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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李宝笃调研指导
图书馆布局调整工作

   3 月 16 日上午，校党委书记李

宝笃到图书馆调研指导图书馆布局

调整等工作，图书馆馆长张乐萃陪

同调研。

   调研中，李宝笃书记实地查看

了调整布局后的社科图书借阅室，

艺术图书借阅室，工具书阅览室，

农业图书借阅室等借阅室。每到一

处李宝笃书记都仔细查看，耐心询

问。期间，张乐萃就图书馆布局调

整工作做了全面、详实的汇报。

   李宝笃书记充分肯定了图书馆

寒假期间在布局调整工作方面所做

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并就布局调

整方案和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指导

性的意见和建议。他指出，图书馆

布局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立足

全局发展和长远规划，着眼于学

校和图书馆的发展，达到馆舍和人

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统一借还

平台的大流通和馆舍空间的相对独

立，为全校师生提供优雅、安静、

舒适的阅读空间和便捷、周到、全

面的服务。

图书馆顺利完成第一期
馆舍布局调整工作

   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好的借阅环

境，更充分合理地利用馆藏空间与

人力资源，实现统一借还平台的大

流通模式，图书馆利用寒假组织人

员对馆舍布局进行了部分调整，此

次调整用时一个多月，共打包、搬

运图书 60 万册，拆解、搬运、安

装书架 6000 余层，搬运、摆放阅

览桌椅、工作台等近 5000 件。

   

