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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
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
允许有的人不哭。
——莫言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工作动态
在将近半年多合并整理的基础上，经过近一个
月的集中攻坚，12 月 15 日联合馆科图法中文图书
合并整理工作圆满完成。图书馆新的架构模式运行
伊始，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便于集中管理，联合
馆张庆兰副主任就会同书库主管肖建琴、助理李
嘉，着手调研联合馆整个图书的布局调整工作，包
括阅览室图书调整和流通书库调整。联合馆现有中
文科图法图书近 23 万册，由于历史的原因，23 万
册图书分别分布在流通书库的三个楼面，且都自成
体系。读者找书要跑三个楼层，非常不便！使得服
务工作大打折扣。为此，在完成阅览室图书调整基
本到位后，从今年四月份开始调整流通书库，首先
从科图法中文图书开始。说干就干，为了不影响日
常服务工作，在缺乏人手的情况下，肖建琴和李嘉
两位女同志在张庆兰老师的统一指挥下，在万燕萍
老师、赵伯兴老师的协调下，先采用一块一块局部
合并，最后再集中移库的办法。她们发扬了愚公移
山的精神，不怕脏不怕累，在联合图书馆上演了一
幕巾帼不让须眉的动人场景。她们每天都是一身汗
一身灰，仅一次性口罩就消耗了近千只，搬动图书
近 30 万册。
一切准备就绪后，11 月 19 日借助外部力量开
始集中移库。随着张永达的加入，书库管理部就更
具战斗力。张庆兰现场督战，俞永清后勤保障，肖
建琴、李嘉、张永达一直在现场第一线，指挥外来
劳力将三个地点的图书按照既定方案准确有序地
搬迁至流通三楼书库。尽管期间困难多多，但终被
一一化解。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连续奋战，一个整洁
有序的书库终于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辛勤的劳动终
于换来了圆满的结果，大家都倍感欣慰！至此，联
合馆科图法中文图书合并整理工作圆满完成。
这一工作完成后，书库管理部并没有稍加休
息，后续的工作又紧锣密鼓的展开，马不停蹄地继
续朝着目标前进，大家卯足了劲争取早日将中图法
四角号码图书、科图法西文图书等一一整理完毕。
（联合馆）

经过暑期及开学之后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图
书馆座位管理系统于 9 月 20 日正式启用。座位管
理系统的启用，使得占座现象得到很大的改善，也
得到很多读者的好评。（信息服务中心）
上海大学图书馆

在今年图书馆优质服务月中，文荟图书馆通
过制作读者导引牌，设立莫言著作专架，读者满
意度问卷调查等方式积极响应“建智慧学术图书
馆，服务学校教学科研”的服务宗旨。沈红、赵
祥荣、李华老师参与导引牌的制作，由于文荟馆
馆藏资源正处于大范围调整阶段，阶段性的导引
牌有助于读者及时了解馆藏分布。谢萍老师负责
莫言著作专架的管理。读者满意度调查问卷共发
放 30 张，回收 28 张。问卷结果中一项显示了文
荟馆的读者比例：文科研究生 21.4%，理工科研
究生 32.1%，文科本科生 8.1%，理工科本科生
39.2%。从问卷的反馈信息看，我馆的资源和服
务满足了大部分读者的需求，但还需努力调整改
进，以争取更大范围读者的肯定和满意。（文荟
馆）
经过对莫言馆藏信息收集及整理、编目、版
权保护等处理，信息服务中心和资源建设中心合
作完成了莫言作品专栏的资料收集、整理、设计
与开发工作，实现了与 OPAC 和超星电子书的链
接。莫言作品专栏已于 11 月下旬正式向读者开
放。（信息服务中心）
图书馆教学参考系统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正
式对外服务。目前已经完成 1800 多种教学参考
书元数据的收集、整理、加工与发布工作，后续
数据（我校教学参考书有 4000 多种）完善工作
正在进行中。（信息服务中心）
2012-2013 学年秋季学期，文献检索教研室
的 5 位教师，完成了 5 个本科班的 226 位学生的
文献检索课教学工作。（信息服务中心）
12 月，信息服务中心的老师为读者举办了 6
次文献利用专题讲座。（信息服务中心）
信息服务中心第 7 次工作例会于 11 月 22 日
上午召开，卢志国、詹华清、陈慧文、马国栋分
别就第 6 次中心工作例会以来的工作进展情况及
下一阶段工作打算进行了交流。陆书记对大家的
工作做出肯定的同时，也对今后工作提出更高的
要求。（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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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9
日，Aleph2012 年用户年会在北京师范大
学珠海分校举行，马国栋、陶蕾、陈慧文三位同志参加。
会前，信息服务中心、资源中心和读者中心的同志们对
Aleph 系统及 Metalib 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两次讨
论，并对问题进行了汇总以带到年会上寻求解决办法。
11 月 21 日上午，马国栋、陈慧文、陶蕾三人就参会情
况向大家做了汇报，此次参会除了解决不少问题外（部
分问题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也看到其它馆的一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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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以及先进的服务理念，为我馆今后创新服务的开
展提供很好的借鉴。（信息服务中心）
在参加 Aleph2012 年会之后，信息服务中心对 Aleph
系统中存在的部分问题进行解决。如“Calis 套录数据频
繁拿不到数据”、“屏蔽无单册书目”、“外文库排序”等
433
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也在
Aleph 系统和 Metalib/SFX
系统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二维码、Primo
22601956162
Central
等。对于没有解决的问题，已经向 Aleph 服务人员提出
请求，督促其尽快给予回复。
（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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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16 日詹华清参加了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学
会 2012 年工作会议。（信息服务中心）
12 月 21 日，鲍国海、熊惠霖、王娟、曾纪洁在上
海图书馆参加了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2012 年学术
年会。 （信息服务中心）
12 月 26 日，信息服务中心王海雄在复旦图书馆参
加了 CALIS 全国高校教参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开通暨
参建馆培训会议。（信息服务中心）
12 月 5 日，上海科技学院图书馆一行五人在馆长朱
丹的带领下，来到嘉定校区联合馆进行参观交流。张庆
兰向他们介绍了上海大学图书馆的基本概况，重点介绍
了去年开始实行的管理新模式，以及本学期联合馆实行
的“一门式”服务。朱馆长也介绍了科技学院图书馆的
基本情况。朱丹馆长一行参观了联合馆的服务窗口和流
通书库，双方还就服务理念、管理经验作了深入的交流。
（联合馆 ）

