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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图书馆开通《DataPark数据公园-全球设计、时尚与创新

趋势分析知识平台》、《酶学方法》、《中科UMajor大学专业课学习数据

库》、《瀚文民国数据库》和《科学文库》5个试用数据库，欢迎使用。

11月29日，图书馆及档案馆党支部召开党支部换届选举大会。

11月底，针对图书污损及勾画等违章情况，流通典藏部对各学院的违

章读者发放图书违章通知，12月以来共处理读者违章184人次，大大增加

了滞架违章图书的流通利用率。

12月7日，图书馆外派两名馆员参加由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举办的“CALIS助力高校学科服务业务研讨会”，学习先进业

务知识，进一步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平。

12月10日，期末考试、考研复习阶段读者数量较多，为了让读者自觉

文明阅览，阅览部制作了签名板，倡议读者能够做到不占座、不携带禁止

物品进入阅览室。

12月13日，图书馆开始研究生学位论文审核工作。

12月18日，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利用周末的时间装扮图书馆，圣诞

树和各种多彩的挂件为图书馆增添了浓浓的圣诞气氛。

12月20日，图书馆开通《法学家•中国法学多用途教学案例库》和

《畅想之星电子书平台》2个试用数据库，欢迎读者使用。

12月21日，图书馆发布《关于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计算机使用及管理

的情况说明》。

12月26日，图书馆选民投票站圆满完成了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选区

“海港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工作。

12月27日，图书馆召开全体馆员大会。

图书馆流通典藏部11月～12月持续对借阅区图书进行馆藏调整，截至

12月23日，已完成2万余册图书的馆藏优化工作。

图书馆2016年图书馆共新增上架图书4.38万册，期刊685种，报纸58

种，新增电子图书5万册，新增数据库3个，目前共有图书81.34万册，电子

图书77.6万册，数据库142个。

一句话新闻  NEWS

东秦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简称学管会，是东北大学秦皇岛

分校图书馆指导下的学生组织机构，于2013年10月正式成立。它是

联系图书馆与学生读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协助图书馆加强信息服务

的学生组织，同时也是培养大学生组织管理能力的基地。学管会共

设有宣传部、管理服务部、组织部三个

部门。各部门分工合作，相互配合，

得到了图书馆和读者的一直认可。

同学们如有与图书馆相关的问题

和建议都可以联系学管会。学管会的

公共QQ：2235127906

馆报第四版由学管会撰稿和编

辑， 欢迎广大学生读者踊跃投稿。   

我与图书馆

 从 德 龄 公 主 的 著 作 《 光 绪 泣

血记》到张纯如笔下的《南京大屠

杀》，百年前沉重的历史画卷在我面

前徐徐展开；从田园诗篇般的《光阴 

中国人的节气》到幽默隽永的《明清

小品》，传统文化的魅力又一次使我

深深折服；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

《无人生还》到《逆我者亡》，乡间

别墅派侦探小说成为我书单里的新

宠；从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到林语

堂先生的《京华烟云》，民国时期的

生活让我心往神已⋯⋯

每一次漫步于图书馆中，没有

特定的目标，却总能找着合我心意的

好书。我渐渐记住了以I开头的是文

学类著作，三楼是经济学爱好者的天

堂；我慢慢穿梭于不同的书架间，偶

尔在工科类图书区驻足一会儿，也不

妨是一件乐事；我习惯在去阅览室的

时候问候问候电子阅读器，看看每天

的新闻是否更新；我也喜欢走过从自

干了这口绝世好霾

茫茫人海与你擦肩而过的人很

多，和你相识的人也是不计其数，唯

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就那么几个人。可

是，除了亲人外，还有那么几个人，

他们虽然和你没有血缘关系，可他们

却和亲人一样关心我们，帮助我们，

在意我们。他们是朋友，在我们的生

命中，无可替代。

那么什么是朋友呢？朋友是我

们高兴时想找的人，是我们难过时给

我们安慰的人，是帮助了我们而不用

说谢谢的人。他们，可以陪我们疯陪

我们浪，也可以陪我们奋斗陪我们坚

持。朋友啊，是陪我们痛哭陪我们欢

笑的人。

朋友不是先来的人或是认识最久

的认，而是那个来了以后再也没走的

人。人生短短几十载，眨眼间便过。

那些抓住的，抓不住的，溜走的，留

下的，满满都是感动。经历过太多，

不败的是朋友。

朋友不一定常常联系，但也不会

忘记，每次偶尔想起，还是感觉那么

温暖，那么亲切，那么柔情。朋友是

把关心藏在心里，把关注放在心底。

朋友不需要门当户对，可是需要同舟

共济；朋友不需要形影不离，可是需

要心心相惜；朋友不需要锦上添花，

可是需要雪中送炭。我们不用天天见

面，可是我们一定把彼此放在心底。

古诗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

生乐在相知心”，那些各自忙乱，彼

此牵挂的老友，其实也无非“知心”

