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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第 3 期（总第 39 期） 

图书馆参考咨询部 

★ 图书馆动态 

新学期工作要点 

新学期的工作要点是：强化服务意识，加大服务深度，切实提高服务质量。

为此本学期必须做好以下六项工作、处理好以下七项关系。 

一、六项工作： 

1．修订完善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制度的执行力，提高制度的执行

效果，确保服务环境的人文性。 

2．举办图书馆服务与管理研讨会，全面提高图书馆员学术素养，保证服务

环境的高效快捷学术性。 

3．走访院系部，掌握全校师生教学科研学习的文献资料需求动态，保证图

书文献资源采购和服务的有效性。 

4．邀请科研处、煤炭经济研究院和半岛经济研究院教授举行一次特色数据

库建设研讨会，尽快建成“煤炭经济与半岛经济研究” 搜索平台。 

5．召开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2008年）年度工作会议，充分发挥院图书情

报工作委员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的咨询和协调作用。 

6．继续做好馆际交流工作，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共享。 

二、七项关系： 

1．要处理好自律与自我的关系，要大谋大气大度，图书馆馆员的服务意识

永远要高于自我意识。 

2．要处理好自主与沟通的关系。自主不等于自大，图书馆各部门之间必须

加强沟通，沟通可以实现相互信任、减少内耗和猜疑、提高工作效率。 

3．要处理好分工与协作的关系。分工是为了工作更专业更熟练，但并不等

于分家，图书馆五部一室工作紧密关联环环相扣，必须加强协作。 

4．要处理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尊重个体不等于放任个体，如果图书馆的

整体目标行为是为学校发展有益的、是为大家带来共同利益的，希望所有图书馆

员要理解整体目标行为，直至服从。 

5．要处理好行为与口碑的关系。行为与口碑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

行为就有什么样的口碑，反过来什么样的口碑又影响了个人的发展潜能，其实看

起来不相关的事情都有因果关联。整个图书馆的口碑是所有图书馆员共同行为的

整体显现。 

6．要处理好欲望与满足的关系。近两年图书馆工作环境大为改观，工作主

动性、工作业绩更应赶帮超学，但个别工作出现了不对等现象，图书馆必须加大

服务文化的建设力度。 

7．要处理好节约与发展的关系。一要立足学校学科布局，以最少的投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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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相对合理的馆藏结构，最大程度更好地满足学校的发展；二要努力提高图书馆

的运营效率，以现有的条件为学校师生提供更为便捷的优质服务；三要加强图书

馆物业管理，增收节支，实现图书馆持续发展。 

馆长：司千字 

忙碌而充实——图书馆 2008 年暑假工作小记 

暑假裹着炎热过去了，当我们回首 2008 年暑假——这个图书馆扩建工程投

入使用、图书馆搬迁工作结束、图书馆以全新服务模式迎接读者后的第一个暑假

时，“忙碌而充实”应是对其最好的写照。 

 1.按时开放，接待读者。为方便广大读者借阅文献资料，暑假期间图书馆

借阅二室（北区 222室）、借阅三室（北区 307室）、借阅四室（北区 401室）7

月 14日至 8月 28日每周周一、周三下午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假期期间外借到

