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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终生的

伴侣，最诚挚的朋友。  
——高尔基 

 

工作动态 
10 月 20 日下午，图书馆在延长校区机械工程与自动化

学院举行了机自学院学科馆员工作启动仪式，机自学院自
动化系朱晓锦、机械自动化工程系刑科礼以及精密机械工
程系孙涛三位老师与图书馆领导及学科馆员出席了会议。
图书馆学科馆员负责人季颖斐老师做了专题报告，就图书
馆学科馆员工作的开展背景、工作平台、工作方式以及工
作目的向各位受聘老师做了具体介绍，并重点介绍我们推
出的“学科馆员－图情教授”的工作模式，希望通过“学
科馆员”与“图情教授”之间的相互联系，架起图书馆与
各院系之间的沟通桥梁。学科馆员通过工作平台将图书馆
的各类服务信息主动的告知院系“图情教授”，图情教授再
向本院系进一步推介；院系“图情教授”同时将本院系老
师对图书馆的信息需求以及对图书馆服务的反馈信息通过
对口学科馆员反馈到图书馆，从而通过这种反馈与沟通，
建立起图书馆与院系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图书馆在学科
发展上为院系提供更多优质信息支持。图书馆党总支洪伟
麟书记为机自学院的三位老师颁发了“图情教授”聘书，
三位“图情教授”欣喜的接受了聘书，对“学科馆员－图
情教授”这种工作模式表示欢迎，并就图书馆服务提出了
许多宝贵建议与意见。据悉，图书馆学科馆员工作目前已
经和材料学院、理学院、文学院、影视学院取得了联系并
得到大力支持，同时，图书馆正在与其他院系积极联系，
希望通过这种新型服务不断完善图书馆服务，为上海大学
师生服务，为上海大学学科发展服务，为上海大学建设研
究型大学战略发展目标服务。（办公室） 

根据区县换届选举工作总体要求，宝山区选举将在 12
月 12 日举行。为了确保图书馆、档案馆选举，图书馆党总
支于 10 月 18 日在图书馆四楼会议室召开选举工作培训会
议。由洪伟麟书记向大家传达了 10 月 17 日校培训会议精
神，对此次选举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了详细介绍和
讲解。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图书馆各中心负责人、档案馆负
责人。整个选举工作将分宣传发动和选民登记、提名推荐
和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代表候选人介绍和投票选举等 5
个阶段。图书馆、档案馆成立了相应工作小组，图书馆由
洪伟麟担任组长，赵企良、蒋燕萍担任联络员，档案馆由
王秋霞担任组长，施培耀担任联络员。（办公室） 

9月中旬，为充分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文荟馆办公

室向2006级学生共1068人发放了《上海大学图书馆读者指

南》帮助他们了解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及规章制度，借书处

及时为他们办理了开通手续。（文荟馆） 

在第十三届“优质服务月”期间，图书馆读者服务中

心特藏阅览室在图书馆八楼展柜推出“世界著名城市图书

馆图片展”。本展览以 “世界著名城市图书馆”作为视角，

摘录了部分图片介绍世界各地著名的城市图书馆建筑，其

目的是想借此使读者能够了解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城市图

书馆的概貌。（读者服务中心） 

在 9月 20 日至 10 月 20 日图书馆“优质服务月”期间，
情报咨询中心的蒋永新为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国际工商
管理学院，文荟馆的叶元芳为机自学院和通信学院的研究生
和教师，共举办了 5 次学科电子资源讲座，共有 422 人出席
了讲座。其中数学系的研究生在听取讲座后，专门在院系网
站发了消息。（情报咨询中心） 

9 月 21 日，蒋永新研究馆员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图书
馆主办、主题为“信息素养和终生教育: 在电子环境下确立
和满足读者需求”的第五届 APBSLG（亚太商学院图书馆员组
织）年会，并在会议上做了“中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回顾
与展望”特邀专题报告。（情报咨询中心） 

9月14日，资源建设中心在图书馆四楼会议室召开了中心
主任、主管及部分业务骨干会议，中心主任刘华主持了会议。
她首先总结并充分肯定了中心上半年所做的工作，对同志们
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然后着重分析了中心下半年所面临的
形势和任务，针对采购新书相对集中在下半年入馆，以及配
合优质服务月、2008年第二次本科教学评估对资源建设的要
求等任务，对中心下半年的具体工作做了部署，并鼓励大家
协作一致，要有充分的信心迎接挑战，顺利完成工作目标。
会上大家畅所欲言，热烈讨论，气氛活跃。（资源建设中心）

9月28日下午，为了使读者更好地利用新主页，技术中心
在校本部图书馆二楼小报告厅举办了“图书馆优质服务月系
列讲座之新主页功能介绍”讲座。讲座由陈兰主讲、她详细
介绍了新主页的设计理念、具体功能和使用技巧；高海峰回
答了读者在使用过程中问题。与会读者反应十分热烈，对有
关新主页使用及WEB2.0技术等热点问题行进行了讨论，并对
图书馆主页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达到了很
好的与读者交流的效果。（技术中心） 

 为了满足我馆学科馆员队伍建设的需要，技术中心开发

了上海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该平台引入图书馆2.0理念

和技术，注重学科馆员与读者沟通和交流，将博客、像册、

最新咨询和网摘等功能结合在一体，通过信息聚合系统构建

学科门户供广大读者使用。该平台采用单一注册，统一登陆

的方式，避免了多次登陆的烦恼。学科馆员可以通过自己的

博客与读者交流，并可以以网摘的形式向读者推送相关学科

的最新信息。（技术中心） 

10月12日，为了指导广大读者正确使用图书馆的无线网

络，使读者能够更加有效的利用图书馆的各类资源。技术中

心在校本部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举办了“图书馆优质服务月系

列讲座之无线网络使用介绍”。讲座由技术中心高海峰主持，

孙渊磊主讲，详细介绍了图书馆无线网络的原理，使用方法，

并现场演示了无线网络的配置过程。读者对参与这次讲座相

当积极，整个报告厅座无虚席，会议过程中不断有读者发问，

气氛十分热烈。会后仍有读者留下请教相关的问题。通过这

次普及了图书馆无线网络的使用知识，集中解决了一部分无

线使用过程中的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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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06年 9月） 
馆 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新  馆 44864 24700 
文荟馆 15764 8574 
联合馆 3720 1664 
合  计 64348 34938 

