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物更名启事 

 

因本刊栏目调整，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馆刊《信息园地》自 2021

年第 1 期（总第 88期）起更名为《山海图情》。本刊前身为《信息园

地》(季刊)，创刊于 1999 年，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主办，内部发行，

电子版于“E 线图情”线上发行。更名后的《山海图情》，仍为季刊，

主办单位为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山海图情》编辑部 

2021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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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情在线 

图书馆 2021 年工作计划 

2021 年，图书馆将继续践行“资源强馆，服务立馆，特色兴馆”的发展战

略，加强资源建设、提升服务质量、优化物理空间，以昂扬斗志迎接十四五规划

的开局之年，实现图书馆的创新和谐发展。 

一、积极参与西校区文献信息中心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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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设计工作，将文献信息中心打造成为学校

的文献集成中心、知识服务中心、自主学习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成为代表学校

蓬勃发展、高雅文化的标志性建筑。 

二、持续推进“图书馆财富管理特色研学中心建设项目”。积极探索，持续

推进财富管理特色展示·共享空间、财富管理学术数据总库及《财富管理信息》

建设，实现三翼齐飞。 

三、基于读者需求，实现资源建设平稳发展。做好 2021 年度图书、期刊、

数字资源的政府采购工作，保证各类型文献及时提供读者利用。不断扩展整合更

多优质 OA 资源、试用资源。继续加大“山商文库”相关图书收藏力度；联合探

讨“财富管理”等相关资料的收藏、利用方式，持续充实特色馆藏。 

四、拓宽共享渠道，提升文献资源保障能力。大力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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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高校图书馆、全国财经高校图书馆等联盟，最大程度实现资源共享，

利益互惠。 

五、扎实开展面向教学的支持服务。优化自助借还、座位管理、新生专栏、

培训讲座等服务，提供高效顺畅的用户体验。活跃“山商图书馆图书漂流站”，

传承并创新读书活动月、毕业季、迎新季等文化活动品牌，推动文化山商建设。 

六、创新开展面向科研的支持服务。继续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原文传递、学术

不端检测等基本学科服务。进一步完善图书馆学科联络馆员+二级学院图书馆教

师顾问制度。基于知网、WOS、SDOL 等高质量资源平台，继续深化开展“学科

服务与学术评价”相关工作。 

七、拓展用户教育，提升读者信息素养。将文献服务推广活动规律化、常态

化。优化推广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模式；扩大现有信息素养教育的规模和体系；

备战年度“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 

八、借助先进技术，提升图书馆的美誉度。基于学校办公系统、图书馆主页

等多途径开展信息推送服务，努力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持续加强对移动图书馆、

微信平台的更新优化，借助新媒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馆读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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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进空间美化，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拓展图书馆物业社会化力度，持

续推进馆舍环境整治美化。规划设计馆舍文化环境，开辟文化展示、交流活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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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实现人本管理，构建良好的人才梯队。积极争取学校支持，实现 2021

年引进 1-2名高学历青年教辅人员。探索实体业务部门与跨部门虚体工作团队相

结合的运行模式。 

副馆长：沙淑欣 

济宁学院图书馆同仁到我馆调研交流 

3 月 5 日上午，济宁学院图书馆副馆

长宋玉星带队，流通部、信息技术部、文

献资源建设部主任一行四人到我馆就自

助借还项目建设和运行效果进行调研交

流。馆长崔洪海、副馆长沙淑欣以及文献

借阅部、文献采编部、技术支持部、综合

办公室相关老师参加了交流讨论。 

在一至三层借阅学习区、报刊阅览室、特色文库，双方馆员现场进行了对口

交流。在图书馆二楼会议室，崔洪海馆长介绍了图书馆老馆改造、自助借还系统

建设、信息素养服务等情况。两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就馆舍空间布局、自助系统

运行状况、借阅模式更新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大家一致表示收获良

多。 

综合办公室：常红 

图书馆赴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图书馆参观学习 

为有效筹备新馆建设，提升

图书馆主动服务质量，2021 年 3

月 30日上午，图书馆馆长崔洪海

率文献借阅部、报刊阅览部、综

合办公室一行 5 人到山东商务职

业学院图书馆考察学习。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图书馆馆

长李颖和相关部主任热情介绍了图书馆整体运行和服务开展情况。双方就馆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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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阅读推广、智能化技术设备利用、主动服务等方面进行了重点探讨。该馆与

烟台美术博物馆联合打造“校园美术馆示范点·基层美育实践基地”，与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剪纸大师朱曼华联合建立“山东商务职业学院朱曼华

剪纸传承基地”，将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与图书馆空间进行了有效的融合实践。 

本次考察有效增进了地区联盟成员馆之间的友谊，为创新工作思路、提高工

作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综合办公室：常红 

《山东工商学院高水平科研成果（论文）统计分析报告》正式发布 

为全面了解山东工商学院高水平科研论文贡献度情况，由图书馆主办，信息

咨询部编撰的《山东工商学院高水平科研成果（论文）统计分析报告》3 月 31

日正式发布。 

报告从中文核心期刊和外文高水平期刊视角对我校 2003年至2020年的高水

平科研成果（论文）产出情况及发展趋势进行客观统计分析。 

其中，中文核心期刊产出贡献度选取基于“中国知网：高校科研成果统计分

析与评价数据库”中 200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的数据，从发文量、学术影响

力、学科贡献度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外文高水平期刊产出贡献度基于 ESI 学科体

系，对本校 2003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的 WOS 论文产出值、被引频次、论文

被引百分比、论文影响力，以及高被引论文等指标进行统计梳理；系统分析我校

科研人员的高水平论文发文、被引情况，以期为学校科研与学科建设工作提供参

考。 

分析报告在数据整合、统计方法、分析深度等方面难免出现疏漏和不足，敬

请批评指正。 

信息咨询部：董宁 

2021 上半学“图书馆资源利用与服务讲座” 

为使广大师生了解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提升个人信息素养，图书馆面向

全校师生开设免费培训讲座。讲座设计从信息素养认知入手，结合我校各学科

特点与资源类型、满足各类读者信息获取需求。讲座包括：图书馆常设数字资

源利用讲座（4个专辑、13讲），和基于读者需求的专题预约讲座。欢迎大家选

择感兴趣的专题参与培训。 

讲座内容： 

详见附表《2021上半学年“图书馆资源利用与服务讲座”时间表》 

讲座地点： 

东校中心馆一楼报告厅（根据读者预约需求，可设置西校区专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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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名称                                                                                      讲座内容 主讲人 时间 

新 

手 

入 

门 

信息素养与信息检索

基础 

信息检索基础理论介绍、学会命

题分析、关键词选择及组合等实

用检索技巧。 

沙淑欣 

4月 12日 

周一

16:00 

图书馆常规学科服务 

原文传递、代查代检、学术不端

检测、随书光盘服务咨询、图书

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利用。 

殷红蕾 

4月 14日 

周三

16:00 

馆藏纸质资源的检索

与利用 

介绍图书馆纸质资源的分布导

航；指导学生馆藏纸质图书与期

刊的检索与利用。 

李希红 

4月 19日 

周一 

16:00 

无馆藏纸质图书的获

取 

介绍图书馆纸质图书的入藏原

则；教授读者获取无馆藏纸质图

书资源的途径。 

徐简 

4月 21日 

周三 

16:00 

解 

锁 

数 

据 

库 

图书文献学术检索 

OPAC、读秀学术搜索、移动图书

馆的利用：以案例教学方式互动

教授图书馆纸质图书、电子图书

资源的检索。 

孙丽艳 

4月 26日 

周一 

16:00 

中文期刊学术检索 

以案例教学方式，互动教授中文

期刊学术资源（中国知网全文数

据库、掌上知网）的检索、利用。 

段于民 

4月 28日 

周三 

16:00 

经济数值类资源检索 

掌握专业数值统计数据库、各类

政府统计网站的利用，学习获取

统计数据的方法技能。 

陈利华 

5月 10日 

周一 

16:30 

外文期刊学术检索 

以案例教学方式教授馆藏外文数

据库 Elsevier SD 数据库的文献

检索、利用。 

栾国霞 

5月 12日 

周三 

16:30 

专利信息的检索和利

用 

讲解专利基本知识、专利文献的

检索技巧及应用案例。 
常 红 

5月 17日 

周一 

16:30 

学术 

论文 

撰写 

利用图书馆数据库进

行文献调研与分析 

文献调研的方法；利用图书馆数

据库进行文献调研示范、文献阅

读，及评价分析技巧。 

董 宁 

5月 19日 

周三 

16:30 

学术论文选题技巧 学术论文选题的技巧与案例示范 张毅君 

5月 24日 

周一 

16:30 

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及

排版技巧 

掌握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利用

word 等 Office 工具绘制论文图

表，及排版技巧。 

肖红 

5月 26日 

周三 

16:30 

了解 

科研 

学科评价资源的利用 

介绍图书馆引进学科评价类数字

资源（Web of Science、CSSCI、

JCR中科院期刊分区表）的基本利

用。 

范帅帅 

5月 31日 

周一 

16:30 

信息咨询部：董宁 注：5 月讲座时间据学校夏季作息时间确定 

附 2021 上半学年“图书馆资源利用与服务讲座”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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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山商文库》捐赠鸣谢 

2020 年图书馆收到本校教师、校友及研究生捐赠的图书 8 种，31 册；2020

年收集上传研究生毕业论文 107 册。截至 2020 年 12 月，《山商文库》共收录教

师及校友著作 659册，研究生学位论文 320 册。感谢老师和校友的辛勤耕耘，感

谢研究生处的支持配合。 

以下为 2020年捐赠目录： 

序号 捐赠单位 姓名 题名 册数 

1 校友 于东智 银行管理大典--从理论到工具（上册） 2 

2 校友 于东智 银行管理大典--从理论到工具（上册） 2 

3 校友 于东智 现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手册 2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海红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5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肖霞 道德健康教育研究 5 

