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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寄语 

亲爱的读者朋友： 

我谨代表全体图书馆人热诚欢迎您的到来！ 

图书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里有宝藏，这里有智

慧，这里是乐园，这里是天堂！只要勤于钻研，就会有收获。正

如柏林大学图书馆门口镌刻的铭言：“这里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如果你掌握了它的钥匙，那么全部知识都是你的”。 

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知识的殿堂、学习的乐土！在图书馆，

您可以坐拥书城，享受醉人的纸墨芳香；您可以轻触指尖，遨游

广阔的数字海洋；您可以溯流而上，追寻世界文化之旅；您可以

引领未来，开拓科技创新之路；您可以呼朋引伴，在交流中碰撞

思想的火花；您可以独坐一隅，在静谧中感受心灵的升华……图

书馆作为您最忠实的陪伴者，将为您见证最美的大学时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馆愿成为您求学路上读书思辨

之佳所，修身养性之益友，为您睿智的人生注入阅读的馨香，为

您平凡的生活插上梦想的翅膀。         

博尔赫斯有句名言：“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

将秉承“博学笃思，启德惠人”的馆训，竭诚为您提供丰富的纸

质和电子资源及优质的服务。同时，图书馆的发展更离不开您的

理解与支持，欢迎您积极关注并参与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为我们

的服务多提宝贵意见，让我们共同打造并守护心中的“圣洁天堂”。         

衷心祝愿您生活愉快，学有所成，梦想成真！  

 

馆长：黄金初 

2021年 9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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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概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现有南湖逸夫图书馆、首义图书馆

和南湖老图书馆 3 座完整馆舍，建筑总面积约 3.9万平方米，拥

有十五个大型阅览室，阅览座位 2300 多席。截至 2020 年 12月

底，馆藏纸本文献总量达 347万多册，其中，2020年新增纸质

图书 25560册。2020年我馆在订中文报刊共计 911种、1104

份；外文及港台报刊 276种、276份；古籍善本、线装书及民国

时期旧平装本图书 9.6万册。2020年我馆订购中外文数据库 79

个，为读者建立了一个不间断开放的数字图书馆。图书馆通过图

书借阅、参考咨询、文献传递、信息检索、学科服务、培训教

学、宣传推广等多种方式为全校师生的学习和科研提供文献保

障。 

位于逸夫楼二楼东南的中国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拥有 660

平方米独具特色的展厅，收藏了中外从古至今丰富的金融史料和

珍贵的货币实物 5000 余件。其中尤以镇馆之宝——“明泰昌通宝

折五大钱”最为难得，为绝世孤品。博物馆是宣传中国货币文化

历史、进行钱币研究和教学的基地，也是展示我校人文情怀和对

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除了接待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观，每年还接待

来学校交流合作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嘉宾以及社会观众逾四万人

次。 

图书馆是大学的文献信息中心和精神文化中心，更是学生开

阔视野、提升自我的第二课堂。它以优雅敞亮的阅读环境、收罗

宏富的文献资源、先进完备的网络设施、热情周到的读者服务迎

候着每一位学子的光临！ 

 

图书馆馆训：博学笃思  启德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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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开放时间 

图书馆主页 全天 24 小时开放 

南湖校区 

图书馆 

总服务台 周一至周日 8:00—17:00 

综合阅览室（一）、综合阅览

室（二）、综合阅览室（三） 

周一至周六 7:30—22:00；

周日 7:30—17:00 

社科-经济阅览室 

周一至周六 7:30—22:00；

周日 7:30—17:00 

社科-法学阅览室 

二楼自主学习空间 

中南大文库自习室 

六楼朗读区 

外文报刊阅览室 

周一至周六 8:00—22:00；

周日 8:00—17:00 

港台书刊阅览室 

保存本阅览室（一）（二）（三） 

现期报刊阅览室 

过报刊阅览室 周一至周五 8:00—17:00； 

中华再造善本库 
周一至周五 8:00—11:30； 

14:00—17:00 

中国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  
周一至周五 8：00—17：00 

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闭馆 

首义校区 

图书馆 

一楼流通借还处 周一至周五 8:00—17:00 

一楼新书报刊阅览室 

二楼专业图书阅览室 

三楼自主学习空间 

周一至周六 8:00—22:00；

周日 8:00—17:00 

四楼古籍文献阅览室 
周一至周五 8:00—11:30 

14:00—17:00 

*每个月月末周五上午 8:00-14:00，为非开放工作日，是馆员整理内务时间，

图书馆不对外开放。 

*寒暑假和国家法定节假日，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敬请关注图书馆网站或微

信、微博发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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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校区图书馆疫情防控期间入馆须知 

➢ 入馆要求 

1. 校内读者、全馆员工及来访人员从南湖校区图书馆南门一楼

或北门二楼进出。 

2. 校内读者、全馆员工进馆需携带本人校园卡，佩戴口罩、测

量体温。体温检测正常后，方可入馆。 

3. 防疫模式下，入馆读者隔位、错位就座。阅览室、自习室 4 人

桌只坐 2 人，2 人桌只坐 1 人。 

4. 严禁读者在馆内扎堆、聚集，彼此之间间隔距离不少于 1 米。 

➢ 个人防护 

在馆全程佩戴口罩，图书馆各楼层卫生间放置洗手液和废弃

口罩收集桶，方便读者洗手消毒和丢弃口罩。 

➢ 异常处置 

南湖校区图书馆一楼大厅设有临时留观点，如发现异常情况

（体温异常、咳嗽等），按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规定流程接受

应急处理。 

➢ 入馆、离馆要求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高温、高能耗及危险化学物品入馆；

严禁在馆内任何地方（包括洗手间、露台）吸烟、用火；禁止携

带任何食品及宠物入馆。 

离馆时请将所有物品（学习用品、个人物品如抱枕、毛毯、

坐垫、靠垫等）随身带走，不得留滞在馆内。 

➢ 南湖校区图书馆馆藏分布一览表 

场所 地点 收藏范围 

现期报刊阅览室 

（不外借） 
一楼西南 现期期刊、报刊 

保存本阅览室

（三） 
一楼东北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B 哲学宗教，E 军事，G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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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 地点 收藏范围 

（不外借） 科学、教育、体育，H 语言文字，I 文学，

J 艺术，N 自然科学总论，O 数理科学和化

学，P 天文学、地球科学，Q 生物科学，R

医药卫生，S 农业科学，U 交通运输，V 航

空、航天，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过报刊阅览室 

（不外借） 
一楼东南 过期中文期刊，中文报纸和中文期刊合订本 

总服务台 二楼大厅西 图书总借总还处、咨询台 

综合阅览室（二） 

（可外借） 
二楼西北 

E 军事，G 教育，N 自然科学总论，O 数理

科学和化学，P 天文学、地球科学，Q 生物

科学，R 医药卫生，S 农业科学，T 工业技

术，U 交通运输，V 航空、航天，X 环境科

学、安全科学，Z 综合性图书 

综合阅览室（三） 

（可外借） 
二楼西南 A 马列主义，B 哲学，C 社会科学总论 

社科法学文献 

阅览室 

（可外借） 

三楼西北 D/DF 政治、法律类图书 

社科经济文献 

阅览室 

（可外借） 

三楼东南 F 经济类图书  

综合阅览室（一） 

（可外借） 
四楼东北 

H 语言文字，I 文学，J 艺术，K 历史、地理

类图书 

外文书刊阅览室 

（仅教师，留学生

可外借） 

四楼西南 
外文原版图书，期刊、报纸以英语为主，少

量收藏日、德、法、俄等语种文献 

保存本阅览室

（一） 

（不外借） 

五楼西北 
C 社会科学总论、D/DF 政治法律、Z 综合

性图书 

保存本阅览室

（二） 

（不外借） 

五楼东南 F 经济，K 历史、地理 

港台书刊阅览室 六楼西北 A-Z（港台图书，合订本期刊，报纸） 

中华再造善本库 六楼南 中华再造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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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义校区图书馆馆藏分布一览表 