二字而。

知心，所以不会因为时光而缺失

了共同语言，也不会因为彼此看透而

疏远，就好像，昨天才刚刚一起喝过

茶。

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中有一

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历来为人称道，风雪、火炉、好酒、

故人，离开多久多远，其中情节曲折

都不必说，千言万语不过一句：

能饮一杯无？

我开心起来常常忘记你，想哭的

时候才会偶尔想起你。但是不管何时

再见，我们永远不陌生不尴尬。谢谢

你，这一生，做我的朋友。你在我的

生命中，无可替代，无法忘记。

                 （文/学管会 李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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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关系，此生难忘，无可替代

习室外那段走廊，看着狂背政治，或

是沉迷英语的学长学姐，在心里默默

为他们加油祈祷。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不大，但这

并不妨碍我爱她。相反，正是因为这

个缘故，我才能耐心地走遍她的每一

个角落，有机会去发现被人忽视的珍

宝。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也不尽完善，

但这并不代表着她一成不变。相反，

正是因为她尚在成长，每周阅览室的

新书总是能让人眼前一亮，书架上的

空缺越来越少。

图书馆大概是我在学校最爱的地

方，没有之一，因为她能给我带来一

种充实的幸福感，一种使我自知不足

的向上感，一种莫名温暖的归属感。

希望你也能在图书馆，找到一种

属于你的感觉，陌生又熟悉，却足以

直击心灵。

              （文/学管会 向林焓）

近些日子，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席

卷我国，很多人笑称，我们愿做祖国

母亲的绿萝！玩笑归玩笑，吸雾霾的

日子可真不好受啊！

雾霾天气似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

“福利”，比如说：我们再也不用出

去跑步了！窝在沙发里吃外卖实际上

比户外运动还要健康；不用再浪费烟

草钱，直接练就性感烟熏嗓；要是你

缺钱拍科幻片的特效，现在是时候拍

阴森灰暗的星球场景了......这些的确

是我们愧于承认也不愿看到的事实。

霾再也不是京津冀的特产了。

据中国气象网报道，2000年以来，中

东部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霾日数在20天

以上，局部地区甚至达到了100天以

上。另外，城区霾浓度高于郊区，夜

间的雾霾最是严重。其实，雾霾的危

害远不止健康层面。据世界银行SEPA

估计，2003年因PM10带来的经济损

失占GDP的3.8％。

当然，在雾霾天里，口罩是日

常必备，但是，防雾霾口罩你选对了

吗？大家最常使用的是棉布口罩和医

用无纺布口罩。棉布口罩主要作用在

于防寒保暖，如果在流行病高发期和

雾霾天气，这类口罩是没什么用的；

其实医用口罩仅限于防止喷射造成的

病菌感染，不能起到防尘作用。所

以，在雾霾大行其道的今天，要想防

PM2.5，就必须用N95以上的口罩，

其中N代表防尘，数字表示效能。

你讨厌什么都不能做的感受吗？

这里为大家提供三个小贴士：1.检举

和举报污染企业；2.身体力行地推动

酷炫的新能源的发展；3.多多参加植

树活动哦！

对于雾霾，我们有太多的无奈与

感叹，但是我们每人多重视一点，多

呼吁一点就可以做出不同！我们还想

在星空下聊人生、谈理想呢！希望这

篇文章能给大家带来启示，愿大家在

新的一年里都有个好身体！

                    （文/学管会 王旭）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所以

在冬至这天，全国各地都洋溢着过节

的喜悦，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一桌可口

的菜肴。而在我的家乡福建龙岩漳平

市，冬至日既不吃汤圆，也不吃水

饺，而是吃冬至包。

据考证，漳平的冬至包起源于河

南，是北方河洛地区冬至饮食文化在

漳平的传承与演化。“冬至包”形如

耳朵，也似饺子。当初，河洛人迁徙

九龙江流域并定居时，其耕种的已不

是祖地的麦子而是水稻，因此其皮则

由面皮改为由米粉皮包成，因米做的

馅皮没有面的韧性，难以包成小个如

饺子，只能略粗大个。

 冬至日——冬至包

11月15日至18日，中国冶金教育学会图书馆研究会第35次年会暨阅读推广

