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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召开2010“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年” 

全体职工动员大会 

 

为落实图书馆管理工作会议精神，确保“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年”活动全面展

开， 2010年 3月 12日，图书馆在主楼四层视听室举行 2010年第一次全体职工

大会暨“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年”动员大会。大会由马建中馆长主持，分管图书馆

工作的薛耀文副校长出席大会并讲了话。马馆长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薛校长和图书

馆新到任的杨文平副书记，并宣布今天大会的主题为：2010 年为图书馆“全面

提升服务质量年”。 

薛耀文副校长莅临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薛校长充分肯定了图书馆在 2009

年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他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图书馆重点实施了‘网

络畅通’工程，优化了数字资源配置，承担了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工作，启动了古

籍保护，调整了馆藏布局。这是图书馆全体职工和领导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对

图书馆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 2010 年为“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年”表示赞同。在讲

话中，薛副校长强调图书馆在学校中的地位，并对图书馆日后的工作提出自己的

看法。 

薛耀文副校长认为，为了更加有效地为全校师生的教学科研和学习活动提供

信息检索服务，图书馆的发展需要重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充分认识图书馆在学校中的地位，明确图书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

职能，主动承担起第二课堂的作用。2010 年是“十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各

单位都在着手制定“十二五”规划，图书馆也要配合学校的工作，提前规划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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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的发展； 

第二，做好图书馆的工作，必须建立一支与学校发展相匹配的馆员队伍，服

务态度造成的服务水平的降低可以及时弥补，而专业人才的缺失造成的服务水平

降低很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无法弥补。作为图书的各级领导，应有危机感，要

面向未来，及时筹划，选择和引进各类人才，建立一支由不同学科背景的高素质

的职工组成的队伍； 

第三，解决服务需求与自身业务素质的矛盾，面对读者越来越高的服务需求，

馆员要加强自身学习，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提升水平，开拓视野，在现有硬件条

件下，实现服务效果的最大化； 

第四，图书馆要主动出击，利用有效馆藏以及馆际互借等多种途径，提供最

大的服务效果。图书馆要面向院系教师提供信息检索服务，面向院系资料室提供

书目征订服务，面向全校师生，特别是研究生提供信息检索课程服务。 

随后，马建中馆长做了主题为“关于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年活动”的工作部署。

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安排图书馆近期的工作： 

第一，学校中层领导的换届工作 

马馆长回顾了从 2006年 1月到 2010年 1月这四年任期内的工作。在校党委

和校行政的关心与重视下，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图书馆工作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新一届，马馆长继续担任图书馆馆长，并兼任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马馆长

表示在新的任期内要抓住工作中心，立争把工作做得更好。并简要回顾了 2009

年的工作，如实现图书馆数字资源存取与访问模式的转型、学术不端行为的检测、

《信息导航》和《馆讯》的出版、汝信捐书、10 部善本古籍入选国家名录、我

馆被授予山西省古籍保护重点单位、调整馆藏布局、筹建二校区电子阅览大厅、

科学发展观征文等。 

第二，指出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马馆长指出，在肯定以往工作所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当前图书馆内

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在工作中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影响了图书馆和谐的气氛；

二是管理层的工作作风问题，各级管理层要主动、自觉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要在其位、谋其政、管其事、负其责。通过对以上两方面问题的解决，改进工作

作风，营造全新的图书馆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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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面开展“提高服务质量年”活动 

在 2010 年，要继续实行精细化管理，塑造深厚的图书馆文化氛围，强化全

体人员整体素质，提高业务能力，增强服务质量。为达到这一目标，除整体的规

划之外，特别强调一些工作细节的完善。如：①开馆时间提前，延长图书馆工作

时间。具体措施为提前 20 分钟开图书馆大门，午休时间不闭馆等；②营造图书

馆文化氛围；③职工佩戴工作号牌，便于读者监督、表扬；④实行开门服务，阅

览室悬挂门帘；⑤文理学院电子阅览大厅、自习大厅 3月底剪彩开放，要提前做

好职工上岗培训。 

最后，周安星副馆长宣布图书馆评选标兵的标准，并对标准进行了解释。 

周副馆长指出，工作作风是馆风建设的关键，图书馆要以提高管理服务质量

为重点，全面推进作风建设。这就要求每一个图书馆人增强服务意识、端正服务

态度，做文明的传承人和守护者，以满腔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做到爱岗敬业，

全心全意为广大师生读者服务，提升师生读者对图书馆工作的满意度，并以良好

的工作作风促进馆风建设。期望通过图书馆优质服务标兵的评选，在馆内逐渐形

成了争当先进的良好风尚，使图书馆各项服务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附： 

 

