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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6月5日，为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和利用馆藏纸质外刊资源，阅
览部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陆续推出三期外刊推荐，主题分别为“经贸综
合类”、“IEEE纸质外刊”和“基础学科期刊”。

5月14日，采编部完成2019年中文期刊订购工作。

5月14日-6月10日，图书馆视听室开展“漫威电影十年经典展播”主

题活动，展播了《美国队长》（1、2、3）、《复仇者联盟》（1、2）、

《钢铁侠》（1、2、3）和《雷神》（1、2、3）等漫威系列经典影片。

5月22日，为提升青年教职工的科研水平，促进青年教职工牢固树立

爱岗敬业思想，推动青年教职工对服务社会责任感的认同以及自我发展空

间的突破, 直属分工会邀请我校实验教育中心主任郭献章在图书馆400室举

办了“立足专业，找准需求，科研服务社会”专题讲座，图书馆、计算中

心、实验教育中心的青年教师参加了本次讲座。

截至5月30日，图书馆5月共上线1个正式数据库和8个试用数据库。其

中正式数据库是万方的《中国地方志知识服务系统》，试用数据库分别

是：QQ阅读-易读书电子阅读产品、学术前沿在线数据库”、“商务数

据库”、FNT和Morgan&Claypool综述文集电子书、PatentPak化学学科专

利检索、MethodsNow美国化学文摘实验方法信息数据库、《中国金石总

录》、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科学转化医学》）。

5月31日，采编部完成2019年外文期刊订购工作。

截至5月31日，阅览部5月接待读者达5万人次。

6月初，图书馆开始对借阅区内的图书三维定位导航系统进行升级改

造，从原来的强制定位升级为首书定位，此举将彻底解决部分图书定位不

准确的现象，使读者查找图书更加便捷。

6月5-9日，信息系统部为新馆三楼信息共享空间内的电子报刊阅读机

新增10万余册电子书，拓展了设备新功能，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6月19日，青春不毕业——图书馆毕业季系列活动正式开始。为了让

毕业生感受到母校的关怀与温暖，图书馆为毕业生提供贴心、细致、周到

的离校服务，包括毕业留言墙、“我的图书馆时光”读书印迹卡、阅览室

造型合影、毕业照片征集、毕业季观影等。

简讯  BRIEF

扫码关注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

图书馆荣获“河北省高等学校图书
资料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根据“冀高图委字〔2018〕第1号”、“〔2018〕第2号”文件精神，由

高校自主申报、推荐，经过省高校图工委专家组评审，我馆荣获2017年度

“河北省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同时我馆馆员张东、逯婧

荣获2017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先进工作者”称号。此次获奖，充

分体现了我馆在学科服务、资源建设、读者服务、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

也展示出馆员的业务素质与精神风貌。图书馆会继续依托自身优势，助力教

学科研，提供优质读者服务，为我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支持，为图书馆事

业做更大贡献。

为进一步加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更密切的情感联系，探索满足读者高层次

心理需求的人文服务模式；也为配合学校有关毕业生文明离校工作，营造健康

有序、生动活泼的文明环境和毕业氛围，让毕业生感受到母校的关怀与温暖，

图书馆推陈出新、倾心打造，特为毕业生提供贴心、细致、周到的离校服务，

面向2018届全体毕业生推出“青春不毕业”为主题的图书馆毕业季系列活动。

4月17-18日，图书馆2018年春季

教参样书展如期在二楼大厅举行并圆

满落幕。

根据学校专业设置，结合教师建

议，图书馆邀请了清华大学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北京

交通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及燕山

七家出版社3000余种图书参展
图书馆成功举办2018春季教参样书展

你选书，我买单，即刻借
文学传记类图书即荐即借活动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满足读者需求，激发阅读热情，营造多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氛

围，4月23-24日，“博文约礼、荐购有你”文学传记类图书即荐即借活动在

图书馆二楼大厅成功举办，吸引众多读者前来阅读、荐购，现场借出图书262

册。本次活动创新实践了“你选书、我买单、即刻借”的图书采购形式，是

图书馆4·23世界读书日重要活动之一。

活动现场展出图书共3500余册，出版时间均为2017年1月至今，分为思

政、人物传记、国外文学、国内小说、国内散文、国内其他文学六大类。读

者根据个人需求，将荐购图书交由工作人员现场编目著录、加工后完成借

阅，实现了集“展、阅、荐、购、借”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6月6日下午，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景舜逸教授在图书馆400室举办题

