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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新浪官⽅微博⾃
2012 年底开通以来，
年底开通以来 ，受到了校内外

图书馆官方微博改版上线

1版

数据库使用推介

2-3 版

好书推荐

4版

⼴⼤读者的欢迎，
⼴⼤读者的欢迎，收到的建议和意见
对图书馆的服务建设起到了关键性

使⽤通知、
使⽤通知、读者培训讲座通知、
读者培训讲座通知 、课件，
课件，

的作⽤。
的作⽤ 。

馆务信息等；
馆务信息等 ； 反映我校学科资源分布

为更好地成为与读者沟通的桥

情况的“
情况的“ 学科分馆业务交流”
学科分馆业务交流 ”；介绍优

梁 ，图书馆新浪
图书馆新浪官⽅微博⾃
新浪 官⽅微博⾃ 2014 年

秀图书馆⽂化的“
秀图书馆⽂化的 “ 你馆我馆他馆”
你馆我馆他馆 ” 及

3 ⽉底正式改版上线。
⽉底正式改版上线 。新版微博分为

搭建平台，
搭建平台 ， 共享服务，
共享服务 ， 分享⼈⽣，
分享⼈⽣ ， 创

⼗ 个栏⽬，
个栏⽬，分设⼦栏⽬，
分设⼦栏⽬，包括旨在为

造精彩等内容。
造精彩等内容 。 改版后的微博仍以服

读者介绍新进馆图书的“ 新书推荐”
新书推荐 ”，

务读者为根本，
务读者为根本 ， 增强与读者交流和互

与读者分享读书⼼得感悟的“阅读⼼

动 ， 逐步发展成为图书馆微服务中的

语 ”； 按图书分类推荐图书的“
按图书分类推荐图书的 “ 读书

重要组成部分。
重要组成部分 。 希望校内外的读者们

下午茶”
下午茶 ”， 介绍上架新书新刊的“
介绍上架新书新刊的 “ 阅

积极关注图书馆新浪
积极关注图书馆 新浪官⽅微博
新浪 官⽅微博，
官⽅微博 ， 关注

读悦美，
读悦美 ， 书语⼼听”
书语⼼听 ”； 为读者介绍我

并激励我们的成长！
并激励我们的成长！

馆馆藏价值⾼的古籍⽂献和相关国
学知识的“
学知识的“ 琅嬛⼀隅”
琅嬛⼀隅”； 以图⽚形式
反映校内、
反映校内、馆内⼈⽂图景的“
馆内⼈⽂图景的“ 馆风馆
情馆韵”
”； 以及图书馆发布的数据库
情馆韵

微博链接 ：http://weibo.com/lnulib
咨询电话：
咨询电话 ： 6220211262202112-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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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数据库推介”
数据库推介”为大家介绍的是面向在校大学生的学习型专业数据库——
为大家介绍的是面向在校大学生的学习型专业数据库——“
——“中科大学
专业课学习库”
”&“中科 VIPExam 考试学习资源库”
专业课学习库
考试学习资源库”。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名称：中科 UMajor 大学专业
课学习数据库
数据库链接：
数据库链接：http://www.umajor.org
数据库介绍：
数据库介绍：中科 UMajor 数据库是国内
第一款大学生专业课学习资源数据库。
第一款大学生专业课学习资源数据库。现
已收录百余门专业课的知识脉络剖析讲
义、课程学习指导、
课程学习指导、章节练习试卷等学习
资源，
资源，全面覆盖理学、
全面覆盖理学、工学、
工学、管理学、
管理学、经
济学、
济学、文学等十二大学科门类。
文学等十二大学科门类。
■ 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收录
——收录 150 余门基础专业课的知
识资源以及数万套章节同步练习试卷
资源以及数万套章节同步练习试卷，
以及数万套章节同步练习试卷，供同学们
进行课程预习、
进行课程预习、课程复习、
课程复习、知识点扩展学习以及
通过答卷练习来检验自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
握程度。
握程度。
■ 综合模拟自测——
综合模拟自测——在
——在“综合模拟自测”
综合模拟自测”功能
中，同学们可以选取多个章节（
同学们可以选取多个章节（知识模块）
知识模块）的试
题，以自测练习的方式来验证自己的学习成效和
对各知识模块的掌握程度。
对各知识模块的掌握程度。自测练习答卷之后，
自测练习答卷之后，
系统将显示每一道试题的正确答案和知识点解
析。
■ 错题记录——
错题记录——“
——“错题记录”
错题记录”为 UMajor 数据库
所独有的学习功能。
所独有的学习功能。同学们在使用 UMajor 数据
库进行答卷练习的过程中，
库进行答卷练习的过程中，凡是做错的试题都将
凡是做错的试题都将
被自动保存到“
被自动保存到“错题记录”
错题记录”中，便于同学们日后
对这些试题及其知识点进行分析总结和强化记
忆。

