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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研究生通讯》共同成长的日

子，值得一辈子珍藏。感谢我身边的

孩子们，因为你们的辛勤工作，《研

究生通讯》越来越好！ 

最美最美主编：主编：主编：李姝影李姝影李姝影 

      感谢各位编委们的辛勤付出，

感谢各位同学们的积极参与，祝愿我

们的《通讯》越办越好！  

  勤劳模范勤劳模范：：：贾 茹贾 茹贾 茹 

  一次次华丽的邂逅——邀稿、校对、写新闻 

  一期期硕果的展现——《通讯》完成、印刷、分发 

  春华秋实一轮回，点点滴滴，都凝聚着思维的

火花道一声谢谢，说一声再见 

  期待未来更好的你，《通讯》Toodles。  

勤劳模范：尤 越勤劳模范：尤 越 

      一梦科图，经两年研会、三 春更

替，识得四方志士，五彩斑斓； 

     六旬科图，聚七步之才，八方大

贤，汇集九流百家，十分感激。  

最帅最帅顾问：顾问：顾问：邓 玉邓 玉邓 玉 

研究生通讯是表达个人思

想、挥洒大家青春的舞台，希

望朋友们在今后的岁月里，能更加肆

意、更加潇洒的活着，让美好时光继

续，让青春永垂不朽，Just Rock It! 

生活先锋：吴贝贝生活先锋：吴贝贝 

几乎每次出稿前都要“通宵达旦”，思考封面设

计更是让我“废寝忘食”，但印刷本出来之后都

是“开心得像花儿一样”。通过研究生通讯，偷

偷发现了令人钦佩的老师、博学认真的小牛人、

文笔飞扬出口成章的才子与才女，更有一群美

丽可爱、认真负责的小编们~~~ 

祝研究生通讯越办越好、飞黄腾达！  

巧手美编：秦晓慧巧手美编：秦晓慧 

生活先锋：张静蓓生活先锋：张静蓓 

时光虽短，记忆犹新，

研究生通讯大家庭，加

油！ 

    共同成长，一起

进步！ 

巧手美编：余 红巧手美编：余 红 

      朝闻夕死可矣！  

生活先锋：刘 超生活先锋：刘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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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往直前 回首顾盼只会步履蹒跚 

向着渐行渐远的你挥手 已经竭尽了全力 

一旦脱口而出的话 可能就会留住你的脚步 所以我只

于心底倾诉 

我朝着我的梦想迈进 你也逐步将自己的梦想实现 

习以为常的温暖 失去时 才体会到 

隐忍着寂寞 怀抱着启程的勇气 

在盈眶的泪水淹没你的身影前 

至少也要笑着说句“再会” 

多少次相互伤害后又多少次彼此释怀 

这份独一无二的情谊 是否会成为我们不朽的印记 

就算被指责“任性” 也仍要一直期许 

总有天你会听到 只要你还是当初的你 

若我被梦想打败 自暴自弃的话 

请于远方训斥我 如同当时那般 

你所指向的未来 定然充满希望 

绝不任由谁来决定我的一切 

独自一人承担 当你质问生存的意义时 

请回想起 当天的我们 

“再见”一词蕴含的悲凉感 无法实现的约定 

总是一再经历 亦无法习惯 

但 写满记忆片段的笔记本里 

却满满的都是你 

拭去夺眶而出的眼泪时 你已不见了踪影 

浮现脑海的一句“谢谢” 

这份羁绊潜藏于心 我亦迈步向前 

你我的梦想 你我的前进 你我的精彩或悲凉  

只有我们自己知晓 只有我们自己经历 

梦想 我想对你说 

我们真的很想和你见面 

也许我们在摸索的过程中 

些许的挑衅 些许的泪水 些许的欢笑 它只是记录着我

们的汗水…… 

不要让我们等的太久，好吗？ 

你我相证 朋友们……   

                                             

（责任编辑：吴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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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图的研究生数量与院内其他单位相比算少的，但同学们能够办起一个自己

的刊物，我觉得很了不起。你们给我送来的刊物，我每期都认真阅读和学习，从中

不仅学到了许多知识，同学们在文章中所表达的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也往往给我

以很大的启发。而且，《研究生通讯》在学术类文章和非学术类文章之间的比例把

握得很恰当，体现了我们这本刊物的定位和特点。 

根据我的理解，办刊物最操心的是如何才能源源不断地收到好的稿件。《研究

生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的作者群主要是同学们，所以发现、培养一批愿意

并善于把《通讯》当作展现和交流平台的同学非常重要，而不能只靠少数几个积极

分子的努力。给《通讯》写稿，时间上要付出很多，而回报却很少。但从另一个方

面看，经常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生活感悟等进行梳理和总结，长期坚持下来就会发

现，对个人的成长也是大有裨益。作为一本研究生自办的内部刊物，我觉得《通

讯》的编辑质量已经很高了。如果一定要提些意见的话，也许在用词的严谨性和表

达的清晰性上，个别文章还有改进的余地，但瑕不掩瑜。 

每一本刊物都应努力满足其读者群的特定需要，这样才会有生命力。我们大家

都是做学术研究的，因此学术类文章必不可少。但我们的刊物并不是一本纯粹的学

术杂志，我们办刊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加强同学之间以及同学和老师之间的相互交

流，增进了解和友谊，促进同学们在学业上更顺利地成长，在为人处事方面更快地

成熟起来。研究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而学习过程中又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

到的困难。所以，除了纯学术性文章外，还可以多登一些学习和工作中的感悟和体

会，或就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之道等问题加强交流和研讨（例如，课程

学习、查文献、开题、突破关键问题、写论文等，各个环节的体会都可以交流）。

总之，如果大家的学习和工作能够由于我们的刊物而变得相对轻松一些，那么我们

工作的价值就非常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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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再补充一点。《通讯》上刊载的文章不限于同年级之间的交流，某些问题只有师

兄师姐才有经验可谈。从这个意义讲，《通讯》为不同年级的同学之间搭起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此外，

《通讯》上刊载过的关于某些问题的真知灼见，应该让其长久地发挥作用，让更多的同学受益。具体怎

么做我没有细想，但我觉得值得琢磨。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通讯》就更加有意义了。 

关于生活经验或人生感悟方面的交流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尤其是科学院，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学校，

有着不同的经历，且都需要适应从高校到科学院这样一种转变。所以相互间需要交流的事情一定很多，

更不必说大家在成长过程中本来就有许多感悟值得分享。善于分享是一种能力，《通讯》应该成为同学

们提升分享能力的锻炼舞台；善于领会别人的分享也是一种能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别人的经验中吸

取营养，从而获得宝贵的人生智慧，并通过自身的不懈探索，找到生命中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我想借此机会就研究生会的工作讲几句。研究生会是研究生自己的组织，应该兼具引导和服务的功

能。关于研究生的学习和培养，馆里有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和计划，还有导师们的悉心指导和督促。所以

关于大家的学习，研究生会主要应该做好引导和号召，树立起积极学习、热爱学习的风气，组织好同学

之间的经验交流（就像上面说到的）等。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和发挥作用的有效形

式。 

研究生会发挥作用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丰富同学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进一步加

深同学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工作，对同学们的身心得到健康成长非常有利。现在同

学们常常感到压力很大，研究生会应该通过各项活动的开展，使大家的压力（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

的）得到有效释放。 

另外，要开展好研究生会的工作，肯定需要一批有奉献精神的研会干部。我想特别提醒咱们的研会

干部，奉献精神很好，但每个研会干部首先是一名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标准不会因为你是研会干部

而降低。所以，一定要妥善处理研会工作与个人学习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如果这

个问题处理好了，那么可以肯定，你就掌握了正确的、高效的工作方法，你也一定具备了调动大家积极

性、协调大家共同完成任务的能力。这样，你就在奉献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成长。 

祝《研究生通讯》越办越好！祝同学们学习进步！生活开心！ 

（责任编辑：贾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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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开题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回想准备

开题时与小伙伴们共同奋战，一起纠结，一起欢乐的

日日夜夜，感慨良多。走了很多弯路，也得到了一些

经验教训，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 

1、关于选题 

研一的时候我们会学习很多的课程，在忙碌的课

程和出去玩之余，我们应该及时关注图情领域的各种

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选题的来源无非两种：一种源于

导师课题，导师可以提供较为深入具体的指导；另一

种是我们学生自选，导师指导可能会相对少一点。由

于我自己的选题属于自选（惭愧惭愧，辜负了导师的

期待），我就谈谈自选。研一下半学期后半段我开始

关注社会网络分析、共词分析等可以用在情报研究中

的方法，看了一些文章和专著，对这些领域有所理

解，并打算选题选择这方面的。但是八月份的时候仔

细调研，感觉题目很大，而又很难挖掘出来新意。于

是，我就开始转而关注自己经常关注的iSchools。 由

于比较经常访问美国领域排名靠前的学校的网站，一

些想法也开始慢慢出现，比如我想把研究人员的研究

兴趣统计起来进行分析，词频统计、共词分析，会不

会得到很有意思的结论呢？就这样，我开始逐渐关注

iSchools这个群体，搜集相关文献，找出研究的空

白，从而确定了论文的选题。 

     2、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可以帮助我们对当前的研究图景有一个

总体的把握，获得对研究课题的已有知识。而为了获

得有新意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提问：何种原创性的

新知识需要扩展到已有的知识领域？有关这一研究课

题的现有研究揭示了哪些矛盾、局限、忽略与争论？

通过问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使自己的研究更加的有意

义，而不是重复前人劳动。推荐大家看《怎样做文献

综述——六部走向成功》这本小书，对于初入学术之

门的我而言，这本书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3、与导师积极沟通 

由于题目是我自己选定的，于是与导师的沟通就

显得尤为重要了。对于学术研究经验缺乏的我们而

言，导师的指导非常重要。我们向导师介绍完自己的

研究问题、研究思路之后，他们会对我们进行发问和

建议，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过程：如果你能够将一个

题目清晰地说给自己的老师听，那么至少你的选题方

向是对的。研究框架思路等问题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

题目来制定。 

4、开题答辩临场发挥 

开题的第一天我去旁听图书馆学的开题，见识了

学识渊博的孙坦馆长的猛烈炮火。其实，老师猛击我

们是为了让我们的研究更加有思路，为我们的研究提

供建议和方向。由于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们博学慎思，

他们对于很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因此，我们的选题

的意义以及可行性等问题都会得到他们的指导，相信

只要我们经过深入广泛的文献调研，选题的意义、可

行性等都会没问题的，当然这需要我们下功夫、坐得

住。 

最后，祝各位老师、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生活愉

快！ 

 （责任编辑：刘静） 

开题之我见 

2012级情报学硕士 魏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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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乍看起来似乎不太重

要，事实上，开题报告是研究生通

向毕业论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

环节，也是在今后科研中具有指导

意义的重要环节。在开题报告的撰

写过程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不仅对这种论文写作的相关要求方

面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对所研

究的问题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一个

好的开题报告就是论文成功的一

半。在评委们或多或少的质疑与赞

成声中，无论结果如何，我和我的

小伙伴们都从开题的河中趟了过

去。虽然革命也才刚刚开始，但从

开题报告的准备到答辩的这个过

程，还是有不少印象深刻的事儿

呢。 

首先，论文选题。好的选题不

仅是论文开题的重中之重，更指引

着整个科学研究阶段及论文写作的

方向。那么，论文选题究竟要从哪

几方面下手呢？具体有什么要求

呢？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

点：一是抓住专业特点，我们是图

书情报专业，选题的时候务必注意

坚持不跑题这个基本点不变，尤其

是要与政策研究、管理科学等相关

专业区别开来。二是选题要有意

义，你的选题的研究意义是什么，

能对当前的研究现状做出什么贡

献，具体说来就是能够解决当前研

究中的什么问题，对当前技术有哪

些促进，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弄

不清楚这些你的研究又有什么必要

进行下去。三是选题要有创新，虽

然硕士研究还处于学习模仿如何展

开科学研究并不要求独立展开科研

的这一阶段，但硕士论文也要有令

人信服的创新点，创新点可以很

小，也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有与众

不同的独立的进步的idea。四是选

题要量力而行，选题不仅要切忌大

而空，也要量力而行，且不说选自

己感兴趣的领域和题目，至少要选

自己当前能力或者自己在这一年半

中获得的能力能够把握和解决的问

题，建议科学评估，理性选题。五

是导师的指导，虽然这一点放在最

后说，但不代表不重要，恰恰相反

导师的指导相当重要，选题无论是

否与导师项目相关，务必要慎重

考虑导师的意见。实际上硕士

阶段的学习离独立开展科学研

究还有一段距离，毋庸置疑，

跟着导师的项目开展研究是走

向独立开展科研的一条捷径，

可以说这是硕士学习的意义所

在。 

事实证明，一旦老早就选好

题的同学一般能够顺利开题，对专

业知识的把握也较为深刻，选题的

重要性可见一斑。 

其次，为了选个好题，要如何

准备呢？这就涉及到开题前期大量

的知识积累了。一方面要大量阅读

相关文献。一般来说，现在要你们

给出个题目，大多人估计会顿时大

脑空白，这再正常不过。孙馆长曾

在一次访谈中说过，硕士的主要任

务其实是学会读文献。不断看专业

相关的文献，了解圈子动态，掌握

专家研究现状，这是开展自我研究

的基础。在这个知识时代，无论愿

意与否，我们都必须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以获取新的知识和技术，避免

重复无用的劳动。另一方面就是和

导师以及师兄师姐、同学们的讨

论。这也是获取资讯和灵感的重要

方面，尤其是在思路阻塞，遭遇瓶

颈的时候。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

有他们

  
开题开题  那些事儿那些事儿  

2012级情报学硕士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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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后盾，你们一定会收获努力后的

