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总面积达 37450 平方米的神奇所在，由文昌校区图
书馆、柳石校区图书馆、柳东校区图书馆和箭盘校区图书自助服
务站组成，共有阅览座位 4246 个。

这是一个拥有丰富馆藏文献资源、建有现代化信息服务环境、
可提供新型数字图书馆服务功能的学校文献信息服务与交流中
心。

这是一个桂中地区规模最大的图书馆。
这，是属于你的秘密花园。
亲爱的读者，欢迎你来到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开启你的秘

密花园之旅！



入馆必备：请携带本人校园一卡通刷卡入馆，勿将校园一卡
通借予他人。

文昌校区图书馆：周一至周五 8:00-22:00，周六周日 8:30-22:00
柳石校区图书馆：周一至周五 8:10-21:00，周六周日 8:30-21:00
柳东校区图书馆：周一至周五 8:30-21:00，周六周日 9:00-21:00
小提示：各校区各楼层库室具体开放时间详见图书馆网站主

页“关于图书馆－开放时间”。

馆内严禁烟火，谢绝携带食品和敞口饮料入馆。
请保持安静，手机静音。
请做文明读者，不空占座位。
请爱护图书馆文献和设施。
请保持卫生，勿随地吐痰，勿乱扔杂物。
请妥善保管个人物品。

我们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截止 2022 年 8 月底，
图书馆馆藏图书总量达 1129.74 万册，其中，纸质图书 281 万余
册，电子图书及博硕论文 848.65 万册，覆盖了我校所有的学科专
业范围。拥有 30 个中文数据库，20 个外文数据库,另有一些自建
数据库和信息服务系统。

馆藏资源类型包括中外文纸质图书、期刊、报纸、硕士学位
论文，以及声像资料和电子资源。巨大的知识宝库，等你来探寻。



文昌校区图书馆

服务

项目
楼层位置 库室名称 有关馆藏、服务功能及联系方式

图书

借还

（各

室图

书、光

盘供

外借）

二楼大厅
综合服务

大厅

图书借还、证件办理、密码修改，离校手续、咨询服务（QQ：983721676，
Tel：2686625）

103室
第一密集

书库

1996-2009年出版的所有自然科学类图书（除 Q、R、TS外）和 1996-2007
年出版的文学类图书（I）

104室 考研书库

收藏考研复习用书，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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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社会科学总论）、D（政治、法

律）、F（经济）、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

J（艺术）、O（数理科学和化学）、Q（生物科学）、TB(一般工业技

术）、TM（电工技术）、TN（电子技术、通信技术）、TP（自动化技

术、计算机技术）、TU（建筑科学）

105室
第二密集

书库
1996-2007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图书（除文学类图书 I外）

201室
第一自科

书库

最近 10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图书，类别：N（自然科学总论）、O（数理

科学和化学）、P（天文学、地球科学）、S（农业科学）、T（工业技

术）、TB（一般工业技术）、TD（矿业工程）、TE（石油、天然气工

业）、TJ（武器工业）、TL（原子能技术）、TQ（化学工业）、TV（水

利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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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室
随书光盘

库
各类图书的配书光盘

301室
第二自科

书库

最近 10年出版的部分工业技术类图书，类别： TU（建筑科学）、TV
（水利工程）、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

401室
第一社科

书库

2008年以来出版的社会科学图书，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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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社会科学总论）、

D（政治、法律）、E（军事）、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501室
第二社科

书库
2008年以来出版的社会科学图书，类别：F（经济）、H（语言、文字）

601室
第三社科

书库

2008年以来出版的社会科学图书，类别：I（文学）、J（艺术）、K（历

史、地理）

701室 外文书库 各类英、俄、日、法、德等语种的外文图书

五教一楼

南

文昌图书

自助借还

服务站

ATM

精选各类新书，供每天 24 小时自助借还

南区 8栋
一层

第三密集

书库
1995年以前出版的各类图书，供预约外借



书刊

阅览

（供

馆内

阅览，

不外

借，各

室配

备网

络接

口）

102B室
心能源空

间
文化体验空间，收藏心理健康教育类图书

202室
中文报刊

阅览室
当年订阅的报纸（Tel: 2686523）

203室

第一社科
阅览室

（社科普
及基地阅
览室）

社会科学类种子图书、过刊、工具书，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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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社会科学总论）

