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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太高近
乎妄想。没有人耻笑你，而是你自
己磨灭目标。目标不妨设得近些，
近了就有百发百中的把握。标标中
的，志必大成。
——摩尔根
（193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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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任命
6月26日，校党委组织部长徐旭在图书馆主管以上干
部会议上宣读了陆铭同志任图书馆党总支书记的文件，
任期三年，试用期一年，任期自2009年6月15日始。（图
讯）

工作动态
6 月 26 日，汪敏副校长在图书馆主管以上干部参加
的党委组织部宣布陆铭同志任图书馆直属党总支书记会
议上，对洪伟麟同志任图书馆党总书记期间所做的工作
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希望图书馆在新任书记的领导下取
得更大的发展，董远达馆长和洪伟麟同志也讲了话。
（图
讯）
5 月 5 日下午 1：30，在上海世博会一周年倒计时之
际，图书馆、档案馆青年女教师“走进世博 相约世博”
双语演讲比赛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举行。图书馆领导及
校妇委会老师参加了此次演讲赛事。（办公室）
5 月 31 日下午，黄仁浩常务副馆长布置本学期研究
生助馆招募工作。6 月 3 日上午面试。（图讯）
6 月 4 日上午，图书馆布置主管以上干部聘任工作，
包括个人工作述职汇报和考核工作等。董远达馆长、洪
伟麟书记、黄仁浩常务副馆长等出席并讲话。
（图讯）
联合馆早中班运行机制从 5 月 18 日开始以来，现在
已经完全正常运转。之前根据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存在
一些诸如从早上 8 点连续做到晚上 10 点人过于疲劳，在
家两天又困闲太多等时间安排上的不均匀性和工作人员
之间相互见面的机会较少，不便于交流等。这次聘任到
岗以后联合馆从干部到群众统一思想，坚决实行早中班
作息时间制度，每个人在总的上班时间不增加的情况下
每周要有 5 天来馆上班，这样便于馆内组织一些活动，
开展突击性的工作或进行业务研究和交流，充分发挥了
每一个人的最大潜能，提高工作效率。
（联合馆）
4 月 23-24 日，CALIS 西文三级编目员资格认证考试
顺利结束，在图书馆及中心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培育下，
我馆西文编目员陈艳同志参加了培训和考试，取得了 80
分的优异成绩，在 50 名合格学员中名列第 5。之前我馆
已有两名中文编目员获得向 CALIS 中心提交原始编目数
据的权限，尚未取得西编书目数据的提交资格，这次成
绩的取得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缺，还将进一步提升我馆编
目队伍的综合实力和知名度。
（资源建设中心）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情报咨询中心完成读者论
文查收查引 445 项，与去年全年完成数持平。
（情报咨询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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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汤森路透科技集团“高校创新之旅•2009
上海站”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图书馆举办了学术交流
及系列讲座，采访部部分同志参加了此次培训。通过此
次活动，采访部同志更深入地了解 ISI Web of Science 平
台的使用，有效地利用它来进行科研绩效评价。
（资源建
设中心）
本年度，资源建设中心对外刊缺刊工作流程进行了
改进。在2008年外刊催缺工作中，改变以往手工记录缺
刊的方式，利用查缺程序，以2008年预订单为基础进行
批量查缺，提高了查缺效率和准确性，同时还对查缺结
果进行手工核对，联系供应商进行催缺；此外还对2007
年的催缺结果进跟踪，为日后外刊供应商招标和期刊订
购都提供了事实依据。（资源建设中心）
2010 年外文期刊征订工作即将开始，资源建设中心
期刊部工作人员对续订单按学科进行分类整理，并积极
联系各个学院办公室以及教授专家，听取他们的专业意
见。目前为止已经收到来自理学院化学系、数学系、力
学所和通信学院等老师意见和建议数条，这些建议对明
年的外刊续订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资源建设中心）
为配合2009年审计工作，资源建设中心采访人员对
2007-2008年的资源建设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对相
关采访制度，数据库合同，招标合同，中外文图书期刊
订购合同进行了系统整理以备审查。（资源建设中心）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校教学科研营造良好学术氛围
5-6月份我馆开通了以下几个高质量数据库试用权限：
SSCI、AHCI、DII、JCR、台湾科学期刊全文数据库、
台湾科学电子学位论文数据库。
（资源建设中心）
5 月 19 日，资源建设中心联合汤森路透科技信息集
团共同为我校师生举办一场 SSCI、AHCI 专题讲座。约
50 名社科学院和管理学院师生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有
助于我校师生更深入了解 SSCI 和 AHCI 期刊，加强我
校人文社科推进国际化要求。
（资源建设中心）
5月21日，资源建设中心、联合汤森路透科技信息集
团共同为我校师生举办一场SCI、DII专题讲座。此次培
训着重讲解SCI和DII检索和分析功能以及如何选择合适
SCI期刊进行投稿。此次培训受到师生热烈欢迎。（资源
建设中心）
6 月 10 日，《2008 年图书馆年报》由情报咨询中心
编辑完成。
（情报咨询中心）
6 月 18 日，图书馆布置 22008-2008 学年职工考核工
作，各部门职工对照聘任目标总结工作，推选优秀职工。
（图讯）
6 月 9 日，图书馆召开干部述职报告会，联合、文荟
馆副馆长和各中心副主任作了述职报告。（图讯）
2008-2009 学年春季学期，文献检索教研室完成了
17 个本科班 1585 名学生的文献检索课教学任务。（情报
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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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图书超期罚款一卡通收费，图书馆与学
校信息化办公室相互合作进行一卡通收费系统的开发
工作，图书馆方面负责读者超期图书及违约金信息汇
总、违规记录清除等模块开发工作。图书馆技术中心
已于 5 月下旬完成了这些模块的开发工作，并以 Web
services 的形式向信息化办公室提供接口。（技术中
心）
为了尽快恢复编目部条码打印机的正常运行，技
术中心对打印系统进行了重新安装和调试（包括硬件
系统、软件系统，以及打印软件），并于 6 月 30 上午
完成了分类号打印程序的调试工作，使得分类号打印
工作顺利开展。
（技术中心）
为了简化离校学生的离校手续，图书馆与学工办、
信息办等部门合作，对符合办理离校系统的学生进行
批量离校办理。图书馆技术中心负责有关这些学生在
图书馆数据库中的信息处理，使得这些学生的离校成
功完成。（技术中心）
为了使馆藏地变动的图书尽快流通，技术中心于 6
月 19 日对校本部图书馆 7 楼阅览室所扫描的图书进行
了批量馆藏地更改工作，其中有 1212 册图书馆藏地更
改为 XLT，有 4122 册图书馆藏地更改为 MJK1。（技
术中心）
为了提高我馆电子资源的可利用性，技术中心开
433
发完成了“数据库连通性测试系统”
。本系统可监测我
馆所有电子数据库的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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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电子数据库及原因，加快处理速度。（技术中心）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技术中心与馆办公室对 200
余套计算机设备进行了清点核对，以保证涉及图书馆
财产检查工作圆满完成。
（技术中心）
在“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实验教学中心”的申
请工作过程中，图书馆技术中心参与包括计算机设备
的登记、多媒体制作室与讨论室的准备与布置等工作，
情报咨询中心参与了文献检索实验大纲、讲义、授课
录象等工作。（技术中心、情报咨询中心）

