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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文献资源建设和新技术在资源建设中的应用”
研讨会在图书馆举办
11 月 22 日，由山东省高校图工委文献资源建设专
业委员会主办，齐鲁工业大学(省科学院)图书馆、北京
畅想之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高校文献资源建
设和新技术在资源建设中的应用”研讨会在齐鲁工业大
学图书馆五楼报告厅成功举办。
会议由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馆
长于明梓、副馆长王傲镭主持，西安
电 子科技大 学图书 馆副馆 长黄小
强、畅想之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现臣、山东省高校图工委文
献 资源建设 专业委 员会主 任姜宝
良、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党总支书
记刘万国、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馆
长 于明梓等 五位专 家先后 作了报
告，共有 26 所驻济高校图书馆领导、文献资源建设骨干
以及承办方师生和员工等 160 多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研讨会围绕“高校文献资源建设”这个主题进

行，同时就数字资源建设现状及方向、新技术在资源建
设中的应用、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方式的转型、图书馆阅
读推广与学科服务工作等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专家报告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齐鲁工大陶瓷艺术博
物馆。最后，多位图书馆馆长就区域
文献协同和互助保障问题进行了热
烈的交流和讨论。
本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齐鲁工
业大学(省科学院)图书馆热情周到
的组织和服务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有利于
进一步推进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
设及新技术、新理念的应用，加强高
校图书馆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对于
提升齐鲁工业大学(省科学院)图书馆的影响力及图书
馆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情报研究所 侯方元)

《齐鲁工业大学书目图典(1979-2017)》隆重出版
2018年10月，由济南出版社发
行，齐鲁工业大学(省科学院)校史
办公室与图书馆合作推出的鸿篇巨
制《齐鲁工业大学书目图典(19792017)》(以下简称《图典》)隆重
出版。
学校广大教职工撰写与出版的
学术著作，是齐鲁工业大学校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图典》客观记录
了1979-2017年间齐鲁工业大学广
大教职工撰写与出版的570余部学
术著作简况，是见证学校建立、发
展和变迁过程的重要文献资料。
《图典》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
《图典》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重
要价值。其一，《图典》一书中的

讲义，主要收集与介绍的是1979年
至1990年间部分专业老师编写的专
业课程讲义，多为手工刻写与油印
本。这些讲义资料，不仅十分珍
贵，有重要保存价值，还是学校培
养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栋
梁之才的历史佐证。其二，《图
典》一书中的课程教材和学术著
作，是1979年至2017年间学校教职
工编写出版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课程教材，是研究者对所从事的课
程教学研究过程和结果的高度概括
和科学总结的产物，有重要的历史
与现实意义。特别是部分教职工出
版的标志性教学改革成果，对引领
学校的教育教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应与较好
的社会效应。

《图典》的图书文稿按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两个大类进行编排，
分上、下两编；各编内则以图书本
身撰写或出版时间先后排序。《图
典》内著作内容的简介，主要阐明
了各部图书的立足点、解决的基本
问题与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由
于图书封面设计具有较强的文化理
念，所以《图典》内的全部著作封
面采用彩色印制。
总之，《图典》既充分体现了
学校广大教职工学术研究的探索精
神，又从一个侧面突出地展现了学
校专业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厚重底
蕴，也是学校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
窗口，值得给予较多的关注。
(情报研究所 侯方元)

