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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信息 

图书馆第八届（2006）学术报告会圆满结束 

2006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3：00，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图书馆第八

届（2006）学术报告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图书馆主管领导霍林中副院长、宣传部长张开祝研

究员、稿件评委华曾侃教授莅临指导。报告会由图书馆副馆长于维娟主持，馆长丁德碧作第

八届学术报告会情况介绍，副馆长张毅君宣读获奖名单。三名一等奖获得者（董宁、陈利华、

刘慧），两名二等奖获得者（段于民、沙淑欣）在大会进行学术交流。最后，霍林中副院长

做了重要讲话。 

第八届学术报告会是图书馆“2006 年目标任务书”中，继“岗位练兵”后的又一项重

要活动。目的是鼓励全体职工积极思考，主动研究和创新图书馆工作，提高业务技能。活动

于年初布置，9 月 5 日下午动员大会后向全馆正式发出《召开第八届学术报告会议通知》，

全馆职工热烈响应，积极撰写论文，共收集稿件 27 篇。本次论文评审组由学报编辑部主任

赵金鹏教授、计算机基础教学部冯烟利主任、离退休老专家华曾侃教授等三位专家组建。论

文评选注重岗位探索，鼓励理论研究，尤其重视不因循守旧、能够扩展岗位业务，解决岗位

实际问题，积极创新岗位工作的文章。根据：“评委保密、作者保密、标准统一、分散审稿、

分别排序、按序选优”的办法，经过一周的紧张工作，各奖项如期产生。具体情况为，一等

奖三名：董宁—关于西文图书回溯建库的实践与思考；陈利华—期刊版式结构的不规范及

其对期刊管理的影响；刘慧—走向第二代知识管理——图书馆管理理念的变革。二等奖六名：

段于民—关于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初步探讨；沙淑欣—图书馆知识服务平台构建；常红—《科

研管理》1998-2004 年科学计量研究评析；王健—Wiki 及其在高校图书馆中的应用； 于维

娟—对高校图书馆主页制作的几点思考；冯冲—入侵防御系统在图书馆网络安全中的应用

策略；三等奖九名：肖红、徐立思、王新兰、童静、夏惟、何晓红、孙丽艳、郭仲、王晓清

等。优秀奖九名：孙新华、朱琳、任红、王敏、戈仁婷、关锐、刘颖、张代芹、牛金虎等。

11月 21日下午的现场报告会将本次学术活动推向了高潮。 

霍院长在总结讲话中对图书馆举办的第八届学术报告会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听了交

流很受启发，图书馆是人才汇集的地方，大家都非常敬业，这对图书馆工作很有利。他鼓励

图书馆继续提高信息知识开发和管理水平，采取“请近来、走出去”的方式提高馆员素质，

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提高创新水平，作好先觉服务和创新服务，充当创新先行官，进一步

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把图书馆建成高效、优质、创新、和谐的单位。 

馆长：丁德碧 

图书馆“岗位练兵” 圆满成功 
9 月 26 日下午，图书馆组织全体馆员在一楼大厅举行了“岗位练兵”竞赛，主管副院

长霍林中、两办主任张京磊、工会主席刘庆勇、宣传部副部长刘晓东、老干部处副处长隋凤

秋应邀出席、参与竞赛全过程。竞赛以参赛馆员全优的成绩获得了圆满成功。最后，霍院长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岗位练兵”活动是图书馆本学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意在进一步增强图书馆全体馆员的

业务素质，提高服务质量。本次活动针对图书馆的业务知识和本馆的主要业务工作，编印了

“岗位练兵”一百题，馆员人手一份；活动分学习与竞赛两个步骤，学习采取集中培训与馆

员自学相结合，竞赛采取笔试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法进行。9 月初至 9 月 25 日为全馆动

员、集中培训、学习准备阶段，9 月 26 日进行的业务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竞赛，将“岗位



练兵”活动推向了高潮。 

此次活动在院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图书馆的精心组织和全体馆员的共同

努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通过此次活动，不仅使馆员掌握了图书馆的

业务知识和岗位工作技能，而且进一步营造了馆员学专业、练技能的工作氛围，为馆员实现

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从适应型向胜任型转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建设一支知识丰富、

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馆员队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副馆长：于维娟 

我院召开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2006 年）年会 
作为全院文献信息工作的咨询和协调机构，院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保证了学院文献信息

资源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2006 年度院图书情报工作会议于 12 月 14 日在行政

楼 10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教务处武海峰处长主持，分管图书馆工作的霍林中副院长及图

书情报委员会委员共 2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期间，图书情报委员会副主任、图书馆丁德碧馆长首先作了图书馆 2006 年度工作

