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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汝信先生向我馆赠书 

 

2010年5月12日下午，我馆在科学会堂二层报告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

前副院长、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汝信先生向我馆赠书仪式。

出席赠书仪式的有学校党委书记倪生唐，副校长薛耀文及图书馆的全体馆领导；

随同汝信先生前来出席捐赠仪式的有汝信先生夫人、秘书和政治学博士、中国社

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政

治学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杨海蛟同志。赠书仪式由马建中馆长主持。 

薛耀文副校长致答谢、欢迎词，他代表山西师范大学两万多名师生，对汝

信先生及夫人亲临我校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他的慷慨捐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

说：“学校图书馆藏书220余万册，今天又接受汝信教授捐赠的5千册图书，将

使我校图书馆的藏书更加丰富多样，将使山西师大图书馆文献信息宝库更添一朵

奇葩。”薛耀文副校长向大家介绍了汝信教授的简要生平（附后），他还说：“汝

信先生德高望重，学贯中西，著述甚丰，成就非凡，他的著作和藏书被我校图书

馆收藏，必将对我校的教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我们将

会从他的藏书中看到一个学者所走过的心路历程，看到他对哲学、美学孜孜以求

的探索精神，他捐赠给我校的学术财富将延泽山西师大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 

在赠书仪式上，汝信先生作了即兴感言，他首先回顾了自己解放前的读书求

学和“文革”时做学问的岁月，认为过去与现在大学生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希望同学们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发奋学习。汝信先生对山西师范大学校领导对

他微不足道的赠书十分重视表示由衷的感谢。他说：“山西师大在山西乃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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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有影响，这几年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我的一点赠书，想不到山西师大的校

领导非常重视，举行如此隆重的捐赠仪式，感到十分愧疚。” 

为感念汝信教授对我校教育的慷慨捐助，图书馆特设汝信赠书阅览室，以最

大限度地利用好汝信教授馈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并以用汝信教授无私奉献、慷

慨捐赠的精神激励和教育我校后辈学人。 

赠书仪式结束后，校领导与汝信教授合影留念，在薛耀文副校长的陪同下，

汝信教授参观了我馆新开设的“汝信赠书阅览室”。 

 

             汝信先生向我馆赠书仪式 

 

 

                     汝信先生在赠书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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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信先生向我馆赠书5000册 

 

 

附：汝信先生简介 

汝信，教授，1931年生，江苏吴江人。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56

年攻读著名学者贺麟先生黑格尔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哲学所从事研究工

作， 1981年─198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1982年─1998年先后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并曾兼任哲学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现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长。在国内外学术机构中曾担任

的主要职务有：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以及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东德

科学院外籍院士、韩国启明大学名誉哲学博士等。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

国古典哲学、美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黑格尔范畴论批判》、《西方美学史论

丛》、《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西方的哲学和美学》、《美的找寻》、《汝

信自选集》、《看哪   克尔凯郭尔这个人》、《西方美学史》等。此外还有译

著多种，并主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世界文明大系》（12卷）

和《当代韩国》（季刊）等。 

（赵春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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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山西省高校图工委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 

工作会议在我馆举行 

 

2010年山西省高校图工委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工作会议于 2010年 5月

18—19日在山西师范大学举行。会议主题为“网络环境全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

源的共建共享”、“业务外包潮流下编目工作的走向”、“文献资源建设中纸质

文献与电子文献的关系”等。会议由山西省高校图工委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主办，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承办，省内21家高校图书馆32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山西省高校图工委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召集人、太原科技大学图书馆

馆长幸玉亮主持。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马建中教授对省内各高校馆的同仁远

道而来表示欢迎，表示尽全力办好此次工作会议。 

山西师范大学副校长薛耀文教授到会致辞，薛副校长认为：“2010年山西

省高校图工委文献资源建设工作会议”在我校举行，是对我校图书情报工作的鼓

励、鞭策和促进。并借工作年会在我校召开之机，表达了三个心愿：其一，通过

本次工作年会，促进图书情报学的信息交流，提升办馆理念，相互借鉴图书馆在

科学管理、文献资源建设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其二，了解全省兄弟

图书馆在科技文献平台建设方面的进展情况，推动我校图书馆“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建设；其三，与全省高校图书馆结为兄弟友好图书馆，加强馆际合作，探索、

