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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 2014 年第 2 季度工作简讯   

4月 1日，图书馆召开本学年第二次全馆大会，司千字馆长介绍了 3月 13

日校园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及 3月 24日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调度会的精神，强

调图书馆作为服务窗口应切实体现“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并明确规范

了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及请假制度等。 

4月 2-9日，张毅君副馆长带领部室主任陈浩义、姜虹、常红老师到武汉大

学图书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湖南商学院图书馆、中

山大学图书馆参观学习。  

4月 15日，图书馆在运动场举办趣味运动会，全馆职工在 30分钟快走、团

体投篮比赛、混合一分钟跳绳比赛项目中展现了自我风采和团队协作能力，共同

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4月 20-26日，司千字馆长带领部室主任沙淑欣、肖红老师参加中国图书馆

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主办、东南大学承办的“空间管理与环境建设”培训班，

并到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

学图书馆、苏州大学炳麟图书馆、南京大学杜厦图书馆和东南大学李文正图书馆

参观学习。 

4月 21日，由图书馆主办、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与新儒商社团承办的“书

香浸润人生路”专题讲座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儒商研究院院长杨家珍教授

讲述了对读书的认识、读书历程和人生感悟，分享了自己的读书经验和建议。此

次专题讲座拉开了 2014年我校“泛舟书海 共享阅采”读书月系列活动的序幕。

读书月期间，通过举办经典电影展播、“书名去哪儿了”猜书名比赛等系列活动。 

5月 8日，苏州博美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人员在图书馆会议室推介了博美讯

图书馆自助服务系统，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对旗下畅想之星数据中心的情况进

行了介绍，烟台大学图书馆张馆长，鲁东大学图书馆黄馆长、于馆长，我馆馆领

导及部室主任参加了上述报告会。 

5月 15日—16日，山东工商学院第二十八届田径运动会举行，由 28名队员

组成的图书馆代表队参加了铅球、实心球掷远、跳高、立定跳远、女中 4×100

米接力、六人罚篮、八人一分钟跳绳、八人足球射门等项目。 

5月 20日，图书馆参观学习汇报会在报告厅举行。办公室主任沙淑欣、西

校区分馆主任姜虹分别代表本组对上海、江苏高校图书馆参观、高校图书馆分会

培训，湖北、湖南、广东高校图书馆参观的情况、收获和感悟等向全馆老师进行

了汇报。信息咨询部的栾国霞老师也向大家介绍了 5月 13-16日参加“数字资源

移动服务研讨会”的情况。 

5月 26日，校资产管理处采用续标的方式对图书馆家具进行追加采购，莱

阳市汇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中标阅览桌椅；烟台盛通达家具有限公司中标沙发椅

子等。 

5月 26日，由校资产管理处主持的图书馆 2014年电子资源采购招标工作顺

利进行。  

5月 28日，在山东工商学院 2013年晋升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中，徐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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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馆员任职资格，聘期自 2014年 5月 31日至 2014年 12月 30日。  