果实。 

这一阶段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

是，概念的界定。无论你接下来要

进行何种研究，也不管是技术还是

理论，都要将相关概念搞清楚。即

至少要立足于理论的高度把握你的

研究对象，先微观后宏观，从全局

的角度把握研究对象。 

再次，报告的撰写以及PPT制

作。如何将你独特的idea展示给各位

评委审阅也是一门学问，这里面功

夫不浅呢。一方面，报告的撰写要

求用专业术语表达你的思路，我们

有专门的格式（包括报告分哪几部

分等），要多看多改。另一方面，

PPT的制作，这是答辩阶段当场接

受评委审阅的报告部分，事实上，

这是你答辩的武器。一份无懈可击

的PPT搭上你滴水不漏的答辩，开

题战役基本就这么打赢了。PPT要

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明白易

读，建议多用图表，切忌辞藻堆

砌。 

倘若以上内容能给师妹师弟们

有一点点启发，我就很开心了。预

祝大家在国科图顺利幸运！ 

（责任编辑：贾茹） 

  

   论文开题是一场短时间里的长期战役，要顶得住压力，耐得住寂寞，

容得住抓狂。 

9月12号，2012级硕士生论文开题答辩如约而至。答辩跟想象中的一

样，如一场狂风暴雨。很多之前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研究主题，自己觉得清

晰明了的思路框架，都在汇报中被质疑被摧毁。考评组的老师们会用他们

的研究经验和高度来考察论文选题的意义及可行性，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

建议，所以这对学生而言，又是研究角度重新构建、灵感被重新激发的时

刻。开题报告是我们研究生通向毕业论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在

质疑和鼓励中，我算是暂时过了这一关，现在我把在开题准备过程中的一

点经验和教训总结一下，供学弟学妹们参考。 

首先，开题报告汇报的核心内容是我们选了一个什么样的研究主题和

研究方向，如何选题至关重要。研究生一年级都是基础课程的学习，不夸

张的说这一年与研二的研究是有所分离的，一定要平衡好课程和研究的关

系，我认为研究生阶段学生不应该那么注意考试成绩如何，而应该把更多

地精力放在以后要研究的内容上。大部分导师会要求学生定期汇报学习情

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应该积极地与老师沟通，主动要求老师推荐与研

究方向相关的文献来阅读。在阅读文献的

过程中，总会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点。

选题开始的越早，准备的自然也会越充

分，孙坦馆长说用一年的时间读100篇文章

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而且重要的一点是

能及时发现选题是否具有可行性，一旦觉

我 说 开 题我 说 开 题我 说 开 题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吴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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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研究有偏差或是难度偏大，也有充分的时间悬崖勒

马。我在研一上学期的时候初步确定想要研究科学数据

和科技文献的关联，之后围绕这个方向调研了相关资

料，但是在后来往深处思考的时候，觉得以自己的技术

水平无法实现深层次的研究，而且我的导师对科学数据

这一块不是很熟悉，最后就放弃了这一个题目。早起的

鸟儿有虫吃，学弟学妹们，选题要趁早，纵使不是自己

最终研究的方向，也会在选题准备中收获宝贵的知识

（如搜集论文的途径，管理论文的方法等）。 

之前一年的时间寻找开题的方向，但是真正实施与

开题汇报直接相关的工作还是集中在课程结束后的7、8

月份。这两个月需要高效率的阅读相关论文，整理论文

的框架，切记有了想法一定要落实在纸

上，框架也要写出来才知道哪里有

问题，然后可以一遍遍的修

改，不能光是在脑袋里

想。如果有的同学

临时更换了题

目，也不要太

过慌张，还

是要冷静的做文献调研，然后有选择

的阅读文章，把论文要研究的核心问

题和要实现的目标想清楚。答辩的

老师很看重的一点是开题报告中的

国内外研究现状也就是综述部分，

孙馆长说我们综述做的不好，让我们

去看看国外的研究综述是怎么写的。

其实我觉得综述的好坏是由阅读文章的

数量决定的，还是那句话文献阅读是所有发

言的底气。答辩的过程确实很激烈，老师们尤其是孙馆

长总能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让人不由发出“我当时怎

么没想到这个问题”的沮丧，但是之后仔细想想有些方

面确实有道理。听过开题汇报的同学，莫要被现场气氛

吓住，其实只是为了让我们今后的研究少走弯路，或许

我们应该期望“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打铁要趁热。开题汇报结束后，要及时整理汇报过

程中老师给出的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论文研究框架。

此时，心理上的压力可能不如开题前那么大了，但是我

们要明白这只是一个开始。老师把关的只是我们论文方

向的意义与可行性，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很多困难

需要我们去解决，论文的完成之路还有待继续探索并奋

斗。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希望能给学弟学妹们一

点启发。真正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责任编辑：徐晓艺） 

京区“科学杯”篮球赛 

一展我馆研究生良好精神风貌  

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增强职工和学生的身体素质，加强我院院所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我院京区群众

体育工作向前迈进，中国科学院工会举行了“科学杯”篮球比赛这一项常规体育赛事。2013年海淀区体育健身

“欢乐年”暨中科院京区职工“科学杯”篮球比赛于9月中下旬在中关村体育场及周围基础研究所举行。我馆研究

生积极参加组队，在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国科图篮球队成立，并代表国科图总馆参赛。在以往的每届赛事上，

国科图篮球队都展现了国科图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良好精神风貌，同时也很好地宣传了我馆是推动我院科研发

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今年比赛国科图首场告捷，整个比赛国科图都展现了不可小觑的实力，虽然比赛意外以一分

之差败给生物物理所，但是比赛精彩的过程及在赛场上的收获与中科院兄弟院所的友谊是最珍贵的。国科图篮球

队的参赛展现了科图学子的团结拼搏、积极向上、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 

 （责任编辑：张舵）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邹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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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论文开题，自从春季学期

开始，这就成为我们常聊的话题，但

如很多具有拖延症的常人一样，我们

中很多人对于开题只是三天打渔两天

筛网的慢慢弄，其中也包括我一个。

2013年8月26日接到通知，9月12日被

定为开题答辩的日期，剩余准备时间

已不足二十天。从这天开始我们的警

钟才被敲响，用一句不雅的话来说，

从这开始同学们才像打了鸡血一样，

努力认真起来。不到二十天的时间

里，算得上在来国科图这一年里我度

过的最为努力及辛苦的阶段。大批量

的论文阅读及思考、近一万字的开题

论文撰写及PPT制作和汇报等任务蜂

拥而至。 

有了此次开题答辩的经历，自己

对于论文的开题答辩有一些小小的认

识。对此，我仅以自己这些小小认识

和看法与大家分享一下。论文开题答

辩分为四部曲：前期准备，开题报告

撰写，PPT制作，开题汇报。 

一、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定义为四部曲中最令人

迷茫、无措、急切的一步，特别是对

于那些研一的时候并未和导师一起做

项目，且学术性积累较少，到了开题

时间定下来后才开始忙碌。题目未定

下来之前，还要面对一大堆文献漫无

目的的游弋，大海捞针的寻找自己的

论文研究方向。 

前期准备的主要工作两个方面：

（1）涉猎各类文章，阅读大量文献

和资料，为做论文准备前期的基础知

识。（2）结合自己的导师的研究方

向、自己参与项目相关的主题，或自

己感兴趣的方向，找出几个较为有意

义的研究方向，同导师和前辈交流讨

论，最终确定自己的研究大方向。 

在文献阅读方面，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泛阅读阶段，这是一个长

期积累的过程。一般人想做好学术研

究最好从入学起就开始好好的学习自

己方向相关的知识，从而更好的了解

自己的学科，在正式开题时就能准确

的定位需要阅读的论文，避免在开题

时如刚才所提的那种大海捞针的慌乱

的阅读。第二，定位阅读阶段，一般

是指开题的一个多月前，主要任务确

定自己感兴趣的几个研究方向及自己

最终研究的大方向。在寻找文献阅读

上最好结合导师的研究方向或和自己

参与项目有关、自己较为熟悉领域的

论文上；避免漫无目的游弋迷失。从

而更好更快的确定研究方向。一般推

荐看的文献主要是以下几种。（1）

阅读本馆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看

其研究的内容和思路、框架结构及其

研究方法。（2）浏览本专业的核心

期刊，看大家都研究什么，怎么研究

的。（3）浏览国内外图情网站及论

坛，关注主要的会议报告。把握最新

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在研究方向确定方面，大多数老

师是让学生自己确定，只给予指导和

建议。因此，多向师兄师姐及老师请

教为佳。做咨询应注意有自己的思

考。不同人观点各异，过多咨询后可

能导致自己迷失。在初期做研究方向

选题时，自己先确定几个备选的方向

再找自己的导师做交流效率更高。论

文选题可以结合导师的研究方向、曾

论文开题随想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邹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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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的项

目、自己熟识

的领域及研究热

点等方面进行思考。 

除了这两个模块外，其他

部分就相对简单了，很多地方

参照前辈们的报告很容易即可完成。 

 

二、撰写开题报告 

在完成前期准备、确定研究大方向后，便需进入开

题报告的撰写阶段。开题答辩一般在九月中旬，开题报

告的撰写最佳在九月份之前开始。撰写开题报告，首先

需明白开题报告要写什么，这是师兄师姐前辈们历年的

开题报告最佳的学习题材。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主

要包括7个部分：①选题的背景及意义；②国内外本学

科领域的发展现状与趋势；③课题主要研究内容、预期

目标；④拟采用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

行性分析；⑤已有科研基础与所需的科研条件；⑥研究

工作计划与进度安排；⑦参考文献。其中第二部分研究

综述和第三部分研究内容思路尤为重要，该两部分是论

文研究价值及可行性的重要体现。研究综述需要对主题

相关文献进行调研，归纳出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热

点、发展趋势，及国内外存在的差异及优缺点。该部分

是论文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一定要注意大量的文献

调研，清晰的梳理出研究现状等。该部分可独立成文，

因此如撰写的够好可作为自己的小论文发表。   

在研究思路方面，主要是以论文提纲的形式出现。

在汇报时，该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意义、可行性、创新点

等都有巨大的体现。因此，对于该部分也要有较为清晰

的思路。备注：撰写报告时，注意及时做好引文标注。 

三、PPT撰写  

 PPT撰写是四部曲中

最为简单的部分。通常是

在提交完开题报告和开题

答辩间可以完成（通常要

求在答辩之前三天提交报

告，因此有两天的时间去

完成PPT）。PPT主要是把自己的研究构想展现给老

师。制作之前可先参照师兄师姐们的PPT,通常是沿着

开题报告中的内容和思路准备制作PPT即可。展示时间

为10分钟，根据各自语速不同通常在15页到35页之间浮

动。 要求：“言简意赅”外加“清晰明了”；文字不

易多，能用图示的最好用图示；注意PPT的动画展示；

对于重要的文字可以加高亮。谨记宗旨：让老师最快最

清晰的；了解你要展示的是什么。  

四、开题答辩 

开题答辩会如上文所述一般在九月中旬。 答辩分

两个部分，一、10分钟学生开题汇报。二、老师点评学

生答辩。对于开题汇报时通常推荐写一份答辩稿，结合

ppt、把握好重点、字数及时间。其中最难点在于：选

题背景、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的不足和问题、 

研究内容和方法。其中选题背景及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等方面通常不能全显示在PPT上，因此在汇报时要注意

把握重点论述。对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一定要阐明细

致，创新点的解析上一定要拿捏恰当。对于老师的点评

阶段，学生一定要注意冷静的思考，分清老师点评的那

个点，是批评或是建议，从而做出相应的回答；

少与老师辩论，虚心听取意见，记下老师给

予的建议（通常也有专门的助理做答辩记

录记下问题和意见）。备注：老师通常

会有“选题太大”、“研究方向意义

不大”、“可行性存在问题”等一

列问题。因此开题报告时注意对选

题范围、研究价值、可行性等方面

做好把握。 

希望该文章能让师弟师妹们对

论文的开题有个初步的认识，祝师

弟师妹们开题顺利！ 

     （责任编辑：贾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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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科学的历史，就是这门科

学本身。”——歌德 

最开始选择了解“科学技术史”

主要是对现如今发达的科学技术的总

体发展过程的好奇，想了解一下不同

时期科学技术的代表性发明及其发生

的起因与影响；此外，作为一名研究

生在面对如今学科发展越来越多细越

来越分化的情况下，试图能够从理、

工、农、医等学科的大方向综合了解

科学技术，了解各学科在科学发展的

横向与纵向中都扮演着怎么的角色，

将各学科联系起来，形成自己对科学

技术发展逻辑联系与发展规律的理

解。 

作为一门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

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科学技

术史不仅要研究各个时期科学家，技

术专家以及其重要发明技术的发展演

变的逻辑规律，更要将这些科学技术

发现和同一时期的社会因素如政治，

宗教，经济，环境相联系，将自然科

学领域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结合来

看待这一学科。 

1 科学技术史”重要内容回顾 

本节课将科学技术史安时间发展

分为三个部分即：古代部分与近代部

分，现代部分。古代部分的主要内容

包括远古科学技术萌芽时期（旧石器

时期与新石器时期）和古代四大文明

古国的科学技术发展。 

近代主要包括第一次科技革命与

第二次技术革命，西方古典科学的跃

进式发展反衬出期间中国发现的落

后。 

现代科学技术史上出现了一大批

新兴学科，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细

化，跨学科发展，基本学科的发展也

出现综合化。 

1.1 古代科学技术 

从原始社会磨制石器，弓箭的发

明，火的利用和陶器，铜器的制造，

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到四大古文

明发源地：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

度，中国的兴起这一切的发明从现代

人的角度来看是那么的合乎常理但却

不禁被古代人类的智慧所折服。比如

说古埃及人的太阳历；同时更正了以

前错误的知识，比如说我们使用的 1

～ 10 的阿拉伯数字最早是由印度人发

明的等等。其中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对

于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农学四大

学科的发展，对于陶瓷、丝织、建筑

的推进与世界文明的四大发明：造

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是让身

为 21 世纪的中国人所自豪的，最为新

时代的研究生我们有责任秉承本国智

慧不断创新。 

1.2 近代科学技术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

航海发现，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

的兴起，第一次科学革命对于天文

学，医学，力学与物理学的发展均起

到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的，

古典科学如天文学，地质学，物理

学，生物学，化学的全面发展为第二

次技术革命奠定了夯实的基础。第二

次技术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是在

科学技术史上也是举足轻重的。其中

电力技术的发展，发明内燃机与电报

电话无线电等电信技术的出现将近代

我 
对 
“ 
科 
学 
技 
术 
史 
” 
的 
一 
点 
感 
悟 

2012级情报学硕士 牛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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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