提前谋划，精心准备
   馆舍布局的调整，既没有固定

的模式，也没有经验可循。为确保

调整工作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图书

馆做了大量的测算及其它前期准备

工作。组织相关人员对主楼各楼层

的布局，各阅览室的结构、面积和

藏书量，书架、阅览桌椅的数量及

分布等全方位情况进行了统计、测

算，以“摸清家底”，为布局调整

方案的制定打下良好的基础。

 发扬民主，周密制定调整方案
   本次布局调整，本着以人为本

的服务理念，从方便读者借阅的角

度出发，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并

综合考虑主楼楼层的承重等客观因

素制定调整方案。图书馆群策群力，

多次组织部主任讨论、研究调整计



划，并发扬民主，向每一位馆员征

集调整方案，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

才智。最后组织全馆会，发放调查

问卷，充分调查民意，最终形成了

一份成熟、完善、科学合理的馆舍

布局调整方案。调整分为三期，寒

假期间计划完成第一期调整任务。

   因本次调整规模大，复杂又琐

碎，“牵一发而动全身”，为此图

书馆进行了细致规划，确保调整工

作有条不紊、忙而不乱。根据各环

节任务轻重、人员情况及安全因素，

制定了合理的调整顺序，将难度最

大、用人最多的调整任务安排在寒

假初期进行；仔细斟酌搬运中的每

个细节，如图书打包一定要结实，

每包都按顺序标号，图书搬运时按

顺序依次装卸，书架的拆卸、搬运、

安装选派专人以确保安全高效等；

此外，对于搬运过程中的突发事件

也做出了应对策略。

忘我工作，高质高效
完成调整攻坚战

   寒假伊始，一期馆舍布局调整

便拉开了帷幕。按计划，寒假需完

成基本书库、期刊阅览室、农业图

书借阅室、文经楼社科图书借阅室

（1）和社科图书借阅室（2）60 万

册书刊的整理、打包、搬运、上架

及书架的拆卸、搬运和安装等工作，

保证开学后能正常提供借阅服务，

任务极其艰巨。馆领导一面安排调 

度，一面参与各项工作；工作人员

兵分多路，有的负责期刊整理，有

的负责书刊打包，有的负责书架拆

装，而书刊搬运时则全员参与，各

项工作有序开展。  

   五楼基本书库图书的搬运采用

接力传递法。1 月 12 日至 13 日，

全馆职工和勤工助学的同学冒着严

寒，从五楼至一楼，每层楼梯分站

4 人，结成“长龙”，将基本书库

的图书快速传递至一楼新书库，待

放密集书库。一包包图书在大家手

中不停传递着，虽然很累，但大家

的热情丝毫不减，近 16 万册图书

仅用两天就搬到了一楼。   

   文经楼社科类图书的搬运按照

“按类逐一搬迁，随搬随上架”的

原则进行。按顺序搬运图书，不仅

是重体力活，更需要组织与协调。

经有序组织、细致安排，老师和同

学们快速有序地将文经楼打包好的

图书下架、搬运、装车，又赶到主

楼卸车、搬运、上架。一天下来，

每个人走的路加起来有20多里，“人

困马乏”，回到家倒头就睡。第二

天醒来，又继续投入战斗。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劳动强

度大，大家都咬紧牙关，坚持奋战，

没有一人抱怨，没有一人懈怠。有

些老师从寒假开始一直加班到腊月

二十二，年后正月初八就开始了忙

碌的调整工作，加班时间持续近 40

天。正是图书馆人这种吃苦耐劳的

工作作风和爱岗敬业的精神，保证

了本次布局调整工作高质量、高效

率地完成。

新布局，新面貌
   本次布局调整最大的特点就在

于书架量增多了，而座位数没有减

少，对馆舍空间的利用进行了充分

挖掘。经调整，期刊阅览室调至主

楼 501，农业图书借阅室调至主楼

109，A、B、C、D、E、F、G 等七类

图书调至主楼302社科图书借阅室，

J 类图书调至主楼 201 艺术图书借

阅室，I 类与 K 类图书调至文经楼

社科图书借阅室（1），图书借阅

基本上集中到主楼一到三层，完成

了一期调整计划。根据馆舍布局的

变化，图书馆又进行了相应的人事

调整，确保人力资源更加充分合理

地利用。

   调整结束后，图书馆随即更新

服务模式。期刊由仅供室内阅览变

为可流通借阅。将主楼 205 设为总

还书室，自 3 月 18 日开始，读者

可将所借主楼图书集中归还至总还

书室，同时可携带办理过借阅手续

的馆藏书刊自由进出图书馆各个阅

览室，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三期布局调整全部完成后，图

书馆将实现馆舍空间的相对独立，

馆舍布局将更具扩展性和可调性，

达到 10 年馆藏面积有保障，确保

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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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名 称 群 号 服务 学 院

学科信息服务 1群 421841325
化学与药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合作社学院

学科信息服务 2群 153672284
农学与植物保护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园林与林学院、
动漫与传媒学院、体育教学部

学科信息服务 3群 428329662
动物科技学院、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园艺学院、艺术学院

学科信息服务 4群 424741501  经济与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图书馆开展“数字资源推广进学院”活动
   为了让广大师生更加全面深入

地了解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满足

教学和科研需求，图书馆走进学院，

开展数字资源的宣传推广与培训。

   自去年 12 月底，图书馆已先后  

走进经济与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园艺学院等多个学

院举办数字资源讲座，根据各学院

的学科内容和特点，有针对性地为

师生介绍了各数据库收录的学科资

   此外，为了提高信息服务的及

时性与针对性，图书馆创建了 4 个

QQ 群，及时发布资源和服务的最新

动态，方便广大师生与图书馆老师

的沟通交流。寒假期间，图书馆通

过 QQ 群持续为各学院老师提供信

息服务，受到了老师们的欢迎。QQ

群名称、群号及服务学院参见附表，

继续欢迎广大师生的加入！

源，并通过案例介绍了数据库的使

用方法。通过讲座，师生们不仅熟

悉了图书馆已购买的中外文数据

库、近期的试用数据库等数据库资

源，而且对移动图书馆、云资源平

台以及原文传递、查收查引等信息

服务也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新学

期伊始，图书馆将陆续走进各学院，

有培训需求的学院可与图书馆联

系，联系电话 86080492。

附表：学科信息服务群及服务学院

图书馆工作回眸

☆接待读者 163.51 万人次，借还图书 38.77 万册  

  次 

☆完成近 160 万册图书的下架、吸尘、检测、上                

  架工作和 56 万册图书安全检测设施的更换工作

☆业务管理系统更换为汇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

☆举办第八届读书活动月

☆举办数字资源培训讲座 45 场，培训读者 4360

  余人次

☆开展新生入馆教育，组织讲座 41 场，培训新生

  7300 余名

☆参加全国农科院校学者信息网络建设

☆在青高校基层党建创新项目顺利结项

☆申报省部级科研课题 1项、校级重点课题 4项，

  获项目资助共计 10 万元

☆发表学术论文 13 篇，其中 CSSCI 期刊 2篇，中  

  文核心期刊 4篇

☆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项、青岛市

  科技情报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

☆承办我校儿童图书漂流活动

☆在教职工广场舞比赛与拔河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业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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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回眸
   图书馆采集了 2014 年各学院读者借阅册数、入馆人次、人均借阅量、人均入馆次数等数据，以此反映各学