场所 地点 收藏范围 开放时间 备注 

流通书库 

（可外借） 

一楼西

一、二楼

书库 

“中图法”中文图书

A-Z 类 

周一至周五 

8:00-17:00 
可带包入内 

三至五楼

书库 

“人大法”类中文图

书 1-17 类（数字开头

分类号），外文图书 

周一至周五 

8:00-17:00 

闭架借阅，

读者不得入

库，读者持

索书单交给

服务台，由

馆员负责找

取。 

新书报刊阅

览室 

（图书可外

借，报刊只

能阅览） 

一楼南 

中文新书、中文报纸

（现报）、中文期刊 

（现刊） 

周一至周六 

8:00-22:00 

周日 

8:00-17:00 

可带包入内 

中文报纸典

藏库 

（不外借） 

一楼北 中文报纸合订本 预约阅览 
预约电话 

88045573 

专业图书阅

览室 

（不外借） 

二楼南 
“中图法”中文图书

A-Z 类 

周一至周六 

8:00-22:00 

周日 

8:00-17:00 

可带包入

内，本阅览

室图书不能

带出，非本

阅览室图书

不能带入。 

中文图书典

藏库 

（不外借） 

二楼北 
“人大法”中文图书

1-3 类、5 类、7-17 类 
预约阅览 

预约电话 

88045573 

自习室一、

二、三 
三楼  

周一至周六 

8:00-22:00 

周日 

8:00-17:00 

无需“选座

系统预约” 

古籍文献阅

览室 
四楼南 

古籍线装、旧平装、

解放前报刊合订本 

预约阅览 

周一至周五 

8:00-11:30 

预约电话 

13554542145

李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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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 地点 收藏范围 开放时间 备注 

14:00-17:00 

中文图书典

藏库 

（不外借） 

四楼北 
“人大法”中文图书

4、6 类 

预约阅览 

 

预约电话 

88045573 

中文期刊典

藏库 

（不外借） 

六楼书库 中文期刊合订本 
预约阅览 

 

预约电话 

88045573 

外文报刊

典藏库 

（不外借） 

七楼 

书库 

外文期刊、外文报纸

合订本 

预约阅览 

 

预约电话 

88045573 

读者须知 

1. 图书馆是学校精神文明的窗口，读者应自觉遵守规章制度，

做文明读者。 

2. 读者需持本人校园卡刷卡进入图书馆。 

3. 举止文明、仪容整洁。 

4. 保持馆内安静，将手机调整为震动状态，接打电话不影响他人。 

5. 维护馆内清洁，不携带食品及有色饮料入馆，不乱扔果皮纸屑。 

6. 维护馆内秩序，进出馆不拥挤，不抢占座位，不隔夜占用存

包柜。 

7. 注重自己的财物安全，妥善保管个人贵重物品。 

8. 本馆为无烟馆，勿在馆内任何场所吸烟、用火。 

9. 珍爱图书，阅过无痕。 

温馨提示 

1. 南湖逸夫图书馆港台书刊阅览室，过期报刊阅览室，外文书刊阅览室，

保存本阅览室（一）（二）（三），现期报刊阅览室不能带书进入。首

义专业图书阅览室可带包入内，图书不能带出，非本阅览室图书不能带

入。该阅览室图书仅限该阅览室内阅读。 

2. 请读者按相关阅览室要求存包。 

3. 存包柜里的东西请当天取走，不能无限占用存包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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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湖逸夫图书馆的读者请使用图书馆官方微信中的选座系统——“我

去图书馆”预约图书馆的座位。 

校园一卡通 

在校学习期间，校园一卡通是您的校园身份证，也是您进入

图书馆借书、还书、阅览的重要凭证。请妥善保存，不要借与他

人使用。 

校园一卡通在图书馆的使用权限包括： 

借书阅览：刷卡入馆，按照不同的读者类型（教工、博士、

硕士研究生、本科生、访问学者等）享受不同册数和借期的读者

借阅权限。详见图书馆主页——概况——规章制度——借阅规

则。 

阅览：允许刷卡入馆，阅览各种资源，但不能外借。 

校园卡丢失，请尽快挂失并携本人身份证到梅教 201 室补

办。 

读者若因休学、延毕等原因，需要对校园卡借阅权限进行延

期，请先到所在学院开证明盖章，再到图书馆办公室东 405 登记

办理。 

学生毕业后，校园卡自动转成校友卡，毕业生可以持校友卡

进馆阅览。 

馆藏资源 

本馆的馆藏资源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年鉴、字典、辞典、

百科全书、学位论文、古籍善本、旧平装书、视频资料、音频资

料、货币实物等多种文献类型。 

➢ 图书 

纸质图书 

我馆馆藏图书主要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排架，部分

图书，即首义馆 1995 年以前分编的图书，按人大法（纯数字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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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分类排架。索书号由分类号和种次号组成。 

纸质图书可通过馆藏书目检索系统进行查询。 

进入方式：图书馆主页——馆藏书目检索 

 

我们可以通过书名、作者、出版社、主题词和学科分类号等

字段，来查询一本书的索书号和馆藏地点，并由此定位图书，以

查找南怀谨的《论语别裁》为例。 

温馨提示：

 

 

系统字段 含义 

题名 包含正题名、副

书名、丛书名等 

正题名 书名 

责任者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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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可借阅”且“在馆”的图书，记录下“索书号”及

“馆藏地”，到对应阅览室按索书号的顺序，即可找到该图书。 

读者还可通过馆藏书目检索系统进入“我的图书馆”，进行

图书续借等。 

①“我的图书馆”用户注册：未注册读者可以用校园卡工号

或学号注册，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身份证最后一位为 X

的，X 需要大写）。 

②图书续借：登录“我的图书馆”，点击“当前借阅”，找

到要续借的图书点击“续借”即可，续借借期 30 天，从续借之

日算起。图书到期前 10 天可以开始续借。 

图书的阅览区域具体分布见南湖校区图书馆馆藏分布一览

表。 

温馨提示：馆内大厅提供自助查询机，也可通过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在

手机等智能设备上查询公共目录。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是对图书进行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

将所有学科按知识分类的原则分成 5 大部类，再细分成 22 个学科

门类，按 22 个英文字母标识。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的图

书，分类号是字母和数字组合的样式。如《心理学与生活》索书

号：B84/269。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基本类目一览表 

基本部类 22 个大类 

马列毛邓 A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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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B 哲学、宗教 

社会科学 

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

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自然科学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综合性图书 Z 综合性图书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是我馆早期的图书分类

法。1995 年前，首义图书馆使用的是人大法，人大法的学科类别

是由数字来标识的。所以在我馆的目录中，有很多纯数字标识的

图书，如《财政学原理》邓子基，索取号为 411.11/47。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基本大类 

基本部类 17 个大类 

哲学学科 1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2 哲学 

社会科学 

3 社会科学政治   4 经济   5 军事    6 法律  

7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8 艺术    9 语言、文字 

10 文学  11 历史  12 地理  

自然科学 
13 自然科学   14 医药卫生   15 工程技术   

16 农业科学技术 

综合学科 17 综合参考 

电子图书 

进入方式：①图书馆主页——资源——中（外）文数据库 

          ②图书馆主页——中文库、外文库 

本馆的电子图书数据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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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读秀学术搜索 

超星数字图书馆 

Emerald 电子系列丛书（人文社科、

经济管理） 

中国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 JSTOR 电子书 

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

（CADAL） 

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

（CADAL）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 爱思唯尔《经济学手册》 

畅想之星光盘数据库 HeinOnline 法学数据库 

大成故纸堆数据库 

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 

月旦知识库 

EBSCO 电子书（ASP+BSP 数据库、

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学全文数据库、

美国心理学会期刊图书数据库） 

金图外文数字图书馆 

“大英百科全书”数据库 

统一检索平台 

进入方式：图书馆主页——超星发现 

超星发现是本馆的统一检索平台，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知识发

现系统。整合了本馆的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对中外文的图书、

期刊、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标准、专利文献等有比

较好的导航和全文保障。对本馆没有收藏的电子文献，超星发现

也可以通过文献传递的方式提供全文。 

超星发现提供暑期漫游服务，在校园网 IP 范围内，打开“超

星发现”页面（www.zhizhen.com），右下角会弹出“个人认证”