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冶金教育学会成员单位的60余名代表参加了

会议。会议上，全国冶金院校阅读推广策划方案大赛如期举行，共有23个作品

参与现场答辩，我馆选送的“基于微信公众号的流媒体视频阅读推广”案例

（作者：郭楠、孙涵悦、秦馨馨）经过现场答辩、评委现场打分等环节，荣获

本科组二等奖。

近年来，我馆不断利用新技术和新媒体创新服务手段，拓展读者服务工

作，并鼓励馆员开展业务创新，促进馆员个人发展，成果显著，已多次获得全

国及省、市学会嘉奖。

“冬至包”外形看似简单，做

起来可有讲究。具体做法如下：第一

步，磨浆。将2份的糯米和1份的大米

浸泡十二个小时后，磨成浆，米浆装

入一个大布袋里，把袋口扎紧。第二

步，晾浆。用扁担架在水池上，把布

袋放上去，压以重物（一半多用石磨

盘），将水分压干后，才把布袋里的

米浆掏出来。第三步，做馅。用冬笋

丝，肉丁，香菇丁，海蛎干、墨鱼干

拌以葱油，再加上胡椒粉，炒熟。第

四步，捏做。拿十分之一压好的米浆

放在开水里煮熟，将煮熟的米浆和没

有煮熟的米浆掺在一起揉，揉得越久

越有弹力，吃起来才更有韧性，掰一

“安静读书一小时”活动没有终点

近日，图书馆阅览部对“安静读书一小时”活动的读者卡片进行整理，

发现读者的读书热情很高，读书卡片的设计各具特色，特别是31334班洪澜、

11331班 李平、51432班李美琪、11472班刘集曼等同学字迹工整，内容记录完

整。“安静读书一小时”旨在通过连续21天每天阅读一小时，养成“以读书

为荣”的价值观和“以读书为乐”的生活方式，号召大家放下手机，关闭电

脑，远离网络，安安静静读书一小时。活动自今年4月发起以来，已吸引了不

少读者认真参与，且还将继续开展下去。

“安静读书一小时”活动在阅览室各楼层都设有活动专区，并准备了

空白卡片，由读者自由DIY。每次阅读结束后，同学们可在阅读卡片上记录

下所阅读的书刊信息、当时的心情和感想、挑战成功的喜悦、激励自己坚持

的话语。为了激发同学们的阅读热情和坚持阅读的毅力，阅览部的老师们一

直关注着活动效果，不定期查看卡片记录情况。在秋季读者活动月期间还安

排了专门人员为到阅览室参观的新生进行“安静读书一小时”活动的详细介

绍，并制作了提倡阅读的宣传海报，放置图书馆老馆二楼和新馆三楼阅览室

入口处。

“安静读书一小时”活动得到了读者的肯定，读者表示在活动中享受了

读书的乐趣，提高了阅读的兴趣，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并留下了21天书香

弥漫的独特青春印记。

图书馆荣获冶金图研会阅读推广
策划方案大赛二等奖

“书海寻宝”之平安夜大冒险活动
顺利举办

12月24日，由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简称学管

会）携手校团委综合办公室青年服务中心（简称青心）举办的第二届书海寻

宝之平安夜探险活动在图书馆顺利进行。参加本次活动的有学管会和青心的

全体成员以及报名参加活动的同学300余人。活动寓教于乐，让参与者在趣味

的探险过程中掌握图书查找的技巧。

本次活动在贴近图书馆的基础上，加入了你画我猜、密室逃脱等活动

环节，进一步激发同学们的参与热情，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富有趣味性，目

的在于吸引更多人走进图书馆、了解图书馆。活动以探险的形式展开，工作

人员模拟探险剧本中的人物，引导参与人员进行探险。探险总共分为智力问

答、地图找误、你画我猜、密室逃脱、书海寻书等五个环节，参与人员以小

组的形式两两分别进行探险，目的是救出被困在图书馆的圣诞老人，环节生

动有趣。开始探险后优先进入第三环节的小组可以继续探险，落下的小组被

淘汰，淘汰组仍会收到圣诞礼物。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每个人都积极参与，

乐在其中。探险成功的队伍最终救出了圣诞老人，并且收到圣诞老人精心准

备的礼物。

在活动现场所有人员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下，图书馆第二届书海寻宝

之平安夜探险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文/学管会 邓丽群）

图1  参赛者在书库中寻找线索

块米浆，用手捏成一个菱形窝往里面

放馅，然后把米浆块捏合就可以了。

最后一步，蒸煮。将包好的“冬至

包”放在蒸锅里，最好以土灶松材烧

煮，以使松脂之味沁入致味道独特。

待“冬至包”涨大溢香后才算蒸熟。

跟北方“不吃饺子耳朵冻掉”的

谚语一般，每逢冬至前后，漳平的老

百姓，家家户户都会做冬至包过节，

祈福来年好运。虽然每个地方地风俗

不同，饮食不同，但是不管是冬至

包，还是汤圆水饺，最根本上的内涵

还是一样的，那就是对节日的欣喜与

对来日的期待与守望。写到这里，我

真有点想念家里的冬至包了，你呢？  