院读者对图书馆资源利用的状况，希望更多的同学走进图书馆，多读书，读好书，以陶冶情操、开拓视野、增

长知识。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2014 年各学院人均借阅量排行

排
名

学    院
借阅
册数

读者
人数

人均借
阅量

1 园林与林学院  6672  826 8.08

2 人文社科学院 10015 1409 7.11

3 外国语学院  9285 1306 7.11

4 园艺学院  8907 1499 5.94

5 合作社学院  4370  861 5.08

6 海都学院 31391 6523 4.81

7 艺术学院  2609  545 4.79

8 化学与药学院  8570 1961 4.37

9 建筑工程学院  7529 1892 3.98

10 动漫与传媒学院  9156 2313 3.96

11 机电工程学院  8555 2230 3.84

12 农学与植物保护学院  8878 2386 3.72

13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437  661 3.69

14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380 2393 3.50

15 动物科技学院  7107 2131 3.34

16 经济与管理学院 17245 5219 3.30

17 生命科学学院  4053 1227 3.30

18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8987 3267 2.75

19 资源与环境学院  4186 1642 2.55

总  计 168332 40291 4.18

2014 年各学院人均入馆次数排行

排
名

学    院
入馆
人次

读者
人数

人均入馆
次数

1 化学与药学院 145055 1961 73.97

2 农学与植物保护学院 133369 2386 55.90

3 动物科技学院 107687 2131 50.53

4 生命科学学院  60653 1227 49.43

5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12981 2393 47.21

6 资源与环境学院  71319 1642 43.43

7 园艺学院  53090 1499 35.42

8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03563 3267 31.70

9 外国语学院  39924 1306 30.57

10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19452  661 29.43

11 经济与管理学院 149724 5219 28.69

12 合作社学院  24445  861 28.39

13 人文社科学院  37374 1409 26.53

14 机电工程学院  52936 2230 23.74

15 园林与林学院  19568  826 23.69

16 建筑工程学院  43403 1892 22.94

17 动漫与传媒学院  26459 2313 11.44

18 艺术学院   2728  545  5.01

19 海都学院  11714 6523  1.80

总  计 1215444 40291 30.17

2014 年自科图书借阅排行榜 TOP10

序号 索书号 题    名

1  Q5/99  生物化学

2  S66/1=2  果树栽培学各论

3  O6/90=3  普通化学

4  S688/59:1  园艺植物研究法

5  TU986.2/202  景观设计基础：植物设计篇

6  TU986.1/2  植物造景

7  O62/116  有机化学考研辅导

8  TU2/67  建筑设计

9  TQ460/4  制药工程工艺设计

10  TU-02/5=2  建筑空间组合论

2014 年社科图书借阅排行榜 TOP10

序号 索书号 题    名

1  I313.45/33  挪威的森林

2  I247.57/2923  活着

3  I712.45/647  了不起的盖茨比

4  I565.88/3  小王子

5  I246.57/5  围城

6  I216.2/77  林徽因经典作品

7  I267/1611  那些看不见的自己

8  H310.42/491  大学英语四级词汇巧学速记

9  K10/19:2  全球通史

10  I247.57/3684  忽而今夏

【回首 2014】



【试用数据库】

SYNC教学资源库
“SYNC 高校公共教学素材资源库”是天演科技创办的全国高等学校

教学资源共建共享资源库，内容包括基础课程和理、工、农、医、文、管

全部学科的课件、电子教案、知识点动画、图片、音视频素材、课程试题

等共计 42 万多条教学资源，其中 K1 课件素材库包含 30 万条教学课件，

12 万多条教学素材；K2 精品课程资源库包含 20053 门课程；K3 高校课程

试题库包含 1023 门课程，152 万道试题。    

试用网址： http://sync.cctr.net.cn。 

【新书推荐】

《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作者：蔡昉 

出版时间：2014 年 1 月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索书号：F124/165

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内容简介：

   本书简要而深刻地展示了中

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

历程，指明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根本

动力，具体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详析了

中国发展的若干要素，对于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给予

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启

示作用。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伦敦新闻画报 > 记

录的晚清 1842 ～ 1873》
作者：沈弘编译

出版时间：2014 年 3 月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索书号：K252.06/14

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1

内容简介：

创始于1842年的英国《伦

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

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周刊。画

报初始就对中华帝国表示密切关注，派驻大量画家

兼记者，1857 至 1901 年就向英国发回了上千张关

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内容大多是

关于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料；它们

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相左，

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它

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

中文史料中的盲点；它们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也是其

他中西文历史资料所不能企及的。

《我们应有的文化》
作者：（美）雅克 • 巴尔赞

出版时间：2014 年 8 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G0/72

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内容简介：

本书是巴尔赞的代表性著

作，对当代文化艺术领域内出现的危机进行了揭露，

并对之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书中涉及高雅文化、艺

术传播、艺术市场、艺术过剩、艺术家与批评家的

关系等多个主题。

《脚注趣史》
作者：( 美 ) 安东尼 • 格拉夫敦

出版时间：2014 年 1 月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G25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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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追溯了脚注的本质和起