优质服务标兵个人评选标准 

 

1、能够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良好的

职业道德，积极参加校、馆、部室组织的各种活动；具有较强的事业心、敬业精

神和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立足本职，真诚奉献，受到同事和读者一致好评。（20

分） 

2、能够做到仪表美、语言美、行为美。在服务工作中使用礼貌用语，做到

“四不说”：有伤读者人格和自尊的话不说；粗话、无理的话不说；顶撞、教训

读者的话不说；刺激读者、激化矛盾的话不说。充分尊重读者，为读者着想，服

务热情周到，坚持带牌上岗。读者满意度高，实现全年零投诉。（20分） 

3、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和独立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能够努力学习业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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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熟练掌握本岗位业务工作技；能够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能够积极主动帮助读

者解决各种问题；全年内无责任事故发生，业务工作差错率不超过规定的标准。

（20分） 

4、有大局意识，为人正派，自觉服从馆内工作调配及部室内的工作分配。

严格执行校、馆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全年请假不超过 15天。工作时间内不闲

聊、不做私活。无旷工、脱岗串岗等违纪现象。（20分） 

5、认真搞好环境卫生，爱护公共财物。安全工作认真负责，能够做到“四

懂四会”，无任何安全责任事故。（20分） 

 

 

 

卫建忠同志调任我校监察室主任 

杨文平同志调任图书馆党总支副书记 

 

在 3月 12日召开的全体职工大会上，原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卫建忠同志与全

体职工进行了话别，新调任的杨文平副书记和大家见面。 

卫建忠同志调任学校监察室主任，卫建忠同志在图书馆工作了 32 年，对图

书馆怀有深厚的感情，借图书馆全体职工大会的机会，特来向同志们话别。他谈

到，面对长期工作过的环境，面对和谐相处的同事们，流露出自然的亲切感，虽

然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动，但不会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图书馆人”。卫建忠同志

当场口占一绝：“三十二年铭心间，一书一目显眼前。身去心留真情在，马自奋

蹄勇往前。”祝愿图书馆的同事们工作更上一层楼，图书馆在未来更好更快地发

展。 

杨文平同志调任图书馆党总支副书记，他在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简历之

后，特别强调要在新的环境中，与新同事们和谐相处，争取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

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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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被授予首批山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2010年1月18日，山西省首批珍贵古籍名录暨重点保护单位颁证授牌大会

仪式在山西省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代表为各申报单位

颁发了证书及牌匾。我馆被授予首批山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并有《易注十二

卷》、《杨全甫谏草四卷》、《宋文鉴一百五十卷目录三卷》、《河汾诸老诗集八卷》、

《雁门集六卷》、《王石和文八卷》等6部善本古籍入选第一批《山西省珍贵古籍

名录》。此次共有 8家单位被授予山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高校系统仅有我馆

和山西大学图书馆两所图书馆入选。 

 

 

 

 

 

图书馆举办合同用工上岗培训 
 

2010年3月3日下午，图书馆在会议室对合同工人员进行了上岗前的培训。

培训由赵春旻副馆长主持。周安星副馆长就合同工人员在图书馆工作所应具备的

安全消防知识做了认真的讲解，对工作中所应具有的劳动纪律与服务态度提出了

要求，培训结束后并进行消防演练；马德旺副馆长就合同工人员在图书馆工作所

应具备的图书馆学知识、图书分类法、期刊排架方法做了细致的讲解，并要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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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实际中去。培训结束，赵春旻副馆长做了总结发言，他

说，我们的合同用工的队伍在壮大，大家要对图书馆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图书馆

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一个学术性的服务机构，这就决定了在图书馆工作不

仅要有严明的工作纪律、热情的服务态度、团结的合作精神，还要具备相应的专

业知识；他指出，国家正在进行用工制度的改革，合同用工是国家的一种用工制

度，目前正处在一种过渡阶段，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合同用工，希望大家不要

有“临时工”的思想，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图书馆的工作，图书馆欢迎任何一

个脚踏实地的人，希望每一位同志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他最

后对今天的培训概括为三句话：安全重于泰山，态度看出人品，知识决定业绩。 

通过培训，大家感觉收获很大，愿意在图书馆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为图书

馆做出贡献。 

 

