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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圆满完成迎新工作 

阿根廷当代最具有声誉的小说家和诗人博尔赫斯这样写到：“我用一把迟疑

的手杖慢慢摸索，我总是把天堂想象成图书馆的模样”，暂且不管图书馆是不是

大学生的天堂，如果你想在大学期间获得很好的发展，是离不开与图书馆的密切

联系的，如何与咱们的图书馆亲密接触呢？咱校图书馆的交流平台提供了多种方

式：电话、QQ、邮箱、微信，QQ和微信这两种联系方式就在图书馆官方网站首页

上，另两种也很容易在图书馆官网找到。加入微信很方便，而且通过这一平台，

图书馆将实时发布图书馆的公共信息、数据库最新资讯、讲座通知等内容，读者

也可通过这一平台对有关图书馆利用中的各种问题提出咨询，读者可以用微信完

成借阅续借、图书检索、热门借阅、荐购图书等，在绑定自己的借书证登录卡号

后（卡号即一卡通卡号，初始密码666666，可通过图书馆网站修改密码），可以

查看自己的信息、当前借阅的图书，还可以预约委托、下载电子书，还可以在手

机或平板上学习公开课，听学术名家报告，功能太强了，微信，你加吗？图书馆

就在那里，你约吗？（情报所 郑东伟） 

1、微信平台名称：齐鲁工     

业大学图书馆  

2、微信号：qlgydxtsg 

3、二维码：（见上图）  

金秋九月，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

又迎来了一批朝气蓬勃的新读者，日

前，迎新工作已顺利完成。为确保今

年学校迎新工作的顺利开展，图书馆

在暑假及开学初即着手做了大量精心

细致的准备工作。 

为了迎接新生的到来，图书馆对

馆舍环境重新进行了布置，制作了

《书香袅袅待伊人》欢迎栏与温馨提

醒等，技术部加班加点完成新生数据

导入，确保新生在第一时间可以借

书；阅览部对书架进行认真细致的整

理，以全新的面目迎接新生；流通部

的老师以热情、周到、细致的服务让

新生感到图书馆既是知识的殿堂又有

家庭的温馨……，新生入学教育期

间，图书馆开展了入馆教育讲座，我

馆组织以参考咨询部为主的业务骨干

从9月21日至9月30日共计为我校6000

余名本科新生组织了共计40场入馆教

育培训讲座。为节约新生时间，提高

工作效率，参加培训授课的老师提前

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保证了本次迎

新工作的顺利进行，他们向新读者们

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馆的总体布

局、规章制度、馆藏文献等，让新读

者对我馆各项服务工作有了初步的印

象，帮助新读者们更好、更快地熟悉

和利用图书馆资源为大学期间的学习

和生活增色添彩。 

迎新工作顺利结束，为了更好地

做好今后的工作，图书馆对迎新工作

中的经验和问题及时进行了总结。我

们真诚希望我馆丰富的馆藏资源能为

新读者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切实的帮

助，也希望我们的服务能为所有读者

在齐鲁工业大学的学习生涯留下美好

回忆。（情报所  郑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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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阅

