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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数据哪里找？这些网站不能少！  

资料搜集是个相当繁琐与累的工作，良好的信息资料搜集能力有利于我们快速了解研
究主体的基本情况，为后续的调研及一手资料的获得打下较好的基础。  

（一）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是我们信息资料搜集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常用的搜索引擎有： 

1）http://scholar.google.com/ 
Google学术搜索滤掉了普通搜索结果中大量的垃圾信息，排列出文章的不同版本以及

被其它文章的引用次数。 
2）http://www.scirus.com 

Scirus是目前互联网上最全面、综合性最强的科技文献搜索引擎之一，由 Elsevier 科
学出版社开发，用于搜索期刊和专利。 
3）http://www.base-search.net/ 

BASE是德国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大学图书馆开发的一个多学科的学术搜索引擎，提
供对全球异构学术资源的集成检索服务。它整合了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目
录和大约 160个开放资源（超过 200万个文档）的数据。 
4）http://www.vascoda.de/ 

Vascoda是一个交叉学科门户网站的原型，它注重特定主题的聚合，集成了图书馆的收
藏、文献数据库和附加的学术内容。 
5）http://www.goole.com/ 

与 google比较了一下发现，能搜索到一些 google搜索不到的好东东。它界面简洁，
功能强大，速度快。 
6）http://www.a9.com 

Google在同一水平的搜索引擎。是 Amazon.com 推出的，增加了 Amazon的在书本内搜
索的功能和个性化功能：主要是可以记录你的搜索历史。 
7）http://www.ixquick.com 

严格意义上讲不是搜索引擎，是连接搜索引擎和网络用户的信息立交桥。新一代的搜
索引擎应运而生，Ixquick meta－search正是目前最具光芒的新星。 
8）http://vivisimo.com/ 

CMU的作品，对搜索的内容进行分类，这样可以有效地做出选择，比较有特色。可实现
分类检索，检索速度也很好，如 EBSCO 密码几分钟就可找一大堆。 
9）http://www.findarticles.com/ 

一个检索免费 paper 的好工具。进入网页以后，可以看到有三个功能，driectory web 
article，其中 article 对我们很有帮助，你可以尝试输入你要找的文章，会有很多发现的！ 
10）http://www.chmoogle.com 

在此搜索引擎里可以搜索到超过千万种化学品信息或相应的供应商，与 Chemblink有
点相似，但提供的化学品理化信息没有 Chemblink 详细，与其不同的是该搜索引擎可提供
化学品结构式搜索（主页上有在线绘制化学结构式的搜索框）。 
11）http://www.ojose.com/ 

OJOSE (Online JournalSearch Engine，在线期刊搜索引擎)是一个强大的免费科学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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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擎，通过 OJOSE，你能查找、下载或购买到近 60个数据库的资源。 
12）http://citeseer.ist.psu.edu/ 

一个关于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搜索引擎。 
13）http://hpsearch.uni-trier.de/ 

专家个人主页搜索引擎 
14）www.aol.com 

搜索引擎功能由 google提供， 如果 google 无法登陆，可以用这个网站代替 

（二）数据库 
学术数据库是研究人员重要的数据来源，除了通过收费或学校账号才能使用的数据库

外，还有一些免费可用的数据库：  
数据汇：http://www.shujuhui.com/database/；国内外的宏观数据，可导出，免费好用； 
数据圈：http://www.shujuquan.com.cn/；免费共享平台，行业研究报告，统计年鉴等； 
FRED：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 
OECD：http://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联合国图书馆； 
台湾学术数据库：http://fedetd.mis.nsysu.edu.tw/，部分文章提供免费全文下载； 
台湾大学电子书：http://ebooks.lib.ntu.edu.tw/Home/ListBooks 