完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互惠办法，为我校的学科队伍、数字图书馆建设等工作

提供宝贵的支持与帮助。 

 

山西省高校图工委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召集人、山西大学图书馆高维新研究

薛耀文副校长等领导在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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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向大会作了《2010山西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工作报告》，通报了2008

年第五届全国高校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2009年第六届全国高校文献资源建设

研讨会的情况，回顾了近年来全国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工作会议的热点；并

简要总结我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现状，指出当前文献资源建设的进展、问

题及建议。 

山西医科大学图书馆李雪琴副研究馆员作了《瞄准需求，创造新的资源建设

模式——谈数字时代高校馆藏建设的立体化转型》、太原科技大学图书馆采编部

主任原小玲作了《太原科技大学图书馆采访工作实践与思考》、运城学院图书馆

副馆长马莉作了《如何确定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在资源建设中的比例》、山西师

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马德旺作了《图书馆业务外包的利与弊》的主题发言。 

 

大会发言后，与会代表进行了主题讨论。大家围绕高校图书馆采编工作中的

实际问题进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包括文献购置经费、文献招标、电子资源的购

置、纸本刊与电子刊的配置、电子资源的维护、文献共享、图书编目、大采访部

门的设置、馆员待遇等问题。通过讨论，交流了各馆有益的经验，代表们普遍希

望通过参加会议的机会，加强各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最后，高维新研究馆员作了会议总结，肯定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必要性与重要

性，认为会议对当前采编工作中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达到了预期的

效果。并希望各馆会后能保持经常联系，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高校图书馆

采编工作中的新问题。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采编部；并对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广胜寺和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博物馆作了文化考察。 

会议代表在进行业务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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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5部明代刻本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日前，经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评定，文化部确定了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推荐名单3005部，其中先秦两汉12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102部，宋辽夏金元276部，

明清时期2367部，民族文字246部，其他文字古籍2部。我馆又有5部明代古籍入选，加

上第二批入选的10部古籍，我校图书馆共有1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遴选，是在2007年9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确认的，是当前古籍保护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其目

的是实现古籍分级保护，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确定了严格的入选标准，仅从一、二级古籍中选定，即具有重要历史、学术、

艺术价值，出版时间较早，出版印刷形式较有特色的古籍。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公布，对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推动我国

古籍保护意义非凡。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体现了我校古籍收藏的价值，扩大了

我校在古籍收藏单位中的影响，同时也将唤起有关部门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推动我

校图书馆改善古籍保存条件，进一步加强、完善古籍保护工作。 

1、六子書六十二卷 （明）許宗魯編 明嘉靖六年（1527）樊川別業刻本 

 

（圖一�六子書） 

【原書版式：半頁10行20字，小字雙行20字， 

白口，左右雙邊，無魚尾,板框尺寸18.8×1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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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元）虞集撰 明景泰七年（1456）鄭達黃仕達刻本 

 

（圖二�道園學古錄） 

【原書版式：半頁13行23字，黑口，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板框尺寸26×17cm】  

3、韓柳文一百卷 （明）游居敬編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莫如士刻本 

 

（圖三�韓柳文） 

【原書版式：半頁11行22字，白口，左右雙邊，雙順白魚尾,板框尺寸18.5×1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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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歷代文粹八卷 （明）陳省撰 明隆慶四年（1570）刻本 

 

（圖四�歷代文粹） 

【原書版式：半頁11行22字，白口，左右雙邊，單白魚尾,板框尺寸20.8×14.8cm】 

5、五嶽山人集（明）黃省曾 明嘉靖刻本 

 

【原書版式：半頁10行19字，白口，左右雙邊，單白魚尾,板框尺寸18.6×14.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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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爱心  收获技能 

                          ——物信学子志愿服务图书馆活动纪实 

 