6月 9日-13日，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公司在我馆举办“原版书选荐周”活

动。  

6月 11号，Emerald管理学全文期刊库正式开通。 

6月 19日，图书馆排球女队依靠精湛的技术、完美的配合、出色的发挥荣

获 2014年校教职工女子排球比赛亚军。  

6月 20日，图书馆广播系统进行公开招标，烟台大凯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中

标。 

6月 28日，我馆承办“2014年烟威地区高校图书馆排球友谊赛”，烟台大学

图书馆（男女各一队）、鲁东大学图书馆（男女各一队）、威海图书馆联队（男

队）、滨州医学院图书馆（男队）、烟台职业学院图书馆（男队）、山东工商学院

（男女各一队）共 9支参赛队参加了友谊赛。 

办公室：沙淑欣 

“书香浸润人生路”——我校 2014 年读书月活动拉开序幕 

4月 21日，由我校图书馆主办、图书馆学习管理委员会与新儒商社团承办

的“书香浸润人生路”专题讲座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办，拉开了 2014年我校

“泛舟书海 共享阅采”读书月系列活动的序幕。 

读书月期间，学校举办了经典电影展播、“书名去哪儿了”猜书名比赛等系

列活动，旨在响应 4月 23日第 19个世界读书日“地球与我”的主题，呼吁散居

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患病还

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

化、科学思想大师们，保护知识产权。 

我校儒商研究院院长杨家珍教授在“书香浸润人生路”专题讲座上，讲述了

对读书的认识、读书历程和人生感悟，分享了自己的读书经验和建议，并引经据

典、博采众长，以自己深刻的视角和独到研究体会给热爱读书的学子们提供了一

场精神盛宴。 

副馆长：张毅君 

图书馆赴二级学院进行“信息资源有效获取与利用”宣传推

广活动 

当今的时代是信息资源无所不在的“泛图书馆”时代。如何从信息的海洋当

中准确高效地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源信息并加以有效利用是摆在广大科研工作者

面前的一大挑战，通晓文献资源获取方法、熟练掌握文献管理辅助软件成了他们

所必备的信息素养。 

2014年 4月—5月，图书馆信息咨询部先后赴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

程学院、会计学院等二级院部进行“信息资源有效获取与利用”宣传推广专场讲

座。针对二级院部广大科研工作者在科研工作中存在的文献保障和文献管理软件

的需求，图书馆老师用直观易懂的形式向教师们演示了信息资源获取和利用的途

径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动态、资源发现系统、自助文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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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NoteExpress文献管理软件的使用。其中移动图书馆、资源发现系统和利用

NoteExpress管理文献的便捷性尤其令老师们感兴趣。讲座结束后，图书馆老师

和二级学院教师就文献获取和利用等方面分别进行了交流。 

信息咨询部：段于民 

特色数据库平台成功迁移 

我馆山东半岛经济特色库和煤炭经济特色库近日成功迁移到新平台

——CALIS特色数据库系统共享版。该平台是 CALIS三期建设内容，主要是为了

解决目前图书馆特色数据建设中存在的运营维护成本和服务升级成本高两个突

出问题。 

新平台是基于 SaaS应用的特色数据库管理系统，包括了三期项目中规定的

元数据著录管理系统共享版、学位论文提交与管理系统共享版、全国高校人物名

师著录管理系统和学术机构库管理与服务系统共四个系统的全部需求。其中特色

库功能提供了自定义资源模板、自建资源库、对资源库进行著录加工和最终发布

的服务。 

新平台门户首页界面干净简洁、易于操作，包括资源搜索、专题列表、最新

资源、推荐资源及热门资源等板块，其中专题列表包含 2个特色库的 8个专题子

项，读者可点击某一专题子项浏览该专题全部内容或通过资源搜索查找具体资源。 

首页访问地址：http://222.29.81.97/432900/index.html。 

技术支持部：肖红 

在学习中前行——沪苏高校图书馆参观培训感悟 

2014年 4月 20日至 26日，我馆 3人赴上海、江苏有关高校图书馆考察学

习，并参加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主办的“空间管理与环境建设”培训班。此次参

观培训紧张而充实，让我们在收获中思考，在思考中感悟，在感悟中前行。 

参观培训概况 

本次考察学习采取与所参观图书馆领导、相关部室负责人及馆员座谈、交流，

并实地参观、调研的方式，走访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上海

交通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炳麟图书馆、南京大学杜厦图

书馆、东南大学李文正图书馆。24-25日参加了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

馆分会主办、东南大学图书馆、《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社承办的“空间管理

与环境建设”培训班，其间聆听了九位建筑或图书馆领域大家的学术报告。 

收获一：空间与环境的营造 

图书馆建筑是随着图书馆的内在变化而改变的。信息技术改变了图书馆的工

作服务模式，也导致图书馆建筑空间的变化和设计原则的调整。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关肇邺教授认为“最好的建筑不一定是创新的，适合的就是最

