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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不知道自己在生活，这不能叫生
活。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这也不能
叫幸福。
——阿纳托尔·法郎士
（192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本馆网址：http://www.lib.shu.edu.cn
~~~~~~~~~~~~~~~~~~~~~~~~~~~~~~~~~~~~~~~~~~~~~~~~~~~~~~~~~~~~~~~~~~~~~~~~~~~~~~~~~~~~

工作动态
自 2012 年下半年起，文荟馆对馆藏资源进行了全
面的调整。文荟馆办公室调动主管助理以上干部，与
资源中心协调一致，共同参与了馆藏文献的剔复、编
号、扫描、打包、搬移、整架以及架位法项目数据处
理、验收等一系列工作。为了保质量、抓进度，陆铭
书记、刘华副馆长等领导多次亲临现场召开专项会议，
部署工作，并亲自带头；沈红、万燕平、方向明、徐
晓、李华、谢萍等党员、干部及入党积极分子以身作
则，始终奋战在工作第一线，特别在五楼科图法书库
架位法项目实施期间，为了保障项目顺利进展，有几
位同志主动放弃十余天双休日及寒假休息时间，加班
加点。他们发扬不怕脏和累、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的
工作精神，带领大家（寒假期间资源建设中心几乎全
体同志参与了这部分工作）基本完成了四个书库以及
两个阅览室共计约 60 万册馆藏文献的调整工作。其中
五楼书库 18.6 万册科图法中文图书已率先完成了架位
号项目，这也是低利用率文献高密度储存项目在我馆
的首次成功实践。其余楼层的文献调整工作正在有条
不紊地推进中，为文荟馆将来实现“一门式”服务模
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荟馆）
3 月 18 日，在图书馆党政领导陆铭、黄仁浩和刘
华带领下，信息服务中心、读者服务中心和资源建设
中心一行十余人前往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交
流访问。受到了交大图书馆陈依娴书记、潘卫、郑巧
英副馆长的热情接待。双方就高校机构知识库、文库
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交流后大家参
观了交大图书馆新馆。
（信息服务中心）
寒假后开学以来，信息服务中心迎来了一年一度
的教师职称申报论文检索证明、研究生毕业发表论文
证明以及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申报科技查新的服务高
峰，在本部门职工和其他馆员的共同努力下，截止到 4
月 8 日，共完成论文证明 470 份，科技查新报告 46 项。
审核并接受 2013 年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 980 余本。
（情报咨询部）
在一日捐活动中，资源中心同事表现积极，21 人
全部参加捐款活动，共捐款 1390 元，人均达到 60 元
以上，体现了互帮互助精神。（资源中心）
2012 年 12 月，为满足读者需求、提高资源利用率，
资源建设中心完成了我馆闲置光盘资源的整理，包括
《探索》、
《DISCOVERY》、
《音乐大师》和《民国日报》
等珍稀光盘，共计 400 余张。（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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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申报的上海大学通识课程《信息素养》已
在 3 月获得学校通识教育委员会的批准通过，4 月 9
日，黄仁浩副馆长、詹华清、毛琴芳老师参加了校通
识课主讲教师教学研讨会。文献课教研组将为新课程
的开设做好准备。本次申报工作得到了陆铭书记、黄
仁浩副馆长的指导与大力支持。（信息服务中心）
为满足师生的咨询服务需求，实施图书馆“学科
化服务”战略，去年 12 月我馆启动查收查引培训准
备工作。信息服务中心情报咨询部对查收查引工作规
范、工作流程等进行了重新整理，优化了检索报告模
板。办公室、资源建设中心、联合图书馆、文荟图书
馆的 21 位老师踊跃报名，于 1 月 16 日、2 月 25 日
进行了两次培训。参加培训的部分老师在 2-3 月份的
情报服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信息服务中心）
为配合图书馆移动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资源建
设中心组织采编部人员对该平台进行了认真测试，并
深入学院通过助研了解了当代大学生的移动需求，最
后完成并提交了对我馆移动平台的建设性意见。（资
源中心）
元旦前，资源建设中心陶蕾、叶春波、沈美丽三
人专程到王潆家探望，她现在因为药物的原因，全身
浮肿，身体虚弱，希望在 9 月份的爱心捐款活动后，
大家能持续关心王潆，给她精神上的鼓励，伴她度过
漫长的治疗期。（资源中心）
CALIS 第三期项目评优于 2012 年 10 月起开始
筹备 CALIS 第三期外文期刊网服务示范馆建设项目
评优的各项工作，期间协同技术部的卢志国、马国栋
填报了各项指标，项目组成员制作了创意宣传海报和
外文期刊网的应用情况报告。（资源中心）
2012 年 12 月 12 日特邀 westlaw 专职培训师张
静老师，在校本部图书馆二楼小报告厅举行“Westlaw
法律在线数据库讲座”，张静老师为参会的各位读者
详细讲述了 Westlaw 数据库检索中几种实用的方法
并解答了读者的各类问题，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资
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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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季颖斐老师的联系，介凤老师为材料研究所的一
个研究生班的专业课程开展了嵌入教学服务，分别于 1 月
11 日和 3 月 1 日进行了题为《如何进行文献调研》和《参
考文献管理工具使用》的讲座教学，受到学生的欢迎。
（信
息服务中心）
馆学科情报服务小组近期开展的一些工作：2 月初，
经过近 1 月的精心准备，向校科技处提交了题为《上海六
高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与论文产出分析》的学科专题
3216
分析报告，并由科技处向有关领导发送；经
2 个多月的努
力，完成了《锌、锂空气电池文献调研报告》，供学校有
关部门提供参考；完成 Incites 数据订制检索策略修订工
