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第 1期（总第 57期） 

主办：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承办：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本期目录 

★ 图书馆动态 ......................................................................................................................1 
图书馆获“山东省 CALIS 三期服务推广”综合服务奖工作纪实 .............................................1 
2013 年上半年图书馆资源利用讲座安排 ..............................................................................4 
图书馆 2013 年图书采购招标工作圆满结束 .........................................................................4 
欢迎读者参加 EBSCO 数据库春季网络在线培训课程 ..........................................................5 
CASHL 开展九周年庆典文献传递优惠活动 ...........................................................................5 
2013 年度 Proquest 国外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挑选启动 ....................................................6 
答读者问：如何查阅 Proquest 国外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 ......................................7 
悦读在山商：2013 年第 1 季度读者借阅排行（借阅册次≥17） ......................................8 
过刊下架、现刊上架——现刊阅览室的点点滴滴 ...............................................................8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四六级应试、考研课程推荐 ...............................................................9 
悦读在山商：2012 年度读者借阅总排行（借阅册次≥80） ..............................................1 
2011 年中外文期刊合订本验收结束 ......................................................................................1 
光荣榜 ......................................................................................................................................2 
2012 年图书馆大事记 .............................................................................................................2 

★ 互动平台 ..........................................................................................................................5 
大学我要这么过 ......................................................................................................................5 
我的大学规划 ..........................................................................................................................6 
我是大学苦行僧 ......................................................................................................................7 
三更有梦三耕读——图书馆资料查询的障碍 ........................................................................8 
失落的尼山圣地——尼山书院寻访录 ...................................................................................9 

★ 外刊编译 ........................................................................................................................11 
★ 新书推荐——语言学精选 .............................................................................................15 
★ 特色学科动态 ................................................................................................................17 

英文煤炭经济资料索引 ........................................................................................................17 
中文半岛经济研究文摘 ........................................................................................................21 

 

 
 
 



1 

★ 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获“山东省 CALIS 三期服务推广”综合服务奖工作纪实 

2012年 12月 27日，山东省高校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工作暨新技术培训会议

在济南召开，会议对山东省CALIS三期服务推广工作优秀单位和个人进行了颁奖，

经专家组评审，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获得山东省 CALIS三期服务推广工作综合服

务奖（省内获得该奖项的高校图书馆共 13所），获得共享版系统联合认证工作优

秀奖、外文期刊检索利用二等奖、文献传递服务三等奖、虚拟咨询服务三等奖、

馆藏数据建设优秀奖共五项单项奖，四人获得山东省 CALIS三期服务推广工作优

秀个人奖。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CALIS），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等教育“211 工程”“九五”“十

五”总体规划中三个公共服务体系之一。CALIS的宗旨是，建设以中国高等教育

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教育文献联合保障体系，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

CALIS 三期项目正式启动于 2010 年 9 月，在充分挖掘大型图书馆的研究能力与

服务能力的同时，引导中小型图书馆广泛参与，从而缩小“211”院校与国际一

流高校图书馆的差距，缩小普通院校与“211”院校图书馆的差距，缩小西部欠

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高校图书馆的差距，全面提升我国高校图书馆整体信息服务

水平。  

2008 年，图书馆依据程序申请成为 CALIS 成员馆，借助 CALIS 三期建设的

东风，图书馆目前已开展的服务项目有：CALIS外文期刊网、馆际互借与文献传

递、虚拟参考咨询、特色库平台加工端、E读学术搜索、信息素养教育课件制作

等。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靠一馆之力单枪匹马已远远不能提高图书馆的

信息服务水平，积极加入地区、行业图书馆联盟，参与图书馆合作，是山东工商

学院图书馆践行 CALIS共建、共知、共享服务理念的重要举措。 

1.馆藏数据提交和共享版系统联合认证 

2008-2010年，图书馆先后三次向 CALIS山东省中心提交了馆藏纸本书目数

据、电子书目数据、中外文纸本期刊数据、外文纸本期刊馆藏信息、电子期刊数

据、外文期刊数据、本馆 OPAC提供的接口、本馆自动化系统的名称及版本等馆

藏数据，2011年实现了我馆读者数据和 CALIS省中心系统的联合认证工作，这

样在校园网 IP范围内，我校读者只需要登入自己的一卡通用户名和密码，就可

以无障碍利用 CALIS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CALIS外文期刊网、E读学术搜

