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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是图书馆全面推进现代化管理与服务的关键时期。围绕学校

的发展目标与战略定位，把握图书馆科学发展的方向，借鉴高校图书馆业态

的发展新趋势，遵循方向性、全局性、实践性的原则，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在未来三年内，图书馆的总体奋斗目标是：秉承“以特色求卓越，以合

作拓发展”的战略思维，加强内涵建设、创新发展模式，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完备资源保障、夯实基础服务、突出特色服务、精细学科服务、便捷服务渠

道、优化学习空间、强化馆际交流，努力把图书馆建成学校的文献集成中心、

知识服务中心、自主学习中心、文化交流中心。 

二、新馆建设行动方案  

新馆建设目标：高品位、人性化、智能化、现代化、蕴含文化气息的智

慧型图书馆。 

基于学校发展需求、相关规程要求结合图书馆发展趋势，建议在西校区

建设一座建筑面积 35000 平方米以上的图书馆新馆。新馆设计藏书量 150 万

册，阅览座位 3500 个。遵循“以人为本、文化传承、科技创新、开放灵活、

绿色和谐”的理念，新馆以大开间、全开放、网络化、智能化、人性化和创

新性为主基调，集“藏、借、阅、学、研”于一体，打造布局合理、设备先

进、功能齐全、资源丰富、服务高效的智慧型图书馆。 

根据学校的总体规划及工作安排，积极参与西校区文献信息中心前期设

计、中期建设、后期装修等工作。 

三、特色建设行动方案 

建设目标：院馆携手、多方合作、加大力度，构建财富管理特色展示﹒

共享空间；建设财富管理学术数据总库；编发《财富管理信息》，打造全方位、

深层次、个性化的图书馆财富管理特色研学中心，为学校的财富管理特色建

设提供资源保障与空间支持。 

（一）构建财富管理特色展示﹒共享空间。 

空间位于东校中心馆三楼（面积 680 平方米），包括财富管理特色展示区、

数字化科技体验区、学术精品展区、学术研讨区、创客学院等既相对独立又

彼此关联的灵动空间。通过新空间、新服务、新体验，促进特色空间知识传

播、共享、创新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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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财富管理学术数据总库。 

数据总库涵盖“财富管理”、“ 公益慈善”、“区块链”三大模块，具备对

主题电子资源的检索和下载功能，同时整合校内外相关科研成果、视听资源、

动态资讯等，并为用户提供数据可视化分析。总库将成为国内首个“财富管

理+学科”特色学术数据总库；融合自建特色资源、商业数据库和互联网 OA

资源的“一站式”统一发现平台；集“资源共享、学术研讨、学科评价”于

一体的在线学术评议中心。 

（三）编发《财富管理信息》（月刊）。 

四、资源建设行动方案 

建设目标：按照“保障重点，兼顾其他，统筹协调，合理分布”的原则，

注重特色馆藏、支持开放获取、强化协作共建，着力建设布局合理、结构优

化、特色鲜明的实体馆藏和虚拟馆藏相结合，全面支撑学校教学、科研、学

科建设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一）合理安排资源建设经费，统筹经费预算与分配。 

完善文献资源常规经费的预算机制和增长机制；按需调整数字资源和纸

质资源的经费结构比例；根据学校学科发展和用户需求，构建合理、适用、

特色的馆藏资源结构。 

（二）加强分析调研力度，优化馆藏质量。 

加大调研力度，有目的性、前瞻性的采购相关文献；根据资源实际使用

情况及用户反馈信息等，推进完善用户需求驱动（PDA、DDA）的纸本资源

与数字资源采购模式；搭建线上资源荐购服务平台，持续丰富用户采选体验。 

（三）加强特色资源建设，提升文献保障能力。 

针对学校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学科，持续丰富特色库的文献；加大山商文

库著作收藏量；保存并利用好学位论文资源；逐步开展特色研究相关资料及

学校科研报告、项目、课题等原生文献资源的收藏。 

（四）拓宽资源共享渠道，融合补充馆藏。 

大力开展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实现文献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共

享；进一步深度融入山东省高校图书馆、全国财经高校图书馆等联盟及中国

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等，实现资源共建、共知、共享。 

五、用户服务行动方案 

建设目标：更新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模式、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

量，将图书馆打造成集信息获取、学习研究、知识创新与休闲体验于一体的

校园学术文化中心。 

（一）面向教学的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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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自助借还、座位管理、新生专栏等服务，提供高效顺畅的用户体验；

积极探索馆藏空间的使用效率，释放阅览座位，优化学习空间。 

（二）面向科研的支持服务。 

继续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基本学科服务；完善图书馆学科联络馆员+二级学

院图书馆教师顾问制度；深化开展“学科服务与学术评价”工作；探索机构

知识库相关服务。 

（三）拓展信息素养教育。 

继续推出各类信息素养培训、嵌入式讲座等；努力备战“全国财经高校

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及其他相关比赛；扩大现有信息素养教育的规模，争

取新增 5-10 个专业将《信息检索》课程纳入学生培养方案，逐步形成完整的

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四）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继续做好读书活动月、主题活动季（毕业季、迎新季）等文化活动品牌；

加大阅读推广力度，组织好书推荐、图书漂流﹑资源推广、诵读经典、影视

鉴赏、文化讲座、读书沙龙等活动；积极拓展服务社会的领域和项目。 

六、新技术应用行动方案 

总体目标：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应用新技术，为业务发展与用

户服务提供全方位支撑。     

做好汇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全馆各种软硬件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升

级工作。保障机房数据中心的安全稳定及可扩充性。增强图书馆的远程服务

及自助无接触服务能力，包括门禁系统考虑增加预约入馆、人脸识别技术（带

测温系统）等功能；增加微信的微沙龙服务、用电子证替代用户证等功能。

结合学校的统一要求，适时重新设计、制作图书馆主页。完善网站、微信平

台等媒体建设，充分利用各类移动设备，多途径开展信息推送服务。 

七、人力资源建设行动方案 

总体目标：推进合作、重组，提升工作效率；加强组织文化建设，扶持

馆员成长，构建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服务精湛、与时俱进的专业馆员

队伍。 

积极争取学校支持，每年引进 1-2 名相关专业的高学历青年教辅人员。

采取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模式，构建良好的人才梯队。根据任务需要培育跨

部门的工作团队，如：财富管理特色建设团队、信息素养教育团队，学科馆

员服务团队、数据支持服务团队等，形成信任和谐的团队气氛及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成效卓著的团队行为。加强组织文化建设，以良好的馆风引导、

激励馆员。鼓励支持馆员开展工作创新，撰写学术论文，申报科研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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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校图书情报委员会、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等机构的职能，构建各方共

同参与的现代大学图书馆治理体系。 

八、馆舍与空间行动方案 

总体目标：改善图书馆馆舍条件，适时规划图书馆的服务布局，美化环

境，满足学生的借阅学习需求，增强用户的空间体验。 

在资金许可的条件下，对东校中心馆三楼、七楼的部分空间进行改造，

开拓用户学习共享空间。积极争取学校资金支持，联合相关部门推进图书馆

报告厅改造升级项目。拓展图书馆物业社会化力度，加强门卫值班力量、物

业保洁范围，持续推进馆舍环境整治美化，营造整洁、有序、温馨的物理环

境。 

副馆长：沙淑欣 

图书编辑党总支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党员大会 

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建设，2020年 5月 12日下午在图书馆报告厅，中

共山东工商学院图书编辑总支部委员会隆重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党员大会，学

校组织部副部长李彦栋同志出席，图书馆编辑党总支 27 名党员参加了会议，学

报编辑部主任刘晓东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李彦栋同志宣读了中共山东工商学院委员

会《关于调整部分基层党组织设置的通知》（党发[2019]56号）、《关于图书编辑

党总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书记候选人的批复》等文件。 

张浩同志代表党总支作了工作报告，分析了当前党建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强

组织、重学习、提质量”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汇报了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和打算。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中共山东工商学院图书编辑总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办

