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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对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

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21年物理学奖获得者）

3月 26日，图书馆接到国际事务处的请求，要求提供
土耳其海峡大学、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KOC大学，三所
大学关于工程技术、科研方面的资料。介凤，实习生李红
培参与了此项工作，于 4月 2日完成了《土耳其三所高校
工程技术领域科研概况》报告。（信息服务中心）

图书馆机构库建设项目平台采用中科院定制开发的
CSpace机构知识库系统，信息服务中心已完成 CSpace平
台搭建工作，完成了部分期刊论文数据的加工和录入工作。
（信息服务中心）

2013年 11月上旬，信息服务中心与资源建设中心一
起对外文电子图书和 Aleph系统的对接工作进行了系统测
试和数据测试，现已每月定量对接一部分数据。（信息服
务中心、资源建设中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新校区图书馆三楼及四楼阅览
区于 2013年 10月 23日正式启用座位自助管理系统，至此，
新校区图书馆近千个座位实现了读者自助管理，有效改善
了公用资源的合理利用，受到读者的欢迎。（信息服务中
心、办公室、读者服务中心）

原有的自助复印系统中的主机系统故障不断，给读者
带来了很多不便。新学期开学之后，信息服务中心对自助
复印系统中的主机系统进行了更换，并安排人员对自助打
印机定时巡检以便及时解决问题。新主机系统上线后，较
大程度地降低了自助打印机的故障率。（信息服务中心）

信息服务中心于 2月下旬开发完成了 OPAC与读秀系
统的对接，实现了在 OPAC系统中显示图书封面（OPAC
页面右侧信息栏中），而且读者可以在线阅读相关图书的
前 30页，为读者利用图书资源提供了方便。（信息服务中
心）

2月 21日星期五，科技处因教育部科技统计工作数据
采集需要填写《科技成果情况表》，根据中信所光盘对我校
三大检索论文按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医药科学、农业
科学进行统计，要求下周二给结果，接到任务后情报部加
班加点，按时于 2月 25日完成统计工作。（信息服务中心）

为更好的提高材料学院学生的科技文献检索能力，培
养学生学术素养和科研技巧。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詹华清
应邀于 4月 4日下午 3点半，在宝山校区东区材料楼副楼
520会议室以“文献检索那些事儿”为主题开设了专题讲座。
（信息服务中心）

2013-2014年春季学期，情报服务中心承担了 4个本科
生《文献检索》授课任务，学生 392人，1个《信息素养》
班，89人。1月 1日-3月 26日，完成学位论文审核 573
次，接收论文约 360本。（信息服务中心）

2月，情报服务中心编辑《2013年上海大学图书馆年
报》，从多方面、多角度如实反映过去一年图书馆全体职工
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所做的工作。（信息服务中心）

工作动态
4月 15日下午，主题为“与上大同成长”的上海大学第二

届读书月活动于校本部图书馆二楼报告厅开幕。活动由图
书馆主办，校宣传部、社区学院、文学院协办。上海大学
副校长、图书馆馆长叶志明，宣传部部长、文明办主任陈
志宏，宣传部副部长钟德津，社区学院党委书记王军华，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副馆长卢志国、刘
华，党总支副书记张庆兰和图书馆各部门人员及部分师生
参加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上海大学宣传部副部长钟德
津作了“阅读、人生、梦想：图书阅读与生涯发展”专题讲
座，他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读书日”（每年 4月
23日）谈起，直面当前我国国民阅读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
的差距，认为阅读不仅可以改变人生，而且事关国家的兴
旺发达。 (办公室)

3月 5-14日，典藏维护部依据馆藏数据处理方案对文
荟馆四、六楼架位法书库问题书进行了实地处理，共处理
馆藏条码重复、馆藏地有误、无索书号、架位号扫描错误
等数据及实体书共计 1万多条（本）。（资源建设中心）

3月中旬，典藏维护部对 110室中文过刊库及 112室
外文过刊库文献排架及资源分布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
析，为中文过刊库并架及外刊典藏工作做好准备。（资源建
设中心）

1月 8日-21日寒假前后，图书馆接到国际事务处的请
求，配合我校与巴林大学的合作开展信息调研，詹华清、
熊惠霖、介凤在假期里，完成了《巴林大学科研及研究人
员分析》。（信息服务中心）

2月底，图书馆接到科技处的请求，要求对复旦、交
大、华东理工、上海大学四所学校材料学科的论文产出情
况进行统计，包括四校全球学科排名比较、四校 ESI高被
引论文比较、四校 ESI Hotpaper比较、近五年论文统计等，
詹华清、介凤、朱丽娟、刘华参加了相关工作，于 3月 2
日完成《上海四校材料学科论文统计》，并于 4月初根据
新的要求作了数据补充。（信息服务中心）

3月 3日，图书馆接国际事务处的请求，要求在一周
内完成英美 8所电影院校的基本情况调研。学科情报服务
小组的詹华清、沈婷婷、熊惠琳、王娟、曾纪洁、朱丽娟、
陈艳、万小娟、朱大丽、王世华、杨潇、张姣等 12位老师，
以及邓佳、赵洁洁两位在读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工作，大家
加班加点，拿出了初稿，在“三八”妇女节和周日期间，沈
婷婷、张姣、邓佳、詹华清进行整理与统稿，陆书记也参
与修改，在周日下午完成并付印，周一将报告送到国际事
务处，受到校领导的表扬。（信息服务中心）