读推广的发展趋势 
 

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图书馆服务模

式，为用户提供随时随地的服务，已成为

图书馆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外图书馆

正在探索和完善移动图书馆服务，比较完

善的移动图书馆模式主要有三类: 基于短信

模式、基于 WAP 模式和基于 APP 模式。因

此，高校图书馆可利用三类移动图书馆模

式的不同特点，开展特色阅读服务。利用

短信的主动推送功能可以实现短信 OPAC 

查询、馆藏书目自助推送以及电子期刊的

信息推送和彩信报等阅读服务。利用适用

多种手机界面的WAP 服务可以实现书目查

询和电子资源整合检索、电子图书下载等

功能。基于APP 的服务可以实现电子书的

下载、阅读导航的推荐，订阅新闻频道或

报刊杂志，还可以对所看图书、期刊等发

表书评和添加书签。 

一、微博传播模式 

在众多的传播媒介中，微博发展迅

猛，受到青年大学生的广泛使用和追捧。

高校图书馆可用微博作为开展阅读服务的

工具，与读者进行阅读交流和分享。通过

发布图书馆动态、新书通报、书评以及阅

读方法等，对读者进行阅读指导，与读者

之间进行互动，加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

黏合度。如，厦门大学图书馆微博将“厦

大新书通报”作为话题，主动推送新到馆

藏给读者。 

二、微信传播模式 

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

据挖掘与分析的技术日益成熟，微信公众

平台最近推出的数据统计功能完善了图书

馆移动服务的业务渠道，提高了公众平台

在用户管理、群发消息等方面的服务水

平。与微博等其他渠道相比，微信公众平

台更具互动性，一对一、一对多的交流方

式促进了图书馆信息的流通，实现双方同

步即时的在线交流，自动回复功能的运用

既方便了用户的信息查询，又节省了图书

馆方面的人力和时间，方便了与用户的交

流沟通，提升用户体验。微信为图书馆移

动服务开辟了一条新的业务渠道，利用便

利的第三方数据分析应用进行更为精确完

善的移动服务，有效地促进了移动服务的

扩大延伸，推动新时代图书馆业务的深刻

变革。 

微信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年

轻一代的交流方式，微信在图书馆移动服

务的应用扩大了图书馆移动业务的外延，

降低了公众介入图书馆移动服务的门槛，

保证了广大群众普遍平等地接受图书馆移

动业务的权利，扩大了图书馆移动服务的

受众人群，加快移动服务的推广和普及。

微信有着强劲的社交互动性、高度客户粘

合度与下载注册的快速便利性等特点，支

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数据网络、跨操作系

统平台，支持图片、语音、文字和视频的

发送，支持多人群聊，支持通过从 QQ 好

友和手机通讯录、扫描二维码、搜索微信

号、摇一摇等方式添加好友，让人们之间

的交流更为畅通方便，从而为图书馆移动

服务提供庞大的用户基础，加上手机终端

的发展，微信已经成为智能手机的必备软

件之一，微信公众平台的推出使其应用价

值更为明显，降低了公众介入图书馆移动

服务的门槛，丰富了图书馆移动业务的功

能，推动移动图书馆服务的发展。总结起

来，微信的功能特点是操作简便，限制性

低，形式多样，受众面广，信息资源丰

富，符合图书馆移动服务的推广需求。 

三、 电子阅读器阅览和外借服务 

近几年，国内外许多图书馆已经通过

开展电子阅读器阅读和外借服务，提高了

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

率。2009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首次引进汉

王电纸书向读者提供免费的“数字移动阅

读”服务。随后，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等图书馆陆续开通了“电子阅读器外借

服务”和“移动阅读体验区”。2013 年，

上海图书馆与盛大文学共同推出“云中上

图”，可向读者提供借阅服务的移动端借

阅平台，涵盖大量的原创小说和传统经典

电子书资源，同时基于传统的借阅模式，

支持多种移动终端设备。 

四、立体化阅读指导 

 打造立体化阅读指导，提升读者阅读

能力。立体化阅读指导是指图书馆融推荐

图书、组织讲座、观看视频、举办展览、

与读者互动等多种形式为一体，全方位、

多层次地对读者进行阅读指导，以达到良

好的阅读效果。 

     1、加强精品图书推荐，引导学生读好书 

    引导阅读对形成良好的阅读氛围具有

重要的意义。高校图书馆在做好新书通

报、书目推荐等传统服务的同时，应利用

网络技术加强阅读的导读服务，引导读者

多读书、读好书。在推荐图书内容上，精

选好书，对不同层次的读者进行有针对的

主动推荐;在推荐图书形式上，拓展服务形

式，加强网络导读、短信推送等。 

2． 进行读者培训 

通过读者培训，引领读者阅读方向。

读者培训是图书馆读者服务中的重要内

容，是培养读者阅读能力的重要途径。随

着时代的发展，阅读形式多样化、信息来

源多元化以及丰富的馆藏、海量的网络资

源，都对读者阅读习惯、学习研究都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高校图书馆

有必要对广大师生进行阅读指导，帮助读

者解决阅读变革带来的问题及困惑，使读

者快速融入新的信息环境。高校图书馆的

读者培训形式应不断创新，在做好新生入

馆教育、检索选修课、数据库培训等传统

的培训方式的基础上，还可以根据读者的

需求变化，增加新的培训方式，如定期培

训、预约培训和嵌入式培训等。读者的培

训内容上也要不断延伸。 

    3、加强与读者的阅读互动，提高读者

阅读兴趣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阅读者希望在阅读

的时候能和朋友交流分享，于是以读者为

核心，强调分享、互动、传播和社交的社

会化阅读模式应用而生。社会化阅读使得

阅读在二次以及多次传播中，实现阅读价

值的无限放大。高校图书馆应改变以往依

靠图书馆工作人员为导向开展阅读指导服

务，可以建立社交网络平台，让读者在交

流互动中寻找所需要的阅读信息，同时满

足读者“信息创建者”的价值需求。近

年，高校图书馆也在阅读的互动交流服务

方面开始探索，如，南京大学等图书馆 

OPCA 提供与豆瓣网的互通，读者可以通

过豆瓣网查看其他读者对图书的评价信

息，还可以通过 OPCA 系统上传书评，与

其他读者分享阅读心得。哈尔滨工业大学

图书馆开通了“燃想读书社交网络”，可

以将喜欢的图书推荐给好友，把想读的图

