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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培训工作圆满结束 

图书馆每年在新生入学之际对新生进行利用图书馆知识的培训，其目的是为

帮助新生读者了解大学图书馆，学会利用图书馆，初步掌握检索与借阅文献的方

法，培养学生的文献资源获取能力和信息意识，激发新生热爱图书馆的感情，提

高阅读兴趣，迅速适应大学的生活、学习方式。 

今年的新生教育仍然以专题讲座为主，培训主要介绍图书馆的概况、布局、

服务项目、馆藏特色、规章制度等，并有针对性地选择部分电子资源讲解其使用

方法。三个校区由培训人员分别与各院系新生联系，确定具体的讲座时间、地点，

统一组织安排人员讲座。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经过合理安排、有序调配，通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新生培训圆满地结束了。 

从 9月 11 日到 10 月 23 日，共为全校三个校区 124 个班级 5394 名本科生举

办了 45 场新生利用图书馆知识讲座，通过培训，广大新生对图书馆的各阅览室

分布、馆藏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对入馆阅览、借书所遵守的规章制度及有关注意

事项有了初步的认识，对利用局域网内的计算机实现数据查询、搜索馆藏文本资

源、电子资源以及网络资源有了一定的感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对新生进行

培训的同时，为参加培训的新生办理了借阅证，以方便读者尽快地借阅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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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同方中国知网培训专员 

为我校 09 级研究生做专场培训 

 

10 月 15、16 日，图书馆邀请清华同方中国知网的培训专员王璇，举办了三

场专题讲座，我校 2009 级 900 多名研究生参加了培训，主题是如何使用清华同

方中国知网的各种数据库。培训师从研究生的实际需求出发，以具体的检索实例，

详细讲授了如何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等 CNKI 系列数据库进行科研和论文写作，而且进一步介绍了“CNKI 知识搜索”，

包括数字搜索、图形搜索、表格搜索、学术定义、学术趋势和翻译助手等中国知

网最新的扩展功能，并讲解了如何创建个人数字图书馆的方法。此次培训还进行

了现场互动，在场同学提问踊跃，现场气氛热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2 -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讯                              总第十七期 

我馆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 
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2009 年 10 月 16 日下午，图书馆党总支组织全馆党员在小会议室学习中国

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卫建忠书记主持会议，马建中

馆长作了专题学习报告。在报告中对公报中提出的“三个历史转变”、“四个着

眼于”、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党执政 60 年的六条基本经验、加强党建的六

个方面部署、党的基层组织的“四个作用”及党风建设等方面对全会公报做了解

读性阐释。 

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十七届四中全会的一个突出亮点，是系统总结了

党在执政 60 年的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将作为我们党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自身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大家认

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载峥嵘岁月，铭刻着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一起走过的

辉煌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见证着我们党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实践。 

党员同志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意义十分深远。大家纷纷表示，

作为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要从我做起，从平凡的工作做起，要为党和人民的教育

事业奉献自己的满腔热忱。要贯彻落实好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并以此为契机不

断提高自身素养，真正的做一个合格而优秀的图书馆职工，为建设高水平、综合

性、研究型大学图书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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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职工参加建国 60 周年歌咏比赛 