法》以及监票人和计票人名单。通过差额选举、当场计票并公布选举结果，最终

王永军、刘晓东、沙淑欣、张浩、张毅君、常红、彭诵 7名同志当选第一届中共

图书编辑总支委员会委员。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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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图书编辑党总支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选举张浩同志为书记，

同时明确了其他委员的分工。张浩同志表示，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

挥党总支的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加强图书编辑党的建设，激发斗志、凝聚党员和

群众力量，为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做出更大的贡献。 

综合办公室：常红 

图书编辑党总支举行庆“七一”主题党员活动 

7月 1日下午，图书编辑党总支全体党员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听书记讲

党课”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庆祝生日。 

 

在图书馆一楼中厅，全体党员相聚党旗下，庄严宣誓，坚定如磐初心，践行

使命担当。随后，在一楼报告厅，图书编辑党总支书记张浩以“新时代 新要求 新

作为”为题，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做新时

代合格共产党员三个方面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理论学习是党员提高

政治站位、锤炼党性修养的必要途径。此次党课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为今

后进一步建立群众拥护、勇于自我革新、朝气蓬勃的“学习型党总支”进行了理

论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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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誓词和党课学习，进一步激发了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党员们纷纷表示要以昂扬的士气、进取的心态、踏实的工作态度为学

校的发展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综合办公室：常红 

图书馆举行第三轮岗位聘用合同签约仪式 

2020年 5 月 12日上午,图书馆第三轮岗位聘用合同签约仪式在二楼会议室

举行，副校长徐世艾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

 
徐世艾对图书馆第二轮岗位聘任期间取得的成绩给与了肯定。他强调岗位聘

用管理是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每一位职工都要参与岗位聘用及管理，

在享受所聘用岗位权利的同时务必要履职尽责。第三轮岗位聘用结果得到省人事

厅的备案并具备法律效果，岗位聘用合同签约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要有仪式感。

徐世艾引用《小王子》里的一段关于仪式感的诠释强调举行岗位聘用仪式的重要

性，勉励图书馆全体馆员工在第三轮岗位聘任期间要立足岗位、尽职尽责，为图

书馆建设和学校的发展贡献力量。 

图书馆馆领导及各部室主任参加签约仪式。 

综合办公室：常红 

图书馆为退休职工举行荣休仪式 

5 月 26 日下午，图书馆为退休图书馆员任虹老师举行荣休仪式。图书编辑

党总支书记暨分工会主席张浩、图书馆馆长崔洪海、副馆长王永军、张毅君、沙

淑欣及全体馆员出席了荣休仪式。荣休仪式由张浩书记主持。 

张书记向任老师长期以来为图书馆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感谢她二十三

年如一日的默默耕耘、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姜红代表文献借阅部全体老师分享

了任老师在工作生活中的趣事并赠送了礼物。任虹老师以“有缘、感恩”诠释了

自己此刻的心情，感谢学校、图书馆对自己的关心，并表示退休后会继续关注学

校及图书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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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长崔洪海感谢任虹老师把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图书馆，希望任虹老

师退休后身体健康、继续高品位的生活，多回图书馆看看。  

荣休仪式虽然简短，但不失温情与庄重，让荣休教职工获得了仪式感、归属

感和荣誉感。 

综合办公室： 常红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2019年度发展报告》发布 

2020年 2 月 28日，图书馆上线发布了《山东

工商学院图书馆 2019 年度发展报告》。报告基于

图书馆概况、2019 年大事记、综合管理、资源建

设与利用、基础服务、学科服务、信息素养教育、

交流合作、馆员发展、党建工会等 10方面对图书

馆 2019年的资源建设与利用、服务创新、党建工

会发展等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报告由山东工商

学院图书馆主办，信息咨询部承编。 

《报告》是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2019年发展

的成果展示，是图书馆不断完善体系、提升效能

实践的全面深入总结。图书馆将以《报告》为参

考和决策依据，紧紧围绕学校“财富管理”特色

中心和学科发展需求，优化资源建设及用户服务，

促进图书馆的良性和谐发展。 

在线阅读：http://lib.sdtbu.edu.cn/info/1004/2071.htm 

信息咨询部 ：董宁 

http://lib.sdtbu.edu.cn/info/1004/20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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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战疫”学习在行动，业务提升热情高 

为激励图书馆员积极抗击疫情的同时提升自身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

2020 年 4 月 14-23 日，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组织馆员报名参加由中国知网、

清华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等联合举办的“2020 年高校图书馆知识服

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线上培训活动。 

为期 10 天的培训中，馆员们通过在线参与讲座、线上讨论等形式，与来

自全国高校图书馆的 16000 余名同仁交流工作、学习经验，共促业务素质提

升。本馆参与培训馆员们深感：通过系统性学习，大家对于国内图书情报学

的发展前沿、图书馆业务架构与资源建设、数据挖掘与分析、创新服务等均

有了全新的认识与领悟；对于拓宽工作思路，提升业务与学习创新性有极大

借鉴作用。 

参加研修班的馆员们经在线修满 22 学时，获得研修班结业证书。 

信息咨询部：董宁 

 

2020 山商教师阅读之星读书分享会成功举办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午以“阅读促成长，分享助提升”为主题的“2020

山商教师阅读之星读书分享会”通过腾讯会议在线举行，来自信息与电子工

程学院的高法金、经济学院的隋鹏飞、会计学院的常叶青老师与 90 余名读者

进行了在线分享及交流。 

图书馆馆长崔洪海祝贺荣获 2020 山商教师阅读之星的教师读者，感谢参

与分享的三位教师嘉宾的无私奉献。高法金老师以“读书--打开通往世界的

另一扇窗”为题，从专业、亲子、游记、健身运动、业余爱好五类图书筛选、

文献管理等方面分享了读书过程中的心得体会，畅谈读书对个人带来的变化

和收获。隋鹏飞老师总结了教学类、科研类学术著作的阅读感悟，分享了不

同类目图书的筛选原则，以及对个人在教学、科研过程中的促进作用。强调

根据需求掌握精读和泛读、集中读和分散读的平衡。通过自身体验隋老师鼓

励教师使用图书馆推出的各种图书荐购渠道获得自己想读的学术著作。常叶

青老师以“阅读的奇迹”为题，从“我是我自己的观察者”的角度，分享了

通过读书看见自己、他人及世界的阅读初衷，按照读、思、输出、复盘的阅

读流程，重点分享了如何通过三遍读书法、手绘思维导图、九宫格等阅读方

法将知识内化等的阅读实践案例。 

三位教师的精彩阅读感悟，引发了参会老师们在聊天区踊跃留言。在互

动环节，三位教师分别从手绘思维导图对阅读、教学和科研的影响，纸质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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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和电子阅读的平衡关系，阅读对教学、科研影响等方面，结合自身的阅读

体验进行了深度分享。这些感悟真实而有深度，展现了我校教师乐于阅读，

融阅读于教学、科研的风采，达到了交流共享、互促共进的目的。 

本次教师读书分享会在烟台市全民阅读联盟的指导下，由山东工商学院

图书馆、山东工商学院教师发展中心主办，趁早读书会协办。 

综合办公室：常红 

 