书进行收藏，也可以及时评论阅读过的图

书，并通过书友圈将图书、评论以微博的

形式和网友进行讨论。复旦大学等图书馆

通过移动图书馆平台可以实现写书评、做

批注、记笔记、发微博等全新的读者互动

体验，方便读者随时随地记录、表达、分

享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学习心得。 

    4、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 

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建设高校校园

阅读文化，是高校图书馆的责任和义务。

近年来，全国很多高校（下转第三版） 



2015年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 

培训讲座成功举办 

        为了使新同学能尽快了解、利用我校的各种文献信息资

源，较好的掌握并规范其使用方法，图书馆于2015年9月21日

---9月30日，分8天于图书馆一楼大厅举办了新生入馆专题培

训。 

        培训的内容主要以图书馆藏布局、各类载体的文献类

型、图书馆服务、图书

馆的使用制度等为主，

采用播放教育课件配合

讲解录音一天五场循环

播放的形式，生动活泼

地介绍了图书馆的基本

作用，受到了广大本科

新生的热烈欢迎。 

（数字资源 高峰） 

（上接第二版）图书馆均相继开展了“读

书节”、“读书周”、“读书月”等系列

阅读推广活动，活动类型也很丰富，包括

讲座、征文大赛、摄影大赛、优秀读者评

选、图书漂流、知识竞赛等。高校图书馆

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旨在通过活动激发读者

的阅读兴趣，读者参与程度是活动能够取

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因素。活动能不能吸引

读者的目光关键在于活动的主题是否切合

大学生读者的需求。这就需要图书馆在继

承传统活动内容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活动

主题，创新新型活动形式。不少高校图书

馆在这方面都有很好的尝试，如: 清华大

学、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图书馆举

办的“真人图书馆”活动，通过与“真人

图书”面对面交流，体验分享“书籍”的

情感和经历。移动图书馆服务正成为未来

阅读新的增长点。因此，高校图书馆有必

要加强移动阅读服务的宣传推广，使更多

的读者体验到移动阅读的乐趣。高校图书

馆阅读推广活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

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创新，使之常态化。这

就需要将阶段性阅读推广活动和常规性阅

读推广活动结合起来，通过持久地引导，

开展有特色的推广活动，利用新媒介推介

阅读模式，激发师生阅读热情，调动读者

阅读积极性，吸引读者参与进来。 

              （情报所  付来旭摘编） 

文法学院对外汉语 12-2     张蒙蒙 

信息学院计科（高职）14-1  吴现玲 

信息学院计科（测试）14-1  方 涵 

工商管理学院人管12-1      孙 珊 

优秀奖（二十七名） 

名单略 

                                        

党委宣传部、校团委、图书馆 

                  2015年6月26日 

一等奖（五名） 

信息学院物联网14-1        韩心怡 

信息学院计科（外包）14-1  李天宁 

工商管理学院人管14-2      王素娟 

工商管理学院会计13-2      张文燕 

食工学院食品12-2          张孚番 

二等奖（八名） 

食工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12-2董婷君 

理学院应用统计学14-2      冷 爽 

信息学院物联网13-1        张英明 

生物工程学院酿酒14-1      徐淑敏 

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印刷14-1李继壮 

食工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14-3孙育祥 

工商管理学院国际商务14-2   孙 彤 

食工学院食品12-2          胡京津 

三等奖（十名）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电气13-1  崔海路 

外国语学院英语13-2        宋汶芳 

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13-1  谢慧娟 

工商管理学院财专14-1      李 彤 

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外包14-2  王月明 

皮革化学与工程学院皮革14-1 张 妮 

齐鲁工业大学2015读书节之“一封家书——乡土、乡音、乡情”征文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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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悦读沙龙于2014年5月20日在探索中起步，在校内

外多位学人的扶持和校党委宣传部、校团委、图书馆领

导的关怀、指导下，至今年九月已成功举办36期。多期

讲座都在书友中引起较大反响，如今年举办的文法学院

陈京伟博士主讲的《孔子与易经的智慧》，文法学院于

海峰博士主讲的《<论语>中的人际交往》，宣传部副部

长车清文主讲的《捧读知书香》，文史学者、作家郑连

根主讲的《春秋战国的“士”和文化觉醒》，文法学院

副院长宋彦教授主讲《学贯中西，不忘初心—白先勇的

艺术世界》，轻工学部生物工程学院聂聪副教授主讲的

《啤酒溯源》,文法学院副院长张青副教授主讲的《清

风明月话中秋》等等。从第一期的盲人摸象到今天的羽

翼渐成，悦读沙龙凝聚了众多人士的辛勤汗水，我们相

信在众人的努力下悦读沙龙在将来定会日臻完善，成为

工大书友的最爱。 

（情报所  郑东伟） 

悦读沙龙简讯 



         相逢在图书馆是我们的缘分，是一种由知识和书籍牵起的缘分。当你在图书馆这个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的时