好的”。受社会信息化和新技术的影响，图书馆空间也在发生变迁。大学图书馆

是学校的学习中心、信息中心和分享资源的场所，图书馆将由以馆藏为主的空间

转变为以读者为主的空间。大学图书馆空间与环境的营造应以读者为中心，充分

考虑现代图书馆的分区（入口区、信息服务咨询区、藏书区、阅览区、公共活动

区、办公区、技术设备区、学习交流区、团体讨论区、信息共享空间等），体现

http://222.29.81.97/432900/index.html
http://222.29.81.97/43290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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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空间的“组合性、伸缩性、移动性和体验感“，为读者营造开放、技

术先进；灵活、紧凑、多元；舒适、人性化；生态、节能环保的图书馆空间。 

本次参观的七所高校图书馆既有新馆也有老馆，但上述图书馆“环境整洁、

温馨，把最好的空间提供给读者利用”的理念和做法是一致的。复旦大学文科馆

的读者服务台位于一楼大厅，融图书借还、证件办理、咨询服务、文献提供于一

台，合理的布局、一站式的服务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采用大

开间布局、挑空设计，其宽敞明亮的阅览空间分别体现“早春新绿”、“仲夏云

端”、“晚秋丰谷”、“四季光鲜”的意境，同时各种励志主题点缀中庭，结合照片

墙、浮雕、影壁等，给读者以全新的视觉体验。 

收获二：泛在、创新的服务 

空间是服务的载体，服务是空间的生命，图书馆空间变迁的历史也是一部服

务演进的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图书馆的服务空间多维度拓展，服务功

能从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型、服务模式亦在发展创新。读者处于图书馆服务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的环境中，以用户及其需求为中心的图书馆泛在服务模式正在成为

上述图书馆一种全新的服务模式。其意义在于真正从用户需求及其行为变化的角

度出发，将图书馆实体和虚拟的服务嵌入用户科研与学习过程之中，倡导“用户

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创造图书馆服务与用户空间和时间有机融合的一种新

的平衡状态。  

各馆 RFID技术应用及学习空间（信息共享空间）建设情况是本次考察学习

的重点。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

的自动识别技术，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将 RFID应

用于图书馆，可方便读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但 RFID在图书

馆领域的应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各馆在 RFID技术应用上都比较慎重。

苏州大学炳麟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而对实用价值不高

的 3D导航、数字盘点的应用基本未加采用，只选取部分校区或利用率高的图书

利用 RFID技术借还。 

学习空间（Learning Space，LS)衍生于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IC），是将纸本资源、数字资源、计算机技术、信息服务等整合于一个

相对无缝的信息环境，为人们的信息需求和知识学习提供一站式服务的高度整合

的信息服务模式。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图书馆、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南京大学杜厦图书馆、东南大学李文正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建设都

如火如荼，其服务开展更是有声有色。为满足上海交通大学师生学习、科研、休

闲娱乐等多元化需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学习空间设置了丰富多样的服务功

能区，包括：阅览区、展览区、多媒体区、互动研讨区、外语自助学习区、咖啡

区、全家便利店、音乐欣赏室等，并通过主题书展和图片展；书刊合一、借阅合

一及“藏、查、借、阅、参”五位一体的一站式服务；类型多样的小组研讨室服

务；各类助学促研服务；搭建支持学习与创造的平台；体感互动游戏；各种新设

备体验等多种形式营造浓郁的学术氛围。 

思考 

沪、苏七馆的考察让我们在领略其富有生机、蓬勃发展的文化氛围和实用化、

细致化、人性化的服务之余,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其“你我共建知识家园”和“于

细微处见关怀”的理念和做法。图书馆是图书馆员的家，也是读者的家，充分调

动馆员和读者双方的积极性，让读者、馆员和图书馆之间相知、相融和相助，才

能共建和谐、温馨的精神殿堂。图书馆是以人文为基础的，读者关注图书馆的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