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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动态 

校图书情报委员会 2014 年度会议召开 

1月 8日上午，山东工商学院图书情报委员会 2014年度会议在办公楼 9楼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校图书情报委员会主任委员盛国军副院长主持，校图书情报

委员会委员、图书馆部室主任参加了会议。  

图书馆从资源建设和读者服务两个方面对 2014年的主要工作进行了总结，

同时结合调查问卷，客观分析了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和服务情况；强调开通移

动图书馆，两校区实现了“云服务”的便捷和面临的“文献资源利用率不高”的

问题；并对特色资源及专业性强、经费投入大的电子资源的共建共享、信息素养

教育嵌入到课程中、拓展图书馆文化服务空间、加强与各院系部学生处、团委多

元文化合作等问题广泛征询委员们的意见。与会委员也从学校及图书馆的长远发

展和读者的视角，各抒己见，对学科建设与图书馆经费、资源的协调优化；加大

资源推介的范围和力度，提高资源利用率；激发学生的知识需求，推动学生走进

图书馆；关注研究生课

程、学科研究前沿、就业

创业类、海洋经济等方面

资源；创建人性化、和谐

向上的文化氛围等提出

了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

建议。 

在总结发言中，盛院

长感谢一年来图书馆工

作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校

图书情报委员会委员对

学校图书情报工作的支

持。他强调，此次会议充

分发挥了图书情报委员会作为图书馆密切联系读者、服务教学科研、集思广益最

佳平台的作用，图书馆要结合发展规划认真落实委员们的意见建议,为学校的教

学科研提供高水平文献保障和深层次信息服务，使图书馆真正成为内涵丰富的知

识殿堂。 

办公室：沙淑欣 

校领导检查指导图书馆新学年工作 

3月 8日上午，党委副书记郭金创、副院长盛国军深入图书馆，检查图书馆

安全工作和运转情况，全面指导图书馆的各项工作。 

图书馆作为高校的重点安防区域，其安全工作是读者服务工作正常开展的基

础和保障，郭金创副书记在保卫处有关负责人员陪同下检查巡视了图书馆的安全

及管理保障情况，重点查看了图书馆出入口、各借阅室新安装的监控设施。 

盛国军副院长对图书馆的服务环境、布局安排、人员情况等各方面进行了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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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深入了解，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希望图书馆进一步强化服务意

识、奉献意识，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为宗旨，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积极

利用学校各种平台，争取图书馆发展的新机遇。 

办公室：沙淑欣 

美丽图书馆  依靠你我他 

-----图书馆深入开展环境整治美化工作 

新学年伊始，以“美丽山商  共建共享”为主题的“美丽山商”专项行动在

全校如火如荼的展开。尽管在 2014年学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工作中表现突出，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等 11个部门受到了表彰，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图书

馆依然将环境整治美化工作作为本学年的重要工作，使整洁、温馨、和谐的图书

馆环境成为常态。 

3月 19日、3 月 23日，馆领导、办公室先后两次对全馆各借阅室、办公室、

大厅、走廊、卫生间等进行了彻底的检查，能马上整改的问题责任到人短期内清

理完毕；难点问题由馆里统一制定方案、集中解决。（1）更换纱网。在 2014年

年底对全馆所有部室的窗帘进行清洗维修的基础上，对全馆所有纱窗的纱网进行

集中更换，既保证了整洁，又有效防止了蚊虫的进入。（2）走线入槽。网线、电

线、电话线等，许多室的各种线凌乱不堪，技术支持部配合办公室，雇请相关人

员在清理无用线路的基础上，对各部室进行走线入槽，达到了美观实用的目的。

（3）绿化馆舍。本着 “美观易养、经济实用、有益健康”的原则，为东校中心

馆北大厅、南厅、借阅二室二楼三楼走廊等配备了夏威夷竹、红钻、平安树、黄

金葛等花卉。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各室老师也对本室原有花卉进行了修整。各

室深浅不一的绿为图书馆带来了勃勃生机。此外，馆里还对打扫卫生用品、杂物

等的存放进行了统一要求。24日，利用周二下午图书馆不对读者开放的时间，

图书馆组织全馆党员及部分老师对馆外周边环境的垃圾袋、废纸、绿化带内杂物

等进行了清理，热火朝天的劳动，不仅让大家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而且深深体

味了面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愉悦。 

“美丽图书馆  依靠你我他”，不仅仅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行动，图书馆还通

过网络、LED屏、宣传栏等方式大力加强“美丽图书馆”活动的宣传，动员广大

读者参与其中，建立长效机制，共同营造“悦读”新境界。 

办公室：沙淑欣 

图书馆工会“三·八国际妇女节观影”小觑 

3月 7日，时值“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图书馆工会在西校区图书

馆报告厅组织广大会员观影，共度佳节。 

经过一个漫长的假期，许久未见的同事、好友相聚西校区图书馆报告厅，观

看了《遗愿清单》（The Bucket List）这部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影片。会员们

在享受文化盛宴的同时也收获了愉快的交流契机。此次观影活动得到了广大会员

的一致好评和积极反馈。有些会员反映：“这部片子选得好，应该多看有意义的



 

 4 

好作品”、“此类文化活动好，以后应该定期多举办”。 

“三·八国际妇女节观影”活动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今后图书馆工会将广

泛听取会员意见，通过组织多种生动、有意义的工会活动丰富广大会员的文化生

活，创造和谐、健康的文化氛围。 

图书馆工会 

2014-2015 学年下学期图书馆一小时讲座安排表 

日期 主讲人 讲座内容主题 读者类型 讲座形式 讲座预期

效果  

4月 09日 

周四 16:00 

刘  慧 论文写作与图书

馆资源利用 

学生和教师 讲授、上机 学会利用图

书馆资源以

更好地撰写

论文 

4月 13日 

周一 16:00 

董  宁 互动沙龙：利用网

络、馆藏资源活学

英语 

一般读者 互动 助力读者的

英语学习 

4月 15日 

周三 16:00 

段于民 巧用文献管理软

件，写好专业学术

论文 

高年级本科

生、研究生、

教师 

任务设定、上

机、讲授 

学 会 利 用

NoteExpress

软件收集资

料、管理文献

和插入参考

文献的方法 

4月 16日 

周四 16:00 

常 红 MOOC 时代，我的

学习我做主！ 

有自学愿景

的读者 

讲授、互动 了解 MOOC 资

源 ， 分 享

MOOCer 学习

体验 

4月 20日 

周一 16:00 

孙丽艳 信息资源的类型

及获取方法 

学生、教师 课堂教学、演

示 

了解信息资

源的类型，知

道各自的获

取方式 

4月 22日 

周三 16:00 

栾国霞 考试、就业与图书

馆多媒体学习库

资源利用 

毕业生 讲授、上机 为学生的考

试就业提供

知识补给 

4月 23日 

周四 16:00 

董  宁 我的 kindle 阅读

分享——潮流电

子书，你入了吗？ 

电子书爱好

者 

讨论互动、实

物演示 

培养良好的

阅读方式和

习惯，掌握

Kindle 电子

阅读设备的

使用 

4月 27日 

周一 16:00 

任  虹 大师经典推介与

导读 

一般读者 讲授、讨论互

动 

提升阅读品

味，共同感受

大师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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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讲人 讲座内容主题 读者类型 讲座形式 讲座预期

效果  

5月 04日 

周一 16:30 

肖  红 新技术体验:移动

阅读与自助服务 

一般读者 讲授、上机 能够熟练运

用自助打印、

掌握移动图

书馆的使用

方法 

5月 06日 

周三 16:30 

张毅君 中国知网电子期

刊数据库检索与

利用 

学生、教师 讲授、上机操

作 

掌握从知网

查阅、获取文

献的方式 

5月 07日 

周四 16:30 

吕郑芳 维普资讯中文科

技期刊数据库检

索与利用 

高年级本科

生、毕业生、

研究生、教

师 

讲授+任务设

定式 

掌握从维普

数据库检索

和利用文献

的技能 

5月 11日 

周一 16:30 

沙淑欣 读秀学术搜索的

检索与利用 

高年级本科

生、毕业生、

研究生、教

师 

讲授、上机操

作 

掌握从读秀

数据库检索

文献、传递文

献的方法  

5月 13日 

周三 16:30 

陈利华 如何查找统计数

据 

高年级本科

生、毕业生、

研究生、教

师 

讲授、上机操

作 

掌握从有关

数据库获取

统计数据的

方法技能 

5月 18日 

周一 16:30 

栾国霞 国内外博、硕士学

位论文获取与利

用 

毕业生、研

究生、教师 

讲授、上机操

作 

学会查找和

利用学位论

文 

5月 20日 

周三 16:30 

姜  虹 名著、名片赏析 一般读者 讲授、互动 与读者共同

提升对佳作

名片的欣赏

水平 

5月 21日 

周四 16:30 

刘  慧 论文写作与图书

馆资源利用 

学生、教师 讲授、上机 学会利用图

书馆资源以

更好地撰写

论文 

5月 25日 

周一 16:30 

吕郑芳 Emerald数据库检

索与利用 

高年级本科

生、毕业生、

研究生、教

师 

讲授+任务设

定式 

熟练运用检

索技能，获取

外文文献 

5月 27日 

周三 16:30 

段于民 大英百科与维基

百科的利用 

一般读者 互动 了解大英百

科和维基百

科 

注：1.讲座地点：东校中心馆信息检索室（703室） 

2.西校区讲座事宜，请老师和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与信息咨询部提前预约。 

信息咨询部：段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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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对大学外语教学部教师做信息资源获取与利用专题

培训 

应大学外语教学部的邀请，图书馆信息咨询部于 2015年 3月 24日在图书馆

报告厅为大外部的全体老师做了 2个小时的信息资源获取与利用专题培训，培训

内容分三个部分： 

刘慧老师系统专业地介绍了与大外部教师教学科研相关的信息资源检索与

利用经验和体会，主要包括：图书

馆主页整合的已购买学术资源和

免费学术资源、可利用的资源发现

系统、多媒体教育教学资源等； 

常 红 老 师 现 场 演 示 了

NoteExpress文献管理软件的文件

导入、更新题录、题录导入、在线

下载全文、如何选择参考文献样式

并生成参考文献等功能。同时现场

互动指导老师扫描超星移动图书

馆二维码，介绍移动图书馆的书目检索、学术资源检索和利用、订阅图书、报刊、

视频等功能模块操作步骤。 

段于民老师现场演示了 CALIS、CASHL 文献传递账号开通流程和注意事项。 

老师们在咨询邮件中表示这次培训对他们的教学科研非常受益，通过这次培

训，教师们对信息资源检索和利用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畅通了教师与图书馆员

沟通交流的渠道。咨询部老师在本次培训中全体全程参与学习，进一步巩固和提

高了专业技能。 

信息咨询部：常红 

图书馆调整部分读者借阅权限 

为了更好的为读者服务，提高馆藏纸质图书利用率，图书馆借阅部对部分读

者的借阅权限做了调整。 

1、教职工的借阅权限由 16册增加到 30册，借阅期限由 90 天增加到 150

天；其中含文艺类图书（I大类）1册，借阅期限 30天。如果不借阅文艺类图书，

可借阅其他类图书 30册。 

2、社会科学部教师的借阅权限为图书 30册，借阅期限 150 天；其中文艺类

图书的借阅权限（I大类）由 8册增加到 15 册，借阅期限仍为 90 天，不允许续

借。如果不借阅文艺类图书，可借阅其他类图书 30册。 

3、研究生的借阅权限为图书 30册，借阅期限 150天；其中含文艺类图书（I

大类）1册，借阅期限 30天。如果不借阅文艺类图书，可借阅其他类图书 30册。 

其他读者借阅权限暂不作调整。 

文献借阅部：马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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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刊下架装订工作紧张有序进行中 

