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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如果我们在专制独裁面前退让一
步，我们很快就要在一切事情上退让。
——赫尔曼·约瑟夫·谬勒

（1946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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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动态
10 月 31 日下午，“爱心服务 你我传递——图书馆
2012-2013 年度优秀研究生助管、优秀志愿者表彰总结暨
迎新会” 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召开。党总支书记、常务
副馆长陆铭；馆长助理卢志国、徐志娟、张庆兰；读者
服务中心主任王玉富；延长校区图书馆副主任沈红。图
书馆优秀研究生助管、优秀志愿者、新任志愿者代表以
及“蓝纽带”爱心服务社的同学们参加了会议。党总支
书记陆铭老师对各位研究生助管和志愿者的辛勤服务表
示感谢。馆领导向获“优秀研究生助管”奖十位同学颁
奖。社科学院 2011 级研究生赵作品作为优秀研究生助管
代表发言。金逸云等六位同学获得“优秀志愿者”称号，
金逸云同学代表获奖的优秀志愿者发表感言。图书馆馆
长助理卢志国谈了对志愿者工作的感想和对未来前景的
展望。
“蓝纽带”服务社的志愿者们献上诗朗诵《献给志
愿者的诗》。雷严巧同学代表新任志愿者发言。随后，举
行了 2013－2014 新一年度志愿者挂牌仪式，新任志愿者
代表集体宣誓、与优秀志愿者代表交接“爱心服务旗帜”。
此次活动不仅表彰了优秀的同学，还极大鼓舞了同学们
参与到志愿者行列的热情。
（读者中心）
8 月，我馆申报的项目《面向科研管理与决策支持的
情报服务》荣获“2013 年度上海科技情报成果奖颁奖”
三等奖。该奖项始于 2012 年，经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批准，由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负责组织评选。该奖作为
上海科学技术奖励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推动优
秀的科技情报成果得到社会肯定。
（信息服务中心）
2013 年秋季学期，由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申报的上
海大学通识课程《信息素养》开始了第一个学期的教学
工作，151 名学生选修了该课程，本学期由詹华清主讲，
介凤、鲍国海、毛琴芳等参加了课程的准备工作。
（信息
服务中心）
10 月 13 日，图书馆与计算机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
上海大学 Just 搜搜信息检索能力大赛在东区计算机学院
六楼、七楼机房举行。约 150 余位同学参加了这次信息
检索能力的角逐。经过两轮近三个小时的比拼，决出一
等奖、二等奖及三等奖、优秀奖等共 70 余名。本次比赛
由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介凤、詹华清等负责具体操作，
资源建设中心参与了比赛题目的准备。
（信息服务中心）
CNKI 镜像站所使用的网络存储系统（HP 网络存储
系统）暑假期间出现故障，此后又陆续出现了多块磁盘
故障，在 HP 网络存储系统没有维保的情况下，为了确保
CNKI 镜像站正常服务，信息服务中心于 10 月 1 日~~10
月 28 日，完成了 CNKI 镜像站 13T 数据从 HP 网络存储
系统向新的网络存储系统（富士通网络存储系统）上的
迁移工作。
（信息服务中心）
上海大学图书馆

