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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展业务学习活动纪实
图书馆作为学校教学辅助的职能部
图书馆作为学校教学辅 助的职能部
门，担负着为教学提供帮助，
担负着为教学提供帮助，为学生提供
图书馆业务学习
健康精神食粮的任务。
健康精神食粮的任务。本着为全校师生读
活动之一——
者服务，
者服务，树立良好道德文明形象
树立良好道德文明形象的宗旨
道德文明形象的宗旨，
的宗旨，
11 月 13 日，我校社科处处

图书馆自 11 月以来，
月以来，开展了
开展了两次馆员业
长胡胜教授应邀来到图书馆，
长胡胜教授应邀来到图书馆，以

务学习活动，
务学习活动，其中包括社科处处长胡胜教

如何开展学术活动，
如何开展学术活动，提高馆员学
术素养为主题，
术素养为主题，为图书馆馆员们

授关于提高馆员学术素养的讲座，
授关于提高馆员学术素养的讲座，以及辽
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
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气氛生动

宁政安消防培训中心孙明龙教官关于消
活泼的讲座。
活泼的讲座。

防知识的讲座。
防知识的讲座。

胡 胜 教 授以 诸多 实 例为基
础，详细讲解了如何确立课题，
详细讲解了如何确立课题，

讲座受到了馆员们的热烈欢迎，
讲座受到了馆员们的热烈欢迎，会后
申报项目，
申报项目，建立学科平台等学术
建立学科平台等学术

馆长刘宁宁、
馆长刘宁宁、党总支书记高健等馆领导针
党总支书记高健等馆领导针
活动的实践方法，
活动的实践方法，并用他特有的

对讲座内容以及馆内工作实际情况做了
对讲座内容以及馆内工作实际情况 做了

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
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将馆员们
将馆员们
看起来复杂难解的课题确立等内

总结性
总结性发言。
发言。
容，以浅显的道理娓娓道来，
以浅显的道理娓娓道来，使
馆员们深感受益匪浅。
馆员们深感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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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业务学习活动之二——
图书馆业务学习活动之二——

图书馆是人员密集、
图书馆是人员密集、流动性较强的公共场所，
流动性较强的公共场所，储藏着大量的文献资源，
储藏着大量的文献资源，历来都是学校消防安全
的重点单位，
的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始终是图书馆非常重视的日常主要工作之一。
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始终是图书馆非常重视的日常主要工作之一。为了进一步提高消防
为了进一步提高消防
安全意识，
安全意识，使全体馆员了解和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使全体馆员了解和学习消防安全知识，防患于未然，
防患于未然，201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日上午，图书馆利
用全馆业务学习的机会，
用全馆业务学习的机会，特邀请了辽宁政安消防培训中心的孙明龙教官为全体馆员做了一次消防安
全知识讲座。
全知识讲座。
在本次消防安全知识讲座中，
在本次消防安全知识讲座中，孙教官结合一件件发生在生活中真实的、
孙教官结合一件件发生在生活中真实的、触目惊心的火灾案例，
触目惊心的火灾案例，
讲解和分析了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
讲解和分析了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使全体馆员对掌握消防安全知识的重要性，
使全体馆员对掌握消防安全知识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教官还具体讲述了家庭火灾预防，
教官还具体讲述了家庭火灾预防，火灾原因及特点，
火灾原因及特点，传授了火灾发生时正确扑救、
传授了火灾发生时正确扑救、逃生技巧。
逃生技巧。最后
介绍了常用消防设施种类及灭火器正确使用方法。
介绍了常用消防设施种类及灭火器正确使用方法。通过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通过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提高了全体馆员安全意
识。懂消防，
懂消防，了解消防，
了解消防，有助于在日常工作中避免和消除火灾隐患。
有助于在日常工作中避免和消除火灾隐患。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名称：开放存取资源图书馆（
开放存取资源图书馆（Open Access Library)
数据库链接：
数据库链接：http://www.oalib.com/