（三）共享文库 
1）国内主要文库 
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国内文档数据量最大的共享文库，综合型的，好用。 
豆丁文库：http://www.docin.com/；其收费的盈利模式导致用户数量逐年减少，文档质量
也不如百度文库 
爱问共享：http://ishare.iask.sina.com.cn/；综合型文库，里面也时常发现好的行业研
究报告，电子书籍等 
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综合型文库，后起之秀，文档数量和质量较好 
智库文档：http://doc.mbalib.com/；以管理、行业文档为主，质量较好 
文库大全：http://www.wenkudaquan.com/；无需注册，通过广告盈利，文档内容多 
IT168文库：http://wenku.it168.com/；专业型文库，以计算机及 IT技术相关的文档为主 
CSDN文库：http://www.csdn.net/；全球最大的中文 IT社区 
呱仕网：http://www.guasee.com/；以创业投资、证券市场等文档为主的专业型文库 
新浪地产：http://dichan.sina.com.cn/；国内最大房地产类文库，房地产相关策划 
2）国外文库 
Scribd：http://www.scribd.com；全球最大的文档分享平台 
Docstoc：http://www.docstoc.com；在线文档与图片分享平台     

（四）医药行业 
1）样本医院数据 
化药、生物药和中药注射剂 http://pdb.pharmadl.com/ 
中成药、化药 http://www.menet.com.cn/ 
2）药品中标价格 
百度虫，药智网，健康网（付费），米内网（付费）。 
3）药品招标政策 
各省药品招标平台。 
4）中药材数据 
中药材天地网、万得的 EDB、中药材东方网。 
5）药品审批 
药智网、药监局、CDE 网站。 
6）医药行业政策 
国家药监局、发改委、中国政府网、卫计委等等。 
7）国内外行业协会和咨询机构 
例 IMS Health、XX医药协会。 
8）新闻网站/微信 
赛柏蓝、米内网、生物谷、新康界、医谷、药友汇、丁香园、动脉网、贝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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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读者服务周之“吾笔抒吾情 书香满
芸编——我与图书馆的故事”获奖征文展 

 
你们，都过上有意思的生活了吗？ 

不知道，是否会有人如我一般，总有些莫名的坚持，有点小小的固执，就如，对一个
座位的喜欢。 

忘记是怎样喜欢上社会科学（2）馆了，某一天突然发现，上大学以来总来这个阅览室。
若习惯一件事物，就越发长情，下意识就的会找出它种种好处。用惯的木梳有顺遂的弧度，
柄处的花纹无需细看就悄悄贴合在手心合适角度。桌角陪伴许久的杯子，下意识就知道水
位线到哪里，冲泡咖啡才最香浓。惯去的阅览馆在三楼，恰到好处的高度，不算太高也不
算太低。位置在中间，可以看到朝阳东升霞光西落，有群鸟张开翅膀时，薄薄的羽翼在温
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已经习惯此间的每一寸，连气息都是熟悉的，微微有点炙热还带
着点书籍特有的味道。 

老地方坐下，并不急着打开书。会先去接一杯热腾腾的水，捧着水杯，指尖温度开始
复苏，隔着氤氲的水汽，细细看着中间矮柜上的绿植，那是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
去年的某个时刻，矮柜上又添置许多只小巧粉嫩的绢花儿，娇娇柔柔、聘聘袅袅，斜斜插
在细颈素白的瓷瓶中，古拙兼有野趣。 

馆中老师是个颇有生活情趣的女子，长发，怡然自得，会擦拭绿萝叶片，精心照顾花
草。我坐的位置恰好可以看见她的侧颜，清新婉丽，是极美的。我注意这位老师却是在更
早一点的时候，因为另一件事情。 

周末的下午，和闺蜜去图书馆淘书，有趣的、无趣的、说理的、科普的……不拘什么，
感兴趣就好。那次，我俩几乎是同时爱上一本书，低调却不单调的暗绯色缎面手感极好，
封面是烫金的几个字《画堂香事》，大致翻阅貌似是讲香，雅致极了，便决定先借下再仔
细玩味。在门口借书处，老师完成借阅手续并不急还，打量片刻轻声开口问到这书，也想
看看。当下回答她，心里忍不住对她大起好感，无论何时爱看书的人总值得喜欢，更何况
是兼有把自己心仪之书推广出去得快意呢。在此之前，与各借书处的老师都并无只字片语
交流，虽合了保持安静的规矩，但彼此还真地缺了些隽永意味。小小的交集，仿若滴水漾
在池面的一圈儿涟漪，很快消散，你又偏偏知道它切实来过。直至今时我们再未有过交流，
每每遇见，心中还是欣喜地。 

