，再铺上一张宣纸，栩栩如生的“包公像赞”雕版就付梓了；在“线装书装订体验区”，

同学们在修复师手把手的指导下，认真细致地学习穿针、引线、包角、打结等古籍装订技艺；

在“古籍抄写体验区”，留学生们端正持笔，凝心静气，像书法大家一样兰亭临帖…… 

为期一天的体验活动行将结束，在场师生们仍意犹未尽，恋恋不舍。这项活动一方面揭

开了古籍修复的神秘面纱，让人们能近距离的认识古籍，了解古籍修复技艺；另一方面也为

古籍保护做了普及宣传，培养和提高了公众的传统文化自信意识。作为古籍修复师，愿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燃灯者，从一纸一叶着手，赓续文明，连接未来。           （特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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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9日上午，图书馆“新风尚、新面貌”主题摄影大赛评选活动在文典阁会议室举行。

校工会主席王景峰、副主席申圣庆、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彭丹菊、副馆长彭少杰、图书馆工会

主席路俊英担任此次活动的评委。 

图书馆“新风尚、新面貌”主题摄影大赛评选结果揭晓 

本次大赛共征集到 26幅摄影作

品，作品围绕图书馆“新风尚、新

面貌”这一主题，通过不同视角的

摄影，展现雄伟庄严的图书馆馆舍

馆貌、员工风采和浓浓墨香的书册，

捕捉到孜孜不倦的莘莘学子们的阅

读瞬间以及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

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精神风貌，真实

地反映了图书馆的文化生活以及多

彩的图书馆阅读文化。 

评选前评委们认真研究、讨论

大赛通知及评分细则，为了本次评

选的公平、公正，评选作品的作者

采用匿名的形式。经过评委们的认

真评选，最终林平、李晓霞、吴迪

获得一等奖,李雪松等获得二等奖,

胡媛媛等获得三等奖。 

此次活动，进一步丰富了馆员

的文化生活，展示了图书馆的阅读

文化和发展风貌。 

（活动与发展部 李雪松）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张小兵应邀来我馆作专题报告 

5月 17日下午，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小

兵应邀来到我馆，在文典阁一楼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阅读让您失去什么？》的学术报告。 

报告中，张小兵馆长从歌唱、舞蹈、画画、展览、真人图书馆、主题化阅读、五感图、

七彩阅读等多个方面介绍了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丰富多彩而又创意十足的阅读推广活动。以

月月新主题带领读者从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五个方面用心去感受图书馆，以图书

馆文化引领校园文化，以中国文化引领世界文化。他说，阅读应该是人生的减法，帮助我们

丢掉无知、贪婪、狭隘、自私、傲慢、鲁莽和迷茫，从而获得心灵的纯净和生活的智慧。 

报告结束后，张小兵馆长还耐心回答了馆员们的提问。 

图书馆党政领导和全体馆员一起聆听了报告。 

（馆办） 

林平 《光与影》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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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图书馆报刊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安徽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源丰富，既有丰富的纸质馆藏，也有各种类型数据库资源；既有

图书资源，也有期刊和报纸资源。我馆纸质报刊资源的收藏地址为磬苑校区文典阁二楼北报

刊阅览室和文典阁一楼北密集书库，龙河校区逸夫图书馆一楼阅览室和塔楼五楼的外文阅览

室。 

 

那么，如何检索我馆的纸质报刊资源以及电子报刊资源？ 

 

下面就如何检索我馆的纸质报刊资

源以及电子报刊资源作简单介绍。 

一、纸质报刊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1、如果对图书馆的纸质报刊收藏情

况完全不了解，可以先浏览我馆的纸质

报刊征订清单。 

（1）打开安徽大学图书馆主页，在

“文献资源导航”模块，点击“年度纸

质报刊”，可以看到我馆的年度“纸质报

刊征订清单”，结果见图一。 

（2）点击“2019 年度纸质报刊征

订清单”，结果如图二所示。 

（3）点击其中的两校区中文纸质报

纸目录、两校区中文纸质期刊目录、外

文纸质报刊目录，即可详细了解我馆纸

质报刊资源的收藏情况。 

2、如果已经有具体的检索目标，可

以通过我馆的书目检索系统了解是否有

纸本馆藏，以及详细的收藏情况。 

（1）如何查找现刊资源 

①进入图书馆主页，在“文献资源

导航”模块，点击“年度订购期刊”，结

果如图三所示。 

②以《读者》为例，在“检索内容”