6 煤炭经济研究院 

李跃  

于向宇 

任一鑫 

产业树—一种产业结构优化方法 5 

7 公共管理学院 
王广成 

李鹏飞 

煤炭矿区复合生态系统管理及其调控机制

研究 
5 

8 金融学院 刘忠璐 
资本对银行风险承担与贷款行为的影响研

究—兼论新资本监管框架的有效性 
5 

9 研究生处 研究生 2020年研究生毕业论文 107 

信息咨询部：陈利华 

图书馆发布 2020 山商阅读报告 

为激励全校师生的读书热情，图书馆发布 2020自然年度“山商读者之星”、

二级学院图书借阅排行榜、山商人最喜爱图书榜、资源利用之最，促师生读者踊

跃参与全民阅读，营造积极向上、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山商“悦”读文化氛围。 

1.山商读者之星 

“山商读者之星”排行榜包括：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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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教职工读者纸质图书借阅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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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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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阅册数 

1 常叶青 会计学院 134 

2 喻晓平 金融学院（财富管理学院） 93 

3 刘学剑 工商管理学院 83 

4 李美花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68 

5 隋鹏飞 经济学院 67 

6 陈明迪 马克思主义学院 66 

7 李莉鸿 图书馆 55 

8 田志莹 会计学院 54 

9 陈立敏 人文与传播学院 53 

10 高德华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50 

位次 姓名 院部 借阅册数 

1 俞世怡 金融学院金融 1903班 105 

2 刘晓花 人文与传播学院汉语 1702班 75 

2 徐运成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 75 

4 彭瀚林 工商管理学院资源 1902班 61 

5 李书仪 法学院政治 1901班 54 

6 程静文 外国语学院翻译 1801班 52 

7 张皓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应数 1902班 51 

8 蔡振海 金融学院研究生 49 

9 林浩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业 2001班 48 

10 刘颖 工商管理学院酒店 1901班 47 

10 邓雅君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 1901班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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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院借阅榜 

2020 年二级学院图书借阅排行榜 

 

3.山商人最喜爱图书榜 

2020 年热门借阅图书 TOP10 

 

2020 年借阅次数：31 

索书号：A41/1 

馆藏地：东校中心馆二楼东

区 19/21 

馆藏信息二维码 

 
 

2020年借阅次数：14 

索书号： 

I313.45/282-2 

馆藏地：东校中心馆二楼西

区 0/2 

馆藏信息二维码 

 

 

2020 年借阅次数：14 

索书号： 

I313.45/259 

馆藏地：东校中心馆二楼西

区 

馆藏信息二维码 

 
 

2020年借阅次数：13 

索书号： 

I313.45/264 

馆藏地：东校中心馆二楼西

区 0/2 

馆藏信息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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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阅册数 2608 1610 1507 1459 1338 1226 993 933 898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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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借阅次数：13 

索书号： 

I712.45/643 

馆藏地：东校中心馆二楼西

区 0/3 

馆藏信息二维码 

 
 

2020年借阅次数：12 

索书号：F113.9/17 

馆藏地：东校中心馆三楼西

区 1/3、 

西校区经管图书借阅室 1/1 

馆藏信息二维码 

 

 

2020 年借阅次数：11 

索书号： 

I313.45/263 

馆藏地：东校中心馆二楼西

区 1/2 

馆藏信息二维码 

 

 

2020年借阅次数：11 

索书号：F016-44/10 

馆藏地：东校中心馆三楼东

区 

馆藏信息二维码 

 

 

2020 年借阅次数：11 

索书号： 

I247.5/4002 

馆藏地：东校中心馆二楼西

区 

馆藏信息二维码 

 
 

2020年借阅次数：10 

索书号：O15-44/17 

馆藏地：东校中心馆四楼东

区 3/5 

馆藏信息二维码 

 

 

4.资源利用之最 

“资源利用之最”包含我校师生中文电子期刊下载量前 10 名、外文电子期

刊下载量前 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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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文期刊下载量 TOP10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2020 年外文期刊下载量 TOP10  

 
数据来源：Elsevier ScienceDirect 全文数据库 

 

信息咨询部：董宁 

 

图书馆 2020 年大事记 

1 月 6 日，山东工商学院 2020 年度电子资源库单一来源采购项目（采购编

号： SDGP370000201902007503），图书期刊预采购项目（ 采购编号：

SDGP370000201902007504）在烟台完成。安徽时代出版发行有限公司，山东新

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烟台法苑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中标 2020 年普通纸质图书采购；北京人天书店有

限公司中标 2020年国内正式出版机构发行的中文纸质期刊采购。 

1 月 7 日，崔洪海被评为 2019 年度“优秀工会干部”；王敏、任虹、肖红、

陈利华、侯金燕被评为 2019年度“工会活动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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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经过民主评议，于忠安、戈仁婷、朱琳、李平、李希红、肖红、

陈利华、陈浩义、段于民、姜虹、徐简、常红、董宁 13 位老师获得山东工商学

院 2019 年度师德考核优秀。 

2 月 21 日，图书馆面向全校教职工开通纸质图书、期刊线上借阅服务。至

春季学生返校前，图书馆暂停所有图书归还、续借、入馆借阅服务，读者手中已

外借图书延期至疫情稳定后归还，超期不计。同时，图书馆继续加大线上电子资

源服务及线上学科服务，助力读者无边界信息获取利用。 

2 月 28 日，图书馆线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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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 日，在学校 2019 年度考核中，朱琳、姜虹、徐简、常红、董宁获得

教职工优秀等次。 

3月 3日，图书编辑分工会会员大会召开，推选张浩任分工会主席，王永军

任组织委员；沙淑欣任福利委员；常红、万娟任女工委员；董宁、万娟任文体委

员。  

3 月 7 日，图书编辑分工会 30 余名女职工通过“云录制”方式，自导、自

演、自己编辑制作了诗人叶玉琳的作品《致敬》，用充满深情的朗读表达对奋战

在疫情阻击战第一线的白衣天使的敬意。 

3月 8日，图书编辑分工会会员们通过“企业微信”开展了“面对疫情信息，

如何提高公众信息素养？”在线沙龙，度过了一个别样的三八节。此次活动是创

新形式，从本职岗位出发，践行提升公众信息素养的一次尝试。 

3月 10日，山东工商学院院发【2020】 24 号，王永军同志、张毅君同志、

沙淑欣同志任图书馆副馆长。 

3 月 30 日，图书馆在报告厅召开全体馆员会议，传达学校意识形态工作专

题会议精神，推进图书编辑总支部党的建设及图书馆宣传思想工作、业务工作。 

4 月 14 日，省派烟台山东工商学院“四进”工作组捐赠书刊建设“爱心书

屋”活动，在学校新建的教学与就业实习基地福山区万科社区举行。此次精心挑

选的 1400 余册具有知识性、趣味性、故事性的书刊由图书馆提供。 

4 月 14 至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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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2学时的在线研修，我馆有 13名馆员获得研修班结

业证书。 

4 月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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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发布山商

阅读桂冠榜。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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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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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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6日，学校下发《山东工商学院关于公布第三轮岗位聘用结果的通知》

（院发 2020-41 号），图书馆 39 名馆员获聘相应工作岗位，聘期自 2018 年 12

月 31日至 2023年 12月 30日。  

4 月 28 日，为响应学校“爱国卫生月”活动精神，图书编辑分工会组织会

员对图书馆建筑周边环境开展垃圾清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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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领导及各部室主任参加签约仪式。 

5 月 12 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山东工商学院图书编辑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次党员大会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学校组织部副部长李彦栋同志出席，图

书编辑党总支 27名党员参加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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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员会委员。此后图书编辑

党总支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张浩同志为书记，同时明确了其他委员的分

工：统战委员刘晓东、组织委员张毅君、纪检委员沙淑欣、宣传委员常红、委员

王永军、委员彭诵。图书编辑党总支设第一党支部和第二党支部，第一党支部书

记姜虹、组织委员李平、宣传委员夏惟；第二党支部书记董宁、组织委员段于民、

宣传委员王健。 

5月 20至 21日，馆长崔洪海，副馆长张毅君、沙淑欣参加由龙希利副院长

带队学校基建处、发展规划处、财务处、资产处、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图书馆等

部门成员组成的赴天津考察学习团，采用现场观摩、座谈、视频连线、电话采访

等多种形式考察了天津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滨

海新区文化中心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走访了天津大学设计研究院。图书馆撰

写提交《感受前沿 助力发展——天津地区新建图书馆考察报告》，提出图书馆新

馆目标定位、功能布局的初步构想。 

5 月 20 日，王永军、常红、于忠安、董宁参加我校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5 月 25 日，图书馆向校内师生提供开放服务。读者通过“来选座”微信公

众号进行网上预约座位，测温、出示绿色“健康码”后刷卡入馆，可借还文献、

阅览学习等，在馆人数实行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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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虹老师 5

月 22日正式退休。 

6 月 1 日，山商线上读书月——“腹有诗书气自华：寻找最美阅读者” 图

片创作比赛共收到投稿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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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颖而出获得奖项。人文与传播学院屠凯珣同学作品《看

书的男青年》荣获一等奖。 

6月 1日，山商线上读书月——“风雨同舟、抗击疫情”主题征文比赛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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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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颖而出获得奖项。外国语学院李明杨同学作品《抗毒有感》荣获

一等奖。 

6月 23日，6月 1日图书馆制定《2020 届毕业生图书清还通知》，新增“图

书邮寄馆员代还”服务，并发布 2020届毕业生图书借阅报告。至 6月 23日顺利

为全校 5000余名本科、研究生毕业生办理了离校手续。 

6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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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师以“读书——打开通往世界的另一扇窗”为题；经济学院的隋鹏飞老师以“学

术阅读感悟——对大量阅读学术著作的总结”为题；会计学院的常叶青老师以“阅

读的奇迹”为题与 90余名读者进行了在线分享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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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书记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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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7 日，图书编辑分工会开展以“同心战疫 健康你我”为主题的趣味健