的消息提示，根据提示操作，在学校 IP 内注册，然后完成验证，

就可以在校外使用“超星发现”。 

➢ 期刊报纸 

纸质报刊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本馆在订纸质中外文报纸期刊 1187

种。 

可通过馆藏书目检索系统查找索书号和馆藏地点。  

http://www.zhiz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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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期刊和报纸均不外借。 

期刊报纸分布区域： 

 

南湖逸夫图书馆 首义图书馆 

一楼：过报刊阅览室 一楼：新书报刊阅览室 

一楼：现期报刊阅览室 一楼：中文报纸典藏库 

四楼：外文书刊阅览室（外文报刊） 六楼：中文期刊典藏库（中文期刊

合订本） 

六楼：港台书刊阅览室（港台报刊） 七楼：外文报刊典藏库（外文报纸

合订本） 

电子期刊数据库 

进入方式：①图书馆主页——资源——中（外）文数据库      

②图书馆主页——中文库、外文库 

中文期刊数据库 

CNKI 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月旦知识库 

博看网畅销期刊数据库 

上海图书馆晚清、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含全国报刊索引数

据库） 

人民数据（含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大成故纸堆数据库 

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 

外文期刊数据库 

EBSCOhost 期刊全文数据库（ASP、BSP） 

http://book.zlz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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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 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学全文数据库 Econlit with Full 

EBSCO 美国心理学会期刊图书数据库 APA 

Taylor & Francis ST, SSH & Fresh 期刊数据库 

ScienceDirect（Elsevier）数据库（2009-至今） 

Wiley-Blackwell 期刊数据库 

SAGE 期刊全文数据库 

SAGE 过刊数据库（1879 年-1998 年）  

JSTOR 西文过刊全文库资源 

Emerald 管理学数据库 

ABI/INFORM Complete 商业经济管理全文期刊数据库 

国道外文特色专题库 SpecialSciDBS 

Westlaw International 法律在线数据库 

HeinOnline 法律数据库 

LexisNexis 数据库资源 

Beck-Online 法律数据库 

Gale 系列数据库 

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全文数据库（1850-1951） 

➢ 事实·信息·数据 

图书馆收藏有数百种各类年鉴手册，可供查阅数据资料。 

纸质年鉴查阅方法：在公共目录中用年鉴名或关键词检索即

可。 

图书馆还订购了十多种事实数据型数字资源。包含海量数据，

内容涉及经济、会计、财政、金融、管理、法律等多个领域，可

供检索、下载和阅览。 

进入方式：①图书馆主页——资源——中（外）文数据库 

②图书馆主页——中文库、外文库 

http://journals.sagepub.com/
http://www.westlaw.com/search/home.html?rs=IWLN1.0&vr=3.0&sp=zuelWL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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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事实数据型电子资源包括： 

中文事实数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 

人民数据舆情库 

CNKI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 CSMAR 系列数据库 

巨灵金融平台 

EPS 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 

道琼斯全球财经资讯数据库 

 “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 

中国法院网 

万律（Westlaw China）中国法律信息双语数据库 

锐思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 

中国司法档案数据库（江津卷） 

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 

Wolters Kluwer 威科系列数据库（法律、财税和人力资源）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万得资讯（Wind 资讯）金融终端 

外文事实数据 

IBFD Tax Research Platform（全球税务、税法研究数据库） 

Westlaw JAPAN 日本法律数据库 

Westlaw International 法律在线数据库 

中国经济信息网：国际频道 

http://www.gtar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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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host 期刊全文数据库：Newspaper Source 

EBSCOhost 期刊全文数据库：公司信息 

ABI/INFORM Complete 商业经济管理全文数据库：浏览——商业

报告、公司报告、国家和地区报告等 

道琼斯全球财经资讯数据库 

EPS 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全球经济研究系列 

温馨提示：有关统计数据的查找和利用，纸质的年鉴分散在各阅览室，

电子年鉴请进入上述中(外)文事实数据库检索即可。 

➢ 学位论文 

我校的纸质学位论文全部保存在档案馆。本馆从 2004 年开始

要求毕业生提交电子版学位论文。 

进入方式： 

本校学位论文：①图书馆主页——常用服务——硕博论文提

交——论文检索 

              ①图书馆主页——服务——硕博论文提交—

—论文检索 

中文学位论文 

超星发现——学位论文 

CNKI 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优秀硕博士论文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学位论文库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台湾学位论文库 

台湾月旦知识库——台湾法学博硕论文索引 

CALIS 学位论文中心服务系统 

中国财经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各财经高校的学位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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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学位论文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检索平台 

➢ 科研评价工具 

进入方式：①图书馆主页——资源——中（外）文数据库 

②图书馆主页——中文库、外文库 

中文评价工具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文学术评价工具）：检索中文

社会科学领域论文收录和文献引证的索引数据库。 

中国高校科研成果统计分析数据库 

外文评价工具 

WOS 平台 SCI（科学引文索引，国际科学评价工具） 

WOS 平台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WOS 平台 A＆HCI（人文与艺术引文索引） 

WOS 平台 JCR（期刊引证报告） 

Web of Science 平台包含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人文艺术

领域的三大索引数据库，收录期刊为各学科领域的高品质学术期

刊，能够提供学科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研究发展趋势。 

参考工具书   

《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数据库 

Gale 系列参考工具书 

CNKI 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年鉴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 

➢ 文献管理软件（NoteFirst） 

进入方式：图书馆主页——资源——中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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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First 可以帮助用户在撰写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订阅、收集

和管理相关的参考文献；方便用户在正文指定的位置添加引用和

注释；按照不同期刊参考文献格式的要求自动生成参考文献引用，

提高论文的写作效率。 

➢ 多媒体资源 

进入方式：①图书馆主页——资源——中文数据库 

②图书馆主页——中文库、外文库 

本馆多媒体电子资源包括： 

起点自主考试学习系统 

kuke 数字音乐图书馆 

正保会计视频数据库 

MeTeL 教学资源平台 

公图艺术资源 O2O 服务平台 

温馨提示： 点击图书馆主页——服务——培训与教学——培训课件，

即可查看上述数据库的使用指南。 

读者服务 

➢ 借阅服务 

借书 

读者借阅权限 

读者类型 借阅册数 借阅期限 

本科生 5 册 60 天 

研究生 15 册 60 天 

教职工 15 册 60 天 

特殊读者 30 册 365 天 

社会读者 2 册 30 天 

可借文献的范围： 

南湖逸夫图书馆：综合阅览室一、二、三，社科法学文献阅

http://www.qdexam.com/main
http://www.ku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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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室，社科经济文献阅览室，外文书刊阅览室（因外文原版图书

数量较少，故只对教师和留学生提供借阅，其它同学可以进室阅

览）。 

首义图书馆：一至二楼流通书库，新书报刊阅览室，三至五

楼闭架书库。 

图书代借：该服务针对首义校区新生。若读者想借的图书在

南湖逸夫图书馆，可以在首义图书馆大厅服务台填写代借索书单。

由馆员协调从南湖逸夫图书馆代借，下单第三天后的一周内读者

自己到首义图书馆大厅服务台取书。 

自助借还：在南湖逸夫图书馆、首义图书馆共设置有六台自

助借还书机，其中南湖逸夫图书馆设有五台，一楼南门外设有 24

小时自助还书机。读者可以在图书馆开放时间内的任意时段自助

借还图书，借还书过程中如遇问题可到二楼总服务台由馆员办理

借还书手续。南湖逸夫图书馆一楼还配备了一台图书杀菌机，可

以将图书消毒杀菌后再阅读或带走。 

还书 

我馆图书借期为 60 天。逾期不还者需交纳违约金，超期一

天，违约金 0.10 元。不按期归还图书将影响继续借书。校园卡显

示读者有过期书未还的不能继续借书，但在归还图书并缴纳违约

金后立即恢复借书权力。 

阅览 

1. 各阅览室的收藏内容和借阅方式不同，请务必遵守各阅览室

规则。 

2. 港台文献阅览室，外文书刊阅览室，保存本阅览室（一）（二）

（三），现期报刊阅览室不能携带书包入内，请将书包放到

阅览室门口的存包柜内。 

3. 不外借的阅览室，图书不能带出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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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义馆已借图书不能再带入流通书库和新书报刊阅览室、专