为《书法礼仪学与性格、人生》的讲座，秦墨书画协会及爱好书法的师生积极

参与。景舜逸教授就书法与礼仪、书法与性格、书法与人生等内容详细展开，

将书法中的笔画、结构、章法之礼仪和自己多年习书的宝贵经验与同学作了分

享，提出了“书法与礼仪学”的美学观点。现场互动频繁，掌声阵阵。

同时，景舜逸教授向图书馆捐赠本人撰写的《景舜逸书钟鼎文》一书，这

是我国第一部用钟鼎文字体书写国学经典语句的书籍。该书不仅进一步丰富了

我馆馆藏，也激励广大书法爱好者习书识礼，在书法中寻得做人之本。

在书法中寻求做人之本
景舜逸教授到馆举办讲座并赠书

大学出版社共7家优秀出版社参展，吸引百余名教师前来选书。本次参展样书

共3000余种，现场赠送教师样书600余册。

本次书展得到教师的积极参与和高度认可。图书馆将进一步细化服务，

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提供文献资源保障。

 青春不毕业——图书馆毕业季系列活动

活动一：毕业留言墙
图书馆在二楼大厅竖起毕业留

言板，让毕业生们写下对图书馆的寄

语，对母校的思念，对象牙塔中青春

岁月的留言。  活动二：“我的图书馆时光”读书印记卡
图书馆为毕业生现场定制《我的图书馆时光》读书印记卡，记载了大学四

年在图书馆留下的点滴印迹，让毕业生们带着满溢书香的青春记忆和满腹经纶

的豪情壮志一起踏上新的旅程。

活动三：图书造型合影

活动五：毕业观影活动

活动四：毕业照片征集

图书馆是毕业留影的必选地点，

为了让毕业生们留下更加精彩的书香

照片，图书馆用书籍搭建了各种造

型，供毕业生合影使用。

图书馆征集毕业生们与图书馆或

图书相关的电子照片，保存毕业生们

与图书馆的美好瞬间。读者只需将电

子照片至官方邮箱neuqlib@qq.com，

图书馆择优打印上墙。所有投稿的照

片将留存图书馆，用作珍藏以及未来

活动宣传。

图书馆精选了5部近期优秀电影，

为毕业生奉上一场丰盛的影视盛宴。

影片信息：

1、影片名称：《21克拉》

     主演：郭京飞 / 迪丽热巴

2、影片名称：《无问西东》

     主演：章子怡 / 黄晓明 / 张震 / 王

力宏 / 陈楚生

3、影片名称：《幕后玩家》

     主演：徐峥 / 王丽坤 / 王砚辉 / 段

博文 / 任达华

4、影片名称：《暴裂无声》

     主演：宋洋 / 姜武

5、影片名称：《古墓丽影：源起之

战》

    主演：艾丽西亚·维坎德 / 吴彦祖

观影地点：

       图书馆视听室

近日，图书馆收到我校管理学院贺小敏老师的赠书，共105册。贺小敏

老师的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艺术管理与创作研究，捐赠的图书

中有最新出版的教参，代表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方向和成果，也有其本人阅

读、珍藏并认为是值得向我校师生推荐的好书。他希望以这些图书为载体，

将文史的精粹、专业知识的精华在全校范围内分享和传承。

传递书香，分享知识
图书馆收到我校教师贺小敏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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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你是这样的数据库

文献管理利器——NoteExpress

会议名称 主办（协办）单位 会议时间 截稿时间 检索情况 会议地点

第九届国际信息与通信技术大会（ICICT2019）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IRNet国际网络学术交流中心
2019/01/11-13 2018/06/15 EI Compendex、CPCI 南宁

第三届管理工程、软件工程与服务科学国际会议(ICMSS 2019)
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计算机学院、

亚洲研究者协会
2019/01/12-14 2018/09/01 EI Compendex 武汉

第三届机器视觉和信息技术国际会议(CMVIT2019) 亚太科学与工程研究所(APISE) 2019/02/22-24 2018/06/05 EI Compendex、CPCI 广州

第三届图形、图像和交互技术国际会议(CGIIT 2019) 亚太科学与工程研究所(APISE) 2019/02/22-24 2018/06/10 EI Compendex、CPCI 广州

第三届IEEE信息技术、网络、电子及自动化控制会议（ITNEC）
IEEE北京分部

重庆全球联合科学技术研究院
2019/03/15-17 2018/11/10 EI Compendex、CPCI 成都

第四届亚洲电力与电气工程国际会议(ACPEE2019)
奥克兰理工大学、约旦美国马达巴大学、

香港机械工程师协会
2019/03/28-31 2018/06/05 EI Compendex、CPCI 杭州

第四届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国际会议(ICRESG 2019)
奥克兰理工大学、约旦美国马达巴大学、

香港机械工程师协会
2019/03/28-31 2018/06/05  未知 杭州

第四届先进材料与应用国际会议（AMA 2019）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西南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
香港机械工程师协会