              （文/ 学管会 郭妍梅）

图2   参赛者在探险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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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图书馆版权公告

本期
关注

近期东北大学图书馆陆续收到美

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数

据库提供商关于IEL数据库过量下载处

理事宜的通知邮件，邮件内容表示，

有部分IP地址因持续过量下载，已被

认定为恶意下载，根据数据库使用许

可协议，封停了2001:da8:9000::/48的

IPV6地址段。而分校IPV6地址正被该

封停地址段范围内，导致分校暂时无

法访问，目前东北大学图书馆正会同

信息化办积极开展调查。

为保障教学、科研对文献信息的

需要，维护学校广大用户的合法权益

及我校的良好声誉，图书馆再次发出

倡议：请各位读者与图书馆一起共同

维护知识产权，文明使用图书馆数字

资源，创建良好的文献使用环境。

数字资源在使用时虽然不像纸质

资源一样会出现污损、涂画、遗失等

问题，但是仍然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等

问题，同样需要文明使用。必须遵守

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规范，才能够保

证数字资源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容易“踩雷”的行为

东北大学图书馆在数字化资源建设上大力投入，购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

学术数据库，如Elsevier、SD、Wiley、ARL、EBSCO、ACS、DII、Springer、

PQDT等极具学术价值的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学位论文、专利数据库。

读者用户在利用数字化资源时，应当特别注意尊重知识产权，合理使用电

子资源。数据库商随时监控对数据库的使用情况，如有违规，商家将封杀整个

IP段，给我校用户的正常使用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图书馆要求用户重视并严格遵守电子资源的使用规定：

1.任何用户不得使用网络下载工具批量下载图书馆购买的电子资源；

2.不得连续、系统、集中、批量地进行下载、浏览、检索全文数据库等操

作；（一般数据库商认为，如果超出正常阅读速度下载文献就视为滥用，通常

正常阅读一篇文献的速度至少需要几分钟。）

3.任何个人不得将个人网络帐号提供给校外人员使用本校电子资源；

4.校内任何个人不得私设代理服务器，提供校外人员使用本馆购买的电子

资源。校内单位若由于特殊需要需设置代理服务器，一定要事先得到图书馆允

许，并且保证该服务器不得允许校园外IP通过它访问图书馆购买的电子资源；

5.任何个人不得利用我校购买的电子文献资料进行非法牟利；

6.如发现违规行为，图书馆将协助学校有关部门进行追查，并进行严肃处

理：

1) 限制违规IP的使用权限

2) 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或处分

3) 对于引起知识产权纠纷的，违规者须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赔付。

数字资源的丰富、便捷和可共享性，给我们的学习、科研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遵

守使用规则，只有人人都文明使用数字资源，才能人人获益。

文明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

为了让读者从多角度了解图书馆，快速掌握馆藏资源的利用方法，更好地

进行学习和科研，图书馆于10月24日-11月23日开展了“2016年秋季读者活动

月”系列活动。

本次秋季读者系列活动从读者使用图书馆的角度出发，设置了多个形式各

异的环节，内容涵盖各项读者服务。具体活动包括“印象图书馆”系列活动、

“畅游阅览室”系列活动、“数字资源讲座”系列活动、新生座谈会暨第四届

学管会受聘大会、外文书展等。

活动贴近读者，互动性强，吸引了教师读者和学生读者的积极参与，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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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印象图书馆”报名处