业图书阅览室。 

5. 从书架上取下来阅读的图书，请不要自行上架，将阅过的图

书放在阅览桌上即可，由馆员上架，以免造成图书乱架。 

图书外借部分规则 

1. 本规则仅限本馆外借场所的中外文图书。 

2. 读者须凭本人校园卡办理借书手续，不得使用他人证件。 

3. 图书借期 60 天，所借书刊须按期归还，以便书刊流通周转。 

4. 如有需要，可通过网上续借一次，续借期 30 天。 

5. 寒暑假期间，所借图书的归还时间会自动延期到开学，读者

在“我的图书馆”里可以看到还书期限。 

6. 因外出实习、出差等特殊情况不能按期还书的，应在返校后

一周内持院、系证明办理还书手续。 

7. 妥善保管所借书刊资料，避免遗失，违者将按本馆《书刊赔

偿和读者违章处罚规定》处理。 

8. 逾期不还，每册每天须交纳违约金 0.10 元。 

9. 毕业生离校前需到图书馆办理相关手续。 

图书遗失 

1. 两校区读者遗失图书，需到南湖逸夫图书馆二楼总服务台填

写《图书馆遗失图书登记表》，并购买同版（或同出版社的

新版）图书进行赔偿，按 5 元/册标准缴纳图书加工手续费。

赔偿图书由总服务台加工、典藏。 

2. 如果读者无法赔偿同版（或同出版社的新版）图书，则由总

服务台汇总遗失图书信息，转入文献资源建设部进行采购，

并通知读者于下个周五来总服务台办理赔款。赔偿标准如下： 

（1）文献资源建设部购买到同版（或同出版社的新版）图书，

则读者按同版（或同出版社的新版）图书原价赔偿，并按 5

元/册标准缴纳图书加工手续费。 

（2）文献资源建设部未买到同版（或同出版社的新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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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读者按原书价赔偿，并按 5 元/册标准缴纳图书加工手续

费。同时由总服务台在系统中做丢失数据处理。 

3. 校内读者赔款通过校园一卡通扣除，社会读者赔款另按相关

规定执行。 

外籍教师与留学生借阅图书规定 

随着我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日益提高，来校的外籍教师与

留学生也逐渐增多，为了方便这部分读者借阅和利用图书馆资源，

特制定以下规定。 

外籍教师借阅图书规定 

1. 外籍教师借阅图书按《读者使用校园卡利用图书馆的相关规

定》中关于外籍教师借阅图书的相关条款执行，办理校园卡

并到学校用户服务中心（梅教 201）交纳 300 元押金，图书

馆予以开通借阅功能，可借阅中文图书 15 册，并可续借一次。 

2. 允许在外文阅览室借阅外文图书 2 册，借期为 30 天。 

3. 外籍教师离校时，由图书馆确认还清图书后，用户服务中心

方可退还其押金。 

留学生借阅图书规定 

1. 每学年开学初，图书馆根据国际教育学院提供的留学生名单

为其办理“校园一卡通”的进馆和借阅功能。 

2. 已开通“一卡通”进馆及借阅功能的留学生享受我校普通学

生的借阅权限，即：本科留学生可借阅中文图书 5 册；研究

生留学生可借阅中文图书 15 册，借期为 60 天，并可续借一

次。此外，每位留学生允许借阅外文图书 2 册（不分本科生

或研究生），借期为 30 天。留学生应遵守图书馆借阅管理制

度，按时归还所借图书。 

3. 所有外国留学生读者都应遵守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详细

内容请查阅图书馆网站“规章制度”的有关条款），与图书

馆馆员和其他读者一起共同创造和维护良好的资源利用环境。 

4. 留学生留学时间到期后，其“一卡通”的借阅功能将自动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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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留学生离校之前应归还所有图书馆所借图书，国际教育

学院应在接到图书馆确认还清图书通知后，方可为其办理离

校手续。 

➢ “我的图书馆”个人账号管理 

登录个人帐号   

方式一：在图书馆主页——馆藏书目检索——搜索——右上

角我的图书馆或者读者登录。 

方式二：图书馆主页——常用服务——我的图书馆。 

在登录页面输入校园卡工号或是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最

后六位（身份证最后一位为 X 的，X 需要大写），进入“我的图

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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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个人信息 

 

图书续借服务：图书借期为 60 天，若到期还未看完，可通过

登录“我的图书馆”，点击“图书续借”，勾选续借的图书即可，

续借期为 30 天，从续借之日算起。 

 

➢ 移动图书馆 

超星移动图书馆手机客户端——“学习通”是一款图书馆为

读者用户提供移动服务的 APP。 

1. 下载方式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学习通”或微信扫描下述二维码

均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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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册及登录 

3. （1）新用户注册 

使用手机号进行注册，按照提示输入本人手机号，获取验证

码，并设置登录密码，点击下一步即可完成注册。 

 

（2）老用户登录 

方式一：手机号登录，就是使用注册成功的手机号和密码进

行登录即可。 

 

方式二：选择其他登录方式中选择机构登录，机构名称为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输入学校一卡通校园认证的学号/工号和密码即

可。但是由于该登录方式需要服务器支持（如服务器更新或出现

故障，会出现无法登录的情况），因此优先推荐使用方式一进行

登录。 

4. 本校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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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成功后，需要查看本校完整资源时则需要进行本校认证，

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方式一：在登录界面首页输入邀请码 zncjzf，即可进入我校图

书馆定制首页。 

 

方式二：点击右下角“我”——个人姓名——账号管理——

“单位”输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号或工号请输入真实学号或

工号，即可完成本校认证。 

      



 - 26 - 

5. 功能 

（1）图书馆服务 

用户利用客户端可以随时获取图书馆的信息公告，在线查询

馆藏，远程预约借书、续借，还可实现与图书馆的在线咨询、荐

购图书、意见反馈等交流互动。 

（2）数字资源移动阅读服务 

用户可以利用移动图书馆实现学术资源手机端的一站式检

索，并随时随地浏览电子图书、期刊、报纸、名师讲坛等图书馆

数字资源。 

（3）读者学习交流社区服务 

用户可以在移动图书馆建立自己的学习交流圈，通过小组、

笔记、聊天等功能，随时随地与好友交流自己的阅读感悟及兴趣

爱好。 

➢ 咨询服务 

图书馆提供多种途径，解答读者在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中

的疑问。 

首问负责制：图书馆的任何一位馆员，在遇到读者的咨询时，

对于工作范围内的问题要负责解答详尽，超出工作范围的问题，

要给予正确的指引或推荐到能够解决的部门。 

实体咨询台：南湖逸夫图书馆二楼总服务台，正常上班时间，

设置有咨询馆员值班岗。首义图书馆，在二楼大厅有图书馆学生

读者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图管会”）设置的咨询台，及时解

答读者咨询。 

➢ 校外远程资源访问 

读者在校外访问图书馆数据库资源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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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 libvpn 访问方式（对全校师生服务） 

1. 通过图书馆主页下的数据库远程访问页面进入此系统。也可

通过 libvpn.zuel.edu.cn 访问。 

 

 

2. 读者以学校统一身份认证方式登录。通过学校统一身份认证

平台的授权后，可以进行校外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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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bvpn 登录成功后，即可访问我校图书馆资源。 