为庆祝祖国 60 周年华诞，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展示教职工风采，弘扬文

化，丰富和活跃教职工的文化生活，由校工会主办、音乐学院承办的山西师大教

职工庆祝新中国建国 60 周年歌咏比赛于 9月 28 日在校文化艺术活动中心举办。

比赛以“歌唱祖国”为主题，全校 22 个基层工会以合唱形式参赛。我馆工会选

取《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我和我的祖国》为参赛曲目。 

为筹备好歌咏比赛，馆领导高度重视，精心部署，周密安排，合理调配人员

进行集中排练。在保证正常开馆、不影响师生读者借阅的前提下的前采取有力措

施，以实际行动展示图书馆人奋发有为、歌颂祖国的良好精神风貌，向建国 60

周年献礼。 

参加合唱

的职工，听从

指挥，服从安

排，认真练习，

参赛热情十分

高涨。大家从

发声、到旋律、

到表情姿态，

处 处 用 心 揣

摩，一丝不苟。

在紧张的排练

过程中，我馆

职工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主动牺牲周末休息时间，刻苦排练，保证了工

作、排练两不误。 

虽然因为我单位工作的特殊性，无法抽调参赛人员集中排练，没有充足的时

间进行排练。但我们仍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排练和比赛当中，充分展现了全体图

书馆人热爱祖国、歌唱祖国的美好情怀和团结一致、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通过

参加歌咏比赛，表达了对祖国深情的赞美，歌颂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

就，展现图书馆广大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热爱祖国、歌唱祖国的美好情怀，

进一步增强了图书馆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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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在并举办 

我馆派人参加学习取经 

2009 年 8 月 31 日——9月 18 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第四期全国古

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在山西省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国多家公共图书馆、文博

系统及高校图书馆的 94 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我馆派古籍部杨艳燕同志参加

了此次培训班。杨艳燕同志作为第四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的学员代

表在开班仪式上作了发言。感谢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为古籍从业人员提供的宝贵机

会，表示要高度重视，认真听讲，虚心向从事古籍鉴定与研究的知名专家和学者

求教，并借学习的机会与兄弟单位建立联系，加强交流，在本职工作中更好地做

好古籍保护事业。 

 

国内多位古籍鉴定与保护专家李致忠、吴格、徐忆农、范正红、沈乃文、刘

心明、唱春莲、徐蜀、李际宁、赵前、程有庆等，将他们在各自领域中的研究成

果带到培训班里与学员们分享、交流。课程内容不仅涵盖古籍整理与编目、古籍

鉴定与鉴赏、碑帖整理与编目、印章的辨识、古籍的再生性保护，还针对性地对

和刻本、活字本、佛教藏经、明清版本等有特色、有特点的古籍设置了专门的课

程，开阔了学员们的视野。另外，实践性很强的书影的拍摄、名录申报中应注意

的问题以及古籍普查表的填写实践等也受到了学员们的极大欢迎。 

通过此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弥补了我们古籍版本鉴定与编目方面的知识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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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古籍版本鉴定常识得到全面补充，掌握了统一的古籍著录规范及古籍普查表

的填写、扩大了我馆的工作宣传、增进了与其他馆的交流、加强了与省古籍保护

中心的联系，为我馆下一步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指明了努力方向，收

益良多。 

学习期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安排参观山西省图书馆修复中心、善本古籍书

库。修复中心和善本书库配备有专用空调机、温湿度检测仪、空气净化设备、烟

感报警器、防盗报警器、自动灭火系统等；善本书库还全部配备了樟木板的木制

书柜。而在与其他学员交流中了解到省级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近几年来对古籍保

护工作都非常重视，纷纷增加投入，依据国家标准，改造、添置、增加必要设备，

改善古籍保管条件。 

然而，我们馆与其它的高校图书馆一样，在古籍保护方面，受各方面条件限

制，平常仅做一些避光、驱虫、通风之类的基本维护，没有专门的温度、湿度监

测恒定装置，古籍保存的环境较差，保护措施不完善，希望学校能够加强硬件设

施建设，为古籍书库配备恒温恒湿空调机组、温湿度检测仪、空气净化系统、烟

感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库房监控报警系统、冷冻杀虫柜、防紫外线灯等设

施，以改善我馆古籍保管条件，完善安全措施，切实保障古籍的完好与安全。 

 

 

学科新视界学科新视界  

 

“开放存取”刍论 
1“开放存取”释义 

“开放存取”(open Access)是近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汇，但在日益开放的网

络时代，“开放存取”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概念。“开放存取”是一种通

过互联网免费获取学术资源的方法。“开放存取”文献，意味着它在公共网络中

可以被免费获取，并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搜索、对这

些论文文本的超链接、为之建立索引、将其作为数据引人软件，以及其它任何的

合法用途，除了保持作品的完整性外，没有经济、法律或技术的限制。 

2 开放存取运动的思想法律基础和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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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存取运动”从一种不自觉的行动逐渐壮大，进而形成一种影响巨大的

