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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12日下午，由齐

鲁工业大学图书馆、北京人天书

店有限公司主办的“驻济高校

‘馆员学术能力构建’研讨会”在

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 

研讨会由齐鲁工业大学图书

馆馆长于明梓主持，特邀上海图

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出版

中心副主任、《图书馆杂志》社常

务副主编金晓明老师作专题讲

座，共有 25家驻济高校图

书馆及山东省图书馆、济

南市图书馆领导及馆员

260多人参会。 

于明梓代表主办方

首先致辞。她对与会人员

的积极参与表示热烈欢

迎，并从高校图书馆的五

大使命谈到高校图书馆

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和当前图书馆服务转型

的必要性，倡议馆员们努

力提升学术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争做“追梦人”。 

随后，金晓明从学术与学术

能力构建及评价、图情专业科研

学术论文写作、学术研究与论文

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等三个方

面系统分享了他的思考成果。 

金晓明开宗明义，把图书馆

定义为“毫无疑问是一个学术单

位”，而大学则是“依馆而建的群

落”，不管是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

科建设，图书馆的建设水平都具

有基础性作用。而一流的图书馆，

归根结底是馆员学术能力和服务

水平的一流。 

他以一个资深图书馆人、图

情行业专家、高水平杂志编审的

身份，站在做高水平学术型馆员

高度，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学术的

创新性与敏感性，如何设计研究

过程和使用研究方法，如何评价

科研学术水平，科研与论文写作

的关系，如何撰写高水平的学术

论文等等问题，给在场所有图书

馆馆员具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

义。 

结合自身实际，金晓明提出，

对学术研究要有高站位，要怀有

足够的敬畏，要有“板凳一坐十

年冷”的坚持，还要敢于质疑和突

破，更要把握好图情学研究的未

来发展和正确方向。 

同时，金晓明还特别强调，图

情科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借鉴与

交叉具有重要意义，提醒大家多

关注图情核心学术期刊中体现出

的学科前沿与研究热点。针对大

家普遍关心的学术论文写作与投

稿命中率的问题，金晓明细致讲

解了学术论文写作的特性、结构、

选题与规范，提出了“论

文是研究出来的”这样一

个重要观点，认为进行

“研究性阅读”比写作更

重要。 

近 3个小时的讲座，讲者

侃侃而谈，听者意犹未

尽。 

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

不仅加强了驻济各图书

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之

间的沟通与交流，而且对

于进一步提高图书馆馆员在服务

高校“双一流”建设进程中的站

位，加强科研意识，提升学术能力

和学术服务能力，都具有相当重

要的意义。 

（情报研究所 付来旭） 

 

大学是“依馆而建”的群落 
——驻济高校“馆员学术能力构建”研讨会在齐鲁工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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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在当前大学生就业

难、择业迷茫的情况下，本书给出了

一些指导性策略，让大学生少走弯

路，尽快适应职场之路。 

 

内容简介：让工作变成一件快

乐的事情是一种能力。关于如何找

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如何实现

自己的价值，如何开心过好每一天，

如何尽快摆脱迷茫和焦虑，如何做

职业规划，如何处理职场中的人际

关系，怎么看待跳槽„„作者根据

咨询案例中职场人遇到的问题，以

励志和职场故事的方式分享职场经

验和知识。 

 

作者简介：赵晓璃，财务出身，

在企业做了10年，直到财务经理。32

岁那一年，进行了第一次职业转型，

利用业余时间笔耕不辍，不遗余力

地帮助很多职场人走出迷茫，成为

一名资深职业规划咨询师。 

 