身活动，会员们全情投入，做广播体操、参加“定点投篮”“一分钟跳绳”“摇

呼啦圈”“传球接力” “排球友谊赛”等团队项目。 

7 月 8 日，我校会计 1993 级校友于东智向母校图书馆捐赠自己的著作《现

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手册》、《银行管理大典——从理论到工具》十余册。

捐赠的书籍经过整理编目后，将由山商文库收藏并供师生阅览。据统计，于东智

通过各种方式累计向图书馆捐赠图书 100余册。 

7 月 14 日上午，青岛大学图书馆陆婕馆长一行六人到我馆进行自助借还服

务、自助选座系统参观交流。下午，我馆馆领导、部主任赴烟台大学图书馆参观

学习，现场体验其馆舍改造成效。 

7 月 19 日下午 4 点，“2020 高校招生服务光明大直播——山东工商学院站”

正式开播，图书馆积极组织馆员参与撰写解说词、出镜讲解，全力配合直播的顺

利、圆满完成。 

9月 5日，图书编辑党总支组织职工赴荣成沈秀芹纪念馆、郭永怀事迹陈列

馆参观学习，开展党性教育活动。 

9月 8日下午，烟台莱山口腔医院（烟台市口腔医院莱山分院）医疗副院长

田昆鹏等专家一行在图书馆报告厅做《呵护口腔健康 维护全身健康》专题讲座。 

9 月 17 日，图书编辑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到胶东红色文化陈列馆开展“忆

历史 铭初心 担使命”的主题党日活动。参观了“人民至上”——党领导下的烟

台人民战“疫”展览和烟台党性教育基地的主体馆。 

9月 20日，“遇见 • 启航”：2020年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迎新季系列活动正

式启动，通过认知•《入馆导航》；筑梦•新生入学培训；启航•开通借阅权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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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新声季等活动的开展，助力新生同学认识图书馆、走进图书馆、爱上图书馆。 

8-9 月，“传承创新，团结奋进”图书馆荣誉墙、图书漂流小站、财富管理

特色图书展示区设计安装投入使用。 

10 月 12日，图书馆召开全馆大会，崔洪海馆长梳理图书馆上半年工作进展

情况；强调爱校爱馆、遵守纪律，在省委巡视组进驻学校期间树立学校和图书馆

的形象；抓紧年度剩余时间，保证各项计划任务落地落实；精准制定“十四五”

规划，全力推进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10 月 13日，图书编辑分工会开展主题观影活动，组织全体会员观看了影片

《夺冠》。 

10 月 17 至 18 日，崔洪海馆长参加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召开的 2020

年中国财经教育资源共享联盟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10 月 19 日，图书馆开展“数字资源需求”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54

份，其中教职工 68 份、学生 186 份。通过问卷调查充分了解了读者的数字资源

需求，为科学、客观的制定 2021 年数字资源订购方案，构建以读者需求为导向

的数字资源保障体系提供了依据。 

10 月 28 至 30 日，图书馆副馆长沙淑欣、办公室主任常红、文献借阅部主

任姜虹、技术服务部主任肖红一行四人考察学习了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山西财经大学图书馆、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 

11 月 14 至 15 日，第三届“乐研杯”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全

国总决赛（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高等财经教育分会指导，全国财经高校图书情报专业委员会主办，浙江财经大学

承办，北京福卡斯特信息技术（EPS 数据）有限公司支持）落下帷幕。我校国际

商学院杨海洋、人文与传播学院郑巍、金融学院王小文三位同学组成的参赛团队

荣获全国总决赛团队三等奖，图书馆获得优秀组织奖，图书馆指导老师董宁、范

帅帅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11 月 23日，自 10月 12起至 11月 23日，2020下半学年图书馆资源利用与

服务讲座共 13 讲如期在图书馆报告厅举办。讲座通过团委“到梦空间”发布，

学生参与踊跃。 

11 月 25 至 26 日， 常红、戈仁婷参加烟台市阅读联盟第八期阅读推广人精

研班，至此山东工商学院先后有 5 名教工（图书馆姜虹、任虹、常红、戈仁婷，

统战部王雁霖）通过阅读推广人培训精研班获得了培训证书。 

11 月 28日，图书编辑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赴栖霞市胶东抗大精神教育基地

参观学习，重温抗大“峥嵘岁月、烽火摇篮”的伟大历史。 

12 月 4日，山东工商学院 2021年图书馆电子资源库单一来源采购项目（采

购编号：SDGP370000202002006374），山东工商学院 2021 年度图书期刊预采购

项目（采购编号：SDGP370000202002006377）在烟台完成。烟台法苑法律图书

有限公司、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山东中教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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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中标 2021 年普通纸质图书采购；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中标

2021年国内正式出版机构发行的中文纸质期刊采购。 

12 月 8至 9日，图书馆馆长崔洪海、副馆长沙淑欣、文献采编部主任徐简、

信息咨询部主任董宁一行四人考察学习了中国石油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青岛校

区图书馆。 

12 月 9至 11日，图书馆馆长崔洪海、副馆长沙淑欣参加由山东省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委员会主办、青岛大学图书馆承办的 2020 年度山东省高校图书馆馆长

工作会议。 

12 月 9 日，东西校区图书馆启用新的选座桌贴，在此之前按照阅览桌最大

容量进行了座椅调整，调整后东校区阅览座位 1452席，西校区分馆阅览座位 380

席。 

12 月 16 日，根据学校《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国有资产清产核资及报废处置

统计工作的通知》（11 月 16 日发布）的工作部署，在以崔洪海馆长为组长、资

产管理员及部室主任为成员的资产清查小组的全力支持配合下，图书馆完成

2020 年度的资产清查工作。通过此次清查，加强了使用人的资产保护意识，完

善了对资产使用人、使用单位、存放地点和实际使用情况的管理。 

12 月 19 至 21 日，图书馆馆长崔洪海参加由中国煤炭教育协会高等教育分

会主办，安徽理工大学承办的“2020年煤炭高等院校图书馆馆长会议”。 

12 月 24日，常红老师在 2020年山东省高校信息素养教学首届教师“说课”

大赛决赛中荣获二等奖。 

12 月 28日，文献借阅部王晓清老师光荣退休。 

12 月 29日，图书编辑分工会举办“抗疫有我”主题年会，在欢乐和谐的氛

围中，退休职工与在职会员话往昔、聊今朝，共述全国人民“面对疫情、守望相

助”的伟大精神。 

副馆长：沙淑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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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会 

图书编辑分工会完成分工会换届和“双代会”代表选举工作 

 2021年 3月 9 日，图书编辑分工会召开 2021年全体教职工大会暨工会会员

大会，工会会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总支书记、分工会主席张浩主持。会议听

取了图书馆工作报告、学报编辑部工作报告、图书编辑分工会工作报告、图书编

辑分工会经费收支情况通报。 

  

 按照《山东工商学院二级教代会、分工会换届工作指导手册》要求，分工

会充分贯彻《山东工商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修订）》，经广泛征求教职

工意见、工会小组推荐、工会委员会审议等规范流程，选举产生了山东工商学院

八届“双代会”代表和新一届图书编辑分工会委员。 

 张浩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对分工会 2021 的工作职能和建设发展提出了四

点要求。一是要加强分工会的建设，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水平；二是要加强宣传

教育，增强广大教职工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工作认同；三是要积极参与学校

的民主管理，维护广大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四是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激

发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会议强调，新一届分工会，在校工会和党总支的领导下，认真履行工会的

“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基本职能。紧紧围绕学校“一个中心、两条主

线、四个统领”的工作布局，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三牛精神，积

极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工作，为建党 100 周年献礼，为建设财商教育特色、开

放式、高水平财经类大学而努力奋斗。 

2021年 3月 10 日下午召开新一届工会委员第一次会议，经全体委员无记名

投票等额选举，张浩同志当选为新一届工会委员会主席。同时，结合各位委员实

际情况，在讨论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了分工。 

图书编辑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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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辑分工会举办“相约碧海栈道”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踏青活动 

2021年 3月 8日，

图书编辑分工会组织

所辖女教职工赴渔人

码头，开展“相约碧海

栈道”踏青活动，共庆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春日午后，暖阳沐浴大地。踏着春的节奏，图书编辑分工会女教职工们循着

绵延海岸线，领略蓝色烟台的秀美，陶醉在早春的旖旎之中。会员们徜徉在充满

欧式风情的海滨栈道，回味着这片海的历史与变迁；观别具一格欧式建筑群，叹

天人合一靓丽风情。山、海、城于一体的碧海栈道，浓缩了我们生活这座城、这

个时代的发展。女教职工们忆古思今，感叹伟大祖国的日新月异；纷纷留下倩影，

定格最美瞬间。 

“相约碧海栈道”踏青活动拉开了 2021 年图书编辑分工会活动的帷幕。此

次主题活动陶冶了会员的情操，增强了分工会的团队凝聚力和感召力。今后图书

编辑分工会将广泛听取会员意见，通过组织有特色、有意义的工会活动丰富广大

会员的文化生活，创建积极、和谐、健康的文化氛围。 

  信息咨询部：董宁 

图书编辑分工会举办第一期财商经典共读分享会 

3 月 16 日下午在图书馆二楼会议室，2021 年校工会特色项目之一“财商经

典共读”第一期线下读书分享会成功举办。来自图书编辑分工会的 15 名馆员对

《富爸爸穷爸爸》进行了阅读交流分享。 

  
来自图书馆文献采编部的徐简老师用简练幽默的语言，从资产与负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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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时间工具的运用等方面对《富爸爸穷爸爸》进行了精彩导读。参与分享的

老师们从财富观、改变思维、行动的力量、财商重要性、终身学习等角度进行了

激烈讨论，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内容丰富，共同探寻提高财商的智慧和思路。 

《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让大家重新认识到财商的重要性。图书编辑分工

会主席张浩在总结复盘中指出，财商教育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必由之路，对财富的

不同认识决定了不同的人生，鼓励大家积极思考如何实现“我为钱工作”转变为

“让钱为我工作”。 

财商经典共读分享会传播了正能量、引领了新风尚，有效的丰富了图书编辑

分工会的职工文化建设。从书中汲取正能量，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在营造浓厚

的财商经典学习氛围的同时，读书会促进了职工成长，提高了职工的财商素养和

能力，助力图书编辑“学习型”组织建设，更好的服务学校财商教育特色建设。 

信息咨询部：范帅帅 

图书编辑党总支组织党员参观校史馆 

 

