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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校区图书馆                     周一至周日 7:30~21:30
学府大道校区图书馆              周一至周日 9:00~17:30

   档  案  馆          周一至周五 9:00~12:00；14:00~17:30
   校  史  馆                                    (参观需要提前预约哦)              

具体服务点的开放时间请参阅“图书馆主页—开放时间”，
节假日开放时间请关注图书馆主页“公告消息”

来馆前的准备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校史
馆、档案馆)组建于2017年3月，由
原图书馆、校史馆和档案馆组成,馆
舍面积2.61万平方米，在编员工24
人。

      
图书馆由南山校区图书馆和学府大道

校区图书馆组成，现有纸质藏书101万余
册，电子图书120万余种，期刊1100多种，
报纸100余种，电子文献数据库41个。
       校史馆位于行政办公楼5楼，主要反
映了学校从1954年至今的办学历史。
       档案馆由综合档案室、干部人事档案
室及学生档案室组成，是对全校各部门档
案进行收集、整理、保管以及为教学、科
研提供档案文献服务的部门。



  进馆须刷校园卡
  校园卡只限本人使用

我们的图书馆

楼层左侧

自然科学类图书，过期期刊室，密
集书库

特藏书库（409室），基础教育中
心（410室），工具书库（412
室），B、J、K、N类图书（411室）

社会科学类图书，自习区，取水区

文学类图书，自习区，取水区

报纸期刊阅览区，自习区，目录检
索区

楼层右侧

过期期刊室，自然科学类图
书

电子阅览室（413室），外
文书库，密集书库

社会科学类图书，自习区

文学类图书，自习区

借还书区，自习区，取水区

南山校区图书馆大门入口

5F

4F

3F

2F

1F

电梯及楼梯





二楼 现刊现报阅览室、自习室

一楼 第一书库、第二书库



认识图书馆主页

直接百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查找图书馆链接；

进入学校主页，然后点击“数字图书”就可进入图书馆主页

直接输入图书馆的网址http://www.cque.edu.cn/lib/

图书馆主页最常用的一些功能，如点击
“服务指南”能查看开馆时间

对图书馆图书
期刊进行检索

查看新生
入馆指南

我馆所购买
的数据库

这里逐条列出图书馆最新消
息、服务公告和资源动态



找纸质图书

图书在图书馆的简要信息，包括
书名，索书号，ISBN，出版社，
出版时间，作者等。如书名=平
凡的世界，索书号=I247/1574，
作者=路遥。

馆藏数：表示本馆有多少册此种图书。
可外借数：表示本馆现有多少册此 
种图书可外借。
如：此处表示馆藏有4本书，还有3本
书可借。

Tips: 查询类型中题
名是指图书书名，责
任者是指图书的作者，
出版者是指出版社。

Tips:图书馆各楼层都设有图书检
索区，另外进入“图书馆主页”
点击“本馆藏书查询”或“金盘
图书馆公共检索系统（新）”也
可以进入图书检索系统。

说明：这里以“本馆藏书
查询”系统为例进行示范。



找纸质图书

索书号：
显示本书在图书馆书
架的排列顺序

馆藏地址：
你在哪个楼层、书库
可以找到此书

图书状态：
1、在架表明可以借阅；
2、红色显示表示已经
被外借。

Tips:若想借图书的随书光盘，请到南山校区图书馆电子阅览室（413室）找老师办理。



找电子图书

第一步：在校园网内登

录图书馆主页，点击

“正式数据库”中“更

多”查找电子图书数据

库

第二步：进入数据库列
表：选择读秀、超星数
字图书馆、馆藏数字化
平台和博图外文电子图
书等电子图书类数据库，
入库后找到检索框，输
入书名等信息，查找到
你要的图书。

第三步：找到你要的图

书后，在线阅读全文或

摘要即可。

Tips：部分电子图书使用时需要使用专门的阅读器，如超星数字图书馆需使用专门的
超星阅读器。



找纸质期刊

点击“本馆藏
书查询”进入
查询馆藏目

Tips:你若想了解图书馆今年订购了哪些期刊，你可按以下步骤查看：图书馆主

页→金盘图书馆公共检索系统(新)→期刊导航→年度订购期刊→订购年度（选择

2017）→点击搜索。

第一步：在图书馆目录检索区或
随时访问图书馆主页，进行查询
馆藏目录。“文献类型”处选中
文期刊，然后，输入刊名信息，
选“刊名”检索（查不到或没有
你要找的那一期，再去查查电子
期刊，看是否找得到）。

第二步：如果在目录中找到了你要的期刊，到南山校区图书馆516室进行借阅。



找电子期刊

Tips: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专注于学术期刊，龙源期刊网专注于生活、娱乐等期刊，
其有拥有《青年文摘》、《读者》、《三联生活周刊》等杂志。