10 月中旬，信息服务中心开发完成了短信定制发送程
序，利用该程序，可以自定义向读者发送服务内容，如预
约到书提醒、资源和服务推介等。目前，该程序已经在读
者服务中心和情报咨询部使用。
（信息服务中心）
10 月-11 月，信息服务中心陆续对校本部的 RFID 自助
借还机、盘点机、标签转换工作用机进行维护，解决了各
种故障，并与远望谷工程师配合，解决了一卡通自助借还
机登录密码的问题。
（信息服务中心）
11 月初，信息服务中心对中国古籍库后台管理平台进
行了升级，对原有的检索功能进行改善，方便用户使用。
（信息服务中心）
信息服务中心于 9 月中旬完成了文荟馆和联合馆各 10
台读者自助上机终端的部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两
翼读者对公共用机的需求。（信息服务中心）
9 月 20 日，校本部图书馆 5 楼研修空间正式对读者开
放。该空间每个座位都配备电源和照明，300 多个座位纳
入了自助选座系统。三楼和四楼自修区座位纳入座位管理
系统的工作正在积极准备中。
（办公室，信息服务中心，读
者服务中心）
为了配合校审计工作，三校区馆对馆内的家具、设备
等财产开展了全面的清点工作，三校区不少同志在督察室
的指导下，团结协作、积极配合，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文荟馆）
9 月 2 日，文荟馆实行“一门式”服务模式，图书的
借还窗口设在一楼大厅。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刘华副馆
长和馆长助理张庆兰老师来文荟馆，为“一门式”试运行
做准备和指导。主管助理曹双琴老师将读者服务部的现有
人员分成三个班次，在流通平台服务。副主任沈红老师和
曹双琴老师召集本部门全体员工开会讨论，为第二天的试
运行工作作好安排：信息服务中心卢志国和陈慧文老师对
所有机器进行调试。文荟馆 “一门式”于 9 月 2 日正式启
动。由于改建施工延时，读者服务部流通平台的工作环境
一度比较恶劣。工作人员克服了噪声、粉尘、涂料、油漆
等困难，带着口罩为读者服务，构成了文荟馆员工爱岗敬
业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文荟馆）
由于多年来馆藏期刊的变化，文荟馆 201 阅览室的期
刊标引已经与实际上不相符合，为了配合“一门式”服务
的顺利开展，方便读者阅览报刊，书库管理部的谢萍、董
庆红、吴蓓斐、严志荣四位老师从 9 月初起，经过一个月
的努力，在换标引的同时，对阅览室的期刊进行了统架。
现在阅览室的期刊排列整齐有序，标引明确。
（文荟馆）
9 月，为迎接市精神文明卫生检查的工作，为读者提供
一个良好的借阅环境，文荟馆书库管理部的 16 位工作人员
采用分片包干的形式，连续奋战十多天，将文荟馆所有的
流通书库、阅览室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文荟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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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中旬，信息服务中心对
Aleph 系统参数进行调
整，实现流通开架书目在架预约、预约到册以及异地预
约功能。本校师生可通过 OPAC 预约的方式，实现跨校
区图书借阅。
（信息服务中心）
根据过刊馆藏规划，全馆 2012 年及以后装订的中文
合订本期刊和新馆送来的 4000 多册期刊合订本将全部
存储在文荟馆，文荟馆书库管理部接到该任务后积极响
应，组织谢萍、董庆红、吴蓓斐、严志荣等工作人员和
433
研究生助管积极投入到该项工作中去，目前，该项工作
22601956162
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当中。
（文荟馆）
10 月 15 日，由信息服务中心编辑的《图书馆信息》
(1998-2005)电子版已经在图书馆主页上网，供读者检索
13532
使用。
（信息服务中心）
113
11 月 7 日下午，图书馆特邀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刘
兹恒教授在校本部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作了《创新、务实
与规范——学术研究与社科基金项目申请》的学术讲座，
回答了一些馆员提出的有关项目申请的问题。
（图讯）
11 月 8 日，图书馆的部分馆员前往世博展览中心参
加了 2013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举办的专题讲座，并参
观了展览。
（图讯）
结合图书馆员外出学习情况，图书馆近期在三楼会
议室进行了如下交流讲座，11 月 11 日，熊惠霖作《科研
机构竞争力分析》讲座；11 月 18 日，康晓丹作《学科
服务探索与实践》讲座；11 月 25 日，方向明作《学术
论文写作及投稿要点》，倪代川作《图书馆科研与社科基
金项目申请》讲座，12 月 2 日，马国栋作《Cspace 系统
校部门禁系统统计
简介》、李柯作《机构知识库》讲座。
（图讯）
在上海市第 26 个敬老日来临之际，在馆党总支书记
陆铭、总支委员张庆兰、卢志国的带领下，图书馆中青
年员工分批前往部分高龄离、退休同志和身患疾病的退
休职工家中家访，送去节日的祝福，了解老同志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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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需求，向他们介绍学校动态，图书馆的未来等。10
月
12 日上午，在图书馆党总支和工会、办公室的组织下，
安排了图书馆离退休职工回娘家活动，总支书记陆铭向
在座的 90 多位图书馆离退休同志介绍了图书馆新的领
图书馆徐志娟上海大学第四名
导班子、新推出的服务项目和优质服务展示月正在开展
的活动等，希望离退休同志对图书馆今后的发展积极献
计献策，恭祝老年人开心过节、健康长寿。（馆党总支）