温馨提示： 

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学校图书馆技术部施老师，

联系电话 88387110。 

➢ 推荐书刊 

1. 利用图书馆主页上的“资源荐购”平台向图书馆推荐书刊和

数据库资源，采访馆员会及时回复反馈。 

推荐入口：图书馆主页——资源荐购——填写荐购信息。 

请将书刊的详细信息填写在推荐表单中，并留下您的联系方

式，便于反馈。 

2. 利用“我的图书馆”进行资源荐购，可以分别通过读者荐购、

征订目录、书目资源荐购进行资源的推荐。 

推荐入口：图书馆主页“馆藏书目检索”——我的图书馆—

—读者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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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献资源建设部在南湖逸夫图书馆一楼，读者可以直接到办

公室向采访馆员推荐，也可直接通过办公电话 027-88387115

推荐。图书馆的外文原版图书及港台图书全部由教师读者推

荐采购。每年四月的读书月活动中，图书馆会评选出荐购图

书的前十名为“荐购之星”给予奖励。 

温馨提示：向图书馆荐购后，馆员会及时处理您的荐购信息，如果需要

了解您的荐购情况和荐购图书状态，可以在“我的荐购”中查询。 

➢ 学科服务 

为了加强图书馆与各学科用户之间的联系，帮助教师、学生

读者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图书馆组建了学科馆员服务团队，

按学院对口配置学科馆员，为我校师生和科研人员提供深层次、

专业性的学科服务。 

一、服务内容： 

1. 查收查引服务：为我校师生及职能部门提供科研成果评定、

人才引进、各类科研成果奖申报等需要的文献检索报告。 

2. 课题检索服务：提供相关学科课题资料的检索及日常咨询服

务。 

3. 嵌入式培训：为有需要的教师提供嵌入专业课堂、专业学习

的信息检索课程或讲座，助力我校人才培养。 

4. 情报分析服务：为各学院及职能部门提供各类深层次分析报

告，如学科发展态势分析、学科竞争力对比分析、机构竞争

力对比分析等，为我校“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学科服务平台： 

1. 学科服务平台简介：学科服务平台是按学科对图书馆资源、

院系资源、学科专业资源进行聚合重组的一站式资源导航与

服务平台，其栏目包括学科分析服务、会议预告、学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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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数据库导航、基金项目动态、免费资源、专家学者等。

目前我校学科服务平台包含工商管理、法学、金融三个学

科。 

2. 平台网址：http://zuel.xk.hnlat.com/。 

3. 登录方式：校内直接访问+校外注册访问。校园网范围内读者

可以直接浏览所有栏目，校外访问可浏览部分栏目。如您需

在校外访问学科分析服务等全部栏目，需要进行个人注册方

可登录访问。目前校内校外均可进行注册。 

4. 注册方法： 

 

➢ 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 

我馆中外文献传递服务，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教学、科研

http://zuel.xk.hnl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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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中外文献的需求，通过寻求中外各图书馆之间的共享合作，

来帮助读者申请获取所急需的文献原文的服务。 

文献传递（非返还式）：为读者提供向国内外其他文献合作

机构申请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图书的部分章节

等文献原文的复制与传递服务。 

馆际互借（返还式）：为校内读者提供向国内其他文献合作

机构申请馆际借书的服务，也为校外读者提供本馆藏书的外借。 

目前，读者申请我馆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主要通过如下

两大系统： 

1. CASHL 馆际互借系统：通过该系统可申请 CASHL 即中国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收藏的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 

2. CALIS 馆际互借系统：通过该系统可申请 CALIS 即中国高

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收藏的全国高校馆藏文献与重要非高校

图书馆馆藏文献。读者需要在以上两大系统注册后才能提交

文献传递申请。 

使用方法 

注册个人帐号：在图书馆主页——常用服务——文献传递—

—注册和申请流程 

CALIS 新老用户注册与登录网:http://www.hub.calis.edu.cn:8090/。 

CASHL 新老用户注册与登录网址:http://www.cashl.edu.cn。 

温馨提示：新用户请在 CASHL 主页注册，新账户经我馆确认后方可使

用。 

1．真实姓名一栏务必填写用户真实姓名。 

2．证件类型一栏请选择借书证（填写一卡通学号或工号即可）。 

3．名称一栏填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院名称+申请人真实姓名”。

http://www.hub.calis.edu.cn: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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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填写无误，才可审核通过（因 CASHL 系统管理端不稳定，新用户账户审

核请耐心等待）。 

4. CASHL 收到文献传递请求后，将电子版文献直接发送至用户账户及

邮箱。 

 

 

  

获取文献 

电子版文献：直接发送到读者注册时留下的电子邮箱。 

其它复印资料或是图书，请接到通知后到图书馆四楼文献传

递办公室（西 406）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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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文献传递是由全国高校图书馆文献保障体系 CALIS 和

CASHL 提供的馆际合作平台。文献提供单位会在合理范围内收取一定的费

用。因此，在本馆确实缺藏而又必需的情况下，使用文献传递服务。图书馆

经常会有文献传递优惠信息，请及时关注，并充分利用。图书馆文献传递 QQ

群：963299624。 

➢ 信息素养教育 

图书馆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和教学活动，帮助读者充分了解

并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 

新生入馆教育 

新生入馆教育于每年秋季新生入学军训期间进行，由图书馆

办公室发通知，由各院系向图书馆预约，分场次安排新生接受关

于图书馆布局、资源分布、图书借阅规程、图书馆服务及规章制

度等各方面的教育培训，其目的在于帮助新生尽快了解图书馆，

并尽快学会使用图书馆。 

预约培训 

为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和掌握图书馆的各种电子资源及相关服

务的利用方法，图书馆会不定期联系安排数据库公司的培训师，

来进行单个数据库的利用培训，也接受读者按班级或是专业的预

约培训要求。时间和地点由双方协商，联系方式：88387106。 

嵌入式教学 

嵌入式教学，即将信息素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培训新

模式。学科馆员根据专业课教师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与课程

内容相关的资源推荐、文献检索、信息利用等方面的讲座，帮助

学生有效地利用图书馆各种资源与服务，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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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获取学术文献，提高发掘信息、评价信息和综合利用信息的

能力。图书馆和少数教师合作开展教学，有需要的教师可预约，

联系电话：88387106。 

文献检索课 

图书馆自 1984 年起为本校本科学生开设全校公选课《文献检

索与利用》，本课程是高等院校培养学生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

以及文献信息检索基本技能的方法课，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实践

性。 

1. 本科生《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通识课 

课堂采用常规课堂讲授和数据库检索演示相结合的方式，为

学生讲授大学生信息素养，文献检索与获取，中外文数据库、信

息数据、法律法规、免费学术资源检索与利用，学术论文撰写及

学术规范等内容。 

2. 研究生《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通识课 

从 2016 年起，图书馆面向研究生开设有文献检索选修课

程，分别面向三个专业方向：《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人文社

会科学）、《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理工和自然科学）、《法

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3. 研究生《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规范》慕课 

图书馆《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规范》慕课课程是学校立项的

首批慕课建设项目，课程围绕研究生信息素养培养的主题，通过

二十一个知识点，全面梳理了信息类型、信息检索、信息分析与

管理、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学术规范、投稿指南等与论文写作

有关的常识和检索案例，实操性强，是一门很实用的工具类课程。 

我校师生可以点击慕课网址：http://s.zuel.edu.cn/，直接观看

《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规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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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推广 

