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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一站式检索”服务平台隆重上线  

图书馆积极推进现代数字图书馆建设工作，馆藏数字资源越来越丰富。为了便于读者方便、快

捷地在浩若烟海的数字文献中精准地查到所需资料，图书馆推出了“一站式检索”服务平台，实现

了对海量资源的一站获取。详细使用方法请见本期“读者服务”栏目。 

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公布 2011 学年优秀学生馆员名单 

2012 年 5 月，经过各服务岗位的考核，图书馆从 150余位勤工助学同学中评选出十七位同学为

图书馆 2011-2012 学年优秀学生馆员，他们分别是： 

鄢甜甜（会计 08 丁）  李小菊（法学 0905）  陈英旦（电子 0901）  王天峰（财务 09 实验）  

周  兰（历史 1001）  何月佳（旅游 0901）  翟胜军（计算 0901）   徐  丹（规划 09 甲）  

胡淑湘（会计 09 丁）  庄琳琳（财务 1001）  翟凯凯（社会 1002）  蓝华秀（法学 1001）  

黄秀梅（计算 1001）  朱晶晶（新闻 1001）  张永晨（旅游 1002）   付侣昌（网络 1102）  

吴登秀（哲学 1101） 

机关第五党总支二支部赴省未教所开展帮教活动 

 6 月 22 日，总支二支部再次组织部分党员到省未成年人劳动教

养管理所开展帮教活动，并给他们送上了 1500 本报刊杂志。这是该

支部自 2005 年与省未教所成立“浙江工商大学•省未教所图书流通

站”后的第八次活动。本次活动得到了总支领导的高度重视，朱明

伟书记亲自参加并与未教所领导就进一步加强双方联系、深化活动

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活动中，吴守良老师为未教所的部分学员作

了题为“人生与态度”讲座，深受学员欢迎。 

张杰副馆长赴英参加“ 管理人员高级研修班”学习 

8 月 1 日-8月 21 日，张杰副馆长赴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商学院参加

“管理人员高级研修班”。学习期间，张馆长参观访问了曼切斯特大学

图书馆、学生就业服务中心、学生服务中心等主要服务机构，对智山

大学、利兹城市大学进行了友好访问，参观了教学、学生服务等相关

设施。就图书馆服务等问题，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 

图书馆完成出纳台改造 

新学期开学期间，图书馆出纳台改造完成。新出纳台的位置拉长了出纳台与书架的距离，减少

了借还书对读者学习的干扰。将原出纳台改建为新书展示区，缩短了新书与读者的距离。这“一长

一短”的布局调整是图书馆以读者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又一体现。 

图书馆数字资源新增三个外文数据库和一个中文报纸库 

   为学校教学与科研需要，新学期图书馆新增了三个外文数据库：Nature 数据库、Science 数据库

和 SIAM 数据库。《Nature》杂志和《Science》杂志被誉为世界上两大最顶级杂志，代表了人类自然

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SIAM 出版的 13种同行评审的研究期刊在应用和计算数学的高等研究领域非

常著名，内容丰富而全面。此外，图书馆又购入墨香华文报纸库，并在一楼大厅里设立两台报纸触

摸屏供读者阅读，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浙商大文库”藏书即将推出全文检索服务 

    在特藏部老师的努力工作下，商大文库藏书即将推出全文检索服务。这是自上学期该部门推出

文库藏书与馆藏信息对接检索以来所开展的又一项服务举措，符合图书馆数字化发展的方向和要求。

目前，“浙商大文库”已收藏学校师生及校友的著作 2400 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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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香搜报 纵览天下——墨香华文报纸库   

