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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去看每个人都看得见的东西，去想

没有人曾经想到过的事情。 
 

——山特吉尔吉 A 

（1937 年诺贝尔学生理医学奖获得者） 

 

工作动态 
11 月，情报咨询中心承接了钱伟长思想研究系列丛

书之一《钱伟长治学理念与教育思想》的配图任务，参
加此项工作的同志，加班加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 63
幅照片的拍摄、处理和文字说明工作。（情报咨询中心）
为更好地配合我馆文科资源建设，增强时效性，使

馆藏分配更加科学合理，11 月上旬，读者服务中心、资
源建设中心在经过长期酝酿、多次协商和研究的基础上
对我馆的图书典藏分配表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并在技术
中心的支持下配备了电子版。新表将原来的“教师文、
理科阅览室”（简称 XJW、XJL）、“学生文、理科阅览
室”(XXW、XXL)等名称根据需要调整为：“哲学社会法
律经济阅览室”（XZS）、“数理化阅览室”(XSL)、“语言
文学历史阅览室”(XYY)、“工程技术阅览室”(XGJ)，
其它都保持不变。（资源建设中心） 

文荟馆结合优质服务月的主题，期刊部全体员工提
高服务水平与质量, 把暑假中积压的期刊以及开学后大
量新到期刊及时上架。使读者能尽早看到新期刊。共上
架新刊 3500多册，是平时每个月到刊量的 3倍; 做好期
刊装订工作。突击 3天，把 1700多种中外文期刊全部下
架整理完毕，共需装订中刊近 2000册；外刊约 600多册。
积极支持校工会工作。为参加“上海市首届科技教育工
作者运动会”，期刊部有 3位同志分别参加跳长绳和太极
拳训练。与他们搭班的同志都能克服困难。确保各项工
作正常开展。（文荟馆） 

11月 19日，图书馆办公室、特藏阅览室邀请上海图
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副研究馆员潘美娣来馆就古籍线装
书的保护问题进行业务指导。（读者服务中心） 

图书馆主页的用户访问量越来越大,为了保证主页访
问速度,技术中心于 11 月中旬对主页访问策略进行了改
进,引入了模板缓存技术， 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升了主页访
问的响应速度。（技术中心） 

11 月期间，技术中心对图书馆的“新闻聚合系统”进
行了改进，使系统原来的“单用户管理模式”改进为“多
用户管理模式”，同时推出了“上海地区图书馆新闻聚合
系统”，多个图书馆对本新闻聚合系统的内容进行合作管
理，加强了我馆与其它图书馆之间的信息交流，能够进
一步提升我馆的服务水平。（技术中心） 

11月 29日，刘华副馆长率采访部同志赴我校期刊
社，与秦钠社长进行了工作会晤。双方决定：今后期刊

社将完全免费提供我馆国际交换所需的校期刊社出版的

8种期刊，而我馆将每年提供期刊社 8种期刊的影响因
子、被引频次、期刊排名等相关信息，使我馆与校期刊

社的协作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资源建设中心） 
11月下旬，刘华副馆长率采访部同志赴我校出版社，

与社长进行工作会晤。最后形成了最佳协作方案：今后
校出版社每年定期免费（以前是 8 折）提供其出版的全
部图书（复本 3），届时在图书馆举行一个有校领导参加
的“出版社赠书”仪式，并将相关赠书进行“校出版社
新书展览”；资源建设中心将我校出版社的新书免费制作
图书在版编目。也将大大提高我馆在 CALIS系统中图书
原编数据的上传，有利于我馆在图书馆界学术地位的提
高。此项工作由出版社李旭、崔燕与图书馆万燕平具体
操作实施。（资源建设中心） 

图书馆和文学院共建图书资料工作取得初步的成

果。图书馆与文学院中文教育高地建设项目共同斥资 30
万元从北京图书馆购买中国旧期刊杂志缩微胶卷，并通

过校际交换现已收集了约 120 万元价值的缩微资料电子
信息，为筹建图书馆数码电子期刊阅览室打下了基础，

这使我校解放前旧期刊收集跃居全市高校前列。激活了

图书馆与文学院图书采购的沟通机制，图书馆聘请文学

院教师兼任图书馆的学术馆员，并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与

学术馆员进行联系，这样既提高了图书采购与学科建设

紧密相连，又使得经费发挥了最大的效益。如：学院在

学术研究中急需的《全宋文》、《光绪朝硃批奏折》两套

著作，文学院教授提供了相关信息，顺利购到所需图书，

也节省了大量的开支。图书馆适应文学院博士点建设需

要，斥资购买台湾出版“近代文科丛刊”，这将大力推动
该学科的研究工作。（读者服务中心） 

2007秋季学期，文献检索教研室的 8位教师，完成
了全校 20个班级，2100名学生的文献检索课教学任务。
（情报咨询中心） 

9-10月份，文荟馆招募到的 21名志愿者，在图书馆
老师的带领指导下，已分别参加各部室的工作。（文荟馆）

为了方便资源中心编辑馆藏地信息，技术中心于 11
月期间开发了“典藏副本馆藏地说明”软件，该软件可以
根据图书大类和副本数量显示对应的馆藏地代码，该软

件的使用可以提高书目典藏的工作效率。（技术中心） 
为了全面提高我馆中文期刊的订购质量，采访部在

2008年中刊预订前，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4
版》为标准，以我校的专业学科设置为基础，对我馆所