2021 年 3 月 25 日，图

书编辑党总支组织全体党

员参观校史馆。 

全体党员跟随讲解员

参观了序厅、历史厅、分部

厅、当代厅，党员们认真聆

听讲解，仔细观摩馆内展品。

31个版面再现了学校建校 35年来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和办学成就。 

党员参观校史馆，是图书馆编辑党总支为进一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加

强教职工思想教育的重点工作之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本次主题党日活动激

发了全体党员爱校、兴校、荣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增强了山商人站在新的历史

交汇点所面临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坚定了图书编辑教职工为推动建设财商

教育特色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文献借阅部：夏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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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品评 

桃源深处见人性善恶——评《边城》 

 

索书号：I:247.5/805 

馆藏地：东校图书馆二楼东区 

作者：沈从文著 

出版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07 

ISBN 号：7-02-003257-5 

 

 

 

《边城》是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的沈从文先生创作的一篇小说，首次出

版于 1934 年。该篇作品是以川湘交界的一个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讲述了发生

在这里的渡船老头的孙 

翠翠与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之间的爱情故事。作者描写了一个近

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

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初次认识《边城》是在高中的课本上，虽然只是一段翠翠与傩送初遇的文章

节选，却已深深打动我。不论是简单的景物描写还是复杂的人物心理描写，亦或

者是对情节的把握，无不体现出作者扎实的文字功底和高超的写作技巧。那时，

我时常期盼能有机会细细品读，想要了解湘西地区人民的生活场景，看看他们那

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有什么不同，更想知道的是翠翠和傩送之间的结

局……这些期盼从未消散，它们就像是高高挂起的月亮，总是让我心向往之。高

中毕业后终于买到这本书，迫不及待一气读完。这时，我才知道天保在驾船外出

的时候不幸遇难，翠翠和傩送一个守着渡船，一个出走，而爷爷也在一个电闪雷

鸣的夜晚永远地离开了翠翠……“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鲁迅先生说的很精辟，无论边城的山水人情多么美，这一悲剧性的结尾在每个《边

城》读者的心头笼罩上了一层难以消散的淡淡愁绪。 

书中最令人遗憾的地方就是翠翠与傩送这两个少男少女因为天保的死而没

能在一起。不仅如此，因为是翠翠的爷爷提出了“马路”与“公路”的求亲方式，

天保败给了弟弟的好嗓子，失意满怀地驾船外出，却不幸出了意外，于是傩送便

因哥哥的死怪罪于爷爷，心生怨怼。可是爷爷又有什么错呢？他只是想让自己视

若珍宝的孙女自己选择喜欢的人，这是老一辈人对年轻小辈的疼爱，我们又有什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6%B2%88%E4%BB%8E%E6%96%87&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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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立场去指责他呢？况且，爷爷的心中又何尝没有自责呢？作者留给我们的这个

悲剧性的结尾，也留给我们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除了让人感慨万千的结尾，作者在其他方面的描写同样引入入胜。 

在作者笔下，古老的边城具有桃花源般神奇的美。这里的风光明净旖旎，教

化着朴实的人们。这里的每个人都热情诚实，人人均有君子遗风。“一切莫不极

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美好的道德情操仍在这里发扬光大着。这个时

期的边城，自然风光优美、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船总顺顺的慷慨大

方，爷爷对于职业的坚守和对孙女的舔犊之情，天保和傩送的手足情深……这些

都是现代这个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所缺乏的，能让读者感受到心灵的涤荡，灵魂

的升华。 

但是作者对于封建社会糟粕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沈从文先生同样揭露了民国

时期从中国古代继承下来的陋习，“真真成为他们生意经的，有两件事：买卖船

只，买卖媳妇。”这是边城河街一个以介绍水手为事业，吃水码头饭的“中介中

心”所做出的不良事。 

“那随同川军来湘流落后的妇人”，同过往的商人和水手之间相互纠缠，感

情好的，互相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

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留在岸上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

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这里又能让读者感受到爱情是不分年龄，不分身份

的，即使是风尘女子，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是，男女之间从来就不是平

等的，男人可以轻易地忘掉这段情，把它当作一场艳遇。可是，失了心的女子，

她们怎么走得出来呢？只能在梦里或嬉笑怒骂，或暗自流泪，泼辣的就拿了菜刀

冲那负心汉去。可是那又如何呢，梦里终究是梦里，不管怎样，终是要面对明天

的到来，就像作者所写“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

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

命相似，全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若有多少不同处，不

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近于糊涂一点罢了。”作者以平等且怜悯的眼光看

待每个人，不置褒贬，不至偏颇，却让读者为之一惊，如醍醐灌顶。也许一个好

作家便是如此，能够真正理解每个人生活的不易，看尽世间人情冷暖却依旧真挚

热忱，笔锋显于凌厉，却藏于高古至善，毒辣的目光看得透人间万事，却依旧柔

软悲悯。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中有湘西自然风光的美丽，有生活在其中的形形色色

的人的不同经历，有年轻人之间没有结局的爱情悲剧，也有人性的善，同样也没

有错过人性的恶，这些在作者的笔下娓娓道来，像流水一般平滑顺畅。每个读者

也在这些描写下，有了自己的不同想法。 

人文与传播学院编辑：徐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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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疯狂表象中挖掘崇高灵魂——读《月亮与六便士》有感 

 

索书号：I561.45/199 

馆藏地：东校图书馆二楼东区 

作者：（英）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著 

出版发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09  

ISBN 号：7-5327-3403-X  

 

 

 

 

本书以法国画家高更为原型创作，讲述了一位艺术天才追求梦想的生命历程。

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为了追求自己的绘画梦想，抛妻弃子，远走巴黎，最后流落

到南太平洋的孤岛上，死于麻风病。在临死前，让妻子爱塔将自己的作品付之一

炬。悠长且艰辛的追逐过程中，他抛弃一切所寻找的，不止是理想，还有他最渴

望的灵魂。 

“追逐梦想就是追逐自己的厄运，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看到了月亮。”在

高三奋战高考的日子里，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随即读完了这本书，倍感充盈动

力的同时，心中也充满不解和困惑。斯特里克兰德是疯子还是天才，是什么力量

在支撑他走下去，让一个人备受挫折而不放弃，表露疯狂而又崇高。慢慢地，我

找到了答案，在满是六便士的地上，我始终望向月亮。 

再拿起这本书，矛盾复杂的情感扰乱我的内心。从传统道德的视觉来看，斯

特里克兰德无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更是一个不讲道德的朋友。“我

已经养活了她十七年，为什么她就不能改一改，自力更生呢？”“我不想要爱情，

我没时间谈情说爱。这是人性的弱点。我是个男人，有时我想要一个女人。当我

满足了我的激情后，就准备做其他的事情了。”但从追梦者的角度，他也是崇高

而热烈，悲痛而不幸的。“艺术是什么？艺术是人情感的一种宣泄，艺术运用的

是一种普通人都可以理解的语言。”矛盾就在传统与非传统，追求与束缚，文明

与野蛮交织与碰撞。直到有一天，我读到蒋方舟的一段话：你会选择一条路，这

条路注定了你跟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你的标准是高于这个世界的标准，

所以你会因此孤独而痛苦，但是不要因为这样而放弃，你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高

标准和高要求。原来，天才或常人，各自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斯特里克兰德

不过做出了超脱常人的选择。主人公便在我心中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追逐厄运

的梦想家，天赋极高的奋斗者，践踏世俗的反叛者。卑微与伟大、恶毒与善良、

仇恨与热爱就这样互不排斥的并存在同一颗心中。 

于是我开始思考，月亮与六便士，仅仅是理想与现实吗？好像不是这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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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到了灵魂本身。斯特里克兰德因为内心的召唤，放下了本来不错的生活和可

爱的孩子，毅然决然冲破平凡生活的桎梏，走向绘画这一神圣殿堂。他说：“我

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这种内心的召唤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是他内心最为原始的欲望。这种欲望促使他沿着记忆去寻找幼时的梦想，野蛮原

始而又质朴。最后的巨画也表现出他竭尽全力想要挣脱束缚，甚至自己在做殊死

搏斗，画作上的每个线条都充满野性，令人战栗。在这其中，他的灵魂已然超脱。

我更相信，塔希提岛是斯特里克兰德的理想国，在这里美是无处不在的，他可以

毫无顾忌的绘画，在这里也有得到理解和尊重的爱情。在所有画作付之一炬之时，

理想国轰然倒塌，支离破碎，但斯特里克兰德已经拥有完全蜕变的灵魂。他放下

了六便士，收获了整个月亮。 

脚下是六便士，抬头是月亮。我们做不到为了追求梦想放弃身边的一切，更

不用提及在这其中灵魂的蜕变与重生。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诗意的生活，在低头

追逐赖以温饱的六便士时，抬头看一眼月光。 

人文与传播学院编辑：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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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空间 

浓浓书香意 依依学子情——校友张建向图书馆捐赠图书 

日前，我校杰出校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

员张建博士向图书馆捐赠

一批高品质专业图书。赠

书以国际关系及相关内容

为主，涵盖面广，可读性

强，具有很高的收藏和利

用价值。 

 

3 月 30 日下午，张建博士应邀回校为师生作了题为《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台

湾与香港问题》的学术报告。 

报告交流中，张建博士讲述了在校期间他与图书馆及图书馆老师的依依深情，

青春岁月中的山商图书馆学习时光成为了他珍藏的回忆。“最是书香能致远”，图

书馆是学校文化传播的中心，他非常高兴能把图书捐赠给母校图书馆，为母校的

校园文化建设、教学科研工作尽一份绵薄之力。张建博士还鼓励在校学习的学弟

学妹们，要多读书、乐图书、会读书、读好书，把去图书馆当成习惯，让读书成

为乐趣，让书香助力学业精进。 

图书捐赠既是对母校图书资源建设的倾情奉献，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薪火相承。

此次捐赠进一步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图书馆将做好的赠书的加工利用，使之发

挥最大功效。 

张建，山东工商学院英语专业 2001 级校友，法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

师，硕士、博士分别就读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现任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世界政党与政治研究中心秘书长、港澳研究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

