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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图书馆服务于教学、科

研建设的能力与水平，更好的完成2018年

工作计划，经前期准备，图书馆于2018年3

月16日在七楼会议室召开馆务会扩大会

议，会议由党总支书记陈栋田主持，副馆

长巩恩贵、王傲镭、各部室主任和业务骨

干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图书馆各部

室根据图书馆（博物馆）2018年工作计

划，由部室主任PPT汇报本部室2018年工作

安排。 

9时，馆务会扩大会议正式开始。图书

馆各部室主任分别就本部室2018年的工作

安排进行汇报，对本部室的工作安排中的

具体事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每部

室汇报结束后，其他参会人员根据业务的

关联性等因素，提出相关的意见及建议，

每位馆领导对每一部室从业务分管及全馆

工作计划的角度，对每部室2018年工作安

排提出意见、建议、思路及具体的工作方

法。会议在中午简短休息后继续进行，于

下午3时结束。 

会后大家表示，围绕2018的工作安

排，力争圆满完成图书馆2018年工作计

划，为学校“一流”建设做出自己的贡

献。  
                         (办公室)  

图书馆召开馆务会扩大会议 

2018年3月20至21日，山东新华书店集

团有限公司主办的“2018年山东图书馆馆

配会”在山东省物资印刷有限公司举行。

馆配会集中展出500余家出版社2017年下半

年至2018出版的精品书、专业书约15万

种。 

为提高图书采访的质量和利用率，图

书馆特邀请各个院系的专业教师代表一同

参加馆配会，为学院师生采购适合的图

书。 

 图书馆副馆长巩恩贵带队，带领采编

部2名采访人员和二级学院46名专业教师和

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展会。参与采访的老

师非常珍惜这次为院系采选图书的机会，

不辞辛劳穿梭于各出版社展位之间，结合

院系师生学习和科研需要，挑选严谨，耐

心细致，并与参展出版商深入交流，询问

了解图书信息。经过两天的辛勤劳动，共

为全院师生挑选了7500余种，15000余册精

品图书，顺利完成了图书选购任务。 

今后，图书馆还会组织院系教师参加

这样的图书现采活动，使馆藏建设更具针

对性和实用性，更好的为师生和教学科研

服务。 

                                （情报研究所） 

图书馆组织专业教师参加2018年山东图书馆馆配会  

光 
荣 
榜 

※阅览部王玲玲同志获得齐鲁工业大学2015-2016年度优秀党员。 

※办公室穆长春同志获得齐鲁工业大学2016-2017年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 

※崔灵芝同志获得齐鲁工业大学2015-2017年度优秀工会干部 。 

※流通部牟静同志、阅览部王少华同志获得齐鲁工业大学2016-2017年度工会积极分子。 

※图书馆女职工获“齐鲁工大杯”2017年教职工排球比赛女子组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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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展“建绿色校园， 

义务植树”党日活动 

3月16日下午，图书馆党总支开展了

“建绿色校园，义务植树”党日活动。活

动在校园中心湖北岸举行，图书馆全体党

员参加了活动。这次活动增强了党员干部

的志愿服务意识，通过发挥党员的示范引

领作用，使植树造林、呵护校园生态成为

齐鲁工大图书馆人的一种素养和风尚，进

一步提升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图书馆汇文系统 

使用培训工作顺利完成 

2017年3月28日至31日，图书馆邀请汇

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的培训师来馆进行了

为期五天的系统相关知识及应用技能培

训。图书馆各部门主任、业务骨干和相关

工作人员（全体党员）参加了培训。汇文

公司的工程师详细讲解了最新升级版的汇

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在采访、编目、典

藏、流通、期刊等模块中的使用方法和操

作技能，各业务模块在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提高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

提升了服务质量。 

图书馆(博物馆)举办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4月13日下午，图书馆(博物馆)在图书

馆五楼报告厅举办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讲座由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陈栋田主持，济