一年一度的过刊下架、合订本装订是图书馆期刊工作中的重要的一环。新学

期开学后，经相关领导协调，期刊部老师带领图管会学生、图书馆勤工助学学生

开始了在架期刊的整理、待装订合订本期刊的挑选、配齐和下架等一系列的工作，

同时在《汇文系统》中逐一进行过刊下架、装订组织等模块的操作。与往年所不

同的是今年过刊合订本的装订工作要送到校外的装订厂进行装订，为了避免待装

订合订本在搬运和运输环节中散落，我们对每种待装合订本进行十字交叉打捆加

固。目前，待装合订本的下架已经接近尾声，预计 4月中旬完成过刊下架工作。 

期刊部：孙丽艳 

图书馆信息检索室“研讨空间”开放通知 

为进一步满足读者多元化学习和活动的需求，图书馆七楼信息检索室 “研

讨空间”面向全校师生开放。您可以和您的团队成员在这里进行自主学习、小组

研讨、学术研究、团队活动、技能训练、文化展演、互动交流等，满足您的人性

化需求。 

“研讨空间”可容纳 30人。空间配有演示电脑、无线网络、投影仪、学习

椅等基础设施。 

为了能给全校师生提供更

好的服务，在使用前认真填写

预约单。我们将以认真负责的

工作态度，竭诚为广大师生服

务。 

“研讨空间”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周二下午闭

馆） 

上午： 8：30—11：30；

下午： 2：30——17:00  

联系方式：6903615——

8701  联 系 人：栾老师  

联系邮箱：tsgzxb@sdibt.edu.cn 

注意事项： 

预约使用空间小组人数为 5—30人； 

请爱护室内设施；请保持室内卫生； 

空间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及时与图书馆老师联系。 

信息咨询部：栾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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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4 年 CALIS 外文期刊网用户使用情况统计 

CALIS 外文期刊网收录近 10万余种高校收藏的纸本期刊和电子期刊信息，

其中有 4万多种期刊的文章篇名信息每周更新，目前期刊文章的篇名目次信息量

达 8000 多万条。 

我馆 2009年下半年正式开通 CALIS外文期刊网的访问，用户月度使用排名

在 2010-2011年频频闯入全国高校成员馆前一百名。 

CALIS 外文期刊网是普通用户获取外文期刊论文的最佳途径，是图书馆馆际

互借员文献传递的强大的基础数据源；随着 2011年 CALIS联合认证在我馆完成

部署，我校用户可以通过自己的校园卡账号登陆 CALIS外文期刊网

（http://ccc.calis.edu.cn）或者 E得文献获取平台

（http://www.yide.calis.edu.cn/）通过期刊导航、文章检索自行完成我馆没

有购买全文的期刊文献传递服务。 

由于近几年 CALIS 外文期刊网的网站点击量、期刊访问次数、文章访问次数、

篇目检索次数等主要统计指标数据连年下滑，图书馆 2015年加大了对读秀学术

搜索、外文期刊网、E 得学术搜索的文献传递功能宣传，多走出去对教师进行文

献获取和利用培训，进一步提高教师外文期刊文献需求的满足率。 

2010-2014 年 CALIS 外文期刊网用户使用情况统计表 

时间 
网站点

击量 

期刊访

问次数  

文章访

问次数  

篇目检

索次数  

资源库访问

次数 

机构纸本

馆藏访问

次数  

2014年 11506 404 1379 3569 43 3 

2013年 12030 463 1499 3484 96 2 

2012年 14355 620 1846 4606 112 1 

2011年 14519 521 1801 3864 62 2 

2010年 21329 830 2221 5754 3 10 

信息咨询部：常红 

2014 年图书借阅排行 

类名 题 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借阅次数 

马列类 
毛泽东选集: 

合订一卷本 
毛泽东著 

人民出版

社 
A41/1 30 

马列类 
历史选择了毛

泽东 
叶永烈著 

上海人民

出版社 
A755/4 15 

马列类 
毛泽东传: 

六册.2 版 

逄先知， 

金冲及主编 

中央文献

出版社 
A751/12-2 15 

哲学类 做最好的自己 李开复著 
人民出版

社 
B848/796 66 

哲学类 
挺立在孤独、失

败与屈辱的废
俞敏洪著 

世界知识

出版社 
B848/598 57 

http://ccc.calis.edu.cn/index.php?artifact=null
http://www.yide.cali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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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名 题 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借阅次数 

墟上:俞敏洪演

讲录 

哲学类 

谁动了我的奶

酪?:一个在工

作和生活中应

对变化的绝妙

方法.3 版 

(美) 斯宾

塞·约翰逊

著 

中信出版

社 

B825-49/ 

1A-3 
31 

社科 

总论 

人性的弱点: 

汉英双语版 

( 美 ) 戴

尔·卡耐基

著 

天津教育

出版社 
C912.1/622 25 

社科 

总论 

人性的弱点全

集:经典版 

欧阳云飞编

著 

中国物资

出版社 
C912.1/534 22 

社科 

总论 
人性的弱点 

( 美 ) 戴

尔·卡耐基

著 

中国城市

出版社 
C912.1/453 21 

政治 

法律 

中国政治经济

史 论 :1949 －

1976 

胡鞍钢著 
清华大学

出版社 
D6/45 20 

政治 

法律 

民主的细节:当

代美国政治观

察随笔 

刘瑜著 
上海三联

书店 

D771.2-53/

2 
17 

政治 

法律 

中国震撼:一个

“文明型国家”

的崛起 

张维为著 
上海人民

出版社 
D616/118 17 

军事类 孙子兵法 
[春秋] 孙

武等著 

北京出版

社 
E892/41 13 

军事类 孙子兵法 
(春秋)孙武

著 

蓝天出版

社 
E892.25/3 10 

军事类 孙子兵法 孙武原著 
中央编译

出版社 
E892/7A 10 

经济 货币战争 宋鸿兵编著 
中信出版

社 
F831.9/5 38 

经济 货币战争.2版 宋鸿兵编著 
中信出版

社 
F831.9/5-2 28 

经济 

高鸿业《西方经

济学 (微观部

分)》(第 4 版) 

笔记和习题详

解 

金圣才主编 
中国石化

出版社 
F016-44/12 23 

文化、

科学、

教育、

体育 

读大学 , 究竟

读什么 :一名 

25 岁的董事长

给大学生的 18 

覃彪喜著 
南方日报

出版社 
G645.5/3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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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名 题 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借阅次数 

条忠告-修订版 

文化、

科学、

教育、

体育 

大学时期要做

的 50 件事:当

代大学生成长

必读 

陈衷, 佳帆

主编 

哈尔滨出

版社 
G645.5/32 28 

文化、

科学、

教育、

体育 

菊与刀:全彩插

图本 

(美) 鲁·本

尼迪克特著 

南海出版

公司 
G131.3/6B 22 

语言、

文字 
小王子 

(法)圣艾修

伯里著 

中国国际

广播出版

社 

H319.4/204

3 
32 

语言、

文字 

新版中日交流

标 准 日 本

语:[二册 ].初

级 

人民教育出

版社，(日) 

光村图书出

版株式会社

合编 

人民教育

出版社 

H369.4/ 

68:1 
25 

语言、

文字 

精编韩国语口

语入门 
姚德才编著 

东南大学

出版社 
H559.4/19 20 

文学 
平凡的世界: 

三册 
路遥著 

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

社 

I247.5/ 

2464 
103 

文学 
平凡的世界: 

三册 
路遥著 

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

社 

I247.5/ 

2464 
86 

文学 白发皇妃:二册 莫言殇著 
江苏文艺

出版社 

I247.5/ 

3083 
74 

艺术 

史努比漫画全

集.

壹,1950-1952 

(美) 查尔

斯·舒尔茨

著 

中国水利

水电出版

社 

J238/14:1 23 

艺术 

日本风格之旅:

十七味日本设

计遇上顶尖品

牌 

柯珊珊著 
化学工业

出版社 
J534/20 21 

艺术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著 
现代出版

社 
J228.2/3 21 

历史、

地理 

明朝那些事儿.

叁 
当年明月著 

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 
K248/10:3 31 

历史、

地理 
林徽因传 张清平著 百花文艺 K826.16/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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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名 题 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借阅次数 

历史、

地理 

一个真实的奥

黛丽·赫本 
怡清编 

东方出版

社 

K837.125.7

/22 
26 

自然科

学总论 

神秘地带未解

之谜:最新图文

版 

欧阳家悦 

编著 

时事出版

社 
N49/91 6 

自然科

学总论 

世界科学探索

大全集 
舒盈编 

高等教育

出版社 
N49/126 5 

自然科

学总论 
自然科学概论 娄兆文等编 

科学出版

社 
N43/2 5 

数理科

学和化

学 

高等数学第六

版全程导学及

习题全解.上册 

王进良主编 

中国时代

经济出版

社 

O13/301:1 39 

数理科

学和化

学 

高等数学第六

版全程导学及

习题全解: 

合订本 

王进良主编 

中国时代

经济出版

社 

O13/301A 29 

数理科

学和化

学 

高等数学第六

版全程导学及

习题全解.下册 

王进良主编 

中国时代

经济出版

社 

O13/301:2 23 

天 文

学、地

球科学 

时间简史 
（英）史蒂

芬·霍金著 

湖南科学

技术出版

社 

P159/12 12 

天 文

学、地

球科学 

时间简史: 

普及版 

史蒂芬·霍

金 , 列 纳

德·蒙洛迪

诺著 

湖南科学

技术出版

社 

P159/25 7 

天 文

学、地

球科学 

时间简史:从大

爆炸到黑洞 

（英）史蒂

芬·霍金著 

湖南科学

技术出版

社 

P19/4-2 4 

生物 

科学 
自私的基因 

（英）里查

德·道金斯

著 

吉林人民

出版社 
Q953/1 2 

生物 

科学 
DNA 科学导论 

（美）D. A. 