（推荐人：情报研究所 付来旭 ） 

“悦读沙龙”荐书 
《从极简到极致：在擅长的领域做一个厉害的人》 

赵晓璃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百位学子进入incoPat新科技检索大赛800强 

为提高大学生信息素养，提高

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为大学生

提供参与科技创新的实践机会，增

强创新主动性。2109年3月24-26

日，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

院）联合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

司举办“incoPat新科技检索大赛-

校园精英赛”。主办单位有知识产

权运营管理处、图书馆（博物

馆）、山东省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由图书馆

（博物馆）承办。 

大赛的主题和宗旨是：崇尚发

明创新，尊重知识产权。本次大赛

聚焦领先全球的创新科技,以专利

技术为切入点,用检索的方式挖掘

顶尖技术。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为校

内参赛师生开通Incopat专利数据

库的试用平台，参赛师生通过线上

答题的方式和全国高校各路高手同

场竞技。 

为充分做好参赛准备，提高和

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和知识产权意

识，图书馆邀请了班青教授为参赛

同学进行两场赛前培训，副馆长王

傲镭协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大

学计算机教学部，将竞赛和《信息

检索》课程结合起来，实题实作，

拓展知识，提高能力。据incoPat

新科技检索大赛初赛成绩反馈，学

校有243位同学参赛，其中100位同

学进入成绩排名前800的复赛。很

多参赛学生大赞此次比赛，不仅学

到新的知识，还能锻炼自己的能

力。 

(王傲镭 王娟娟) 

图书馆邀请山东大学江三宝教授作学科建设报告 
为浓厚学术氛围，提升科研意

识，建设学术型图书馆、档案馆，

2019年3月8日上午，图书馆特邀请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江三

宝教授到我校图书馆作题为《关于

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建设的一点

思考》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图书馆

于明梓馆长主持，图书馆、档案馆

党政领导及科研骨干，学校科技情

报研究所赵燕清书记及管理学院苗

旺博士等4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江教授从自己的工作经验出

发，对我校图书馆、档案馆的科研

工作作了全面的指导。他从高校的

三大使命，谈到了高校图书馆创新

服务的方向；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

史谈到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和规范

性；从追赶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

科的角度，谈到了高校图书馆学科

研究的定位及发展趋势等。江教授

对建设科研型图书馆、档案馆具体

操作步骤、学科方向、队伍组建、

专业教师配置、科研论文的规范、

人才培养的目标、学术交流的重要

性等方面作了详细的介绍。江教授

的学术报告提纲挈领，既有宏观的

把握，也有微观的具体操作，给我

馆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让各位老

师受益匪浅。 

(情报研究所 付来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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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9日，我校电气工程