南居安防火技术中心高利伟主讲，图书馆

(博物馆)全体职工参加了会议。通过此次讲

座，图书馆(博物馆)广大职工进一步增强了

消防安全意识，提高了应急消防能力，对

于维护校园安全和职工家庭生命财产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齐鲁工业大学2017读书节 

总结暨表彰大会举行 

2017年6月22日晚，齐鲁工业大学2017

读书节总结暨表彰大会在图书馆五楼多功

能厅举行。图书馆党政领导及部分老师和

图管会全体会员及有关获奖者100多人出

席。大会由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陈栋田主

持，副馆长巩恩贵对历时两个多月的2017

读书节进行了总结发言，副馆长王傲镭宣

读了第五届图管会优秀干部、优秀会员、

第一届悦读沙龙读书会优秀会员的表彰名

单。大会同时还对齐鲁工大第二届“书香工

大”微书评大赛获奖人员进行了表彰。姜姗

姗同学作为获奖代表作了发言，大会在隆

重的气氛中结束。 

图书馆党总支开展“重走红军路 

 寻找革命魂”井冈山行活动 

2017年7月10日-14日，图书馆党总支

组织全体党员远赴江西井冈山革命圣地，

进行为期五天的学习体验活动。通过穿红

军服、授红军帽、吃红军饭、唱红军歌、

走红军路等方式，党员们不仅高度专注地

聆听了革命先辈的光荣事迹，更是身临其

境地体验了当年红军在井冈山的艰苦斗争

环境，收获了难以忘怀的巨大精神财富，

接受了心灵深处的深度洗礼。 

“悦读沙龙”校园文化活动品牌项目

顺利通过验收 

10月24日上午，齐鲁工业大学2016年

度校园文化活动品牌建设项目成果展在办

公楼一楼大厅举行。副校长（副院长）周

有波、组织部长郭建国、宣传部长张以刚

和部分师生代表参观了“悦读沙龙”等校园

文化品牌成果展，副馆长巩恩贵介绍了

“悦读沙龙”一年来在品牌化建设方面取

得的成果。经专家认真评审，图书馆”悦读

沙龙”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齐鲁工业大学机构知识库 

开通试运行 

 “齐鲁工业大学机构知识库”平台是由

我校图书馆建设的基于全球开放理念的新

型知识组织与传播门户。旨在系统地保

存、管理和揭示齐鲁工业大学历年的知识

资产，通过汇总展示学者的各类成果，最

大限度彰显、提升齐鲁工业大学及学者在

全球的学术影响力，实现全球学者、机构

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分享。平台目前包括

“学者”、“机构”、“统计”等功能，

可了解我校不同类型成果产出总体情况和

学科情况，为统计分析、评价学科建设成

果及预测学科发展提供基础数据。齐鲁工

业大学机构知识库于2017年11月9日开通试

运行。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中教杯”第三届“校园读书达人”

成功举办 

本次“校园读书达人”评选活动历时一

个多月，分为材料评审、微信投票、阅读

秀展示、时事评论四个环节。2017年12月8

日晚，决赛在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举办。

最终，曾敏等十名同学荣获第三届“校园读

书达人”荣誉称号，冯丽颖等五位同学获第

三届“校园读书达人”提名奖。 

图书馆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及新党章，

做业务强人”知识竞赛主题党日活动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增强党组织凝聚力，12月8日下午，图书馆