党建工作

10 月 17 日全体党员在图书馆讲堂观看了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群
众路线教育。
（馆党总支）
图书馆 7 个支部于 11 月 11 日到 11 月 15 日分别召
开了以“查摆问题、开展批评”为主题的组织民主生活
会。7 个党支部的民主生活会都安排了党总支委员 1 到 2
人全程参与，党总支书记参加了其中 3 个支部的民主生
活会，深入到支部中，指导支部开展好第二阶段的组织
生活会，进一步听取群众、党员对本支部和馆领导班子
的意见和建议。（馆党总支）
11 月 20 日，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召开了由上海大
学副校长、图书馆馆长叶志明、学校督导组丁明老师、
杨文硕老师、组织部叶泰和老师参加的班子成员专题民
主生活会，图书馆党总支委员和组织干事也参加了会议。
（馆党总支）
11 月 18 日下午，第四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了朱
大丽同志的入党申请。根据她的一贯表现和本人的入党
申请，全体党员通过表决一致通过她的入党申请，并报
请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四支部）
上海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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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3 年 10-11 月）
馆 名
月份
校部馆
文荟馆
联合馆
合 计

借书量（本）
10
11
21650
24316
5211
5699
660
855
27521

30870

还书量（本）
10
11
21273
23603
5652
5590
700
784
27625
8021

阅览统计（2013 年 10-11 月）
阅览人次
校部馆
报刊阅览室
过刊库
文科阅览室(1)

10
1779
37
1466

11
1997
26
1625

文科阅览室(2)

1561

2837

理科阅览室(1)

3690

4620

理科阅览室(2)

1568

2067

美术阅览室

2067

2646

252

207

27002

26058

文史研究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
合

计

门禁系统统计

39422
10

42083
11

校部馆

153001

180028

文荟馆

22245

18107

联合馆

16510

27905

191756

226040

合
计
2000.11.1-2012..12.5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13248158

9 月 29 日上午，第二党支部在三楼会议室举行了
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民主生活会，会议由
支部书记叶春波主持，馆党总支书记陆铭及支委卢志
国、张庆兰参加会议。陆书记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进行了总结，对二支部今后工作创新提出了希望。两
位总支委员也与大家交流了学习体会。
（第二支部）

工会活动

10 月 25-26 日，在 2013 年上海大学第十届运动会
上，由图书馆、档案馆十八名教工组成的代表队获教
工广播操比赛第三名：参加者：吴方枝、毛琴芳、朱
夏芬、朱丽娟、陈琳、康晓丹、王昱、张玥凡、吴静、
杨潇、陈丽萍、郑维、李柯、江浩、管晓飞、方向明、
鲍国海、余婉芳和熊惠霖。万小娟获女子 100 米、200
米第一名；赵祥荣获男子飞镖第一名(并列)；卢志国获
男子跳短绳第二名；余婉芳获女子跳高第二名(并列)；
马国栋获足球射门第三名；韦金宏获男子跳高第三名；
陈燕获女子跳短绳第四名(并列)；陈笛获足球射门第五
名；李柯获女子篮球投篮第五名(并列)；余婉芳获女子
跳远第七名。接力跳绳获第四名，参加者：：徐志娟 毛
琴芳 朱夏芬 王昱 叶春波 俞永清 陈卫强 严志荣
李铮 方向明；抱球接力获第四名，参加者：陈敏 李
卓娥 张凤明 陈启萍 徐志娟；赶球接力获第五名，参
加者：赵祥荣 俞渭桥 顾兆坤 王建德 俞毅毫。
（分工
会）
http://www.lib.s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