OALib 是 Open Access Library ( www.oalib.com ) 的简称，即开放存取图书馆，致力于为学
术研究者提供全面、及时、优质的免费阅读科技论文。
目前 Open AccessLibrary 已经存有 1,550,632 篇免注册，免费使用下载的英文期刊论文，
这些论文大部分来自国际知名的出版机构。其论文领域涵盖数学、物理、化学、人文、工程、生物、
材料、医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目前 OALib 已经和国内各大图书馆有过合作，包括武汉大学，上
海理工大学等学校。同时我们也和台湾和国外的大学有合作，例如 Christ University Library 和乌克
兰国家科学院等等。
外文数据库中，点击即可
希望我校师生可以广为利用该数据库，该数据库在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外文数据库
外文数据库
登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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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名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皮书
数据库
试用日期：
试用日期：即日起－2014.5.31
数据库链接：
数据库链接： www.pishu.com.cn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名称：北大法意教育频道
数据库链接：
数据库链接
http://www.lawyee.org/User/AutoLo
ginByIP.asp（可全库使用！）
试用时间：
试用时间：2014 年 3 月 30 日止

【内容介绍】
内容介绍】

【内容介绍
内容介绍】
介绍】

皮书数据库是专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
学术资源总库，
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术资源总库
，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
，集中
国内一流的专业学术机构和高校科研力量
一流的专业学术机构和高校科研力量，
国内
一流的专业学术机构和高校科研力量
，

教育频道是高校法学教学、
教育频道是高校法学教学、科研和备考的一
体化专业支持服务平台。
体化专业支持服务平台。包含法律信息查询系统
（案例数据库群、
案例数据库群、法规数据库群、
法规数据库群、法学词典、
法学词典、法

包含七大子库，
包含七大子库，涵盖 150 多个主题。
多个主题。每个主
题周期性连续出版，
题周期性连续出版
，具有极强的资料馆藏价
值，为您实时呈现中国与世界各主题领域的
最新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
最新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

学文献）、
学文献）、司法考试在线模考系统
）、司法考试在线模考系统、
司法考试在线模考系统、法律实证研
究平台、
究平台、法学家沙龙、
法学家沙龙、法学核心期刊目录、
法学核心期刊目录、高校
热点关注、
热点关注、免费电子期刊、
免费电子期刊、法律信息指定查询服
务和法律实证研究数据支持服务等模块及栏目
务和法律实证研究数据支持服务等模块及栏目。
模块及栏目。

七大主题子库：
七大主题子库
● 中国经济发展数据库 ● 中国社会发展数
据库 ● 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数据库 ● 中
国区域发展数据库 ● 中国文化传媒数据库
● 中国竞争力数据库 ● 中国产业企业数据
库

资源查询系统：
资源查询系统：为法学教学科研提供实务数据
支持。
支持。注重数据范围全面性、
注重数据范围全面性、分类体系专业性、
分类体系专业性、
收录来源权威性、
收录来源权威性、检索结果精确性、
检索结果精确性、应用功能实
用性和数据更新及时性、
用性和数据更新及时性、并依托聚类
并依托聚类、
托聚类、互动检索
和文本分析等创新技术，
和文本分析等创新技术，全面实现法律信息智能
检索、
检索、各类型信息间互动互链等全新应用功能，
各类型信息间互动互链等全新应用功能，

检索方法
◆一框式智能检索
一框式智能分词全文检索，
一框式智能分词全文检索
，并支持拼音
检索、
检索结果自动排序，
检索
、检索结果自动排序
，图书和报告自由

一次解决用户复杂检索需求，
一次解决用户复杂检索需求，便于用户拓展阅
读，更好地学习、
更好地学习、理解、
理解、利用查询内容。
利用查询内容。

司法考试在线模考系统：
司法考试在线模考系统：包括模拟考试、
包括模拟考试、必
备法规、
备法规、考试大纲司法文书等模块，
考试大纲司法文书等模块，包含历年考

切换。
切换。
◆ ◆二次检索
为了进一步定位
步定位用户需求
用户需求，
为了进一
步定位
用户需求
，系统提供各

试真题、
试真题、近万套模拟试卷，
近万套模拟试卷，每年度的考试大纲以
及配套的司法考试文书，
及配套的司法考试文书，在海量数据基础之上，
在海量数据基础之上，
提供灵活的试卷生成机制，
提供灵活的试卷生成机制，用户可以按照学科、
用户可以按照学科、