技术中心慢慢的转

向了英国，法国，德国等

国家。然而此时虽然有洋务运动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挣扎但由于受到专

制制度的束缚，保守思想与排他性的独立观念，中国

科学技术在近代依旧处于落后的状态。 

1.3 现代科学技术 

本科对于现在科学技术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很多，

从二十世纪直如今，科学技术普遍发展起来，基础学

科得到了完美的补充，跨科学新兴技术不断发展，二

十世纪的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与航空都在快速的进

步中。随着能源的消耗人类也在不断寻找可替代能源

储备。2012 年 3 月日本宣布首次成功从海底提取出

“可燃冰”——一种天然气结晶，这种化合物被专家

被誉为 21 世纪最有希望的战略资源。 

总之，本课从整体上来说符合理科生的思维模

式，将历史与科学技术史，哲学横向融合到一起。课

堂上都是选择最经典的事实，简单易懂，便于展开。

如讲述力学时，选择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的发现是我

体会到经典力学的精髓；而且在讲述光学发明时的同

时对“波动说”与“微粒说”之争, 还包容着辩证统

一的哲学思想在里面。 

2 社会因素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与制约的

辩证关系 

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牛顿一样，任何一门科学

技术的发展都是由诸多方面的科研成果、点点滴滴地

积累汇集而成的。本课从另一角度来说不断告诫向学

生任何有意义发明创造都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乃至

上千年的艰苦探索才能形成的，面对我们未来可能接

触，从事的研究工作，都是与社会因素如文化，精

神，环境，政治，经济相联系。 

科学技术成果的主要经济目的使得科学技术发展

直接与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在古代科学技

术史上有着极致的体现，比如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耕锄

农业的发展，是有农业所需农耕工具：播种用的石

锄，收割用的石镰这些发明的出现而形成的，这些发

明直接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同样的，人类自古

对于死亡的畏惧而产生对重生的慰借心理促使古埃及

木乃伊的出现，埃及木乃伊对医学解剖药理学的启发

后来通过希腊人对整个西方医学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此，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生活带来了便

利，也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科

学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一旦人们发现这些新的科学

发现能带来实际利润，那么就会在一段时间被内付诸

实践。而每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科

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成果产生的

直接影响人类物质生活；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一

种巩固统治阶层的手段，从而对经济于政治产生影

响。 

要知道在文明出现以前，科学技术是不受重视

的。只有在文明出现以后，为了满足经济目的于对资

产的有利控制，例如：寺院对账目进行记录行为，这

就刺激了数学最初的出现。但是那时的社会等级制度

要求所谓的“科学家”变成统治者的“秘书”，而其

身份也局限于奴隶等级，反过来由于自由的局限于赤

裸裸的经济目的使得这些“科学家”日复一日的重复

这些技能，简单地重复让当时的技术停滞不前，无法

进步。同理，随着阶级社会的溃败，经济对科学技术

的发展产生需求，科学家自由的恢复之后，

一个个的科学技术开始爆发性进

展。如欧洲十六，十七世

纪，英国工业大革命

时期或文化大

革命。这些

科学技术的

爆发性进展都

是隶属于历史

上的伟大社



2013年第4期（总第45期）                                                                                                                           

11 

会，经济，政治运动的。

相反，在罗马帝国颠覆之

后，不仅仅在欧洲，几乎

是同一时代的全世界范围

内出现了一种不需要发明

的地方自治经济，在这个

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再次

停滞。 

    此外，社会的哲学，

艺术，宗教思想也与科学

技术的发展相互影响，这

些影响是曲折的，难以发

觉的同时也是不可否认

的。例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就受到资本主义时代

自由竞争的影响。 

3 科研人员的社会责任感 

面对现代基础学科的不断知识化，应用学科的不

断技术化，教育太过关注与成绩与能力，学生道德，

素养的培养似乎位居其后变成可有可无的事情。这种

教育陷阱导致“高智商低情商”的扭曲社会现象。而

身为研究生。专业技术的强化教育占据了大部分的学

习时间。若我们将全部的时间都用于研究本专业相关

的内容那么毕业以后有可能出现与社会脱节的现象。

此外，虽然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但是科学

技术对人类生活的环境的污染问题却使得我们没有更

多的机会来享受这些成果。空气污染，水污染，四季

反常，核辐射核泄漏，温室效应，食品污染等等问题

也都是我们过于关注科学技术发展而忽略其对社会影

响的后果。 

总之，本课将人文教育同科学教育相结合，从历

史文化的大角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看到科

学技术发展成果间的相互联系同时也在阐述这些科学

技术成果与社会，伦理道德间的辩证影响。为我们这

些理科生提供一个综合平台，能全方位的看待科研，

能从人类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待科学家这一职业，看

待技术人员的科研成果。在我心中展现这样一种角度

来看待我的学习：单单了解科学技术是不足够的，还

应该从人类获益的角度出发，关心文化，关心社会，

关心环境。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将我们所作的科

研工作与社会责任相联系，时刻提醒自己要做出为社

会有益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刘静）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张舵 

感恩在行动 共庆教师节  

9月金秋，这是一个耕耘与收获的季节。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被誉为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2013年9月10日迎来了第29个教师节，空气中弥漫着感念师恩的情绪。当天，国家科学图书馆研

究生会全体成员为国科图的老师们送去了贺卡和祝福，此外，研究生

同学也分别为自己的导师献上鲜花或送礼物。礼轻情意重，虽然只是

一张薄薄的卡片，却承载着同学们对老师满满的感恩与最美好的祝

愿，同时也表达了对老师的敬爱之情。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老师们的

辛勤付出，学生工作的开展也少不了老师们的无私奉献，同学们应该

了解老师平日里的工作，感受老师默默耕耘的精神，感谢老师辛勤的

工作与细心的指导，让老师也感受到职业的光荣与幸福。  

（责任编辑：邹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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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urrent age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 coun-

try depends largely on its technological 

prowes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chieved 

the strongest global competitiveness 

because of its domin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studying the history, we 

can realize its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my own understanding, 

now I may try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its rapid development. 

In its short history, American scien-

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far more than other countries’. 

In the area of communication, it invented 

TV phone, cordless telephone systems, 

mobile phones, the Internet, the earth 

synchronous satellite, the global posi-

tioning system (GPS), optical fiber com-

munication and so on; in electronic tech-

nology, it came up with the triode, semi-

conductor devices,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chips; In transportation, it created 

four wheel vehicles, aircraft, liquid rock-

ets, space shuttles, the moon, Mars, 

space exploration. In energy, it pio-

neered the generators, power grids, and 

atomic energy. The United States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of the 

world's techn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 

For the US, its way is a high-tech 

development as the center of gravity on 

national defense. And it strengthens the 

basic science research, pays attention to 

the basis research of the basis of univer-

sity and enterprise joint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oa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ny reasons. In my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its rapid develop-

ment mainly have the following several 

aspects: 

First is the macro international en-

vironment. Dur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the USA made the war 

windfall. Especiall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debtor be-

fore the war,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creditor n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y Europe nations were devastat-

ed, and were waiting to rebui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d loans to these 

countries and obtained interest incomes 

from them. At this time, America's flexi-

ble policy and high income attracted 

scientists in many countries to immigr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I, 

more than half of the Nobel Prize winers 

ca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m were foreign-born.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ose as a capitalist country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col-

laps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made 

the America as the world's only super-

power. 

The second is the domestic environ-

ment of the U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Maybe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 black sla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fer the civil war and the fact is 

very bad for Ameirca. But in some ex-

tent, it also benefits for the US, because 

the war leads the liberation of the pro-

ductive forces! In addition, in the two 

world wars, the United States joins battle 

in the late war, and it is the victor and 

gets a big war reparation in the both war! 

The important local part do not suffered 

in the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ld 

war supplies, sent windfall of war.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merica's gold 

The simpl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of  
Modern Americ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级情报学硕士 徐晓艺 

--Why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es rapidly more than other 
countr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 shor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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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s accounted for 60% of the world, 

which established a strong dollar system. 

Finally,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America’s rise is the government's 

attitude. One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ained the U.S. govern-

ment’s attitude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f a govern-

ment did not generously and explicitly 

supports and encourages scientific re-

search in university, industry, and gov-

ernment laboratories, it did not perform 

their duties." This statement clearly 

shows that the consistent position of the 

U.S. government is positive and active 

in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

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overnment accords 

the following four way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The U.S. government makes the 

plan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

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plan is the important way to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US government. As 

early as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order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s the 

highest goal, the government had formu-

lated the "Manhattan project", "Apollo 

program", "Star Wars" program, etc.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faced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the 

economic competition as the main con-

t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competition, the U.S. govern-

ment formulated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plan 

and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plans, etc.. 

They tried to comprehensively control 

and grab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new peri-

od. These plans formulated by the gov-

ernment of the US is in order to serve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national goals 

as the highest pointer. The plans have a 

strong forward looking, represent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

bu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The U.S. government has estab-

lished a set of effective policy for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To strengthen di-

rect guidance and support for the tech-

nology innov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enterprise, the government has 

allocated special funds as the subsidy 

funds of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re-

searchers to accept enterprise applied 

research project, and has took the special 

tax policy for the activ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US government 

pays attention to the market operation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encourages 

researchers to research into the enter-

prise, makes it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conditions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

gy can move quick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market operation. 

3.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government pays importance of the sci-

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t that 

once, the United States was an immi-

grant country, and absorbed the world's 

elite talent. This fact made the American 

people's great features: the whole nation 

are creative. However, due to the time of 

the history of America itself is short, 

they didn't know how to develop their 

ow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

nel. In order to promp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ctively studied the advanced European 

powers in order to master the advanced 

national education experienc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made them can be used by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o-

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mainly adopted 

two measures at the time of study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Europe powers: the first 

is inviting the European countries educa-

tion experts for a long time, holding 

seminars to make American educators 

timely grasp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f the 

education science; the second is select-

ing a large number of government offi-

cials、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study 

aboard in the national financial resources 

nervous. Such a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number of scholars studied or visited in 

Germany was more than 10000. These 

people went abroad to study research, 

and the chance could broaden their hori-

zons and enrich their knowledge. After 

they returned home, most became the 

education backbone in teaching and re-

search, and became the pioneer to spread 

foreign advanced education idea. Thes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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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the rise of public 

schools, Pei si ayloe school 

movemen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ovement, land 

grant college sports, Herbart 

school sports are returning 

from abroad exper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

separable. 

      4. The government has en-

hanced basic research. in world 

war ii as an opportunity, the United 

States builted the national universi-

ty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in the 

center of the basic research. In the 

post-war, the universities took 80%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They 

put the foc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universities, and 

greatly improved the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

search ability. These actions made the basis 

science of the country get rapidly development, 

injected vig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alized the common develop-

ment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ed the investment in basic 

research, emphasised the techmological inno-

vation on basic research, and it was the invest-

ment for the future. 

Finally, I would make a small conclution.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 technological pow-

er), the development of its experience is worthy 

of thinking to learn for our country. But we 

should be clear that learning experi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s by no means copying the 

somebody else things, but to learn the some-

body else's strategic vision and flexible strate-

gy. And then, because of our country as the 

developing country, we must need to learn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US has proved the feasibility of a road in its 

own practice. If we turned the blind eye, and 

took our own touch stone across the river, that 

could mean that we are not good at learning 

and using for reference. Besides, our national 

conditions tell us: blind test on the develop-

ment strate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be our Achilles' heel. We are already very weak 

on the found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t can not afford to collision blindly. Onl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patterns of the 

advanced in the world, can we realize the leap-

forwar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

国家科学图书馆 

与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 

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8月23日下午，国家科学图书馆与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

会工作委员会联合开展文献信息服务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国家

科学图书馆举行。海淀区区长助理张淑婷、海淀区总工会常务

副主席冀国瑞等，国科图馆长张晓林，副馆长刘细文等相关人

员参加了签约仪式。仪式由国科图馆长助理张智雄主持，海淀

区区长助理张淑婷、国科图张晓林馆长分别做了讲话。随后，

国科图刘细文副馆长、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会工作委员会

黄继晔主任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联合开展文献信息服务合作

协议”。 签约仪式后国科图张晓林馆长等国科图相关人员与海

淀园工会工作委员会相关领导、代表及所属30多家企业代表还

举行了文献信息服务需求座谈。针对企业需求，国科图今后将

充分发挥科技信息资源优势，定期联合开展形式丰富的企业用

户培训，为海淀园重点企业用户构建畅通的文献服务渠道，建

立起面向海淀园区企业机构的情报研究服务机制；提供基于产

业链的技术分析、企业竞争态势与格局分析、核心技术揭示以

及产业政策分析等服务；国科图还将充分利用“科技创新与创业

早期项目信息服务平台”，面向海淀园区开展科技创新和创业早

期项目的知识服务与咨询、技术转移转化对接等合作，从资

金、场地、资源方面帮扶科技创新团队开创企业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张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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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的解释 