疫情期间重如山，前程似锦待君还 

为迎接学子们安全返校回家，给学生们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读书学习环

境，文献借阅部在 6 月份以“毕业生寄语”和“欢迎同学们归家”为主题，

举办了一期文化墙板报展示活动。借阅部全体馆员集思广益，以剪纸、贴画、

在便利贴留言等形式进行创意展示，体现“烦心之间有温暖，疫情无情人有

情”的精神，让学生们充分感受到归家的期盼和温暖。 

主题板报墙的展示受到了师生读者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在板报墙上留

言：“生命的长河中，留不住的是年华和往事，留下来的是梦和回忆。”“相逢

又告别，归帆又离岸。既是往日欢乐的终结，又是未来幸福的开端。”“决定

你命运的，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你大脑皮层的电流。”彼此劝勉，相互激励，

共建文明和谐的读书环境。 

 

 

文献借阅部：戈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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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山商图书馆推出毕业生人性化图书清还服务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仲夏蝉鸣，栀子花开，又到一年

毕业季。图书馆根据学校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指示，坚持“安全第一、分期

分批、有序自愿”原则，详细制定了 2020 届毕业生离校前的图书归还工作方

案，配合学校在疫情防控期间打造“细致暖心、服务周到”的毕业离校氛围。 

针对今年的特殊形势，5 月初图书馆及时推送“毕业生读者未归还图书名

单”，携手各学院辅导员开展毕业生离校前图书催还工作。6 月 1 日，图书馆

制定《2020 届毕业生图书清还通知》，并通过图书馆主页和微信公众号等多渠

道发布，新增的“图书邮寄馆员代还”服务更是极大方便了未返校的毕业生

同学，期间累计处理寄还图书 21 人次，29 册，暖心服务举措受到了毕业生同

学的一致称赞。 至 6 月 23 日，图书馆顺利为全校 5000 余名本科、研究生毕

业生办理了离校手续。 

 

 

 

祝愿亲爱的毕业生同学：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母校图书馆真诚欢

迎毕业生同学回学校看看书、充充电，追求并实现自己的梦想! 

文献借阅部：吕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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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月活动专栏 

2020届毕业生图书借阅报告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截止 2020年 6月 1日，2020届本科毕业生大学期间借阅图书共计 43976册，

人均借阅图书 8.9 册，其中法学院以人均借阅 20.27 册位居榜首。有 5 位同学的

图书借阅总量超过 200 册。2020 届本科毕业生最喜爱借阅文学书，包括《嫌疑

人 X 的献身》、《平凡的世界》、《放学后》、《神探伽利略》、《活着》、《名侦探的

诅咒》、《恶意》等。 

2020 届硕士毕业生共借阅图书共计 2026 册，人均借阅图书 12.28 册，管理

科学与工程学院以人均借阅 63.5 册位居榜首。有 8 位同学的图书借阅总量超过

40 册。2020 届硕士毕业生最喜爱借阅专业书，包括《矩阵理论及其应用》、《机

器学习》、《系统工程理论、方法与应用.2 版》、《结构方程模型:AMOS 的操作与

应用.2 版》、《最优化理论与算法习题解答多》、《属性决策的理论与方法》、《Oracle 

PL/SQL 攻略》、《会计研究方法论》等。 

 

本科毕业生人均借阅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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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届本科毕业生图书借阅排行 

读者姓名 单位 年级组 累计借书 

杜洁欣 金融学院（财富管理学院） 投资 162 275 

张剑 经济学院 经济 163 263 

张振 金融学院（财富管理学院） 保险 161 243 

刘万里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 162 213 

王晓雨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 162 209 

黄雪松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 171 171 

严谋春 公共管理学院（公益慈善学院） 社会 162 170 

陈珍雅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 161 170 

马慧慧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 161 170 

张毓琳 工商管理学院 营销 162 162 

王名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数字 162 157 

邬丹枫 工商管理学院 营销 162 156 

2020 届本科毕业生最喜爱图书 TOP8 

索书号：I313.45/262

 

嫌疑人 X 的献身 

索书号：I247.5/2464:1 

 
平凡的世界:三册 

索书号：I313.45/261 

 

神探伽利略 

索书号：I313.45/252 

 
放学后 

索书号：I247.5/2237A-3 

 

活 着 

索书号：I313.45/243 

 

名侦探的诅咒 

索书号：I313.45/215 

 

恶意 

索书号：TU723/106:1 

 

全国统一建筑

工程基础定额,土

建:[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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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届硕士毕业生图书借阅排行 

读者姓名 单位 累计借书 

魏雪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89 

程娜 会计学院 75 

宋晓菲 会计学院 67 

鲁高鹏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52 

刘世兵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51 

张路路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47 

张婷婷 金融学院（财富管理学院） 41 

季永辉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40 

2020 届硕士毕业生最喜爱图书 TOP8 

索书号：O151.21/42 

 
矩阵理论及其应用 

索书号：TP181/26 

 
机器学习 

索书号：N94/35-2 

系

统工程理论、方法与应用.2

版 

索书号：C819/108-2

 

结构方程模型:AMOS 的操作与

应用.2 版 

 

索书号：O224-44/1

最优化理论与算法习题解答 

索书号：C934/144

 

多属性决策的理论与方法 

索书号：TP311.138/1400 

     
Oracle PL/SQL 攻略 

索书号：F23-3/1 

 
会计研究方法论 

信息咨询部：王秀举 综合办公室：梁雪梅、常红 

0 10 20 30 40 50 60 70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融学院

计算机学院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会计学院
硕士毕业生人均借阅量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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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商阅读桂冠榜：“山商读者之星”、“资源利用之最” 

 “十年未称平生意，好得辛勤漫读书”。为进一步激发读者的读书热情，营

造积极向上、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氛围，图书馆发布 2019 自然年度“山

商读者之星”、“资源利用之最”。 

一、“山商读者之星”排行榜包括：2019 自然年度教职工读者纸质图书借阅

排行前 10 名，本科生、研究生读者纸质图书借阅排行前 10 名。 

1．2019 年度教职工读者纸质图书借阅排行榜 

位次 姓名 院部班级 借阅册数 

1 张黎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147 

2 高法金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141 

3 隋鹏飞 经济学院 120 

4 郑毅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116 

5 刘学剑 工商管理学院 102 

6 王新昊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东应急管理学院） 
100 

6 常叶青 会计学院 100 

7 高德华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东应急管理学院） 
95 

8 孙楠 外国语学院 95 

9 徐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91 

10 王长伟 财务处 91 

2．2019 年度本科生、研究生读者纸质图书借阅排行榜 

位次 姓名 院部单位 借阅册数 

1 杜洁欣 金融学院（财富管理学院） 167 

2 顾宏瑾 法学院 145 

3 王晓雨 人文与传播学院 126 

4 王凌侠 工商管理学院 112 

5 王建平 公共管理学院（公益慈善学院） 109 

6 张振 金融学院（财富管理学院） 104 

7 李璟龙 法学院 93 

8 刘晓花 人文与传播学院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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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邓云 经济学院 92 

10 刘利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85 

二、“资源利用之最”包括 2019 年度纸质图书借阅量前 10 名，中文电子期刊

下载量前 10 名，主要资源外文电子期刊下载量前 10 名。 

1. 2019 年度纸质图书借阅排行榜 

位次 类别 题名 借阅次数 

1 文学类 平凡的世界:三册.2 版 32 

2 文学类 红手指 31 

3 哲学类 理想国 27 

4 哲学类 哈佛幸福的方法:实践版 26 

5 文学类 追风筝的人 25 

6 文学类 假面山庄 24 

7 文学类 心理罪,暗河 24 

8 文学类 笑傲江湖:[四册] 23 

9 数理科学 高等数学.上册.7 版 22 

10 数理科学 
高等数学习题全解指南:同济·第七版.