——馆藏数字资源系列讲座之九 

墨香华文数字报纸平台是前方信息推出的专业数字报纸汇聚检索阅览服务平台。墨香华文数字

报纸平台主要是针对高校、公共图书馆及机构实现报纸数字化所研发的应用服务。该平台不受时间、

地域、访问人数的限制，弥补了传统图书馆纸质报纸在这方面的局限性。目前平台实现了1000多份

报纸的数字化，更新无时滞，并且报纸数量还在不断扩大中。 

通过墨香华文数字报纸平台中丰富的数据、人性化的日历牌及强大的检索功能，读者可以快速

实现全文检索，并定位至出版当日报纸的版面。 

平台还提供了许多个性化的应用，比如可对报纸、版面、文章进行收藏、推荐，可以将感兴趣

的内容进行下载、打印、印刷专题数字剪报等。 

 

A  报刊阅览 

可按报刊地域、报刊分类查找报纸，也可按

报刊关键字搜索报纸，并支持拼音、模糊查询。

支持原汁原味板式阅读，并可按日历回溯往日报

纸。 

可分别按“报纸”、“版面”、“报道”进

行收藏，并可与朋友推荐分享。可将感兴趣的文

章和高清晰版面图进行打包下载，可按关键字生

成专题，也可将专题印制为数字剪报等。 

B  全文检索 

平台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实现全部报纸内容数据的高效率、高命中率的全文检索。 

使用途径： 

方法 1： 

登陆图书馆网站，选择“数字资源”－“中文电子期

刊”－“墨香华文报纸库”，进入搜索主页后点击右上方的

“浏览报刊”，可阅读报纸 1000 余份。 

方法 2： 

图书馆一楼大厅设置了两台报纸触摸屏，可直接阅读

30份各地最新的报纸，如《钱江晚报》等。使用途径： 

方法1： 

 

B  全文检索 

 

    平台提供多种检索方式，实现全部报纸内容数据的高效率、高命中率的全文检索。 

 



 

 3

 

 

 《学术月刊》所发文章被转摘数量连续 6年排第一 

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索中心统计发布的《信息检索报

告》（2011 年度）日前对外公布。据《报告》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海市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学术月刊》以被国内各主要媒体转载、摘要 200 篇（次）

位居全国 2000 余种期刊之首。这是《学术月刊》继 2006-2010 年度连续 5 年

夺得全国“第一”之后，第 6次位居第一；也是信息检索中心公布年度《报告》

“排序”的 20 年来，唯一一家连续排名第一的期刊。 

据介绍，此《报告》通过 138 条检索途径，涉及 2402种期刊，共计转载、

摘要文章 28132 篇（次）。另据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

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2012 年 3 月公布的“2011 年度《复印报刊

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统计，《学术月刊》在 2011 年度以被转载 85 篇荣登综合性期刊〔高

等院校、社科院（联）、党政干部院校三大系统主办的期刊〕榜首，实现了自 2006 年以来的“六连

冠”。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公布年度“全文转载量排名”的 12 年来，唯一一家连续 6

年在 4000 余种期刊、报纸排名中位居第一的期刊。 

 我国文化数字资源将用唯一标识符 

  8 月 31日，由国家图书馆联合浙江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北京方正阿帕比技术有限公司共

同承担的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文化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的建设与研究”课题启动会在

北京召开。 

  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是按统一的规则和程序授予数字资源的唯一和永久的名字。对数字资源唯

一标识符体系进行研究和建设将有效整合全国分散的、异构的数字资源，打破各机构、各区域的界

限，推动数字资源的有效利用。 

  该课题的研究目标是构建文化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海量数字资源进

行统一标识，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为文化数字资源的采集、组织、管理及服务提供有力的支撑。

课题采取产学研一体化的方式进行，研究成果将直接应用于全国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 

 北京高校图书馆将免费开放 北大清华已初步实现 

9 月 3 日，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建的一场讲座，拉开了首都图

书馆联盟“首都读者周”活动的序幕。北京市范围内的 30 多所高校

图书馆将陆续向社会免费开放。目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12家

高校的图书馆，已经初步实现了向公众开放。此外，中国科学院国

家科学图书馆、北京市委党校图书馆、国防大学图书馆等图书馆也

已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对公众开放。 

 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闭幕 下届 2016 年在杭州举行 

伴随着大型文艺表演，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闭幕式在天津工业大学体育馆隆重举行。本届

