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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信息 

山东省高校图书馆 2006 年工作年会召开 
2006年 5月 14—17日，山东省高校图书馆 2006年工作年会在山东理工大学杏园宾馆

召开。山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宋伯宁处长主持会议，山东省教育厅宋承祥副厅长、教育部高教

司教学条件处李晓明处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指导委员会朱强秘书长、山东理工大学

张新义副校长及淄博市委有关领导应邀到会致辞祝贺。我馆丁德碧、隋风秋两位馆长参加了

会议。 

会议期间，山东省教育厅宋承祥副厅长介绍了全国高等教育形式和山东省高等教育状况；

山东理工大学张新义副校长致欢迎词并介绍了山东理工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山东省高校图

书工作委员会韩子军秘书长作了《2006年山东省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报告》；教育部高等

学校图书情报指导委员会朱强秘书长作了《试论学术图书馆的转型与发展》报告；教育部高

教司教学条件处李晓明处长结合高等院校本科教学条件评估谈高校图书馆工作注意事项；山

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赵善伦馆长就评估问题介绍经验，并着重介绍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评估方

面的经验；山东大学图书馆姜宝良副馆长就本年度全省高校电子资源集团采购情况作了汇报；

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王效岳馆长就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的队伍建设、信息素质教育、学术研

究等情况作大会交流。专题报告后，馆长们根据各位领导、专家的报告结合图书馆现状进行

了充分讨论，尤其是对《山东省普通高等院校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了反复论证。 

这次会议总结了前期工作，布置了 2006年工作任务，对研究加强图书馆的科学管理，

提高高校图书馆的办馆水平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馆长：丁德碧 

烟台市图书馆学会三届二次会员代表会议召开 
4 月 13 日，烟台市图书馆学会三届二次会员代表会议在东海宾馆召开。烟台市文化局

的领导和来自全市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及企事业单位图书馆的代表近 40 人参加

了会议。 

会议由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苏洪泰，烟台市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工商

学院图书馆馆长丁德碧主持。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增补理事、常务理事及名

誉理事长名单。会议回顾了市图书馆学会 2003 年以来的工作，总结了学会在学术讲座、业

务研究、服务宣传、组织建设和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议定于 2006 年继续举办两期

“新世纪图书馆学信息学系列学术讲座”；完成《烟台文献综录》的编写和出版；举办以“网

络环境下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为主题的市图书馆学会首届学术年会；筹建“烟台市图

书馆学会网站”，搭建馆际交流平台；今年全国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期间，组织本市各系统图

书馆继续在市区文化广场举办服务宣传活动。医院图书馆委员会、读者工作委员会、采访工

作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分别介绍了 2006 年工作打算。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对

学会 2006年工作计划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提议。 

烟台市文化局副局长、市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长孙旭明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会议一致

认为，今后应该在实现资源共享、开展信息服务、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素质等几个方面加强

协作，营造出有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大环境，促进烟台市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烟台市的

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副馆长：于维娟 

烟台市图书馆学会采访工作委员会成立 
5月 26日上午，在鲁东大学图书馆召开了烟台市图书馆学会采访工作委员会筹备会议。

大会由烟台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鲁东大学图书馆周敬治馆长主持，烟台市图书馆孙淑宁同志、

鲁东大学图书馆穆绪涛同志、烟台大学图书馆金标同志、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李芳懿同志、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图书馆李培发同志、烟台教育学院图书馆崔弘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周馆

长首先宣布烟台市图书馆学会采访工作委员会成立，接着选出鲁东大学图书馆穆绪涛同志为

本届委员会主任，烟台市图书馆孙淑宁同志、烟台大学图书馆金标同志为副主任，主持委员



会工作。会议决定本届委员会一年组织活动一至两次；活动地点视情况而定；活动内容为日

常工作及资源建设。 

文献采编部：李方懿 

拼博赛场  创造佳绩 
2006年 4月 27—28日，山东工商学院第二十届田径运动会在校田径场隆重举行。图书

馆共有 25 人参加比赛，在馆领导的组织带领、精密策划下，在啦啦队的呐喊助威下，经过

每位运动员的齐心协力、顽强拼搏，图书馆代表队以 116分的总成绩获得教职工团体第六名。

其中，女子青年组 100米、200米，女子中年组 4*100米、4*200米接力，女子老年组 60米

托球，均获全院第一名。 

运动会期间，图书馆各部室正常对读者开放。工作比赛两不误，如此佳绩的取得在图书

馆建馆以来还是第一次，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为此欢欣鼓舞。大家一致认为，本次运动会再