上册 
21 

2.本科生 2019 图书借阅量 Top 10 

 

3.2019 年电子期刊下载量 

2019 年中文电子期刊下载量 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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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2019 年外文电子期刊下载量 

 

数据来源：Elsevier ScienceDirect 全文数据库 

 

数据来源：EBSCO ASP+BSP 全文数据库 

 

信息咨询部：董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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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有诗书气自华：寻找最美阅读者”                  

图片创作比赛获奖名单 

“当品尝书页里的甘露琼浆时，我陶醉不已。”十八世纪印度诗人玛斯特如

是说。用你我的相机、手机记录下最美阅读身姿；让我们共同领略那些眸光低垂、

朴素安然的沉静智慧之美，共同感受阅读的力量！ 

4 月 23 日以来，活动策划组共收到投稿作品 20 部，经初选、图书馆评委终

选，共有 8 部作品以出色的构图、文字解读，脱颖而出荣获奖项。 

“腹有诗书气自华：寻找最美阅读者” 图片创作比赛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 获奖作者 所属学院 

一等奖 《看书的男青年》 屠凯珣 人文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最美阅读者》 李瑞娴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灵魂深处的安宁》 戈仁婷 图书馆 

三等奖 《让我们一起跟着喇叭读书》 张伊范 国际商学院 

《书店的阅读者》 郭思思 公共管理学院 

《方舱医院读书哥》 刘丙鑫 人文与传播学院 

《侧脸》 苏姿铭 法学院 

《小荷尖尖》 高兴 人文与传播学院 

信息咨询部：董宁 

阅读记 

黄昏时刻，一位青年惬意的躺在沙发上，伴着窗外夕阳的光，沉静阅读。一

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惬意舒适。观看这幅画，会给观者营造平静舒适、宁静惬意

的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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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画作为著名画家屋大维 .斯米杰尔斯基于 1892 年创作的 Young Man 

Reading ——《看书的男青年》。摆拍仿图拍摄于 2020 年 4 月，晴，夕阳西下时。

模特为家属弟弟，设备为单反，为营造油画的复古感，特将画面定格为朦胧。从

选题策划到拍摄、出片，历时半个月。 

阅读，让我们从书中汲取知识，收获智慧。当您目光低垂时，画面是如此美

好。读过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虽没吃到过高邮鸭蛋，但读到文中那句“筷

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就感觉十分美味。读过笛福的《鲁宾

孙漂流记》，书中人与自然的碰撞，谱写出人生的智慧——敢于直面困难，勇于

拼搏。 

在书中，姿态万千，每个故事都有各自的精彩。通过阅读，我们品味人生百

态，在故事中学习优秀的精神，领悟人生的哲理。 

电子书、网络阅读盛行的当下，静下心，细细品读一本书成为一种奢华。有

人说，数字阅读定将成为必然。这一结论有失偏颇，我寻访过许多不同年龄、不

同阶层的人，大多数人认为纸质阅读的质量高于数字阅读，数字阅读固然方便，

但纸质阅读的仪式感、质感与美感会给阅读者不凡的愉悦。让阅读慢下来，你会

发现更多的美妙。 

人文与传播学院：屠凯珣 

“风雨同舟、抗击疫情”主题征文比赛获奖名单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让我们体会到生命的珍贵与脆弱、人性的辉煌与无私。

无数最美逆行者的事迹令人动容。“风雨同舟、抗击疫情”主题征文活动征集读

者的所思所感，书写你我内心的感动！ 

4 月 23 日以来，活动策划组共收到投稿作品 23 篇，经初选、图书馆评委终

选，共有 6 篇作品以真挚的情感表述、细腻的笔触，脱颖而出荣获奖项。 

“风雨同舟、抗击疫情”主题征文比赛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 获奖作者 所属学院 

一等奖 《抗毒有感》 李明杨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风雨归来》 梁玉龙 人文与传播学院 

《纵山河有恙，不敌人间盛情》 代晓冬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三等奖 Wish the cherry blossom in full 

bloom, show the safe of Wuhan 

张凯莉 外国语学院 

《疫呼百应，举国同心》 张一诺 公共管理学院 

《逆行者，追光者》 王萍 法学院 

信息咨询部：董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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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毒有感——为武汉疫情所作 

月中旬，疫至此，意不平。一仓卒之变，破天下之节。会正旦至，余益知“战”

之艰。 

道阻且长，而信于病虐过土地之冷，是以土而生之春。 

究其故，溯其源，盖食野味也。 

武城封，入于至阴时。吾闻网之声，“去武”之人使他省市之民避之及，我

之有友择避乡避，外省引“鄂”字之车牌号成之卫者......余人仍留此“家”，留武。

此吾土著者也，吾城病也，我欲从之取济。日崩中度，街衢之门店尽“暂不肆”，

本该相语之坊邻，皆着口罩，面带疏与望。 

不独武，八方永随。武将铭并感其最美者“逆行”。其吁而“无曲勿武”之

耄耋之年老钟南山院士，而自请，毅然出，投抗疫敌之第一；其与疫逐走，日只

睡三少之李兰娟院士，本可享荣，而“哀民生之多艰”，不惜危。 

疫中之逆者，真性者！数仁人趣武，赴援一线。医者不惮，夜发，与家人留

之只影；空投辎重，为国于家圃田夜采，不成；工人夜作，只为“火神山”，“雷

神山”早竣事；师开直播，为家之子补习课......万千华魂，武行间！书此，余乃

执笔无语凝噎。 

余望江城伤之，思绪千。是年，吾城封，递停运，门店闭；而亦此年，国思

危，身公益，呼武加油，中国加油！吾愿为国尽一愚驽，愿守城者一少年武之。 

亲爱之国，亲者兄弟姊妹，无一冬不去，无一春不至！ 

武乃臣家，国人共之家亦是，请共守之！ 

外国语学院英外：李明杨 

风雨归来 

忧卿千般，君亦同卿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终日思卿卿不悔，但求医尽

疫病，平安还。 

年三十 

暮色冰河畔， 

你一袭白衣，娉婷而立， 

从此毅然而行。 

月下灯火里， 

幻想着你美丽的身姿，一夜不寐。 

年夜饭前，少了你的身影， 

却没少一副碗筷，而增添了几分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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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你远赴战场， 

我来守住后方。 

 

初五 

月儿还是牙儿， 

又是大年初五，月下还有芽儿。 

棚里的芽儿， 嫩嫩的， 

云下的月儿，弱弱的， 

忽明忽灭。 

她俩就这么陪着，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静静地等着。 

在这满天黑暗里， 

月儿就是芽儿的所有光，在孤寂的荒凉中， 

芽儿就是月儿所有的陪伴。 

 

十五 

天儿还惺忪未醒， 

但月儿圆了，十五到了。 

村前村后，偶尔跳出来的烟火， 

总是匆匆，也多是零星。 

 

今天， 

我为你多刻了些 

胡萝卜的、白萝卜的蜡烛， 

摆在路上，放在村口， 

希望在这个漆黑的夜里，多一点光亮， 

多一点盼头。 

 

廿二 

玉人当差，凄清尺素。 

着白衣，搔白头， 才觉是今雪。 

愁意苦绪着一曲，酒淡无味思卿意。 

 

雪浓难解浓愁人，梦里寻香觉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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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白褂，挽口罩，白雪似折羽， 

