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信息

1  

★图书馆信息 

烟威地区高校图书馆馆长年会在我校召开 
 

12 月 12 日，由我校图书馆承办的 2007 年烟威地区高校图书馆馆长年会在顺泰大酒店

二楼会议室召开，校领导霍林中副院长出席会议并致辞，司千字馆长主持会议。 

来自烟台大学、鲁东大学、青岛农业大学、滨州医学院（烟台校区）、海军航空工程学

院、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中共烟台市委党校、烟台职业技术学院、

威海职业（技术）学院、烟台南山学院、山东工商学院 12 所高校的图书馆馆长和我馆部主

任等 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各馆分别介绍了 2007年主要工作情况和 2008年工作思路，馆长们从迎接评估、

馆舍建设、资源建设、服务创新、科学管理、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介绍了各馆的主要

工作经验和工作体会；烟台大学图书馆张廷广副馆长介绍了北京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与发

展情况；我馆提出并同与会馆讨论制定了烟威地区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共建共享实施方案；

最后烟台大学图书馆孙继亮馆长作大会总结。 

此次会议，使各馆与会人员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达到了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

互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相信，通过此次会议，必将进一步推动烟威地区高校图书馆的建

设和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副馆长：于维娟 

 

院图书情报委员会（2007 年）年会召开 
院图书情报委员会于 12 月 6 日在图书馆 213 室举行。学校领导霍林中副院长及各院

（部）、相关职能部门的图书情报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图书馆司千字馆长主持，并从馆员结构，馆藏资源，新馆建设和老馆改造几个方

面介绍了图书馆的基本情况，同时汇报了 2008 年的图书馆工作要点：一要把新馆建好、把

老馆改造好、把图书馆的物理环境布置好；二要不断优化馆藏结构，把书买好，为学校师生

服务好；三要不断加强与院（部）交流和馆际合作。 

在和谐、有序、热烈的氛围中，武海峰、范辉、孟鸿志、王艳明、傅志明等委员，对院

部资料室、学科专业服务、资源建设、环境建设等图书馆发展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现实性、

前瞻性和指导性的建议。 

最后，霍院长作了总结发言，他认为本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堪称图书馆建设的学术研

讨会。他勉励图书馆要以此次会议、新馆投入使用为契机，规划要做实，服务要到位，馆藏

要有特色，更好适应学校学科专业的发展。 

此次院图书情报委员会必将进一步推进图书馆的发展步伐，拓展图书馆的服务领域，为

读者营造一个高效、舒适、方便的信息平台，使图书馆真正成为内涵丰富的科学知识殿堂。 

                                                              办公室：沙淑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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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展 “优质服务月”活动 

为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图书馆、利用好图书馆，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桥梁作用、平台作用、

窗口作用，更好的与学校建设和发展相适应，图书馆于 9 月 20 日─10 月 30 日开展了“优

质服务月”系列活动。活动以胡锦涛总书记 8 月 31 日《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

话》为指导，以“心连心，深化服务，共建和谐”为主题，以“贴近实际、扎实有效”为原

则，引导全馆工作人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思想，加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沟通

与理解，全馆上下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将全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保证了图书馆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地发展。 

优质服务月活动期间，图书馆陆续推出了以下系列活动： 

（一）美化图书馆大厅环境。北大厅是图书馆的门面，以北大厅为中心全力为读者营造

温馨环境是图书馆工作的重点。以迎新生为契机，馆领导亲力亲为，办公室密切配合，对图

书馆北大厅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清理美化。 

（二）进行新生入馆教育。9 月 21日、22日组织新生进行入馆教育。轮流播放新版“新

生入馆导航”课件，同时免费为新生读者发放《入馆导航》手册和 “新生同学借阅须知”

宣传单。 

（三）设立新生咨询服务台。9月 24日─10月 26日于图书馆一楼大厅设立新生咨询服

务台。由各部室业务骨干轮流值班，为新生读者提供面对面的咨询服务，随时解答读者提出

的问题。 

（四）图书馆“一小时系列讲座”有序进行。精心设计的系列讲座和培训，实现了资源

与读者的友好链接。“一小时系列讲座”包括：信息资源的类型及获取方法、馆藏图书的排

架与查找、常用社科工具书及其利用、如何利用图书馆主页、计算机检索的原理与步骤、电

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中文、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外文、论文写作与图书馆资源利用、

大师经典推介与导读等主题。 

（五）成立第二届学生图书管理委员会。在院团委的大力支持下，11月 29日，在图书

馆报告厅隆重举行了图书馆第二届学生管理委员会成立大会。学生图书管理委员会的成立，

架起了图书馆与读者的沟通桥梁，使读者真正了解图书馆、认识图书馆，积极主动地宣传图

书馆、走进图书馆、参与图书馆的管理和建设。 

（六）联合校团委举办了“走进阅读，感悟人生”图书馆第 15届读者征文、摄影大赛。

本次活动得到了各院系的大力支持和广大同学的热情参与，共收到参赛作品 836 份。经评审

最终评出：一等奖 5名；二等奖 12名；三等奖 24名；优秀奖 59名；优秀组织奖 3名。 

（七）举办了职工第三届专题演讲比赛。演讲比赛以“假如我是读者”或“图书馆师德

建设”为主题，通过介绍学校、图书馆的感人事迹，展现图书馆人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精神；