 

外文部为外语学院研究生开办专题讲座 
 

2010年 3月 12日我馆召开了全体职工“图书馆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年”动员

大会，外文部员工响应大会号召，动脑筋，想办法，推出新服务，积极投入到这

一活动中来。 

3 月 17 日上午，我们走访了外语学院，征求老师和学生的服务需求，受到

了热烈欢迎。外语学院院长田金平老师、副院长秦杰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们，提出

了外语学院对外文图书和期刊的需求，并召集部分研究生代表和我们座谈。通过

访谈，了解到 08 级研究生正处在毕业论文的定题阶段，在查找、获取文献信息

方面普遍存在困难。针对他们对馆藏外文资源知之甚少且不能有效使用的情况，

外文部当即决定为他们开办相关的专题讲座。 

3月 26日晚 7时，在逸夫楼四层外文视听室，我馆外文部为 08级应用语言

学专业的研究生举办了历时一个半小时的题为“馆藏外文资源及其利用”的专题

讲座，参加的学生和教师共 49 人。讲座主要介绍外文图书阅览室和外文期刊阅

览室的借阅规则及馆藏分布和藏书特点、纸本资源的检索、图书馆公共检索系统

的使用以及相关外文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并着重对Science Direct(Elsevier)、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讯                              总第十九期 

 - 7 - 

CNKI中国知网（清华同方）、读秀学术搜索系统、SpecialSciDBS 

(Education.Biology)、Socolar(学术资源搜索平台)五个数据库的实际操作进行

了上网演示。讲座气氛活跃，大家一致认为讲座及时、非常必要，对他们毕业论

文的定题大有帮助。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参观了外文期刊阅览室。 

通过本次讲座，使得学生和老师对图书馆外文文献信息资源有了较全面的了

解，掌握了常用数据库的简单检索方法，解决了在数据库检索过程中，如何选定

有效检索词、输入限定条件、缩小检索范围、如何下载文献等常见问题。也使我

们了解到读者对图书馆深层服务的需求，提升了我们的服务理念。今后，我们将

不断总结经验，摸索有效的服务途径，以期将外文文献资源利用实现最大化。 

 

（图书馆  外文部） 

 

文理学院图书馆电子阅览厅自习厅开放剪彩 

4月13日上午，一个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日子，现代文理学院电子阅览厅

前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现代文理学院图书馆电子阅览

厅与自习厅剪彩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倪生唐，校长武海顺，副校长

卫建国、闫桂琴、薛耀文出席剪彩仪式，现代文理学院和有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以及部分同学参加了剪彩仪式。 

 剪彩仪式 10点正

式开始，由图书馆馆长马

建中同志主持，他首先向

大家介绍了出席今天剪

彩仪式的各位校领导及

学校有关单位的负责同

志，并宣布剪彩仪式开

始。 

校领导为文理学院图书馆电子阅览厅剪彩

http://epub.cnki.net/
http://www.duxiu.com/
http://202.207.162.187:808/SpecialSciDBS2008/index.aspx
http://202.207.162.187:808/SpecialSciDBS2008/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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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剪彩仪式上薛耀文副校长代表校领导做了重要讲话，他说：“文理学院图

书馆电子阅览厅及自习大厅的建成，这是我校今年的一件大事，也是文理学院建

设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他还说：“建成后的电子阅览厅，装机260台，将更好

地满足文理学院广大师生获取网络信息资源和图书馆数字化文献资源的需求；马

上启用的自习大厅，拥有 800个座位，将明显的改善大家的学习条件。”最后他

希望同学们充分利用好这些教学资源和教学条件，努力学习，早日成才！随后文

理学院的学生代表也在剪彩仪式上发言，她代表广大学生“感谢学校为广大莘莘

学子提供的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在校要好好学习，决不辜负学校领导、老师

和家长对我们的希望和寄托。” 

 