2018年第4期

图书馆与读者

第2版

2018 下半年图书馆(博物馆)大型会议和活动回顾
眼看到年底了，小编回顾了图
书馆(博物馆)(以下简称图书馆)下
半年举行的大型会议和活动，真是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仅仅半年
时间，图书馆竟举办了这么多活动!
光看这些简单的总结，就可以想见
图书馆人在背后付出的心血和努
力。在这里，我们要向图书馆全体同
仁道一声：辛苦了!希望大家保重
身体，奋发向上，争取来年做出更大
的成绩，成为一名更有尊严、魅力和
成就感的图书馆工作者和知识传播
者!
一、“悦读沙龙”活动
2018年下半年，“悦读沙龙”活
动加快了频率，基本每周举办一次，
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除经
典阅读分享之外，琴艺、茶道、书法、
诗词均有涉及，其中影响较大的活
动有三次：
(一)11月2日晚，第96期“悦读
沙龙”活动——第二届校园诗词达
人争霸赛在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举
行。
(二)11月23日晚，第99期“悦
读沙龙”活动——齐鲁工业大学(山
东省科学院)“人天书店杯”第四届
校园读书达人决赛在图书馆一楼报
告厅举办。
(三)12月7日晚，“回首读书时
光，相约百期‘悦沙’——‘悦读沙
龙’百期纪念”活动在图书馆五楼多
功能厅举行。
二、大型讲座和读书分享会
除了“悦读沙龙”系列活动之
外，下半年图书馆还举办了几次规
格较高的讲座和读书分享会。具体
情况如下：
(一)9月26日，大型文学讲
座——“文学的魅力”在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举行。
(二)10月22日，作家张嘉佳《云
边有个小卖部》校园分享会在齐鲁
工业大学艺体中心举办。
(三)11月5日，大型讲座——
“哲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在
图书馆一楼多功能厅举行。

(四)11月22日，“高校文献资
源建设和新技术在资源建设中的应
用”研讨会在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
五楼报告厅举办。
三、“学科服务在您身边”活动
与“悦读沙龙”团队同时开展
活动的还有图书馆的“学科服务”
团队。下半年他们精心准备、积极联
系各学院，为许多老师和同学带去
了图书馆的贴心服务。
(一)10月25日下午，图书馆学
科服务团队来到数学与统计学院和
学院老师开展“学科服务在您身
边”交流活动。
(二)11月1日，图书馆馆长于明
梓、副馆长王傲镭率领图书馆学科
服务团队分别前往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开展
“学科服务在您身边”活动讲座。
(三)11月15日，图书馆馆长于
明梓、副馆长巩恩贵率领图书馆一
行人，特邀马克思主义学院陈京伟
副教授一起，深入菏泽校区，开展以
“把菏泽校区和长清校区‘粘’起
来”为主题的资源推广服务。
四、馆际交流活动
(一)10月30日下午，齐鲁工业
大学图书馆全体党政领导班子和部
室主任等前往山东财经大学图书馆
进行参观学习。
(二)11月7日下午，齐鲁工业大
学图书馆全体党政领导班子和部室
主任等前往山东政法学院图书馆进
行参观学习。
(三)12月10日下午，山东管理
学院图书馆办公室冯娜老师一行3
人莅临我馆交流阅读推广工作。
五、电子资源推介和培训活动
(一)9月份开通试用优质数据
库资源11个，并在网站推出使用方
法和内容介绍。
(二)推出Pro Quest网络课堂
10月、11月、12月份网络培训共计48
场。
(三)推出Springer Nature在
线培训讲堂，时间为10.16-12.27
日，共计5场。