订的 3000余种中文期刊进行了全面评估分析，形成《关
于我馆现有中文期刊中核心刊比重的分析报告》，是我馆

有关第一个期刊馆藏的评估报告，被馆领导定为明年中

刊的订购依据。（资源建设中心） 

源建设中心以《关于我馆现有中文期刊中核心刊比

重的分析报告》为依据，征求各学院的需求，对 2008年
的中刊订购进行了调整，增加中文核心刊的比例，适应

我校文史哲类专业学科发展的现状，大幅度地提高了此

类期刊的订购数量，共增加文史哲类的中文核心刊 130
余种，全面提升了我馆中刊的馆藏质量。（资源建设中心）

岗位聘任 
据上大内[2007]264 号文《关于 2007 年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聘任结果通知》，任树怀为研究馆员，聘期为二 00

七年三月至二 00 九年十二月。 

经馆长、书记会议决定，聘任陈兰同志为读者服务

中心副主管。试用期为一年。（聘期自 2007 年 6 月 1 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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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07年 10-11月）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馆 名
10月 11月 10月 11月 

校部馆 37157 39656 40181 40100
文荟馆 11316 11609 12360 11683
联合馆 1109 1170 1147 1376
合  计 49582 52436 53688 53159

阅览统计（2007年 10-11月） 
阅览人次 

校部馆 
10月 11月 

报刊阅览室 5991 6759
过刊库 86 83
文科阅览室（1） 4553 6229
文科阅览室（2） 4021 5785
理科阅览室（1） 3925 5415
理科阅览室（2） 3034 5299
综合阅览室 3079 3929
美术阅览室 1374 1177
赠书阅览室 62 142
古文献、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276 170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23 11
文献检索室 7 5
电子阅览室 5750 4537
多媒体阅览室 14654 15218

合      计 46835 54759
阅览人次 

文荟馆 
10月 11月 

报刊阅览室 2418 3327
过刊库 54 45
中文图书阅览室（1） 5826 8580
中文图书阅览室（2） 5017 9794
外文图书阅览室 18 16
参考咨询阅览室 8 34
电子阅览室 2319 2476

合      计 15660 24272

阅览人次 
联合馆 

10月 11月 
报刊阅览室 820 1507
过刊库 17 83
教师阅览室 1213 1359
学生阅览室 980 785
新书阅览室 1280 1935

合      计 4310 5669
2000.11.1-2007.12.23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6112547

 
 
 
 
 
 
 
 
 
 
 
 
 
 
 
 
 
2260 
 
中文图书阅览室（1） 
中文图书阅览室（2） 4388

 

党建工作 
11 月 28 日上午，图书馆第二党支部在三楼会议室召

开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党总支洪伟麟书记应邀参加了

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陶蕾、方向明两名预备党员按期

转正的问题，经过认真讨论，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全

票通过了两位同志的转正申请。接着洪书记做了重要讲

话，他勉励大家特别是年轻同志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保持平和心态，戒骄戒躁，以图书馆工作事业为己任，

着重从业务和学术研究等方面不断加强努力，练就一套

硬本领。最后大家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特别

是十七大对党章最新修改的地方作了重点学习。（第二党
支部 资源建设中心） 
12 月 7 日，联合馆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学习新党章， 对

新党章修改部分进行了重点学习讨论。（联合馆支部） 

工会工作 
12 月 14 日上午，图书馆分工会召开工会小组长和馆

妇委会委员会议，党总支副书记邵德律同志出席了会议。

会议总结分工会一年的主要工作，布置了近期工会工作。

（分工会） 
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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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丽丽.隐性知识共享模式探析.中国信息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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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2007（4）：51-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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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伯兴,李利方.用户信息需求的诊断方法研究.情

报理论与实践.2007,30(6):791-793,804 
刘银华.h 指数评价期刊的有效性分析.情报理论与

实践.2007,30(6):809-811,815 
赵伯兴,向群.电子期刊与印刷型期刊运行成本之比

较研究.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7，17（4）：42-46
   盛兴军.专业性、研究型大学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服
务的创新探索：以印第安纳大学卢明顿分校信息共享空
间服务模式为例.情报科学，2007，25（12）：1838-1842

2007 年 9-10 月国际检索系统收录我校教师论文统计表 

 
（情报咨询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