剪彩仪式结束后，校领导和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一同参观了电子阅览厅和自

习厅。在参观中，倪书记、武校长与前来上机和自习的同学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向他们了解有关上网和学习情况。文理学院的学生纷纷表示，新电子阅览厅和自

习厅的建成，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获得更多社会信息、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充实

完善自我的良好平台，同时解决了学生们上自习难的问题。他们表达出全院学生

对学校领导、老师以及一线工作人员的感谢，并表示一定要学会感恩，奋发向上，

学好专业知识，争当时代先锋，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 

 

 

 

倪生唐书记在自习厅与学生亲切交谈 武海顺校长在电子阅览厅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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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2010年世界读书日 

图书馆举办“读秀学术搜索平台”使用讲座 

                  ——暨网上问卷调查抽奖活动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每年4月23日确定为“世界读书日”，这一天

是作家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为庆祝2010年“世界读书日”，4月

21日-23日，图书馆提前在三个校区挂出“知识改变命运，阅读改变人生”横幅，

宣传世界读书日，并举办“超星读秀学术搜索”使用讲座与网上问卷调查抽奖活

动。 

本次活动分两个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进行问

卷调查；第二阶段，举办

“读秀学术搜索平台”使

用讲座并进行答题问卷抽

奖。从4月12日至4月22

日我们收到大量同学提交

的答卷，4月22日下午，

讲座如期在图书馆主楼视听室举行。讲座由副馆长赵春旻主持，超星公司的董飞

行同志为同学们作了“读秀学术搜索平台的使用”的讲座，并回答了同学们在使

用读秀搜索平台时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给同学们播放了读秀资源和超星名师讲

坛的视频节目。讲座结束，赵春旻副馆长为参加答题和听讲座的同学颁发了奖品，

所有参与听讲的同学都获得一张由超星公司赠送的免费上网读书卡。 

这个活动的开展，旨在引导和鼓励读者使用学术搜索平台和超星数据库，培

养同学们多读书、积极利用网上资源的良好习惯，在使用网上资源和阅读中寻找、

发现快乐，提高自身的知识、文化素养和信息技能。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学，都感

觉取得了不小的帮助和收获，希望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读秀学术搜索平台”使用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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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勇夺山西师范大学第二届教职工 

综合运动会团体第一名好成绩 

 

2010年4月24日至25日，我校第二届教职工运动会在一校区田径场隆重

举行。图书馆组建了由59人参加的代表队。24日上午，运动会开幕式在激昂的

乐曲声中拉开帷幕，我馆职工运动员身着统一服装，迈着矫健的步伐，精神抖擞

地参加了入场仪式。 

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我馆运动员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团结拼搏，展

现了图书馆人的风貌，赛出了图书馆人的精神。经过全体运动员齐心协力，团结

拼搏和不懈努力，我馆以团体总分第一名获得这次运动会的冠军。这一荣誉的获

得受到全校师生的高度赞扬，这是我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成绩，开创了我馆

参加学校体育运动史的先河。 

在参赛的项目中，我们在优势项目上均取得了好成绩，如：在个人项目上，

乒乓球接扣（崔国军、王记生）、小轮车（李周平、徐冰娟）、足球射门（田卫方）、

呼拉圈（郭艳蕊）等项目均取得第一名；在集体项目上，分别在齐心协力同步走、

集体跳大绳、羽毛球接力等方面以明显的优势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尤为可喜的

图书馆全体运动员合影 

我馆全体运动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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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些弱势项目上取得明显的进步，如在拔河比赛中，经过我馆运动员的努力

拼搏，连战四场，取得第六名的成绩，这些都可喜可贺。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

我馆职工又充分发扬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高尚风格，处处体现着团队合作

精神和友谊第一的信念，赛场上教职工运动员的欢声笑语，形成了团结和谐的氛

围。 

通过此次运动会，展现了图书馆人的风采，振奋了图书馆人的精神，鼓舞了

图书馆人士气，进一步增强全体职工锻炼身体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使体

育运动真正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生命中的一种习惯；并激发了图书馆

人的工作热情，以更加健康的身心，更加饱满的热情，把在运动会上表现出的顽

强拼搏精神，发扬光大到工作上，努力做好为教学科研的服务工作。 

  

我馆运动员在集体跳大绳比赛中 

我馆运动员在集体跳大绳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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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运动员在齐心协力跑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