米克勒斯等

著 

科学出版

社 
Q52/1 2 

生物 

科学 

生物化学学习

与考研指津 

龚兴国等 

主编 

华东理工

大学出版

社 

Q5-44/2 2 

医药、

卫生 

催眠术:一种奇

妙 的 心 理 疗

法.2版 

邰启扬著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 

R749/85-2 8 

医药、

卫生 

活出全新的自

己:唤醒、疗愈
张德芬著 

上海锦绣

文章出版
R749/10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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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名 题 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借阅次数 

与创造 社 

医药、

卫生 

《黄帝内经》中

的女人养生养

颜经 

王昕著 

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

社 

R22/7 7 

农业 

科学 
名犬.2 版 

( 英 ) 大

卫·阿尔德

顿著 

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 
S82-64/3-2 2 

农业 

科学 
李比希文选 

(德) 李比

希著 

北京大学

出版社 
S13-53/1 2 

农业 

科学 
畜禽家族 王金宝主编 

山东科学

技术出版

社 

S81/4 2 

工业 

技术 

全国统一建筑

工 程 基 础 定

额:[二册]. 

土建 

[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

部标准定额

司主编] 

中国计划

出版社 
TU723/106 82 

工业 

技术 

全国统一建筑

工 程 基 础 定

额:[二册]. 

土建 

[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

部标准定额

司主编] 

中国计划

出版社 
TU723/106 81 

工业 

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基础（第五版）

习题解答 

阎石, 王红

编 

高等教育

出版社 
TN79-44/11 15 

交通 

运输 

集装箱改变世

界: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 

( 美 ) 马

克·莱文森

著 

机械工业

出版社 
U169/2 5 

交通 

运输 

隧道及地下工

程的全寿命风

险管理 

黄宏伟等著 
科学出版

社 
U45/2 2 

交通 

运输 

集装箱物流实

务 

李金龙等 

编著 

清华大学

出版社 
U169/8 2 

航空、

航天 

驭气乘风:空气

动力学与航空

工业 

李成智著 
山西教育

出版社 
V211/1 1 

航空、

航天 

世界 UFO 未解

之谜全纪录: 

二册 

邢万里主编 
中国戏剧

出版社 
V1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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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名 题 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借阅次数 

航空、

航天 

气动弹性设计

基础 

陈桂彬等编

著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出版社 

V21/1 1 

环境科

学、安

全科学 

环境会计 
许家林，孟

凡利著 

上海财经

大学出版

社 

X196/18 5 

环境科

学、安

全科学 

安全系统工程 
胡毅亭等主

编 

南京大学

出版社 
X913/15 5 

环境科

学、安

全科学 

寂静的春天 
(美) 蕾切

尔·卡森著 

上海译文

出版社 
X592/1B 4 

综合性

图书 

现代女性生活

百科全书 

符文军，李

丹主编 

北京工业

大学出版

社 

Z228.4/3 5 

综合性

图书 

林徽因文存: 

散文 书信 评

论 翻译 

陈学勇编 
四川文艺

出版社 
Z427.1/1 4 

综合性

图书 

读者文摘:学生

钻石版.2版 
张桃林编著 

中央编译

出版社 
Z89/25-2 4 

资料来源：山东工商学院汇文文献系统 

2014 年图书馆大事记 

1月 15日，在学校 2013年度考核中，司千字馆长获得处级干部优秀等次，

马爱珍、尹志强、孙新华、肖红、沙淑欣、舒娟获得教职工优秀等次。 

图书馆调整 2014 年电子资源订购策略，续订 2013年购买的 26种电子资源；

停止 ScienceDirect Online数据库更新；增订 Emerald经济管理学期刊数据库、

IET Digital Library、美国数学学会电子刊、NoteExpress文献管理软件、超

星移动图书馆。 

3月 4日，图书馆召开全馆大会，司千字馆长从资源建设和读者服务两个方

面介绍了图书馆 2014 年的工作打算；并针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项整

治工作中涉及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和阅览座位方面的问题，向图书馆全体职工汇报

了已制定的具体措施。 

3月 6日，图书馆荣获山东工商学院 2013年“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姜虹获得“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3月 7日下午，图书馆工会组织爬山活动，全馆正式和编外女职工积极参与

活动，度过了一个健康、和谐、快乐、温馨的节日。 

3月 9日，司千字、张浩、于维娟、张毅君、沙淑欣、常红、王晓清、刘建

义参加我校第五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3月 28日，司千字馆长，于维娟、张毅君副馆长参加由中共烟台市委党校

图书馆承办的 2013 年烟威地区高校图书馆馆长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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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1日，图书馆一楼、三楼开水间改造工程顺利完工，为读者提供了干

净温馨的打开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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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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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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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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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5日，山东工商学院院发【2014】32号，于维娟同志不再担任图书馆

副馆长职务（原待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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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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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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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馆员任职资格，聘期自 2014年 5月 31日至 2014年 12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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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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我馆与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签署馆刊入编合作协议，我馆馆刊《信

息园地》电子版（自创刊年始）同期发布于 E线图情（http://www.chinalbs.net)，

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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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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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30日，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张代芹被中共山东工商学院委员会授予“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 

7月 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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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是 CALIS三期建设内容，是基于 SaaS

应用的特色数据库管理系统。 

7月 12日，图书馆召开全馆大会，司千字馆长从资源建设、读者服务、文

体活动三个方面对图书馆上半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下半年在保证图书馆日常工

作正常、高效开展的基础上，自助服务提供、内部文化建设及监控设施安装等将

是工作重点。同时司馆长对假期工作进行了安排，强调安全工作是重中之重。 

8月 21日，图书借阅二室、借阅五室及其他新增的标识系统安装到位，新

增标识系统与原标识系统在款式、材质及颜色等方面保持协调一致，对读者方便、

快捷的利用文献资料起到了准确的导引作用。 

8月 30日，图书馆新增阅览桌椅、沙发等到货安装并投入使用，此次新增

阅览座位主要位于东校中心馆大厅、各楼层中厅及西校区分馆借阅室、读者学习

区。阅览座位的重新调整布局，新增 424 个阅览座位。目前图书馆可为读者提供

2287个阅览座位，极大缓解了图书馆学习座位紧张的问题，是图书馆读者服务

人性化的又一新举措。 

9月 1日，图书馆将东校区中心馆原第二、第三借阅室合二为一（第三借阅

室由二楼第二借阅室进出），借阅时间由原来的每周一到周五白天借还延长到每

周七天白天都可借还，极大的满足了读者的借还需求。 

9月 9日，图书馆召开新学期全馆大会，司千字馆长从迎新工作、资源建设、

读者服务等方面介绍了下半年图书馆的工作安排；强调人才引进、安全防盗、内

部装饰等是本学期或下学期争取取得实效的工作。张浩书记通报了切实加强图书

馆直属党支部建设的想法及图书馆工会本学期的主要活动。 

9月 15日，图书馆广播系统投入使用，轻柔的背景音乐搭配女中音的闭馆

提醒，创建出现代化图书馆先进而优美，轻松而愉快的气氛。 

9月 25—27日，副馆长张毅君、文献借阅部主任马爱珍参加由中国矿业大

学图书馆承办的 2014 年煤炭高等学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馆长会议暨煤炭高等学

校图书馆联盟成立大会。 

http://www.chinalbs.net)，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http://www.chinalbs.net)，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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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日，图书馆十六名工作人员到烟台大学逸夫图书馆报告厅聆听南京

大学信息管理系徐雁教授的报告《读书与人生：阅读名人传，汲取正能量》。 

10 月 16日—18日，司千字馆长、张毅君副馆长参加由中国高教学会财经分

会图书资料协作委员会主办、天津财经大学承办的“中国高教学会财经分会图书

资料协作委员会 2014 年年会”。 

10 月 25日，图书馆直属党支部组织党员、部室主任、工会小组长参加以“发

掘自身潜能、打造和谐团队”为主题的拓展培训活动。 

10 月 27—31 日，图书馆雇用家政服务公司专业人员对东校区中心馆所有的

玻璃进行了彻底的清洁。 

11 月 11日，信息咨询部主任常红老师在图书馆报告厅为全体馆员作《MOOC

时代，我们还在观望吗？》的专题报告。 

11 月 13日，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图书馆五名老师到我馆参观学习，重点对文

献采编部、信息咨询部、文献借阅部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交流。 

11 月 18日下午，图书馆工会组织爬山活动，全馆职工积极参与活动，享受

深秋的暖阳和运动的快乐。 

12 月 2日，超星公司培训专员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作“触手可及的知识服

务——超星移动图书馆”专题讲座，与读者一起体验知识发现之旅。 

12 月 9日，图书馆在体育馆举办冬季趣味运动会，全馆职工在袋鼠跳、疯

狂竞速、趣味接力项目中发掘自身潜能、缓解工作压力、提升团队执行力和凝聚

力。 

12 月 16日，图书馆召开本馆馆员座谈会，图书馆全体党员、非党员部主任、

工会小组长、流通各室小组长就图书馆整改落实情况、馆领导的“三风“建设、

图书馆如何召开好民主生活会、图书馆今后的发展等畅所欲言，提出了中肯的意

见和建议。 

12 月 17日，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学术副校长 Dr. Rahmat Shoureshi 一行四

人在国际商学院院长等陪同下参观图书馆。 

12 月 19日下午，图书馆在二楼会议室举办青年教师读者座谈会。各二级学

院、部青年教师代表，图书馆馆领导、部室主任近 30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

倾听了读者的心声、了解了读者的需求，必将促进图书馆工作的不断改进与提高。 

12 月 23日上午，院长谭秀森、副院长盛国军深入图书馆各借阅室、公共学

习区等一线场所，全面指导图书馆的各项工作，随后校领导与图书馆的负责同志

进行了座谈。 

12 月 26日下午，我馆 25名馆员参加校 2014年教职工趣味运动会“一穿到

底”、“众星捧月”、“毛毛虫”三项趣味运动项目的角逐，在欢声笑语中体现积极

协作、共同拼搏的团队精神。 

12 月 31日，图书馆举办 2015年元旦联欢会，歌舞雷人小品出彩、欢声笑

语喜迎新年。 

办公室：沙淑欣 

借力世界读书日，倡导全校阅读风 

“推动全民阅读、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积极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是国

家倡导全民阅读的根本目的，自 2006年 4 月 23日第 11个“世界读书日”开始，

新闻出版总署就开始联合 10个部委发出通知，倡议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轰轰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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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全民阅读活动已开展 9年。那么，我校的大学生阅读现状如何呢？ 