本学期开学伊始，物信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积极响应图书馆招募志愿者的号

召，在全院积极动员，同学们踊跃报名，组建了175人的图书馆志愿服务队。同

学们希望通过奉献自己的力量回馈师恩，协助老师为图书馆尽一份力。 

在图书馆老师的指导下，根据具体工作需要，物信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图书

馆志愿服务队将主馆第一借书处、逸夫图书楼4层外文阅览室和电子阅览室确定

为定点服务点，每个服务点每周志愿服务一至两次。此外，遇额外工作任务随叫

随到，5月中旬为图书馆搬书一次，从图书馆主楼搬运至逸夫图书楼4层，共投

入志愿者8人工作4小时，搬运书籍近万余册。本学期累计志愿服务30余次。 

通过志愿者服务同学们加深了对图书馆的了解，熟悉了图书馆的工作程序，

掌握了获取文献资源的过程和方法，认识到了维持图书馆基本秩序的重要性，同

时也深深体会到了图书馆各位老师平日工作的艰辛。同学们在提供服务方便他人

的同时，掌握了今后参加工作所需的一些基本技能，大家纷纷表示这是一项非常

有意义的实践锻炼活动，一定会届届相传，长期坚持下去。 

 

志愿者在外文部整理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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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搬运图书 

志愿者在外文部上架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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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重要开放存取资源介绍（一） 

1  Socolar（http://www.socolar.com/） 

全球最大的Open Access学术资源专业服务平台，是由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

公司历时4年自主研发的Open Access资源一站式服务平台。通过Socolar，您

可以检索到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语种的重要OA资源，并提供OA资源的全文链接。

同时，您也可以通过Socolar享受OA资源的定制服务，推荐您认为应该被Socolar

收录但尚未被收录的OA资源，发表您对某种OA期刊的评价。另外，Socolar还

是OA知识的宣传和交流平台、OA期刊发表和仓贮服务平台。 

它收录7570种开放获取期刊，收录约11198350篇文章；收录975个开放获

取机构仓储，收录约3283398条记录；每日更新； 

涵盖学科：医药卫生617种；人文社科494种；经济259种；生命科学154

种；工业技术150种其4429种。这其中90%以上的期刊通过同行评审。 

2   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http://www.doaj.org/） 

DOAJ是由瑞典 Lund 大学图书馆（Lund University Libraries）与

SPARC(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联合创

建。它设立于2003年5月，最初仅收录350种期刊，目前共收录了3728种期刊

的 219875篇全文文献。该系统收录的均为学术性、研究性期刊，一般都是经过

同行评审，或者有编辑作质量控制的期刊，具有免费、全文、高质量的特点，对

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收录主题包括：农业及食品科学、美学及建筑学、生物及生命科学、经济学、

化学、地球及环境科学、一般主题、健康科学 、历史及考古学、语言及文学、

法律及政治学、数学及统计学、哲学及宗教学、物理及天文学、一般科学、社会

科学、工程学等17种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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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LoS（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http://www.plos.org/） 

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是一家由众多诺贝尔奖得主和慈善机构支持的非赢

利性学术组织，旨在推广世界各地的科学和医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PLoS出

版了8种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可以免费获取全文，比较具有影

响力。 

公共科学图书馆（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简称PLoS）成立于2000

年10月，是为科技人员和医学人员服务的非赢利性机构，致力于使全球范围科

技和医学领域文献成为可以免费获取的公共资源。最初PLoS并没有将自己定位

于出版者，而是鼓励和号召科技和医学领域的期刊出版机构通过在线公共知识仓

库（如PubMed Central）为研究人员提供文献全文的免费获取。当时得到了来

自180个国家30000多名科研人员的支持，但商业出版机构却没有给予响应。 

2001年PLoS认识到，更为有效和实际的方法应该是自己创建提供免费存取

的高质量PLoS期刊。于是，在 2002年11月份收到Gordon and Betty Moore

基金会的900万美元的赞助后，PLoS招募工作人员成立了期刊编辑部，PLoS出

版了7种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的期刊，可以免费获取全文。 

影响因子     

期刊名称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PLoS Biology 12.916 12.683 13.501 

 PLoS Medicine 13.050 12.185 12.601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5.759 5.895 6.236 

 PLoS Genetics 9.532 8.883 8.721 

 PLoS Pathogens 8.978 9.125 9.336 

 PLoS ONE 4.351 无 无 

 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4.693 4.172 无 

 PLoS Clinical Trials - 合并到 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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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s ONE 