(四)11月5日—11月25日，图书
馆与超星公司联合举办“30分钟听
一本书21天打卡计划”线上活动。
(五)11月13 日（星期二）15:20
-16:20，知网培训师张凤娇在齐鲁
工业大学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办
CNKI研学平台使用讲座。
(六)11月20日，图书馆举办
“口袋里的学习通”专题培训活动。
(七)11月23日19:00-20:00，图
书馆联合新东方在线开启“四六级
12月考试必备秘籍”线上直播讲座。
(八)11月27日，由数字资源部
组织的“Note Express文献管理与
论文写作”专题讲座在图书馆一楼
报告厅举办。
(九)12月13日19:00-20:00，12
月14日 19:00-20:00，推出新东方
在线2019考研英语临考绝杀点睛直
播。
六、图书馆(博物馆)重要党建
活动
(一)10月30日上午，图书馆(博
物馆)党总支第三支部全体党员到
博物馆开展义务劳动。
(二)10月31日上午，图书馆（博
物馆）党总支第一党支部在图书馆
七楼会议室召开“文化育人”主题
活动。
(三)10月31日上午，图书馆（博
物馆）党总支第二支部全体党员在
图书馆七楼会议室开展“服务育
人、文化育人”主题学习活动。
(四)11月10日，图书馆（博物
馆）以及图书馆、档案馆分会组织党
员和群众四十人共赴九如山开展党
群联谊活动。
(五)11月15日下午，图书馆(博
物馆)党总支在图书馆七楼会议室
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集中学习贯彻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学习贯彻民营
企业座谈会讲话精神，学习黄群、宋
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先进事迹，深
入学习“四个意识”、“四个自信”、
“四个服从”、“两个维护”，观看
《榜样3》、《全国教育大会专题报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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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视频，并了解中管2017年度学费
收支公示情况等。
(六)11月16日-28日，图书馆
(博物馆)党总支开展学习贯彻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心得体会征文活动。
(七)11月19日下午，图书馆(博
物馆)中心组在图书馆七楼会议室
开展集中学习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观看《榜样3》。
(八)11月20日下午，图书馆(博
物馆)第一党支部开展“做好服务、
创新工作”主题党日活动，来到山东
书城参观学习。
(九)11月21日上午，图书馆(博
物馆)第二、第三党支部在图书馆七
楼会议室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观看
精准扶贫电影《十八洞村》。
(十)12月5日上午，图书馆（博
物馆）党总支第二党支部在图书馆
七楼C718室、第三党支部在图书馆
七楼B708室分别召开组织生活会，
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动。
(十一)12月6日上午，图书馆
（博物馆）党总支第一党支部在图
书馆七楼C718室召开组织生活会，
总结汇报2018年支部工作情况，查
摆问题，并开展民主评议。
七、图书馆其它重要会议和活
动
(一)为更好地迎接2018级新同
学，从8月底开始，图书馆积极开展
了一系列的迎新活动。
(二)8月24日上午，图书馆(博
物馆)在七楼会议室召开新一届领
导班子工作交接座谈会。
(三)2018年8月30日下午，图书
馆(博物馆)在五楼报告厅召开新学
期全馆职工动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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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月8日上午，图书馆举行
了2018级新生代表“集中学习、现
场参观”培训活动。长清校区三百余
名新生代表到图书馆通过讲座培
训、宣传材料、实地参观、现场讲解
等方式，认识图书馆、了解图书馆。
(五)9月11日-12日，图书馆副
馆长巩恩贵带领3名采编部采访人
员、47名二级学院专业教师、6名图
管会学生代表，共计57人，分四批参
加了由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主办的“2018秋季图书
馆配会”。这是图书馆组织参加的历
届图书馆配会中，参会人数最多的
一次。
(六)10月12日下午，图书馆(博
物馆)在五楼报告厅召开迎校庆全
馆动员大会。
(七)2018年10月18日，图书馆
特举办“工大文库”成果展，展现了
学校厚重的学术文化底蕴。
(八)11月28日下午，在图书馆7
楼会议室召开了图书馆电梯使用、
管理及应急措施协调会，形成了《图
书馆（博物馆）电梯使用、管理及紧
急救援办法》。
八、博物馆重要活动
(一)9月，博物馆向18级新生开
展了陶瓷艺术参观教育活动。
(二)10月17日，深圳国瓷永丰
源有限公司副总裁郭京洲、山东硅
元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殷
书建、山东淄博华光陶瓷科技文化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毕庆亮三位校友
企业家，携各自企业臻品力作荣归
母校、慷慨捐赠，为母校70周年华诞
送上一份厚礼。
(三)学校70周年校庆期间，博
物馆热情接待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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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朋友，并安排专门的解说人员进
行了详细的讲解。展馆内丰富多
样、精美绝伦的陶瓷艺术作品获得
校友们的连连称赞。
(四)11月16日下午，我校离退
休处组织老干部到长清校区参观我
校齐鲁陶瓷玻璃科学与艺术博物
馆。
(五)11月28日，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及山东轻机协会造纸行业座谈
会在我校举行。会后，陈嘉川校长陪
同参会人员一起参观了我校齐鲁陶
瓷玻璃科学与艺术博物馆。
(六)12月6日，博物馆举办
“2018年博物馆年终汇报讲解比
赛”。
九、获奖情况、科研进展
(一)9月，图书馆(博物馆)提交
的四项课题在山东省“传统文化与
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申报中获
得立项批准。
(二)11月，齐鲁工业大学(省科
学院)图书馆提交的“齐鲁工业大
学(省科学院)‘悦读沙龙’文化品
牌建设”案例获2018出版界图书馆
界全民阅读年会“2018全民阅读优
秀案例奖项”。11月22日-23日，图
书馆副馆长巩恩贵、情报研究所主
任付来旭赴江苏省盱眙县参会交流
并领取获奖证书。
(三)11月5日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在上海开幕，永丰源国瓷为预
祝进博会顺利举行，同时发起了一
场声势浩大的“拍国瓷，送国礼”活
动。我校博物馆志愿者鞠尚志同学
与苏亚男同学合拍的国瓷“先生
瓷.海上明珠”——2017年金砖国家
峰会国宴用瓷，荣获视频奖季军。
(情报研究所 侯方元)