大运会历时 10 天，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主办，天津市人民政府承办，共有来自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34 个代表团，6196 名运

动员参加了田径等 12个项目的角逐。获得本届大运会团体总分前十名的代表团分别是：天津、北京、

上海、江苏、广东、浙江、湖南、山东、湖北、江西。经过评选，北京市等 34 个代表团获得体育道

德风尚奖；天津工业大学等 40所高校获得“校长杯”；江苏等 10 个代表团获科学论文报告会团体奖，

北京市等 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获科报会组织奖。下届大运会将于 2016年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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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馆 一 站 式 检 索 使 用 简 介   

 

数字资源如此丰富，如何方便快捷地查找到所需文献？一站式检索让你不再烦恼！  

在教学区IP范围或VPN代理环境下，一站式检索可以实现： 

 资源整合，在一个检索框内输入检索词，就能查到馆藏所有相关资源，无须在多个数据库

中游走。 

 获取全文，我馆购买的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全文能够直接获取。  

 文献传递，对我馆没有购入的资源，你只需要点击“邮箱接收全文”，输入个人E-Mail地

址，当天或者1-2个工作日内就能获取文献全文。   

以期刊论文为例： 

1.点击检索框上方的“期刊”项，输入关键词，可限定字段为全部/标题/作者/刊名等，按所需

文献类型点击“中文检索”或“外文检索”； 

2.在检索列表可直接点击获取途径获取全文（教学区内与VPN代理下），还可根据左侧的聚类来

进一步筛选所需的文献； 

 

这么方便，这么快捷，还等什么！ 

            下一个信息达人就是你！  

本馆已有全文，可直接点击
链接下载，适用于教学区网
络环境 

本馆没有全文，使用邮箱接
收全文，在浙江省内高校
IP 范围内均可免费接收全
文，适用于教学区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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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画全集：分散全球 1500 多张宋画的全家福 

这曾是一个人们眼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给分散在全球200多个收藏机构的1500多张中国宋代绘

画制作一套“全家福”。 

宋代文化艺术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著

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

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全盛时

期。中国水墨山水和花鸟画的起源、山水画“皴”笔法的形成、

梅兰竹菊入画以及墨竹的画法，均发端于五代而成熟于宋。宋

画题材偏重于花鸟山水并与文学互通因缘，因此宋画又被称为

我国“绘画的文学时期”和“文人画”形成时期。绘画创作题

材广泛、表现手法丰富、笔墨技巧精纯、艺术境界高妙，名家

佳作灿若星河。 

但是，这些瑰宝距今已有 1000年左右的历史。宋画存世稀少、文物级别高，分散于中国、美

国、日本等世界 10 多个国家。相当多的作品现在已不适宜打开，即使是研究人员也难得一见。因

此，宋画图片资源的征集极其不易。 

《宋画全集》编纂出版工程始于 2005 年，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组织实施，浙江大学出

版社出版。《宋画全集》由图册与文献两部分组成，入编海内外公私收藏的所有纸质和绢质宋画

1500 多幅，是一部具有工具书性质的大型宋画资料总集，反映存世宋画总貌，展示有宋一代绘画

之盛，全面汇集了古今中外具备较高学术、研究价值的宋画文献资料。绘画收录范围为两宋、五代、

辽、金，卷帙分列故宫博物院藏品、上海博物馆藏品、辽宁省博物馆藏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中国其他文化机构藏品、欧美国家藏品（包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克里夫兰艺

术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等在内）、日本藏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大阪市立美

术馆）、宋画文献汇编，总八卷。 

《宋画全集》第一卷，收录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五代、两宋、辽、金等全部绘画 254 件，其