302室
第一自科

阅览室

自然科学类种子图书、工具书，类别：T（工业技术）、TB（一般工业

技术）、TD（矿业工程）、TE（石油、天然气工业）、TF（冶金工业）、

TG（金属学与金属工艺）、TH（机械、仪表工业）、TJ（武器工业）、

TK（能源与动力工程）、TL（原子能技术）、U（交通运输）

402室
第二自科

阅览室

自然科学类种子图书、工具书，类别：TM（电工技术）、TN（电子技

术、通信技术）、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TU（建筑科学）-TU24

（民用建筑）

403室
第三自科

阅览室

自然科学类种子图书、工具书，类别：TU241（居住建筑）-TU9（地下

建筑）、TV（水利工程）

404室
第四自科

阅览室

自然科学类种子图书、工具书，类别：O6（化学）、TQ（化学工业）、

TS（轻工业、手工业、生活服务业）、Q（生物科学）、R（医药、卫

生）、S（农业科学）

502室
第二社科

阅览室
社会科学种子图书、工具书，类别：F（经济）-F6（邮电经济）

503室
第三社科

阅览室

社会科学类种子图书、工具书，类别：E（军事）、F7（贸易经济）、

F8（财政、金融）

504室
第五自科

阅览室

自然科学类种子图书、工具书，类别：N（自然科学总论）、O（数理

科学和化学）、P（天文学、地球科学）、V（航空、航天）、X（环境

科学、安全科学）、Z（综合性图书）

602室
第四社科

阅览室
社会科学类种子图书、工具书，类别：I（文学）、K（历史、地理）

603室
第五社科

阅览室
社会科学种子图书、工具书，类别：J（艺术）

604A室
教师研习

室
教师研习场所，并收藏读者捐赠的图书和期刊

604B室
留学生研

习室
留学生研习场所

604C室
研究生研

习室

研究生研习场所，并收藏部分与本校研究生专业相关的书刊及本校硕士

学位论文

702室
外文阅览

室
各学科外文书刊（含东盟书刊）

802室
励志阅览

室
励志类中文图书

801-802室
第六社科

阅览室
5年前出版的所有社会科学种子图书



803-804室
第七社科

阅览室

社会科学种子图书、工具书，类别：D（政治、法律社会科学）、G（文

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

901-902室
第六自科

阅览室
10年前出版的所有自然科学种子图书、检索工具书

读者

培训

及电

子阅

览

204A室
多功能影

视厅
讲座培训、业务学习、会议、教学、电影播放及其他阅读推广活动

304室
数字视频

资源阅读

学习室

配备 45 台计算机，供读者上机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源及网上信息资源，收

藏各类图书的配书种子光盘，并提供刻录光盘、自助打印等服务

信息

咨询

二楼大厅
综合服务

大厅

回答有关图书馆资源及服务的一般问题

Tel：2686625 QQ：983721676 E-mail：983721676@qq.com

204C室
参考咨询

部

回答图书馆资源及服务的问题，并提供信息资源推荐、读者培训、专题

讲座、信息检索、原文传递、课题服务、科技查新、学科分析评估、硕

士论文提交审核、论文查收查引等服务

Tel：2686531 E-mail：404168063@qq.com
QQ：404168063

讨论

交流

106室 书香吧 文化体验空间、文化创意品展示平台，收藏中外经典图书

703室
学习讨论

室
小组讨论、交流、研究学习场所

展览 101室
多功能展

览厅
提供本校学生毕业设计作品、文化作品和校外公益文化作品展览的空间

行政

办公

405、

406A、

406B、

408 室

图书馆办

公室

馆长办公

室

负责全馆行政、业务工作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接待来访

Tel：2686619
馆办 E-mail：gxgxytsg@163.com，gxkjdtsg@163.com
馆长 E-mail：18922028@qq.com

