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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2019读书节活动小结 

阅读，让书香飘逸校园；经典，让心灵走进阳光；文化，开启了对美的感

知……，时值第二十四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以“品

读经典，礼敬文化”为主题，联合共青团山东工商学院委员会，在图书馆学生管

理委员会的协助下，推出了山东工商学院 2019读书节系列活动。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图书馆利用大揭秘：“山商读者之星”、“资源利用之

最”排行榜；信息素养训练营：提升信息能力，规范论文写作；相遇经典图书：

携手经典、书香引梦；走进校园资源推广：优秀学术数字资源系列讲座；携梦留

声：“朗经典颂心声”朗诵活动；来自读者的心声：“心声墙”留下你的心声等

活动有序开展，活动得到了全校读者的积极响应。在朗诵比赛决赛现场，选手们

带来了对佳篇名作的精彩演绎，嘉宾评委也从作品的背景与内涵、参赛者的朗读

技巧等方面进行了专业翔实的解读点评。“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信息素养训

练营”是图书馆加强信息素养教育推广实践的首次尝试，训练营为期二个月，由

馆员导师和三名学生组成一个团队，包括必修课程、导师指导、成果提交展示等

环节，以此提升营员的信息素养知识、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正如美国著名女作

家、教育家海伦·凯勒所说，“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

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 海伦用阅读、学习这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领略书籍之美、开启知识之窗，读书节活动的开展也让读者获取知识之余，更为

他们扩大了精神的空间与容积，学无涯，思无涯，其乐亦无涯。 

“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诗句激励后

世学人学无止境、谦虚谨慎、不断进取……与书相伴的人生，一定有质量、有生

机；书香飘溢的校园，一定有内涵、有发展。图书馆将持续加大资源建设、读者

服务、空间美化的力度，进一步增强阅读引领功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山商学子，

相约图书馆，走进阅读！ 

                                                    副馆长：沙淑欣                                                    

乘教学科研之风、展资源助力之翼 

——2019读书节图书馆优秀数字资源系列讲座纪实 

数字资源作为高校资源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科研方面起着智

力支撑作用。为提升我校师生科研实力、切实深化学科服务，图书馆于 2019年

4月——6月推出“走进校园、助力科研，优秀数字资源系列讲座”活动，邀请

来自中国知网、EPS分析平台、Elsevier ScienceDirect数据库，以及 Web of 

Science数据平台的培训讲师来校为师生读者介绍数字资源的利用技巧，满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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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读者的科研创新、论文写作需求。 

4月 24日——6月 5日，来自中国知网、EPS数据分析平台、Elsevier 

ScienceDirect数据库，以及 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资深培训讲师以案例展示

为切入点，分别围绕各自资源内容、“如何在科研选题中快速准确检索与课题相

关的信息”、“如何在选题分析中获取创新研究思路”、“高效搜索经济统计数据、

分析利用数据”、“如何跟踪课题的最新进展”、“如何管理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

文献”、“如何提高论文写作、投稿效率、加速科研成果发表”等七个方面为师生

读者进行了翔实的阐述与讲解。 

 
其中，Elsevier讲师结合我校主要学科分类推荐了 Elsevier优质期刊，介

绍了 ScienceDirect、Mendeley帮助科研人员快速定位科研知识的使用技巧；Web 

of Science讲师介绍了利用 Web of Science平台检索出国项目基金资助、论文

选题、文献调研、全文发现功能等技巧和案例，得到了教师们的积极反馈和热烈

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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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助力科研系列讲座是图书馆分析读者需求，深化学科服务，积极参与全

校教师发展培训计划的创新举措，得到了参与师生的一致好评。秉承“以人为本，

创新服务”的理念，图书馆将在“服务学院、服务师生、服务学科建设与科研”

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继续深入学院、学科，根据师生需求，开展更多专业、专题

式的培训与讲座。 

                                        信息咨询部：董宁 

图书馆“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素养训练营圆满结束 

2019 年 6 月 10 日晚，

图书馆第一届“礼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信息素养训练

营总决赛暨结营仪式圆满

结束，来自我校各学院大一、

大二的 36名同学 12个代

表队就各自的研究报告进

行了精彩的 6分钟 PPT展

示。致公党烟台市委主委王

成华、烟台大学副馆长于

纯良、烟台市图书馆学会

秘书长盛宴、统计学院教

授李丽、我馆 4名馆员、参

加全国财经高校信息素养

大赛的我校 4名选手应邀

出席并担任了本次活动的

评委。 

经过激烈的角逐，由

来自金融学院的王慧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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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理学院的孙兆红、人文与传播学院的许越同学组成的翰墨队获得了一等奖，

范帅帅获得了最佳指导老师奖。 

参加训练营的同学们在2个月内完成了任选6次图书馆资源利用课程的学习，

进行了 8次周记互评，就规定素材进行的自主选题研究报告通过了校图书情报委

员会委员及导师团的匿名评审。经过严格考评，同学们如愿获得了校团委第二课

堂的 1学分奖励。 

本次活动得到了校图书情报委员会、应邀嘉宾及同学们的一致好评。王成华

认为同学们的研究报告选题新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致公党烟台市委愿意携手

图书馆将优秀研究报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更好的服务烟台地方经济。虽然

存在部分文献及数据引用不规范、论述不够深入等问题，但同学们严谨的检索策

略、清晰的研究思路得到了评审专家的首肯。本次训练营不啻为一次成功的信息

素养教学相长的创新模式，12名图书馆员的导师历练之旅也为日后的信息素养

教学及参加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附：训练营营员名单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信息素养训练营”营员名单              

组号/队名/导师 姓名 院系 班级 

陈晓婷 经济学院 国贸 182 

翟嘉 外国语学院 商英 172 1.成不成都成队/肖红 

刘甜甜 统计学院 应统 172 

申美琪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 173 

蒋振丽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 172 2.精卫队/陈浩义 

赵思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网络 182 

桂英 统计学院 保险 182 

张侨 公共管理学院 城市 172 3.不同寻常队/沙淑欣 

凌育花 工商管理学院 资源 171 

戚立超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71 

陈红琦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 182 4.乐同队/栾国霞 

朱秀 工商管理学院 资源 172 

李文玉 工商管理学院 旅游 172 

熊烨 会计学院 会计 171 5.成了队/殷红蕾 

徐宁 公共管理学院 社保 1802 

王慧盈 金融学院 金融 174 

孙兆红 公共管理学院 城市 171 6.翰墨队/范帅帅 

许越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告 182 

姚薇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 1701 

陈至欣 统计学院 应统 1701 7.爱我中华队/孙丽艳 

刘诗敏 经济学院 经济 1803 

郑亚晨 公共管理学院 社保 172 

尹路宁 工商管理学院 旅游 171 8.富婆队/衣春波 

曹帅 金融学院 财政 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