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思想、法律基础和技术

条件。 

2.1 思想基础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相互之间信息交流的日渐频繁而导致的“全球一体化”，

是“开放存取运动”勃兴的思想基础。“全球一体化”虽然现在仍然是一个有争

议的话题，但是，无论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国与国之间到人与人之间的交

流将越来越多，虽然文化上的差异会继续存在，但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方面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共识，这些共识就包括“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

自由”作为最基本的人权而应该得到所有国家、民族的尊重。让思想自由传播，

让学术自由交流，让社会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主流思想，这就是“开放存取

运动”的思想基础。 

2.2 法律基础 

基于公众权力的保护和公平原则是“开放存取运动”的法律基础。经过长期

的努力开放存取思想已逐步深人人心，目前已经出现非常可喜的现象:先是一些

学术机构大力推动“开放存取”，除英国皇家学会外，几乎各发达国家，同时包

括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官方及重要的学术机构都发表了支持“开放存取”

的声明，并且展开了实质性的工作。到 2005 年，由大学和重要学术机构推行的

强制性实行“开放存取”政策使“开放存取”从个人和机构的自觉行动上升到了

履行法律义务的层面。2005 年 2 月，一份(医学研究与发展条约》(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eaty)提交到世界卫生组织；2005 年初，美国参议员 Charles 

Grassley 和 Christopher Dodd 提出了(临床试验公平存取法案》；2005 年 2 月，Joe 

Lieberman 参议员提出了 Cures 法案，这两个法案都要求对临床试验数据实行强

制性的“开放存取”。这些现象说明“开放存取”正逐步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而这也正是“开放存取”具有法理依据的最好说明。 

2.3 技术条件 

数字化与网络化的发展，为“开放存取运动”提供了必备的技术条件。从纯

技术的角度看，在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文献信息在复制与传播方面的便利超过

了以往任何时期。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的应用，大大减轻了文献在出版和发行方

面的资金及其它压力，文献出版发行的低成本使“开放存取”期刊一类的文献得

以流行。而上网条件的改善，Wiki、博客、BBs 等又使得信息的发布、传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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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几乎不存在技术的障碍。这些都为“开放存取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技术

上的保障。可以说，网络本身的开放性是“开放存取运动”最直接的技术动因，

也是“开放存取运动”能够勃兴的最基本的技术保障。 

3 开放存取与图书馆 

“开放存取”所倡导的学术信息平等、自由传播的精神与图书馆的精神是一

致的，“开放存取”资源也已成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决定

“开放存取”与图书馆未来发展存在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与传统的图书馆文献采

集、编目加工和服务不同，“开放存取”是一种新学术信息交流的机制，而这种

新的交流机制必然会对图书馆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图书馆原有的运行管理

机制、工作流程、工作内容、工作方式甚至基本的服务定位都将随之而发生改变，

这些都将给图书馆带来新的挑战。 

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的采集、组织、加工、传播中心和用户培训中心，在“开

放存取运动”中决不是一个旁观者，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

还是从对今后“开放存取运动”和图书馆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判断，我们坚信，

图书馆在“开放存取”运动中将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不

仅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也将是一支推动“开放存取运动”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可以这样说:“开放存取”将对图书馆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开放存取

运动”的发展也离不开图书馆。 

面对“开放存取”，图书馆可能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图书馆的资源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将“开放存取”文献纳人到图

书馆整个文献及服务体系之中?具体说来，针对“开放存取”文献类型的多样性、

文献存在形式的分散性、文献生命周期不稳定性、知识产权的复杂性等等间题，

如何根据图书馆自身情况建立一套与传统图书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开放存

取”文献的发现及采集机制?如何对不同类型的文献，包括纸本文献、非“开放

存取”文献、“开放存取”文献等等进行科学的组织和有效的整合，使之构建成

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文献及文献服务体系?如何建立适应新情况的文献更新、剔

除和长期保存机制?如何应对复杂的知识产权关系更好地为读者提供服务等等，

都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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