图2  数字资源讲座现场

图3  阅览室老师为读者介绍“安静读书一小

时”活动细则

图4 “外文书展”中教师在挑选图书

图6  阅览部老师为新生讲解电子期刊阅读器使用方法

图7  新生座谈会暨第四届学管会受聘大会现场

图5  图书馆教师指导新生试用触屏电脑

图8 学管会全体成员 图9 图书馆教师为学管会颁发聘书

相信大部分的读者朋友们都不是

主观故意违反规定，只是在实际操作

中，我们要更加注意，避免以下这些

容易“踩雷”的行为：

1、“一篇一篇慢慢看太麻烦，

把搜到的文献一股脑先下载下来再

说。”一般一次性下载超过 50 篇的 

全文文献、对某本期刊整本下载等，

会被数据商视为“连续、大批量”恶

意下载。建议：先看摘要，确定需要

再下载全文，这样做虽然下载时麻烦

了点，但在后期整理和使用文献时可

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校外的同学托我下载论文，

我从图书馆数据库下了几百篇发给

他。”把仅限在校园网内使用的电子

文献传递给校外用户是违规的。

3、“朋友在校外下载不了论文，

我把我的VPN账号借给他。”将个人

网络账号提供给校外人员使用也属于

违规行为。

2015年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开辟了含

有20台高性能触屏一体机的阅览区供读者使

用，受到读者的欢迎，但在使用过程中读者

反应了较多使用及管理上的问题，在此说明

如下：

1. 关于网络瘫痪或无法上网的问题

有读者反应：电脑经常连接不上网络，

有网络瘫痪问题。

解 决 方 法 ： 首 先 确 认 电 脑 是 否 接 入

“NEUQ”的无线网络，其次是否已经用

锐捷账号登陆并认证。如出现网络故障，请

自行联系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电

话：8072288），或与图书馆值班老师说明，

由图书馆值班老师联系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

公室。

近期校园网中的无线网络的确有不稳定

现象，图书馆的网络是校园网的一部分，受

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管理，根据学

校有关规定，公共机房电脑需用户自行准备

锐捷账号，通过锐捷账号认证后方能接入校

园网。

2. 关于电脑加了密码的问题

有读者反应：电脑可以开机，但设置密

码，无法登陆。

解决方法：图书馆的电脑是免费提供给读

者使用，属于公共机器，因此图书馆不设置任

何密码，应是个别读者在使用时自行设置了密

码。当出现该情况时，请与图书馆值班老师说

明，我们将进行系统初始化并删除密码。

在此图书馆温馨提示：图书馆所有供读者

免费使用的电脑均属于公共电脑，请各位读者

在使用时不要设置个人密码，不要新建账号，

以免影响他人使用。

3. 关于电脑硬件本身的问题

该问题没有人反应，该批电脑目前运行正

常，无影响读者使用的故障电脑。

读者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电脑故障，请及

时联系图书馆值班老师，图书馆也经常由值班

老师和系统部检查电脑硬件情况，一旦发现故

障立即报修。

欢迎使用图书馆为读者准备的丰富服务，

祝各位读者使用愉快。

                                               图书馆    

                                       2016年12月21日

关于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计算机使用及管理的情况说明 数据库试用推荐

1、数据库名称：《畅想之星电子书平台》

简介：畅想之星电子书平台由畅想之星联合出版社倾

力打造，旨在将出版社的正版电子书通过平台销售到全国

各级图书馆。阅读不需要安装阅读器可以直接打开，读者

借阅图书到本地（移动端）以后，到期需要归还，如果没

有归还，系统将自动归还。图书馆没有购买的电子书只能

在线试读或者试读下载正文前10页。 

登陆方式：网页版——读者在校园网授权IP范围内任

意注册一个账号登录。（需要激活，进入邮箱激活成功

后，使用注册的账号登录系统）。手机版——通过手机或

PAD扫描网站上的二维码安装APP，通过账号登录使用。

2、数据库名称：《法学家•中国法学多用途教学案例

库》

简介：国内唯一法学案例教学数据库软件。是专为高

校法学院系及其他院校法学案例教学编纂的多用途法学教

学案例数据库，含2万余个法学教学案例、近100万件法律

法规和1万余篇法律文书，在各类法学教学活动中使用多

年，获得广泛好评，成为法学教学研究必备的工具。

登陆方式：校内IP直接访问；校外IP使用账号密码访

问，用户名: dbdx ，密码: 683391。

具体访问地址请登陆“图书馆主页-通知公告-试用法

学家案例库和畅想之星电子书平台”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