信息交流是发出和接受信息的过程。信息交流过程通

常有6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信息源、信息、信息传递的通

道或网络、接收者、反馈、噪音。 

学术信息交流是指学术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包括正式

和非正式两种方式。 

下面我将从学术信息交流按时间发展变化的过程来谈

一下我对学术信息交流的理解 

二、传统的学术信息交流 

传统的正式学术信息交流是一个严格的交流机制，由

作者写好论文，经同行评审，达到发表的标准后进行发

表，由出版商出版发行，再由图书馆，书店等藏书机构进

行购买，然后再由个体用户到图书馆或书店进行阅读，从

而达到学术信息的交流。整个过程有一定的时间滞后。不

能够进行及时的学术信息交流，这是正式的学术信息交流

方式。为了弥补正式的学术信息交流的缺陷，传统的非正

式学术信息交流主要有学术会议，和作者进行书信，交谈

等不具有所有读者都可以进行的交流方式。 

三、网络环境下的新型的学术

信息交流 

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化的发展, 现

代学术信息交流体系正发生着深刻变

化, 比如数字化出版发行、以出版商为

主导的学术信息交流市场和以二次文

献商和检索服务商驱动的“全面信息

服务”机制等等。 

进入数字时代，学术信息交流的

方式随之多元化，并且也为信息交流

提供了更多的便捷条件，相对于传统的信息交流流程而

言，每一步骤都发生了变化。作者进行著述时，不再仅仅

是手写形成的纸质文档，还可以是电子文档；同行评审不

再需要把同行集中在一起进行评审，仅仅通过网络，评审

专家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对世界各地的文章进行评审；经过

评审后的文章，出版商进行数字化的出版和发行，图书馆

等藏书或服务机构购买数字信息，比如数据库、电子书等

数字化产品。整个流程大大节约了信息交流的时间。可以

使学术信息很快的到达读者那里。 

随着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出版商在整个学

术信息交流过程中越来越成主导地位，弱化了图书馆的地

位，出版商开始了全面信息服务的过程，出版商可以面向

个体用户服务，是集出版、收藏、服务于一体。用户无需

通过图书馆这一中介进行交流。同时也在网络这个大平台

上兴起了一系列的信息交流方式，网络学术论坛、门户网

站、博客、wiki、白板、贴吧、RSS、社会性网络、标

签、互助问答系统（如百度知道、雅虎知识堂）、网摘，

以及后来的微博，这些新型的信息交流方式也同样的在学

术交流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用户之间的学术信息交流更

加方便和多样化。这些交流方式既

有正式交流，也有非正式交流，并

且在网络环境下这两者的界限更加

模糊化。 

 一方面作者可以把自己的文

章（不是定稿后的）率先发表在自

己的个人主页上，供他人进行交

流，但是出版商认为版权为出版商

所有，再加之出版商对刊物价格的

垄断以及用户认为为什么用纳税人

浅谈 
学术信息交流  

2012级情报学硕士 何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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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做出

的成果，

纳税人还

要高价购

买才有使

用权，出

版商却获

取了高额

利润，在这样情况下，就催生了开放获取运动，开放获取

运动所形成的主要成果有开放期刊、自存档、机构知识库

等，还有其他一些方式，比如个人网站、博客、电子书、

维基、邮件列表、P to P共享网络，这些都是开放获取的

实现形式，这些方式使得学术信息更加容易的被用户免费

获取，促进了学术信息的交流。 

四、对未来学术信息交流的畅想 

在未来，网络技术更加发达，社会文明更加进步，社

会世界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届时学术信息泛在

化、传播渠道泛在化、信息接收者泛在化、信息交流方式

泛在化等，总之处于一个泛在化的环境。用户获取学术信

息将没有任何障碍，开放获取也将随着开放获取理念的深

入人心，会有越来越多的开始获取实现形式，并将成为全

面的开放获取，现在只是一部分学术期刊进行了开放获

取，并且大部分是社会科学，开放获取也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有的是在出版商正式出版6个月后才可以开放等等，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出版商的盈利模

式，使得所有期刊都进行完全的开放，当然这也包括科技

期刊。那时图书馆这个作为信息交流中介的主导地位将不

复存在，而是以一种新的身份，新的模式，或者只是众多

信息交流媒介的其中的一种，或者将成为一种用户依赖的

像一种业务一样的运营模式，使得用户在泛在化的生活环

境下，遇到问题时第一反应是：“这是图书馆（或者别的

名称）的责任，应该找图书馆”，成为一种用户所依赖的

需求。 

学术信息交流过程中信息源与信宿之间的交流将更加

直接。H．门泽尔从载体的角度把信息交流分为正式交流

和非正式交流两种。网络环境下，网络载体有着独特的性

能优势，给传统信息交流中文献载体的主导地位造成了巨

大的冲击，网络交流使信息文献载体这一概念模糊起来，

从而使得正式过程和非正式过程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学

术信息交流将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五、总结 

学术信息交流的实质是学术成果的共享，不管是传统

式的学术信息交流还是网络环境下出现的各种学术信息交

流形式，归根结底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知识创新。可以引用

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的SECI模型。S(socialization)社会化

过程：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通过直接交流方式将

他人还没显化的知识转化成自己的隐性知识，可以是灵

感、想法等。E（externation）外化过程：隐性知识向显性

知识转化，作者将自己脑中的隐性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

可以是写论文、发博客、可以是只是片段，可以刊登在期

刊上，也可以形成电子版，可以张贴在自己的个人网站

上，也可储存在机构知识库中，总之可以利用一切可利用

的形式和载体来将自己的隐性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C

（combination）融合过程：显性知识间的转化，对已有的

显性进行分析判断挖掘整理重组加工。I(internation)内化

过程：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通过交流将他人的显

性知识消化吸收后转化成自己的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

构。 

不管时代在如何发展，这种模式将不会改变，改变的

是人们利用的载体和方式，从而改变效率，在将来这四阶

段的循环周期将缩短，界限将模糊，效率大大提升。这种

变化是借助技术还是人文，我想都有。针对于此，目前的

面对的情况是，知识主体的主观参与的意愿和积极性，如

果作者不愿将自己的知识进行分享，那么这种链条就会受

到阻断，目前的开放获取便是如此，因此必须注重关键因

素的优化。激励学术交流过程中的参与主体，营造相应的

学术氛围和环境。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责任编辑：尹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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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是10年互联网技术发展趋势和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新生商业模式交汇的一个词，2008年至今，人民对云

计算的认识从最开始的不熟悉、不了解，到了解、认知，

再到热炒，现在也归于平静。由于过度的热炒使得我个人

感觉对云计算是云里雾里，始终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

感。基于对“受冷遇”云计算内涵与概念想较深入的了解

这一目的，便开始收集有关云计算的资料，在此分享我的

一点理解。 

我在Google上以“cloud computing”为检索此进行检

索，返回结果283,000,000条；进入新浪微博有关于“云计

算”的博文5,175,042条，可见云计算热潮的猛烈。Google，

IBM，微软等互联网巨头都对云计算十分看好，《Google及

其云智慧》中指出：“这项全新的远大战略旨在把强大得

超乎想象的计算能力分布到众人手中。”“物联网携手云

计算创建智慧城市”成为头条新闻，云计算成为了解放终

端的思想，将改变整个产业的思维方式。 

身为专业为情报学的“门外汉”，虽然铺天盖地都是

“云计算”“移动互联”“大数据”“物联网”这些热词

的相关报道，但是说道具体的，依旧都是云里雾里。我怀

着一探究竟的好奇心报了“云计算系列讲座”，现就对课

上我所了解到的云计算进行阐述。 

1. 云计算的含义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种新兴的基于Internet的

超级计算模型。它在远程的数据中心将任务分布给几万甚

至几千万台电脑和服务器，连

接成一片提供服务。用户通过

电脑、笔记本、手机等方式接

入数据中心，按各自的需求进

行存储和运算。云计算甚至可

以让你体验每秒超过10万亿

次的运算能力，如此强大的运算能力几乎无所不能。 

因此，云计算就是以大规模数据中心为代表的物理门

户成为今天IT和业务基础架构的主干。在数据中心，应用和

服务中间的紧耦合被打破。云计算平台通过从物理服务器

上创建和管理虚拟运行环境，实现了由相同规模的物理数

据中心支持更多的应用和用户：好比一个大的建筑被分

成许多房间，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定制每个房间，通过可移

动的墙来实现调节。数据中心可以为用户配备特定的服

务，并实现按需付费的模式。 

虽然“云计算”后面常常接着“技术”一次，但是若要对

这种技术精细解释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打发的了。因为

云计算对应的不是一种技术，而是多种技术的组合。可以

将云计算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工厂，提供云计算服务的数据

中心里面摆满了成百上千的服务器，并且用错综复杂的线

缆连接了起来。这些服务器上面运行了很多智能化的程

序，它们能够高效地管理这些服务器，保证服务器出故障

时系统能够自动修复，还能够保证整个中心以很低的成本

运行着。 

2. 云计算的崛起 

就像天空中漂浮不定的云一样，分布的几万甚至几千

万 台 电 脑 和 服 务 器 就

是“云”。它们总存在于某

处，但是你无法也无需确

定这些服务器的具体位

置。 

云计算的概念最早产

生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

麦卡锡(John McCarthy)首

次提出把计算能力作为一

种像水和电一样的公用事

浅谈 云计算  

2012级情报学硕士 牛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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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提 供 给 用 户。到 了1999年 通 过

Salesforce.com网站向企业提供企业级

的这一应用的实现成为云计算历史上

第一个里程碑。随后，亚马逊(Amazon)

于2002年提供一组包括存储空间，计

算能力甚至人力智能等资源服务的。

基于Web Service三年后亚马逊又提出

了弹性计算云(Elastic Compute Cloud，

简称EC2)的Web Service，允许小企业

和私人租用亚马逊的计算机来运行他

们自己的应用。 

云计算的崛起从某种方面来讲跟

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也有关系，当

时的网络经济只是一个不盈利的空架

子，希望能够从互联网泡沫中获益的

通信设备制造商和网络运营商面对缩

减的网络需求被迫大幅度降低其产品

的价格，当时的国际长途电话便宜到

每分钟1分钱，低价的云计算就倍受关

注。 

3. 云计算发展的推动力分析 

从PC、互联网再到2007年谷歌提

出风起云涌的云计算，由于其资源高

度共享、随需随取、快速部署的突出特

点，云计算开始从概念热吵进入到真

正的落地阶段。现在，我国云计算产业

已进入市场导入期和增长期，预计不

久后其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元，

成为全球增长最快和市场份额最多的

新兴市场之一国内外主要IT企业都将

云计算列入公司未来主要战略方向。

作为一场计算模式的巨大变革的起

点，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偶然的。 

3.1 云计算发展的必先决条件 

人们上网方式的改变为云计算的

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1995年到

2010年，仅Internet连接速度就提升了

30倍左右，以家庭用户为例，从最开始

的拨号上网（网速在50 Kbit/s左右），

到后来的ADSL（512 K/1 M/2 Mbit/s），

以及最新的光纤入户（10 M/20 Mbit/

s），带宽的增长改变了用户使用网络的

模式以及网络应用的类型。 

云计算如果说是技术，那也是多

种技术的组合。云计算在不同的层面，

可能会用到不同的技术。而这些技术

的不断成熟，是云计算发展的现行条

件。 

3.2 用户对云计算的需求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云计算的发

展相辅相成。 

国外还是国内通信业，3G技术从

概念的阶段走向商用和市场化实现了

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家电技术正

在进行融合。使各种传统设备具有互

联的能力称为可能。手机不再只是用

来打电话，还可以连入互联网，部分起

到个人计算机的作用。据统计分析，到

2011年，网络终端将从2006年的5亿个

增长为1万亿个。平均下来，每个人都

拥有上百个网络终端。这样的话，如何

管理这些设备就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而云计算的模式不但拥有很强的计算

能力，而且可以实现了把数据的分散。

有了云计算，用户可以不停地在不同

的设备之间同步数据，还要考虑定期

用光盘备份，避免硬盘损坏。 

3.3 云计算降低成本 

当一项产品技术上可行又具有广

阔的需求时，决定其成败的唯一因素

就是价格，或者说是用户使用成本。 

2008年的金融风暴促使IT企业不

断反省自己是否可以进一步节约成

本，DC的分析也证明了金融风暴对云

计算的促进作用。 

云计算的规模化效应是节约成本

的主要方式。如同发电和公交车的原

理一样。通过规模化，云计算不仅可以

降低固定资产投入，还可以降低运行

费用。当资源被集中后，资源的分时共

享或者分区共享可以使得同样的资源

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再加上智能化

的资源调配，就能实现资源的最大化

利用。而通过建立完整的自动化运行

管理系统，整个云计算服务的提供可

以极大地降低人力的投入，几个人就

可以实现原先需要几十个人完成的工

作，同时管理成千上万的计算资源。此

外，包括电力、制冷、空间和带宽等成

本通过资源集中化也可以得到大幅度

的降低。 

除了这些，有的人甚至还发掘了

其他的方法来降低用户的成本。比如，

Google的云计算就通过广告业务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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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转嫁到了广告商身上，而用户则大部分是在免费享用云计算服务。当然，完全把利润来源局限在广告商身上并不是

云计算的初衷，也会影响到IT产业的发展。只要用户能够体验到云计算的价值，并愿意做出相应的付出，云计算就会

存在下去。 

4. 结语 

每隔10年IT领域就会带来对全球商业带来巨大的连锁反应一种变革。10年前，互联网成为变革时期为转折点；10

年后的今天，就到了云计算大发展的时代。我们对新服务的迫切需求而是推进了云计算的实现和应用。同时云计算提

供的方便快捷的服务不但改变这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云计算只是科技变革的开始，用户对更

加快捷，更加低廉，更加方便的新服务的需求将推进更大更多的创新，推进着人类科技史滚滚向前，永不停歇。 

（责任编辑：贾茹） 

科研教育开放信息创新应用大赛 

正式拉开帷幕 

2013年9月9日，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学图书馆联合举办的“科研教育开放信息创新