图书馆通过多样的宣传，向读者及时传达资源和服务的信息。

常规的宣传活动有每年四月的图书馆读书月活动、“荐读”专题、

“每周一书、每周一讲”专栏、数据库检索指南，还有图管会组

织的一些宣传导读活动。 

《图书馆与读者》报纸：是图书馆的宣传平台，也是图书馆

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投稿邮箱：tsgydz@163.com。 

学长荐书区：为传承和弘扬中南大“博文勤学”的读书文化，

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抒发毕业生爱校情怀，搭建大学生读

书交流分享平台，将“书香校园”建设与毕业生的文明离校工作

紧密结合，校图书馆联合校团委、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从 2016

年起，共同组织应届本科毕业生，按专业开展“学长荐书”活动，

通过毕业班学长们的民主讨论，认真总结，慎重确定对本专业学

生成人成才至关重要的图书书目，推荐给低年级学弟学妹们作为

阅读参考，让毕业生们虽离开了校园，却能藉此传递一瓣书香，

留下一份温情，助力后学成长！ 

读书月：最集中的阅读推广活动是每年四月的读书月，一个

月内图书馆会举行各种各样的精彩活动，吸引大家对图书馆全方

位的关注和了解。连续十四届的读书月已形成了多个活动品牌，

如希贤大讲堂、大学生讲坛、阅跑中南、经典影片展播、征文比

赛、“印象图书馆”摄影比赛、“阅读之星”“荐购之星”“文

献传递之星”评选、数据库利用讲座、图书阅读排行榜及阅读报

告等。 

➢ 读书会 

中南书话：由图管会主持的一个面向全校学生的普及性读书

mailto:tsgyd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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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该读书会不定期开展。热爱阅读的同学可以聚合成一个圈子，

增进阅读兴趣，共赏好书。每次的主题可以是一本好书、一个作

家或是一个既定的主题。 

希望读者能经常关注并能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当你看到一本

触动了你心灵的好书，也请记下你的感悟，发送给我们，我们会

收进《图书馆与读者》报纸，与大家共享。 

投稿方式：tsgydz@163.com。 

➢ 存包柜 

为方便读者使用，图书馆设立了自助存包柜，请大家自觉遵

守存包柜使用须知： 

1. 使用时间：当天 8:00-22:00，不得过夜。 

2. 22:00 柜门自动开启，管理员将清柜检查。 

3. 请勿将易燃、易爆及贵重物品存入柜中，物品如若遗失，责

任由读者自负。 

4. 存入后只可开启一次取出物品，如需再次使用请重新操作。 

5. 如遇故障，请就近求助阅览室值班人员。 

➢  “我去图书馆”微信选座系统 

为了给读者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南

湖逸夫图书馆 2018 年 1 月 2 日上线微信选座系统——我去图书

馆，使用方法如下所示： 

1. 关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官方公众号，进入页面后点

击：我的——选座系统，初次使用时绑定本人的学号和姓名。 

2. 每个场室开放前半小时可以进入选座系统预选座位，不同场

室开放时间不同，可通过“选座页面”了解不同场室的开放和关

闭时间及馆内实时座位使用情况，点击“馆室栏”可进入座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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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页面。进入页面后可根据个人情况预约相应座位。 

温馨提示：现期报刊阅览室、保存本阅览室（一）、保存本阅览室

（二）、保存本阅览室（三）、外文书刊阅览室、港台书刊阅览室不允许

带包和已借本馆图书进入。自主学习空间 2 的 1-10 号座位无空调。 

3. 座位预选成功后，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签到，确认到馆。 

（1）刷卡/刷脸进馆的同时即可完成选座系统的签到。但该签到

方式目前尚在试运行阶段，为确保签到成功需及时查看选座系统

座位状态，如未签到成功需用后两种方式重新签到；（2）系统自

动生成二维码，凭二维码至一楼大厅选座机及各阅览室门口终端

验证设备处签到；（3）进馆打开手机蓝牙功能，在蓝牙签到设备

附近打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点击“我的”

—“蓝牙签到”，根据提示完成即可签到成功； 

温馨提示：未按时签到记一次违规，15 日之内累计违规达到 3 次会被

拉入系统黑名单 7 天。每次签到后请确认自己的状态变为“学习中”才是

签到成功。 

4. 学习结束，不再使用座位需点击“退座”按钮；短暂离开座

位可点击“暂离”按钮，保留座位。午餐时间（11:00-13:00）

和晚餐时间（17:00-19:00）可暂离 60分钟，其余时间暂离 30

分钟。发现占座现象，记得点“监督占座”，为图书馆的秩序贡

献自己的力量！ 

温馨提示：被监督占座后，请在 8 分钟之内重新签到，否则记一次违

规。具体规则可登录选座系统查看，如有疑问，请咨询图书馆技术服务

部，电话 88387110。 

➢ 无线网络 

我馆已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图书馆无线 WIFI 的认证和使

用方法与无线校园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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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标示为“zuel—wifi”，用户名为工号或学号；初始密码

为身份证后 6 位。 

温馨提示：图书馆无线网也是属于校园无线网的，如有疑问，信息管

理部可提供咨询服务，联系电话：88386112，88383979（南湖校区）；

88386112（首义校区）。 

➢ 图书馆学生社团 

图书馆学生读者管理委员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学生读者管理委员会（简称“图管

会”）是 2009 年 4 月 14 日在校团委、图书馆的统一指导下正式

成立的学生组织，下设办公室、宣传部、管理服务部、权益协调

部四个部门。“图管会”成立 11 年以来，参与图书馆管理、服

务、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并完善图书馆与读者沟通互动的长效

机制，促进图书馆与读者的良性互动，倡导读者文明、理性的利

用图书馆资源，策划并开展了多项有影响的精彩活动，如图书漂

流、中南书话、珍爱图书阅过无痕、反占座等，为营造图书馆良

好的阅读环境贡献着智慧和力量！欢迎大家加入 2021 年图书馆

学生读者管理委员会招新群：650032238。 

博物馆文物鉴赏协会 

文物鉴赏与讲解协会是博物馆下属的学生志愿者协会，成立

于 2006 年 3 月，前后拥有学生志愿者 1000 余人。每年 9 月，文

物鉴赏与讲解协会将面向全校学生招新。在这里，你既可以在校

博物馆、武汉市各博物馆展示自己多语种的讲解风采，又可以锻

炼自己的组织、策划、宣传才能！欢迎大家加入 2021 年博物馆

学生志愿者（中南泉馆）招新群：67418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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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博物馆信息以及精彩原创推文请关注博物馆官网“中国

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http://museum.zuel.edu.cn）、微信公众号

“中国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中南大泉馆”、新浪微博“中

国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及“中南泉馆（校博物馆）”QQ 号

（1947332575）。 

 

“中国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中南大泉馆”微信公众号 

新生书单 
为了帮助 2021 级大一新生迅速适应大学生活，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为新生们准备

了一份推荐阅读书单，希望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希望大家充分

利用今年的暑假，多读书、读好书。开卷有益，触目即缘，书中

有文史哲，卷内有风雅颂。图书馆有几百万册纸质图书和电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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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黄鹤楼下、希贤岭旁等着大家赏阅研读，期盼与大家共度大

学美好时光！ 

 1、《中国共产党简史》 

   

作者：《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 年 2月 

馆藏地点：南湖社科法学阅览室、保存本阅览室（一） 

索书号：D23/138 

2、《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作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2月 

馆藏地点：保存本阅览室(一) 

索书号：D616/802 

3、《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作者：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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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 年 11月 

馆藏地点：南湖社科法学阅览室、保存本阅览室（一） 

索书号：D23/155 

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作者：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 年 8月 

馆藏地点：学长荐书 

索书号：K827/2391 

5、《火种》  

   

作者：刘统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 年 12月 

馆藏地点：南湖社科法学阅览室、保存本阅览室（一）、首

义新书报刊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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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书号：D23/160 

6、《大国大城》 

   

作者：陆铭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 年 7月 

馆藏地点：南湖社科经济阅览室、学长荐书、保存本阅览室

(二） 

索书号：F124/747 

7、《大学之魂：中国大学校训故事》  

作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11月 

馆藏地点：南湖综合（三） 

索书号：G647-53/7 

8、《如何阅读一本书》 

   

作者：[美]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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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04 年 1月 

馆藏地点：南湖综合（二）、保存本阅览室(二）、首义流通

部、首义专业图书阅览室(二) 

索书号：G792/17 

9、《西窗法雨》 

   

