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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寄语 2012 届毕业生 

亲爱的 2012届毕业生： 

你们即将离开母校，踏上人生新的征程，在此，图书馆全体老师向你们表示

衷心的祝贺！并真诚的感谢你们对图书馆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人生最快意之事莫过于读书，读书最佳之处，莫过于图书馆了。图书馆是知

识的海洋，大学图书馆是同学们的第二课堂。柏林图书馆门前写到：“这里是知

识的宝藏，只要掌握了开启它的钥匙，这里的宝藏都是属于你的。”这充分表达

了图书馆和利用图书馆的意义。在校期间，同学们都能很好的利用图书馆，有的

同学已习惯了每天早晚“教室—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有的同学

感慨地说到“大学期间，如果没有在图书馆里专心读几本书，大学就等于白上

了。”、“没有充分利用好图书馆的大学生不是一个完整的大学生”。可见，图书馆

已成了同学们在校期间必不可少的去处，尤其是考研的同学几乎所有时间都泡在

图书馆，你们这种学习精神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我们也从资源到服务都尽

最大的努力为同学们创造条件，丰富的文献资源使同学们有了一定的收获，每当

看到同学们拿到考研录取通知书或找到理想工作时，我们也感到非常欣慰，在此，

感谢你们为图书馆带来了生机带来了荣誉，给图书馆的工作增加了信心和激情！ 

同学们在大学学习期间，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利用图书馆的知识和经验，诸

如图书馆的馆藏布局，馆藏图书、期刊的查找方式，电子资源、网络资源的检索

与利用等等，相信这些对于大家今后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将会带来很多的益处。

同学们毕业后尽管离开了学校这个第一课堂，但不要离开图书馆这个第二课堂，

图书馆是大家终身的学校。希望同学们养成终身学习的好习惯，会读书读好书，

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衷心祝愿同学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事业成功！生活

幸福！欢迎同学们常回母校看看，母校图书馆将是你永远的青春家园！ 

副馆长：于维娟 

我馆荣获“山东省高校三八红旗集体”、“烟台先锋基层党组

织” 称号 

6月 26日，图书馆荣获“山东高校三八红旗集体”称号。本次评选活动，根据

《中共省委高校工委关于评选表彰山东省高校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通知》

（省高工委[2012]41号）文件精神，在各基层工会推荐的基础上，经过学校有

关部门讨论选拔，再经校党委批准上报省高校工委，由省高校工委组织专家评选

审核后进行表彰。全省共选出“山东高校三八红旗集体”138个。  

6月 30日，烟台市市委召开全市“创先争优争做烟台先锋”活动表彰大会，隆

重表彰在此次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直属党支部

荣获“烟台先锋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办公室：沙淑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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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直属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参观海阳地雷战纪念馆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1周年，6月 22日，图书馆直属党支部组织全体党

员参观海阳地雷战纪念馆。 

在 500平方米的展厅，讲解员热情、细致、专业的讲解，大量详实图片实物

的陈列，生动逼真地展现了海阳历史上那段英雄辈出、波澜壮阔的岁月。六大部

分的展览重点突出，土炮、地雷、石雷、奖章、枪支等珍贵藏品配合图片、文字，

把海阳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奋斗，打击日寇，战无不胜的伟大民族精神展现给

在场的每一位参观者。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的党员纷纷表示，要充分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讲信念、讲服务、讲奉献，紧紧围绕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以人为本，全面提升

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为学校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办公室：沙淑欣 

“女排精神”引领图书馆前进——小记图书馆女排“三连冠” 

2012年 5月 24日，山东工商学院女教职工排球决赛激战正酣。对阵双方

——图书馆女排代表队、经济学院女排代表队。或许是实力使然，连续三个赛季，

进入决赛的都是这两支队伍。由于对于对手都是知根知底，决赛一开始，双方就

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面对劲敌，图书馆女排毫不手软，每球必争，最终以漂亮的

2：0击败对手，勇夺冠军。而这也是我馆女排继 2010年和 2011年后连续获得

的第三个全院女子排球冠军，成为我院排球史上的首支“三连冠”队伍。 

开创伟业，并非易事。艰苦的训练和强烈的团队合作成就了“三连冠”的辉

煌。为了展现女排的最佳状态，每一个队员都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即便是日常训

练，也毫不吝惜自己的体力。腰伤、腿痛忍一忍，喷喷云南白药、搓搓红花油，

我们接着练！比赛中，队员更是豁出去了：集中注意力，从发球、接稳一传、组

织二传，到发力一击，每一下触球，大家都力争做到最合理、最具杀伤力。每得

一分，队员们击掌相庆；每失一分，大家没有丝毫埋怨，一个眼神，一声鼓励激

励着全队奋勇前进。 

场上的精彩表现源自于全馆上下的大力支持！为了球队的胜利，领导们提供

了最大的支持，甚至还充当啦啦队、摄影师，记录下队员们的精彩瞬间。其他同

仁也在工作日程安排上给予队员们极大的支持，解除了队员的一切后顾之忧。试

想没有图书馆整个团队的支持，哪有冠军、甚至三连冠的伟大成就？  

图书馆女排的精彩表现展现了女排精神：就是以拼搏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

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伟大精神。而这种“女排精神”又激励着全馆同仁，以更

大的决心、更积极的态度，和更具创新精神的理念投身工作，推动图书馆的前进。 

放眼未来，领导们为图书馆女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新老结合、力争达

到“五连霸”的新高度。回顾取得的成绩，我们不自满。只要“女排精神”不丢，

定好位，稳扎稳打，理想并非不能实现。 

阳光总在风雨后，“女排精神”引领图书馆前进！ 

文献采编部：董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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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6 月《山商文库》捐赠鸣谢 