为“刊名”的检索框中输入“读者”，检

索结果如图四所示，从中可以看到该刊

在两校区的分布情况。 

③点击“查看现刊”，可知该刊的现

刊验收到馆情况，以及过刊的当前状态，

是否装订，结果有图五、图六两种情况。 

图五显示现刊的到馆情况，“已签

收”代表该刊已到馆，“未签收”表示该

刊还未到馆。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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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中，“已交接”表示该刊已经进入装订

程序，“已装订”表示该刊已完成装订。 

（2）如何查找合订本期刊资源 

①进入图书馆主页，从快捷检索框中选择

“馆藏检索”，在检索字段下拉列表中有题名、

责任者、ISSN 等检索字段。以《读者》为例，

在“题名”字段框中输入“读者”，检索结果如

图七所示。 

②在“缩小检索范围”一栏，选择“所有

文献”，在“文献类型”类目下，点击“中文期

刊”，结果如图八所示，第三条记录即为我们所

需的结果。 

③点击刊名“读者”，可知该刊合订本的

收藏情况，结果如图九所示。 

（3）关于我馆的馆藏纸质报纸情况 

通过上文中“两校区中文纸质报纸目录”

和“外文纸质报刊目录”可了解纸质报纸的馆

藏情况。相关现报的到馆情况和合订本报纸的

收藏情况，检索系统中未收录，可到馆向馆员

咨询。 

二、电子报刊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1、如何查找我馆的电子期刊资源 

仍然以《读者》为例: 

（1）在图书馆主页 “文献资源导航”模

块，点击“数据库导航”，选择“中国知网”，

结果如图十所示。 

（2）点击“出版物检索”，检索字段选择

“来源名称”，在检索框中输入“读者”，点击

“出版来源检索”，结果如图十一所示。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图九 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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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陈乐雪 张蓓蕾 杨栎  

结果共有 8 条记录，但未见所需要的期刊

《读者》，其他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也是如此，可

见该刊在我馆并无电子版收藏。此时，可根据

上文中“纸质报刊资源的检索与利用”所介绍

的方法，查找本馆纸质期刊的收藏情况。 

2、如何查找我馆的电子报纸资源 

基本方法与查找电子期刊资源大体一致。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文数据库除了中国知网，

我馆还有其他收藏，如“晚清、民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博看期刊网”、“墨香华文数字报纸

库”等特色报刊数据库；除了中文数据库，还

有外文数据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多

种途径的检索，举一反三。 

3、关于“人大复印资料”的检索与利用 

《人大复印资料》是需求量比较大的一类

资源，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分类科学，筛选

严谨，结构合理完备，是国内最有权威的社会

科学、人文科学专题文献资料宝库，由中国人

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选，收录年限是 1995年

至今，具有大型、集中、系统、连续、和灵活

五大特点，深受读者的青睐，我馆目前只有电

子版。 

进入图书馆主页，点击“数据库导航”，在

“中文数据库”类目下选择“人大复印资料”，

结果如图十二所示。 

（1）点击“全文数据库”，可选择不同的

检索字段进行检索，如在“任意值”字段框中

输入检索词“毛泽东思想”，可得包含检索词“毛

泽东思想”的全部论文，如图十三所示。点击

条目可获得单个全文内容。 

（2）点击“数字期刊库”，在“期刊名称”

字段框中输入“毛泽东思想”，检索结果如图十

四所示。 

 

 

 

 

 

 

（3）点击刊名“毛泽东思想”，结果如

图十五所示，内容为该刊每一年度的总目

录，可根据需要进行进一步浏览。 

（研创服务部 谈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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