资源

建设 102A 室

308室
采编部

负责图书、报刊、硕士学位论文、光盘、U 盘、录音制品等文献资源的

采购、分编加工、机读书目数据库建设及维护、中外文数据库的采购等

工作

图书荐购方式：Tel：2686635；QQ：3410557939；
E-mail:3410557939@qq.com

技术

保障 305-307室
技术服务

部

负责全馆网络建设与维护；各类数据库安装与维护；计算机及附属设备

的管理与维护

Tel：2685529

信息

素养

教育

204C室 教研室

承担全校的新生入馆教育以及文昌校区、柳东校区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的

教学工作，开设有“信息检索”系列必修、专业限选课程及相关公共选

修课程

Tel：2686531

文化

宣传
407室

推广服务

部

负责本馆文化宣传和阅读推广等工作；承担多功能影视厅和多功能展览

厅的服务与管理。负责编印《图书馆年度大事记》《读者文苑》，指导

2个学生社团组织：读书协会、风吟朗诵协会

Tel：2686538



柳石校区图书馆

服务

项目
楼层位置 库室名称 有关馆藏、服务功能及联系方式

图书

借还

（各室

图书、

光盘

供外

借）

大厅
综合服务

大厅

图书借还、证件办理、密码修改，离校手续、咨询服务（QQ:3154414385,
Tel: 2056034）

101室
第一医学

书库
R（医药、卫生）类图书

102室

第一综合
书库、
随书光盘

库

除 R（医药、卫生）、I（文学）外的各类图书以及所有配书光盘

204室 外文书库 R（医药、卫生）类外文图书

205室 文学书库 I（文学）类图书 （Tel: 2056035）

402室 第二综合
书库

出版年代较早的除 R（医药、卫生）外的各类图书

506室 第二医学
书库

各类出版年代比较早的 R（医药、卫生）类图书

第五栋教

学楼

一楼东南

柳石图书

自助服务

站 ATM
精选各类新书，供每天 24 小时自助借还

书刊

阅览

(供馆

内阅

览，不

外借)

301室 阅览室
过刊、参考工具书，医药、卫生类样本图书，本校教师、校友著作（Tel:
2056038）

303室
人民医院

托管图书

阅览室

收藏各类图书、医学类过刊、赠送刊

505室 过刊阅览

室
各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过刊

上机

上网
401室

电子阅览

室

配备 58台计算机，供读者上机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源及网上信息资源，

收藏各类图书的配书种子光盘，提供资料打印服务（Tel: 2056041）

柳东校区图书馆

服务项

目
楼层位置 库室名称 有关馆藏、服务功能及联系方式

图书借

还

一楼东 总服务台
图书借还、证件办理、密码修改，离校手续、咨询服务（QQ：1339409454，
Tel：2201590），提供自助打印服务

一二楼

中、西

书库区、密

集书库区

所有社会科学类图书及 O（数理科学和化学）、TB（一般工业技术）、

TF（冶金工业）、TG（金属学与金属工艺）、TH（机械、仪表工业）、

TK（能源与动力工程）、TM（电工技术）、TN（电子技术、通信技术）、

TP（自动化技术、计算技术）、TQ320.5-320.66（合成树脂与塑料机械

设备、生产工艺）、TS881（装帧设计）、U（交通运输）自然科学类图

书

讨论学

习室
一楼东

讨论学习

室
小组讨论、交流、研究学习场所

上机上 一楼南 电子阅览 配备 75台计算机，供读者上机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源及网上信息资源



网 区

箭盘校区图书服务站

服务项目 服务地点 有关馆藏及服务功能

图书借还

教学楼一楼箭盘

图书自助服务站

ATM
精选各类新书，供每天 24 小时自助借还

1. 借阅权限
所有读者需凭“校园一卡通”（或借书证）办理借书手续，

借书册数、借书期限规定如下：

2. 所有书库实行开架管理。
3. 读者借书时，应当面检查，如发现书刊有缺页或污损的，

应向总服务台工作人员说明，并由总服务台工作人员登记、盖上
相关的印章作证。

4. 读者办理借书手续时，请注意了解归还日期；应在规定的
日期前归还所借图书资料，归还日期以计算机记录为准。

5. 到期应按时办理归还手续，愈期不还按超期处理，需缴纳
滞纳金。借书超期，按 0.1 元/天交纳滞金。特别提醒：若还书日
期遇到公共假期，公共假期当天不算超期；若还书日期遇上寒暑
假，则顺延至图书馆公告日期为止，但还书日期在寒暑假前的，
超期时间从应还书日期算起（不扣除寒暑假期时间）。

6. 读者对所借图书应妥善保管，若遗失、撕页、污损等，则
按规定赔偿；情节严重的，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