候，你可曾感到幸运？面对那一本本爱不释手的书籍，你可曾有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困惑？那么，就让我们来共同设计

读书之旅吧，让你我在知识的天空里飞得更高更远。 

         作为图书馆员，“为读者服务”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我们非常欢迎你们——齐鲁工大学子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

议。因为有了你们的参与，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的明天才会因而变得更加美好。 

         今天，我们建起《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平台，是架起你我之间信任和理解的桥梁；是我们平等交流沟通的渠

道，也是我们共同耕耘的园地！ 

         同学们，参与我们的互动专栏《图书馆与读者》，为她茁壮成长，也为你我的读书之旅更加精彩，共同努力吧！

我们约定：在书海的跋涉中，我们携手前行！（办公室  崔灵芝） 

走得再远，风都会寄托思念，离开再久，时间都斩不断

牵连。我们站在不同的远方守望，所有的目光汇聚在一个地

方，那是故乡，是梦开始的地方。 

去年9月份入学的时候学校举行了“带一抔家乡土，乡土

不离，满怀感恩拓桑梓”的活动，阴差阳错的，我从老家带

来的那一捧土没有交上，算是一种缘分吧，从那之后，我把

它留在了身边，会偶尔拿出来看一看，那是母亲亲手从地里

挖出来给我带上的，每当看到它的时候，我都觉得那捧土有

一股神奇的力量，它好像凝聚了太多的养分，在每一个远离

故乡的日夜间悄悄地培育着踏实感，散发着我记忆里那片黄

土地的温暖。 

它是一捧土，它是一个故乡的浓缩，是一个母亲对女儿

的牵挂与不舍，也是一个游子在外需要避风港湾时的安慰和

无尽的思念。 

犹记余光中的《乡愁》，情真意切，字字敲在了每一个

游子的心尖上，发出令人沉默与深思的回响。故乡在每一个

人的心上打下了深深地烙印。春天，它散发故乡的花香弥

漫；夏天，它带来故乡的微风清凉；秋天，它飞舞着故乡的

落叶满天；冬天，它展现故乡的一片白雪茫茫。余光中的乡

愁是伟大的，面对的是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阻隔，可是却豪不

怯弱，艾青不也高喊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吗？在他的眼里，那来自林间的黎明都

无比温柔，这是对祖国这个故乡的一种崇高的爱。相对来

说，我们的“乡愁”是那么渺小与微不足道，不足以影响世

人，但又是那么至关重要，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手边放着盛在袋子里的那一捧

土，它看起来与济南、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土并没有什么不

同，其他人总是这样认为，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它独一无

二，它弥足珍贵，我把它当作了心灵的土壤并在上面种植了

叫“故乡”的种子，用思念灌溉，看着它在我身边慢慢长

大。 

有人会说，离开故乡的时间里，只能活在想象中。你踏

上了另一片土地，故乡那片土地虽然不在脚下，却被装进了

心里，所以脑海中时常浮现与它相伴时的光景。你在时，你

是一切，而你不在时，一切是你。这原是人与人之间的形

容，但在这里我想把那个“你”当作故乡，是在我离开你

时，看到任何东西，包括这捧土时都能想起的故乡，所以我

还并未远离。 

其实人们最容易把对故乡的情浓缩成对家的思念，龙应

台在《目送》里说到“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

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

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那一端，看着他

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

不必追”。每一个离乡的游子记忆里都有“目送”，于我，

那记忆的深处最珍贵的一刻是母亲手捧那一捧泥土时脸上的

微笑和我离开时家门前站着的瘦削的身影，那成了我现在每

一个想家的夜晚都会轻轻触碰的最美的画面。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们虽离开家，但我们

共赏一轮明月，共同仰望同一片天空。我们虽离开那里，但

会托清风把问候带去。每一次微风拂面，那是故乡的爱在轻

轻地亲吻你的脸庞。今夜，我想起了你。  

王素娟（工商管理学院）   

（本文获齐鲁工业大学2015读书节之“一封家书——乡土、

乡音、乡情”征文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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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我想起你 

相逢在图书馆是我们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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