3月 7日～25日，情报服务中心分别为理学院和通信
学院统计了两个学院的 2013年三大检索发文情况。（信息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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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4年 4月）
馆 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校部馆 20457 21003
文荟馆 4626 4691
联合馆 637 677

合 计 25720 26371

阅览统计（2014年 4月）
阅览人次

校部馆

报刊阅览室 3821
过刊库 7
阅览室(1) 3895
阅览室(2) 4160

阅览室(3) 3764
阅览室(4) 2932

美术阅览室 1488
文史研究阅览室 135

电子阅览室 23006

合 计 43208

门禁系统统计（2014年 4月）

校部馆 131340

文荟馆 18814

联合馆 18079

合 计 168233

主页访问人次 125766

献爱心
4月中旬，图书馆徐志娟、荆艳芳和颜虓参加

了公民义务献血，奉献了爱心，主动报名献血的还
有李华、沈红、陈慧文等同志。（办公室）

友好往来
4月 9日下午，上海图书馆采编中心中文采编

部副主任徐玉花、应用研究部副主任张晓文、编目

总审校丁建勤以及马步遥、孙丽娟等一行五人就

Aleph管理系统事宜来我馆进行专项调研。我馆热
情接待了来宾并进行了座谈。刘华副馆长、卢志国

副馆长、张庆兰副书记、马国栋、陶蕾、方向明等

参加了座谈会。双方就 Aleph系统上线调研、系统
测试、数据转换、试运行、业务环境模拟、参数设

置、编目模块使用以及与艾利贝斯公司的沟通、加

强用户合作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并表示将在

会后保持进一步沟通和联系，共享参考资料和信

息。座谈后，方向明等同志还陪同来宾到资源建设

中心对编目模块的运行及参数设置等情况进行了

实地调研和演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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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徐志娟上海大学第四名

近期，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进单位——上海益民
食品一厂历史展示馆与我馆签订了精神文明共建公约。3月
28日至 4月 21日，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历史展示馆图片在我
馆二楼大厅向读者展示，20幅图片详细记录了我国现代食品
工业的发展轨迹，反映了“光明”品牌的诞生历程，展示了江
泽民同志在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工作经历。（办公室）

3月 28日、4月 3日，资源建设中心分别举行了两场业
务学习交流会。陶蕾、徐晓、陈琳、朱丽娟以及我馆硕士生
许新巧分别就我馆音乐数据库建设情况、音乐数据库概况、
CNKI、Web of Science数据库应用以及高校图书馆荐购系统
的构建等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或演示，让大家对我馆数据库
及荐购系统的改进，特别是拟构建的音乐馆藏资料有了更加
清楚的了解。方向明、周馨、桂珊、魏晓萍以及徐晓等分别
就我馆低利用率文献高密度储存实践项目、RDA编目标准、
JISC有效学习空间设计、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服务以及上合组
织概况等情况进行了介绍与交流。刘华副馆长主持了交流会，
并进行补充和点评。（资源建设中心）

4月 4日下午，图书馆与音乐学院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举办座谈会，并安排音乐类文献资源供音乐学院老师现场选
购。副校长、音乐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叶志明、图书馆党
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音乐学院副院长狄其安以及音
乐学院和图书馆十余位老师出席了座谈会。（资源建设中心）

4月 18日下午，资源建设中心举行了业务学习交流会。
徐刘靖以我馆为例，对 Springer电子书 2008-2012五年的使
用情况进行了跟踪分析，总结用户使用规律，并对外文电子
图书采访工作提出了若干建议；方向明以国内外图书馆较具
代表性的高密度储存库实践为例，就低利用率文献合作储存
的理论与实践进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了交流；我馆硕士研究生
孙淑凤分享了在上音附中的实习经历及个人体会；陈艳结合
自身工作，谈了民国文献的保护及我馆民国文献整理编目的
情况；王昱结合近期去中国农大参加“文献保护与修复研修
班”的学习情况，和大家详细阐述了文献保护、破损文献修复、
图书馆灾害预防及危机处理的方法，普及文献保护及灾害预
防方面知识。刘华副馆长主持了交流会，并进行了总结和点
评。（资源建设中心）

4月 3日下午，学术报告组织工作小组举办了“上海高校
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申请专项交流会，邀请已获得该
项目的几位同志与年轻馆员进行交流。徐刘靖介绍了项目申
请的条件和时间节点、注意事项等情况；熊惠霖、王娟、周
馨、吴明明、冯春英及李倩等结合申请书撰写、中期考核准
备、论文发表、如何结项以及项目经费使用等注意事项及心
得体会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和分享；倪代川谈了科研经验和写
作技巧。年轻馆员踊跃提问，认真记录，气氛热烈。党总支
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进行了总结。（办公室）

党建工作
3月 19日上午，二支部在三楼会议室召开党员组织生活

会，除 1名同志产假外，其余 10名党员都出席了会议，会议
由支部书记叶春波主持。会上，大家重点学习了第十八届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及相关材料、学校第
十八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文件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总结大会精神，并围绕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第二党支部）

4月 18日上午，第四支部召开党员组织生活会。卢志国、
詹华清、万小娟和沈婷婷 4位党员，分别就学习习近平讲话，
实现中国梦、围绕学校教学科研开展学科评价服务、挂职锻
炼的体会以及结合本职工作开展科技活动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发言。并就图书馆的 KPI指标，党员们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第四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