作。（信息服务中心）
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为满足学校师生的需求，尤
433
其在临近假期，在多次和读者沟通后了解到很多师生希望
22601956162
利用假期完成科研项目的情况后，与数据库商反复协调，
累计开通 4 个数据库的试用，2 个数据库的正式使用，满
足了读者的科研需求。
（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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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与来自香港、台湾地区、日本、美国、英国等
70
113
个图书馆有期刊交换业务，台湾图书馆、台湾清华大学图
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Oriental Section 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
C.V.等 。交换来的期刊在新校区图书馆四楼期刊阅览室供
读者阅览，并精选有价值的、出版完整的期刊予以装订保
存。（资源中心）
为表达对兄弟单位、国际交换单位、校内外捐赠人、
本校学院资源建设委员会等老师的谢意，感谢他们一年来
对图书馆资源建设中心工作的大力支持，2012 年底中心共
邮寄 100 多张贺卡，向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资源中心）
3 月 22 日，办公室全体成员在三楼会议室集体学习，
围绕上海大学及图书馆发展专题进行改革发展解放思想
大讨论。蒋燕萍同志介绍了此次总支学习安排与精神，倪
代川同志专题介绍了《2013 年上海大学党政工作要点》与
《上海大学关于开展新一轮改革发展思想解放大讨论的
工作方案》两份文件，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办公室）
3 月 19 日上午，联合馆举办了一次“图书馆知识竞
赛”，由读者服务代表队、书库管理代表队参加。比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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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馆报告厅举行，由联合馆支部书记李嘉主持。经过加
时赛，书库代表队以一分的优势最终赢得了胜利。联合馆
实行“一门式”服务已有一个学期，各方面运行正常，来
馆读者人数屡创新高，更是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肯定和鼓
励。联合馆支部将“图书馆知识竞赛”列入支部好项目。
比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联合馆）
1 月 14 日下午，刘华副馆长携图书馆青年教师联谊会
一行赴档案馆参观学习交流。档案馆徐国明馆长和郑维副
馆长对图书馆青年教师的到来表示欢迎，介绍了档案馆工
作的内容和特点，档案馆青年教师联谊会的成立及发展状
况。档案馆青联会张艳荣会长和江浩秘书长通过 PPT 展示
了档案馆历史、现状、信息化建设和档案馆青联会筹备、
成立、活动开展情况。档案馆保管利用编研室、收集指导
室和学生档案室副主任介绍了各科室业务工作流程。我校
青年教师联谊会理事、图书馆刘华副馆长，图书馆青年教
师联谊会徐刘靖会长分别介绍了图书馆青年教师联谊会
人员配备以及和学校互动情况，并邀请档案馆青年教师联
谊会到图书馆参观交流。
（青年教师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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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3 年 1-3 月）
馆 名
月份
校部馆
文荟馆
联合馆

借书量（本）
1
2
3
20148
6714 26837
5251
1884
7552
651
179
984

还书量（本）
1
2
3
19733 14593 23154
5411
3549 6980
755
410
705

合

26050

25899

计

8777

35373

18552 30839

阅览统计（2013 年 1-3 月）
校部馆
报刊阅览室
过刊库
文科阅览室(1)

1
1323
6
1124

阅览人次
2
228
5
293

3
2663
18
1944

文科阅览室(2)

886

262

2439

理科阅览室(1)

510

128

989

理科阅览室(2)

372

113

662

1128

318

2655

75

29

88

109

13

222

5361

2095

18023

10894

3484

29703

美术阅览室
古文献、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文科研究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
合

计
文荟馆

1

报刊阅览室

2

3

1361

232

1925

8

2

2

中文图书阅览室(1)

1567

396

3632

中文图书阅览室(2)

1618

450

3154

综合文献阅览室

646

198

1536

5200

1278

10249

过刊库

合

计
联合馆

1

门禁系统统计
2000.11.1-2012..4.8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10609

2
3146

3
29181
12419118

1 月 11 日，由刘华副馆长主持的上海大学图书馆优秀
女青年教师联谊会在上海大学图书馆（宝山校区）二楼小
报告厅隆重举行。吴明明老师做了一场“艺术，让生活更
美好——古典与现代的对话”的主题交流，使与会馆员对
西方艺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青年教师联谊会）
3 月 26 日，我馆在海军某部驻地举行上海大学图书馆
海军某部分馆揭牌仪式暨军民共建协议签字仪式。海军某
部负责人对图书馆共建某部分馆表示感谢，党总支书记陆
铭代表图书馆致辞，常务副馆长黄仁浩与海军某部负责人
签署共建协议，并共同为上海大学图书馆海军某部分馆揭
牌。上海大学图书馆根据官兵的科学和文化需求提供各类
图书，丰富了官兵生活，满足了学习和工作的需求。今后
双方将以分馆建设为载体，积极开展多种内容和形式的合
作，共建学习型组织，共创文明单位。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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