中包括宋徽宗的《听琴图》、《芙蓉锦鸡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马麟的《层叠冰绡图》等存世珍品。其入编规模之大、图版质量之高，堪称“空前”，为海内外“故

宫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画全集》第二卷（上海博物馆卷）共收入宋画 72 件，其中手卷 22 件、立轴 11 件、册页

39 件，数量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在馆藏宋画中，有诸多传世名迹，如王诜

《烟江叠嶂图卷》、赵佶《柳鸦芦雁图卷》、李迪《雪树寒禽图轴》、梁楷《八高僧图卷》等。此

外还有些是传世孤本，如赵葵《杜甫诗意图卷》、艳艳女史《花卉草虫图卷》等，在美术史上具有

重要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 

该全集不仅填补了中国宋画整理汇编历史空白，开创了中国绘画历史大型断代集成的先河，也

是继《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等大型宋代典籍后，对宋代文化艺术的一次大规模专题性研究

成果。 

小贴士： 

下沙图书馆五楼浙商大文库现藏有《宋画全集》第一卷（故宫卷）、第二卷（上海博物馆藏品）、第
三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品）、第六卷（欧美国家藏品）、第七卷（日本藏品），欢迎师生前去阅览欣赏。 

浙商大文库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15-11:25  13:10-16:15 

宋 赵佶 竹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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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路 相 识  

当她的同学正为高考焦头烂额时，她已因“总分永远第一”获得了保送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格；

当梦想留学美国的本科生、硕士生们向托福 600 分冲刺时，18岁的她以 660 分的骄人成绩夺得北京

市第一；当同窗们还在忍受着枯燥的课程，她已持全额奖学金踏入美国常春藤名校；当哈佛女孩刘

亦婷还在大学门口徘徊，她已当之无愧成为华尔街的明星；当在摩根斯坦利的事业似乎已达到顶峰，

她又毅然决然投身凤凰卫视追寻梦想的真正生活……她，就是曾子墨，一个美丽的，坚定的，有着

巨大能量的女孩。 

她，让我想要好好读书；她，还让我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她，在我的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力量。她，是曾子墨，媒体界一道独特的风景。 

曾经无意间接触到她的《墨迹》，于是便慢慢地喜欢上她，喜欢她做事利落，喜欢她高贵优雅，

喜欢她外柔内刚……从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到凭借优异成绩成为美国的达特茅斯大学的一名学子，

再到美国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的银行家，最后到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无不展示着这位年轻女子的

传奇人生。 

看完《墨迹》后，我不得不承认我非常羡慕她，甚至有点嫉妒她。不过时间长了后，我便开始

欣赏她。欣赏她知难而进的勇气，欣赏她坚韧不舍的气度，欣赏她探知事物的敏锐度，欣赏她纵横

江湖的气质。在网上看到过别人对她的评论，自然是褒贬不一。曾子墨优秀的家庭背景无疑为她的

成功铺平了一些道路，但是一个人的成功不能只注重外在的条件，更应该看重的是个人所付出的努

力。任何一个人的成功与自身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学过哲学，里面有到内因与外因，外因永远都是

通过内应起作用的。如果没有曾子墨自身的努力，我想她也不会轻易成功。她优越的家庭条件只不

过充当了配角，只不过提供给她一种优秀的教养以及优秀的习惯。就好似我们一同走一条相同的路，

她比我们多了一件交通工具，走得比我们快了一点而已。她在《墨迹》中也有写到：“但那天晚上，

我却守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地仔细核对。当我像交付心爱的宝贝那样，把完成的 Comps 和 P-Paids

交给 Henry 时，已经是午夜时分……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像那天那样在午夜 12 点以前回家，

几乎成了我最大的奢求。”可见，任何成功都是需要付出的。倘若，曾子墨从来不曾努力过，我想在

凤凰卫视的屏幕上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吧。不肯努力的人，不敢说一定会碌碌无为，但一定是黯