期的图书，延期至 9 月 20 日以前还清。现刊报纸阅览室 7 月 14 日至 8 月 28 日

每周周一至周五白天对读者开放。办公室 7月 14日至 8月 28日每周周一至周五

正常值班，处理馆内外的相关事宜。 

2.旧馆部分房间改造。从学院整体发展考虑，图书馆在馆舍严重不足的情况

下，将图书馆楼 205、206、207房间腾让给两办网络中心，以解网络中心机房扩

容的燃眉之急。此外，在资产与后勤处的大力支持下，图书馆还将一楼采访与编

目的房间打通；为二楼文献检索室增加通风窗户；为一楼西出口和三楼主机房增

加防盗门。 

3.窗帘招标安装。7 月 20 日，在资产与后勤处的统一安排下，图书馆对扩

建部分和与扩建部分打通的 2、3、4层旧楼书库的窗帘进行招标。此次招标吸取

了以前和他馆的经验，非常重视窗帘杆和滑道的质量，并对窗帘的质地进行了优

选，选用既能遮光又质地较轻的乳白色窗纱。8 月 29－30 日，窗帘安装到位后

达到了实用而美观的效果。 

4.漏雨处理、水电暖维修等。屋顶漏雨是图书馆的老大难问题。今年夏季雨

水偏多，屋顶漏雨问题更是牵动着馆领导和许多相关工作人员的心。7月初，办

公室购买了塑料布，覆盖于 401室漏雨较严重的地方，以防雨水浸湿书架和图书；

该室工作人员又采用桶盆接的方式，及时将雨水清倒掉。假期期间，每次下雨后，

办公室值班人员都及时到漏雨严重的 401、403 室察看，了解情况、清理漏水。

为为花木创造更好的生存空间，假期中一些借阅室的花木被搬到室外的通风处。

整个假期，全馆水电暖报修维修 60余次，保证了图书馆楼的正常水电供应。 

暑假期间，图书馆工作不停步,图书馆职工用辛勤和汗水诠释了“读者第一，

服务育人”的服务宗旨，充分展示了图书馆员的良好精神风貌。 

                                                   办公室：沙淑欣 

图书馆 2008 级新生入馆教育顺利完成 

2008 年 9 月 10 日，图书馆 2008 级新生入馆教育在同学们的掌声与喝彩中

落下了帷幕。4600 余名大学新生分四场在艺术中心礼堂接受了集中培训，整个

教育活动秩序井然，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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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大图书馆对外宣传的力度，提高新生对利用图书馆重要性的认识，帮

助新生尽快熟悉并充分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图书馆参与了由学生工作处联合

教务处、保卫处等部门组织的“山东工商学院 2008级新生集中入学教育”活动，

首次将新生入馆教育纳入了全校的新生入学教育规划。这一举措增强了新生入馆

教育的效果，标志着图书馆的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体系日趋完善。 

本次入馆教育是在馆领导的统筹安排下，由信息咨询部具体负责。在总结以

往经验的基础上，入馆教育方式力取突破和创新。信息咨询部的老师结合图书馆

新馆舍的投入使用及整体馆舍布局的调整，对入馆教育的内容、讲授方式进行了

适当的调整，拍摄了大量反映图书馆新面貌、新服务模式的图片，加班加点、精

心制作了《2008级新生入馆教育》PPT课件，为新生修订、编印并发放了《入馆

导航》手册、《新生同学借阅须知》宣传材料，规划安排了新学期图书馆“资

源·利用·服务”专题讲座，从而保证了新生入馆教育开展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信息咨询部：常红 

图书馆“资源·利用·服务”专题讲座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为帮助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各类资源、掌握查询资料的基

本技能，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各种用户培训活动。本学期（2008-2009第一学年）

图书馆“资源·利用·服务”专题讲座已有条不紊地展开。 

图书馆“资源·利用·服务”专题讲座一览表 

讲  座  题  目 主  讲 时  间 

第1讲： 

新生入馆教育 

 

常  红 

 

9月09日—10日 

第2讲： 

信息资源的类型及获取方法 

 

孙丽艳 

9月22日（周一） 

下午16：30－17：30 

第3讲： 

馆藏书刊的排架与查找 

 

王晓清 

9月25日（周四） 

下午16：30－17：30 

第4讲： 

计算机检索的原理与步骤 

 

董  宁 

10月09日（周四） 

下午16：00－17：00 

第5讲： 

如何利用图书馆主页 

 

于维娟 

10月16日（周四） 

下午16：00－17：00 

第6讲： 

论文写作与图书馆资源利用 

 

刘  慧 

10月23日（周四） 

下午16：00－17：00 

第7讲： 

学术搜索与文献传递 

 

常  红 

10月30日（周四） 

下午16：00－17：00 

第8讲：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检索与利用 

 

数据库商 

11月06日（周四） 

下午16：00－17：00 

第9讲： 

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沙淑欣 

11月13日（周四） 

下午16：00－17：00 

第10讲： 

如何查找统计数据 

 

朱  敏 

11月20日（周四） 

下午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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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讲： 

中外文学位论文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刘  慧 

11月27日（周四） 

下午16：00－17：00 

第12讲： 

EBSCO等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常  红 

12月04日（周四） 

下午16：00－17：00 

第13讲： 

SDOL等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朱  敏 

12月11日（周四） 

下午16：00－17：00 

第14讲： 

大师经典推介与导读 

 