作者：刘星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 年 6月 

馆藏地点：南湖社科法学阅览室、保存本阅览室(一) 

索书号：DF081/73 

10、《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作者：薛兆丰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 年 7月 

馆藏地点：学长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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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书号：F0-49/461 

11、《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作者：刘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 年 1月 

馆藏地点：学长荐书 

索书号：B5/296 

12、《苏轼十讲》 

作者：朱刚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9 年 7月 

馆藏地点：南湖综合（一）、保存本阅览室（二） 

索书号：K825.6/1764 

13、《论语别裁》 

   

作者：南怀瑾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 年 10月 

馆藏地点：南湖综合（三）、保存本阅览室(一)、首义专业

图书阅览室(一) 

索书号：B222.25/13 

14、《傅雷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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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雷、朱梅馥、傅聪著、傅敏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 年 2月 

馆藏地点：南湖综合（一）、保存本阅览室(二） 

索书号：K825.6/1736 

15、《活着》  

   

作者：余华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 年 5月、2010年 10月、2012年 8月 

馆藏地点：南湖综合（一）、学长荐书 

索书号：I247.5/4106 、I247.5/5923、I247.5/4106-3 

16、《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作者：[美]塔拉·韦斯特弗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9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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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地点：学长荐书 

索书号：I712.55/250 

17、《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作者：[日]村上春树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 年 9月 

馆藏地点：学长荐书 

索书号：I313.65/35-3 

18、《杀死一只知更鸟》  

   

作者：[美] 哈珀·李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 年 5月 

馆藏地点：南湖综合（一） 

索书号：I1712/2041 

19、《月亮与六便士》 

   

作者：[英]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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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年 4月 

馆藏地点：学长荐书，南湖综合（一） 

索书号：I561.45/916 

20、《人类简史》 

   

作者：[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年 11月、2017 年 2月 

馆藏地点：学长荐书、南湖综合（一）、保存本阅览室(二） 

索书号：K02-49/2、K02-49/2-2 

21、《生活，是很好玩的》 

   

作者：汪曾祺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 年 11月 

馆藏地点：学长荐书 

索书号：I267/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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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作者：[美]丹尼尔·戈尔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 11月 

馆藏地点：学长荐书、南湖综合（三）、保存本阅览室(一) 

索书号：B842.6/217 

23、《时间管理：如何充分利用你的 24小时》 

   

作者：[美]吉姆·兰德尔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 年 1月 

24、《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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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古斯塔夫·勒庞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台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年 4月、2015年 12月、2019年 3月 

馆藏地点：学长荐书、南湖综合（三）、保存本阅览室(一)、

首义新书报刊阅览室 

索书号：C912.64/9、C912.64/19、C912.64/48 

25、《寻城记·武汉》 

作者：田飞、李果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2 年 7月 

 

图书馆官方微信             图书馆官方微博 

2021 年“新生书单”问卷调查 

亲爱的 2021 级萌新，欢迎你们！人生道路上，书是不可缺

少的亲密伙伴。今年暑假，学校为大家定制了一份新生书单，希

望通过这份书单帮助大家快速适应大学生活。不知道各位萌新是

否有阅读书单上的书籍呢，读完之后是否深有感触？为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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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新们对这份书单的利用情况和满意程度，我们特组织这次问卷

调查，衷心希望收到书单的 2021 级萌新们积极参与！ 

点击链接 https://www.wjx.cn/vj/rzBSRUz.aspx 或者扫描以下

二维码进入问卷调查页面，开始答题吧！ 

 

2021 年“我的新生书单”主题征文 

当你带着喜悦而又忐忑的心情拆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否

惊讶地发现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新生书单？这份包含 25 本书的

书单，凝聚了校领导和图书馆老师们的心血，是我们精心挑选后

呈现给你的第一份大学礼物。相信一定有很多同学读过“新生书

单”中推荐的书了。那么，现在就请来参加图书馆举办的“我的

新生书单”主题征文活动，说说你们对于“新生书单”的感悟、

理解和收获吧！         

1、投稿时间：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 

2、投稿邮箱：zuellib@163.com 

咨询宝典 

一、书刊借阅、我的图书馆 

Q：读者入馆需持什么证件？ 

https://www.wjx.cn/vj/rzBSRUz.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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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读者需持本校校园卡入馆。校园卡也是借阅图书的凭证。 

Q：校园卡丢失怎么办? 

A：请关注中南大微校园企业号在线办理挂失，并到梅教用户服务

中心 201 补办新卡。 

注：补办卡片有时候由于系统需要更新，第二天才能刷卡进馆。 

Q：可以使用别人的校园卡借书吗？ 

A：不能。图书馆禁止读者代借。校园卡只限本人使用，如使用他

人的校园卡，图书馆将对代借者处以一定罚款。 

Q：校园一卡通借阅权限延期怎么办？ 

A：咨询图书馆办公室：88387105。 

Q：图书在暑假、寒假到期怎么办？ 

A：寒暑假期间，所借图书的归还时间会自动延期到开学，读者在

“我的图书馆”里可以看到还书期限。 

Q：如何荐购图书？ 

A：荐购图书有以下三种途径： 

①利用图书馆主页上的“资源荐购”平台向图书馆推荐书刊和

数据库资源。采访馆员会及时回复反馈。 

推荐入口：图书馆主页——资源荐购——填写荐购信息。 

请将书刊的详细信息填写在推荐表单中，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便于反馈。 

②利用“我的图书馆”进行资源荐购。 

在图书馆主页“馆藏书目检索”——我的图书馆——读者荐购。 

可以分别通过：读者荐购、征订目录、书目资源荐购进行资源

的推荐。 

③文献资源建设部在南湖逸夫图书馆一楼，读者可以直接到办

公室向采访馆员推荐，也可直接通过办公电话：027-88387115 推

荐。 

Q：如何捐赠图书？ 

A：①毕业生捐赠图书请携带书籍前往南湖逸夫图书馆二楼大厅

总服务台“毕业生图书捐赠处”进行捐赠。 

②其他人士可自行前往南湖逸夫图书馆一楼文献资源建设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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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捐赠。 

注：图书捐赠属个人自愿、数量不限（复本控制在 2 本以内），

所捐赠图书处置权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 

Q：我的图书馆密码遗忘了怎么办？ 

A：点击我的图书馆，进入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点击“忘记密

码”，通过“邮箱找回”或“问题找回”，具体操作指南点击 ht

tp://i.zuel.edu.cn/login/login_help.html#_Toc391561134。 

Q：如何续借图书？ 

A：进入图书馆主页，点击馆藏书目检索，登录我的图书馆进行操

作即可。 

Q：如何使用超星移动图书馆？ 

A：请参考图书馆主页移动图书馆专栏 http://library.zuel.edu.cn/51

92/list.htm。 

二、数据库检索 

Q：我是我校在职教师、在读学生，放假不在校园网范围，如何访

问图书馆资源？ 

A ：请参考图书馆主页服务 —— 校外远程资源访问专栏

（http://library.zuel.edu.cn/5191/list.htm）或者常用服务——校外访

问专栏（http://library.zuel.edu.cn/5191/list.htm）。 

Q：请问图书馆购买了哪些中文数据库和外文数据库？ 

A：请进入我校图书馆主页点击资源下的中文数据库、外文数据库

栏目，即可查看我校已购买的数据库资源。点开数据库名称，即

可看到数据库简介、收录范围、我校购买权限等。点击图书馆主

页——服务——培训与教学，查看培训课件，即可查看已购数据

库的使用指南。 

Q：请问为什么数据库有时可以使用，有时又无法使用？ 

A：①浏览器问题：更换浏览器，推荐使用 360 浏览器或 IE 浏览

器。 

②数据库问题：所使用的数据库为我校试用数据库。图书馆

主页资源下的试用数据库一栏的数据库，均为我校正在试用的数

http://i.zuel.edu.cn/login/login_help.html#_Toc391561134
http://i.zuel.edu.cn/login/login_help.html#_Toc391561134
http://library.zuel.edu.cn/5192/list.htm
http://library.zuel.edu.cn/5192/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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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资源，试用数据库由数据库商免费提供给我校使用，因此是

