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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3 月 26 日上午，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原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受我校
第六届读书节组委会之邀专程来校，在张仁寿校
长和图书馆负责人陪同下，参观我校“浙商大文
库”，听取了近几年我校建设情况，席间为我校
师生欣然题词“书香商大”。下午，在下沙校区
学生活动中心内，吕祖善作了题为“越地长歌”
文化讲座。近 800 名同学在现场聆听了这次讲座。
　　今年已经 67 岁的吕祖善先生是浙江博物馆一
名志愿者，近年来一直义务为参观者讲解浙江省
的历史文化知识以及变迁过程。
　　在今天的讲座现场，吕祖善先生把浙江先民
在一个落后贫穷荒蛮之地 , 通过自强不息的努力与
拼搏发展到文化昌盛、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地的发展过程通过具体事例生动地展现给现场同学们。同时激励年轻人，
要把璀璨的浙江历史文化“越地长歌”久久传唱。此次讲座是本届读书节活动重要部分。
　　讲座内容新颖、通俗易懂、引人入胜，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最后现场提问环节，吕祖善先生对同
学们提出的问题，都一一做了详细解答。现场的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吕祖善先生的讲座 , 加深了他们对浙江历史的
深入了解。对今后的学习和实践起到积极作用。
       讲座在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

　　2013 年 3 月，张杰副馆长带队赴南京大学专程考察该校新馆“学习共享空间”建设工作。南京大学新校区位于
仙林高教园区，总投资 2.3 亿，面积 5.3 万平方米，采用边建设边开放模式，配合新校区学生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需求。
　　本馆电子阅览室经过近十年的开放，从建成起始的年 40 万进室人次下降到目前的不足 10 万人次，场地和设备
的利用状况不尽如人意。2013 年图书馆工作计划中提出了对电子阅览室改造的建议，并责成网络技术部提出初步改
造方案。为此专门组织了本次考察，希望能够通过学习其它图书馆的建设经验，为本馆注入新的服务元素，顺应发
展趋势，吸引读者，提升服务水平，打造学生满意的图书馆。

        2013 年 4 月 25 日，省教育厅高校图工委在浙师大召开全省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
会上表彰了 2011—2012 度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我校图书馆被评为省高校图书馆先进
集体，这是我校图书馆第一次获此荣誉。同时，朱明伟、朱国明和邱哨燕三位同志
还被评为先进个人工作者。

图书馆荣获省高校图书馆先进集体称号 

机关第五（图书馆）总支民主生活会召开

　　2013 年 3 月 19 日，机关第五（图书馆）总支，在下沙图书馆 5 楼会议室召开民主生活会。校党委委员、副校
长李金昌到会听取了总支书记朱明伟同志的工作汇报。出席会议的同志在会上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李金昌
副校长对近期图书馆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并要求图书馆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向提高图书馆利用等精细化服务方面发展。

图书馆 2012-2013 学年学生馆员工作考核结束

　　图书馆 2012-2013 学年学生馆员工作考核于 5 月上旬完成，有 6 个部门的 188 名同学参加了工作总结和考核，
有 16 名同学被评为图书馆 2012~2013 学年优秀学生馆员。
　　图书馆 2012~2013 学年优秀学生馆员名单：
　　李晓霞（国贸 1001）、翟凯凯（社会 1002）、王豆豆（工程 1102）、陈 程（网络 1102）、李 俊（工商
1204）、李夏松（电子 1202）、张礼丽（设计 1202）、刘美兰（中文 12A）、曾小燕（食工 1002）、马美娟（食
工 1102）、施俊琪（食工 1102）、张玉芹（人力 1001）、
张 娟（物流 1001）、吴丹丹（规划 1011）、柯开军（行政管理 1101）、党 媚（财会 1201）。

张杰副馆长带队赴南京大学考察图书馆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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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阅读入侵校园——移动图书馆重装上阵

注册与登录

第一步：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hzic.superlib.
com，进入移动图书馆首页。

第二步：点击页面右上方“我的订阅”，然后点
击登录。账号与密码默认为校园卡账号（非学号，
首位为 0则去掉 0，再输入后位数字）。

第一步：点击“学术资源”。

学术资源查询

第二步：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得到检索结果页
面。

第三步：查看资源详细信息。

获取全文方式

第一步：可以点击“原版阅读”，以图片格式查
看图书原貌。

第二步：查看图书的全国馆藏信息。

第三步：文献传递部分页到邮箱，如图所示。

Tips：点击“个人中心”，可以查询个人借阅记录，
设置短信提醒，对图书进行续借或预约。

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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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单击导航栏中“我的订阅”，进入我的
订阅的首页。

第二步：点击“添加订阅”，进入内容中心，读
者可以订阅自己感兴趣的新闻频道或报刊杂志。

添加“我的订阅”