《山商文库》自建库以来，受到了广大教师和校友的大力支持，已收到捐赠

的著作近 300种。根据 2011年我院教师的科研成果，图书馆积极主动联系教师

捐赠著作，1-6月共收到老师捐赠的著作 38种共 81册。非常感谢老师们的捐赠

和支持，恳请继续惠赠！ 

序

号 

单位 捐赠人 题名 册

数 

捐赠

时间 

1 煤炭经济研究院 祝发龙 烟台年鉴（2007、2008、2010） 3 2012 

2 半岛经济研究院 姚中杰 民生 2 2012 

3 图书馆 李芳懿 财务报表编制与分析 1 2012 

4 图书馆 李芳懿 查账:企业会计错弊及其检查 1 2012 

5 科研处 支军 开埠后烟台城市空间演变研究 1 2012 

6 学报 张开祝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要义 1 2012 

7 学报 张开祝等 史乘撷珍 1 2012 

8 学报 张开祝等 山商精神 1 2012 

9 外国语学院 刘春芳等 奥威尔散文 1 2012 

10 外国语学院 刘春芳 奥威尔读本 1 2012 

11 外国语学院 刘春芳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情感论  1 2012 

12 外国语学院 刘春芳等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 1 2012 

13 管理学院 刘敏等 绿色建筑发展与推广研究 4 2012 

14 公共管理学院 汪建强 20世纪英国养老金制度研究 5 2012 

15 工程学院 刘利军 鄂尔多斯矿区煤炭物流网络系统化研究 5 2012 

16 工程学院 黄力波等 煤矿生产仿真技术及在安全培训中的应用 5 2012 

17 政法 姜起民 实然与应然——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关系研究 10 2012 

18 教务处 刘传庚等 煤矿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与技术支撑体系研究 1 2012 

19 计算机学院 李晋江等 散乱数据点三维重构关键问题研究 5 2012 

20 计算机学院 安志勇等 基于视觉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研究 5 2012 

21 数学学院 王学武等 数学分析（2）  1 2012 

22 数学学院 郭林等 数学分析 (1) 1 2012 

23 数学学院 韩玉良等 微积分 1 2012 

24 统计学院 袁靖 规则与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1 2012 

25 公共管理学院 岳宗福 社会保险法制度解读、案例应用与实务答疑 1 2012 

26 政法学院 于金葵 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 1 2012 

27 政法学院 李默海 探寻宪政之路 1 2012 

28 政法学院 王秀哲 我国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研究 1 2012 

29 政法学院 苏海健  征地拆迁常见法律问题 100例 1 2012 

30 数学学院 郭林 数学分析 (3) 1 2012 

31 经济学院 白千文 广义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转轨路径研究 1 2012 

32 会计学院 桂良军 Excel会计与财务管理——理论、方案暨模型 1 2012 

33 工程学院 温国锋 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管理能力提升模型与方法研究 3 2012 

34 工程学院 彭永祥 基于旅游者收益的地质公园核心竞争力及其评价实证 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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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 捐赠人 题名 册

数 

捐赠

时间 

35 工程学院 吴昌友 三江平原地下水数值模拟及仿真问题研究 3 2012 

36 工程学院 李中才等 农业机器系统状态仿真与更新决策研究 3 2012 

37 计算机学院 厉玉蓉 代数曲面拼接的理论与算法研究 1 2012 

38 大外部 咸修斌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710分词汇必备 1 2012 

信息咨询部：陈利华 

图书馆两特色库项目通过 CALIS 验收 

由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网站（http://www.calis.edu.cn/）

获悉，由我校图书馆承建的“煤炭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及“山东半岛经济特色

文献数据库” 经 CALIS 三期特色库子项目验收专家评审验收合格，其中“煤炭

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荣获鼓励奖。CALIS三期特色库项目共验收合格子项目 162

个，验收合格率为 75%。获得奖励子项目 73个，获奖比例为 34%。 

“煤炭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及“山东半岛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两特色库

包括期刊论文、博硕论文和图书 3个资源类型共计 6个子库，目前共提交元数据

4万余条，该数据将在 CALIS特色库平台上统一对外发布，两特色库项目必将有

效地推动我校图书馆同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的馆际交流和资源共享，借此也很好地

宣传了我校是一所颇具应用特色的财经类院校。以此为契机，图书馆在保证现有

期刊论文、图书、博硕论文资源类型数据年度更新的基础上，新增煤炭经济和半

岛经济会议论文库，进一步充实相关印本馆藏，加大以煤炭经济和山东半岛经济

研究相关科研成果等非正式出版物的收集力度。随着 CALIS三期特色库子项目成

功验收，经过多年酝酿、探索中的山东工商学院特色库建设初露成效，也将为学

校特色发展提供有力的信息保障。 

信息咨询部：常红 

图书馆、数学学院联合采购电子资源 

为满足教师对快速增长的外文文献资源的强烈需求，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根

据学科发展规划和学科建设需要，委托图书馆订购 2012年 SIAM全文期刊现刊数

据库(1997年—至今)、SIAM-Locus过刊（1952-96）全文数据库、美国数学学会

部分电子刊（2013年），供全校教师在校园网 IP范围内使用，双方达成共识：

电子资源购置经费由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承担，图书馆负责电子资源订购联络、

电子资源维护及相关的使用培训事宜。在电子资源经费逐年高攀的情况下，这一

举措有效的弥补了图书馆电子资源经费的不足，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资源共享。 

信息咨询部：常红 

中国知网（CNKI）使用统计一览表 

笔者就 2007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6月 6日期间我校使用中国知网（CNKI）

期刊论文库、硕士论文库、博士论文库使用统计结果进行了导出，统计指标包括：

http://www.calis.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