报告，报告从图书馆数据整合、数据标准化、院系资料室的运作、图书馆一小时讲座、网络

资源的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体制改革、服务创新、馆员培训和岗位练兵等八个方面对图书馆

一年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 2007 年的图书馆工作做了规划；于维娟副馆长详细的介

绍了电子资源的利用情况，并请与会委员根据《图书馆 2007 年电子资源采选一览表》作订

购建议；张毅君副馆长针对 2006 年 3 个试点资料室的资料整合和运作做了汇报，听取和了

解各位委员的要求和建议。在热烈、和谐的气氛中，梁启华院长、范辉院长、刘冰院长、刘

传庚处长等委员，针对院系资料室的建设、数据库的订购和利用、书刊的利用等问题提出了

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最后，霍院长作了总结发言，他首先肯定了图书馆作为一个和谐、积极、向上、团结的

集体在 2006 年做出的成绩；并针对图书馆建筑面积严重不足的问题，在会上向各位委员介

绍了图书馆 2007 年扩建情况和西校区新馆展望；同时，结合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和谐社会构

建，从共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希望老师们充分利用图书馆信息资源，搞好教学、科研；图书

馆紧密结合学院各专业的发展，为师生们服好务，全院上下和谐一体，解放思想、求真务实、

干事创业、为推进建设山东高水平财经大学的事业而共同努力。 

文献采编部：陈利华 

校学生会与图书馆携手开展读书活动 
10 月 17 日—30 日，校学生会学习部与图书馆携手开展了“梦随书扬”——山东工商

学院第一届读书节活动。读书节以“让书香溢满校园，让心灵徜徉书海”为口号，以“书写

和谐”为目的，旨在营造勤奋读书、奋发向上的学习氛围，进一步促进校园文化建设。 

此次读书节活动，主要安排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开展了“读书与人生”五个系列讲

座，图书馆承担了其中的“馆藏图书的排架与查找”、“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中文”、

“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外文”三个讲座，分别由王晓清、沙淑欣、常红三位老师主讲。

二是举办了“经典回放”——名著改编经典影片展放活动，图书馆免费提供了经典影片。三

是举行了“珍爱书籍”受损图书展览及签名留言活动，图书馆提供了 100本受损图书及活动

场地—楼大厅。 

通过读书节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的读书兴趣，点燃了同学们的读书热情，

为同学们今后的读书与学习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办公室：王静 



体验老区生活  发扬老区精神 
                       ——图书馆党支部沂蒙老区行记 

11月 18--19日，图书馆全体党员利用周末时间由霍林中副院长和丁德碧馆长率队，前

往山东的红色根据地、革命老区沂蒙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参观、学习，受到了生动鲜活的教育。 

本次活动的重点是参观位于沂水县的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在这里，全体党员看到了当年

农民为我军推粮食、运军需的独轮车和我军简陋的武器装备，在实物、图片展览和导游的细

致讲解下进一步了解了当时的敌我战情和战役全过程。此时此地，重温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缅怀革命先烈的英灵，体会我军建党立业之艰难。其中沂蒙山区六姐妹、侦察英雄齐进虎和

为革命全家捐躯的刘一杰一家的感人事迹让人心潮澎湃、唏嘘不已。正是全体官兵不怕牺牲、

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和放手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家亲的群众路线，才使我军逐步扭转不利

局面，在艰苦的条件下一次次取得胜利并最终夺取政权，解放了全中国。此外，大家还游览

了蒙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山东地下大峡谷。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大家磨练意志、强健体魄、愉

悦身心，增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加强了图书馆党支部这个团队的团结互助精神。 

在这两天的活动中，大家也亲身体验了沂蒙山区的艰苦生活，看到了老区人民勤劳质朴

的本性和奋发自强的精神面貌。老区人民曾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鼎力相助、无私奉献，付出了

无数的生命和汗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人民群众支援，

是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源泉。老区人民曾经的付出，我们不应忘怀；老区人民吃苦耐劳、甘

于奉献的精神，我们应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继续发扬。 
文献采编部：朱敏 

电子资源连接你、我、他 
——图书馆开展电子资源采选征询问卷调查 

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服务的物质基础，其数量和质量决定着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代表

着图书馆的生命和魅力。为满足新形势下读者的知识信息需求，为我院教学科研提供强有力

的信息保障，在 2007年度电子资源订购工作即将开始之际，图书馆安排专门人员设计了《山

东工商学院图书馆电子资源采选征询问卷》，并组织学科联络馆员负责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本次征询问卷主要面向全院教职工，特别是各二级学院的老师。至 11月 26日调查结束，

