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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科学研究是一种生活，你总是在

问为什么，当你有了“为什么”的问

题之后，你就会到书本里去寻找，就

会去研究这个问题。 
——爱得华 B.刘易斯 

（199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意加强与读者的沟通和互动，在校园网乐乎论坛上发布

“读者服务中心”帖子，第一时间向读者宣传读者中心的

工作措施和服务信息，及时得到读者对图书馆的理解、支

持、投诉和意见，认真整改。比如在不定期清理书报箱和

阅览室及自修区的占座工作过程中，先期和读者进行书报

箱资源的讨论，发布实时的清理通知，对清理出来的书物

不再登记、保管、发放，打消了少数读者的“依赖”思想，

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配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读
者中心） 

日前,图书馆党总支接到虹口区江湾镇宝鸿居民区党

支部的感谢信,表扬图书馆第一支部党员李卓娥积极参与

社区服务，站好社区“第二岗”，积极参加社区夜间治安

巡逻，做好巡逻记录，用电喇叭进行社会公德、社区建设、

安全防范等内容的宣传，担负着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传

播任务。在家园创先争优，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建设和谐文明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图书馆党总支在创

先争优的活动中，积极响应上海市委和学校组织部《关于

认真做好党的组织关系不在现居住地的共产党员主动到

居民区（村）党组织联系报到的通知》，建立党员在居住

地发挥作用机制的号召，发动全体党员主动到居住地党组

织报到，积极认领居住地党组织安排的任务,深入开展关

于共产党员亮身份、进社区，服务大众的创先争优活动，

让党员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巩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成果，推进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使广大党员在居住地

党组织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的作用。（图书馆党总支） 

2011-2012 冬季学期，文献检索教研室教师共完成了

12 个本科班的 1033 名学生的教学工作。（情报咨询部）

新学期开学以来，情报咨询中心全体职工克服时间

紧，任务重的困难，为读者完成了论文收录引用证明检索

600 多人次，科技查新项目 60 余项，有力地配合了研究

生毕业和科技申报的需求。（情报咨询部） 

2012 年 3 月 31 日，在 D 楼外语学院会议室，情报咨

询部詹华清为 2011 级外语学院 60 余名研究生主讲了《外

语学科信息检索与利用》的专题讲座。（情报咨询部） 

2012 年 3 月 13 日，图书馆启动了《Web of Knowledge

在线大讲堂 2012 春季课程》的宣传推广活动，信息服务

中心、资源建设中心、办公室等部门多位老师配合，开辟

了多条宣传渠道，如向学院教师、研究生推送，通过信息

办群发等方式投放宣传材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情报

咨询部） 

情报咨询部对图书馆的最新资源与服务进行不定期

整理，向学院教师推送。自 2011 年 11 月至今，已经推送

信息 5 期。今年共 3 期，及时传达了服务信息，受到了院

系老师的欢迎。从第 5 期开始，信息开始向馆员推送。（情

报咨询部） 
 

4 月 26 日上午，罗宏杰校长在校办主任吴嘉彦、副主

任吴英俊陪同下莅临校本部图书馆就上海大学图书馆建

设与发展进行专题调研。 

馆长董远达教授介绍了图书馆基本情况，并围绕读者

反映的问题、东区图书馆筹建、文科文献资源建设以及图

书馆人力资源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专题汇报；直属党总支书

记陆铭就图书馆“国际化视野、学科化服务、数字化资源”