阅览统计（2006年 9月） 
新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7975 
过刊库 96 
文科阅览室（1） 5387 
文科阅览室（2） 6191 
理科阅览室（1） 3547 
理科阅览室（2） 4462 
综合阅览室 4732 
美术阅览室 2137 
赠书阅览室 58 
古文献、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128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10 
文献检索室 7 
电子阅览室 11361 

合      计 46091 

文荟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1344 
过刊库 91 
教师阅览室 3198 
学生阅览室（1） 208 
学生阅览室（2） 3411 
电子阅览室 1307 

合      计 9559 
联合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1850 
过刊库 62 
教师阅览室 1128 
学生阅览室 502 
新书阅览室 62 

合      计 3604 
2000.11.1-2006.10.11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3866532 

工会活动 
9 月 30 日，为了关心和指导青年职工生活和工

作问题，图书馆在三楼会议室举行了青年职工中秋、

国庆座谈会。董远达馆长、洪伟麟书记、黄仁浩副

馆长、任树怀副馆长、刘华副馆长以及情报中心蒋

永新研究馆员出席了此次座谈会。会上大家踊跃发

言，气氛十分热烈。馆领导从图书馆发展的角度以

及自身的经历，对广大青年馆员提出了殷切期望，

希望青年职工从“professional”的高度去要求自

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工作观。蒋永新

研究馆员给大家介绍了图书馆硕士点情况，并鼓励

大家积极报考。各位青年职工纷纷踊跃发言，结合

自身畅谈工作感受，为上大图书馆的发展献计献策，

表达了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办公室） 

 
 
 
 
 
 
 
 
 
 
 
 
 
 
 
 
 
 
 

经过一段时间的前期工作，我馆图书管理系统的
预约功能于9月20日正式开通。为了使图书预约工作的
顺利进行，技术中心工作人员还专门为三个校区的流
通部门工作人员讲解了预约操作的流程以及相关的问
题处理，撰写了详细的用户预约手册通过图书馆主页
对外发布，以帮助读者正确使用图书预约功能。（技术
中心） 

9月下旬，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维护自己在图书馆各
应用系统的用户信息，技术中心完成阅览室管理系统
及视频点播系统的用户信息的统一认证工作，对读者
信息的更改进行了同步，这样，读者就可以使用单一
的登陆信息访问两个系统。同时对读者信息的维护（包
括新用户注册、密码修改、email发送密码功能等）提
供了多个入口，进一步方便了读者对自己用户信息的
维护。（技术中心） 

10月10日，为了配合我校外语学院本科教学评估
工作，技术中心协同办公室，对我校外语学院本科生
2005年在我馆借书信息进行了提取、统计和汇总。内
容包括学号、姓名、借阅图书册数、借阅图书名称等
信息。（技术中心） 

为更好的服务于师生，第一时间解答师生在图书
馆服务方面的各类疑惑，图书馆在总结过去虚拟咨询
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借本次优质月服务之机遇，大幅
度 的 延 长 MSN 在 线 咨 询 时 间
（vrs_shulib@hotmail.com 上海大学图书馆虚拟咨
询），由过去的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上午 9：00－10：00
的一小时改为现在的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五小时在线咨
询，即周一到周五的上午 8：30－11：00，下午 1：30
－4：00，由学科馆员负责在线回答读者的各类问题。
（办公室） 

10月“优质服务月”期间，为更好地服务于学校
教学科研，为学校学科发展服务，图书馆学科馆员工
作全面展开，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学科馆员开始主动
走进相关院系，与科研第一线教师进行面对面交流，
将我们的服务直接的推介给教师，同时了解科研人员
对图书馆工作的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学科馆员先后走
访了理学院、材料学院、机自学院，得到院系的大力
支持，并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为今后进一步拓展院
系服务奠定了基础。（办公室） 

作为图书馆 2006 年度“优质服务月”的活动之一，
图书馆于 10 月 16 日下午在新校区图书馆多媒体阅览
室举办了题为“多媒体阅览室使用简介”的讲座。讲
座由薛涛主讲、以流媒体服务的内容以及使用方法为
主，现场演示了全部服务的使用方法，并解答了参加
讲座同学的提问。最后又应同学们的要求，进行了中
国期刊网使用方法的简单讲解，整个讲座共历时四十
五分钟。（技术中心）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校教学科研，提高学校学术
水平，图书馆资源中心联合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
于 9 月下旬共同举办外文原版图书展销活动。活动期
间，各院系近 20 余位教授、博士、硕士生推荐了 30
余种外文原版图书，图书馆根据学校专业设置和经费
情况，经采访人员调研核查和馆长审阅，决定购买 27
种，价格约 2 万 5 千元图书，并及时将相关信息告知
读者，收到了读者的一致好评。（资源建设中心） 

党建工作 
9 月 25 日，图书馆党总支部召开大会，选举图书

馆党总支参加我校第一届党代会代表，经过无记名差

额选举，王玉富、王秋霞、任树怀、沈红、赵伯兴、

成建华、邵德律、施培耀、赵企良、洪伟麟、董远达

等 11 位同志当选代表。（图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