忍泪献古楚。 

心痛醉里着梦人， 

惊醒思卿。 

 

廿八 

雨敲碎了愁，声浸润了情。 

我在门口，去听雨落的音， 

憧憬你归来的日子。 

 

岁月， 

与我，有首， 

与你，无尾。 

 

沉沉的雾与山，遮住了我的视线。 

听着新闻里传来的一个个好消息， 

雾再浓，山再险， 

也阻住不了我的心思。 

雨轻轻敲打在地上， 

在小坑洼里， 

好像看见了 

暮色冰河畔， 

有个皎洁的背影， 

正在转身。 

庚子年正月作 

人文与传播学院编辑：梁玉龙 

纵山河有恙，不敌人间盛情 

——致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女英雄    

这世上可能确实没有超级英雄，但如果保持着一分热，闪耀着一束光，我相

信即使点点萤火，也终能汇成一片灿烂的星河。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改变了很多计划好了的事情，包括我

们的重要节日---春节。在本该阖家团圆的新春佳节之时，你们毅然决然的披甲上

阵，奔赴抗疫战场的第一线。阿尔贝·加缪《鼠疫》中曾提到：“如果说世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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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向往，而且有时还能得到，那就是人间的真情。” 

曾有一盏灯，用自己的微光撕破了黑夜的一角，又经过千万人的接力，才让

这个世界薪火不灭，微澜潮生。请战书上溢出的是你们写满责任的红手印；脸颊

上烙印的是你们坚持不懈的勒痕，额头上流淌的是你们默默奉献的汗水；防护服

后书写的是你们铿锵有力的医者轩昂；剪短青丝，默默奉献，救死扶伤，坚持不

懈都是你们的代名词。女人本似水般柔弱，却只因一袭白衣遮挡不住灵魂的滚烫

热血，便一往无前，毫不畏惧。疫情之下，你们如同那打破阴霾的缕缕阳光，细

微之中总会有诚挚的温暖，在我们的心中荡漾。 

基辛格在《论中国》里曾写到：“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

你们挡在病患的身前，与死神争分夺秒，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健康的活在这个美好

的世界。你们是平凡的人，本不需要圣洁的歌颂、至高的荣誉；但你们又是不平

凡的人，当你们接过那件满怀着希望的白衣，便成了死神最大的对手。你们如同

蜡烛，燃烧自己，用那最耀眼的光芒照亮绝望之人眼前漆黑一片的深渊，照亮他

们回家的道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于“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向你们表示了诚挚的慰问。习主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你们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展现了救死扶伤、医者仁心

的崇高精神；忠诚履职、顽强拼搏，做了大量艰苦工作，用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

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像《天使的身影》中所唱到的那样：“我看不见你温柔

的面孔，却能看得见你美丽的眼睛；我看不见你甜美的微笑，却能看得见你忙碌

的身影。”冬雪纯洁无瑕、夏花绚丽芬芳、秋日金光耀眼都不及现在的你们，如

春风般温暖一方。 

人世间定没有永恒的夜晚，世界上更没有永恒的冬天；冰封的河面，终有一

天会春光乍现。你们面对疫情，挺身而出，无私奉献，争当春天的先锋，全心全

力驱散阴霾，经此疫情，大爱彰显。我坚信，正如梵高所言：“爱之花开放的地

方，生命便能欣欣向荣。”地铁会回归拥挤，街道会重返热闹，胡同里的早餐铺

子和市中心的歌酒霓虹，都会一如往常。相信爱与希望蔓延的速度，一定会超过

病毒，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重新开始。待春回大地之时，我们终会重逢于樱

花盛开之境，在蓝天白云下，露出如阳光般灿烂美好的微笑。 

凛冬已过，皓月长明，疫情终时，这人间仍是星河滚烫，水木清华，江山如

故！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代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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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情风云 

国家图书馆启动中国战“疫”记忆库项目 

2020 年 4 月 22 日，记者从国家图书馆获悉，为守护全民抗“疫”的时代

记忆，做好特殊时期的国家记忆保存，传递抗“疫”正能量，国家图书馆将

于 4 月 23 日第 25 个世界读书日，正式启动中国战“疫”记忆库建设项目，

并正式面向全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征

集抗“疫”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收藏、研究、展示、纪念价值的代表性主题资

源，征集公告在国家图书馆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国家图书馆手机

门户和 app 同步发布。  

据介绍，中国战“疫”记忆库项目致力于全方位收集和保存体现广大人

民群众防疫控疫状态下具有历史价值或特殊意义的各类型资料，以及各地区、

各机构、各团体所付诸的行动记录，真实记录各行各业全民抗“疫”的生动

故事，客观反映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

率，充分展示中国模式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的现实意义。   

项目将以“全面采集”“科学组织”“生动展示”“系统保存”为原则，通

过广泛的网络资源采集、多渠道征集、交换及购买的方式，获取与战“疫”

主题相关的著作、文章、图片、音频、视频、多媒体资源和手稿、书信、照

片、书画作品等实物文献，并将在合适时机有计划地开展对这场战“疫”的

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口述采访，通过专业化的组织与整合，形成立体鲜活的中

国战“疫”记忆库。  

国家图书馆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基地新浪微博作为首批记忆库建设的共

同参与者，无论是在疫情期间成为湖北用户与外界沟通、各级政府机构、媒

体、医院、医护认证用户权威发声、权威报道、 即时活动的微博平台，还是

通过自身的 AI 和大数据优势，打造实时疫情地图高效为用户服务的新浪新闻

客户端，凭借用户与平台的高频互动成为中国战“疫”记忆库最先进入的重

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微博上的#武汉日记#成为国内疫情最珍贵的纪录资料，为了更好

的纪念和致敬，微博计划将#武汉日记#里医护、患者、志愿者的抗疫日记除

了以数字记忆的方式进入记忆库，同时也将集结出版为《武汉抗疫日记》，把

数字记忆变成可触摸的纸质图书，入藏国家图书馆。《武汉抗疫日记》出版所

得收益，将全部捐赠#医护后盾#公益计划，致敬为抗疫辛勤付出的英雄们。

后续微博及新浪新闻客户端相关数据都将完整收录进中国战“疫”记忆库。   

国图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文献资源总库，保存着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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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明成果和时代记忆。完整保存这段特殊时

期的战“疫”记忆，将在人类发展史上留存一批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事件过

程和历史细节的重要史料，使其成为人类应对重大灾难时的决策参考依据。 

附：国图征集抗“疫”资源公告及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Em_mnyBMZEc5K9ohAYC-aQ 

（来源：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77576) 

信息咨询部：董宁 

疫情当下，欧洲研究型图书馆协会 2020年会改为网上举行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严重影响。新冠肺炎疫情

对欧洲的研究型图书馆也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许多实体图书馆被迫关闭，虚拟

图书馆的工作团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为学生和科研人员提供数字资

源。 

欧洲研究型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European Research Libraries，LIBER）

一直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为其研究型图书馆会员提供支持，LIBER 继续提供

资源和培训机会，并努力创造更多的合作行动和信息共享机会。 

虽然，LIBER 于当地时间 3 月 16 日发布了取消 2020 年会的信息，但是经

过一段时间的商讨，LIBER 决定将 2020 年会改为网上举办。虽然 LIBER 错过与

参会人员见面的机会，但 LIBER 希望通过这次虚拟活动，想让更多的人参会并

从众多的演讲者和演讲报告中有所获益。 

LIBER 计划在 2020 年 6 月 22 日这一周召开网络会议。2021 年，LIBER 将

重回到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暂定于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举行面对面形式的