淡无光，平平庸庸的。 

靠着自己的信念和奋斗一步一步地往上走，难道不幸福吗？透过《墨迹》我喜欢上曾子墨，因

为有她我敢于去闯，因为有她我学会了高抬着头不能轻易服输，因为有她我想我更有动力去完成我

的梦想。            

最后借用她在《墨迹》中所写的一句作为结语：“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我不想用自己的生命，去

点亮别人罩在我头上的光环。” 

（陈倩倩 会计 1101） 

 馆藏书目推荐： 

《墨迹:留在生命和记忆中》  I267/2710  曾子墨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 

本书清晰地回溯了作者曾子墨自己在华尔街从事投资银行的巨大成功，进入全球顶

级企业并被认定。书中幽默地展现着一个中国女孩的智慧和努力，参与完成了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并购交易，操盘新浪上市。在金融事业的巅峰之时，毅然放弃令无数人羡慕的

高薪工作，加入了自己一无所知的电视媒体行业，几年后，在凤凰卫视独树一帜，她的

感悟深刻而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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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 一 本 书  

大学不知不觉已过了近四分之三，它的前四分之一是在

迷茫惆怅和玩世不恭中虚度的。现在想来悔恨不已，悔恨是

因为我知道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一定过得会比原来好上十

倍。 

悔恨有用吗？答案是肯定的。初唐天才王勃在《滕王阁

序》中说过：“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可以这么理解：过去

的已经不可挽回，却可以把握未来。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我是在大二时开始“补牢”的。确切地说，是从读一本书开始，书名叫《基督山伯爵》。这是我

在大学读的第一本好书，也是第一本外国文学名著。我与《基督山伯爵》的相遇有点像许仙与白娘

子的邂逅，只是因为一个字：缘。 

开学的第一个周五，课毕放学归，我骑着单车闲逛。周五的傍晚是那么美妙，它宣告周末的来

临。这种时刻，我完全沉浸于眼前的真实的自由，才不去想令人扫兴的周一，似乎它远在天边。可

见当初我的平庸，或许会使你想起阿甘——一个快乐的傻子。 

走进一家人不多的书店，漫无目的地从书架上取书，翻开几页合上，放回前看一眼价格，就这

样重复着。大约我的悠闲的淡定惹恼了店主，问我买不买，不买别把书弄脏了。这责问来得突然，

我合上手中的书，下意识地看看双手，并不脏啊。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愤怒，我目光直视他，坚定

地说：“就要这本，多少钱？”“啊，我看看。这是一套的，你拿的是上册，”店主说着从书架上取下

一本，“嗯，两本 36 元，便宜卖你了。”说话时语气和悦多了，就算是阿甘，也能感受到前后的差别。

和气生财是不错的，反过来一样成立。这套书就是《基督山伯爵》，我是付完钱之后才看了书名的。 

买回后觉得心疼，于是周末里就开始看。看完第一章便爱不释手了，被里面的人物、情节深深

吸引，像是丢了魂，又似着了魔，昏天黑地地看。记得最疯狂的一次，躲在 F 楼整整一天，手机关

机，吃饭时间和下课铃错开，避免碰到同学，天黑收工时竟看了 242 页。（全书 102万字，1201 页） 

从此我喜欢上了阅读。我始终认为兴趣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有了兴趣，在阅读过程中会全神

贯注，事半功倍。强烈而又持久的兴趣会让人沉浸于书的世界，如痴如醉。阅读需要这种兴趣，才

能博览，才能营养自己的大脑。 

直到今天，我依然很平庸，不过现在的我知道自己是平庸的，过去并不知道。因为看的书还仅仅

是书海中的一粟；再者，打破平庸好比一层一层剥笋皮，又好比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不管怎么说，

知道自己的平庸便为摆脱平庸，走向不平庸跨出了一大步。 

 

（吴永辉  数学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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