一．大学生阅读现状分析 

1.阅读的形式发生变化。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传统阅读习惯遇到前所未有的

冲击，尤其是未成年人已从过去的读书时代迅速进入读图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不

再进图书馆，自觉读书的时间少之又少，使得读书成为一种泛读现象，甚至干脆

将书本阅读变成网上阅读了。 

2.读书的时间不断减少。有资料显示， 59.12%的大学生只用很少一部分时

间阅读课外书籍，6.12%的同学阅读时间为零，只有 12.13%的同学花在阅读方面

的时间比较多。 

3.浏览泛读代替了深思精读。人们要更多、更快获得信息，逐渐呈现出浅阅

读的特征。就笔者在借阅一线对读者借阅量的统计来看，小说散文类图书有着广

泛的阅读群体，借阅量排行一直名列前茅，从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系列，探

险类小说的《藏地密码》系类，再到职场类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系列，体现出

小说类图书的趋势正向大众化娱乐化实用化发展。 

4.阅读的功利性逐渐增强。浮躁的社会风气和急功近利的学习心态造成功利

性目的的读者偏多。大学则看重就业、考研，因而学生主要读教科书、教辅书和

与就业有关的计算机书、外语书。有关专家在一所大学调查，竟有 80%的大学生

未完整读过中国的四大名著、17%的学生一年中未购一本课外书、8%的学生几乎

未进过图书馆。 

二．我校图书馆服务举措 

1.优化自身资源，吸引读者阅读。图书馆新增加了很多座位， 读者可以将

自己的书籍，学习用品带入馆内。这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图书馆优雅，舒适的学

习环境，使读者不仅可以饱览群书，且可以复习、备考。馆内各个门口都增加了

监控探头，对企图盗窃同学包内贵重物品的偷包贼起到了震慑、警示作用，使同

学们在学习、阅读的同时无后顾之忧。馆内增加了舒适，美观的沙发使读者真正

感受到读书是一种身心的享受。 

2.加强导读工作，提高阅读效率。图书馆对新入学的同学开展了新生入馆培

训，还定期开展了“一小时讲座”。讲座的内容主要是帮助读者提高利用文献信

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指导读者熟悉和掌握本馆的计算机检索系统，根据光盘、

数据库、网上文献资源检索的特点，重点向读者介绍这些文献资源检索功能、方

法和技巧，使读者能更有效地利用图书馆，并通过馆藏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资源

的互补利用，增强读者的满意度。 

三．致我亲爱的读者 

首先，我们应该学好自己的专业，毕业我们要生存要谋生。 

其次，我们不仅仅要活着，还要懂得人生。我们通过阅读做到两者兼顾。大

多数年龄约在 30至 50岁之间的人都会最终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他们不应该

仅仅是为某个单位服务。我们大多数人最终会认识到，生活质量并不完全是由资

产负债表来决定的。诚然，每个人都想在经济上富裕点。但是我们还希望对自己

职业范围以外的世界有所了解；我们希望能为我们的同胞效劳。我们的文明已经

在我们各自的领域之外积累了巨大的知识财富。而且正因为我们理解了这些在其

他领域的贡献――不管是科学方面的，还是艺术方面的——我们的人生才更完

善。同样地，我们在了解他人的智慧的同时，自己也学会了如何去思考。也许更

重要的是，教育使我们的视野超越了眼前的需求，并使我们看到了事物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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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让我们在学习专业知识之外捧起一本哲学书籍，与苏格拉底、柏拉

图来一次精神层面的对话。拈起一本经济类书籍，切磋一下生财之道，也不无不

可呀。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下习大大的讲话，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也可把握一下时

代的脉搏，毕竟这些都是相通的。我们将来的人生可以是这样的：在做着一份经

济方面收入丰厚的工作同时在欣赏贝多芬的音乐，闲暇时读一些文学类书籍。而

阅读可以做到这些。让我们“enjoy the life(欣赏，享受人生)” 

最后，我向大家倡议如下：在 4.23这一天，让我们走进图书馆，捧起一本

书，传递美好的感受和新的启迪；在这一天，全家关闭电视一小时，在温馨安静

的环境里共享阅读快乐；让我们记住：4.23——世界读书日——我们的节日！让

我们记住：读书是成长的基石，读书是精彩人生的开始！ 

同学们，读书吧！读书、学习使生活充满希望，充满梦想，充满诗意与浪漫，

缺乏诗意的生活是无聊的，不读书的日子是不可思议的，让我们一起读书，一直

读下去，使自己的生命之花常开，使自己的生命之树常绿！ 

文献借阅部：吕郑芳 

★ 书海随笔 

粗读《温家窑风景》 

曹乃谦几年前有一段时间很火，先是听说大名鼎鼎的马悦然先生对其大加赞

赏，并曾经译介过他的小说。问度娘，原来马先生的评价出自在 2000年同媒体

记者的一次谈话，主题是谈诺贝尔奖和中国文学的，发表在台湾同年 10月 12

日的《联合报》上。在谈话中，他两次说到曹乃谦。其中一次说：“山西有一些

非常好的作家，像曹乃谦，……短短的短篇小说，只有几百个字。但是一个非常

有天才的作家。” 

以我的小人之心，早前就有的评论，过了很久才被翻腾出来，大多跟促销有

关，记得当时在享受了一阵信息轰炸之后，果然就在书店里见到了《温家窑风景》

的芳踪，后来又陆陆续续见到几本作者的其他著作，似乎都平平淡淡，没搅起多

少水花。当然，我这么说其实与我对作品的评价无关，只是这两年养成了一个毛

病：对于推得比较热闹的书都存着警惕，这样自然让我错过了不少在第一时间看

到好书的机会，对于新的好书的反应也就显得有些滞后和慢热。这次倒没有错过

时令，记得当时站在书店里一个下午几乎就看完了，回来后零零碎碎记了几笔，

抽空翻出来梳理如下。 

总的感觉曹先生毕竟不同于时下的文坛新锐，用评论家的话说：“他是一位

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常年固守着雁北山区那块苦寒之地，从‘一方水土一方人’

中寻找着创作题材、灵感和力量”。他讲的故事、引的“要饭调”，都以一种异乎

寻常的平静铺垫出震人心魄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真实的力量，也是悲悯的力量： 

“羊娃就想就下了沟。爬下身子把嘴伸进水坑里，像牲口饮水那样喝了一顿。

喝完，从后腰的裤带下抽出个黑得油光光的小布袋。里头有炒莜面，有块晒干了

的腌黄萝卜条儿，还有个豁口口碗。他挖出半碗炒莜面，抓点儿水淋在碗里，用

指头拌和拌和。试得干，又抓点水拌和拌和。拌好了，就用指头抓捏着碗里的拌

炒面，一撮一撮往嘴送。他把碗就住下巴。要不，就会有炒面掉地的。虽说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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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羊倌估得粮很是不少了。一个工斤半。别的社员才八两。可羊娃还是不够吃。

吃完拌炒面，他就把那块干萝卜条放进嘴里嚼。干萝卜死筋圪韧的，像胶皮。他

把它从左边牙倒在右边牙，右边牙倒在左边牙，来回地嚼。嚼出些咸水水咽进肚

里。顶是吃了菜，也顶是喝了汤。这水水还有股黄萝卜的香味儿。真香。” 

这样的叙事很难不催人泪下，当然，打动我的远不止这些。 

但是老实说，书读到最后感觉还是遗憾多，主要的是取材和基调鲜有变化，

尤其越到后来，推动故事的力量越单一，渐趋自然主义的描写以令人难以承受的

真实显露出力量，不过性的力量固然可以推动事件，甚至有时候会足以改变历史，

但从更广泛的背景上来观察，对社会组织、群体等的影响的忽略，加上因局限于

外在事实本身而造成对事件本质的忽略，势必影响到作者的观察和读者的判断。 

在读曹乃谦的时候，另一个作家经常浮现在脑际，他就是巴别尔，模糊觉着，

二者的叙事风格颇多近似之处，文笔的优劣我不敢置喙，因为巴别尔是苏俄作家，

而我读的是中译本，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以视野的广度和作品内在的深度而言，

《温家窑风景》还是很有些差距，作为优秀作家的曹先生还有很大的空间，至于

得不得诺贝尔奖，倒还在其次。 

而且不幸在莫言获奖之后，国人近几年再次中彩的机会应该不会太大，那些

盯着诺奖写作的作家们恐怕要失望了。 

扯远了，就此打住。 

社科部：刘晓东 

读《吴宓日记》一则，和一点儿散得没边儿的杂想 

1914 年，20岁的吴宓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愈看得《论语》《孟子》等经书

价值至高。无论其文章、哲理，即所含关于日常事物之规诫，以及政刑礼教之设

施，虽一二语而用新眼光、新理想咀嚼寻味，可成千百言，且皆系对于今时对症

下药。”对此我也有同感。 

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对于生命、对于人情事理之类，我们今天遇到的大

多数问题，先贤多已讨论过了，可能未必有定论，但他们多已给出过答案了。更

多时候，他们讨论过的问题今人仍在讨论，两相对比，最有意思之处在于：无论

古今结论是否相同，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未必比他们高明多少。 

——当然，我这么说肯定会有人不赞同，这不要紧，反正我也不赞同你的不

赞同，但我不想争论。这世界上有许多问题，完全可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许

多问题有是非，但也有许多是无是非的，比如说一般而言，火是热的，我硬要说

是冰的，那就是存心抬杠，或者是感官真的是出了问题，抑或“疯了”也未可知，

所以每每看到人说“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就心中一凛。但换个角度，我要说

火不美，你就别说我错了，反正你要说它很美我是不会说你错的。 

绕了一圈再回到开头的话题上来：以前人们批判以吴宓等为代表的学衡派，

给他们戴了个帽子，说他们保守，我稀里糊涂地就信了，这两年才渐渐知道，这

帽子不大合适。 

——这个问题就有是非了：你可以不喜欢人家，但你别自作主张描画人家。

变换一下胡适的说法：你还真以为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呐！ 

——再绕回来：学衡们都是留过洋的，看看新青年们的新文化闹得多少有点

过，又因为在国外见了西洋景，觉得外国的月亮也未必就那么圆，比如陈寅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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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吴宓讨论过法、意两国的云雨表演，觉得“可惨可骇，而不见其可乐”。两相

比较，所以就主张尊重传统、研读经典。 

这样就涉及“典籍”问题了。 

其实，说起来，中国文化有成熟文字的历史不过五千年，真正的典籍也就那

么多，按照冯友兰的分法：中国传统学术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不管在哪个

时代，不同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往往打得天翻地覆，甚至于你死

我活。尤其是汉以来，学者们往往各据一经，皓首耙梳、穷极引发。到东汉出了

个今古文之争，为了个狗屁“学术”愣是弄死了不少人。弄得孔夫子越来越不亲

切，老子、庄子也成了神仙，离大众越来越远了。 

但大众也是有精神生活的啊，有时也就捎带看点典籍，那看法就跟“学者”