上海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咨询专家，主要从事中美关系、“一国两制”、港澳台问

题、美国对港台政策以及沪港合作研究。主要社会兼职包括：教育部高等学校人

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会评专家、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等。 

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两项、上海社科基金一项，以及中央有关部委研究项目

多项。在《港澳研究》、《台湾研究》、《国际展望》、《太平洋学报》、《统一战线学

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香港《明报》、台湾《旺报》、中评网等

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数百篇。  

副馆长：张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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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书香、传承知识——感谢图书捐赠者 

近期，图书馆陆续收到来自各界人士的捐赠。 

我校校友张建先生将自己精心挑选的两百多册全新的政治类图书捐赠给图

书馆。翻开图书，引人入胜，爱不释手。我学校职工，曲琨老师多次捐赠了个人

收藏的图书百余册，每册图书购于何时何地，字迹娟秀，和着书香，韵味无穷。

图书馆前辈汪廷安馆长获知《科学家精神》这一精彩图书，马上购得五本，推荐

给广大读者。还有我们可爱的同学们，留下图书不留姓名。社会上各界人士或亲

自送书到图书馆，或是邮寄到馆。 

捐赠者用爱心滋润着山商图书馆这片知识沃土，他们的慷慨之举也会激励更

多师生回馈社会。 

图书馆人感谢关心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朋友，也将更努力的让爱心奉献传递，

让书香传递，让知识传承。 

文献采编部：徐简 

莫负春光好时节 

2021 寒假新学期伊始，又一个新的春天到来了。春晓万物生，天地换新颜。

文献借阅部的老师们满含对春日的期盼与祝福，开启了新一年的第一期板报。本

期板报分为两个内容，一是春日感怀，抒发心意，把对新一季的寄语置于工作当

中，寻求突破，不断创新。二是为迎接建党 100周年，倡导党员和群众树立“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新思想，紧密围绕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开展

工作，党建带群建，合力促共建，激发和提高了馆员们的学习热情和服务热情。 

 

文献借阅部 戈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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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风云 

全民阅读连续第八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21 年 3 月 5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在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网、中国政府网

的全国两会文字直播显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一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倡导全民阅读”。自 2014

年全民阅读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连续八年均进入政府工作报告。 

一、政府工作报告中围绕文化建设的重点 

重点 1：过去五年的新成就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围绕文化建设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报告中介绍，过去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教育、

卫生、文化等领域发展取得新成就，教育公平和质量较大提升，医疗卫

生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重点 2：“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

其中围绕文化建设，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社会文明程

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重点 3：2021 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报告中提到，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繁荣新闻

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和档案等事业。加强互联网

内容建设和管理，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倡导全民阅读。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精心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二、“全民阅读”连续第八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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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倡导全民阅读”，这是自 2014 年来，

“全民阅读”连续第八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4—2020 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对于全民阅读的提法： 

2014 年 

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文化艺术、新闻出版、

广播电影电视、档案等事业，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倡导全民阅读。 

2015 年 

提供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国民

素质。 

2016 年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全民阅读，普及科学知识，弘扬

科学精神，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2017 年 

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加强科学普及。 

2018 年 

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 

2019 年 

倡导全民阅读，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2020 年 

倡导全民健身和全民阅读，使全社会充满活力、向上向善。 

2021 年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倡导

全民阅读。 

三、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全民阅读已经成为我国一项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与全民阅

读有关的规划和指导意见： 

2012 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 

201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

《纲要》将全民阅读工程列为“十三五”时期文化重大工程之一，将全民

阅读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我国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

划》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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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全面部署深

入推进全民阅读，提出到 2025 年，通过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基本形成

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全民阅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活动更

加丰富多样，氛围更加浓厚，成效更加凸显，优质阅读内容供给能力显著

增强，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法治化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国民综合阅读率显著提升。 

2021 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1 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提出了

2021 年全民阅读工作的总体要求，部署了重点工作及组织保障等措施。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通知指出，围绕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好 2021 年全民阅读工作，对推动书香社会建设，营

造良好文化氛围，凝聚全国人民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

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部署了 2021 年全民阅读重点工作：着力培根铸魂，深入推进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物的学习阅读，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突出主题主线，紧紧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充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抓实、做好主题阅读工作，组织党员干部精读细

读重点权威党史出版物，在广大群众中深入做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重点出版物阅读推广。深入基层群众，加强优质

出版内容供给，优化基层阅读资源配置，改善公共场所阅读条件，更好满

足人民阅读新期待。加大服务力度，倡导家庭阅读、亲子阅读，重视保障

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加强面向

残障人士、务工人员等群体的阅读服务，有针对性地做好重点和特殊人群

的阅读工作。立足本地特色，挖掘区域资源，打造和巩固符合本地需求的

品牌阅读活动，提升地区品牌阅读活动的群众参与度、辐射面和号召力。

创新方法手段，主动适应信息技术条件下数字阅读方式更便捷、更广泛的

特点，积极推动全民阅读工作与新媒体技术紧密结合。扩大宣传效果，加

大对全民阅读的宣传报道力度，推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的新风尚。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SRVJs0yMoeCwOjChNHIFjw 

https://mp.weixin.qq.com/s/rQSRv3y1HUrKJI_Xv2yieg 

副馆长：张毅君节选、编辑 

https://mp.weixin.qq.com/s/SRVJs0yMoeCwOjChNHIFjw
https://mp.weixin.qq.com/s/rQSRv3y1HUrKJI_Xv2yi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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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线图情 2020 年度 10 大图情要闻 

一、国内首部图书馆口述史纪录片《口述国图》引发关注  

2020 年 1 月 2 日，由国家图书馆摄制的口述史纪录片《口述国图》在国家

图书馆学津堂举行北京首映式。106分钟的纪录片，以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国家

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将这位 110岁“老人”的故事娓娓道来，这是国内第一部记

录和展现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口述史纪录片。9 月 21 日，国家图书馆策划并

举办了“纪录片与口述史的文献价值——《口述国图》研讨会”。12 月 16 日，

国家图书馆因口述史纪录片《口述国图》荣获由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组委

会颁发的 2020年中国十大纪录片推动者。  

二、《数字图书馆资源管理指南》发布  

2020 年 1 月 6 日，由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联席会议组织研制、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负责起草的《数字图书馆资源管理指南》正式发布。该指南

从资源建设管理、资源技术管理、资源权益管理、资源资产管理和资源保障效益

管理等五个方面对数字图书馆资源管理的内容和核心工作进行了重点阐述，同时

也强调了重视资源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探讨数字图书馆资源的

统筹管理、扩大数字资源共享规模与深度的重要性，为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

务机构开展资源管理规划和实务提供重要参考。  

三、国内图书馆界积极行动同心战“疫”  

2020 年 1 月以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我国各地图书馆根

据政府部署以及相关防疫要求，采取闭馆、消毒、限流、测温等多种防控措施，

同时，利用互联网、广电网平台和数字资源，纷纷推出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线

上阅读不打烊服务，建设“方舱书屋”，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以书香战“疫”，

让广大读者足不出户即可尽享公共文化服务，交流获取防疫讯息和最新疫情情况，

满足疫情期间群众的文化需求。2月以来，各地图书馆纷纷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

集抗击疫情的相关文献资料，启动中国战“疫”记忆库建设项目，建立抗疫文献

馆，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保存和开发利用，以记录这段特殊的抗疫历程，

弘扬抗疫精神。此外，我国图书馆人还开展了读者证抖音爱心传递活动、“驰援

武汉 共克时艰”捐赠行动等，为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及湖北省其他地区奉献爱心、

贡献力量。  

四、“东莞图书馆农民工留言”事件刷屏全网引发热议  

2020年 6月 24日，54岁湖北农民工吴桂春临别东莞时，在东莞图书馆留言，

称来东莞 17 年，来图书馆看书有 12 年，“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

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他的 100 多字的留言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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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网上被刷屏，网友们纷纷点赞，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全国上百家媒体追踪报

道，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新华社等媒体大篇幅追踪报道，其微博话题讨论超

1.5亿次，无数网友被感动，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图书馆的更多思考，感慨“图书

馆让东莞这座城市更有温度”。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2020 年 7 月 3 日，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草案内容共 7 章 51 条，主要包括：确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以及风险评估、监测

预警和应急处置等数据安全管理各项基本制度；明确开展数据活动的组织、个人

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规定支持

促进数据安全与发展的措施；建立保障政务数据安全和推动政务数据开放的制度

措施。  

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迎来建院 100 周年  

2020 年 10 月 18 日，“百年积淀，再启华章——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100

周年暨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学科发展论坛”在武汉大学新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致力于培养复合型信息管理高级人才和信息职业领导者，

是我国历史最悠久、办学规模最大、学科实力雄厚的信息管理教学与研究机构。

围绕学院 100周年暨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学科论坛，该院先后举办了研究生科研

成果展、彭斐章邓铭康先生向武汉大学捐赠签约仪式暨《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

自述》新书发布会等系列活动。  

七、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  

2020 年 10 月，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意见指

出，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

途径，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

要意义。意见明确，到 2025 年，通过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基本形成覆盖城

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全民阅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活动更加丰富多样，

氛围更加浓厚，成效更加凸显，优质阅读内容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建设

更加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法治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民综合阅读率

显著提升。  

八、《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有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共图

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文化和旅游部组织起草了《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

息处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20 年 11 月 12 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

布公告，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管理办法》共七章三十六条，明确了公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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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的目的原则、责任划分、处置范围、处置方式和基本