与自动化学院院长王仁人教授做客

第104期“悦读沙龙”，在图书馆五

楼报告厅举办了 “悦读沙龙”之

“院长论坛”系列首期讲座，与老师

和同学们探讨了“如何处理大学学

习的若干关系”等问题。活动由图书

馆(博物馆)馆长于明梓主持，图书

馆(博物馆)副馆长巩恩贵、政法学

院陈京伟副教授和其他“悦

读沙龙”指导老师、图管会和

“悦读沙龙”读书会成员及

读书爱好者共80余人参加了

活动。 

于明梓馆长首先对王仁

人院长作客“悦读沙龙”表

示热烈欢迎。她说，“悦读沙

龙”新开的一个专栏叫“院

长论坛”，这是我们的第一期

活动，具有开创意义，对于后

来“院长论坛”的发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接着，王仁人院长从自身的求

学过程和丰富的职场经历现身说

法，对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大学课程设置与

培养要求的对应关系、如何处理考

研与就业的关系等三方面谈了自己

的看法。王院长最初在山东省内燃

机研究所担任过工程师、副主任，上

海交大博士毕业后到我校工作，先

后担任过研究生处处长，机械工程

学院院长、书记，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学院院长等。王院长在教学工作方

面先后为专科(中外合作)、本科、研

究生讲授过“数值分析”、“工程热

力学”、“工程流体力学”等十几门

课程（包括4门双语课程），涉及基

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等多个方

面。王院长基础知识扎实，专业素养

高，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其眼界

与言论足堪表率，可以为同学们指

点迷津。他希望大学生在专业学习

过程中要抓住核心课程的学习，不

要以学习的难易程度作为取舍的标

准，这对以后的就业和考研都有极

大的好处。他强调，大学生要有社会

责任感，学会使用各种学习工具和

实验器材，理工科学生要有人文情

怀、法律意识，要学会人际沟通与交

流，掌握各种技能，学会独立思考，

不要做书呆子，对自己的前途要有

正确的判断；考研要打有准备之

仗，不要有盲目和试试的想法，还有

如何提高考研的成功率等。关于考

研他还指出，考研并非唯一出路，在

考研之路上没有屡败屡战的必要。

应该正确地看清自己的出路与方

向，踏入社会积累经验未必不是一

条康庄大道。言之谆谆，听者动容，

让大家很受教益。 

在交流过程中，王院长针对

同学们的提问和疑惑进行了

详细的解答。与会同学大多

为大一学生，对自己的人生

目标还很模糊，王院长在多

年的教学经历中了解新生的

普遍状态，因此特意准备了

这次的讨论内容，切中了新

生的问题要害。会上同学们

积极向王院长请教有关深造

与就业的问题，以及如何发

展自己兴趣的问题等。同学

们主要的疑问集中在如何考研上。

在王院长的悉心指导下，同学们对

如何学习专业知识、树立专业意识

及后期的考研准备等不再感到陌生

和茫然，有了更加深刻和清醒的认

识，为今后顺利开展大学生活、规划

学习方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撰稿：付来旭，图管会编辑

部上官文杰）  

“悦读沙龙”院长论坛开讲 

——“悦读沙龙”第104期活动纪实 

世界读书日话读书 

“世界读书日”全称“世界图

书与版权日”，又译“世界图书

日”，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

商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

年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

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图

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

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95年10月25日——11 月16日召

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次

大会通过决议，正式确定每年4月

23日定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这一天也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

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

据资料表明，自“世界读书日”宣

布以来，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

区参与此项活动。很多国家在这一

天或者前后一周、一个月的时间内

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机构团

体都会做一些赠书、读书、演戏等

鼓励人们阅读的事情，把读书的宣

传活动变成一场欢乐节庆。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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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月，中宣部、文化

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广播影

视部、新闻出版署、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九个部委共

同发出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

“知识工程”的通知》，提出了实

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

会”的“知识工程”。 

2006年，世界读书日前夕，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

等11个部委发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的倡议。 

2012年，“开展全民阅读活

动”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 

自2014年起至2019年，全民阅

读已经第6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 

2019年十三届全国人大《政府

工作报告》，其全部完整表述为

“倡导全民阅读，推进学习型社会

建设”，并且其中对于“学习型社

会”的表述首次由“建设”改为

“推进”。全民阅读正受到越来越

多的重视，赋予全民阅读的内涵也

进一步丰富。 

阅读对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

的，一本好书往往能改变人的一

生。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

平。为共建和谐社会，进一步激发

全民读书的热情，让我们认真读一

本好书吧！  

(情报研究所 付来旭摘编) 

你的心之境界， 

就是你为自己打下的一 片 江 山 
你的心之境界，就是你为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 

我们追求物质上的富足，身体的健美，食色音乐

的享受，人生体验的丰富多彩，游戏的刺激，旅行的

新鲜、放松和快乐，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心灵的

满足。丰富的体验让自己感觉充实，宁静的休息又让

自己感觉舒适，如此周而复始，

循环不已。 

所以活着，不是为了有一天

怎样怎样，而是当下，现在，你

的心境是怎样，当下的心境就是

你为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 

你悲伤、悔恨、忧郁、计较

于得失，你的江山便是阴霾笼

罩，沟壑遍地，贫瘠惨淡，幽灵

腐草居之。 

你暴躁、强势、粗陋、迟钝，你的江山便布满火

山焦土，砺石沙漠，残垣断壁，寸草不生。 

你平和，柔软，喜悦，旷达，安定，你的江山便

有清江大河，明月千里，流云飞瀑，仙女散花。 

我们追求外在的满足，本是为了心灵体验的美

好，可惜往往在追逐的过程中忘却了初心，最后本末

倒置，消耗了过多的精力，最后荒废了心境中的那一

片江山。 

    其实人生想要快乐本来很容

易，可活着活着，不快乐却越来

越容易。习惯了攀比，计算，忧

虑，焦躁，粗鄙，迟钝，麻木，

强硬自大或自暴自弃，我们已经

不知道清泉一样甘甜、柔软、活

泼的快乐是怎么一回事了。 

    休息，休息，让你的心休息

一下吧! 

让你的心慢慢灵动起来，让你的江山恢复生机。 

(情报研究所 侯方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