的看法不太一样。学者看典籍，要讲清道理；大众看典籍，则更看重他“有没有

用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宓尽管是大学者，他看典籍的水平我看就很大众。

当然，他说上边那句话的时候还年轻，后来有没有变化呢？应该是有的，不过在

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还只是个小留学生，除了刻苦学问，还惦记着爱怜生物、

仗义疏财、恋爱访友……日记本上满纸的忙忙碌碌。 

最后再归到我自己，前两天随手翻《论语》，注意到一段话：“宁武子，邦

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国人行文，惯于满

篇警句，警句多了，真正的火花反而往往被遮蔽，再加上以前年轻不懂事，看这

话时并不甚注意，上岁数了，突然觉得说得很好，哪天写了挂起来，用于自我教

育。 

同时依我看，这话也还很不合乎一般学者对儒家思想的判断，可见孔子活

着的时候，也很不“学者”、很不“儒家”的哈。 

社科部：刘晓东 

夜读书记——关于《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是一本“老书”了，以前无缘买到却从网上下过，

不过存在硬盘里，到底没看，前几天去书店，还是买回来了。 

图书的设计自不必说，茂密而不拥挤、雅致而不做作、传统而不古板、新鲜

而不艳俗，颇合我的口味（此语大有自吹的嫌疑，姑妄言之姑妄听之），黄先生

是当代少有的几个我想收藏一幅作品的画家之一——当然，只是想想而已，看过

几次原作，看的眼睛滴血，再看标价，只有手心出汗的份了，此时题外话。——

绘画的技巧我不懂，单看他的色彩就颇为夺人，别的不说，像他那样用重彩而不

入于艳俗的我觉得就少见。 

至于文章，又确是大家手笔，个人以为，放在近代以来诸位散文高手堆里，

绝不会逊色。仅以本书而言，最大的特点是平淡中潜在的浓郁。丰富的阅历、深

沉的艺术感悟自然是它的亮点，但是在许多“艺术家”那里，一在这些方面着笔，

就难免失于掉书袋或矫情，黄先生却不然，你看他写到郑可，说他： 

“八十多岁的年纪，住院之前一天，还搭巴士从西城到东郊区为学生上课。

住院期间，半夜小解为了体恤值班护士，偷偷拔了氧气管上了厕所，回来咽了

气……” 

结尾处又写道： 

“郑可先生，如果能跟你一道重游巴黎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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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句话，痛失生活挚友、艺术知音的悲怆便弥漫开来了，但它的表达却

是那么平静，近乎于不动声色，但是在我看来，到了一定年纪，最能打动自己的

表情，可能就是不动声色了。 

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只有一个表情，比如在《纪念馆和薄伽丘》中说到薄伽

丘等西方名人的故居： 

“他们的家，跟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穷就穷，富就富。200 年，300年，

纹丝不动，用不着今天的子孙来做不伦不类的擦脂抹粉。” 

紧接着话锋一转，狠狠地挖苦了我们对名人故居的肆意改窜，他说自己去看

鲁迅故居，“万里迢迢，没进门就打了转身，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一些做法，

“既歪曲历史又缺乏文化素养”。 

他说“原来鲁迅那么阔气呀！辉煌的大理石柱，高玻璃窗，大理石地面，现

代化照明，简直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宫殿嘛！”又分明看出老人对于时

下一些“文化乱政”的愤怒。 

可观之处所在多有，不仅如此而已。 

看样子，早“有”了这本书而没读，确是大损失，这也见出相比于传统的阅

读，电子阅读的不够直观与亲切之处，至少在我身上是如此。 

最后顺便说一句，“新版序”并不精彩，东一句西一句并不在点上，黄裳先

生的文章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但这一篇，不敢恭维。同时新版扉页上收入了黄永

玉先生特意设计的藏书票，尽管这种形式并非独创，但因是采用作者画作并且非

常切题，因而显得颇见巧思，但是粘贴粗糙，不免令人遗憾。 

社科部：刘晓东 

《异端的权利》，以及受害者和施害者的角色 

感谢茨威格，如果不是他，我还只知道加尔文，我还只会对加尔文心存敬意，

我曾经受过的那些饲养似的教育只是告诉我：他是一个宗教改革家，是基督教新

教加尔文宗的创始人，经过他以及在他前后的马丁路德等人的努力，教会开始从

中世纪神职专权的窒息中走出来。我还知道，加尔文对世界影响很大，他的神学

学说最终赢得的信徒甚至比路德的还多，但是我还不知道塞尔维特。感谢茨威格，

他以一腔正义、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向后人叙述了塞尔维特，一个被烧死的思想者，

一个不灭的灵魂。 

我无意于在这里谴责加尔文，这个事件之中确实还有可议之处，有学者就指

出，加尔文当时在日内瓦成并没有掌握类似于独裁者的权利，处死塞尔维特的决

定由日内瓦小议会作出，而加尔文并不是它的成员。但至少可以肯定如下的事实：

是加尔文向设在法国里昂的天主教异端裁判所告发了塞尔维特，并且加尔文从未

因卷入塞尔维特之死表现出过任何自责，去世前几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

“名誉、荣耀和财富是您所受痛苦的报偿；但在此之前须得清理那些撺掇人们造

反的恶棍的地盘。这样的怪物必须被消灭，就像我消灭弥贵尔·塞尔维特，那个

西班牙人一样。”即使如此，我还是无意谴责加尔文，我只是困惑：为什么贵为

万物之灵（？），人类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摆下那么多野蛮而蒙昧的暗礁，而其最

重要的标志就是扼杀自由的思想及其思想者。 

当作为异见者的新教徒企图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时，他们遭到了罗马教廷的

无情迫害；而当作为新教运动代表人物的加尔文拥有了一定的控制力之后，他对

待异见者却显得更为狭隘甚至残酷。问题的关键还不仅在此，与加尔文同时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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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新教领袖也都同意此死刑。个性温和，一直倾向于和平、妥协的德国宗教改

革领袖梅兰希顿写信给加尔文说：“基督的教会会感激您……您的政府所作的处

死这个亵渎者的决定完全符合一切法律。”甚至在过去 350年后，在塞氏赴刑的

山坡上立着一块石碑，上面用法文刻着下面这段文字： 

“我们是改教者加尔文的忠实感恩之后裔，特批判他的这一错误，这是那个

时代的错。但是我们根据宗教改革运动与福音的真正教义，相信良心的自由超乎

一切，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 

塞尔维特的死，说明脱离被迫害者身份的加尔文们在精神本质上与他的迫害

者罗马天主教庭已无不同，正如伏尔泰所说：处决塞尔维特是宗教改革以来所干

的第一次“宗教虐杀”，也是第一次彻底抛弃那伟大运动的基本思想。塞尔维特

轻易地逃脱了天主教庭的制裁，却惨死于自己“兄弟”的无情迫害。所以有的时

候，打着正义的幌子、喊着解放的号子、并且还要以上帝或者主义的名义的强权

与愚昧更要可怕，它的可怕不仅在于它实际的破坏力，更在于它在破坏之外还要

力求让人相信这种破坏的公利性和正当性。 

鲁迅诗云“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说的是地位的变化影响判断的立场。

判断受害者的本质不仅要看他承受伤害和争取权利的过程，更体现于他一旦拥有

了权利之后维护和行使权力的过程。在加尔文和塞尔维特的“故事”里，当事人

复杂的角色变换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个标志，后世那么多的“解放者”变成“征

服者”、受害者翻身而为迫害者的案例，不管形式上如何的花样翻新，但本质上

并无不同，这中间，相对于对肉体的迫害，对自由的思想及其思想者的迫害是人

类更大的蒙昧与悲哀。 

笔者驽钝，感觉现在看来历史的“大势”并无多少规律可言，如果一定要有

规律的话，上边所述千万不要算作一条，不然的话，人生的前景真得让人不敢抱

什么希望了。 

感谢茨威格，感谢他对于一个异端的关注与悲悯，不过作为异端终究是痛苦

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就像洪水不是发过以后就再也不来了，人类也很难在走向

理性之后就再也不蒙昧，深谙精神分析的茨威格本人最后也只得选择自杀以告别

这个令人苦恼的尘世，那不是诀别，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论说。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了朋霍费尔的诗句： 

黑夜啊，充满暴行和邪恶的， 

何不现出你本来面目！ 

为何你要多多试验我们底耐心？ 

一段又深又长的缄默后， 

我听到黑夜俯身对我说 

“我不是黑暗；只有罪恶是黑暗！” 

朋霍费尔，就是那个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被纳粹匆匆害死的基督教神学家。 

社科部：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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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推荐——经济学精选系列 

《金融危机求生之道：金融危机、中产阶级和资

本市场的发展》 

/( 美 ) 菲 利 普 · T. 霍 夫 曼  (Philip T. 

Hoffman)，吉勒斯·波斯特尔 -维内  (Gilles 

Postel-Vinay) ， 琼 - 劳 伦 特 · 罗 森 塔 尔 

(Jean-Laurent Rosenthal) 著，钱泳译；东北财经

大学出版社，2013 

索书号：F831.59/113 

金融灾难常常具有长期的制度性后果。当金融机

构——银行、保险公司、经纪公司、股票交易所——

倒闭时，新的机构会应运而生，而这些变化会在几十

年甚至几个年代的长河中重塑市场。本书解释了这类

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危机的影响持续如此之久的根源，以及危机后什么样的政

治和经济环境能有助于富国和穷国共渡时艰——甚至更加繁荣。 

本书简体中文翻译版由 Harvard 大学出版社授权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独家

出版发行。 

 

《顾问式销售：向高层进行高利润销售的哈南方法

（第 8 版）》/(美) 麦克·哈南 (Mack Hanan)著，郭书

彩、闫屹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索书号：F713.3/684 

《顾问式销售——向高层进行高利润销售的哈南方

法(第八版)》是畅销 40 年的销售经典著作《顾问式销

售》的第八版。书中通过对顾问式销售策略的系统介绍、

分步骤的实施指南，以及 IBM、惠普、美国航空、摩托

罗拉、施乐、NCR、通用汽车和波音等著名公司的案例，

帮助读者避免传统的价格谈判，快速完成重大销售；击

败低价竞标者；缩短销售周期，控制销售成本；与客户

运营经理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关系。 

《顾问式销售——向高层进行高利润销售的哈南方

法(第八版)》适合所有渴望在销售领域有重大突破的销

售人员、销售管理人员以及希望用更低成本打败竞争对

手，紧紧抓住客户的企业管理人员阅读；也适合销售培

训师、咨询师以及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 

 