程序、处置收入管理以及管理监督等内容。  

九、全国古籍普查完成 90%，修复古籍超 360 万叶  

文化和旅游部 11月 1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

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介绍入选珍贵古籍和重点保护单位特点及加

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有关情况。会上介绍，到 2020年年底，全国古籍登记累计 270

余万条，24 个省份基本完成汉文普查，2760 家古籍存藏单位完成普查登记，全

国古籍普查 90%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工作陆续开展，

先后成立了 12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实施了“天禄琳琅”等重点古籍修复项

目，加强珍贵古籍抢救修复，累计修复古籍超过 360万页。  

十、图书馆界聚焦高质量发展，谋划“十四五”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擘画之

年，各级各类图书馆纷纷将“十四五”规划列为工作重点。11月 17日至 19日，

公共图书馆“十四五”规划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图书馆举行，会议的主题是“规划·全

视角 发展·高质量”，集中探讨“十四五”时期公共图书馆发展战略与对策，以

促进公共图书馆的高质量发展和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繁荣。11月 26日，“第

二届中国高校智慧图书馆（馆长）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举行，论坛的主

题为“展望‘十四五’，促进智慧图书馆大发展”。  

来源：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93906 

e 线图情 2020 年度 10 大国际动态 

一、国际图书馆界迎难而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2020 年春季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并不断加剧，世界各国图

书馆均深受影响，被迫暂时或长期闭馆并取消线下活动。而与此同时，国际图书

馆界也在充分发挥图书馆的韧性、创新性和服务意识，积极调整运营方式，推动

数字化转型，继续为社区民众提供所需服务。图书馆领域的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图

书馆协会和领导机构积极组织开展相关调研规划，为疫情期间图书馆安全有序恢

复开放提供帮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际图联等呼吁化疫情危机为机会，加

大对文献遗产的保存和获取。国际图联专门创建了和疫情相关的常见问题解答网

页，征集汇总全球图书馆抗疫经验和案例，鼓励就此进行分享。  

二、首届东盟公共图书馆员区域会议在菲律宾举行  

首届东盟公共图书馆员区域会议（ASEAN Regional Conference of Public 

Librarians）于 2020 年 3月 10日至 13日在菲律宾帕赛市举行，会议主题是“东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9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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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家的图书馆、艺术和文化：激励、创新、合作”（ASEAN Libraries，Arts，

and Culture：Inspire，Innovate，and Collaborate）。  

三、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撤销电子书禁售令  

2020 年 3 月 17 日，全球出版业巨头之一麦克米伦出版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s）宣布，该公司将恢复 2019年 10月 31日时的图书馆电子书定价模式，

撤销禁止向图书馆销售新书的决策。后者于 2019年 11月 1日生效，规定“麦克

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的每本电子书上市前 8周内，一家图书馆无论规模大小，只能

购买一‘本’电子书”。该禁售令曾引发图书馆的广泛不满与抗议。  

四、2020 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因疫情取消  

2020 年 4 月 9 日，国际图联宣布，原定于 8 月 15 日至 21 日在爱尔兰都柏

林举行的 2020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暨第 86届国际图联大会，因疫

情影响取消。这是自 1946年以来国际图联首次中断举办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而在 3月份，国际图联即已关闭了其位于荷兰海牙的总部办公室，改为远程办公。  

五、国际图联着手对《公共图书馆宣言》进行修订  

2020 年 6 月 4 日，国际图联在官网通报了《公共图书馆宣言》2020 年复审

修订工作的进展。为了确保《宣言》所主张的思想紧跟当今全球图书馆界、各国

政府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发展，反映出当今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国际图联公共图书

馆组在 2020 年着手对《宣言》展开复审，广泛听取图书馆界的声音，以此来确

定相应内容的修订更新。至 2020年 5月 31日，国际图联完成了一项关于《宣言》

的可用性和有效性的调查，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750多名图书馆员的反馈信

息。  

六、“欧洲图书馆建筑”网站正式上线  

2020 年 6月 22 日，欧洲研究型图书馆协会（LIBER）与 LIBER 建筑小组联

合开发的“欧洲图书馆建筑”（Library buildings in Europe）网站正式上线。网址

为 https://www.librarybuildings.eu/。该网站的创建是为了鼓励和支持从事图书馆

建筑项目（如新建馆舍、馆舍扩建、馆舍翻新、室内空间重新设计）的人士，以

便人们了解最新趋势，分享知识和经验，相互学习，相互联系。  

七、2020 年国际图联国际营销奖获胜者揭晓  

2020 年 7 月 22 日，国际图联管理与营销组与赞助方加拿大 PressReader 公

司宣布了 2020年 IFLA PressReader 国际营销奖的 10个最佳项目，包括冠亚季军

获奖机构，以及其他七个入围项目。中国佛山市图书馆的“邻里图书馆”项目摘

得桂冠，加拿大大维多利亚地区公共图书馆、西班牙穆尔西亚公共图书馆分别获

得亚军、季军。此外，中国的宁波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也成功入围前十。  

八、第 22 届国际灰色文献大会聚焦灰色文献在多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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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月 19 日，第 22届国际灰色文献大会（GL2020）以虚拟形式举办

了会议，主题是“灰色文献在科学与社会中的应用”（Applications of Grey 

Literatur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会议指出，随着多年来的发展，已有众多领

域日益积极地参与到灰色文献的生产、出版和利用中，为此，此次会议面向政府、

学术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开放，对农业、林业、渔业、经济学、信息科学、生

物医学、地球科学等不同行业多个领域中灰色文献的利用情况展开探讨。  

九、国际图联发布《关于图书馆与开放、善治的声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围绕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6——和平、正义

与强大机构，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通过《关于图书馆与开放、善治的声明》

（Statement on Libraries and Open and Good Governance），该声明就如何充分利用

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来改进政策制定方式和政策落地实施，为政府和其他相关方提

供了建议。国际图联向其成员和其他人士提供了这份声明，供他们在宣传工作中

使用。国际图联的政府信息与官方出版物组、政府图书馆组、法律图书馆组、议

会图书馆与研究服务组参与编写该声明。  

十、欧盟委员会发布《数字服务法》草案  

2020 年 12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两份数字新规草案：《数字服务法》

（Digital Services Act）和《数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s Act），引发了极大关注。

其中《数字服务法》针对的是拥有超过 4500 万用户的“超大型平台”，要求其对

其平台上的内容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平台须主动寻找和处理非法内容，监视其

市场中是否存在危险的第三方产品，并建立工具或流程，例如报告功能、验证、

年度审核和新的透明度措施，否则将面临相当于年营业额 6％的罚款。 

来源：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93907 

副馆长：沙淑欣节选、编辑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9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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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发现 

试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课程数据库 

访问入口：https://www.sizhengke.net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课程数据库”（简称“思政课数据库”）

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出版集团、国家行政学院音像出版社主办，由

中科软股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是目前国内最权威的思政类视频

课程数据库。 

秉承“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基本原则，依托中共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的权威师资力量，以及外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各大部委等单位的众多专家学者，“思政课数据库”现已形成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包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史国史国情、五位一体总布局、形势与政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等九大专辑的完整课程体系。 

“思政课数据库”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为主线，以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文化素养为重点，遵循高校思政课教学规律设

计课程内容，既提供了权威的思政课视频课程、教案讲稿、习题作业等教学资源，

又提供了教学辅助和自主学习等应用功能；既是思政课教学参考智库，也是辅助

教师提高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和学生的

思政课自主化学习平台。 

移动端：扫描下列二维码获取移动端。 

 

试用：中国知网-中国党建知识资源总库 

访问入口：https://dysw.cnki.net/ 

试用时间：2021 年 3月 19日开始 

访问方式：学校 IP 范围内使用 

数据库简介： 

《中国党建知识资源总库》是信息量丰富、资源类型全面的大型、动态党建

https://www.sizhengke.net/
https://dys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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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系统。内容覆盖党建理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

建设、制度建设、人才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对外工作、党的领导、党史

研究与文献 12 个方面，具有权威性、实用性、便捷性等特点，是全国各级党政

机关、科研机构、学校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党建党史知识、

交流党建先进经验、开展党建学术研究的必备文献资料保障，从理论与实践结合

的角度，为党政工作者、研究者、学习者提供全面翔实的实践指导与学习参考。

产品根据各行业党建特点，开设国企党建、机关党建、高校党建等基层党建栏目，

并根据时事政治不断开设热点专题，目前开设专题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专题、十九届四中全会、人民战“疫”党旗飘扬等。 

数据库收录 250 种中国优秀党建期刊及 6000 多种综合性相关期刊、300 余

种国内党报、100 余家博士培养单位的博士学位论文、200 余家硕士培养单位的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约 390 余家各学会/协会重要会议论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文献遴选、整合和推送。 

咨询反馈：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电话：6903615-8216、8701、8215 

邮件：tsgzxb@sdtbu.edu.cn 

信息咨询部：董宁 

新书推荐 

《图解世界精英思维》/ 崔洋著；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 

索书号：B804/121 

馆藏地：东校二楼东区 

本书采用图解的形式，从自我成长的角度，为大家介绍

了全球成功人士都具备的精英思维。全书分为八章，分别从

认知思维、目标思维、团队思维、情绪思维、格局思维、发

展思维、突破思维等多个方面，并结合中外经典案例，解析

和探讨每一种思维定律、效应和法则的内涵及其应用之道。 

 

《逻辑力：高手是怎么思考和说话的》/朝晖著；中华

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20 

索书号：B81/94 

馆藏地：东校二楼东区 

本书介绍逻辑的概念、组成、规律等基本原理，帮助读

者打破思维定势，识别逻辑谬误，提升表达的逻辑性。具体

内容包括：为什么我们需要逻辑思维、对事物提出正确与否

的判断、合情合理地推导出新结论、将纷繁复杂的信息条分

缕析、解决问题时不忘触类旁通等。 

http://mailto:tsgzxb@sdt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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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成为最好的女子》/蔡澜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0 