7. 损坏书刊赔偿：凡剪裁、污损、勾画书刊者，按实际情况，
以每页 0.5 元赔偿或参照丢失书刊的赔偿办法处理。

8. 丢失书刊的赔偿：因读者原因造成图书馆的书刊丢失或
严重损毁不能修复使用的，经图书馆同意，读者需购买相同版本
的书刊或者同比价格不低于所丢失书刊价格的相类似的新书刊
进行赔偿。

我们的电子资源馆藏量已经远超于纸质文献资源馆藏量。你
可以通过校园网登录图书馆网站（http://www.gxust.edu.cn/tsg），
访问和免费使用我们购买、自建和搜集的各类电子资源。

电子图书数据库

读秀中文搜索 提供 330万种中文图书的检索，部分图书可全文阅读、文献传递

超星数据库 订购 50万多册中文电子图书，涵盖各学科，可下载及全文阅读

CADAL（大学数字图

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覆盖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多种学科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艺

术，包括书画、建筑工程、篆刻、戏剧、工艺品等在内的多种类型

媒体资源。目前资源总量近 280万册（件），其中有中文古籍图书

24万余册、民国图书 17万余册、民国期刊 15万余册、当代图书 81
万余册；英文图书 57万余册；另外还有满铁资料、地方志、侨批、

书法绘画、敦煌画卷等。要先注册，登录才能看全文

金图外文电子图书 购买有 5万册外文电子图书，涵盖各学科，可全文阅读

Springer Nature电子

图书数据库
涵盖科学、技术和医学电子图书共 5951种

World Library
数据库

收录外文电子图书与电子文档，资源来源于 200,000余家出版机构。

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还包括自然科学、工业技术等领域的经典文

学作品、书籍、期刊、百科全书、字典、手册等参考资源。

中文数据库

经纶中外文资源统一

检索平台
平台覆盖的文献数据规模 10亿条，提供一站式检索下载及文献传递。

中国知网(CNKI) 收录 8500多种期刊全文，硕博学位论文全文及年鉴专辑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

台
包含硕士、博士论文全文及 “中国数字化期刊库”

万方医学期刊
收录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等权威机构主办的 124种中文医学

期刊，拥有 1000余种中文生物医学期刊

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

台》
收录 12000余种期刊全文

SYNC高校网络教学

资源库
包含四个模块：课件素材库、医学库、精品课程库和试题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平台涵盖考研英语、数学、政治、考博英语等课程，包括讲课视频、

http://www.gxust.edu.cn/tsg


复习题库和复习资料、学习与备考方法等课程资源

FiF外语学习资源库

精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0年优质外语学习资源，囊括 BBC等

海外著名媒体的精彩原版音视频资源，提供阅读、学习、考试、教

学视频、多媒体课件及自测为一体的全面解决方案。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

文数据库

收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文，选自人文

社科 4000多种报刊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提供国内宏观经济、行业经济、区域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等各个领域

的统计数据

博看期刊数据库

收录涉及党政、时事、军事、管理、财经、文摘、文学、情感、家

庭、健康、时尚、娱乐、科技、教育、行业等 40多类 3000多种主

流畅销人文期刊

全球产品样本数据库

（GPD）
收录全球知名大型工业企业的产品样本，包含：广告材料、企业手

册、产品目录、产品说明书、CAD设计图等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

统

收录现行有效强制性国家标准 2064项，现行有效推荐性国家标准

38211项

蝶讯服装网数据平台

积聚时尚行业资源，服装设计从主体、灵感来源、色彩、面料、形

象搭配、款式廓形设计、工艺指导、设计说明等方面综合分析，有

名牌原创图案、实用矢量图案和实用图案资料。

中文报纸在线阅读系

统
提供每日国内各大报纸 266份，可检索、阅览

外文数据库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收录医学、分子生物学、药理学毒理学、工程、材料科学、化学、

物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在内的高品质期刊 2500多种，

涵盖 24个学科

Springer电子期刊全

文库

收录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医学、法律、行为科学、经济学、生

物学等 2051种学术期刊全文，涉及 11个学科

Wiley数据库
购买人文社科合集、化学分集、高分子与材料科学分集，共计 658
种期刊，涵盖了人文、社科、财经、化学、材料学等相关学科

PubMed数据库
收录 1950年以来 70多个国家近 5000种生物医学期刊的书目信息

等内容，其中约 90%为英文刊物，78%有英文摘要

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SCIE）
世界知名的引文索引数据库，共收录了 8600多种自然科学领域