《公司治理：受托责任、企业与国际比较》/(美) 凯

文·基西，史蒂夫·汤普森，迈克·莱特编，刘霄仑、

朱晓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索书号：F276.6/889 

《公司治理：受托责任、企业与国际比较》由 K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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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asey ,Steve Thompson, Mike Wright 等多个学术权威编写，从财务结构、薪

酬、证券市场等角度阐释公司治理，并对多个国家（中国、法国、德国等）的公

司治理进行国际比较。《公司治理：受托责任、企业与国际比较》收录了有关公

司治理的大量文献，对研究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金融的本质：伯南克四讲美联储》/(美) 本·伯南克 (Ben Bernanke) 著，

巴曙松、陈剑译；中信出版社，2014 

索书号：F837.123/48 

本书是针对美联储和 2008 年经济危机的一个通

俗性的系列讲座结集。本书作者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他从央行和美联储的发展历史、使命、在危机中采取

的举措等角度，对美联储及其功能等做了一个非常通

俗的介绍，也回顾了美联储在危机中采取的应对措施

之得失。 

 

《有效推动培训成果

转化：学习发展项目 6D 

法则指导手册》/(美) 安

德鲁·杰斐逊 (Andrew Jefferson)，罗伊·波洛克 

(Roy Pollock)，卡尔霍恩·威克 (Calhoun Wick) 

著，周涛、田川农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索书号：F272.92/1592 

要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取胜，越来越依赖

于个人和组织能否迅速、有效地进行学习和成长。

本书是学习发展项目 6D法则的指导手册，告诉管理

和参加企业培训的管理者和学习者“怎么做”，提供

了简练实用的表格、行为计划和工具，并告诉读者

如何从培训发展项目中获得更多的价值，如何将培

训课程的内容学以致用，推动培训向商业成果的转化。 

全书分为两部分，分别针对管理者和学习者，以正反两面的形式编排，适合

阅读、使用和参考。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超值白金版)》/ (英) 

琼·罗宾逊著，王翼龙译；华夏出版社，2013 

索书号：F091.34/3B 

本书抛弃马歇尔以自由竞争为普遍现象的传统，

以不完全竞争为基本前提，利用边际曲线和平均曲线

的工具，将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从价值决定

领域延伸到分配领域，从而建立起了一套独具特色的

不完全竞争理论。该书为西方垄断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其作者琼·罗宾逊是西方唯一著名的女经济学家，也

是新剑桥学派的创始人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超值白金版)》除换一种方

式重说有关经济理论的流行看法外，还包含作者认为是新的某种内容。大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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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在马歇尔和庇古教授奠定的基础上尽力逐步扩大范围的。这是经济学家们

无不从中受惠但又或许不予重视之处。 

文献采编部：董宁 

★  特色学科动态 

英文能源经济资料索引 

Retail fuel price adjustment in Germany: A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pproach / Emmanuel Asane-Otoo, Jan Schneider / Energy Policy, Volume 78, March 

2015, Pages 1-10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ga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 of high lignin 

biomass (Pongamia shells) / Lalta Prasad, P.M.V. Subbarao, J.P. Subrahmanyam / 

Renewable Energy, Volume 80, August 2015, Pages 415-423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a single-flash geothermal power plant in 

Dieng, Indonesia, upon conversion to a double-flash system using 

thermodynamic analysis / NugrohoAgungPambudi, RyuichiItoi, 

SaeidJalilinasrabady, KhasaniJaelani / Renewable Energy, Volume 80, August 2015, 

Pages 424-431 

 

The role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in landscape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 Tobias Plieninger, Claudia Bieling, Nora Fagerholm, AnjaByg, Tibor 

Hartel, Patrick Hurley, César A López-Santiago, NidhiNagabhatla, Elisa Oteros-Rozas, 

Christopher M Raymond, Dan van der Horst, Lynn Huntsinger /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Volume 14, June 2015, Pages 28-33 

 

Modeling of household biomass cookstoves: A review / Nordica A. MacCarty, 

Kenneth M. Bryden/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ume 26, June 2015, 

Pages 1-13 

 

Prospect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addressing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of seawater desalination industry in the Arabian Gulf / 

AliyuSalisuBarau, Naeema Al Hosani /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Volume 50, 

June 2015, Pages 145-154 

 

Co-firing coal with wood pellets for U.S.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 real 

options analysis / Hui Xian, Gregory Colson, Bin Mei, Michael E. Wetzstein / 

Energy Policy, Volume 81, June 2015, Pages 106-116 

 

Revenue prospects of photovoltaic in Germany—Influence opportunitie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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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of the plant orientation / Alexander Zipp / Energy Policy, Volume 81, June 

2015, Pages 86-97 

 

Public opinion on energy development: The interplay of issue framing, 

top-of-mind associations, and political ideology / Christopher E. Clarke, Philip S. 

Hart, Jonathon P. Schuldt, Darrick T.N. Evensen, Hilary S. Boudet, Jeffrey B. Jacquet, 

Richard C. Stedman / Energy Policy, Volume 81, June 2015, Pages 131-140 

 

The emperor and the cowboy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olicy and industry 

in the adoption of domestic solar microgeneration systems / Genevieve Simpson, 

Julian Clifton / Energy Policy, Volume 81, June 2015, Pages 141-151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on i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y and implications 

for energy policy / ChiUng Song, Wankeun Oh / Energy Policy, Volume 81, June 

2015, Pages 122-130 

 

Data as an asset: What the oil and gas sector can learn from other industries 

about “Big Data” / Robert K. Perrons, Jesse W. Jensen / Energy Policy, Volume 81, 

June 2015, Pages 117-121 

 

Powering the growth of Sub-Saharan Africa: The Jazz and Symphony 

scenarios of World Energy Council / EvangelosPanos, Hal Turton, Martin Densing, 

Kathrin Volkart /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ume 26, June 2015, Pages 

14-33 

 

Energy scenario and biofuel policies and targets in ASEAN countries / M. 

Mofijur, H.H. Masjuki, M.A. Kalam, S.M. Ashrafur Rahman, H.M. Mahmudul /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Volume 46, June 2015, Pages 51-61 

 

Modelling and uncertainties in integrated energy planning / Atom Mirakyan, 

Roland De Guio /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Volume 46, June 2015, 

Pages 62-69 

 

A study on planning for interconnected renewable energy facilities in 

Hokkaido, Japan / Shin’yaObara, YutaUtsugi, Yuzi Ito, Jorge Morel, Masaki Okada / 

Applied Energy, Volume 146, 15 May 2015, Pages 313-327 

 

Combination of equilibrium models and hybrid life cycle-input–output 

analysis to predic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energy policy scenarios / 

ElorriIgos, Benedetto Rugani, Sameer Rege, Enrico Benetto, Laurent Drouet, Daniel 

S. Zachary / Applied Energy, Volume 145, 1 May 2015, Pages 234-245 

 

Optimal siting and sizing of distributed energy storage systems via 

alternating direction method of multipliers / Mostafa Nick, RachidCherkao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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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Paolon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Power & Energy Systems, 

Available online 9 March 2015 

 

Energy Use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Buildings: Toward a Campus-wide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 DuzgunAgdas, Ravi S. Srinivasan, Kevin Frost, Forrest 

J. Masters /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Available online 9 March 2015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in low energy buildings through 

implementation of a policy system used in automated heating systems / Bogdan 

Carutasiu, Vladimir Tanasiev, Constantin Ionescu, Alexandra Danu, HoriaNecula, 

Adrian Badea / Energy and Buildings, Available online 7 March 2015 

 

Energy efficiency services for residential buildings: marke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otentials in the European Union / Nicola Labanca, Felix Suerkemper, 

Paolo Bertoldi, Wolfgang Irrek, Bruno Duplessis /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Available online 7 March 2015 

 

Early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Is There an Economic 

Rationale? / Romain Bizet, François Lévêque / The Electricity Journal, Available 

online 7 March 2015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 from European manufacturing sectors / Yana Rubashkina, 

MarzioGaleotti, Elena Verdolini / Energy Policy, Available online 5 March 2015 

 

Link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practi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foundry sector / Enrico Cagno, Andres Ramirez-Portilla, Andrea Trianni / 

Energy Policy, Available online 5 March 2015 

 

An integrated stochastic multi-regional long-term energy planning model 

incorporating autonomous power systems and demand response / Nikolaos E. 

Koltsaklis, Pei Liu, Michael C. Georgiadis / Energy, Available online 5 March 2015 

 

How do Tourism Firms Innovate for Sustainable Energy Consumption? A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on the Adoption of Energy Efficiency in Tourism 

Accommodation Establishments / Lisa A. Pace /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Available online 5 March 2015 

信息咨询部：刘慧 

中文半岛经济研究文摘 

山东东部晚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动及原型盆地恢复[刊，中] /周瑶琪 ;张振

凯 ;梁文栋 ;李素 ;岳会雯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山东青

岛 266580 ）//地学前缘， 2015（1）：137-156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91%a8%e7%91%b6%e7%90%aa&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c%a0%e6%8c%af%e5%87%af&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c%a0%e6%8c%af%e5%87%af&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a2%81%e6%96%87%e6%a0%8b&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9d%8e%e7%b4%a0&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2%b3%e4%bc%9a%e9%9b%af&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4%b8%ad%e5%9b%bd%e7%9f%b3%e6%b2%b9%e5%a4%a7%e5%ad%a6(%e5%8d%8e%e4%b8%9c)%e5%9c%b0%e7%90%83%e7%a7%91%e5%ad%a6%e4%b8%8e%e6%8a%80%e6%9c%af%e5%ad%a6%e9%99%a2&Type=S
http://lib.cqvip.com/qk/986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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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部近海地区花岗岩及变质岩中出露一套由陆源碎屑岩、火山碎屑岩和

火山熔岩组成的沉积地层,其形成时代、地层属性及沉积背景争议较大。文中选

取了青岛崂山垭口、灵山岛、唐岛湾,五莲大尚庄,诸城山东头村等剖面进行了详

细的地层沉积特征描述,并对灵山岛老虎嘴处流纹岩及崂山垭口凝灰质铝土岩进

行 LA-ICP-MS测年,获得锆石 U-Pb年龄分别为（119.2±2.2）和（118.9±3.3）Ma,

恰好对应胶莱盆地青山群火山活动初始阶段。根据沉积构造特征推断,山东近海

晚中生代存在一个规模较大的 NE向展布的裂陷盆地,呈凹隆相间的构造格局。系

统总结了山东东部地区晚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动及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演化,发现

裂陷盆地与胶莱盆地具有很好的对比性,莱阳期两盆地相连通,青山期由沿五莲-

青岛、牟即断裂带分布的火山弧将两个盆地分割,并对近海裂陷盆地晚中生代原

型盆地进行恢复。 

关 键 词：晚中生代 构造-岩浆活动 裂陷盆地 原型盆地恢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2123） 