应用大赛”启动仪式在国科图举行。中科院前沿科学

与教育局副局长陈晓峰、发展规划局副局长张凤、中

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苏刚、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长张晓

林共同为大赛启幕。来自中科院在京研究生到场参加

仪式，兰州、成都、武汉地区研究生以视频形式参

加。本次比赛旨在鼓励更多的学生及研究人员利用开

放数据、开放工具等各类开放信息资源，创造科研、

教育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新应用、新方法和新工具，从

而促进知识发现和知识应用，提高数字环境下的创新

能力，推动创新型教育发展。 

中国科学院大学在读研究生均可以个人或者团队

名义参加。自2013年9月9日起至2013年9月30日，参赛

者可登录 http://www.openinnovation.cn 网站进行注

册，提交参赛报名方案。参赛者依据参赛方案完成最

终作品，并于2013年12月31日前通过创新大赛官网提

交已经完成的参赛作品。其间，国科大和国科图将为

参赛团队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并可提供场地、开放

数据和工具等基础性支持条件。2014年1月，主办方将

邀请相关专家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特等

奖、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组织奖。 

    此次活动是国内首次

由高校或图书馆组织的开

放信息创新应用大赛，也

是国际首个由图书馆大规

模组织的类似大赛，是国

科大和国科图适应数字科

研时代支持科技创新、教

育创新和文献情报服务开

放创新的积极尝试。 

（责任编辑：张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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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web2.0技术的广泛应用，传

统的交流方式得到了变革。同时，微博快速发布信息和快

速传播信息的特点也造成了微博信息量越来越大和信息

量快速增长的局面。一定时间内，网民在发表自身信息、

转发和评论他人信息的同时，也会由于容易受到其他用户

的导向作用给微博话题的演化带来一定的影响。 

微博话题就是微博搜索时的关键字，话题演化是指话

题在一段时间内，随着时间的变化会表现为一种从开始到

高潮再到衰落的过程，通过话题在该过程中的变化，描述

该话题的演化趋势。新话题不断产生，旧话题逐渐衰减，

话题的内容也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和新闻话题不同的是，

微博话题的更新速度更快，参与人数更多，因此微博话题

的演化也更为复杂，对微博话题的引导、追踪用户感兴趣

的话题和对话题演化的监控预测也更加困难，在这种迫切

的实际应用背景下，对微博话题演化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

的研究意义。 

随着话题模型的兴起，如何借助话题模型引入文本语

料的时间信息，研究话题随时间的演化，成为机器学习领

域和文本挖掘领域研究的热点。本文采用的是近年提出的

在话题演化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概率话题模型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来对微博话题的演化进行分

析。 

2、话题演化 

2.1 LDA模型简介 

LDA模型是一种完全产生式模型,有着坚实的概率理

论基础,很好的先验概率假设,便捷高效的推理算法和良好

的展示效果,在文本检索、分类、聚类、演化分析和图像、

视频的识别、标注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LDA是一个三层贝叶斯概率模型,包含词、主题和文档

三层结构。LDA将每个文档表示为一个主题混合,每个主题

是固定词表上的一个多项式分布。LDA假设文档由主题混

合产生,同时每个主题是在固定词表上的一个多项式分布;

这些主题被集合中的所有文档共享;每个文档有一个特定

的主题混合比例,从Dirichlet分布中抽样产生。具体描述如

下： 

假定给定的数据集包含M篇微博文本{d1,d2,…dM},模

型假设在M篇文本中分布着K个主题{Z1,Z2,...,ZK},文本中

的所有特征词构成一个词汇表,对文本集中的特征词进行

词汇标记,记为{W1,W2,...,WN},词汇记号与该词所在的文本

在整个数据集中的位置有关,N为数据集中所有的词汇记

号个数。模型规定每篇文本是由各个服从参数为θ多项式分

布的主题混合而成，如所示： 

Zi |di , θ
(di)~Multi (θ(di)) 

同样的,每个主题又是由各个服从参数为P多项式分布的

基于LDA的微博话题演化分析  

2012级情报学硕士 秦晓慧 

摘要：微博话题及演化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快速了解和获取微博内容。本文提出利用LDA模型提取微博内容中话

题，并利用话题间关联关系探测话题的演化；提出利用tf-idf方法选择话题词，减小LDA模型对高频词的倾向性。实验

结果证明该方法可以描述话题随时间的演化过程，还可以较准确地识别突发话题。 

关键词：LDA；微博话题；话题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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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词汇混合而成,如下所示： 

Wi |Zi , ψ
(Zi)~Multi (ψ(Zi)) 

为了便于对θ和ψ的推导,模型规定超参数α和β为参数θ

和ψ的对称狄利克雷先验分布,分别记为式(1)和(2): 

θ(di)~Dirichlet(α)       (1) 

ψ(Zi)~Dirichlet(β)       (2) 

狄利克雷分布公式为： 

微博客文本的LDA生成过程可描述如下: 

1)从Dirichlet先验Dir(β)中为每个主题k抽取多项式分布

Multi(ψ) 

2)从Dirichlet先验Dir(α)中为每个文档抽取多项式分布

Multi(θ) 

3)对语料库中所有文档dm和文档中所有词汇wn： 

a)从多项式变量Multi(ψ)中抽取主题zk 

b)从多项式变量中Multi(θ)抽取词wn 

在LDA模型中直接计算参数θ和ψ是不可能的,一般都是

通过最大似然估计的方法来进行参数估计. 

LDA模型中话题词的表示依赖于词语在话题中的频次，

其倾向于高频次。本文提出利用tf-idf值计算话题中词语的

权重，使用权重较高的词语表示话题。 

2.2 话题的关联 

话题的演化反映了话题变化的过程，必然导致相邻时间

间隔的具有同一主题的话题存在语义上的延续性。因此本文

定义话题的演化关系：在相邻时间间隔的两个话题存在着

关联关系。  

如何判断话题的关联，则是研究演化关系的关键。本文

定义话题为一组词及该词与话题的相关度组成，假设相邻时

间间隔t和t+1的文集上经

LDA模型抽取得到的话

题 , 。q是 在

词表 上 的概率

分布，P是  在

词表上的概 率分

布。则p和q之问的余弦相

似度就表示了上述两个

话题在词表上分布的差

异性。相似度越大，

两个话题在语义上

就更接近，关联度就

越高。因此话题

和 的关联度

本文 使 用

p和q的余弦相似度，

其计算公式如下： 

 

两个话题分布距离越小，越有可能存在关联。通过设定

一个距离阈值，则判定这两个话题具有演化关系。  

此外，本文认为一个主题中概率最高的前N个词足以表

示主题的含义，为避免计算量过于大，本文设定阈值N，从

主题出分别筛选出概率较高的前N个词，控制在N~2N的维

度内计算话题的相似度。 

2.3 话题强度度量 

综合话题的各项信息，对话题进行热度评分，最后对话

题排序，可得出评分最高的若干话题，即热点话题。 

LDA模型使一条微博可能以多个概率值产生多个主题，

因此在计算某些因子值的时候，需要结合概率值计算出该影

响因子在话题中的平均值。本文选取话题的微博条数、类内

平均概率、单微博的转发数、回复数作为热度影响因子。 

其中： 表示微博k含有 主题i的概率； 和

分别表示微博 的 评论数和转发数。 

3、实验结果与分析 

针对微博数据量大、更新快等特点，本文设置时间间隔

为一周，划分语料，然后应用LDA模型。本文实验使用的是

来自于新浪微博的中文数据。该数据集包括2011年10月3日

至2011年28日共7周的微博内容。 

根据前文提叙述的方法，分别计算相邻时间窗口的话题

关联度，设置阈值 ，N=20判断相邻时间间隔中话

题的演化关系。 

挑选出话题2,3,5,6,7进行展示（如图1），每个主题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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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idf值最大的前10个词标识。因为主题的概率分布是不断

变化的，以最前面一个时间窗口内即2011年10月3日~2011

年10月9日的进行展示。通过图表可以看出话题强度的变

化趋势，其中大部分话题都是波动不定的。此处需要说明，

话题T5在10月31日之后的话题之间的相似度值都不大于

0.5，因此视为消失。此处的话题消失并非完全意义的消

失，而是话题的转变幅度较大，与已产生话题距离较大。 

本文研究还可以准确抓取突发话题以及演化结束的

话题，或者没有关联关系的话题（即在短时间内才有时效

性的话题）。如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

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的“校车事件”在模型中都

有较好体现。其结果图如2： 

图2为“小悦悦事件”与“校车事件”的演化变化。图2显

示模型都可在事件发生的当周监测到该话题。其中“小悦

悦事件”中由于出现事件是当周的周四，即后半周，事件在

当时并未达到高潮，而是在第二周达到高潮。“校车事

件”发生于当周的周三，当周即达到较突出点，第二周热点

衰减。 

4、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利用LDA模型研究微博话题演化的方法。其

主要特点是话题的演化关系由1)话题抽取盒话题关联计

算两个步骤完成；2)利用tf-idf权重选取话题词，更加准确

地识别话题代表性高的词。该方法应用在2011年10月3日

“小悦悦事件” 演化过程   “校车事件”演化过程 

2011/10/10 2011/10/17 2011/10/24 
  

2011/11/14 2011/11/21 

事件 小悦悦 事故 
  

孩子 孩子 

汽车 冷漠 小悦悦 
  

校车 同学 

司机 事件 汽车 
  

速度 能力 

路人 社会 房子 
  

幼儿园 教育 

社会 医院 公园 
  

事故 小孩 

道德 路人 动作 
  

成就 速度 

小悦悦 蜡烛 深圳 
  

螃蟹 家长 

陈阿姨 女童 消息 
  

甘肃 篮球 

广东 佛山 国家 
  

态度 成就 

深圳 天堂 广东 
  

杨天美 校车 

图2 “小悦悦事件”与“校车事件”变化趋势 

T2 T3 T5 T6 T7 

朋友 爱情 时候 女人 星座 

感情 图片 事情 男人 双鱼 

能力 内心 结果 过程 射手 

行为 外表 绳子 头发 处女 

男女 心态 眼泪 女性 狮子座 

女友 态度 经历 时尚 天蝎座 

信息 性格 笑容 原因 双子座 

陌生人 结局 话筒 标准 金牛座 

异性 生活 大衣 耳朵 冠军 

伤害 先生 企鹅 魅力 天秤座 

注：图中每周的时间由该周的周一表示 

图1 话题强度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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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8日的新浪微博语料中，构建了8个星期的话

题演化关系。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识别话

题并描述话题的演化过程。 

但是本研究中仍有不足之处：1)未对真正文本需要的

话题数进行计算，只是首先固定每个时间段产生的话题数，

然后从生成的话题中人工选取具有实际意义的；2)固定了

时间窗口，不能灵活变换窗口大小从而更详细发现新话题。

未来工作中在这两方面仍需详细研究。 

          （责任编辑：唐果媛） 

国科图党支部赴董存瑞烈士纪念馆参观学习  

2013年10月12日，国科图研究生会党支部和情报

部党支部赴河北省怀来县董存瑞烈士纪念馆开展一年

一度的党组织爱国教育活动。 

上午七点，大伙儿迎着朝阳驶往董存瑞烈士纪念

馆。参加此次活动的党员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追

随着董存瑞先烈的成长足迹，通过展馆内一幅幅生动

的图片、历史资料和解说员的讲解，对先烈的精神风

貌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隆化攻坚战的电影片段让我

们感受到了栩栩如生的战时场景，董存瑞视死如归，

舍身为国的大无畏精神再次震慑人心，那一句“为了

新中国，前进！”响彻山河。 

下午，一行人来到张家口市鸡鸣山风景区，感受

历史遗留风貌，享受大自然的天然洗礼。荀子有曰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在攀登鸡鸣山的过程中，感受千里之足，始于

足下，明白新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都是来之不易的，

更加坚定了我们要一步一步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的

决心。 

通过此次参观纪念馆和登山活动，我们接受到了

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学习到了革命先烈的精神遗

貌，为坚守岗位、奉献自我夯实了坚定的信念。  

（责任编辑：吴贝贝）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尤越 

研究生会党支部和情报部党支部在董存瑞纪念馆留影 研究生党支部留影鸡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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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是最爱读书的民族之一。俄

罗斯最早的阅读群体是宗教人士和贵族，历经1000余

年的漫长历史，形成俄罗斯民族传统的阅读文化。特别

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后期，是俄罗斯文学的鼎

盛时期，孕育出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

高尔基等一大批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推动了俄罗斯

阅读文化的发展。 

今天，热爱读书的传统也深刻影响着当今的俄罗

斯人，每年俄罗斯的图书发行量大约30多亿册，图书馆

更是遍布俄罗斯的城乡。图书曾经成为人们喜庆日子

馈赠亲朋好友的最好礼物。即使在家庭经济条件困难

的情况下，俄罗斯人照样会拿出一部分钱用于买书，以

保持自己阅读的习惯。 

1  俄罗斯阅读文化的“温泉”条件 

俄罗斯拥有一切必要的先决条件和资源，去发展

阅读。她有庞大的体制机构，去存储和传播印刷品资

源，大量重要的社会信息有序地存储在这些机构。就这

些体制机构来说，包括图书馆、教育和研究机构、出版

社、书店和档案馆等，其中各类型的图书馆总和就超过

13万个；还有庞大的记者、小说作者、文学家、译者、

图书爱好者、业余作家团队在阅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

用；政府和出版商稳定地向市场供应图书、杂志和报

纸。目前俄罗斯书籍出版的种类超过90000种，2005年

市场占有额超过$ 20亿元；同时俄罗斯会定期举办各

种书展；有强大的大众媒体资源，发达的教育机构和

图书馆组成的网络来推广阅读；有些民众始终保持着

传统阅读习惯，这种阅读兴趣将进一步感染年轻一代 。 

可以这样说，俄罗斯在改革时期保留了一定的社

会文化阅读环境，并且在现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2  俄罗斯面临公众阅读危机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