的世界权威期刊，可查阅 2009年至今的数据。

工程索引数据库（Ei）
提供来自全球的同行评议与索引出版物，有 1880多万条记录，

涵盖 190个工程学科。

PQDT博硕士学位论

文全文库
收录欧美国家 2000余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士论文 45万篇

ASME数据库（美国

机械工程师协会）

购买 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出版的 30种专业期刊，均

回溯至 2000年
IEL数据库（美国电气
电子工程师学会数据
库）

包含 170多种 IEEE和 20多种 IET的期刊与杂志，另有 IEEE、IET
及 VDE会议录，IEEE标准

ASCE数据库（美国土

木工程师学会）

包含 35种专业期刊（1983- ）、超过 400卷会议录（2000- ），

文献总数超过 11万篇



ACS数据库 收录美国化学会出版的所有学术期刊、新闻杂志、试剂手册和图书

JoVE数据库（视频实

验期刊）

以视频方式展现生物学、医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过

程与成果，配备有英文或中英文字幕，可访问 2019-2020年及 OA数

据

SPIE数据库（国际光

学工程学会数字图书

馆）

是世界上最大的光学和光子学应用科研领域数据库，共超过

40万篇文献

Emerald全文期刊数

据库（管理学+工程学）

包含 281种专家评审的管理学术期刊、26种高品质的同行评审工程

学期刊、180种全文期刊（涉及会计、金融与法律、人力资源、管理

科学与政策、图书馆情报学、工程学等领域）

InCite（科研绩效分析

平台）数据库

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30 多年客观、权威的数据，

通过多元化的指标和丰富的可视化效果提供全方位科研绩效分析。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

指标）数据库

是基于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而建立的评价基

准数据库。ESI按照 4个指标，从研究的生产力、影响力、创新力和

发展力四个方面衡量分析一个研究机构整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期刊分区表

是中科院对相应年度Web of Science期刊引证报告中全部期刊所做

的分区，与Web of Science的期刊分区有明显区别。

NSTL开放资源集成

获取系统
包含外文期刊 1600 种，外文会议 1500 个

小提示：还有其他数据库，可以访问图书馆网站“馆藏及资源―数据库”进行查阅与使用。

图书馆目录整合了各类馆藏资源，学会使用目录系统，你便
掌握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快来试试吧！

进入图书馆网站 http://www.gxust.edu.cn/tsg ，点击“馆藏
及资源―目录查询”，即可输入检索词进行图书的查找。

1.如何查找图书？
步骤一：选择“题名”检索途径，输入“红楼梦”

http://www.lib.gxut.edu.cn/sjk/sysjk/Emerald全新平台使用指南20100520.pdf
http://www.gxust.edu.cn/tsg


步骤二：显示有 481 种图书，点击需要的图书

步骤三：根据显示的图书馆藏地、索书号和馆藏状态，找到
图书。

2.认识索书号
索书号又称图书排架号，图书馆各阅览室和书库内的书刊，

均按索书号排架。认识索书号，可以让你了解图书的学科分类，
快速找到你所需要的文献。

图书索书号：由“分类号+作者号”组成，如H319.4/LXC，
其中H319.4 是分类号，LXC 是作者号。中文图书的作者号是由
著者姓名汉语拼音首字母构成（如“刘慈欣”的作者号为“LCX”），
外文图书作者号是由作者姓的代码构成（根据《克特著者代码表》
取号）。

期刊索书号：由分类号和邮发代号构成，如《青年文摘》的
索书号为 C913.5/2-301。

分类号：分类号反映文献的学科分类属性，我们按《中国图
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给予图书文献一个或多个
学科分类号。《中图法》共分为 5大部类、22 个小类。分类号由



数字和字母组合而成，如H319.4（表示的是英语教学读物类的图
书）。

本馆书刊在分类排架时，每个书架上的图书排序，是根据“从
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小到大”的原则，按索书号的大小逻辑顺
序排列的。索书号大小的排序，首先按分类号顺序排，如果分类
号完全相同时，再按作者号或邮发代号的顺序排。