　　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2013 年 1 月 1 日
开始正式实施。这意味着，论文作假者将被取消学位申请资
格，而为他人代写、出售学位论文者以及作假者的指导教师、
学校等也将面临处罚。　
　　该办法是教育部颁布的首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部门规
章，共 16 条，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情形、学位授予单位和导
师职责以及各有关主体作假行为的处罚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
定。

            　　由教育部主管、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

版的学术期刊《社会学评论》3月 23 日在京首发。
　　《社会学评论》的办刊宗旨是：秉承“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理论自觉，
建设反思”的信念，刊发高质量、前沿性的社会学研究优秀成果，提供
权威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构建青年社会学者施展才能、
更好成长的学术舞台，促进社会学不同学派的学术争鸣，为推动社会学
理论、方法和历史诸领域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推进世界眼光和中国风格
兼具的社会学而努力。
　　《社会学评论》立足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科支撑而正式创刊。因此《社
会学评论》创刊被认为是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副主任沈固朝教授说：“《社会学评论》是我
国社会学领域新的航母。”

   从“网上人大”了解到，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教育 (http://kf.cmr.com.cn）日前启动面向高等学校

和企事业单位的网络教育开放课程计划，涉及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社会工作等十余个专业
的 100 多门专、本科层次的网络课程。
　　据了解，此次开放课程计划的最大亮点是一并开放了与网络课程配套的网上交互教学、网上学习资
源和相关服务。交互教学和学习资源的开放，不仅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知识学习过程，还拓展知
识视野的素材与资源环境；课程考试和管理平台权限的开放，为学校、企事业单位进行开放课程的选学
组织、管理和进行学习考核提供了帮助和便利。
　　相关专家表示，这种“课程、教学、资源、考核和管理”的一体化开放模式，不仅深化了教育资源
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资源共享的水平，还为参与开放课程的学校将开放课程作为本校教学计划的
有益补充，以及为企事业单位将开放课程纳入员工培训计划，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研究生总体满意率达 63.1%，其中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总体满意率达 67%，66% 的研究生对科研训练
总体状况感到“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对导师指导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比例接近
80%，对学校和学院提供的管理与服务的满意率均超过 60%。这些数据来自近日发布的《中国研究生教育
质量年度报告（2012）》中“研究生满意度调查”。
   据报告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战军介绍，该报告分为研究生教育质
量评析、研究生教育质量热点议题、省级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研究生满意度调查、研究生教育国际述
评和附录 6个部分。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这份报告有两个亮点：一是首次开发省级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
并据此进行排名，填补了省际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空白；二是开展在校研究生的教育满意度调查，首
次从学生本位的视角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这一调查涉及几十所研究生培养单位、收集近万份问卷，比
较完整地显示了研究生对当前教育质量的满意度状况。
   据悉，该报告是北京理工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后推出的首部研究报告，计划每年出
版一部。

我国首部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2）发布

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中国人民大学首发《社会学评论》 被评“我国社会学领域新的航母”

中国人民大学“网上人大”推出免费网络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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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第六届读书节

阅读，让梦想在指尖起舞
    　
        你，午后阳光下手捧散发着墨香的图书，指尖与文字的因缘际会；
    　你，滑动手机屏幕看着别人的悲欢离合，指尖的汗渍凝着你的万千感慨；
    　你，十指飞舞敲打着键盘记录下你的喜怒哀乐，指尖感受你的心声而微微颤动；
    　生活方式不停在改变，不变的是你那颗热爱阅读的心。
    　阅读如同赏乐于宁静清晨；如品茗于暖阳午后；如酣眠于漫漫长夜，舒适、惬意。
    　阅读如观日出于薄雾朦胧之中；如眺望远山于高台之上；如赏月于夜半中天，增长见识，开阔视野。
    　阅读是心灵的慰藉，是灵魂的依傍，是生命的落脚处，是梦想的栖息地。
    　梦想，一个如此美妙的词汇，是否让年少轻狂的你忆起了当年最初的悸动？
    　童年的梦想，少年的梦想，青年的梦想，现在的你还在为它拼搏吗？
    　有梦想的人才会有激情，才能拥有一个激扬的青春。
    　图书馆内汗牛充栋的书籍记载着千万年来无数人的梦想，述说着，验证着，评述着。
    　这些梦想可在你的心中荡起涟漪？
    　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你无疑是幸福的，
    　这张无形的网帮我们拓宽了梦想的界限，颠覆着未知，摒除了阅读的最后障碍，充盈着书中的世界。
    　你阅读着一切可阅读的，接受着如浪潮般涌来的信息，完善着自我。尽情地阅读吧！
    　你的梦想从此穿上一双红舞鞋，舞动着，舞动着……姿态优雅地向着目标靠近！
    　阅读，让梦想在你的指尖轻盈地起舞！