任  虹 

12月18日（周四） 

下午16：00－17：00 

第15讲： 

常用社科工具书及其利用 

 

张毅君 

12月25日（周四） 

下午16：00－17：00 

信息咨询部：常红 

馆藏管理学 CSSCI 来源期刊排架目录 

为使读者能方便、快捷地查找到所需期刊，我们为到馆的每一种期刊编制了

排架号，并在“期刊封面和该期刊存放的架位”上都做了相应的标注----

“XX---XX”，如：《管理世界》封面上的“6-1”，表示该刊位于第 6排第 1层。 

不方便亲自到馆的读者，可通过：图书馆主页 > 公共查询栏目 > 书刊查

询 > 点此进入馆藏书刊目录查询 ，即可进入“馆藏书目检索” ，在检索框输

入所需期刊名称，同时在文献类型选项中，选择中文期刊或外文期刊，即可查到

该期刊的签收信息，包括：到馆期数、排架号以及过刊合订本等馆藏信息。 

附：图书馆馆藏管理学 CSSCI 来源期刊（2008－2009 年）（29 种）排架目

录一览表。每类期刊按总被引次数与 2004-2006三年他引影响因子的加权值高低

顺序排序。 

馆藏管理学 CSSCI来源期刊排架一览表 

序号 期刊名 排架号 

1 管理世界* 6-1 

2 科研管理  6-6 

3 中国软科学** 6-6 

4 科学学研究 14-3 

5 外国经济与管理  5-12 

6 南开管理评论** 5-17 

7 管理科学学报* 6-3 

8 研究与发展管理** 6-4 

9 中国管理科学** 6-2 

10 管理工程学报**  15-18 

11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6-7 

12 预测  6-4 

13 管理科学  6-3 

14 科学管理研究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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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科技论坛  14-7 

16 中国行政管理**  1-14 

17 管理评论 6-1 

18 经济管理：新管理** 5-12 

19 软科学  6-6 

20 公共管理学报** 5-15 

21 经济体制改革  5-7 

22 科技进步与对策  14-8 

23 管理现代化  6-5 

24 科技管理研究  6-7 

25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7-6 

26 管理学报 未订购 

27 宏观经济管理  5-12 

28 华东经济管理 未订购 

29 现代管理科学 未订购 

注:*山东工商学院 A类期刊 

**山东工商学院 B类期刊 

期刊阅览部：孙丽艳 

关于随书光盘的使用问题 

读者在利用光盘数据库时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下载了文件却无法使用。解决

问题的关键是要分清所下载的文件类型，采用正确的打开方式。 

由于随书光盘的种类非常复杂，制作出的镜像文件也存在多种类型，我们最

常使用的镜像格式有如下三种：iso 镜像文件，nrg 镜像文件（Nero Disc 

Image）， mdf/mds镜像文件（一般为音频 CD镜像）： 

1．iso 是通用的光盘镜像格式，大家在随书光盘数据库中下载的绝大多数

文件都是这个格式。但是由于此格式无法复制加密信息，所以一些特殊加密（有

防拷保护）的光盘就无法使用此种格式制作镜像。此外，iso格式不支持多轨道

的光盘，例如 AudioCD 就不能做 iso 镜像，那些带 CD 音轨的光盘也不能使用此

格式； 

2．nrg是著名烧录软件 Nero的自有格式，它采用“虚拟烧录机”的观念来

制作镜像，不论资料档案类光盘或是带音乐音轨的光盘，一般用它都能制作。它

的兼容性比 iso高，所以有时用 iso无法作制的光盘就采用此格式制作； 

3．mdf/mds是著名专业镜像抓取软件 Alcohol 120%的自有格式， mds是 mdf

附带的引导文件，相当于一个指示文件地址的路标或索引。这两个文件要放在同

一目录下搭配使用，打开虚拟光驱时，只需加载 mds文件，mdf文件的内容就会

自动导入了。 

mdf/mds 格式不仅支持音频 CD 的镜像制作，还可以读取加密轨道，并对加

密轨道的所有信息进行纪录。这种格式的兼容性很强，对光盘的还原性极高，是

一种高精度的镜像文件，因此文件也比 iso格式文件大许多。为了节省服务器空

间，我们一般制作出 mdf/mds 文件后会利用软件再将其转化成占用空间较小的

iso文件。但这种格式转化会使一些光盘丧失自动播放功能，为了不影响使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