有试用时间和试用内容限制的。到期之后就无法再继续使用该资

源。如果读者需要此类资源，可以利用我校已经购买的中文、外

文数据库进行查找，或者申请文献传递，或者向图书馆负责数据

库采购的老师荐购即可。 

③网络问题：请耐心等待，换个时间再试。或更换数据库，

推荐使用超星发现。 

Q：请问用校园网登不了知网，换了浏览器也不行，IP 不在认证

范围内，怎么处理？ 

A：请把你本机的 IP地址找出来，与网络中心联系（电话 88386112）。 

Q：某篇文章无法下载全文，应该去哪里下载全文？ 

A：如果某篇文章无法下载，而其他论文均可下载，可能是该文章

为较老的文献或者预出版文献，部分数据库有滞后期，建议读者

使用超星发现检索该文，如还是无法下载，可以点击“邮箱接收全

文”，系统会自动将该文全文发送至您的邮箱。 

Q：我校购买了什么文献管理软件？ 

A：我馆购买了 NoteFirst 文献管理软件，读者可以使用 NoteFirst

或者免费的文献管理软件如 Mendeley、Zotero、Endnote 在线版等。 

Q：如何查找我想要学习的数据库的使用指南？ 

A：点击图书馆主页——服务——培训与教学，查看培训课件，即

可查看数据库使用指南。 

Q：用知网检索时提示输入验证码怎么办？ 

A：中国知网为了防止伪造 IP 的机器行为，或者爬虫行为，或者

在此 IP 使用人数过多，为保证机构用户安全使用，对于访问过于

频繁的请求做出了验证码的验证，您只要输入验证码即可下载。 

Q：知网登录框的地方显示 504 是什么意思？ 

A：这是出现了中国知网服务器临时问题，请及时联系 CNKI 客服

为您解决，可拨打客服电话 400-810-9888 选 2 再选 2 核实。 

Q：为什么登录时提示：“登录失败”？ 

A：这是因为您的 IP 地址不在许可范围之内！中国知网的用户一

般是绑定 IP 范围使用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不允许登录。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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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360 浏览器访问中国知网，也有可能造成 IP 地址发生变化，

从而无法正常登录的情况，建议您使用 IE 浏览器或者 chrome 浏

览器。 

Q：下载文章失败或文章下载后打开是乱码怎么办？ 

A：清除浏览器缓存后尝试，浏览器清除缓存方法：ctrl+shift+delete。 

Q：下载提示：“对不起，贵单位没有订购”，我怎样区分订购还

是没订购呢？ 

A：您在检索到文章时如果下载图标是灰色的，则表示是未订购的

文章，如果下载图标是绿色的，则是订购的文章。 

Q：学校已经订购了知网产品，为什么下载还提示充值？ 

A：首先需要核实登录的是否是学校账号，如果登录了个人账号，

下载是需要收费的。如果是学校账号，要核实所下载的文献是否

在学校订购产品范围内，另外如果学校帐号的并发数满，则下载

时也有充值提示。 

Q：在知网上检索文献页面上的下载箭头显示黄色是什么意思？ 

A：下载箭头显示黄色表示该篇文献无法下载，需检查登录状态是

否正常，若登录状态正常则表示该篇文献无下载权限，不在订购

范围内。  

Q：为什么下载提示无法显示该网页？ 

A：这种下载问题一般是网络原因造成的，请与学校内其他读者核

实一下是否都有此种情况，并及时与我们联系测试网络及服务器

存在的问题。 

Q：如何知道文章归属哪个子库？ 

A：可以在来源数据库查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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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检索字段中主题和篇关摘的区别？ 

A：主题检索是在中国知网标引出来的主题字段中进行检索，该字

段内容包含一篇文章的所有主题特征，同时在检索过程中嵌入了

专业词典、主题词表、中英对照词典、停用词表等工具，并采用

关键词截断算法，将低相关或微相关文献进行截断。 

篇关摘检索是指在篇名、关键词、摘要范围内进行检索。 

Q：什么是全文检索以及如何检索到含有某句子的文章？ 

A：全文检索是将输入的内容当作一组短语或词组的组合进行检

索，检索时看一篇文章的全文中与输入内容的词组的相关度，而

没有判断这些字词是否是在一个句子中以及是否是一个完整的句

子。所以当复制一篇文章中的句子在一框中全文检索，很大的可

能检索到的是一组文章，且在相关度排序最前的文章不一定是这

篇文章。如果希望检索完全一致的句子这种需求时，建议用高级

检索精确匹配，那么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三、图书馆服务 

Q：请问如何提交硕博士毕业论文？ 

A：论文提交系统有以下进入方式： 

方式一：图书馆主页——常用服务：硕博论文提交——学生论文

提交区——论文提交。 

方式二：图书馆主页——服务——硕博论文提交——论文检索 

具体操作流程参见 http://library.zuel.edu.cn/2018/0831/c5999a1981

03/page.htm。 

http://library.zuel.edu.cn/2018/0831/c5999a198103/page.htm
http://library.zuel.edu.cn/2018/0831/c5999a198103/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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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问题请咨询学位论文提交负责老师 88385587。 

Q：请问图书馆提供相似性检测（查重）服务吗？ 

A：图书馆没有购买相似性检测系统，不提供相似性检测服务。 

Q：对于我馆找不到的文献，如何使用文献传递及馆际互借？ 

A：在文献传递页面（http://library.zuel.edu.cn/6067/list.htm）注册

并登录 CALIS、CASHL 系统。具体请参考图书馆主页详细介绍。

如有问题请咨询文献传递负责老师 88385587。 

Q：校友卡如何办理，有哪些功能? 

A：可以凭校友卡进入图书馆自习阅览，通过微信系统选座，但不

能外借图书和访问电子资源。2017 年及之后毕业的同学，校园卡

会自动转成校友卡，2017 年之前毕业的同学，可以关注“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校友总会”公众号，申请办理校友卡。关于校友卡如

有疑问，请咨询校友办 88386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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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爱书倡议 

图书馆馆藏丰富,设施先进,环境安静优雅,是一片传承知识

与文明的沃土，她为我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可是，

在同学们利用图书馆资源的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些不文明的现象。

这不仅影响了同学们公平、自由、有效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还

损坏了大学生有道德、高素质的美好形象。 

对此，我们谨向全校同学发出如下倡议： 

一、像对待自己喜爱的图书一样爱护图书馆的书刊。 

二、轻拿轻放、小心翻阅。 

三、只看不划，不在馆藏书上做练习、划重点、做记号，如

有需要，请自备纸笔摘录。 

四、在自己使用时，也为需要使用这本书的其他同学考虑一

下。 

五、看书时保持书的清洁。 

六、为使大家都能拥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望同学们携起

手来共同努力! 

学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使我们拥有了这么一

个资源丰富、先进便利的图书馆，对她，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珍

惜、珍惜、再珍惜，爱护、爱护、更爱护，让图书馆的丰富馆藏

成为我们可持续利用的宝贵资源。 

泰戈尔有云：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 

我们在此向大家呼吁：让我们珍爱图书，阅过无痕! 

                                                

图书馆学生读者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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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图书馆办公电话一览表 

 

南湖校区： 

图书馆办公室：                    88387105 

图书馆宣传推广部：                88387109 

图书馆技术服务部：                88387110 

图书馆读者服务部：                88387065 

图书馆总服务台（借还书处）：      88387112 

中国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          88387113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88387106 

图书馆文献传递：                  88385587 

图书馆硕博论文提交：              88385587 

图书馆数据库采购：                88385583 

图书馆中文社科转载信息检索服务：  88387107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部：            88387115/88387367 

图书馆保安室：                    88385520/88387067 

首义校区： 

图书馆办公室：                    88045573 

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部：            88045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