的发展愿景与现阶段人力资源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常

务副馆长黄仁浩就图书馆空间资源紧张问题给予了说明；

资源建设中心主任赵伯兴研究馆员就近年来图书馆文献

资源建设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罗宏杰校长认真听取了与会人员的工作汇报，对图书

馆延长开放时间、挖掘潜力增加阅览座位、建设双学科背

景的人才队伍等工作表示肯定，对提出的问题一一回应并

给予指导，特别对东区文科图书馆建设的理念表示支持。

罗校长认为，图书馆是大学最好的学习场所，在师生教学、

科研和领导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图书馆继续挖掘

潜力，不断提升服务内涵，以学科服务为抓手，为学校的

学科建设、专业发展提供更高层面的智力支持。会后，罗

宏杰校长在馆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文史研究阅览室、古籍

特藏阅览室以及美术阅览室。（倪代川 ） 

工作动态 
开学以来，按照读者中心 2012 年的总体工作思路，

所有的工作都围绕巩固和维护新模式运行以来的工作秩

序和成果展开，一方面修订和完善了岗位工作职责，在干

部和职工几个层面几上几下，反复讨论，制定考核量化的

标准和依据。同时加强对本中心承担的各项服务工作的监

督，进行临时突击性的检查，对少数缺岗人员和上班时间

干私活的同志进行了教育和批评，加强了职工认真履职的

自觉性。在已有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对读者的服务和承诺，

以改善服务环境为抓手，一个月内清理了三次书包箱。特

别是临近考试，学生进入图书馆复习迎考，读者人数猛增，

部分同学利用书籍等物品长期占位，这给其他读者学习造

成很多不便，为给进入图书馆的读者提供一个良好的阅读

学习环境，考试周期间，在读者中心全体党员、干部的带

领下，利用双周业务学习和业余时间，对阅览区域的寄包

箱、二楼、五楼自修大厅进行了统一清理，对各阅览室进

行了定期清理，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为建立阅览室学生

书籍占位长效管理机制，读者中心制定了详细的清理占位

书籍排班表，将 19 位党员，分成若干小组，每 2 人一组，

利用每天 7：30—8：00 学生进入阅览室之前，对占位的

书籍等物品进行统一清理。读者中心党员同志积极响应，

每天提前半小时，准时到达阅览室。在党员同志的带动下，

不少工作人员也积极加入清理的行列。在工作方法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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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1 年 12 月） 
馆 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校部馆 15525 12861

文荟馆 4704 4357

联合馆 666 623

合  计 20895 17841

阅览统计（2011 年 12 月） 
校部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3410

过刊库 30

文科阅览室(1) 2347

文科阅览室(2) 3216

理科阅览室(1) 938

理科阅览室(2) 599

美术阅览室 1731

古文献、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34

文科研究阅览室 249

电子阅览室 15162

合      计 27716

文荟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386

过刊库 

中文图书阅览室(1) 3862

中文图书阅览室(2) 4053

外文图书阅览室 1499

综合文献阅览室 9800

合      计 3862

联合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1870

教师阅览室 2740

图书阅览室 2432

合      计 7042

2000.11.1-2012.4.4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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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下午，文荟馆召开了成建华老师光荣退休欢送

会。会上，成建华老师简单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与会

者分享了几十年来在图书馆工作的实践经验与体会。同时，

与会者也给了成建华老师有关健身养生、享受生活的建议与

美好的祝福。（文荟馆） 

4 月 13 日上午，图书馆办公室在图书馆 3 楼会议室召开

叶元芳老师光荣退休欢送会，陆铭书记、刘华副馆长和 20

余位职工参加。（图讯） 

近期适逢考试周，图书馆各阅览室座位每天爆满，甚至

有学生为争抢座位而发生摩擦。为解燃眉之急，也为应对座

位少，不足以满足学生平时自习需求的矛盾，文荟馆积极想

办法、挖潜力，在底楼大厅里安置了 2 张大阅览桌，各配备

了 6 张椅子；在 4 楼走廊安置了 9 张单人桌椅；在 5 楼走廊

安置了 8 张单人桌椅；一共增加了 29 席座位，此举得到馆

内员工的积极支持，更得到了来馆自习学生的热烈欢迎。（文

荟馆） 

图书档案馆妇委会于 3 月 6 日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召开

了“图书档案馆 2012 年庆祝三•八妇女节座谈会”，图书档

案馆的妇女干部包括女主管、女支书、女工会干部等近 20

人出席了会议。图书档案馆妇委主任沈红宣传了 2012 年上

海大学妇女工作要点以及图书馆“妇女之家”创建工作计划。

会上，妇女同志就如何进一步关心本馆女职工、听取和反映

女职工合理建议与要求，鼓励女职工做好本职工作，为学校

科教研发展、为图书馆新模式良好运行多做贡献等进行了讨

论。总支书记陆铭、工会主席梁建到会，并给予妇女同志热

情洋溢的节日祝福与勉励。（图书档案馆妇委会）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14:00，由上海大学建筑协会主

办，建筑中国俱乐部、上海大学图书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建筑系、上海三道手绘协办的美术学院建筑系学生作品全校

展于在图书馆展览厅举行开幕式。开幕式时尚、高雅、隆重

而简约。首先由建筑中国俱乐部吴磊经理致开幕词，美术学

院党委副书记王海燕、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陆铭先后致贺词，

建筑系系主任王海松介绍本次活动，最后由上海大学建筑协

会主席史有春宣布展览开幕。这里展示了建筑系学生从大一

到大五的优秀作品。其间许多作品，让你感受到一种经典永

恒的美丽。建筑设计独特的艺术美感，留给观展师生久远的

回味。（茅文英） 

3 月 12 日，图书馆接到 CALIS 三期信息素养课件评初

审结果反馈结果，毛琴芳制作的《法学、法律网络信息资源》

被评为精品课件，王海雄制作的《生命学科学术信息资源检

索与利用》、王娟制作的《因特网免费学术资源的检索与利

用》和詹华清制作的《外语学科信息检索与利用》被评为优

秀课件。（情报咨询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