在五楼多功能厅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及新党章，做

业务强人”知识竞赛主题党日活动。会议

由图书馆党总支组织委员穆长春同志主

持，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陈栋田作了讲话。

通过笔试、朗诵、竞赛及表演四个环节的

比赛，最终，第三支部、第二支部、第一

支部分别获得了一、二、三等奖，馆领导

对获奖支部颁发奖品及荣誉证书。本次活

动在庄严的《国际歌》中圆满结束。 

博物馆举办“西冶工坊琉璃艺术

馆”揭牌仪式 

2017年12月27日上午，博物馆成功举

办“西冶工坊琉璃艺术馆”揭牌仪式。图书

馆党总支书记陈栋田主持仪式，学校（科

学院）贺国平副校长（副院长）、山东西

冶工坊文化有限公司李志刚董事长、图书

馆（博物馆）魏嘉馆长出席揭牌仪式。揭

牌仪式上，贺国平副校长（副院长）发表

讲话，李志刚先生介绍了山东西冶工坊文

化有限公司的情况，贺校长与李董事长一

起为“西冶工坊琉璃艺术馆”揭牌。图书馆

（博物馆）魏嘉馆长向山东西冶工坊文化

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刘琳女士颁发捐赠证

书，并陪同来宾一同参观了琉璃艺术馆。 

             （情报所 郑东伟） 

2017年图书馆（博物馆）重要工作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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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S数据库简介  
为提高我校的学科建设水平和文献资

源水平，学校购置了Web of Science科技文

献数据库，为师生提供一流的学术文献环

境。数据库已开通，欢迎师生积极使用。 

数据库介绍： 

Web of Science是全球获取学术信息的

重要数据库，Web of Science包括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领域的信息，

来自全世界近9,000种最负盛名的高影响力

研究期刊及12,000多种学术会议多学科内

容。 

 Web of Science由以下几个重要部分组

成： 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

（SCIE，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艺术人文引文索引）； 

Incites新平台由JCR/ESI/INCITES BENCH-

MARKING三部分构成。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是一

个独特的多学科期刊评价工具。网络版JCR

是唯一提供基于引文数据的统计信息的期

刊评价资源。通过对参考文献的统计汇

编，JCR可以在期刊层面衡量某项研究的影

响力，显示出引用和被引期刊之间的相互

关系。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

指标）是基于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

panded（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而建立

的评价基准数据库。他可以为研究人员和

科研管理人员提供研究绩效的量化分析，

了解在各研究领域中最领先的国家、期

刊、科学家、论文和研究机构；识别科学

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趋势与方向；确定

具体研究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和影响等。 

Incites Benchmarking是一个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建立的科研评价与分析平台。

可以从人员、学科、国家、期刊、机构及

基金六个维度针对Web of Science中1980年

至今的数据进行分析。大学和政府科研机

构的决策者、科研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它分

析本机构的学术表现和影响力，有针对地

开展与全球同行业机构和学科间的定标比

超分析。 

         （数字资源部 纪培红） 

沙

龙

荐

书 

   《大学的意义》 

内容简介：本书是陈春花老师从教30年的精神作品，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全面呈

现。衡量我们是否创造了价值，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看我们在生活中能不能继续生

长，能不能促成新东西的产生，这是你和我都需要记住的。 

    决定你未来的是对变化把握的能力，决定你价值的是做好你自己。好好珍惜这

个时代，珍惜你拥有的一切，特别是大学的这段时光。 

    毕业了，并不意味着离开大学、离开大学精神。学习，是对自己的教育，养成

学习的习惯，回归到本心，好好思考，好好培育属于自己的书卷之气，让知识提升

你的胸怀和想象。  

    作者简介：陈春花，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国

立大学商学院组织与管理系客座教授。  

                                          （情报所 付来旭荐） 

    会议文献(Conference Literature)：是指在各种学术

会议上交流的学术论文。其特点是内容新颖、专业性和针对

性强，传递信息迅速，能及时反映科学技术中的新发现、新

成果、新成就以及学科发展趋向，是了解有关学科发展动向

的重要信息源。对大多数学科而言，除科技期刊外，会议文

献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另外，由于许多科学领域的新进

展、新发现、新成就以及新设想都是最先在学术会议上披露

的，因此学术会议本身就是获取学术信息的重要渠道。  

    会议文献按出版时间主要可分为：会前文献和会后文

献。会前文献主要有会议论文预印本和会议论文摘要。会后

文献是会后经整理出版的文献，如会议录(Proceedings)、

会议论文集(Symposium)、会议论文汇编(Transactions)、

会议丛刊、丛书等。按会议的范围可分为：国际性会议、全

国性会议、地区性会议等。目前，有许多学术会议在互联网

上举行。由于会议文献的出版形式多样，会议文献的入藏分

散，检索及获取不如图书、期刊那样容易。通常，以图书或

期刊形式公开出版发行的会议文献，在大型图书馆和省级以

上信息研究所收藏较多。 

（摘 编 自 网 络 ： http://www.qziedu.cn/tushuguan/

guanliguizhang/tushuguanliyong/2016-01-

18/27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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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青春不散场 
 济南的十一月风有点大，不知不觉来