年会。 

LIBER 已开启了远程办公模式，计划于 2020 年 6 月 1 日结束远程办公。

LIBER 工作人员不会在 2020 年 4 月或 5 月去参加实体活动（所有与工作相关的

出行都取消了），但 LIBER 工作人员会继续使用在线工具，每天与欧洲各地的同

事和合作伙伴合作。 

来源: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76182 

信息咨询部：董宁 

★ 优秀资源推荐--图书馆 2020 年优秀试用数字资源推荐 

中国微观经济数据查询系统 

访问入口：图书馆主页——试用资源——试用：中国微观经济数据查询系统 

https://mp.weixin.qq.com/s/Em_mnyBMZEc5K9ohAYC-aQ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77576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7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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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方式：在本校 IP 范围内，访问 EPS 网站：http://microdata.sozdata.com/，

点击 IP 登录，进入系统。 

（1）注册：进入某子数据库后，点击右上角“注册”按钮，填写相关信息

即可； 

（2）检索：通过子数据库内检索工具查找目标案例资源； 

（3）详细的使用方法请参考子数据库右上角“使用帮助” 

资源介绍： 

中国微观经济数据查询系统目前包含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海关企业进出口数

据、创新企业发展数据等三大主题数据库，各主题数据库包含了“单年数据查询”、

“时间序据查询”、“单年可视化”、“时间序列可视化”四大部分。同时，为方便

用户进行跨领域研究，我们增加了“跨库匹配”模块，用户可同时下载任意多个

主题数据。 

中国微观经济数据查询系统操作简单，围绕数据获取与数据应用两大用户核

心需求进行设计，改变了传统的以光盘为载体的微观数据线下提供方式，并对数

据进行了专业的清洗与处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数据异常、填报不准确，难于

匹配等问题，大大降低了数据的使用门槛，提升了数据的使用效率。 

在使用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向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进行反馈或者联系

我们的客服人员（010-85786021-8001，service@epsnet.com）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1995-2019年                    

全文数据库、数字期刊库 

访问入口：图书馆主页——试用资源——试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1995-2019 年全文数据库、数字期刊库 

资源介绍：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数据为“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的全文,

其信息资源为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公开出版的 7000 多种核心期刊和报

纸。现已收录了 1995 年以来的“复印报刊资料”的所有文献，其中部分专题已

经自 1994 年回溯到其创刊年度。该数据库按学科分为九大类，包括：法律类、

经济学与经济管理类、教育类、历史类、文学与艺术类、文化信息传播类、哲学

类、政治学与社会学类和其他类。 

咨询反馈：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6903615-8216 

tsgzxb@sdtbu.edu.cn 

信息咨询部：董宁 

mailto:service@epsnet.com
mailto:tsgzxb@sdt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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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推荐——经济与管理学精选系列 

《销售情商》/ （美）杰布·布朗特（Jeb Blount）著； 

 杨雷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索书号：F713.3/925 

馆藏地：东校三楼东区；西校区经管图书借阅室（中文） 

本书共分 29 部分，内容包括：神秘的棕色购物袋、完美

的销售风暴、非理性买家、销售情商的四个层次、打造胜率、

双重过程、同理心、自我意识、销售驱动力、自我控制等。 

 

 

 

《赚钱：金融哲学和货币本质》/（丹）奧勒·比约格（Ole 

Bjerg）著；梁岩，刘璇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 

索书号：F091.353/16 

馆藏地：东校三楼东区；西校区经管图书借阅室（中文） 

本书是一本教你如何赚钱的书，更是一本研究金融哲学

和货币本质的专著。金融的本质是什么？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金融危机与经济状况的本质关系是什么？我们如何生活在一

个后信用货币时代？超越经济与金融的技术视角，本书把金

融和哲学相结合，从哲学角度对金融与货币的本质提出了独到见解，扩张我们目

前对货币和金融思考的边界，用哲学思维深入浅出地描述金融市场的功能。 

 

《拐角地带：必修的领导力课程》/（美）亚当·布赖恩

特（Adam Bryant）著；金阳，孙一文译；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2018 

索书号：F272.91/719 

馆藏地：东校三楼东区；西校区经管图书借阅室（中文） 

如何成为商业领域的顶尖人才并激励他人？《纽约时报》

的亚当·布赖恩特（Adam Bryant）决定通过与七十多位 CEO

的对谈来回答上述问题。他询问他们如何处理工作、一路升

迁，以及在此过程中收获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在这些特别的采访中，CEO 们

分享了他们难以忘怀的故事和发人深醒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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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营销：营销的 12 大原则》/(美) 托马斯·巴塔 

(Thomas Barta)，帕特里克·巴韦斯 (Patrick Barwise) 著；

美同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索书号：F713.50/1694 

 馆藏地：东校三楼东区；西校区经管图书借阅室（中文） 

麦肯锡前高级合伙人托马斯·巴塔和伦敦商学院高级教

授帕特里克·巴韦斯联合撰写的《深度营销》是 21世纪第一

个针对全球营销人员进行深度调研的成果。基于 170 多个国

家超过 1232名市场营销领导者的详细数据，这本书确定了深度营销的 12个原则。

运用这 12 个原则，你可以调动你的老板、同事、团队和你自己的力量，从而使

公司需求和客户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重叠，进而实现公司和个人的成功。 

 

《中国商品期货和股票市场的相关性：理论、实证和

应用》/金涛，余星颖，葛云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索书号：F832.5/335 

馆藏地：东校三楼东区；西校区经管图书借阅室（中

文） 

本项目从我国金融市场的特点出发，以中国商品期货

和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商品期

货和股票价格相关的机制，相关性的影响因素；基于多元

VAR-GARCH 模型、允许残差存在异方差的 SVAR 模型

和 COPULA 函数，在全样本下研究商品期货和股票市场大盘指数的动态相关性，

然后基于不同区制研究二者的动态相关性；基于随机矩阵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在全样本下实证研究两个市场多个品种间的相依结构，然后基于不同区制研

究多个品种间的相依结构; 基于不同区制研究商品期货参与股票组合对投资绩

效的影响，并对基于历史区制构造的投资组合业绩在未来区制中的一致性进行研

究，最后进行投资组合策略的设计。 

 

《未来制造：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驱动的制造范式

革命》/吴大有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索书号：F407.4/63 

馆藏地：东校三楼东区 

本书由三个深度关联的篇组成。第一篇从人类文明

早期开始，用大量的故事和事实全景式再现手工制造、

大机器生产、流水线生产、大规模定制等前四次制造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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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演变和跃进过程。第二篇重点讨论智能革命爆发的前因后果，从算力量变、

人工智能、智能机器、工业互联网等几个维度勾勒出正在发生的智能革命的细节

和全貌，告诉大家智能革命为什么，是什么，以及能改变什么。第三篇论证了在

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核心的智能革命驱动下，制造范式将向第五制造范式

--产用融合演进。产用融合制造范式将促使生产过程与使用过程、生产者和使用

者全面融合，构造不断增值的价值环流，最终形成“边生产边使用、边使用边生

产”的未来制造图景。 

 