一次展现了图书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勇于拼博的精神，相信全体图书馆人一定会更加努力，

在工作和文体活动双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成为和谐校园的一大亮点。 

另：在 5 月 29 日—6 月 9 日的全院女教职工软式排球赛中，图书馆女将英姿飒爽、配

合默契，喜获第二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在 5月 30日—6月 12日的男教工篮球赛中，图书馆

男队克服人少的劣势，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办公室：刘建义 

烟台市图书馆界举办文化服务周广场宣传活动 
为使图书馆走向社会，进一步实现文化资源共享，6月 3 日上午，烟台市图书馆学会在

烟台市文化广场组织举办了以“倡导全民阅读，构建学习型社会”为主题的广场宣传活动。来

自公共和高校的烟台图书馆、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图书馆、烟台大学图书馆、鲁东大学图书

馆、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烟台职业学院图书馆、烟台毓璜顶医院图书馆等七家单位共同参

与了宣传活动丰富多彩，各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通过馆情介绍、馆藏特色、服务举措等

各种形式展示自己。 

我馆经过精心策划，积极筹备，胸有成竹地参加了此次宣传活动。在宣传活动中，利用

展板，向市民介绍了我院图书馆的发展概况及取得的新成就，并推出了特色服务——服务

社会。我馆的展板吸引了众多市民，尤其是家有面临高考择校学生的市民，围绕着我院的专

业设置、招生情况等多方面问题，向在场的工作人员咨询。活动期间共解答咨询上百人次，

同时发放我院招生宣传材料 100余份。此次宣传活动，在宣传图书馆的同时，也把山东工商

学院充分展示给了烟台市民，使广大市民对学院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文献采编部：李方懿 

图书馆建立“学科联络馆员”制度 
从清华大学图书馆 1998 年率先借鉴西方国家图书馆的成功经验，实行学科馆员制度开

始，这一服务模式已经在国内图书馆中“落地生根”，并迅速发展起来。经过实地考察、相

关文献调研并结合我院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从 2006年 3月起，图书馆实行“学科联络馆员”

制度。为保证这一制度的有效运行，图书馆选派有相应工作能力与信息素质的专业人员（由

副高级以上及部分中级职称人员组成）为各院系的学科联络馆员（兼职），与有关院系建立

联系。学科联络馆员的主要任务是在图书馆与各院系之间建立起畅通的“需求”与“保障”

渠道，帮助教师和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从学科专业的角度为师生提供信息领航。 

学科联络馆员的职责主要包括：以院系（学科）为基本单位，建立与对口院系的固定联

系关系；熟悉本馆有关学科的馆藏情况，包括书、刊、工具书、电子资源的情况及其使用方

法，及时解答该院系读者以电话、电子邮件、当面咨询等方式提出的问题；向该院系教师、

学生读者宣传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情况，特别是新增加的资源及服务项目，并为其提供利用

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培训指导（集体培训可联系图书馆相关馆员开展）；与该院系定期和不

定期地进行信息交流，征求该院系对图书馆资源建设（图书、期刊、电子资源等）与服务内

容的意见和要求，并及时反馈给图书馆相关部室或咨询部；了解该院系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