数据库使用方法：
数据库使用方法：
（1）打开数据库首页 www.umajor.org
（2）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注册”
注册”按键，
按键，以
您所注册的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您所注册的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然后选
择页面上部的功能导航条来进入自己所需
使用的学习功能，
使用的学习功能，如课程学习中心、
如课程学习中心、试卷
中心等；
中心等；
（4）关于更加详细的数据库使用方法，
关于更加详细的数据库使用方法，请
同学们参阅数据库里的“
同学们参阅数据库里的“使用帮助”
使用帮助”。 数
据库咨询电话：
据库咨询电话：40064006-010010-778。
778。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名称：中科 VIPExam 考试学
习资源数据库
数据库链接：
数据库链接：
http://222.26.91.40/(
http://222.26.91.40/(镜像）
镜像）
http://www.vipexam.org
(CERNET 教育网服务器 主站试用)
主站试用)
http://www.vipexam.net (电信/
电信/
联通服务器 主站试用)
主站试用)
■模拟自测：
模拟自测：收录英语类
收录英语类、
英语类、公务员类、
公务员类、考研类

等十一大类 600 余个考试科目的历年真题试卷
和模拟试卷 3 万余套，
万余套，供同学们进行考前模拟
自测。
自测。测试结束之后，
测试结束之后，可以查看试题答案和解
可以查看试题答案和解
析，并将试卷保存到“
并将试卷保存到“我的题库”
我的题库”中，便于日
后重新测试或分析总结。
后重新测试或分析总结。
■专项练习：
专项练习：可在题库中随机抽取任意考试类
在题库中随机抽取任意考试类
别、任意题型的试题，
任意题型的试题，以强化训练自己针对某
一题型的解题能力。
一题型的解题能力。
■我的题库：
我的题库：在答卷过程中如果遇到断网、
在答卷过程中如果遇到断网、断
电、计算机宕机等意外因素，
计算机宕机等意外因素，则该套试卷及同
则该套试卷及同
学们已经作答的记录都会被自动保存到“
学们已经作答的记录都会被自动保存到“我的
题库”
题库”中。日后可随时再以个人账号登
日后可随时再以个人账号登录
随时再以个人账号登录“我
的题库”
的题库”，对该套试卷继续作答（
对该套试卷继续作答（同学们原来
的作答记录还都保存在试卷上）；
的作答记录还都保存在试卷上）；
■错题重组卷：
错题重组卷：“错题重组卷”
错题重组卷”也是 VIPExam
数据库独有的学习功能。
数据库独有的学习功能。同学们可以定期将自
己答错过的试题重新组成一套试卷供自己测
试，以检验自己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以检验自己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注意：点击页⾯中部的“注册”按键，
拥有⾃⼰的专⽤账号，才可以更加⽅
便地使⽤数据库内的各种学习⼯具；
登录后选择页⾯下⽅的“进⼊数据
库”或“进⼊⽹站”。 如果听⼒⽆
法播放，请升级 Windows Media
Player 至 9.0 或更⾼版本。
或更⾼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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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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数据库链接：
数据库链接： www.pishu.com.cn

第3版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名称：EDS 资源发现系统
（Find+版本
Find+版本）
版本）
数据库链接：http://lnu.findplus.cn/
数据库链接
试用时间：
试用时间：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内容介绍
内容介绍】
介绍】

【内容介绍】
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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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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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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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S 资源发现系统（
资源发现系统（Find+版本
Find+版本）
版本）被
称之为图书馆的 Google，
Google，系统覆盖全球 9
万多家期刊和图书出版社的资源总量已达
11 亿条，
亿条，覆盖的学术期刊超过 17.7 万
种，其中全文资源近 7 千万，
千万，几十种类型
的学术资源。
的学术资源。系统分为外文资源发现、
系统分为外文资源发现、中
文资源发现、
文资源发现、馆藏资源发现、
馆藏资源发现、全文导航四
大模块,
大模块, 为用户提供单一的检索入口，
为用户提供单一的检索入口，可
实现：
实现：简单检索、
简单检索、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原文/
原文/文摘
获取等多种服务。
获取等多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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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量数据：
海量数据：目前拥有海量元数据近 11 亿条，
亿条，
涵盖图书馆的纸本及电子资源(
涵盖图书馆的纸本及电子资源(包括图书、
包括图书、期刊
与会议文献、
与会议文献、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书评、
书评、报纸、
报纸、多媒体
资源、
资源、开放获取资源等)
开放获取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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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台融合:
平台融合: 融合多种平台,
融合多种平台,实现了检索结果与
Google Scholar, Wiki 词条、
词条、社交网站等资源
和服务的聚合。
和服务的聚合。让用户在单一平台上即可获得
图书馆内以及互联网上用户想搜索的相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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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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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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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特点
数据库特点