《移动购物中消费者持续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何军

红著；科学出版社，2019 

索书号：F713.365.2/819 

馆藏地：东校三楼东区；西校区经管图书借阅室（中

文） 

本书主要内容有：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提炼影响消费情

绪的移动环境刺激因素；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探讨移

动购物中环境刺激因素对消费者持续意愿的影响；采用实

验研究方法探讨营销刺激对消费者移动购物持续意愿的影响。 

文献采编部：张传琇 

★ 财富管理资源推荐 

图书推荐 

《财富密码 怎样走上财务自由之路》 

作者：黄祯祥著 

ISBN：978-7-5180-5125-0 

简介：获得更多财富的前提是守住财富。人的能力分

两种：一种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例如创业、开厂、发明专

利、等待机遇……另一种能力是守住财富，我们也称之为

“财商”。与一般投资理财著作不同的是，本书不仅告诉

您做什么可以赚钱，还会告诉您什么样的投资品、什么样

的产业是坚决“不能碰”的，帮助您规避风险，把亏损的钱赚回来。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

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7586454&d=7EE52F4456574511658266586E4D741D&fenlei=0611030106&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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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

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马克思的财富观研究》 

作者：冯丽洁著 

ISBN：978-7-208-14145-2 

简介：本书采取史论结合、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就“财富本体、财富生

产、财富分配和财富消费”四个问题对马克思财富观进行

一个宏观层面的俯瞰，尝试从经济哲学的视角重新解读马

克思关于财富本体、财富生产、财富分配和财富消费的认

识、看法、立场和价值倾向。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9%A9%AC%E5%85%8B%E6%80%9D%E7

%9A%84%E8%B4%A2%E5%AF%8C%E8%A7%82%E7%A0%94%E7%A9%B6+

&allsw=&searchtype=&channel=search&bCon=&ecode=utf-8&Field=1 

 

《财富的秘密》 

作者：乔治·克拉森著；文轩译 

ISBN：7-5068-5895-5 

简介：本书分为财富的秘密和百万富翁的致富哲学两

大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债务的秘密——勇敢面对你最大的

敌人；财富和运气的秘密——用勤劳工作去换取财富；理

财的秘密——让你的财产安全增长等。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8%B4%A2%E5%AF

%8C%E7%9A%84%E7%A7%98%E5%AF%86+&allsw=&s

earchtype=&channel=search&bCon=&ecode=utf-8&Field=1 

 

《财富中国》 

作者：董志龙著 

ISBN：978-7-5180-1158-2 

简介：三十几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也创造了一个财富奇迹，一个富强的中国

渐渐露出健壮的身姿！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

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 GDP 水平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6528605&d=A6D3F9B347F056BEF3B80AFAEF394C63&fenlei=0601020302&sw=%E9%A9%AC%E5%85%8B%E6%80%9D%E7%9A%84%E8%B4%A2%E5%AF%8C%E8%A7%82%E7%A0%94%E7%A9%B6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9%A9%AC%E5%85%8B%E6%80%9D%E7%9A%84%E8%B4%A2%E5%AF%8C%E8%A7%82%E7%A0%94%E7%A9%B6+&allsw=&searchtype=&channel=search&bCon=&ecode=utf-8&Field=1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9%A9%AC%E5%85%8B%E6%80%9D%E7%9A%84%E8%B4%A2%E5%AF%8C%E8%A7%82%E7%A0%94%E7%A9%B6+&allsw=&searchtype=&channel=search&bCon=&ecode=utf-8&Field=1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9%A9%AC%E5%85%8B%E6%80%9D%E7%9A%84%E8%B4%A2%E5%AF%8C%E8%A7%82%E7%A0%94%E7%A9%B6+&allsw=&searchtype=&channel=search&bCon=&ecode=utf-8&Field=1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6462660&d=32C424FA56F3324B0BF3A138359F3DD8&fenlei=06100107&sw=%E8%B4%A2%E5%AF%8C%E7%9A%84%E7%A7%98%E5%AF%86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8%B4%A2%E5%AF%8C%E7%9A%84%E7%A7%98%E5%AF%86+&allsw=&searchtype=&channel=search&bCon=&ecode=utf-8&Field=1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8%B4%A2%E5%AF%8C%E7%9A%84%E7%A7%98%E5%AF%86+&allsw=&searchtype=&channel=search&bCon=&ecode=utf-8&Field=1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8%B4%A2%E5%AF%8C%E7%9A%84%E7%A7%98%E5%AF%86+&allsw=&searchtype=&channel=search&bCon=&ecode=utf-8&Field=1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287963&d=3C08E721D699DCA0B55E65641081345E&fenlei=06020205&sw=%E8%B4%A2%E5%AF%8C%E4%B8%AD%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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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仍存在巨大的潜力，财富增长方式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未来发展仍

存在许多变数。本书将以财富为着眼点，跟踪中国社会财富增长的轨迹，探讨财

富增长的模式与未来经济发展的策略，为读者描绘一幅财富中国全景图。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

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

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

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新常态下的股权投资 有效的财富创造方式》 

作者：卢文俊著 

ISBN：978-7-5180-5212-7 

简介：本书就将从股权投资的基本概念，股权投资

的起源，在典型国家的重要的历史阶段发展中起到的作

用，现阶段我国主要的股权投资市场几个部分来介绍股

权投资，并且希望通过本书，能够让普通百姓了解到股

权投资的原理、风险以及合法途径和合法场所，为新常

态下的民间投资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

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

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

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

w=0 

 

《财富密码》 

作 者：楚云飞著 

ISBN 号：978-7-106-04603-3 

中图法分类号：F840.622-49（经济->财政、金融->保险

->保险理论） 

内容提要：本书阐述了现代人们生活中，人寿保险

与生活保障不可分割的生活理念，以寿险介绍为主线，

通俗地介绍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面对和理解保

险产品，如何做到防患于未然。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303

87571&d=C50DAB022AE04CCE688C806B78A4794E&fenlei=061104010302&sw=

%E8%B4%A2%E5%AF%8C%E5%AF%86%E7%A0%81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7523929&d=63D41CCFB58054504170712B39445E9C&fenlei=061103011001&sw=%E6%96%B0%E5%B8%B8%E6%80%81%E4%B8%8B%E7%9A%84%E8%82%A1%E6%9D%83%E6%8A%95%E8%B5%84+%E6%9C%89%E6%95%88%E7%9A%84%E8%B4%A2%E5%AF%8C%E5%88%9B%E9%80%A0%E6%96%B9%E5%BC%8F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book.duxiu.com/search?Field=1&channel=search&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E6%80%8E%E6%A0%B7%E8%B5%B0%E4%B8%8A%E8%B4%A2%E5%8A%A1%E8%87%AA%E7%94%B1%E4%B9%8B%E8%B7%AF&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6%A5%9A%E4%BA%91%E9%A3%9E&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channel=search&Field=&fenleiID=06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channel=search&Field=&fenleiID=0611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channel=search&Field=&fenleiID=061104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channel=search&Field=&fenleiID=061104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channel=search&Field=&fenleiID=06110401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30387571&d=C50DAB022AE04CCE688C806B78A4794E&fenlei=061104010302&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30387571&d=C50DAB022AE04CCE688C806B78A4794E&fenlei=061104010302&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
https://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30387571&d=C50DAB022AE04CCE688C806B78A4794E&fenlei=061104010302&sw=%E8%B4%A2%E5%AF%8C%E5%AF%86%E7%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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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源推荐 

货币价值波动、财富分配差距扩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谢俊明；谢圣远/ 深

圳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选取我国 1990-2018 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

（SVAR）对随机变量进行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货币价值波动

初期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加，对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滞后。财富分配差距

扩大初期对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较小，随后增加；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影响较大，并导致财富分配差距扩大。  

关键词：货币价值波动；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系统性金融风险  

来源：经济理论与实践，2020（1）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Field=all&channel=searchJour&sw=%E8%B4%A7