 

山东省区域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研究[刊，中] /孔凡萍[1] ;贾永飞

[2] （ [1]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2]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山东济南 250014 ）//中国科技论坛，  2015（1）：108-112 

   本文从区域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内涵入手，从实现创新转型的重大战略、

产业转型升级两方面分析了山东省区域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需求，研究

了区域产业技术创新的自主创新、引进创新及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协同

创新等四种创新模式，从核心主体、支撑体系、关键保障体系、配套服务体系等

四个层面构建支撑全产业链的山东省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并提出了关于加快区域

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建议与对策。 

关 键 词：产业技术创新 创新模式 体系构建 对策 

科技部创新办项目“区域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研究”（2013CXB13）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新兴产业的财政支持效率研究[刊，中] / 宫伟文 ;李

梅芳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山东烟台，265400) //环渤海经济瞭望,2015 

(1): 26-29 

本文以我国对上市公司财政支持效率为研究对象,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

综述的基础上,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137 家上市公司 2010-2012 年 3 年共 411

个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建立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得出政府补助对直接产

出和经济效益产出存在显著影响,即政府补助对研发员工比重、研发支出比重、

流动比率、销售毛利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有显著的财政支

持效应。为此,新兴产业公司在获得财政补助时时,要注意财政支持效应的影响,

合理利用财政补贴,实现公司获得财政补贴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管理目标。 

关 键 词：新兴产业 财政支持效率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分 

 

“渤海粮仓”典型区经济效益分析及建议[刊，中] / 高明秀 ;曹成欣 ;巩腾

飞 ;薛敏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泰安 271011）//安徽农业科学，

2015（1）：328-331 

在当前“渤海粮仓”工程进入关键实施期的背景下,评价盐碱地改良利用效益,

对于推进“渤海粮仓”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研究采用面上调查和典型抽样

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渤海粮仓”山东项目区典型示范区参与项目的不同农业经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99%9a%e4%b8%ad%e7%94%9f%e4%bb%a3&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9e%84%e9%80%a0-%e5%b2%a9%e6%b5%86%e6%b4%bb%e5%8a%a8&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8%a3%82%e9%99%b7%e7%9b%86%e5%9c%b0&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8e%9f%e5%9e%8b%e7%9b%86%e5%9c%b0%e6%81%a2%e5%a4%8d&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ad%94%e5%87%a1%e8%90%8d&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8%b4%be%e6%b0%b8%e9%a3%9e&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8%b4%be%e6%b0%b8%e9%a3%9e&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1%b1%e4%b8%9c%e5%a4%a7%e5%ad%a6%e7%ae%a1%e7%90%86%e5%ad%a6%e9%99%a2&Type=S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1%b1%e4%b8%9c%e7%9c%81%e7%a7%91%e6%8a%80%e5%8f%91%e5%b1%95%e6%88%98%e7%95%a5%e7%a0%94%e7%a9%b6%e6%89%80&Type=S
http://lib.cqvip.com/qk/91762X/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4%ba%a7%e4%b8%9a%e6%8a%80%e6%9c%af%e5%88%9b%e6%96%b0&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88%9b%e6%96%b0%e6%a8%a1%e5%bc%8f&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4%bd%93%e7%b3%bb%e6%9e%84%e5%bb%ba&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af%b9%e7%ad%96&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ae%ab%e4%bc%9f%e6%96%87&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9d%8e%e6%a2%85%e8%8a%b3&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9d%8e%e6%a2%85%e8%8a%b3&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e7%83%9f%e5%8f%b0%e7%a0%94%e7%a9%b6%e9%99%a2&Type=S
http://lib.cqvip.com/qk/96462X/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96%b0%e5%85%b4%e4%ba%a7%e4%b8%9a&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8%b4%a2%e6%94%bf%e6%94%af%e6%8c%81%e6%95%88%e7%8e%87&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1%b1%e4%b8%9c%e5%8d%8a%e5%b2%9b%e8%93%9d%e8%89%b2%e7%bb%8f%e6%b5%8e%e5%8c%ba&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9%ab%98%e6%98%8e%e7%a7%80&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9b%b9%e6%88%90%e6%ac%a3&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7%a9%e8%85%be%e9%a3%9e&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7%a9%e8%85%be%e9%a3%9e&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8%96%9b%e6%95%8f&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1%b1%e4%b8%9c%e5%86%9c%e4%b8%9a%e5%a4%a7%e5%ad%a6%e8%b5%84%e6%ba%90%e4%b8%8e%e7%8e%af%e5%a2%83%e5%ad%a6%e9%99%a2&Type=S
http://lib.cqvip.com/qk/9016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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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主体、土地利用（经营）模式进行生产成本收益典型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土

地利用复合模式、优质品牌农产品收益较高,科技投入、产业链完整性对收益影

响较大,盐碱地改良利用具有长期效益;但盐碱地改良初期投入成本较高、农田水

利条件限制、农业产业链和现代农业组织型式不完善是限制“渤海粮仓”山东项目

区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为政府采取措施加快推进“渤

海粮仓”建设和企业、农户采取措施提高经济效益提供参考。 

关 键 词：渤海粮仓 盐碱地 经济效益 

山东省自主创新及成果转化专项（2014ZZCX07106）;山东农业大学现代农业

发展研究院项目（14XSK2-06） 

 

环渤海地区金融与区域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研究[刊，中] / 汪高洁 ;王

利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029 ）//资源

开发与市场， 2015（1）：31-34 

切实加强和改善对金融的管理指导、支持服务，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是推

动区域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必然要求。运用 AHP—EVM 组合赋权法和

耦合协调度模型建造金融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对环渤海地区的

金融及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演化过程进行分析，提出了促进环渤海金融与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环渤海地区 金融系统 经济系统 耦合协调度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编号：2008BAH31806） 

 

基于 DEA—Malmquist 的环渤海经济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价[刊，中] / 姜

博骞 ;刘欣（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资源开发与

市场， 2015（1）：49-51 

采用 DEA 模型对环渤海经济地区 2003 年、2007 年和 2012 年的水资源利用

效率进行评价，运用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方法对 2003--2012 年环渤海经济地

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环渤海经济地区总体水资源利用

效率良好，北京、天津和内蒙古的水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高；水资源利用技术方

面的改善有助于促进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规模效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上升。 

关 键 词：DEA Malmquist指数 环渤海经济地区 水资源利用效率 

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项目（编号：20122136110003）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现状调查——以烟台职业学院为例[刊，中] / 李晓

燕（烟台职业学院,山东烟台 264670）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5（1）:  

171-172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是影响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

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本文以烟台职业学院学生管理工作现状为例,对该校目

前学生管理的现状做出调查和研究,旨在总结现在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个

性与共性,发扬优势,摒弃缺点,为下一步研究适应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模式做好

基础铺垫。 

关 键 词：高职院校 学生管理 

山东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十二五”规划 2013 年度课题“高职院校‘以人为

本、三轮并驱’学生管理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3zcj081）.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b8%a4%e6%b5%b7%e7%b2%ae%e4%bb%93&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9b%90%e7%a2%b1%e5%9c%b0&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bb%8f%e6%b5%8e%e6%95%88%e7%9b%8a&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b1%aa%e9%ab%98%e6%b4%81&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8e%8b%e5%88%a9&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8e%8b%e5%88%a9&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8%be%bd%e5%ae%81%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6%b5%b7%e6%b4%8b%e7%bb%8f%e6%b5%8e%e4%b8%8e%e5%8f%af%e6%8c%81%e7%bb%ad%e5%8f%91%e5%b1%95%e7%a0%94%e7%a9%b6%e4%b8%ad%e5%bf%83&Type=S
http://lib.cqvip.com/qk/91889A/
http://lib.cqvip.com/qk/91889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8e%af%e6%b8%a4%e6%b5%b7%e5%9c%b0%e5%8c%ba&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9%87%91%e8%9e%8d%e7%b3%bb%e7%bb%9f&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bb%8f%e6%b5%8e%e7%b3%bb%e7%bb%9f&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8%80%a6%e5%90%88%e5%8d%8f%e8%b0%83%e5%ba%a6&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a7%9c%e5%8d%9a%e9%aa%9e&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a7%9c%e5%8d%9a%e9%aa%9e&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88%98%e6%ac%a3&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8%be%bd%e5%ae%81%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f%8e%e5%b8%82%e4%b8%8e%e7%8e%af%e5%a2%83%e5%ad%a6%e9%99%a2&Type=S
http://lib.cqvip.com/qk/91889A/
http://lib.cqvip.com/qk/91889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DEA&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Malmquist%e6%8c%87%e6%95%b0&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8e%af%e6%b8%a4%e6%b5%b7%e7%bb%8f%e6%b5%8e%e5%9c%b0%e5%8c%ba&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b0%b4%e8%b5%84%e6%ba%90%e5%88%a9%e7%94%a8%e6%95%88%e7%8e%87&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9d%8e%e6%99%93%e7%87%95&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9d%8e%e6%99%93%e7%87%95&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83%9f%e5%8f%b0%e8%81%8c%e4%b8%9a%e5%ad%a6%e9%99%a2&Type=S
http://lib.cqvip.com/qk/87710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9%ab%98%e8%81%8c%e9%99%a2%e6%a0%a1&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ad%a6%e7%94%9f%e7%ae%a1%e7%90%86&Typ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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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PI 的烟台地区干旱特征分析[刊，中] / 王冰[1,2] ;余锦华[1] ;程

志攀[3] ;翟少婧[4]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南京 210044; [2]烟台市气象

局,山东烟台 264003; [3]栖霞市气象局,山东栖霞 265399; [4]龙口市气象局,

山东龙口 265700  )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1):16-22 

利用烟台地区 11 个气象观测站的近 30 年（1981～2010）降水资料,采用标

准化降水指数得到了烟台地区近 30 年的年度干旱指数和季节干旱指数,并根据

干旱标准中干旱发生频率、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三项指标分析了烟台地区近

30 a干旱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近 30 a来,烟台地区以轻旱为主,中旱和重旱比

例持平,有干旱发生频率逐渐减少而发生强度有所增强的趋势;春旱和夏旱有增

加趋势,冬旱和秋旱有减少趋势;西部和北部地区发生干旱的次数明显多于东部

和中间地带地区.与灾情对比时发现,年 SPI 能够较好的对长期的干旱进行描述,

但在年内发生短期干旱时,效果欠佳。尽管烟台地区近几年来没有重旱出现,仍需

注意做好对干旱特别是重旱的预防工作。 

关 键 词：标准化降水指数 干旱指数 干旱发生频率 干旱站次比 干旱强度 

烟台市气象局 2013年科学技术研究项目（YTQX2013005） 

 