献爱心
12 月，图书馆共有 167 位职工参加校工会组织的“一
1622
日捐”献爱心活动，合计捐款
8640 元。
（图书馆分工会）

党建工作
在优质服务月期间，联合馆支部开展了“党员搭
建服务直通车”项目活动，组织支部党员轮流上岗为读
者提供咨询服务。党员在为读者提供咨询的同时，大力
宣传联合馆的“一门式服务模式”，并为联合馆本学期
所开展的“一门式服务模式”发放了调查表，做了一次
读者问卷调查。
（联合党支部）
12 月 7 日上午，联合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肖
建琴书记向大会作了支部工作报告，随后，选举新一届
支部委员。经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联合支部委员，他
们是张庆兰、李嘉、张永达。会后，新的支部委员进行
了分工，一致推选李嘉担任联合支部书记，张庆兰为宣
传委员，张永达为组织委员。选举结果报图书馆党总支
审批。
（联合党支部）

2012 年 12 月

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2 年 10-12 月）
馆 名
月份
校部馆
文荟馆
联合馆
合 计

借书量（本）
10
11
12
21463
25456 24814
6673
7012 6934
936
982
855
29072
33450 32603

还书量（本）
10
11
12
21518 25249 23568
7370
7169 7076
1017
1001
961
29905 33419 31605

阅览统计（2012 年 10-12 月）
阅览人次
11
2075
25
2823

校部馆
报刊阅览室
过刊库
文科阅览室(1)

10
1986
50
2427

文科阅览室(2)

2479

2633

1943

理科阅览室(1)

912

848

1081

理科阅览室(2)

776

719

911

1666

2459

2339

美术阅览室
古文献、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12
2383
26
2128

72

78

136

393

212

268

8996

8870

10286

计

19757

20742

21501

10

11

12

报刊阅览室

1653

2156

2494

6

13

3

中文图书阅览室(1)

2269

4026

4236

中文图书阅览室(2)

2925

3349

1975

综合文献阅览室
合
计
联合馆

501
7354
10

1387
10931
11

1834
10542
12

18147

30696

25230

文科研究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
合
文荟馆
过刊库

门禁系统统计
2000.11.1-2012..12.31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12125052

光荣榜
图书馆荣获 CALIS 三期建设学位论文项目数据库建
设一等奖。（信息服务中心）
詹华清在 2011 年 12 月 5-9 日参加 CALIS 三期建设
项目第四期学科馆员培训中，被评为优秀学员。（信息服
务中心）

9 月，茅文英老师创作的《纪念钱伟长校长诞辰 100
周年——校训指引我成长》荣获上海大学工会举办的“纪
念钱伟长校长诞辰 100 周年——校训指引我成长”主题
征文比赛二等奖。
在 12 月 2 日举行的 2012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中，文
荟图书馆的女职工王玉珍，以 3 小时 52 分跑完了 42.5
公里，获得全程女子马拉松第 77 名。2008 年，她以 4
小时 10 分跑完全程马拉松，获得第 69 名。2009 年，因
赛前不慎摔伤，没有参赛。2010 年复出后，以 1 小时 40
分跑完了半程马拉松，获得第 71 名； 2011 年以 3 小时
46 分跑完全程马拉松，获得第 64 名。
（文荟馆）

上海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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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荟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