方向，以及院系文献资料重点建设的情况。协助该院系的教师进行相关课题的文献检索，逐

步做到有针对性的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定题跟踪和决策参考服务等。 



兼职“学科联络馆员”制度的建立是我院图书馆克服人员紧张的现状，提供高层次主动

服务的一项新举措。这项举措充分突出了“学科工作”的中心地位，发挥了兼职学科联络馆

员“感情桥”和“信息桥”的作用，将为院系的教学、科研提供优质的信息支撑。 

信息咨询部：沙淑欣 

图书馆新增 
“E-mail 即将到期图书提醒”服务 

为便于读者及时掌握自己借阅图书的到期情况，从而及早清还，免受经济损失，图书馆

新增了“E-mail 即将到期图书提醒”服务。读者只要准确提供填写自己的 E-mail，就可享

受该项服务，及时获得即将到期的（默认为提前 7天）图书信息。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进入图书馆主页 lib.sdibt.edu.cn→公共查询栏目→借阅信息→

输入图书证号及密码→点击右下角“修改联系信息”→输入读者的 E-mail→点击提交即可。 

读者欲了解自己即将到期的图书信息，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登录图书馆主页→进入借

阅信息→点击读者定制进行查询。二是登录您的 E-mail进行查询。 

技术服务部：肖红 

图书馆“馆员百科”正式开通 
    五月，图林 web2.0 盛会在期待中召开并完美地落下了帷幕。就在众人聆听“上海大学

图书馆 2.0 的实践与打算”、“厦门大学图书馆的 L2 规划”的前夕，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基

于 MEDIAWIKI 的“馆员百科”面世，目前其使用的是虚拟 IP，校外 IP 暂时无法访问。“馆

员百科”主要设置了图书馆大事记、网游天下、业务工作、投稿指南、会议资讯五个模块。

多人协作模式、内容逐步积累、网状知识链接是 wiki 的鲜明特色，正基于此，“馆员百科”

的目标是首先成为馆内知识库，在此基础上，借助网络的力量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将其发展

成一个真正的服务于图书馆员的大众学科知识库。 
    新的契机总会让人感到些许的浮躁，web2.0 时代的馆员更应该学会如何学习，我们并

不缺乏 80 后的技术强将，“ctrl+v”（老槐语）更是信手拈来的技术，在 web2.0 的体验之旅

上，一切的一切都只在行动中，伙计们，出发吧！ 
信息咨询部：常红 

现刊阅览室以新面貌迎接读者 

现刊具有出版周期短，报道速度快，内容新颖、深入等特点，查阅频率和参考价值极高，

是图书馆最活跃的文献因素，也是各图书情报机构收集入藏的重要文献源，吸引着大量读者。 

期刊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查询、阅览服务。为满足广大师生的这一需求，图书

馆除在期刊采购数量和质量上加大投入外，还从工作流程的理顺、期刊室的布局、排架号的

分配等方面入手，对期刊管理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特别是现刊阅览室工作人员期刊排

架号的编排和分配等工作的开展，不仅解决了现刊查找、上架、调架难的问题，还大大缩短

了读者在架上查找、浏览文献的时间，提高了期刊的查准率，同时也为工作人员解答读者咨

询提供了方便。 

目前，我馆收藏的现刊大约有 2000余种，其中中文期刊 1900余种，外文期刊 101种，

基本涵盖了我院所有的学科、专业门类。现刊阅览室期刊的布局如下：东侧 1—10架：《哲

学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管理科学》、《统计科学与实践》、《法学研究》、《经济学动态》、

《财会研究》、《中国审计》、《人力资源开发》、《国际贸易》、《中外物流》、《市场研究》、

《当代传播》等社科类期刊；西侧 11—13 架：《现代外语》、《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

究》、《历史研究》、《世界文化》、《旅游科学》、《中国国家地理》等社科类期刊；14—17架：

《中国科学》、《数学学报》、《系统科学学报》、《自动化学报》、《计算机学报》等科技类期刊；

18—19 是《清华大学学报》、《浙大学报》、《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等大学学报；19—20 架：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西面北侧 21—29架：教育教学、图书情报、财经动态信息、运动休闲、

娱乐读物以及综合类期刊；东面北侧：31—36架是《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美国



经济评论》、《Forbes Global =福布斯》、《Accounting Review  =会计学评论》、《Journal 

of Finance = 金融杂志》、《 Industrial Management = 工业管理》、《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工程与技术管理杂志》等外文原版期刊。 