所借图书即将到期，你是否希望收到图书馆的温馨提示呢？
你是否想查阅你目前的借书情况或了解你的借书历史情况？登
录“读者空间”，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解决途径：
1.进入图书馆主页“馆藏及资源―读者空间”，使用你的校

园一卡通号登录（初始密码为你的校园一卡通号码）。
2.选择“个人资料―基本资料”，填写个人手机号和E-mail，

更新保存；选择“修改密码”，重置新密码。
3.选择“借阅查询”，即可查看你当前所借图书的情况，还

可查询历史借阅情况。



小提示：个人账户里还有其他功能操作，具体请登录账户查
看使用。

所需文献我们馆没有收藏，怎么办？申请馆际互借或文献传
递吧。我们会设法帮你从其它图书馆获取。申请馆际互借或文献
传递时，需要向我们提供文献题名、作者、来源出版物名称、年
卷期等信息。

馆际互借：向其它图书馆申请图书借阅，由我们代借代还。
常用的图书馆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其它大学图书馆
等。

文献传递：向其它图书馆申请文献复制及传递。中国高等教
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包含全国高校）、国家科技图书文献
中心（NSTL，包含中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及中科院各文献服务站）、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公共图书馆等机构
的文献均可提供传递服务。

小提示：如果你需要申请馆际互借或文献传递，可以通过
QQ 404168063（或此 QQ邮箱），或打电话 2686531，联系图书
馆参考咨询部（文昌校区图书馆 204C 室）。

若你所需要的文献我们馆没有收藏，你还可以通过以下三种
方式向我们推荐，我们会参考大家的意见，合理采购。荐购图书
时，需要向我们提供图书的书名、作者、出版社和出版年、ISBN
号等信息。

现场推荐：文昌校区馆 102A 室采编部，联系人：采编部齐
老师

电话荐购：2686635；
QQ荐购：3410557939（或此QQ邮箱）。

为满足个性化研究、小组讨论、小型学术活动、展览和影视
欣赏等需求，我们设立了学习讨论室、书香吧、多功能影视厅和



多功能展览厅，供全校师生免费预约使用。

学习讨论室按面积有大、中、小三种类型，人数达 4人以上
均可申请使用小讨论间；8人以上可申请中讨论间；10 人以上可
申请使用大讨论间。

在书香吧和多功能影视厅，可以举办一些讲座、培训会、阅
读分享会或学术沙龙会等。

预约方式：
1. 预约学习讨论室：
(1)短暂使用（4小时以内），请到文昌校区图书馆 703 室向

值班人员申请，做好登记即可。
(2)长期使用（1天以上），需提前一周提出书面申请，填写

《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学习讨论室使用申请表》，交申请人所在
学院和图书馆审批后，按预约时间使用。

2. 预约书香吧：使用单位需提前一周以上联系文昌校区图
书馆 202 室（电话 2686523），填写《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书香
吧使用申请表》，交申请人所在学院和图书馆审批后，按预约时



间使用。
3. 预约多功能影视厅和多功能展览厅：提前一周联系图书

馆推广服务部（文昌校区图书馆 407 室，电话 2686538），填写
对应的空间使用申请单，交申请人所在学院和图书馆审批后，按
预约时间使用。

图书馆每年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在传播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学风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已形成良
好的长效机制。

1. 结合学生第二课堂，举办“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书香达人”评比及创意摄影征集活动，中华经典诗文朗诵大赛，
科技图书检索比赛等；

2. 以传统节日为契机，举办主题阅读分享会、文化体验交流、
书展等活动，如“我们的节日•端午节” 经典诵读活动、“我们
的节日•中秋节”趣味猜灯谜活动、传统文化创意展示活动等；

3. 积极组织参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广西区图书馆学会举办
的各类竞赛，如 全国大学生中华经典美文诵读大赛、大学生“悦
读之星”读书演讲风采展示活动、广西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
评大赛、广西高校学术搜索挑战赛等；

4. 与校内外单位、学生社团联合开展多元化、富有创意的活
动。



这么多活动，有没有吸引到你的主题呢？或者你有 idea? 欢
迎你也来做我们活动的策划人，联系电话：2686538（文昌校区
图书馆 407 室）。

想了解图书馆提供的更多资源与服务，请登录图书馆网站
http://www.gxust.edu.cn/tsg/或者关注“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微
信公众号（gxusttsg）查阅。

http://www.gxust.edu.cn/t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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