%E5%B8%81%E4%BB%B7%E5%80%BC%E6%B3%A2%E5%8A%A8%E3%80%

81%E8%B4%A2%E5%AF%8C%E5%88%86%E9%85%8D%E5%B7%AE%E8%B7

%9D%E6%89%A9%E5%A4%A7%E4%B8%8E%E7%B3%BB%E7%BB%9F%E6%

80%A7%E9%87%91%E8%9E%8D%E9%A3%8E%E9%99%A9&ecode=utf-8&edty

pe=&searchtype=&view=0 

 

家族财富管理与亲属投资的几个法律问题/孙宪忠/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要：在法律上确实需要认真思考亲属共同投资产生的家族财富管理的问题，

在指导立法的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亲属共同投资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积极价值的社会行为；在确定亲属共同投资形成的家族式资产管理时，应该首先

充分利用我国现有法律提供的规范资源。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2018（1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

T2019&filename=JRQH201810008&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zY2Z1

TmZvVk02eXMySUdlMWttVm9tU29B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

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E0MjIvYVpyRzRIOW5Ocj

Q5RmJJ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N3FmWmVScEZ

5bm5WYnpOTHo 

 

Inequalities and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wealth/Nicolas Frémeaux;Marion 

Leturcq  

Abstract:We document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wealth in France between 1998 

and 2015, using precise survey data on the property titles of asset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wealth which is individualized by spouses (vs. jointly 

owned) and by an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wealth held by singles. We show that the 

usual measures of wealth inequality, which allocate the same share of household 

wealth to each spouse or partner, overestimate the share of wealth held by women.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Field=all&channel=searchJour&sw=%E8%B4%A7%E5%B8%81%E4%BB%B7%E5%80%BC%E6%B3%A2%E5%8A%A8%E3%80%81%E8%B4%A2%E5%AF%8C%E5%88%86%E9%85%8D%E5%B7%AE%E8%B7%9D%E6%89%A9%E5%A4%A7%E4%B8%8E%E7%B3%BB%E7%BB%9F%E6%80%A7%E9%87%91%E8%9E%8D%E9%A3%8E%E9%99%A9&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Field=all&channel=searchJour&sw=%E8%B4%A7%E5%B8%81%E4%BB%B7%E5%80%BC%E6%B3%A2%E5%8A%A8%E3%80%81%E8%B4%A2%E5%AF%8C%E5%88%86%E9%85%8D%E5%B7%AE%E8%B7%9D%E6%89%A9%E5%A4%A7%E4%B8%8E%E7%B3%BB%E7%BB%9F%E6%80%A7%E9%87%91%E8%9E%8D%E9%A3%8E%E9%99%A9&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Field=all&channel=searchJour&sw=%E8%B4%A7%E5%B8%81%E4%BB%B7%E5%80%BC%E6%B3%A2%E5%8A%A8%E3%80%81%E8%B4%A2%E5%AF%8C%E5%88%86%E9%85%8D%E5%B7%AE%E8%B7%9D%E6%89%A9%E5%A4%A7%E4%B8%8E%E7%B3%BB%E7%BB%9F%E6%80%A7%E9%87%91%E8%9E%8D%E9%A3%8E%E9%99%A9&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Field=all&channel=searchJour&sw=%E8%B4%A7%E5%B8%81%E4%BB%B7%E5%80%BC%E6%B3%A2%E5%8A%A8%E3%80%81%E8%B4%A2%E5%AF%8C%E5%88%86%E9%85%8D%E5%B7%AE%E8%B7%9D%E6%89%A9%E5%A4%A7%E4%B8%8E%E7%B3%BB%E7%BB%9F%E6%80%A7%E9%87%91%E8%9E%8D%E9%A3%8E%E9%99%A9&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Field=all&channel=searchJour&sw=%E8%B4%A7%E5%B8%81%E4%BB%B7%E5%80%BC%E6%B3%A2%E5%8A%A8%E3%80%81%E8%B4%A2%E5%AF%8C%E5%88%86%E9%85%8D%E5%B7%AE%E8%B7%9D%E6%89%A9%E5%A4%A7%E4%B8%8E%E7%B3%BB%E7%BB%9F%E6%80%A7%E9%87%91%E8%9E%8D%E9%A3%8E%E9%99%A9&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Field=all&channel=searchJour&sw=%E8%B4%A7%E5%B8%81%E4%BB%B7%E5%80%BC%E6%B3%A2%E5%8A%A8%E3%80%81%E8%B4%A2%E5%AF%8C%E5%88%86%E9%85%8D%E5%B7%AE%E8%B7%9D%E6%89%A9%E5%A4%A7%E4%B8%8E%E7%B3%BB%E7%BB%9F%E6%80%A7%E9%87%91%E8%9E%8D%E9%A3%8E%E9%99%A9&ecode=utf-8&edtype=&searchtype=&view=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19&filename=JRQH201810008&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zY2Z1TmZvVk02eXMySUdlMWttVm9tU29B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E0MjIvYVpyRzRIOW5OcjQ5RmJJ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N3FmWmVScEZ5bm5WYnpOTHo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19&filename=JRQH201810008&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zY2Z1TmZvVk02eXMySUdlMWttVm9tU29B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E0MjIvYVpyRzRIOW5OcjQ5RmJJ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N3FmWmVScEZ5bm5WYnpOTHo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19&filename=JRQH201810008&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zY2Z1TmZvVk02eXMySUdlMWttVm9tU29B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E0MjIvYVpyRzRIOW5OcjQ5RmJJ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N3FmWmVScEZ5bm5WYnpOTHo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19&filename=JRQH201810008&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zY2Z1TmZvVk02eXMySUdlMWttVm9tU29B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E0MjIvYVpyRzRIOW5OcjQ5RmJJ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N3FmWmVScEZ5bm5WYnpOTHo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19&filename=JRQH201810008&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zY2Z1TmZvVk02eXMySUdlMWttVm9tU29B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E0MjIvYVpyRzRIOW5OcjQ5RmJJ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N3FmWmVScEZ5bm5WYnpOTHo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19&filename=JRQH201810008&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zY2Z1TmZvVk02eXMySUdlMWttVm9tU29B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E0MjIvYVpyRzRIOW5OcjQ5RmJJ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N3FmWmVScEZ5bm5WYnpO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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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ults in an underestimation of both the level and the growth of a) wealth 

inequality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b) the gender wealth gap. We argue for better 

consideration of the ownership status and intra-househol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measurement of wealth inequality.  

Keywords:Wealth;Individualization;Wealth inequality;Gender wealth 

gap;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France 

URL: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7272720300098 

 

Inequality in the minimal group paradigm: How relative wealth and its 

justification influence ingroup bias/P.Connor;D.Stancato;U.Yildirim  
Abstract:This article details a registered report for a well-powered (N = 1500) 

experiment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wealth inequality between groups on ingroup 

bia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moderating role of justification for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Using the Minimal Group Paradigm, in which participants are assigned to groups with 

anonymous others and asked to allocate resources to ingroup or outgroup members, 

we randomly assigned participants to a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or a relatively 

advantaged group. Group assignments were ostensibly based on chance (weak 

justification), performance on a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task (strong justification), 

or an ambiguous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mbiguous justification). As expected, we 

found evidence for an inequity aversion hypothesis, with disadvantaged participants 

displaying heightened ingroup bias compared to their advantaged counterparts. 

Interestingly, however, our predictions regard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justification 

were not supported, with disadvantaged participants displaying the highest ingroup 

bias when the inequality was ambiguously justified. We discuss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ausal factors underlying ingroup bias.  

Keywords:Race;Social pain;Discrimination;Person perception  

URL: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2210311930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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