2019/04/10-13 2018/10/10 SCI 宁波

2019 IEEE Underwater Technology (UT) 
IEEE海洋工程学会台北分会/东京分会、国
立中山大学台湾海洋研究所国家应用研究所

2019/04/16-19 2018/08/01 EI Compendex 台北

第三届环境与能源工程国际会议（IC3E 2019） 
山东大学、厦门理工大学、

国际环境信息科学学会（ISEIS）、
亚太科学与工程研究所（APISE）

2019/04/25-27 2018/08/10 EI Compendex 青岛

第三届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建筑国际会议（ICSDGB 2019）
山东大学、厦门理工大学、

国际环境信息科学学会（ISEIS）、
亚太科学与工程研究所（APISE）

2019/04/25-27 2018/08/05 未知 青岛

会议信息早知道

2019年1月至4月学术会议

NoteExpress 围绕科学研究最核心的文献信息，为用户提供了信息导入、

过滤、全文下载，以及众多的管理功能，可以大大提高研究者的文献管理和

研究效率。同时，NE 的社区功能，能将用户自己的题录分享到社区的组群

中。

数据收集：内置几百个收费、免费电子资源库的接口，可以快速下载大

量题录（文摘），针对性下载对读者有价值全文；支持格式化文件导入，即

从数据库页面的检索结果导出固定格式，比如Endnote格式、RIS格式等；支

持已下载的全文导入；还可手工录入个别没有固定格式导出的题录或者由于

其他原因需要手工编辑的题录；用户在浏览专业数据库（列表附后）或普通

网页时，可以通过“青提收藏”插件保存题录和全文到NoteExpress；手机

APP“青提文献”也可以与NoteExpress实现协同功能，利用碎片时间进行文

献收集，并最终归集到自己的NE中。

管理：分门别类管理电子文献题录以及全文；可查找重复题录；可DIY

表头，并根据自定义表头排序；可添加附件并进行标记，

分析：对检索结果进行多种统计分析，能够快速了解某一领域的重要专

家，研究机构，研究热点等。分析结果能导出为txt和csv等多种格式，方便做

出精准的报告。

发现：综述阅读方式，提供包括作者、标题、来源、关键词、摘要字段

内容，帮助研究者快速阅读，发现有价值的文献；笔记功能随时记录看文献

时的想法和研究的设想，这些信息都与文献信息关联在一起，便于日后进一

步展开工作。

写作：支持 Word 以及 WPS，在论文写作时自动生成符合要求的参考文

献索引，而且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参考文献的格式。在文章/论文的过程

中，用户便可以从手工编辑与管理文献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

社区：在线学术社交网络平台。可结合 NoteExpress 客户端实现题录上

传、分享、下载功能。

使用路径：图书馆网站-数字资源-NoteExpress参考文献管理工具系统

网络限制：IP控制，校园网内下载

“莫负时光、与春共读——4.23世界读书日摄影大赛”
获奖名单

“莫负时光、与春共读”摄影大赛是2018年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之一，以摄影的形式，倡导我校读者拿起手中的相机记录他们的读书故

事，将这份春日书香传递出去。摄影作品要求以读书为主题，读者随

拍，手机、相机、Ipad等拍照设备均可。经过评审组专家们的艰难取舍，

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此次摄影比赛不但迎来

了新朋友，还有老朋友们的支持。去年三等奖获得者郭妍梅同学今年以

一幅《寻春归来》赢得大赛一等奖的桂冠。新面孔范思昊同学以非凡的

创意获得了评委们的认同，荣获二等奖。图书馆张东老师，从一位新人

母亲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宝宝的求知欲望，并列获得二等奖……

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名称 作者

一等奖 《寻春归来》 郭妍梅

二等奖 《叛逆与进取》 范思昊

二等奖 《问候树叶，你好初夏》 张东

三等奖 《活到老，学到老》 洪婷慧

三等奖 《滑行静读》 李鑫媛

三等奖 《采薇》 王缘

公众号信息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为“东北大

学秦皇岛分校图书馆”。

关注该微信号可以接收图书

馆最新资讯，实现图书馆馆藏数字

资源的查询、阅读、下载、借阅等

功能，还可绑定读者证进行续借、

预约、接收借阅通知等操作，绑定

账号和密码请使用读者证号和密码

（同学校统一门户）。

微信公众号4-6月份主要资讯：

[网络培训]  

5月ProQuest外文学术资源检索与利用网络培训

4月份EBSCO免费网络课程安排

IEEE Xplore MOOC 2018春季课程开课通知

[数图动态] 

要抓紧！两大化学类数据库开放试用一个月！

新增三个试用数据库——商务数据库、FNT数据库和Morgan&Claypool综述

文集电子书数据库

试用QQ阅读——易读书电子阅读产品 

试用学术前沿在线数据库

[期刊推荐] 

馆藏纸质基础学科期刊推荐

馆藏IEEE纸质外刊推介

外文原版期刊推介——经贸综合类

[通知公告] 