毛泽东忆北大图书馆往事:职位低 大家没空理我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并在北京大学图
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结识了著名的早期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等，这对毛泽东此后的思想转

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有
关问题，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本文认为，毛泽东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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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

是通过杨昌济推荐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并得到李大钊

书馆当助理员。

的安排，于1918年10月22日至26日之间进入北大图书
馆，并工作到1919年3月12日之前。

10月26日，《北大日刊》发《图书馆主任告
白》，告知本馆第二阅览室在新大楼第一层31号室，

一、毛泽东初来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

专以陈列各种日报„„本校教职员工及学生可随时入

1917年，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得知蔡元

览。至此，毛泽东在图书馆正式上班的时间已非常明

培、吴玉章、李石曾等正积极倡导中国青年赴法勤工

显了，即为10月22日到26日之间。当时北大图书馆由5

俭学之事后，便写信告诉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的毛泽

个阅览室组成，毛泽东负责第二阅览室，即报纸阅览

东，嘱他尽快来京，为湖南青年赴法作联系和准备。

室。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任职，自然解决了生计问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

题，也可以留在北大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由于路遇洪水，道路阻断，19日方抵北京。

因为当时蔡元培主张北大的学术活动和课堂教学向全

二、毛泽东是如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

社会开放，招收一批旁听生。而毛泽东离开北大的时

湖南先后抵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四五十

间当为1919年3月12日之前。是日因母亲病重，毛泽东

人，是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毛泽东面临着如何解

从北京动身回湖南。

决生活费用的问题。据他回忆：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收入很低，北大教授的月

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

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却只有八元，是

理教员杨怀中（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

最低一级的工薪。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

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

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毛泽东说：“我的

是李大钊。

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

据萧子升回忆说，由于生活困难，他们想到了蔡

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

元培：他一贯的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

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

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

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

有个更好的主意，蔡先生致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

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

钊先生的书函可为明证：“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

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

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

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毛泽

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东对过去的抱怨不假，但当时在杨、蔡、李等人的帮

蔡元培即日。”李大钊顺从的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

助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却基本解决了生活难题。毛

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

泽东也利用这个大好机会积极参加北大哲学会和新闻

据梁漱溟讲，毛泽东北来，即投住杨昌济家，一
面经杨介绍为图书馆职员，一面缴费做旁听生听课。

学研究会的活动，有选择地旁听北大的一些重要课
程。在北大，毛泽东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

可以较有把握的说，杨昌济通过向蔡元培推荐，

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这对其五四

得到了蔡元培的首肯，然后再找李大钊帮忙解决了毛

前后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他逐步接受与

泽东的工作问题。即便有其他程序的可能性，蔡元培

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不可缺少的

与李大钊两人都功不可没。

一步。

三、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具体时间
关于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的具体时间，目前还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7年08期，作者：方勇
刘大禹，图书馆流通部主任 方燕 推荐)

没有较为明确的说法。《青年毛泽东》介绍：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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