树立当代图书馆人的良好风范和形象，营造一种良好的自律与自我教育的整体氛围和风气；

引导和激励图书馆人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本次演讲比赛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

等奖 3名，优秀奖 4名。 

（八）设立馆领导接待日。9月 26日—10月 24日，设立为今年的馆长接待日。馆领导

亲自接待广大读者，倾听来自读者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了解情况，改进工作，更好的为读

者服务。 

图书馆“优质服务月”活动的开展，进一步缩短了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让读者全

面了解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项目，更加有效地利用图书馆丰富的信息资源；促进图书馆的师

德建设和服务质量，进一步体现图书馆“以人为本”的办馆宗旨，加快和谐图书馆建设。     

办公室：沙淑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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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第十五届读者征文、摄影大赛圆满结束  

11 月 13 日下午，图书馆第十五届读者征文、摄影比赛颁奖大会在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

行。大会由图书馆司千字馆长主持，院团委李君书记应邀出席，张毅君副馆长宣读了本次大

赛的获奖名单，于维娟副馆长对大赛活动进行了总结。获奖院系的团总支书记和全体获奖同

学参加了颁奖大会。 

9 月 20 日至 11 月 13 日，图书馆联合院团委开展了以“走进阅读，感悟人生”为主题

的图书馆第十五届读者征文、摄影比赛活动。本次活动得到了各院系的大力支持和广大同学

的热情参与，共收到参赛作品 836 份。经评审，最终评出：一等奖 5 名（摄影 1 名）；二等

奖 12名（摄影 1名）；三等奖 24名（摄影 1名）；优秀奖 59名（摄影 3名）；优秀组织奖 3

名（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大会上，一等奖的获得者何志强、李师强、王红、王倩倩同学，二等奖的获得者高远同

学宣读了他们的获奖作品，他们从利用图书馆，潜心阅读的切身体会谈了自己对阅读、对人

生的感悟。最后，对获奖者进行了颁奖，大会在热烈、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通过此次大赛活动，图书馆将以丰富的馆藏资源为基础，成为校园读书活动的领导者和

推行者，让阅读走进大学生的生活，让大学生走进图书馆、爱上图书馆，尽情续写自己阅读

与人生的故事。 

                                                                信息咨询部：常红 
 

图书馆全体馆员到烟大、滨医图书馆参观学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提高全体馆员的业务素质，保证新馆舍布局合理、运转高

效，推动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10月 29日下午，图书馆组织全体馆员，在司

千字馆长的带领下，到近邻烟台大学图书馆、滨州医学院（烟台校区）图书馆参观学习。 

此次参观，除进行整体性的全面学习外，更注重学习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以部室为单位，

全馆工作人员实地参观考察了烟大、滨医图书馆的相应部门，并就馆舍布局、服务模式、文

献资源等感兴趣的问题与两馆的馆员们进行了面对面的学习交流。 短短半天的参观考察，

大家一致反应受益匪浅。一方面，学习了先进经验，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对我馆新馆

舍投入使用后的馆舍合理布局、服务模式创新，颇具启迪价值；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交流，密

切了联系，增进了兄弟院校图书馆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办公室：王静 

图书馆开展业务学习活动 

为提高全体馆员的业务素质，保证新馆舍布局合理、运转高效，推动图书馆管理与服务

工作再上新台阶。我馆充分利用周二下午的时间，自 10 月 29 日到 11 月 27 日，有的放矢的

在全馆开展全方位的馆员业务学习活动。 
本次业务学习活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参观学习，二是业务培训。10月 29日下午，图

书馆组织全体馆员，在司千字馆长的带领下，到近邻烟台大学图书馆、滨州医学院（烟台校

区）图书馆参观学习。业务培训由本馆人员担任教师，进行课堂教学、上机操作。培训涉及

三方面内容：王晓清老师主讲的《馆藏图书的排架与查找》；沙淑欣老师主讲的《电子资源



★图书馆信息

4  

的检索与利用》；冯冲老师主讲的《计算机的使用与维护技巧》。教师们备课认真，讲解细致；

馆员们珍惜学习机会，学习热情高涨，收到了预期的培训效果。 
作为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内在素质及技术能力的重要手段，业务学习活动得到了馆领导

的高度重视，将其本学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并提前制定了周密的业务学习活动计划，传达到

全馆每一位工作人员。学用结合，注重实效，业务学习活动的有效开展，将为进一步提高图

书馆的文献信息服务水平，打造一支高素质的馆员队伍提供保障。 

办公室：朱琳 

 

奉献，让图书馆更美 
　                               ——图书馆成功举办[2007]第三届演讲比赛 

10月 16日下午，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内，气氛热烈而紧张，图书馆“优质服务月”活动