光荣榜
5 月，图书馆志愿者服务工作被上海大学精神文明
建设委员会评为 2007-2008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好项目。
(图讯)
7 月，蒋永新同志荣获上海大学优秀党员荣誉称
号，第四支部荣获上海大学优秀基层党组织称号。(图
讯)

好人好事
6 月 7 日晚近十点，联合馆新书阅览室金勇娣老师
收到同学交来的一只皮夹，内有现金三百多元、银行
卡、学生证等。下班后她来到学生公寓，从一号楼找
到四号楼，终于找到了失主。遗失钱包的同学激动万
分，她千谢万谢金老师，金老师却说：
“不用谢我，你
应该谢谢二位检到你皮夹的同学！”此时已是晚上 1 点，
金老师才放心地回家。(联合馆)
7 月 8 日上午，我校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黄虎
教授，冒着酷暑赶到图书馆，将他写的《海洋水域表
面波动力学：波-流-海底互相作用》一书送给情报咨询
中心的金洁老师。黄教授写作此书过程中参考了许多
外文文献，金老师通过教育部 CALIS 文献传递系统，
为他提供了许多本馆没有收藏的重要的外文文献。黄
教授在本书的扉页上写道：
“金洁老师：谨以此书，向
您致敬！
”。（图讯）
本学期，校本部图书馆多媒体与电子阅览室共捡
到包括学生证、卡包、优盘、MP3 等物品 30 余件，绝
大部分已有失主认领。（技术中心）

党建工作
6 月 30 日，第二支部组织党员赴嘉定区华亭人家
和毛桥村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感受改革开放的新气
象。（第二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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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09 年 5-6 月）
馆 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校部馆
文荟馆
联合馆
合 计

5月
27372
7568
375
35315

6月
28391
8131
418
36940

5月
34425
8971
618
44014

6月
31060
9128
618
40806

阅览统计（2009 年 5-6 月）
校部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过刊库
文科阅览室（1）
文科阅览室（2）
理科阅览室（1）
理科阅览室（2）
综合阅览室
美术阅览室
古文献、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文科研究阅览室
文献检索室
电子阅览室
多媒体阅览室
合
计

文荟馆

报刊阅览室
过刊库
教师阅览室
新书阅览室
合
计
2000.11.1-2009.7.9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6月
2947
126
2118
1653
2027
1669
1636
712
55
118
10
8259
811

33830

22141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过刊库
中文图书阅览室（1）
中文图书阅览室（2）
外文图书阅览室
参考咨询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
合
计

联合馆

5月
4410
185
2435
2249
3247
2467
1515
772
129
112
6
13461
2842

5月
1480
51
1557
2561
5
22
259
5935

6月
1609
67
2134
3785
6
30
313
7944

阅览人次
5月
2080
23
2446
2873

6月
1235
23
1248
1643

7422

4149

847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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