种二次检索和筛选功能。
种二次检索和筛选功能。同时还支持拼音纠
同时还支持拼音纠
相关推荐、
相关度排序、
全文检索、
错、相关推荐
、相关度排序
、全文检索
、检
索历史、
收藏报告、
定位页码等功能。
索历史
、收藏报告
、定位页码等功能
。

试卷、
试卷、题型、
题型、数量自助生成适合自己满意的试
卷，节约买书买题的成本，
节约买书买题的成本，提升复习的效率，
提升复习的效率，顺
利跨越司法考试之门。
利跨越司法考试之门。

咨询反馈：
咨询反馈：图书馆信息部，
图书馆信息部，电话：
电话：
62202112/62202113--8502，
，E-mail：
：

应用特色 1）
）专业的模拟试题出题规则
）庞
专业的模拟试题出题规则。
题出题规则。2）

lib_info@lnu.edu.cn 欢迎广大师生积极试用!
欢迎广大师生积极试用

大的司法考试真题、
）
大的司法考试真题、模拟题库和基础数据库。
模拟题库和基础数据库。3）
独有的试题与基础库互动链接功能。
独有的试题与基础库互动链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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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写读书人“淘书”
“买书”
“访书”的人缘与书缘，读书品书的乐趣，围绕书里
书外、书边絮语、书人书话信手拈来而涉笔成趣，书林漫步，书林拾趣，文字短小精悍、
隽永深邃、博学典雅构成一幅读书图。
作者姜晓铭，一九六七年生，江苏兴化人。号积树居主，嗜读书好文史，以读书聚
书为乐，写作集藏为趣。在各类报刊发表书话、随笔、文史小品数百篇
索书号 Z429.76/4

藏书地点：
藏书地点：崇山校区外借书库、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北校区书库
北校区书库

本书作者以“公共性、”“植根姓”和“前瞻性”三个关键词来概述当代人类学的特
征，不仅是为了表示对最近十年间国际人类学和社会学“公共转向”趋势的关注和认同，
更是对人类学专家主动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并得到公众认可这样一种前景的展望。主题包括：
当代人类学的文化之道和田野之术、“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学解读、发展与性别问题的公
共意义、都市空间重构与社会记忆和地方情结、文化全球化与多元信仰实践、公共卫生风
险的人类学考察、“正常”与“非正常”的医学人类学之辩等。作者潘天舒任职于复旦社
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2007 年起任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中方主
任（国际医学人类学领军人物凯博文教授任中心名誉主任）。2008 年起任“复旦－哈佛当
代人类学丛书”主编。
索书号 Q98/38

藏书地点：
藏书地点：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

解析旅游摄影中的器材、对焦、用光、色彩、构图，介绍山岳、水景、建筑、夜景、
日出日落、四季风景的拍摄技巧， 23 处绝美风景拍摄指南，36 个贴心 Q&A 问答剖析重
点难点，实拍技法、旅游资讯一书全掌握。
内容贴近旅游摄影，照片选取精美且有代表性，景点推荐丰富，更在每一章的最后
设有“Q&A”版块，以解答读者在学习这一章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内容设置细致、周到。
相信各位读者在阅读学习本书后，一定能够运用书中的知识和技巧，在今后的旅途中拍
摄出更加出色的照片!
索书号 J416/10

藏书地点：
藏书地点：崇山校区外借书库、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北校区书库

《改变大脑的灵性力量》将科学与宗教、灵修相结合，通过对大脑结构与大脑神经元的
追踪与解析，以理性的态度丝丝入扣地揭露信仰、祷告与观想等修行法门对大脑的影响，阐
释了宗教与灵性信仰的生物学基础。
在严谨的理论部分之后提供实用的实修指南——“锻炼大脑”的八大法门，从东西方的
灵修方法中汲取精华，以改善一己的觉察力与同理心。
索书号 R338.2/12

主编：范艳芬

张羽

藏书地点：
藏书地点：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北校区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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