“莫负时光，与春共读”摄影比赛评选结果出炉啦

莫负时光，与春共读——4.23世界读书日摄影大赛通知

图书馆运动会、五一期间开馆通知

4•23世界读书日活动邀请函

2018年春季教参样书展即将拉开帷幕

[图书推荐] 

领航时代 不朽丰碑——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活动筋骨 春光不负——运动、旅行、摄影专题图书推荐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热书

[读书时间]  

2018年4月图书借阅排行榜

2018年3月图书借阅排行榜

[4•23世界读书日]

文学传记类图书即荐即借活动4月23日开启

[培训讲座]

图书馆4月份读者培训01—“政府统计数据漫谈”专家讲座通知

[动态传真]

图书馆老师在学校第八届“人文东秦”校园文化原创作品征集活动中斩获

多项佳绩

又一批读者在四六级&考研的征程上先走一步，更多精彩培训陆续放送

[毕业季活动]

青春不毕业——图书馆毕业季系列活动通知

活动一：回不去的年华，抹不去的记忆—图书馆留言墙

活动二：快来领取属于你的“我的图书馆时光”！

活动三：我型我秀，你行你show！图书馆呼唤毕业生来合影啦！

活动四：我与图书馆的记忆——毕业照片墙征集

活动五：让我们一起，再去图书馆看一次电影——毕业季影讯

[转发]

重磅！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秦皇岛分中心在我校揭牌（内

含宣传片视频）

1、如果图书馆借阅区和阅览室都没有您想找的那本书怎么办？

2、怎么快速查找某一本期刊是不是核心期刊？

3、图书馆有哪些英语学习的资源？

4、图书馆借阅区的书是按什么规则排架的？想找关于“一带一路”经济

研究方面的书该去哪个借阅区？

5、从哪里可以看到自己目前借了哪些书？

6、读者证丢失了怎么补办？

7、毕业了，想把一些书捐给图书馆，怎么办？ 

答案：

1、您可以先检索图书馆的电子书数据库。中文图书可查找超星汇雅、读

秀学术搜索、移动图书馆电子书、中华数字书苑、腾讯易读等数据库，外文

图书可查找金图外文图书数据库、SpringerLink电子书、ScienceDirect电子书、

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等数据库。如果你还是想看纸质版，可以登陆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或图书馆网站的“读者荐购”，向图书馆推荐你心仪的图书。 

2、登陆图书馆网站，在“快速服务”里有一个“核心期刊查询 ”的服

务，可以查询的期刊核心种类有：SCIE收录期刊(2016年)、SSCI收录期刊(2016

年)、A&HCI收录期刊(2016年)、Ei Compendex收录期刊 (2015年)、MEDLINE

收录期刊 (2011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自然科学卷(2017年版)-科技部、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社会科学卷(2017年版)-科技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2014年版)-北大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2017-2018)-南大、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17-2018)-中科院。

3、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银符考试题库、中科VIPExam考试学习数据

库、FiF外语学习资源库、智课英语学练在线服务平台等。

4、图书馆借阅区的书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排架。“一带一

路”经济研究方面的书属于F大类，馆藏于图书借阅区III。

5、点击图书馆微信公众中的“服务门户”中的“已借续借”，可以看到

目前所借图书及借阅日期和应归还日期，还可自助续借一次。或登陆图书馆网

站“我的图书馆”，也可以进行该操作。

6、读者证丢失后请及时登陆“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服务门户-证件挂失”

挂失读者证。补办读者证请周一至周四携带学生证等有效证件至图书馆218室

服务台进行补办，周五下午可以领取读者证。

8、图书馆欢迎读者赠书。您只需携带所要捐赠图书至图书馆218室服务台

进行登记即可。

图书馆知识答疑

高等教育出版社产品信息检索系统是一款专门为高校师生提供高教社产

品信息检索及内容服务的网络版操作系统，将高教社最新、最全的产品信息

及时、准确、便捷地传达给师生并为其提供海量的相关教学资源。师生足不

出户即可浏览数万种高教社产品信息，并可免费下载教案、课件、题库、网

络课程等优质、海量教学资源，为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提供更为高效、便

捷的内容服务。

认证流程：注册（登录）—点击网页导航栏“用户名”下拉菜单—点击

“教师认证”—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教师资格证—点击“提交”—后台审核

通过。

海量资源免费送：登录（教师认证用户）—搜索图书产品—进入产品详

细页—免费查看和下载资源。

样书申请: 登录（教师认证用户）—搜索图书产品—点击“样书申请”—

进入“个人中心-样书申请”进行管理和查看。

相关产品及信息推送：系统可根据用户注册和教师认证时填写的专业及

地域信息推送与之相关的产品、教学资源、会议咨询等，为师生教育教学提

供助力。

点击进入http://xuanshu.hep.com.cn按以上步骤注册、检索、获取样书。

高等教育出版社产品信息检索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