读者在查询期刊的过程中，可以按照为您制作的“路标”——期刊架位标识（例如：

《市场研究》的架位号是 10-1，表示该刊在第 10架第一号位）直接到相应的架位上浏览、

查阅。也可以通过图书馆的主页的书刊查询——馆藏书刊目录查询，选择中、西文期刊，并

在查询栏里输入刊名，查询该刊的到馆、入藏等情况。 

文献阅览部：孙丽艳 

山东工商学院“书生数字阅读校园行”活动正式启动 
在“世界读书日（4 月 23 日）”即将来临之际，为使终身学习、毕生阅读成为全体同

学的一种习惯和风尚，成为一所大学的风景和文化，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与山东工商学院图

书馆共同组织开展了 “书生数字阅读校园行”活动。4 月 19 日下午 4：00，活动启动仪式

在图书馆 1楼学术报告厅举行，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匡南主管、阮建成工程师，图

书馆于维娟副馆长、沙淑欣老师等与全院部分热爱阅读的同学参加了此次启动仪式。在热烈、

互动的氛围中，与会人员了解了书生之家电子图书的特点、使用技巧，本次活动的具体情况，

活动最后进行了现场抽奖。 

“书生数字阅读校园行”活动以“百日百校 读书风暴”为主题，将于 2006年 6月结束。

我院同学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参与本次活动。①通过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中文数

据库——书生之家电子图书点击进入，使用真实有效的用户名、E-mail 地址注册后，可检

索、浏览我馆已购书生之家电子图书，并自动累计积分。每月全校积分最多的前三名用户另

有 MP3、U盘作为奖励。②上书生网（www.shusheng.cn）注册参加活动，看书读书，赢取笔

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丰厚奖品。本次活动还专门推出“我为书生之家画蓝图”数字图书馆

使用意见有奖征集 ，以使书生之家的内容、界面更贴近用户需求。 

本次活动的开展将为大学生进一步增强数字阅读意识，提高数字阅读能力，掌握数字阅

读技巧，培养数字阅读习惯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从而在我院掀起热爱图书、热爱阅读的热

潮，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我院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 

信息咨询部：沙淑欣 

馆藏外文现刊与其电子版整合推出 
外文学术期刊是教学科研的重要信息源，由于各种原因，印刷版外文期刊都有一定的滞

后性，许多外刊的到馆时间延后半年以上，时效性、新颖性大大降低。外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则不同，时效性很强（特别是文摘）。其中相当一部分电子期刊在印刷本未出版之前就可以

提前几个月在网上查阅。因此，为弥补印刷本外文期刊的缺陷，以便广大师生能更及时、更

方便地掌握外刊论文中最新研究成果、研究动态，信息咨询部在“馆藏外文现刊刊名目录”

中，将我馆所订购的外文期刊与其电子版所属数据库进行了链接，从多角度、深层次揭示外

文文献信息，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检索渠道。读者可通过图书馆主页上的“书刊查询”栏

目进入“馆藏外文现刊刊名目录”查阅。 
               信息咨询部：刘慧 

CASHL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开通 
CASHL 是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brary）的英文简称，该项目是教育部根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文献资源建

设的需要引进专项经费建立的。其宗旨是组织若干所具有学科优势、文献资源优势和服务条

件优势的高等学校图书馆，有计划、有系统地引进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借助现代化的服

务手段，为全国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提供高水平的文献保障。作为唯一的全国性

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期刊保障体系，CASHL 可为用户提供的服务内容有：高校人文社科外文

期刊目次数据库查询、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联合目录查询、高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总览、

国外人文社科重点期刊订购推荐、文献传递服务以及专家咨询服务等。 
该项服务我馆 2006 年 4 月开通，已有多位教师注册了账户并得到确认.读者一旦拥有了

自己的账户，可以自行发送文献传递请求并管理自己的账户，由于是收费服务（用户可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