山东东部晚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动及原型盆地恢复[刊，中] /周瑶琪 ;张振

凯 ;梁文栋 ;李素 ;岳会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山东青岛

266580 ) //地学前缘,2015（1）：137-156 

山东东部近海地区花岗岩及变质岩中出露一套由陆源碎屑岩、火山碎屑岩和

火山熔岩组成的沉积地层,其形成时代、地层属性及沉积背景争议较大。文中选

取了青岛崂山垭口、灵山岛、唐岛湾,五莲大尚庄,诸城山东头村等剖面进行了详

细的地层沉积特征描述,并对灵山岛老虎嘴处流纹岩及崂山垭口凝灰质铝土岩进

行 LA-ICP-MS测年,获得锆石 U-Pb年龄分别为（119.2±2.2）和（118.9±3.3）Ma,

恰好对应胶莱盆地青山群火山活动初始阶段。根据沉积构造特征推断,山东近海

晚中生代存在一个规模较大的 NE向展布的裂陷盆地,呈凹隆相间的构造格局。系

统总结了山东东部地区晚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动及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演化,发现

裂陷盆地与胶莱盆地具有很好的对比性,莱阳期两盆地相连通,青山期由沿五莲-

青岛、牟即断裂带分布的火山弧将两个盆地分割,并对近海裂陷盆地晚中生代原

型盆地进行恢复。 

关 键 词：晚中生代 构造-岩浆活动 裂陷盆地 原型盆地恢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2123） 

 

高职院校开展失地农民职业培训与服务研究——以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为例

[刊，中] /孙梁 ;王九福 ;孙筱洁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烟台 264670 ）// 价值

工程，2015（1）：243-244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农村的失地农民越来越多，

如何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其职业素质和技能，已经成为亟需解

决的社会问题。通过研究高职院校培训失地农民工过程中存的问题，提出了初步

的解决对策，以更好地服务失地农民工的就业培训。 

关 键 词：失地衣民 职业培训 就业 

本文得到山东省企业培训与职工教育重点课题“高职院校开展失地农民职业

培训与服务研究一以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为例”（编号 2014-159）的资助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8e%8b%e5%86%b0&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4%bd%99%e9%94%a6%e5%8d%8e&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a8%8b%e5%bf%97%e6%94%80&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a8%8b%e5%bf%97%e6%94%80&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bf%9f%e5%b0%91%e5%a9%a7&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8d%97%e4%ba%ac%e4%bf%a1%e6%81%af%e5%b7%a5%e7%a8%8b%e5%a4%a7%e5%ad%a6&Type=S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83%9f%e5%8f%b0%e5%b8%82%e6%b0%94%e8%b1%a1%e5%b1%80&Type=S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83%9f%e5%8f%b0%e5%b8%82%e6%b0%94%e8%b1%a1%e5%b1%80&Type=S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a0%96%e9%9c%9e%e5%b8%82%e6%b0%94%e8%b1%a1%e5%b1%80&Type=S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9%be%99%e5%8f%a3%e5%b8%82%e6%b0%94%e8%b1%a1%e5%b1%80&Type=S
http://lib.cqvip.com/qk/90916X/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a0%87%e5%87%86%e5%8c%96%e9%99%8d%e6%b0%b4%e6%8c%87%e6%95%b0&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9%b2%e6%97%b1%e6%8c%87%e6%95%b0&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9%b2%e6%97%b1%e5%8f%91%e7%94%9f%e9%a2%91%e7%8e%87&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9%b2%e6%97%b1%e7%ab%99%e6%ac%a1%e6%af%94&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9%b2%e6%97%b1%e5%bc%ba%e5%ba%a6&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91%a8%e7%91%b6%e7%90%aa&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c%a0%e6%8c%af%e5%87%af&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c%a0%e6%8c%af%e5%87%af&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a2%81%e6%96%87%e6%a0%8b&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9d%8e%e7%b4%a0&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b2%b3%e4%bc%9a%e9%9b%af&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4%b8%ad%e5%9b%bd%e7%9f%b3%e6%b2%b9%e5%a4%a7%e5%ad%a6(%e5%8d%8e%e4%b8%9c)%e5%9c%b0%e7%90%83%e7%a7%91%e5%ad%a6%e4%b8%8e%e6%8a%80%e6%9c%af%e5%ad%a6%e9%99%a2&Type=S
http://lib.cqvip.com/qk/98600X/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99%9a%e4%b8%ad%e7%94%9f%e4%bb%a3&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6%9e%84%e9%80%a0-%e5%b2%a9%e6%b5%86%e6%b4%bb%e5%8a%a8&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8%a3%82%e9%99%b7%e7%9b%86%e5%9c%b0&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8e%9f%e5%9e%8b%e7%9b%86%e5%9c%b0%e6%81%a2%e5%a4%8d&Type=K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ad%99%e6%a2%81&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7%8e%8b%e4%b9%9d%e7%a6%8f&Type=A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5%ad%99%e7%ad%b1%e6%b4%81&Ty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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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村学龄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刊，中] / 郭彬 ;汪心海 ;

徐凌忠 ;盖若琰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事业管理与妇幼卫生学系,山东济

南 250012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5 （1） 87-92 

山东省农村学龄前儿童心理健康现状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干预提供理论依

据。方法采用自行设计儿童基本情况调查表与长处和困难问卷（SDQ）家长版对

699 名 3～5 岁农村学龄前儿童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被调查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

检出率为 29．76％，各因子异常检出率分别为：情绪症状，4．33％；品行问题，

9．76％；多动注意力不集中，11．12％；同伴交往问题，6．16％；亲社会行为，

12．85％。男童品行问题检出率高于女童（χ2＝14．38，P＜0．05），留守儿童

情绪和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非留守儿童（χ2＝4．07，P＜0．05）。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监护人不知晓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抚养孩子感到有负担和精力不足、

在批评孩子前不给其申诉的机会以及孩子边吃饭边看电视是儿童出现情绪和行

为问题的危险因素。结论农村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应当引起

重视并进行有效的干预。 

关 键 词：学龄前儿童 心理健康 影响因素 

 

天下一体“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建构[刊，中] / 曲金良（ 中国海洋

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山东青岛 266100  ）// 中原文化研究 ，2015（1） ： 80-87 

自先秦至晚清的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天下一体”思想观念及其“环中国海文化

共 同体”的制度建构，是中国海洋和平文化的最高体现。不幸的是，晚清时期，

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让渡，中国海洋文化的这一伟大思想和制度

创造被破坏，并最终解体。更为不幸的是，自此以来，这一伟大思想和制度创造

被东西方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共同玷污和丑化，使之至今声名狼藉。须知，当

今世界的海洋竞争日益激烈，环中国海国家对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岛屿、海

域的主权及相关权益的声索争端已几近剑拔弩张，要解决这些争端，还必须到中

国海洋文化史上这一伟大思想和制度创造中找寻灵感。 

关 键 词：天下一体 环中国海 文化共同体 海洋和平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研究”（12＆ZD113）阶

段性成果. 

 

基于专业课程模块化的海洋渔业实习基地建设[刊，中] /王学锋 ;张静 ;颜

云榕 ;陈文河 （广东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广东湛江 524025）//教育教学论坛， 

2015（1）：34-36 

教学实习是高等教育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提高学生学用结合的一个重要教学

环节。针对广东海洋大学涉海类专业实习目前面临基地资源匮乏、经费不足、实

习内容交叉重复而特色不突出等问题,海洋渔业系通过将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

业的课程体系整合、改革、优化,从而实现课程组模块化设计,彰显其模块化功能,

突出国家级特色专业的特色;并以课程组模块功能设计为导向,积极与渔业公司、

渔业主管行政单位、业务单位等合作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加强教学实习基地的建

设在实习环节中,针对学生的兴趣、特长,与实习基地共建单位的技术人员、业务

一线高级管理人员联合开展本科毕业论文双导师制,培养海洋渔业本科毕业生政

产学研用多方位发展,在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和拓宽就业渠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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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海洋渔业 模块化 实习基地建设 专业课程 教学改革 

教育部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国家级特色专业（教高函[2010]15 号）;广东省

教育厅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省级特色专业（粤教高函[2012]39号）;广东海洋大

学教改项目（XJG201335）;校级研究生示范课程培育项目（521001011） 

 

随机噪声对海洋布里渊激光雷达测量的影响[刊，中] /王元庆[1] ;何炬[2] ;

马泳[1] ;余寅[1] ;张念[1] ;梁琨[1] （ [1]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

武汉 430074; [2]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武汉 430074  ）// 

激光技术， 2015（1）： 6-12 

为了分析激光雷达系统中随机噪声对海水布里渊散射谱以及温度反演精度

的影响，依据布里渊散射理论及系统噪声特性，对带噪布里渊散射频谱进行了理

论分析，并进行了信噪比从 1dB～100dB 的仿真实验。结果表明，当信噪比大于

16dB 时，频移和线宽的平均误差和不确定度能够控制在兆赫兹量级，温度误差

和不确定度能够控制在 0．2℃以内；采用实际应用中多次测量取平均的方法，

10 次平均能够保证 0．2℃的测量精度对信噪比的要求下降到 7dB。这为激光雷

达在海水高精度遥感提供了指导。: 

关 键 词：激光技术 海洋布里渊散射 随机噪声 频移 线宽 温度 测量误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61108074） 

 

海洋运输成本及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刊，中] /计永雪[1] ;胡莉莉[2]（ [1]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 550002; [2]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南昌

330013）// 江汉学术，2015（1）：30-36 

海洋运输已经成为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运输方式，其运输成本的高低对一国

贸易的影响极为重要。在分析海洋运输成本的 8个主要影响因素：港口的集装箱

吞吐量、港口的基础设施质量、班轮运输相关指数、出口成本、空间距离、全球

竞争性指数、物流绩效指数和燃料价格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些因素进行降

维，综合出原始数据 85％以上的信息；再通过提取的 4 个因子测算出海洋运输

成本的综合指标，将构建出来的海洋运输成本综合指标引入到出口贸易的模型当

中，同时运用分位数回归分别对 2008年和 2012年的数据作进一步分析，结果表

明：与 2008 年相比，2012 年人均 GDP、人口规模、两国距离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逐步减弱，而海洋运输成本综合指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则逐渐增强。因此，各

国应充分利用本国的优势，努力降低海洋运输成本，积极加强港口基础设施的建

设，提高港口服务质量，加强港口与港口之间的货物承接能力以及网络互联来促

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关 键 词：海洋运输成本 分位数回归 贸易成本 海运贸易 港口物流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农村土地流转背景下江西农业经营模式转

型问题研究”（YC2013-S13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服务贸易成本的测度

及其对服务贸易发展影响的经验分析”（71303097） 

信息咨询部：栾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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