书立方之  品 书
　　厚积而薄发，告诫人们要注重量的积累，为质的飞跃做准备。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啜饮文化甘露，把
阅读融入到生活的血液里，使梦想在指尖起舞。

沉浸浓郁 含英咀华——“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及评论著作”专题书展
　　回归文学阅读的常态，就是从作家作品入手。直接与大师交流，结识和欣赏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优秀
的灵魂，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读书节特举办本次专题书展。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让我们从这里打开
文学的大门，让阅读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缤纷世界 精彩英语——英语文化知识竞赛

　　通过竞赛的形式，检验同学们对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同学们阅读英文名著与了解英
语文化的兴趣，感受英语给我们带来的别样魅力，为学习英语拓展一条新的思路和方向。同时 , 也在轻
松愉快的气氛下将学习与娱乐结合，加深同学之间的了解，增进同学之间的友情，促进彼此共同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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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掌舵人生——《一张单程机票》的人生哲学
　　20 岁，他是手上握有 10 个节目的台湾知名主持人；30 岁，他开始经商
却欠下 1 亿 6000 万的债务；40 岁，他被老天爷关上每道门，买了张单程机
票飞到上海；两年后，他成为大名鼎鼎的主持人，在中央卫视、浙江卫视、
凤凰卫视、东方卫视、上海“第一财经”等电视台创下收视佳绩，凭借《全
家总动员》、《波士堂》、《我心唱响》、《非同凡响》等节目深受广大
观众喜爱；四年后，事业忽然全部停摆，他接下世博会的挑战，成为上汽
通用汽车馆总导演，再次创造佳绩！
　　他可以很坎坷，也可以很辉煌，从负债上亿到世博会总导演，他的人
生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他相信，老天爷如果真对你好，不是一直
给你好运，而是一直肯给你机会。如果不去尝试，便没有资格说“不可能”。
在《一张单程机票》中，曹启泰以真诚、乐观、永不放弃的态度面对读者，
叙述自己跌宕起伏的故事，以及他无回无悔的经历。

书立方之  访 书
　　书而能访，也算是读书人的一个发明。“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本优质的图书，也就是一个得道的
高人，非访不可 !
 

好书盛宴 等你分享——中外文精品图书展销
　　由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公司（外文）、杭
州金苑图书有限公司（中文）来校开展精品中
外文图书展销，进行购书优惠活动，方便广大
师生购书。  这里有好书盛宴，等你分享，淘
你喜欢。

知己知彼 和谐共建——读者利用
图书馆问卷调查
　　为了及时了解读者利用图书馆情况，提高
文献资源利用率，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在
校第六届读书节活动期间，展开此项问卷调查，
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积极响应。

书以达志 寝以传情——书香寝室  
　　寝室是一个“家”，大学四年中，这个“家”将陪伴莘莘学子度过青涩，走向成熟。俗话说“腹有
诗书气自华”，为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努力营造好学上进、比学赶帮、健康活泼的学习生活
氛围，进一步推动文明寝室建设活动，提升寝室文化品位，创建文明、清新、优雅的“特色寝室”，校
第六届读书节期间，特举办“书香寝室”评选活动，希望将阅读的根须深深扎进每间寝室。

书立方之   听 书
　　不愿翻阅厚重的史书，不愿聆听师长们枯燥的人生教育？
　　那就让一场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讲座将你醍醐灌顶吧！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这里，不仅能领略到一个专家多年积累的知识，也能品味到人生
的启迪和感悟。
　　让我们一起以文学的心态、历史的眼光和哲学的视角探讨学术和人生，你的生命将因此醇厚而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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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立方之   评 书
         阅读，是一场与作者的智慧较量，也是一场与时代的心灵交汇，在期待与迷惘中、在泪水和欢笑中，
拨云见日，找寻另外一个自己。
　　“不动笔墨不读书”，你的感悟力透纸背，请记录下被拨动的心绪，传达对文学的独到理解和对诺
贝尔文学奖的无限期许，让指尖下的文字闪耀着你的光彩！

 品读大师 重温经典——“我心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征文大赛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诺贝尔奖”作品。本次征文大赛
以“我心中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主题，让同学们从自己阅读过的文学作品中选出自己心中的“诺贝尔文
学奖”作品并结合自己的阅读感悟和生活体验进行书评作文。中文系汤拥华老师高度评价了同学们的作
品，称赞了同学们的书评中写出了真情实感，“融入了自己的血肉在写作当中”。图书馆希望通过形式
丰富的活动唤醒在电子网路阅读时代中同学们对于书籍作品阅读的热情，重新激发同学们对文学名著的
兴趣与热爱。