索、CVRS虚拟参考咨询系统、山东省随书光盘检索系统等。源于图书馆传承的

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图书馆馆藏数据建设质量优良，为信息资源共建、共知和

共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积极推广使用 CALIS 外文期刊网 

2009下半年为了满足广大师生对西文文献的迫切需求，CALIS管理中心为山

东省各高校图书馆免费开通了 CALIS外文期刊网(http://ccc.calis.edu.cn/)访

问权限。我校图书馆在第一时间内向 CALIS省中心提交了馆藏数据，面向全院教

师进行了使用推广，在图书馆主页做了醒目的链接，在 2009-2011年度期间，我

校 CALIS外文期刊网月度使用排行多次进入成员馆前 100名，频频获得山东省高

http://ccc.calis.edu.c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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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图工委的表彰。 

CALIS外文期刊网目前共有成员馆 1078家，本平台收录 10万余种高校收藏

的纸本期刊和电子期刊信息，把各图书馆馆藏纸本期刊和图书馆购买全文数据库

包含电子期刊与篇名目次有机的集成到一起，其中有 4万多种期刊的文章篇名信

息周更新。 

CALIS外文期刊网是面向全国高校广大师生的一个外文期刊综合服务平台。

它是普通用户获取外文期刊论文的最佳途径；也是图书馆文献传递的强大的基础

数据源。要利用 CALIS获取自己需要的外文文献，读者可以通过点击我馆主页右

下角的“外文期刊网”标志进入 CALIS外文期刊网。读者可以直接通过系统的资

源调度得到电子全文。对于没有全文的重要文献，读者可以通过文献传递的方式

获取，方便快捷。 

3.宣传推广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自 2006 年以来，CALIS 山东省中心面向省内高校不断推出免费文献传递活

动，图书馆通过主页宣传、办公系统、赴二级学院讲座等多种方式积极推广，先

后为我院教师免费传递外文文献 1000余篇。 

2011下半年，CALIS联合认证在我馆完成部署，借助 CALIS文献传递共享版，

我校读者可以用自己的一卡通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CALIS 的相关页面自行申请

传递文献，也可以直接登录山东省高校随书光盘系统平台享受光盘在线浏览与下

载服务。当然，我馆也可以作为服务馆为其他 CALIS 成员馆传递文献。截至目前，

通过该系统为我校读者传递文献 60余篇，通过 QQ等其他途径为读者传递文献十

余篇。我校教师申请 CALIS文献传递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calis传递

检索我馆
数据库

开   始
登录CALIS共

享版
注册CALIS传

递账户
管理员确认该

账户

Email下 下
下 下 下 下

填写Email

提交申请

Email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有全文
等待

有链接

     4.开通全方位的咨询渠道 

2010下半年，为了尽快帮助读者解决利用图书馆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图书

馆在既有的电话咨询、EMAIL咨询和当面咨询等渠道基础上，开通了 QQ在线咨

询。QQ在线咨询方式能够通过点击 QQ图标发起会话功能，即使咨询人员不在工

作时间，读者也可以留言，咨询人员在上线后即可查看读者留言，提高了咨询回

复时效性和即时性。 

2012年，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参考咨询服务，图书馆启用了 CALIS虚拟

参考咨询系统为本校师生提供网上实时咨询及表单式咨询服务。读者可使用自己

的一卡通帐号和密码登录图书馆主页 CALIS虚拟参考咨询系统，与山东省内在线

咨询馆员进行实时交流，具体使用示意图如下： 

http://58.194.172.25/
http://cvrs.sd.calis.edu.cn: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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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建 CALIS 三期特色库子项目建设并获得验收 