严寒渐近，秋雨恼人。盖棉被照样瑟瑟发冷。提起《画堂香事》，竟是眼馋那小小香
球，哦，那时还叫“被中香炉”。外壳是个圆球，有镂空花纹便于香味散出。内部讲的什
么机关原理到是忘了，只记得精巧极了，小球内部会在重力作用下，带动机关调整方向。
因此香球尽可以在被中方寸之地滚动，也无需担心烫伤肌肤，灼燃被褥。唐人王琚《美女
篇》中恰有“屈曲屏风绕象床、萎蕤翠帐缀香囊”的描述。 

什么香汤、熏笼、香扇好像已成为泛在纸上的几个字，离琐碎的生活很远，但依然不
妨对香，对风雅之事的喜欢。 

爱“无用之物”，也许是因为“无用”带来的是更深切地美学体验。爱有趣的东西，
或许是因为生活越来越平淡，我却不想让平淡把自己变平庸，生活明明可以是有意思生活，
人也可以是有意思的人。即使简单在图书馆，也可以突然发现一些美的，有趣的人或事。 

考研党桌上放着厚厚的贺银成系列，我猫挠心似得好奇，问对面男生借来看，他并不
介意。路上掉落饭卡，竟然有三个女孩都叫住了我，提醒我呐，真是善良又可爱。也在突
然的雨势面前惆怅，没带伞回不去啊，是一个女孩子愿意与我分享雨伞载我一程的。我不
认识他们，也忘记了他们的面容，但有什么关系呢? 即使以后山水再不相逢，我依然有了
很多有意思的经历呀！ 

碎碎念叨了很多，或许是许久没有提笔写些什么了，突然想说的话就散漫了，有什么
关系，还是那句话“做人嘛，开心就好”。最后也只想问一句，你们，都过上有意思的生
活了吗？ 

（作者：交大实验 1401班  王蕊） 

图海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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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医药学科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 

指导委员会推荐 

 
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推荐阅读书目（一） 

疾病与病人 

[美]赫舍尔.人是谁  隗仁莲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周煦良 汤永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美]凯博文.谈病说痛——人类的受苦经验与痊愈之道 陈新绿等译 广州出版社 1998. 

[美]波伊曼编著. 今生今世——生命的神圣、品质和意义  陈瑞麟等译 广州出版社 1998. 

[英]弗朗西斯 克里克.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 汪云九等译 湖南科技出版社 1999. 

[美]保罗•布兰德•菲利浦•扬西. 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 肖立辉译 东方出版社 1998. 

[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  林和生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丹麦]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  张祥龙等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美]图姆斯著.病患的意义 邱鸿钟等译 青岛出版社 2000.  

[美]R .M.尼斯.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易凡等译 湖南科技出版社 1999.  

[美]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程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美]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痛苦 黄灿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俄]契诃夫文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苏联］亚·索尔仁尼琴. 癌病房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梁浩材主编. 社会医学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刘增垣等主编.心身医学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  

[希]希波克拉底文集  赵洪钧等译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奥] 弗洛依德. 弗洛依德文集 车文博等译 长春出版社 1998. 

R.D.莱恩著.分裂的自我 林和生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美]H.S.沙利文. 韦子木等译 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英] 霭理士.性心理学 潘光旦译注 商务印书馆 1997.  

[美]约翰 奥尼尔.身体形态 张旭春译.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美] 托马斯·J·穆尔著.致命的药物 但汉松译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 

[法]米歇尔·福柯著.临床医学的诞生 刘北成译 译林出版社 2001. 

[法]米歇尔·福柯著.性经验史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法]米歇尔·福柯著. 疯癫与文明  三联书店 1999.   

☆☆☆☆☆☆☆☆☆☆☆☆☆☆☆☆☆☆☆☆☆☆☆☆☆☆☆☆☆☆☆☆☆☆☆☆☆☆☆☆☆☆☆☆ 

欢迎读者投稿。  投稿邮箱：xychaxin@qq.com     联系电话：  8617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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