共发放问卷 500份，回收 318份，回收率为 63.6%。问卷内容包括读者的基本资料、电子资

源建设和电子资源服务三大部分。调查者对图书馆 2006 年订购的电子资源给予了客观的评

价，对 2007 年电子资源采选提出了合理化建议。通过问卷可以看出，电子资源已成为许多

教师教学、科研的首选，他们经常通过图书馆主页利用我馆订购的电子资源。对图书馆目前

电子资源综合评价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占 70%。采选是基础，服务是目的，为加大电子资源的

宣传力度，方便读者快速、高效的利用我馆已购电子资源，图书馆开展了“一小时讲座”、

为各二级学院配置学科联络馆员、文献传递、代查代检、网络资源导航、参考咨询等服务，

对这些服务调查者都比较认可。同时，调查者也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如，加大电子资源的

数量、兼顾各个学科专业的需求、朝更专业和学术的方向发展、加大宣传的力度，向各单位

发放宣传材料、开通校外访问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功能、和其他高校联合，共享资源等。 
图书馆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广大读者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本次征询问卷的反馈信息将

作为图书馆 2007 年度电子资源采选和服务的依据。感谢广大读者的参与并真诚希望继续得

到您的关注！ 

信息咨询部：沙淑欣 



外文图书采购历史上的“第一次” 
——记图书馆 2006年外文原版图书展 

2006 年 11 月 24 日，由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联合中国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共

同承办的 2006 年外文原版图书书展落下帷幕。书展为我院师生的学术科研以及图书馆的图

书采购工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为让读者零距离面对国外原版图书、了解国际最新科研成果，图书馆通过书展这种新途

径联系承办了此次活动。书展汇集了全球众多出版社的最新原版图书，包括 Elsevier、

Springer、Wiley、Cambridge、Blackwell、Artech House、Dover Publication、Sage、

Pearson、McGraw-Hill、World Scientific、Woodhead、John Benjamins、CABI、AMS、

Britannica Australia、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Equinox Publication、

Facts on file、Haworth Press、Humana Press、Kogan Page、Thieme medical publishers、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等 21家出版集团（社），现场图书数量达 3000

余册。图书内容涉及数理、经管、农业、医学、生物、化工、计算机、天文、航空航天、哲

学、语言等众多学科领域。 

此次外文原版书书展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反映通过参展，了解到了许

多以前难以接触到的新类型图书，真正体会到科研与国际接轨。许多读者利用午休时间观展，

并向图书馆采购老师推荐购买图书。可以说，外文原版书书展为我院读者构架了一座新的知

识交流桥梁。 

该次外文原版书书展亦创我馆外文图书采购历史上的“第一次”——即第一次以向书

商采购新发行的图书的方式采购外文原版图书。由于国内出版发行业发展的限制，多年来，

我国图书馆对于外文原版图书的采购多采取购买国外赠书的方式。主要途径是通过国内外文

图书中转站（设在大连理工大学等国内三家高校图书馆）以折扣价购买国际赠书。此类赠书

大多内容较为陈旧，远远满足不了广大读者，特别是科研工作者的需求。近年来随着我国出

版发行业的发展，一些国内大型图书出版机构获得外文原版图书的国内出版权，使得读者有

机会零距离接触国外最新科研成果。现今，通过国内出版发行商采购最新外文原版图书的采

购方式已成为各大高校图书馆的首选。为顺应这一趋势，满足读者快、全、新、准的知识需

求，同时提高馆藏质量，我馆亦通过该次书展向中国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订购外文

原版图书 123种、124册，内容涵盖数理、经济管理、计算机等我院众多学科。注重了外文

图书采购的时效性、丰富了我馆的图书采购方式，2006 年外文原版图书书展应是一种共赢

的图书采选模式。 

文献采编部：董宁 

我校两名学生喜获 2006 年“第二届道琼斯财经之旅英语竞赛”嘉奖证书 

继 2005 年 9 月成功举办“第一届道琼斯财经之旅英语竞赛”之后，2006 年“第二届道琼

斯财经之旅英语竞赛”又拉开帷幕，127 所高校的 24890 名同学报名参赛。我校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三年级的黄超和会计学院会计学三年级的鲁瑛与其他学校的 84 名同学在初赛中脱

颖而出进入决赛，并获得道琼斯总裁签发的嘉奖证书。 
“道琼斯财经之旅”英语竞赛由北京新华在线信息技术有线公司与美国道琼斯公司（北

京部）共同主办，通过网上答题的方式进行选拔。新华在线举办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中

国的大学生有机会了解道琼斯这个拥有 120 年历史的传媒巨头，并通过 edu.xinhuaonline.com
这个高校专属的道琼斯财经资讯教育平台（该平台在我校图书馆试用，详细信息请见图书馆

主页——最新动态），让更多的高校学生有机会接触到鲜活的全球每日财经动态，培养未来

财经界新生力量；同时通过财经英语大赛形式提高大学生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提供一次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