 目前这7种期刊可以说是国际上顶级水平的科学期刊。但是大家十分关注

的PLoS ONE（PLoS综合）在2009年6月新出的SCI影响因子（2008年度）中

仍没有数据，令很多人惊讶。尤其对于中国作者来说，SCI的影响因子会影响到

他们是否会向这个杂志继续投稿。根据《自然》一篇文章的分析，PLoS ONE定

位在稍低水平的杂志，增加了文章发表数量，目的是为了更快的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估计这些影响了PLoS ONE的文章质量，导致今年仍然没有影响因子的数据。

但整体来说，PLoS系列的杂志质量仍然非常高。 

比较好的消息是，在2010年1月5日，Plos网站公布Plos ONE被Web of 

Science收录了，并且现在已扩展到Plos ONE自创刊到现在的所有文章。 

4  HighWire Press（http://highwire.stanford.edu/ ）   

HighWire Press是全球最大的提供免费全文的学术文献出版商，于1995年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创立。最初仅出版著名的周刊“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目前已收录电子期刊710多种，文章总数已达230多万篇，其中超

过 77万篇文章可免费获得全文；这些数据仍在不断增加。通过该界面还可以检

索Medline收录的4500种期刊中的1200多万篇文章，可看到文摘题录。  

HighWire Press收录的期刊覆盖以下学科：生命科学、医学、物理学、社

会科学。 

5  BioMed Central（http://www.biomedcentral.com/ ）  

  BioMed Central（以下简称 BMC）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一家独立的新型出版

社，以出版网络版期刊为主，目前出版120种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期刊，少量期

刊同时出版印刷版。BMC出版社基于“开放地获取研究成果可以使科学进程更加

快捷有效”的理念，坚持在BMC网站免费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其出版的网络版

期刊可供世界各国的读者免费检索、阅读和下载全文。 

a.学科范围：BMC出版的期刊多在刊名上冠以“BMC”字样，它们的学科范

围涵盖了生物学和医学的所有主要领域，包括：麻醉学、生物化学、生物信息学、

生物技术、癌症、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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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生物学、医学情报与决策、医学教育、医学道德、家庭护理、皮肤病、血液

病、心血管疾病、内分泌失调、临床病理学、基因组生物学、放射医学、护理学、

免疫学、老年病学、眼科学、口腔医学、关节炎诊断与治疗、药理学、生理学、

儿科学、外科学、泌尿学、妇科学等57个分支学科。 

BMC还与 Faculty of 1000（http://www.facultyof1000.com/start.asp）

合作，根据学科专家推荐，出版的生物学领域的重要文献。他们在世界各国聘请

有1,000名以上的相关领域学科专家。 

b.用户注册：BMC网站具有多种服务功能，很多期刊将重要文章在主页上重

点介绍，并提供过去 30天中被浏览次数最多的文章列表。用户无需注册，便可

浏览、下载BMC网站上的所有文献。但是，如果需要检索文献，则必须注册（注

册是免费的）。注册方法是，详细填写联系信息（contact details），选择个人

感兴趣的学科领域并简述研究背景（scientific interests），选择感兴趣的期

刊和发送频率（email preferences），加以确任即可。 

注册用户可以得到以下各项信息服务： 

登录 BMC所有网站，包括 Faculty of 1000和 Journal of Biology，查阅

BMC上所有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BMC和PubMed数据库中的文献 

查看所有BMC期刊上可以开放获取的文章  

对相关文章发表评论（利用电子邮件方式） 

向BMC申请以E-mail方式提供定题服务，定期收到相关领域最新发表的文

献； 

在BMC期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 

c.著录内容：每篇文献著录的信息包括，文献类型（研究文献、新闻分析、

方法介绍、综述、web页面、假说或会议报告）、文献题名、著者、发表的期刊

名称、卷、期、页，论文发表日期、文摘、出版信息以及相关文献链接，以及文

章全文（pdf格式）和下载帮助。 

d.检索方法：BMC系统提供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查询功能。简单检索包

括主题词、作者、期刊名称等途径。 

高级检索则提供涉及多字段的布尔逻辑检索方式：可以使用逻辑检索（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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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D NOT）或特定符号（*、| |、 ( )、 " "等）来扩大、缩小检索范围。

通过点选菜单和下拉菜单的组合使用，可以限定检索的字段（如关键词、主题词、

资源描述、作者、题名，以及起止日期等），限定检索的数据库，限定资源的类

型和路径，以及限定检索结果的显示方式（每页显示检索结果的条数和检索结果

的排序方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