巨变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动荡，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与

崛起的电视、网络技术的影响，俄罗斯图书大国地位以

及整个俄语世界的地位和阅读比率都有所下降。俄罗

斯已经到了极度轻视阅读的临界点，并且正在经历系

统性的阅读和文化危机。 

俄罗斯年轻读者人数已经从1991年的48％下降到

2005年的28％；1991年，俄罗斯每年至少看一本书的

人占全国的79％，2005年下降到63％；1991年61％的

俄罗斯人每天读报纸，而在2005年仅为24％；看杂志

的人数1991年为16％，到2005年下降到7％。有阅读传

统的家庭正在消退，在20世纪70年代有 80％的家庭定

 

摘要：本文通过对俄罗斯阅读推广项目活动的具体介绍，分析俄罗斯在阅读推广中存在的优秀经验，为我国实施

阅读推广计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俄罗斯；阅读推广；实践经验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赵蕾霞 

俄罗斯阅读推广活动考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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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给儿童朗读，现今这一比例仅为7％。绝大部分俄罗斯

居民在阅读选择上，已经越来越多地向系列“快餐”式

图书（如侦探小说、爱情文学、惊险“打斗”小说、历

史探险小说等）和资讯娱乐类地方周报、鲜艳亮丽的

“女性”杂志，以及与电视有关的书报转变。图书馆中

专业文学和艺术经典的借阅率降低，图书馆的受欢迎程

度在大大缩水。出版政策也越来越倾向于形式和内容简

单的“快餐”式图书，高质量图书越来越少。互联网也

在不断挑战图书和图书馆的社会地位。 

俄语的地位受创，学术界和商业界的青年更多的在

使用英语。2006年PISA的国际抽样显示俄罗斯在校生

的功能性文盲率超过10％，而发达国家只有1％。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俄罗斯将面临着黑暗的未

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新一轮的阅读推广活动需要重

磅出击，历久弥新的阅读推广活动亟待加强。 

3 纲领性文件《国家支持与发展阅读纲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联邦出版、广播电视和公

众媒体传播部在2006年l1月就联合俄罗斯图书联盟，共

同制定推出了《国家支持与发展阅读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并在具体实施上由政府给予财力和政策上

的大力支持。该项目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全民文化素养，

主要是提高阅读能力，即获取、组织、使用印刷/书面形

式文献信息的能力；提高公共阅读活动的范围和强度，

以适应动态复杂的社会转型期；精简社会文化阅读环

境，加强阅读推广和发展的基础设施机构建设，如图书

馆、文化和教育机构、图书行业等；在基础阅读机构之

间，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交流体系和管理体系，以促进

和发展阅读。 

    《纲要》从图书

馆、教育系统、阅读

普及系统、书业、人

才培养体系、阅读基

础设施的管理系统

等方面出发，一一作

了规划和要求。明确

了大众传媒，特别是

电视和广播在推动

全民阅读中的重要作用。到2020年，总体规划实施的预

期业绩除实现规定目标外，还包括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的

人口比例要持续增加，活动质量要提高，活动内容要丰

富多彩，读者满意度要提高等。 

《纲要》发布得到了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的支

持，普京要求政府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在财力等方面

提供大力支持。俄罗斯图书联盟宣布2007年为俄罗斯国

家阅读年。2007年，该计划正式启动，《纲要》分3个阶

段实施：2007—2010年为第一阶段，建立支持和发展阅

读的组织机制与基础设施；2011—2015年为第二阶段，

系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016—2020年为第三阶段，进

一步发掘《纲要》实施的潜力，实现快速成长。 

《纲要》实施以来，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和俄

罗斯图书联盟支持并推动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全民

阅读活动，比如书展、图书节、读书比赛、俄语年等。

2006年，俄罗斯颁布了《俄罗斯文化（2006—2010）联

邦专项纲要》。根据其要求，仅2006年，俄罗斯政府就

拨款7500万卢布（合人民币1540万人民币），推动605种

选题的图书出版。从俄罗斯的经验看，政府的推动、大

众传媒的联动对于推动全民阅读非常奏效。 

4 一基金，两机构全面配合 

4.1俄罗斯读书基金会 

由俄罗斯《书评周报》编辑部、《莫斯科新闻》编

辑部、共同体图书爱好者联合会、《我们的遗产》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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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创办的读书基金会1994年在莫斯科建

立。俄罗斯读书基金会是一个跨地区的非政府社会组织。

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同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制

定俄罗斯阅读活动发展纲要；研究各社区和地区的阅读

状况；总结其他国家的先进阅读经验并加以推广；促进

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大学生阅读活动的开展。 

俄罗斯读书基金会设有阅读和图书销售研究中心，

该中心将为各出版公司、图书销售组织提供各种市场信

息。俄罗斯读书基金会的定期出版物有：基金会简报《读

书大事记》，学术性杂志《阅读的学问》等。 

4.2俄罗斯图书联盟 

俄罗斯图书联盟（Russian Book Union）成立于2001

年，是俄罗斯大型出版社和图书经销商为了提高俄罗斯

在图书领域的竞争力而创建的非政府、非营利性出版业

界联盟组织。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出版业巨头都是联盟的

会员。联盟的创始人希望通过成立这样一个广泛参与的

组织，全面展现当代俄罗斯图书业的风采。联盟最重要的

任务就是努力争取国家对大众媒体及图书出版业的大力

支持。2006年11月，为了推动国民阅读和图书推广，俄罗

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与俄罗斯图书联盟共同制定并发布

了《国家支持与发展阅读纲要》（简称《纲要》）。俄罗

斯图书联盟在推广阅读的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3俄罗斯阅读中心 

俄罗斯阅读中心借鉴美国经验建立，又形成自己独

立的特色。2002年，俄罗斯开始以各类图书馆

为依托成立非营利性地区级阅读中心，其建

立者和合作者包括作协、文学团体、中小学、

高校、博物馆等，运作资金主要依靠图书馆

财政预算，是贯彻俄罗斯阅读推广纲领

性文件《国家支持与发展阅读纲要》的

重要载体。 

地区级的阅读中心除承担基本的图

书馆职能，联合社会各方力量提升

阅读和图书在社会上的地位等职

能外，还有重要的推广阅读的职

能。展开的活动包括国民阅读扶

持与发展计划指导下的各项活

动，如阅读研究、问卷调查活动、基本的咨询指导服务，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阅读推广活动和组织相应的经

验交流活动。 

俄罗斯尚未正式成立国家级阅读中心，而是由“普

希金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跨地区图书

馆合作中心代行国家级阅读中心职能。其重要职能是统

筹协调全国阅读推广和研究工作。 

5 主要及有特色的阅读推广活动 

5.1 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近年来，俄罗斯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推动全民阅读的

活动，如书展、图书节、读书比赛、出版有关促进阅读的

图书、财政拨款支持图书出版、担当国际书展主宾国等。

下面就一些阅读推广活动做一简要介绍。 

书展：书展为居民亲近阅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每

年俄罗斯都有几个书展吸引着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出版

商、发行商、图书馆和广大读者，如每年3月上旬的俄罗

斯春季书展和9月初的莫斯科国际书展，参展商逐年增

加。 

图1：2010年莫斯科国际图书展（来源：俄罗斯之声） 

图书评奖：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每年举办“年

度图书奖”评选，并在莫斯科国际书展开幕当天揭晓。这

一评选体现了俄罗斯图书出版的主要方向。 

国际书展主宾国：俄罗斯积极开展俄语和俄罗斯图

书在国外的推广，曾经成功地举办了法兰克福书展、华沙

书展、布达佩斯书展、明斯克书展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主宾国”活动。2006年，俄罗斯主宾国展位面积1000平

方米创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历史之最。在国外举办的俄

罗斯图书节是俄罗斯向国外推广图书的新形式。2006年，

俄罗斯在巴库和意大利举办了俄罗斯图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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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阅读文化：在莫斯科的地铁中，你就仿佛置身

于一个流动的阅览室。不论男女老少，大多数乘客都在聚

精会神地读书看报。2008年，莫斯科地铁设立了“名著专

列”，这个被称为“爱阅读的莫斯科”列车投入运营，成

为移动着的阅读宣传站。地铁列车分为六列，每一列车厢

都别具特色，专列的车厢内壁上，刻印着文学人物肖像、

世界经典文学片段和插图，充满文化气息，如第一节车厢

里贴着壮士歌《伊利亚·穆罗梅茨和强盗索洛维耶》和

《多勃雷尼亚与蛇》节选的片段，有伊万王子、青蛙公主

等趣味图画；第二节车厢是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乘客

在这里可以看到《战争与和平》、《钦差大臣》等，第三

节、第四节车厢是孩子们的天地，第五节车厢则是老年人

回忆过往的港湾，最后一节车厢是外国文学荟萃。人们在

坐火车的同时阅读书籍，也可感受浓郁的文化气息，激发

人们的阅读兴趣。 

图2：地铁“水彩画”艺术展（来源：新华社） 

总统要求读经典：已在2012年3月竞选成功的第三

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被称作是一个“阅读的

国家”，政府应

对俄罗斯“最

有影响力的文

化人物”进行

一个调查，编

制出“每一位

即将离开学校

的学生都会被

要 求 阅 读 的

100本著作”，

其目的在于维持“俄罗斯文化的主导优势”。 

5.2 针对妇女的阅读计划 

俄罗斯妇女酷爱读书。在俄罗斯众多的图书馆读者

中，妇女占一半以上，一些地区图书馆的妇女读者人数高

达83%。俄罗斯妇女爱读书的习惯也促进了家庭阅读的

发展，带动了家庭藏书的普及。 

俄罗斯图书馆对广大妇女读者提供了周到有效的服

务，大多数图书馆都设有“妇女读书咨询中心”。在三八

妇女节这一天，各大图书馆也会组织相关读书活动，如

“书展”、“文学作品讨论会”等。图书馆也会根据妇女

的兴趣和生理特点，举办诸如厨艺、育儿的培训班，来吸

引妇女到馆，传播先进的读书理念，提高妇女的文化素

质。俄罗斯图书馆对家庭阅读的指导也别具一格，许多图

书馆通过调查了解家庭阅读需求，制定

阅读指导大纲，也为各年龄层、各类妇女

提供阅读信息，既有关于妇女妊娠、产后

时期的阅读计划，又有0一6岁的亲子阅

读大纲，也有面向各年龄层次妇女的推

荐书目。 

5.3 针对儿童的阅读计划 

儿童的阅读活动在少儿时期的培养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阅读习

惯的培养是影响儿童学习能力强弱的一

个关键因素，是影响儿童发散性思维培

养的重要环节。早期的阅读项目中就有针对各年龄

阶层儿童的阅读推广项目，以下将就一些经典阅读

做一个回顾。 

图3：地铁上阅读的人们（来源：东方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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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图书馆为新生婴儿提供大礼包，其中有婴儿

书籍，图书馆证等，还在走访过程中教育父母将子女阅

读作为一个重要的幸福事件看待。这一项目得到了医

院妇产科的极大支持，也促进了家长和图书馆之间的

联系。 

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区的图书馆推动下，该地

区举办了“与图书一起成长”的阅读推广计划，这一计

划中有几个针对3至14岁儿童的项目。阅读活动的组织

者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提供不同的材料和方法建议。

主题范围涵盖了“以书会书”（针对3岁至14岁年龄

组），“我的家国”（发现伊尔库茨克地区），“心灵

生态”（道德和法律教育）等。 

阅读推广计划 “多彩的童年”也是由伊尔库茨克

区儿童图书馆举办，针对幼儿园的小朋友，实行多元化

的阅读推广策略，目的是通过阅读活动了解小朋友。该

项目持续两年，运用不同的方法教小朋友如何阅读，这

些方法包括朗读、评论、谈论书籍内容或角色扮演。在

入学的前一年，针对这些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举办一个

活动，父母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两年学到了

什么，最重要的是可以了解孩子们的入学准备怎么样

和他们是如何对书籍感兴趣的。 

图4：创意实验室，图书馆和儿童读者（来源：伊尔库茨克

儿童图书馆网站） 

在圣彼得堡，“我们家附近的图书馆”项目已进行

几年。该项目由列宁格勒市儿童图书馆主任推出并得

到区域文化委员会的支持，由市立图书馆运行该项目

旨在改善农村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缺少相关文学阅读渠

道的局面。通过

在列宁格勒地

区的农村社区

流动展览当代

儿童文学来达

到这一目标。 

2006年12

月，俄罗斯出版

与大众传媒署

在楚瓦什共和

国举办了“带

着 图 书 过 新

年！”儿童图书

节。在为期一周

的图书节期间，主办者在学校、图书馆等地举办了150

多场活动，如作家见面会、签名售书、读书比赛等，当

地儿童机构还获赠图书5000多册，儿童杂志2000多册。

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署长谢斯拉文斯基表示，这

一经验将在《纲要》实施过程中进一步推广。 

6 俄罗斯阅读推广活动的经验及对我国全民阅读

活动的启示 

6.1 专门负责的机构 

从上面的介绍以及在阅读俄罗斯相关资料的过程

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阅读推广项目都有专门的负

责机构，负责全国的各个群体的阅读推广活动。与之相

比，虽然我国目前有些城市也举办一些读书节或读书

日的活动，但持续性差，没有一个自始至终的推广主

题，举办的时间也千差万别，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领

导。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俄罗斯的做法设立专门的阅

读推广活动的组织机构，如充分发挥中国图书馆协会

的带头作用，统一领导各级图书馆工作，推进活动的开

展，尤其要争取政府的大力支持。 

6.2 广泛的合作支持者，充足的资金支持 

在上面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进行而阅读推

广时会联合多方社会团体、组织的力量。活动的策划和

组织渠道及其参与者包括了图书馆、出版商、学校、政

府等，宣传渠道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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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国目前的阅读推广更多的是图书馆在孤军