索书号：B825.5/4 

馆藏地：东校二楼东区 

本书是蔡澜七十多年与女人打交道得出来的经验，他

或犀利辛辣，或温和淡定，或郑重朴实，以不同的角度和

深度，一边指出女人的问题，一边又给予积极的鼓励。每

个女人都有自己的难题，愿我们能从蔡澜这里中找到自己

的答案。 

 

 

《人生的智慧》/(德) 阿图尔·叔本华著； 王晋华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20 

索书号：B516.41/1C 

馆藏地：东校二楼东区 

本书摒弃了晦涩难懂的哲学概念，是一本通俗实用的

哲学入门经典。书中讨论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通过此书，你将彻底读懂什么是人生，怎样获取人生的幸

福，如何宠辱不惊地幸福度过一生。 

 

 

 

《发脾气是本能，控制脾气是本事》/李涵著；企业管

理出版社，2020 

索书号：B842/466 

馆藏地：东校二楼东区 

沟通，70%是情绪，30%是内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它会变成你成功的优秀助攻，本书教你沟通内容之前，怎

么控制自己的情绪。 

本书立足于实际生活，通过实用且有趣的例子，告诉

读者怎么收起发脾气的本能，展现出自己控制情绪的本事。

教你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如何控制自己的心情和欲望，

如何在脾气突如其来的瞬间百忍成金，成为一个脾气好、运气好、幸福多的人。 

 

《大器晚成：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美) 里奇·卡

尔加德（Rich Karlgaard）著；范斌珍译；天津科学技术出

版社，2020 

索书号：B848/1627 

馆藏地：东校二楼东区 

本书告诉读者大器晚成者就是指比预期较晚发挥潜能

的人，他们通常具有他人起初没有看到的天赋，并且会频

频以新颖和出人意料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潜能，让身边最

亲近的人都大吃一惊。他们并不打算迎合父母或社会的期

望，但他们会按照自己的计划，稳扎稳打，不断前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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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独有的方式实现人生的终极目标。 

 

 

《人生即修行：王阳明传》/梁启超等著；应急管理

出版社，2020 

索书号：B248.25/32 

馆藏地：东校二楼东区 

本书内容涉及王阳明一生的生平和思想。作者综合前

人的研究，讲述了王阳明的少年，青年，到明朝高级军事

统帅的历程。同时，阐述了王阳明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

综合研究，更提出知行合一思想，这也是阳明先生学术精

髓。 

 

文献采编部：张传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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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商专栏 

图书推荐 

《家族财富管理调研报告》  

作 者：家族财富管理调研报告课题组著 

出版发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09 

ISBN 号：978-7-5201-7206-6 

中图法分类号：F279.245  

内容提要：本报告拟从机构（含市场）、产品服务和监管

政策等维度总结过去十年家族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情况，

展望下一个十年的发展趋势。一、机构市场篇从组织架构、业务模式（或盈利模

式）、产品服务体系（概述）、增值服务、风控体系、人力资源、IT 系统建设

等维度分析私人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非金融机构（含三方财

富和家族办公室）等家族财富管理业务参与机构的情况。二、产品服务篇金融服

务，从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和慈善信托等维度阐释不同类型参与机构的金融服

务内容、创新案例、存在的问题及优劣对比等。非金融服务，从家族宪章、家族

委员会等维度阐释不同类型参与的非金融服务情况，以及消费信托、股权信托等

创新服务类型。三、监管政策篇国内篇，总结国内资管市场尤其是与家族财富管

理业务相关的监管政策演变之路，兼顾重点监管政策的评述，如资管新规等。国

际篇，总结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政策演变情况，可重点关注与私人银行、家

族信托业务相关的监管或税务等政策。四、总结展望篇在对前述三篇内容进行简

要总结的基础上，继续从前述三个维度展望下一个十年的发展趋势。 

 

 

《财富管理学》  

作 者：白光昭主编 

出版发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08 

ISBN 号：978-7-302-55820-0 

中图法分类号：F830.593 

内容提要： 本书首先，结合财富管理过程，以财富管

理理论为基础，阐述了财富管理机构、财富管理产品及服

务、财富管理市场、财富管理客户、财富管理监管与风险防范。其次，介绍了财

富管理热点和发展趋势，包括公益与慈善管理、财富管理中心建设、当代财富管

理行业发展新趋势、财富管理环境。再次，围绕财商教育问题分析了社会上出现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5%AE%B6%E6%97%8F%E8%B4%A2%E5%AF%8C%E7%AE%A1%E7%90%86%E8%B0%83%E7%A0%94%E6%8A%A5%E5%91%8A%E8%AF%BE%E9%A2%98%E7%BB%84&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7%99%BD%E5%85%89%E6%98%AD&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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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财富管理现象，以及财富管理教育、财富管理心理问题。最后是面向世界，

探讨财富管理的全球化。 

 

 

《中国慈善信托法基本原理》  

作 者：赵廉慧著 

出版发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1 

ISBN 号：78-7-5203-7352-4 

中图法分类号：D912.280.1 （政治、法律->法律（D9）

->法学各部门->金融法） 

内容提要：本书从慈善法和慈善信托法的关系，慈善信

托法和信托法的关系，慈善信托法的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关系，国外法和国内法的

关系等四个理论维度展开。研究慈善信托法律制度的时候，参考先进国家的制度

和理论内核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如何在我国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对慈善信托法的

原理和制度进行合乎逻辑的解释，催生中国慈善信托法的自洽话语体系，才是本

书稿的核心关切。本书稿对现行慈善信托相关法律规则进行体系的理论化解读，

在分析具体规则的过程中呈现慈善信托法的理念和制度价值，发现既有规范的内

在逻辑，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信托法解释论。 

 

 

《英国慈善史》  

出版发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10 

ISBN 号：978-7-5201-7061-1 

内容提要：本书是完整介绍英国近代慈善事业转型

的重要学术作品。作者用 70多万字的篇幅介绍了英国慈

善事业如何从 17世纪中期的伊丽莎白体系，途径维多利

亚体系，最终成功转型到现代的福利国家体系。1601年，

伊丽莎白女王通过《慈善用益法》，为英国的近现代慈

善事业奠定了基础，但这部法律也存在，对慈善事业的范畴限定过死、对慈善目

的的变更限定过严、对慈善遗赠的财产种类限定过窄等问题。随着英国完成宗教

改革，社会阶层逐步完成更替，一种全新的公益事业开始登上舞台。于是，英国

出现了大量社会实践活动家，他们创办医院、学校，并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调查。

这些举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

家开始成为时代主流。政府大面积接手原本为私人慈善组织所占据的领域，开始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8%B5%B5%E5%BB%89%E6%85%A7&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channel=search&Field=&fenleiID=04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channel=search&Field=&fenleiID=0410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channel=search&Field=&fenleiID=0410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channel=search&Field=&fenleiID=041002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channel=search&Field=&fenleiID=04100205


38 
 

有组织，有系统的搭建一套国家福利体系。本书对这一历史脉络做了全面梳理，

并用大量的历史史实、报章评论、文献资料等对每个阶段的情况做了说明。 

 

 

《逻辑重述 家族财富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作 者：张钧，张晓初，赖逸凡，胡弯，梁嘉颖 

出版发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10 

ISBN 号：978-7-218-14536-5 

内容提要：本书是“家族世代·家族财富管理整体解

决方案实战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划分为本立、道生、家

和与世丰四篇，共 27 章、108篇文章，主线是从背景出发

走向未来，结合全球财富管理环境逐步“透明化”的大背景进行分析，以“家族

生态系统”解决财富管理整体解决方案的高度问题，以“家族力”解决财富管理

整体解决方案的深度问题，以“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及“家族（企业）治

理”解决财富管理整体解决方案的宽度问题，为具有家族财富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诉求的财富家族及财富管理专业人士提供系统支持。 

论文推荐 

金融素养、家庭财富与家庭创业决策//贾立谭，雯阿布木乃/四川大学经济

学院 

摘 要：本文利用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金融素

养、家庭财富与家庭创业决策三者之间的关系。整体上，金融素养的提高显著增

加了家庭参与创业的可能性，但家庭参与创业面临着“财富约束效应”；而金融

素养对家庭财富具有替代作用，提高金融素养有效缓解了家庭的“财富约束效应”，

促进家庭参与创业。同时，研究发现家庭财富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并不存在明

显的城乡差异，但金融素养更能缓解农村家庭创业所面临的“财富约束效应”。

另外，提高金融素养能有效缓解家庭的信贷约束，增加其风险偏好，间接地促进

创业。 

关键词：金融素养；金融教育；家庭财富；创业决策；企业家能力；财富管

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来源及全文链接：《西南金融》 

https://jour.duxiu.com/JourDetail.jsp?dxNumber=100289544432&d=16B089E51

57FB0C4D19CCEC83ECC1BF1&fenlei=06110303;|0603080802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5%BC%A0%E9%92%A7&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5%BC%A0%E6%99%93%E5%88%9D&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8%B5%96%E9%80%B8%E5%87%A1&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8%83%A1%E5%BC%AF&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s://book.duxiu.com/search?sw=%E6%A2%81%E5%98%89%E9%A2%96&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9%87%91%E8%9E%8D%E7%B4%A0%E5%85%BB&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9%87%91%E8%9E%8D%E6%95%99%E8%82%B2&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5%AE%B6%E5%BA%AD%E8%B4%A2%E5%AF%8C&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5%88%9B%E4%B8%9A%E5%86%B3%E7%AD%96&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4%BC%81%E4%B8%9A%E5%AE%B6%E8%83%BD%E5%8A%9B&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8%B4%A2%E5%AF%8C%E7%AE%A1%E7%90%86&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8%B4%A2%E5%AF%8C%E7%AE%A1%E7%90%86&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4%BA%BA%E5%8A%9B%E8%B5%84%E6%9C%AC&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7%A4%BE%E4%BC%9A%E8%B5%84%E6%9C%AC&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JourDetail.jsp?dxNumber=100289544432&d=16B089E5157FB0C4D19CCEC83ECC1BF1&fenlei=06110303;|0603080802
https://jour.duxiu.com/JourDetail.jsp?dxNumber=100289544432&d=16B089E5157FB0C4D19CCEC83ECC1BF1&fenlei=06110303;|060308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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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信心、资产财富与居民消费行为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结构的解释