书立方之    演 书
　　倾听窗外的声音，怒放自己的生命。诗歌，简约而华美，令人齿颊留香。让我们用一场诗歌的盛宴
来膜拜经典作品，用自己对生命的演绎和诠释来注解诗人的内心独白。
　　给你一个梦想舞台，许你信马由缰、纵恣腾跃！

歌咏经典  抒发情怀——“经典诗文我朗诵”
大赛
 　　“熟读唐诗三百首 , 不会作诗也会吟”。让我们回首经典，
浅吟低唱文人情思；步逐时代，高谈阔论流行风。   　
　　本次诗歌朗诵比赛为同学们搭建了抒发诗文的情感、分
享阅读心得的平台；同时也为大家提供一个展示口才的绝佳
舞台，营造轻松的阅读氛围，激发了学生们对诵读诗歌的热爱。
    　

 
名库集结 各显神通——数字资源展示与现场咨询 

    没用过数字资源？习惯了纸质图书？
　　写论文找资料不知如何下手？数据库太多，哪个适合你？
　　为提高我馆数字资源利用率，丰富读者阅读方式，增强师生科研
能力，18 家数据库公司在图书馆门前展示各自的资源、服务，向我校
师生推介我馆数字资源，解惑释疑，并有大量礼品、奖品赠送给幸运者。

书立方之   换 书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通过对图书的捐赠和交换，让那些尘封在角落和书
架上的书籍实现它们的价值，让阅读的快乐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真正实现“知识
因传播而美丽”。

以书为媒 以缘会友——爱心图书漂流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是不是正在为找不到一本好书
而烦恼？你，是不是厌烦了图书馆的图书索引程序？不要愁，不要急，重大福利
已悄悄降临。本次读书节，百本含金量极高的好书等待着你。“百里挑一，我是
唯一”，我们期待你在图书馆一楼大厅，找到你心仪的它。“爱就释手”，让好
书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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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立方之  说 书
　　寂静的寒夜，图书馆明亮的灯光与和煦的微笑是你人生航程无法抹去的回忆。你是否有“我与图书
馆不得不说的故事”？书库那浩如烟海、形态各异的图书中可有给你留下了难以磨灭印象的书？可有   
对你为人处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书？抑或还有“读你千遍也不厌倦”的书 ?
　　亲，就用“唱”作俱佳的方式说出这些故事吧！

动心动漫  书情书意——“我与图书馆不得不说的故事”动漫设计大赛
　　为了充分展现大学校园的青春活力，丰富同学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大家审美、鉴赏、创意能力；
同时分享大家在利用图书馆中遇到的各种趣事、囧事、乐事、恼事以及对图书馆的种种诉求，帮助图书
馆进一步完善服务工作，营造校园读书氛围，特举办读书节“我与图书馆不得不说的故事 ---- 动漫设计
大赛”。希望通过本次大赛活动的规模效应，营造校园动漫嘉年华。

卷卷书香 浓浓友情——“‘戏’说古今”名著竞猜大赛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读书让我们告别了生活的平庸，让我们发现了生活的真谛，于是
我们扬起了“读名著”的风帆。名著，致力根部的滋养。希望通
过本次“‘戏’说古今” 名著竞猜大赛活动，让大家知晓名著、
理解名著、品读名著，给更多的人带去卷卷书香气，浓浓友谊情。
也希望借由本次竞赛，展示了同学们的自我风采，结交新友，提
高团队合作精神，营造出一个浓厚的读书氛围。

责任编辑     王　倩

编　　辑     招楚莹     沈明珠

文稿提供     翟　江     阮    桢 

本刊长期征求稿件，文章字数在 150-1000 字内为宜，稿酬从优。
投稿地址：wangqian@mail.zjgsu.edu.cn
期待你们的作品！

书立方之   找 书
　　这是一个速度与激情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海洋的世界。亲，你可掌握了开启文化宝库的金钥匙？
就让一场线上线下的指尖较量来验证你的智慧吧！

书虫结伴 书库寻宝——快速找书大赛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让我们在读书节
的找书竞赛活动中，用我们的双手发掘每一本好书，让书在
手中绚丽绽放，让心灵在书籍中自由飞翔。
　　傅斯年先生曾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
　　来吧，书虫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寻找好书，寻找智慧、
寻找快乐 !

智力比拼 指尖较量——图书馆知识竞赛
　　你确定对图书馆了如指掌吗？还是一无所知？
　　好吧，就让图书馆知识竞赛来挑战你的智慧，颠覆你对图书馆的认知！
　　一场网上的较量让你领略图书馆汗牛充栋的馆藏，享受魅力无穷的数字资源，体验各种人性化服务，
感受阅读新时代的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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