到北方已经有两个月了,冬天将至，天气有

点冷。刚从图书馆出来，不免打了个哆

嗦，图书馆到宿舍的路两旁，栽满了许多

我叫不出名的树，摸了摸手里的《人间词

话》，看着满地的落叶，突然想起了王国

维先生所描写的人生第一境界，“昨夜西

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图

书馆到宿舍的路很黑，很黑；我走了好

久，好久。是啊，这里没有家，也没有家

人，没有依靠；有的只是一颗怀有梦想的

心,一股不服输的劲，和一群正在交往的新

朋友;我长大了。宿舍楼的灯，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看着手中握得发烫的书，一路

陪我走来，陪我长大的书，好像就算一个

人就算路太黑，我也不孤单，不害怕。 

 从小学五年级第一次被老师收书的时

候起，我就知道，书将会是我青春的一

半，至少一半。毫不夸张的讲，那一次经

历是我青春的开始。 

“红楼总是留不住。一丝烟雨忆长

街。”《红楼梦》是我接触的第一本书。

教室外是阳光明媚的晴天，教室内是乌云

密布的阴天，充满了“交出来”“不交”

的声音。上课看课外书，在小学实在是

“十恶不赦”的大罪。可那本比《新华字

典》还厚的《红楼梦》，是我从爸爸的书

架上偷拿下来的，怎么可能交上去。这是

我第一次顶撞老师，结果是第一次被叫了

家长。 

 我爸来了，他先是低声下气的向老师

道歉，然后再正气凛然的把我批了一顿。

我想，回到家中，我死定了。偷书，顶撞

老师，我闯下了弥天大祸。可事实是，回

到家中，我爸出乎意料的平静，他的脸并

没有在学校的怒气，反而多了一丝笑容。

他把那本《红楼梦》放回了原位，把我叫

了过去，坐在他对面。 

 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你要意识

到，偷书是不对的，顶撞老师更加不对。

你想看书，你要和爸爸说，然后再从这里

拿走，但这里的书不一定适合你看，爸爸

可以带你去买。”我已经长大了，这是我

第一次和爸爸面对面认真的谈话；我就已

经长大了，这句话后来一直烙印在我心

中，也开启了我读书的道路。 

“可恨英雄无去处，笑谈三国太匆

匆。”有理想、有抱负、有勇气也不一定

能成功，三国尽归司马家，聪明才智，容

忍沉着，尽收天下。《三国演义》是我初

中最喜欢的一本书。我喜欢关羽的过五关

斩六将，喜欢赵云的长坂坡单骑救主，喜

欢诸葛亮的空城绝唱；讨厌吕布的卖主求

荣，讨厌张飞的鲁莽行事，讨厌......讨

厌数学老师收我的书。嗯，在我的初中，

老师收我的书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可和

以往不一样，这次老师收了我的书，还把

我叫了去办公室。从未见过老师这么严肃

的脸，我知道，待会少不了吸收大道理。 

“开卷有益的道理老师也懂，可这次

老师不能直接把书还你，你好好想想你最

近做了什么，想好了再来找我要书。”老

师停了一下，意味深长的说下去，“谁的

青春没有一丝躁动，但你要学会冷静沉

着。你看你最近乱成什么样子，看《那些

年》，看《斗破苍穹》，还看《三国演

义》。看这么多书，看这么乱，有什么

用。没有目的的胡乱看书，只会增重你的

思想负担，只求速度，囫囵吞枣，一无所

得。你得冷静下来，知道大鱼都是沉在水

底，小鱼才是浮出水面的......” 