• 相关性排序：
相关性排序：大量的检索结果按相关性排序
方便读者快速定位所需信息。
。通过多种途径的
方便读者快速定位所需信息
分面以及利用控制性主题词表优先的排序方式
进行过滤、
进行过滤、聚合与导引，
聚合与导引，令最相关的结果最先
排列。
排列。
• 一站式获取:
一站式获取:通过开放链接技术，
通过开放链接技术，提供一站式
获取功能。
获取功能。通过嵌入式全文、
通过嵌入式全文、客制化链接和链
接服务器 LinkSource
LinkSource，读者可以快捷恰当地获
取全文和数字对象。
取全文和数字对象。至于纸本资源，
至于纸本资源，则会显示
链接至馆藏地及索书号等信息和实时流通状
态，方便读者可以借阅、
方便读者可以借阅、预约、
预约、续借等。
续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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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时光，相伴有淡淡书香，这样温暖的图书馆情景，是否依然藏于记忆深处？
在数字化时代，让我们抽出一天的时间，走路或骑车来到图书馆约会，随意坐在书架前，
抽出一本书，累了就抬头看看窗外的景色，一年四季，图书馆的风景都是如此之美！本
书围绕图书馆的“前世今生”
、古今中外的图书馆、世界著名的图书馆、与图书馆相关的
名人，描述图书馆里发生的故事，以及与图书馆相关的建筑、艺术、人文，有思想，有
趣味。本书突出与图书馆相关的人、建筑美学、藏书特色、涉及历史地位及文化传承，
是一本包罗图书馆所有人文风景的书。
馆藏信息：
馆藏信息：索书号 G259.19/8 北校区书库
北校区书库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

人生一时的不如意，并不代表一生都将永远不快乐。人生有时显得很沉重，那是因为
我们有太多负担放不下。只要懂得放下，心灵能自由，心境能开朗，喜悦就会马上出现。
“放
下”的真谛是什么？需要怎样“放”下呢？如何“放下”
，才能得到“快乐”？
作者关伯伦先生，学识渊博，他活用佛家、哲学、心理学，以至《圣经》的智慧，以
精简、有趣的方式，深入探讨了“放下”这课题。在书中，他引用大量的佛经和哲理故事，
说明他对“放下为乐”的看法和观点，当中又汇集了他自身的丰富经验，以及中西学者的
宝贵意见，并穿插了不少佳言美句，作辅助论述，令本书看起来轻松易明，又务实易行。
馆藏信息：
馆藏信息：索书号 B821/354 北校区书库
北校区书库 崇山校区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
校区外借书库

作者写这本书的核心关切，即是书名所示：“寻找大范男孩”，意即，台湾男性（尤其
是父亲和“我”这一辈）如何在一个世纪大历史的左右下，失掉了男性的自尊、心胸、气度，
难以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用作者的话讲，即是台湾男性的“欠缺”和“萎缩”。
作者对自己父亲一生的追索尤令人动容：曾为日本皇民，并为日本陆军服务过的父亲一
生沉默和不得志，在家里也没有权威。作者通过几张老照片，在父亲死后如探案般地追踪父
亲在日本几年的行踪，如此挖掘不足为外人道的家痛，足见作者的勇气和他把自己摆到台湾
历史的进程中，以家史写国史的抱负。
馆藏信息：
馆藏信息：索书号 K295.8/58 北校区书库
北校区书库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
崇山校区外借书库

100 部伟大电影的卓绝评论，来自全美最负盛名、最可信赖的影评人罗杰·伊伯特。他所
评述的影片，在他看来真正呈现出电影的伟大。
《伟大的电影》一书精选了其中的 100 篇文章，每一篇都是评论和鉴赏的提炼，是热爱、
分析和历史的糅合，它们让读者以崭新的目光和重燃的热情回味所评述的影片。伊伯特的影
评广泛覆盖各种类型片、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从电影艺术史上至高无上的经典作品到深受
广大观众喜爱的娱乐作品。在文章中，罗杰·伊伯特成功地将学者渊博深刻的电影知识、纯
美学的判断力与明白晓畅的鉴赏文字融为一体，再配以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部负责人玛丽·科
里斯精选的珍贵剧照，使本书成为所有电影爱好者与观众的珍宝库、无可匹敌的观影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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