源，将以往零散的研究线索编

织成一部历史，这是一段少为人知却又趣味纷呈的

旅程，充满了未可预期的人文和思想意趣。脚注不

是如一些历史学家所以为的那样一以贯之或者值得

信赖；也并非是另一些历史学家所抵制的自负不凡、

独裁专断的花招。脚注是由一个成分多样且又天才

颖悟的人群创造出来的产物，在这个群体中既有哲

学家也有史学家。脚注的发展变化历时甚久、波折

重重，它的故事将一缕新的光芒照向了史学史尚未

被述及的部分中很多幽暗的角落。



你 可 曾

到过夏天的牧

场？这是一年

当中最美好的

日子。丁香花

开，让空气芳

香扑鼻，蜜蜂

绕着苹果树飞

来飞去，到处都是小鸟在谈情说

爱，还有许多孩子爱吃的东西，蒲

公英干充满乳液，红花秋草充满蜜

汁，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故

事就发生在初夏，一只名叫威尔伯

的小猪一生下来就因为跛脚差点被

杀掉，善良的弗恩喂养它长大，后

来被送给了朱克曼先生。小猪威尔

伯在朱克曼的农场里结识了鹅妈

妈、老羊、老鼠坦普尔顿，还有它

最重要的朋友，一只名叫夏洛的蜘

蛛。它们的生活是那样快乐，可惜

好景不长，日益肥壮的威尔伯面临

被宰杀的威胁，决心拯救朋友性命

的夏洛不分昼夜地在蜘蛛网上结出

了“王牌猪”、“了不起”的字样，

使威尔伯在集市上获奖，逃离了被

宰杀的命运。然而这时夏洛也走向

了生命的尽头，威尔伯将守护它的

孩子，与一代又一代新蜘蛛为伴永

远幸福生活下去。   

夏洛与威尔伯的友情是这本书

最令我感动的地方。夏洛出现在威

尔伯最孤独的时候，当没有动物愿

意与它玩耍，夏洛对它说“我可以

做你的朋友，我喜欢你”；当威尔

伯担心自己被宰杀而吃不下饭、睡

不好觉时，夏洛为它唱催眠曲，并

鼓励它说“你要保持健康，不要失

去勇气，我来救你”；当威尔伯因

为害怕去集市而请求要产卵的夏洛

与它同行时，夏洛说“好，我同你

前去”。每当威尔伯遇到困难、慌

张没有主意时，冷静的夏洛总会为

它出谋划策，不遗余力地帮助它。

这是怎样珍贵而诚挚的友谊啊！不

求回报，没有计较，只要你说一声

需要，我便倾尽全力。最终，夏洛

的生命走向尽头，但威尔伯永远不

会忘记它，正如它对小蜘蛛说的那

样“我一向全心全意爱你们的妈妈，

它卓越、漂亮，一直到死都忠心耿

耿，我永远珍藏着对它的回忆。”

纠葛，没有物

质的攀比，没

有 虚 伪 的 客

套，有的只是

那份十多年的

记忆和感情。

感谢生命中相

识 的 每 个 朋

友，感谢小媛拉着自卑封闭的我融

入班级，感谢肖头在我被嘲讽质疑

时坚定地支持我，感谢杨胖不厌其

烦地陪我向老师问问题，感谢你们

以真心待我，让我今天能够这样勇

敢乐观地生活。也许每个人对友情

的定义不同，但它无疑是我们情感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愿每个人都能

在这尘世拥有自己珍贵的友情。

   除了友谊，我还从别的动物身

上体会到不同的东西。如老羊经验

丰富，正是它预知了威尔伯被宰杀

的命运，并提出很多建议，我们要

多向历经世事的长者学习；费恩的

爸爸鼓励她多与动物接触，使她看

到动物世界的美好，因此我们要多

鼓励孩子亲近自然，以孩童之心感

知自然；夏洛得知威尔伯危险的处

境，没有张皇失措，而是努力想解

救的办法，因此我们遇事须耐心和

冷静。而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

样一句话：人们总是在桥上走来走

去，老以为另一边有更好的东西，

如果它在这桥上倒过头来静静地等

着，也许真的会有好东西来。然而

在高速信息化的时代，我们提倡效

率，讲究速度，一切拼命向前看，

人们每分钟都向前冲啊，冲啊，冲

啊。但生活并非只有前进，我们要

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和思考，匆忙

下的决定有时会带来不可挽回的遗

憾。

   希望在这喧嚣的人世，每个人

都能用真挚的感情唤醒我们对真善

美的渴望，愿这世界与你温暖相拥。

生 命 中 的 真 善 美
—《夏洛的网》读后感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 1402 谷亚联

生活中，我们会结识很多人，但最

终都将如过眼云烟般逝去。能有多

少人像夏洛一样真心无私地帮助自

己的朋友？又有多少人能像威尔伯

那样幸运地结识一个永远鼓励陪伴

自己的朋友？我想，我是幸福的。

虽然没有很多朋友，却有一两个一

起长大的发小，我们不像其它闺蜜

一样每天聊语音、发 QQ，但我们每

个月都会打一通电话，说说自己的

烦恼，一起在海边散散步，倾听对

方的心底话。我们之间没有利益的

【读者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