之七——图书馆 [2007]第三届演讲比赛在这里举办。来自 6部室的 10名选手围绕着“假如

我是读者”、“图书馆师德建设”两方面主题从不同的角度，以自己在图书馆的成长、发展，

以自身的亲身体验和感受，以自己的所见、所听、所想，多方位、多视角抒发了对本次演讲

主题的感悟与理解。宣传部张开祝部长；学工部张延东部长；工会王晓红副主席；图书馆司

千字馆长、于维娟副馆长担任本次演讲比赛的评委，比赛由图书馆丁德碧书记主持。 

比赛过程中，选手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自然平淡，有的优美醇厚，有的精练佶

俏，有的幽默风趣，展现了各种不同风格之美。经过近 1个小时的比赛，冠军被朱敏老师获

得，郭仲、董宁两位老师获二等奖，常红、戈仁婷、孙丽艳老师获三等奖，冯冲、朱琳、夏

惟、段于民老师获优秀奖。 

无论是从图书馆工作者的视角、还是从读者的视角，参赛选手们清新自然、朴素无华、

真情流露、激情高扬、娓娓道来的演讲在图书馆全体职工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通过演讲这

一展现自我的平台，大家交流心得、抒发感想，充分展现了新世纪图书馆员的崭新风貌。 

图书馆 [2007]第三届演讲比赛的成功举办，树立了当代图书馆人的良好风范和形象，营造

了一种良好的自律与自我教育的整体氛围和风气，激励了图书馆人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

神，图书馆人将以此为契机，在服务立馆、科研强馆的道路上继续挥洒各自的激情与才智！ 

                                                            办公室：刘建

义 

 

图书馆“一卡通”启用 
因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需要，我校“校园一卡通”系统自 2007 年下半年开始运行。“校

园一卡通”系统启用后，“一卡通”将替代图书证成为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凭证。为确保图书

借阅新旧系统过渡工作的顺利完成，图书馆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积极开展了“一卡通”启

用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10 月下旬，学生“校园一卡通”的图书借阅系统基本安装完毕。为维护全体读者的借

阅权益，保证借阅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图书馆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周密地

安排，决定自 2007年 11月 1日正式启用“一卡通”。11月 1日——30日，利用一个月的时

间，实行新旧系统并行运行。在此期间，旧图书证只用于清还图书及欠费，不能再借图书。

11月 30日后，旧图书证停止使用。2007年 12月 1日——10日，以学院、班级为单位到图

书馆清退旧图书证。 
“一卡通”图书借阅系统的使用，给读者和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定的方便，读者借阅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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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名称 时间（周四16：00－17：00） 主讲人 

第一讲 信息资源的类型及获取方法 10月11日 孙丽艳 
第二讲 馆藏图书的排架与查找 10月18日 王晓清 
第三讲 常用社科工具书及其利用 10月25日 张毅君 
第四讲 如何利用图书馆主页 11月  1日 于维娟 
第五讲 计算机检索的原理与步骤 11月  8日 董  宁 
第六讲 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中文 11月15日 沙淑欣 
第七讲 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外文 1 11月22日 常  红 
第八讲 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外文 2 11月29日 朱  敏 
第九讲 学位论文写作与图书馆资源利用 12月  6日 刘  慧 
第十讲 大师经典推介与导读 12月13日 任  虹 

地 点：图书馆报告厅 
                                 信息咨询部：刘慧 

 

 

 

 

表一：2007 年秋冬季 “一小时讲座”进程表

各主讲老师认真备课，克服了场地、设备等不利因素，得到了读者的好评。

  2007 年秋冬季“一小时讲座”圆满结束了。本学期专题内容及时间安排如下，参表一。

图书馆“一小时讲座”圆满结束

信息咨询部：常红

丢失，也给我们的工作敲响了警钟，关于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及对策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本次建库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得到了技术部王健老师的大力配合。这次突发性的数据

  使用的畏难情绪。

4） 及时宣传并耐心细致地教授读者关于光盘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解除读者对新技术

3） 对有错误的数据及时修正，保证光盘数据库的质量。

  不外借，对读者需要的光盘，做到有求必应、及时上传。

2） 针对随书光盘易损的缺点，取消了随书光盘的借阅程序，并规定所有随书光盘一律

1） 有选择性的对读者需求量大的 1000 余张随书光盘进行了集中数据压缩及上传。

以下建库方案：

一次建库时累积的经验，同时针对我馆随书光盘服务器容量有限的现状，文献检索室调整了

  随书光盘数据库的二次建库工作经过近两个月的突击，已接近尾声。汲取了 2006 年第

随书光盘数据库二次建库完成

技术服务部：王健

到卡务中心办理。

家进入系统后自行修改自己的密码，以后登陆使用自己的密码即可。（2）一卡通用户的挂失

使用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在使用图书馆检索机时，输入一卡通用户的初始密码，请大

自动刷卡，工作人员可使用“一卡通”自动清还读者的图书超期欠费等。“一卡通”用户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