2011年 5月 13日，我馆申报的“煤炭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和“山东半岛

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获得 CALIS三期“专题特色数据库”立项。 

2012年 3月 25日，由我馆承建的“山东半岛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和“煤

炭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的元数据提交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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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DESI 平台进行

特色库建设对我馆来说尚属首次，DESI 软件的入门到熟悉、检索式构建、数据

挑选、数据转换、数据导入、数据标引、数据审核、数据发布所有环节都凝聚了

图书馆集体的心血和智慧，正是在集体的力量下，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失败、讨

论、总结等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周而复始，图书馆克服重重困难，在项目建设

的指定时间内，圆满完成了 CALIS特色库子项目元数据提交工作。 

2012年 5月 24日，由 CALIS网站（http://www.calis.edu.cn/）获悉，我

馆承建的“煤炭经济特色文献库”及“山东半岛经济特色文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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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等奖 7个，二等奖 19个，三等

奖 23个，鼓励奖 2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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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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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ali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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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上半年图书馆资源利用讲座安排 

时        间 培训内容 教  师 讲座地点 

3月 18日（周一）16：00 1.信息资源的类型及获取方法 孙丽艳 

3月 20日（周三）16：00 2.论文写作与图书馆资源利用 刘 慧 

3月 21日（周四）16：00 
3.巧用书目检索系统,悦享馆藏百

万书刊 
王晓清 

3月 25日（周一）16：00 
4.不列颠百科全书及常用社科工具

书检索与利用 
张毅君 

3月 27日（周三）16：00 
5.国内外博、硕士学位论文获取与

利用 
段于民 

3月 28日（周四）16：00 6.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沙淑欣 

4月 8日（周一）16：00 
7.如何利用图书馆多媒体资源提升

您的考试成绩？ 
栾国霞 

4月 10日（周三）16：00 8.如何查找统计数据 常 红 

4月 11日（周四）16：00 9.大师经典推介与导读 任 虹 

4月 15日（周一）16：00 
10.巧用文献管理软件，写好专业学

术论文 
段于民 

信息素养

教研室

(223室) 

4月 16日（周一）16：00 

11.利用 SciVerseScienceDirect

获取前沿学术信息与 Elsevier期

刊投稿常识 

爱思唯尔公司 

孙静静 

图书馆报

告厅 

4月 17日（周三）16：00 12.如何获取外文信息资源? 刘 慧 

4月 18日（周四）16：00 13.电子图书学术搜索与文献传递 常 红 

4月 22日（周一）16：00 
14.如何利用图书馆多媒体资源提

升您的就业砝码？ 
栾国霞 

4月 24日（周三）16：00 
15.互动沙龙：利用网络、馆藏资源

活学英语 
董 宁 

4月 25日（周四）16：00 
16.礼仪伴我成长：从儒家尼山书院

到现在的大学 
任 虹 

4-6月，不定期，请根据

您的需要预约 

17.如何利用文献传递获取文献资

源 （研究生、教师读者专题） 
段于民 

4-6月，不定期，请根据

您的需要预约 

18.电子印本（工作论文、预印本论

文等）文库的检索与利用 （研究

生、教师读者专题） 

刘 慧 

信息素养

教研室

(223室) 

3-6月，每周四晚上19：00 
19. EBSCO数据库春季网络在线培

训课程           
EBSCO讲师 

网络在线 

 

信息咨询部：常红 

 

 

http://lib.sdibt.edu.cn/up_files/EBSCO2013%E6%98%A5%E5%AD%A3%E5%9C%A8%E7%BA%BF%E5%9F%B9%E8%AE%AD%E8%AF%BE%E7%A8%8B.pdf
http://lib.sdibt.edu.cn/up_files/EBSCO2013%E6%98%A5%E5%AD%A3%E5%9C%A8%E7%BA%BF%E5%9F%B9%E8%AE%AD%E8%AF%BE%E7%A8%8B.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