第一步：在校园
网内登录图书馆
主页，点击“正
式数据库”中
“更多”查找电
子期刊数据库

第二步：进入数
据库列表：选择
中国知网、万方、
维普、龙源期刊
网等电子期刊类
数据库，入库后
找到检索框，输
入刊名等信息，
查找到你要的中
文期刊。



找多媒体资料

超星学术视频等学术讲座；新东方课程、维普考试资源、软件通等英语及计

算机类资源；世界名校精品课教育视频资源服务平台等教育类视频、青春职

业能力与就业能力资源库等，这些音/视频资料，都能在图书馆找到！并且，

全部资源还可以在宿舍使用哦。

第二步：
查找到你
要的资料
后，在相
应页面下
直接点击
即可查看
具体内容

第一步：在校园网
内登录图书馆主页，
点击“正式数据库”
中“更多”查找多
媒体数据库



移动图书馆

Tips:你也可在微信上使用移动图书馆功能哦，步骤如下：关注“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微信号→玩转二师→查询大厅→移动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提供手机网站服务，为读者提供便捷的信息平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通

过手机等各类移动设备使用图书馆的服务，及时获取图书馆信息和资源。

功能说明：

1、馆藏查
询：对图书
馆图书期刊
进行检索。

2、学术资源：
对图书馆内外
的中外文图书、
期刊、报纸等
各类文献资源
的一站式搜索、
导航和全文获
取服务。

3、我的订阅：为
用户提供个性化信
息服务，包括电子
书籍、报纸、视频、
资讯等近30种频
道分类，使得用户
在任何时间里都可
以有针对性地阅读
自己所需的信息。

4、个人中心：输
入读者学号、密码
（初始密码：
888888或身份证
后6位）即可登录。
在此可查询借书情
况、续借图书、浏
览移动图书馆检索
历史记录等个性化
自助服务。



借阅使用常见问题

1、借书卡可以借多少本书?
答:在校学生最多可借25册书,当你逾期未还书或逾期罚款未交时,就不能借书了。

2、图书可借多长时间？
答：可借2个月，过期之前若无人预约，你还可续借1个月，最多可续借1次。

3、借出的图书超期会怎样？
答：要缴纳超期欠款哦。图书超期欠费计算方式为每册0.1元/天。

4、借出的图书丢失怎么办？
答：先到服务台咨询！由图书馆老师告诉你该书的详细信息，然后你再购买一
本相同的书到图书馆304室审核，如果审核无误就行了。

5、借出的图书丢失后，实在买不到原书怎么办？
答：图书馆现行的丢书赔款标准是根据书籍原价和出版年代确定的。具体说明
见图书馆主页→规章制度→ 超期污损遗失处理。

6、图书馆的查书系统只能在图书馆用吗？
答：不是的，在学校IP范围内均可使用（即使用学校“信息中心”办理的账号
上网就可使用）。

7、查书系统的帐号和密码是什么啊？
答：账号就是你的学号，密码是888888或身份证后6位。如果还不对，请拔打
023-61638869找杨老师。

8、图书馆的各种数据库可以在宿舍使用吗？
答：可以的，在学校IP范围内均可使用。

9、使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计算机需要缴费吗？
答：使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是免费的。如果你是首次到电子阅览室，需要向管
理员索取帐号和密码。在电子阅览室可以免费使用我校本地数字资源，但上外
网需要登录在学校 “信息中心”办理的上网账号。



图书馆小贴士

WIFI 登录校园上网客户端“哆点”后，全馆可
无线上网。

饮用水 南山校区图书馆1楼右侧洗手间旁
2楼至3楼左侧洗手间旁
学府大道校区图书馆2楼洗手间旁都设有饮
水机
同学们自带水杯即可。

洗手间 图书馆每层楼都有洗手间。

失物招领 不小心遗失了东西，先去丢失的地方询问，
如果没有再去图书馆服务台询问。

存包 入馆前请先存包。在图书馆门口设有存包
柜，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哦，同时当人
离开图书馆时也请带走你的东西。图书馆
会每天清理存包柜，如遗忘，请到南山校
图书馆502或学府校区2楼图书馆办公室按
相关手续领取。

校史馆参观 拨打电话023-61638853找梁老师。

档案查询 拨打电话023-61638853找梁老师。

咨询 找服务台!图书馆每层都有工作人员,你可以
向他们咨询。



地址：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南山校区(重庆市南岸区南山街道崇教路1号)

电话：023-61638850        邮箱：cqjyxylib@sina.com

地址：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府大道校区(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学府大道9号)

电话：023-86059066

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满足，越是多读书，就越是深刻地感到不满
足，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科学是奥妙无穷的。 —— 马克思

要是童年的日子能重新回来，那我一定不再浪费光阴，
我要把每分每秒都用来读书。 —— 泰戈尔

读书应自己思索，自己做主。 
—— 鲁迅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
于读书。 —— 朱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