作战，因此，我国阅读推广运动有必要开发全国性的主

题阅读活动，比如联合教育部、文化部等相关部门，并

组织各地各级图书馆共同参与，与新闻媒体、出版商广

泛合作，利用名人效应提升活动知名度，推动儿童阅读

活动的推广。 

阅读推广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活动，需要投入较

大财力并持之以恒地开展。在我国，虽然中央政府和许

多地方政府都在大力支持促进阅读活动的开展，但由于

资金严重不足，力量非常有限，全民阅读工作与国外相

比存在较大差距。要将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需要

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要求我们将阅读问题列为国家重

要议题。由国家财政出资，尽快设立一个国家阅读基金，

推动全民阅读工作，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也可以采取国

家设立种子基金的方式，吸引民间资金一起投入。 

6.3 开展不同群体的阅读活动，重视阅读推广中的

家庭作用  

在实施针对妇女和儿童的阅读活动时，我们注意

到，这些活动的一大亮点是针对群体的不同特点开展依

据不同兴趣生理特点的阅读活动，真正做到“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中国的阅读推广局面的打开也需要借鉴俄

罗斯阅读活动的经验。 

在实施针对妇女和儿童的阅读活动时，我们注意

到，这些活动的另一亮点是重视家庭阅读的指导，针对

家长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鼓励亲子共读，培养家庭阅

读习惯，发挥家长的阅读模范作用。基于这一点，我国

在举办阅读推广活动时很有必要考虑家长的作用，充分

发挥家长的积极性，使其一起参与到阅读活动中来，相

信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活动效果。 

（责任编辑：史双青） 

 

 

2012年9月13、14两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顺利开展

了国家科学图书馆总馆及各分馆2013级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的开

题答辩。参加此次开题答辩的有刘细文、孙坦、冷伏海、初景利、

吴跃伟等导师，进行答辩的硕士生共32人，其他年级研究生部分也

参加了旁听。此次开题答辩会上各位导师就学生的论文选题、研究

思路、技术路线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提问分析，对学生的论文进行了指导，并给出很多的建议，避免了学生

多走弯路。参与答辩的同学都认为此次开题答辩让他们受益匪浅。 

（责任编辑：张舵）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邹中才 

国家科学图书馆2012级硕士生开题答辩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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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图2013年新生开学典礼暨入馆教育报道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尤越 

九月，金秋飘阳，硕果累累。在这秋高气爽的日

子里我们满怀激情地迎来了新的学期，同时也迎来了

新一批的图情学子。2013年9月6日上午九点在我馆多

功能厅举行了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之入馆教育活动，

馆长张晓林、党委书记何林、馆长助理、人力资源处

处长李春旺及多位总馆各部门老师和学生导师同新入

馆的2013级硕、博士生同学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开学典礼由李春旺老师主持。新学期、新风

貌、新成员，典礼开始，新生首先对自己姓名、导师

和方向等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来自五湖四海的国科

图新生们在介绍的过程中都难掩自己的喜悦之情。一

番简单的介绍后，彼此都有了更深的了解。 

随后，张晓林馆长代表国家科学图书馆对新生的

到来表示欢迎。张馆长在讲话中强调，2013级新生要

在未来的学习中明白到底要研究什么、怎样研究和怎

样与导师一起研究。切忌盲人摸象，更不要混水摸

鱼。作为图情专业的

学生，我们要时刻关

注这门学科的发展趋

势，要敢于突破和创

新，抓住范式演变，

拥有创新的勇气和信

心，在范式中寻求突

破。在当前的科研环

境中，作为国科图的

学生要很好地把握交

叉领域。最后他希望

同学们在研究生学习

阶段能够理论联系实

践，将学习与研究课题和导师工作相结合，学会自己

组织、挖掘和发现知识。 

何林书记向同学们简要介绍了国科大雁栖湖校区

当年作为中科院“两弹一星”研究基地的历史，希望

同学们牢记使命，刻苦学习。他强调，研究生阶段的

学习不同于大学阶段，不再是以继承前人知识为主，

而是以创造新知识为首要任务，因此，树立起创新的

自信和勇气尤为重要。同时，身处网络化、信息化时

代，我们的注意力会受到各种各样事物的吸引，作为

学生，应该把注意力聚焦于自己的学业，力争通过几

年的努力，使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长足的

发展，用拼搏和汗水来面对无悔的青春。 

谭宗颖老师代表导师发言。她认为同学们应该惜

时如金，要学会系统的思考、明确学习目标，并将之

与想从事的工作相结合；其次要使用有效的方法来构

建扎实的知识支柱，广泛涉猎知识，最后要善于发现

问题并提升解决问题的

能力。在此过程中需要

要强烈的责任心，并懂

得珍惜同学老师之间的

情谊。 

最后，王铮和杨云秀两

位同学分别代表2013级

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发

言，王铮博士更是指出

我们正处在风起云涌的

数字化时代，我们亲眼

目睹并亲身经历了知识

的产生、传递和获取方开学典礼老师代表谭宗颖（左）、学生代表王铮（右） 



2013年第4期（总第45期）                                                                                                                           

31 

式上的巨大变革，无论是媒

介、载体还是设备，颠覆性的

技术层出不穷。这是我们新一

代的优势——我们能够更快的

感受和捕捉趋势，能够更好的

接受新兴事物，能够有更多的

奇思妙想。我们需要将这种敏

锐和创新精神发挥呈现在自己

的科研工作中。 

会后，所有与会人员在馆

西门合影留念，一张张如花的

笑脸在此刻定格。 

本次研究生开学典礼在李春旺老师的主持下井然

有序地进行。通过本次大会，新生对国科图有了更清

晰的认识，对今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目标有了更明确

的把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科图的新生力量军，

我们期待着国科图更加辉煌和灿烂的未来。                         

     （责任编辑：何林书记、邓玉） 

2013年《国家科学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指南》发布公告 

为使我院的广大用户更好地利用国家科学图书馆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方便多样的服务，国家科学图书馆把用户在信

息利用过程中关注的问题和经常遇到的问题进行汇总，编写了《国家科学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指南》，基于对2012年版

指南的修订，现2013版指南已发布。本指南主要包括国家科学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简介、如何查找资料、如何利用服

务、查询技巧、合理使用资源和术语介绍六个部分，是按“提问-回答“方式组织整理的，根据资源、服务与技术环境

的变化更新，2013年度中新增了16个知识点，您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其中的相关章节阅读了解。由于资源不断更

新，服务不断推出，请用户及时浏览我们的网页（http://www.las.ac.cn/zhinan），查看该网页上动态修改的《资源和

服务指南》和我们制作的PDF和CHM等不同版本的电子书及视频课件，或咨询我们的学科馆员。  

javascript:void(0);/*134711278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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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台湾，想去你那里，没有

其它，就是很久以来的一点偏执。 

想去台湾，想去台北市北投

区。知道有北投这么个地方，是因

为北投少年陈信宏，是的，在我眼

中五月天阿信一直都是爱在漫画店

里看画、画画的少年，北投这方水

土养育了这个马上到不惑之龄却还

在谈论青春与梦想的少年。纪录片

中你那里北投的马路非常干净，两

边的树木繁茂，空气中似乎弥漫着

森林里特有的气息及地热散发的硫

磺味，对了，北投还是你那里百年

来最著名的温泉乡。作为图情专业

的学生，自然是会向往北投的森林

图书馆，它就像是一艘航行在树丛

中的巨型木舟，“甲板”上或站或

坐着不少人，静静的读书，殊不知

自己也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想去台湾，想去台湾西海岸。

多年前，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曾经播

过一个介绍你那里风土人情的片

子。其中就有西海岸那黄黄蓝蓝交

错的场景，这些黄黄蓝蓝大概也是

促成今日想去台湾的一个原因吧。

沿西海岸高速公路南行，映入眼帘

的尽是山峦、森林，直到嘉南平原

才看到精美的田园风光：庄稼、果

树、池塘，还有散落其间的村舍。

特别是那槟榔树，笔直的树杆，顶

着一簇簇叶片，成行连片，整齐划

一，构成台湾南部一道独特的风

景。在你那里最南端的垦丁，台湾

海峡、巴士海峡、西太平洋，三条

水带依次交汇，海水的颜色由西向

东逐渐加深直到蓝得炫目。迷人的

热带风光盖过用作旅游招牌的猫鼻

头的猫石和鹅峦鼻的灯塔。你那里

有日月潭，宽阔的潭面，碧绿的湖

水，再加上四周青山掩映，飞鸟鸣

空，微风吹荡，沁人心脾；你那里

有阿里山，三千年神木俯视着台湾

这片土壤，嘴里还在轻哼“高山

青，涧水蓝……”。 

想去台湾，想去感受一下岛上

的多种气氛。同是中国人，但我不

得不说，几十年的隔绝，让我很想

去瞧一瞧大陆的中国人和你那里的

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期望这是一

次只有自己解读、排除他人干扰的

旅行。《海峡两岸》中多介绍你那

里的“政治乱象”，很想亲身感受

一下究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我

们有多少差异，想去听听你那里的

“异见人士”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民

主和你们的民主。你那里有民进党

立委蔡其昌开通了新浪微博，一句

话介绍中是这么说的“听听不同的

声音，也让您听听台湾的声音，我

是来自台湾的立法委员蔡其昌”，

于是我翻阅了他所有的微博，就是

想听听你那里的不同声音，看到评

论中那么多理性的留言，我很是高

兴，我们之间的隔绝不是无法跨

越。 

想去台湾，想去看士林夜市的

人潮涌动，想去看星云大师的“一

笔字”书法，想去看101大楼的璀璨

烟花，想去看圆山饭店的华丽气

质……那一道浅浅的海峡，说近也

不近，说远也不远，总有一天，我

一定会踏上你的土地。 

（责任编辑：刘超） 

 

 

想去台湾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吴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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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济南，已是盛夏时分。闲来无事，便信步而

游，不觉间就来到了大明湖边。初一靠近，便被其景

色所吸引。 

拂堤杨柳，小楫轻舟。不禁想到了江南的意韵，

不，相比之下应该比江南犹胜。沿着堤岸信步向前，

不用指引，每一处景观都能让人眼前一亮。岸边怪石

峥嵘，石旁浅水处水草葳蕤，伴着零星的小花，让人

恬然心静。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桥，大明湖的设计者极

尽想象，独运匠心，造就了各式各样的桥：或小巧玲

珑，或高耸大气，或细雕或粗刻，或拱或平，真是姿

态万千，巧妙尽显。 

湖岸边遍植垂柳，皆是绿叶繁茂，在夏日里洒下

绿荫。湖风阵阵，走在树下竟感觉不到夏日的炎热，

只觉阴凉舒爽。湖的四围，都是些回廊角亭，假山竹

林。置身其中，只觉幽

深谧静，让人安闲了不

少。若是走累了，在廊

中坐下来，对着竹林思

索些心事，听着鸟鸣阵

阵，也觉得非常惬意。

看着竹林半掩的小径，仿佛能从其中听到悠扬的笛

声。 

提到济南，提到大明湖，不得不提到千年前那个

曾靠湖而居的大词人——辛弃疾。当日有幸到他的纪

念祠里拜访了一下。进入了丹漆的大门，便进入正

堂，堂门两侧的柱子上写有郭沫若撰写的对联：“铁

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

随鸿雁南飞”。不仅词才超人，而且为国尽忠的品行

更是高出侪辈，这也就是为什么稼轩先生为后世所推

崇的原因了。走出正堂，向后走去，后院古树繁茂，

阒无人声。树下种子洒落，时有乌雀前来啄食。这个

当年词中的主角还是不忍先生寂寞，时时过来探望。 

出来祠堂，向湖边走去。就可看到一座小亭伸到

湖里。在亭中凭栏而望，湖面碧波粼粼，在阳光照耀

下闪现出金色的光。湖的靠岸处遍植莲花，团团圆

盖，娉婷莲花，轻风吹来，摇曳生姿。空中水鸟浮

翥，水上野鸭嬉戏，着眼处便觉野趣盎然。 

“四名荷花三面柳，一城春色半城湖”，盛夏的

大明湖依然如春天般美丽。 

（责任编辑：唐果媛） 

盛夏大明湖 

2012级情报学硕士 秦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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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拜读了姜戎先生根据自己在蒙古插队

的真实体验写成，并倾注其半生心血的鸿篇巨制《狼

图腾》。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描绘、研究蒙

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在2007年的首届曼氏亚洲

文学奖的颁奖礼上，《狼图腾》获得大奖。 

感谢作者姜戎先生，带我逐一解开了人类历史中

那些迄今悬而未决的一个个疑问：当年区区十几万蒙

古骑兵为什么能够横扫欧亚大陆？历史上究竟是华夏

文明征服了游牧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一次次为汉民族

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

因，是否在于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

化？我们口口声声自诩是炎黄子孙，可知“龙图腾”