/卢现祥，李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 ：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家庭财富不断增加，而消费却持续低迷。首先，

从宏观角度出发，将消费者信心加入资产—消费模型分析消费者信心与资产财富

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者信心使金融资产财富对城镇居民总消

费的影响由负向抑制转为正向促进，却增强了房产财富对城镇居民总消费的负向

抑制作用，消费者信心与资产财富对不同消费项目的作用存在差异。基于要素市

场理论，从微观层面的家庭资产配置结构角度做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家庭资产

配置结构越扭曲，即房产占比越高，越不利于家庭消费。因此，推进土地要素市

场化改革，促进资产市场发展，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导致房价上涨的因素，改善家

庭资产配置结构，稳定经济给居民创造良好的预期，提升居民消费水平。 

关键词 ： 消费者信心；房产；金融资产；资产配置结构；消费 

来源及全文链接：《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https://jour.duxiu.com/JourDetail.jsp?dxNumber=100288726019&d=DFAA8F49

B5D78193F7AAB81FF840E66B&fenlei=0602020701;|061103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发展——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分析视角/

徐道稳/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转型经历了复苏、管控、规范化、大

众化和法治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慈善理念逐步从行善积德向社会变革

转变，慈善主体从政府主导向社会主导转变，慈善领域从扶贫济困向社会公益转

变，慈善方式从一元向多元转变。我国慈善事业的转型发展是随着国家发展战略

的变迁而逐步展开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

慈善事业实现了从“求生存”向“谋发展”转变。在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下，慈

善事业不仅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正在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进步

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改革开放；慈善事业；转型发展；国家发展战略 

来源及全文链接：《社会科学》 

https://jour.duxiu.com/JourDetail.jsp?dxNumber=100289378796&d=090D3EEA

6D02024D15C374617AB6B1DB&fenlei=0407050407 

 

住房财富与劳动参与决策：基于 CFPS 数据的分析/姚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在理论分析住房财富对劳动参与决策影响的基础上，采用 CFPS 2010

年、2012年、2014年和 2016年四期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住房财富对个体劳

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住房财富对个体劳动参与决策产生显著正向

影响。具体来讲，住房财富每增加 10%，个体劳动参与提高 0.02-0.06 个百分点。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6%B6%88%E8%B4%B9%E8%80%85%E4%BF%A1%E5%BF%83&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6%88%BF%E4%BA%A7&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9%87%91%E8%9E%8D%E8%B5%84%E4%BA%A7&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8%B5%84%E4%BA%A7%E9%85%8D%E7%BD%AE%E7%BB%93%E6%9E%84&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6%B6%88%E8%B4%B9&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JourDetail.jsp?dxNumber=100288726019&d=DFAA8F49B5D78193F7AAB81FF840E66B&fenlei=0602020701;|06110303
https://jour.duxiu.com/JourDetail.jsp?dxNumber=100288726019&d=DFAA8F49B5D78193F7AAB81FF840E66B&fenlei=0602020701;|0611030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6%94%B9%E9%9D%A9%E5%BC%80%E6%94%BE&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6%85%88%E5%96%84%E4%BA%8B%E4%B8%9A&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8%BD%AC%E5%9E%8B%E5%8F%91%E5%B1%95&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5%9B%BD%E5%AE%B6%E5%8F%91%E5%B1%95%E6%88%98%E7%95%A5&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3
https://jour.duxiu.com/JourDetail.jsp?dxNumber=100289378796&d=090D3EEA6D02024D15C374617AB6B1DB&fenlei=0407050407
https://jour.duxiu.com/JourDetail.jsp?dxNumber=100289378796&d=090D3EEA6D02024D15C374617AB6B1DB&fenlei=040705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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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利用居住在同一个村/居的平均住房财富价值作为家庭住

房财富的工具变量，采用 IV Probit 和 2SLS 分别进行估计，仍然得到了稳健的结

果。进一步检验家庭住房财富影响个体劳动参与决策的机制表明，住房财富主要

通过财富效应、成本效应和预期效应等渠道影响个体劳动参与决策。 

关键词 ： 住房财富；劳动参与决策；CFPS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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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anthrocapitalism as wealth management strategy: Philanthropy, inheritance 

and succession planning among the global elite/ Sklair, Jessica; Glucksberg, Luna 

Abstract: In the resurgence of interest in inheritance flows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Piketty's work,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affective practices that ensure 

the success of inheritance processes as wealth moves down generations of dynastic 

famil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se practices, drawing on research among wealth 

managers, philanthropy advisors, family offices and their clients, to show how 

philanthropy is promoted by advisors to the wealthy as a tool to support inheritance 

and 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 planning. In this process, advisors draw on the 

philanthropic imagination to style wealthy families as custodians of both private 

capital and the common good, thus mirroring the narratives used by 

philanthrocapitalists to legitimise their wealth in the public sphere. Here, however, the 

discourse of philanthrocapitalism is turned inwards to the private realm of the family, 

to persuade younger generations to rally around the collective project of the 

custodianship of wealth. By bringing together research on philanthropy and 

inheritance,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growing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on elites and 

the global inequalities driven by their accumulation of wealth. It shows how wealth 

accumulation i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not only on the mechanics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heritance flows, but also on affective wealth management strategies 

framed around ethical notions of kinship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elites; family offices; inheritance; philanthropy; wealth m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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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of pension management fees and effects on pension wealth/ Bernal, Noelia; 

Olivera, Javier 

Abstract: To shed light on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choice on pension wealth, we 

study a policy change to the management fees of pension funds implemented by 

Peru's government in 2013. The reform established a new balance fee as a default 

option; this fee is calculated as a percentage of the pension balance. Each individual 

had the initial option of keeping the previous management fee, a load factor fee 

calculated as a percentage of the individual's salary. We use administrative data to 

simulate pension balances based on the individual's choice of fee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factual.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form has been potentially 

adverse to 63.1% of individuals, of whom 41.4% were assigned to the default option 

and 21.7% voluntarily chose the load fee. These results reflect both the potentially 

negative unintended effects of the policy and an alarming lack of financial literacy 

among citizens. We also detect heterogeneity in the intensity of the losses and gains 

due to the reform, which caused greater losses than gains. In particular, younger and 

poorer individuals, as well as those automatically assigned to the balance fee, 

experienced higher losses. Moreover, the new fee scheme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increasing inequality between individuals' pension wealth. (C) 2020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Elsevier B.V. 

Keywords: Pension savings; Management fees;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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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mine to emerging wealth: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abandoned 

underground coal mine reutilization on a waste management level/ Cui, 

Chao-Qun; Wang, Bing; Zhao, Yi-Xin 

Abstract: Abandoned coal mine reutiliza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ining industry. Scientific decisions on reuse modes are a 

prerequisite and crucial issue to efficiently explore the idle resources of abandoned 

mines. This paper classified the reuse modes into 6 types with 19 sub-patterns and 

generalized the influence conditions into 3 categories with 17 sub-indexes, including 

mine conditions, natural and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supplementar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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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data sources. A logical deduction method named 

"condition-mode" was proposed from the constraint conditions and their degree of 

constraint to select the preliminary reutilization patterns of abandoned mines. Finally, 

a practical example of the Beijing west mining area was introduced to demonstrate the 

applic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method can be employed to select some potential reuse patterns for abandoned 

underground coal mines. The most important implications are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more detailed analyses and techno-economic appraisals on multiple schemes from 

these decision results, which suggests a stepwise integration approach to generate a 

more promising subset of inference results.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use of underground coal mines that have been closed or will be closed. (C) 2019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Keywords: Abandoned mine; Reuse metho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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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ells of money Identifying "good" clients on the wealth management 

market/ Herlin-Giret, Camille 

Abstract: While economic sociologists have produced a large literature on 

arranaements for auiding buyers when they face uncertainty, the way professionals 

choose their clients has not been studied much. Focusing on wealth manager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o channel a potential clientele, they also have to identify and select 

clients. Looking closely at the criteria that wealth managers are attentive to in 

identifying such clients brings to light these professionals' own representations of 

wealth. This empirical study proceeds by way of interviews with wealth managers and 

study of a journal focused on wealth management issues and aimed at a professional 

readership. We first analyze how wealth managers try to hide the market dimen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clients to attract them. We focus then on two simple tools they 

use to identify the targeted clientele, showing that they are not sufficient to explain 

how clients circulate on markets. Last, we examine the race to attract a particular 

clientele "new money" presented as the most highly prized on wealth management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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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urity mismatch and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bank issued 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 in China/ Luo, Ronghua; Fang, Hongyan; Liu, Jinjin; Zhao, 

Senyang 

Abstract: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issued a multitude of 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 (WMPs) from 2009 to 2016. These products are largely short-term, but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capital is allocated to long-term investments. In this paper, 

we first construct a measure of WMP maturity mismatch for each bank in each quarter 

using R(2)s from regressing expected yields of WMPs on expected yields of banks' 

generally claimed investment assets. The degree of maturity mismatch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banks' quarter-end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NPLR), after accounting for 

time-varying bank characteristics, bank and time fixed effect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severer mismatch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NPLR. Cross-sectionally, the 

positive relation is stronger in big banks and when banks had a larger NPLR in the 

previous quarter. The results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regulated commercial banks use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xploit maturity mismatch in their issued WMPs to evade 

regulator's credit risk monitoring. (C) 2019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 

Keywords: 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 Maturity mismatch;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URL: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

eralSearch&qid=9&SID=6ACfUEXhjczNvIc2A9l&page=1&doc=7 

信息咨询部：范帅帅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9&SID=6ACfUEXhjczNvIc2A9l&page=1&doc=6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9&SID=6ACfUEXhjczNvIc2A9l&page=1&doc=6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9&SID=6ACfUEXhjczNvIc2A9l&page=1&doc=7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9&SID=6ACfUEXhjczNvIc2A9l&page=1&doc=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