 我已经忘记了老师后面说了什么了，

但他当时的话，确实给躁动的我当头一

棒。我越来越沉迷于书本了，以至于盲目

的，没有目的的迷失在文字中。很意外老

师没有批评我上课看课外书，还给了我真

诚的警告。后来，我看书不再囫囵吞枣，

漫无目的了；后来，我看书，再也不在课

堂上了。 

“东日告诫学子搏，西游归来皆成

佛。”我的高中，就是一部戒书与看书的

血泪史。高一别人在拼搏时，我在看课外

书。高二别人在拼搏时，我还在看课外

书，不一样的是，此时我的内心是拒绝

的，是在图书馆门口徘徊已久横下心来借

书看的。直到高三，别人在拼搏时，我终

于不是在看课外书了。高中让我懂得，和

戒得掉烟的人一样，戒得掉书的人，也是

狠心的人。 

 狠心的人，也许是经历了高中的苦

难，我变狠心了。苦难；我高中一共有两

位授课语文老师，关于苦难，他们都在第

一节课的时候跟我们说，高中很少快乐，

有的都是苦中作乐，没有苦难的高中，磨

砺不出积极拼搏的学子，成就不了人才。

他们不约而同的向我们推荐了《西游记》

作为我们的傍身书，理由也无独有偶是不

经历风雨，不会有彩虹。《西游记》正可

以激励我们在苦难中修成正果。 

 所以在他们的任教期，我分别看了一

次《西游记》。即使高三不再看课外书，

我依旧留着那本《西游记》在课桌。当我

犯书瘾时，我会翻上两页，戒书是苦难，

但我一定能熬过去；当我遇到难题不想再

思考时，我会摸一摸这书，难题是苦难，

但我一定能克服。唐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

八十一难终成正果，我坚信，只要我努

力，不怕苦难，我一定也能成功。 

“梦回水浒梁山泊，今日方知我是

我。”纵然高中拼了个你死我活，可一朝

失足千古恨，我并没有考上我的理想大

学。但命运不会亏待爱读书的人，我来到

了外省，来到了一所好学校，这个学校里

面有一个好图书馆。大学之大，大到我们

很容易像梁山好汉一样很容易就找到志同

道合的朋友；大家来路不同，性格不一，

可却捧着相同的梦想，相同的爱好聚在了

一起。 

 大学初开，重翻水浒，其实我也是鲁

提辖。因为原则，敢拼敢干；因为义气，

迎难而上；因为真性情，所以无惧刀山火

海。回望我的读书路，又何尝不是一部拼

搏史。因为书本，犯学生之大忌顶撞老

师；因为书本，让自己迷失其中躁动不

已；因为书本，让自己爱恨交加苦中作

乐。也和鲁智深一样，最后我也领悟到了

“今日方知我是我”的道理。只是最后他

圆寂了，而我却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水浒好汉一百零八后来都爱上他们的

梁山泊。我也渐渐的接受了北方，喜欢了

我的大学。我的大学在北方，这里有新的

朋友，我们有同样的梦想；这里有富丽堂

皇的图书馆，里面有我喜欢的书；这里有

全新的我，不一样的我。我的大学，我相

信我能绽放不一样的烟火。 

 从图书馆到宿舍的路，终于走到尽

头。我的故乡从不下雪，但记忆中仍堆满

了冷的感觉。济南的气温，却比我记忆中

的冷要冷得多。可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

这里有像家一样温暖的宿舍，有像家人一

样温暖的舍友，还有一直陪伴我成长的书

籍，一切都好好的。 

 我把手中的《人间词话》放回书架，

好像人来人往，书籍却一直陪伴着我不离

不弃，陪我拼搏，陪我度过苦难，陪我成

长长大。长大，我已经长大了，长大就意

味着要面对现实；现实，现实就是那天口

袋剩下八十块，但仍然用七十买下了自己

想要的书；书，因为是书，所以我的成长

道路，不孤单；正因为是书，我的青春，

不散场。 

         （轻工学部  茹伟键） 
本文获得图书馆：“追逐经典，追梦人

生——我的读书生活”征文大赛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