极有可能是从游牧民族的“狼图腾”演变而来？ 

中华民族数千年都以能呼风唤雨、操控农业命脉

的龙作为本民族的图腾，历朝历代，没人曾对龙这样

一种被神化的形象做追根溯源的追查，未曾尝试将之

与游牧民族的图腾——狼放在一起讨论二者的关系。

尽管作者的观点并没有被普世认可，但从审慎的角度

看，作者着实提出了一些比较能够令人信服的证据。 

首先，作者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

出身于西北游牧民族，此外，历史学家范文澜综合了

史书记载的传说也认为：“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

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慢慢开始农

耕，由此，作者推断中华民族的先祖将草原游牧民族

普遍认可的狼图腾带入中原，并在逐渐被农耕文明同

化的过程中对狼这一形象加以改造，使一个民族的图

腾保持对该民族的精神依托作用，所以，原先象征自

由、拼搏、凶狠的狼最后变成了可以掌管农业丰欠的

龙。 

其次，这在出土的中国古代工艺品上也有佐证。

在内蒙三星他拉出土了一个玉龙，号称中华第一龙，

可这条龙所处的时代，华夏先祖还没有成为农耕民

族，还处在狩猎、游牧或半农半牧的状态。所以龙图

腾最先是华夏原始先民的图腾，后来才演变成为农耕

民族的图腾。而且经过作者姜戎仔细观察和研究，那

条原始玉龙根本不是后来中国人所熟悉的龙，而是狼

首龙身形象的龙，身上没有鳞也没有爪，尤其是眼

睛，简直就跟狼眼一模一样，圆眼吊睛，眼角吊的极

长极斜，狼的这一关键特征，被新石器时代的先人用

艺术手法夸张的惟妙惟肖。无独有偶，周朝象征王权

的“鼎”，其上的主要纹饰饕餮经过作者细细考证研

究，得出了与上相同的结论，至少到商周时，华夏民

族可能仍然崇拜狼图腾，或许这也间接说明炎帝黄帝

族祖先的图腾崇拜可能还继续存在。 

“龙图腾”实为“狼图腾”？ 

            ——读《狼图腾》感想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刘超 

 一部关于狼的史诗性著

作，一部对中国历史进行独

特解读的小说，一部可以给

包括商界、文化界、学术界

带来重大震撼的原创性作

品。书中通过狼群的荣衰最

终描摹了蒙古草原慢慢消失

的最后片断。 

狼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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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现实且令人后怕

的问题摆在眼前，一个亿万人口

的民族曾经竟受到游牧民族如此

深远且本质性的影响，这的确能

令从心底里鄙视游牧民族的汉民

族感到震惊，足以使不可一世的

自尊心受到深重打击。假如作者

的种种推论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和

认可，那么是否也可以说真正支

撑起中国历史文明五千年未断的

关键力量就是这草原狼的拼搏、

勇猛甚至残酷的性格？更进一步

的说，是否朝代的更迭，如同作

者所说，是因为民族性格中的狼

性变的稀少而不足以维持一个国

家的强大？是否教人“存天理，

灭人欲”的宋明理学是导致一个

民族式微的元凶呢？ 

总之，在关系到一个民族根

本的图腾崇拜上，游牧民族对华

夏民族的贡献与影响是巨大且极

具正面意义的。而这也具体的反

映到了中国古代的艺术层面，从

玉龙到周鼎再到后来的龙袍，狼

图腾的崇拜一直在左右着中国人

的审美。 

（责任编辑：吴贝贝） 

 

国家科学图书馆入选 

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 

示范创建机构  

2013年8月，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入选2013年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创建机构。 

为满足满足社会知识产权分析评议高端需求、特别是重大经济科

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需要，国家知识产权局于今年4月27日启动了知识

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机构培育工作，该工作采取分类管理模式，分

领域评定并培育一批示范创建机构和示范机构。经过自主申报、初评

和专家集中评审等多轮评选，全国共有26家单位入选，图书馆行业单

位仅国家科学图书馆1家。 

国家科学图书馆自上世纪80年代起即开始开展专利信息服务的相

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建成涵盖知识产权情报分析服务、知识产权战略

研究、专利信息分析工具与平台开发、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建设、专利

情报分析方法研究与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化服

务体系，为科研院所、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科研管理与研发创新

提供了大量有效的决策支撑。200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中心之后，国科图作为依托单位，统筹规划、组织和管理各项服

务与研究任务，进一步提升了知识产权信息分析服务能力，所做工作

得到了中科院和各研究所的一致认可。 

国科图将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示范培育工作，继续完善和维护

专利信息服务体系的可持续运行；努力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分析的理论

研究、工具开发和实践应用；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并积极推动服务规范

化和丰富化；提升分析评议服务能力，促进知识产权分析评议工作的

深入发展。 

（责任编辑：张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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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觉得现有的这些管理理论不得要领。之所

以这么说，是我有些完美主义的倾向，凡事都喜欢让

其穷尽极致。所以对于管理理论看似失效的死角就格

外的敏感。而这一切都以所有人都自觉地应用普世认

可的管理理论为假设，所以下面的一切都可能是将错

就错。 

管理无非管物、管财、管人、管信息，而其中人

最像是个例外。我原先以为管人不必说的那么玄乎—

—必须要设计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必须要恩威并

施、奖惩分明，必须要招贤纳士、源头活水。我以为

人心一致、众志成城是最自然不过的，人何必跟自己

跟别人过不去，非要朝着错误的方向愈行愈远，如

此，家庭怎能不和睦、企业怎能不发展、国家怎能不

幸福。但世界存在了千万年，从没有哪个地区表现出

过这种积极性。想着想着，可能就不得不追溯到人性

上去，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如果世界能一切重来，还

真想知道人心还是会这样复杂么？ 

雅安地震又一次牵动了祖国的神经。除了悲恸、

感动和祈福之外，我还看到了悲凉。这感觉源自于韩

寒在他微博上发表的一篇长微博，文章大意是说“灾

难各种，人心万千，境遇两极，也许谁都是高尚者，

谁也都是卑劣者。”韩寒等一

些名人的救援行动受到世人瞩

目，有人称赞，有人质疑，有

人破口大骂，而这些都似乎都

变成了每逢天灾人祸的必演节

目。还有前段时间在微博上闹

的沸沸扬扬的李承鹏新书签售

事件，只因他多写了几句“实

话”，竟也让某个读者不惜拿

着菜刀大闹

会场，一开口便是

给作家戴上“卖国贼”的高帽。 我对这些“美

好破坏者”一开始先是排斥，再到中立，最后莫名其

妙的有些理解。有人说“换位思考”是最高尚的品

德，那我就拿其作为我的“试金石”，看看这些人到

底是不是就是“坏人”。结果是我站在他们的立场

上，都无法彻底地、给出信服证据地说他们所说的全

无道理。这最终的最终还是源于人心实在难以揣测，

我被报纸打动的时候也许记者正在消费我的同情，我

对见义勇为者感恩戴德的时候也许他正在为自导自演

的一出好戏沾沾自喜。可如果都以这些人并无恶意为

前提，这场面该如何收拾、如何管理？ 

世上有没有放牧人心的技巧？让企业不再人心涣

散，家庭停止出轨？可现实只有：说好的山盟海誓也

难捱婚姻的七年之痒，白手起家的盟友遭遇名利也常

会分道扬镳。我能否把温总理说过的一句话理解为讽

刺，他说：中国实在太大了，每天每月都有可能发生

任何事。是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人心有横

看的也有侧看的，不能因为大多数人说这是岭便否定

那些说是峰的人。这也许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这里

突出的管理难题就是如何从中找出那些带有恶意的

“美好破坏者”。只怕这一点上总理变成孙悟空，变

出无数分身，就算进行一人对一人的“管理”，也于

事无补。就如钓鱼岛事件升温的那几日，中国香港保

管理的死角  

2009级图书馆学博士 杨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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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船成功登岛受到爱国人士一致欢呼，但也有人以冷

静、中立的视角分析整个保钓事件就是美帝主义为攫取

进一步利益的一步棋子而已，这篇微博遭到谩骂、呵

斥，但也有人深思，但却没人能说他就是公平，他就是

判断对错的标准，更何况有些事情就像辩论场上的辩

题，你给出理由便有人追随。 

管人无招便只能间接地通过管物、管财和管信息来

对人进行诱（引）导和规避。这是我通篇唯一觉得理直

气壮的一句话。而至于我开头所说的为何自己总觉得管

理理论之于管理死角不得要领，我尝试找出了以下四点

原因： 

孕妇效应。或许管理死角其实很少，少到本不必

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只因为有诸多像我一样对其敏感的

人存在，总觉得看到一处死角，便觉得处处是死角，觉

得管理并没有点破天机、道出箴言。 

效果迟滞性。或许管理是真的有效的，毕竟经历

了人们的发展和验证，但只因其对于人心的效果要隔段

时间再观其好坏，而我太过急于下定论了。 

评判标准。统计学中经常有某个指标达到20%之

类便已可认为整体达到最优，或许管理人心也诸如此

类，管理之于人心的终极作用也只能到达某一程度，是

我们太苛刻了，把考了70分但排名全校第一的孩子训斥

了一顿。 

管理人心是伪命题。或许人心本无须管理也无法

管理，想要在管理人心上有所建树都是在将错就错的行

为。 

（责任编辑：刘超） 

 

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观《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为落实我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方案，9月初党办组织我们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党员、学生、群众观看了电

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影片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全国人民勒紧腰带

向苏联还债、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为背景，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到革命老区河北伯延考察调研，在连续四个昼夜

与朴实的老区人民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电影通过纪实的手法，细腻的刻画了周恩来总理的为民务实清廉的领袖魅

力、周恩来总理夫妇的相濡以沫和老区村民的真诚、质朴，艺术地再现了国家领导人深入群众，求真务实，体察民

情，为民所想，为民所爱的感人画面，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密切联系群众、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 

    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

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

然要求。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深刻揭示了当今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必要性。周恩来总理密

切联系群众、以民为本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郭凤

林主任等老一辈共产党员朴素的爱党爱国主义情怀，值

得我们新一代的学习。  

（责任编辑：张舵）  



2013年第4期（总第45期）                                                                                                                           

38 

每次提到困难，总是让我很自然

地联想到坚强地活着，所以我觉得有

必要将这两个话题放在一起。对于苦

难，首先我们要肯定自己不能被它打

到，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倒下了，那么

就没有意义再去谈论苦难的意义，如

果我们成功地战胜了它，那么它将会

是我们的一种宝贵财富，因为我们并

不会主动去寻找。对于“生”，我

想，活着是最重要的，为了自己的生

存所做的一切都是很有意义的，在这

个基础上，才能最大程度地去追求更

深层次的人生价值。 

对于苦难，我承认，我害怕它，

我不会像那些人所说的“让暴风雨来

得更猛烈些吧”，我不知道他们是在

炫耀自己的本事还是真正地希望经历

更多的磨练。仅从我而言，我并不希

望苦难降临在我的身上，更不会主动

去追寻他。看到汶川地震，海底地震

的那些画面，我真的感到很幸运和感

激。同样作为人，被剥夺生命权利的

却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所以我觉得

我们更应该用一颗感恩的心来感激自

己的生命，尤其是在我们面对苦难

时，即使我们什么都失去了，我们还

有自己的生命存在，和那些失去生命

的人相比，我们已经很幸运，我们为

何还要总是抱怨苦难的来临而不是积

极地去战胜它，当我们战胜它的时

候，也许我们不会感觉到，但是不知

不觉中，我们会获得很多，更加沉

着，更加成熟。当下次苦难来临的时

候，我们会有更多的信心，会变得更

加坚强来面对它。我想，这就是苦难

的作用，那是一种历练，一种洗礼。 

喜欢余华《活着》中的富贵，喜

欢他在苦难面前，坚强地活着。失去

家产，战友的去世，儿子，女儿，妻

子相继的离开。到他一无所有的时

候，它还可以说“我还有一条狗陪着

我”，在苦难面前，在所有亲人都离

开他的时候，它，没有选择结束自己

的生命，而是在一次次的苦难面前坚

强地活着。理由就是简简单单的那四

个字“活着就好”。确实为了自己生

命的延续所做的一切都是伟大的，我

从来没有鄙视过一个残疾的乞丐，他

们没有能力战胜苦难，但是，他们同

样也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延续自己的生

命，在生命面前，所有的东西都是次

要的，我不喜欢那种所谓的“舍生取

义”或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我们应该对生命有崇高的敬意

和感激，在苦难来临的时候，活着是

最重要的，只有我们活着时，我们才

能有资格说战胜它，才能有资格说我

从中获取了很多，提高了很多。对于

生，苦难和人生价值的理解，我觉得

这其中的关系是这样的，当苦难来临

时，首先我们要活着，要让生命延

续，其次我们才有资格去战胜苦难，

只有我们战胜苦难后，我们才有资格

说我从中获得了什么，然后才有资格

去追寻更高的人生价值。 

（责任编辑：张静蓓） 

对苦难和“生”的一些感受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刘超 



        

  生活的状态源自你对她的看法。  

  产量之星产量之星：：：邹中才邹中才邹中才 

      懵懵懂懂的开始，点滴责任，

点滴积累，留在心里的成就感也点点

滴滴汇聚，一年飞逝，秋华再来，我

已收获，感谢研究生通讯伴我成长。  

  学术标兵学术标兵：：：史双青史双青史双青 

      研究生通讯录不但实现了讯息

的传递，还开启同学间了解对方的窗

户。  

  学术标兵学术标兵：：：牛茜茜牛茜茜牛茜茜 

       走在梦想之前，用行动去呼唤美好，

用实践去证实希望。在希冀和憧憬中，最重要

的，是脚踏实地。迈开步伐，让我们动起来；

坚定信念，让我们走下去。 愿大家携手努

力，将属于我们的研究生通讯办得更加红火。  

  学术标兵学术标兵：：：尹春晓尹春晓尹春晓 

       感谢一年担任简讯编

辑的经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我们在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祝

《研究生通讯》越办越好。 

  产量之星产量之星：：：张 舵张 舵张 舵 

    最紧张的是第一次名师访

谈，最开心的是第一次稿件成刊，

最辛苦的是第一次校验稿件，最深刻

的还是这一年的点点滴滴。  

  学术标兵学术标兵：：：徐晓艺徐晓艺徐晓艺 

《研究生通讯》办的不仅仅是学术，

更是我们大家的生活。回顾这一年的各

期通讯，昨日的点点滴滴魂归梦里。再

见了，我们的青春纪念册。  

  学术标兵学术标兵：：：刘 静刘 静刘 静 

    回头看看，一年的时间真的很短，

《研究生通讯》在大家的辛勤努力下结出了

四个大而饱满的果实；希望咱们的《研究生通

讯》能一直办下去，并且越办越好！  

  学术标兵学术标兵：：：唐果媛唐果媛唐果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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