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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
个问题更重要。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2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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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图书馆情报信息服务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在我馆举行
11 月 7 日，由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主办、上海大学
图书馆承办的现代图书馆情报信息服务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校本部图书馆二楼召开，研讨会
以“图书馆情报信息服务：转型、发展与创新”为主题，研讨“情报信息服务与大学图书馆内涵发展、
技术驱动与智慧图书馆服务、空间塑造与图书馆功能转型”等图书馆情报信息服务前沿课题。
本次会议分上午与下午两个场次。上午会议由上海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华主持，上海大学图书馆直
属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致辞，对前来参会的领导与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与会人员介绍了
我馆近年来开展的情报信息服务实践与思考。随后，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秘书长肖沪卫、同济大学
图书馆馆长慎金花、山东建筑大学图书馆馆长许福运分别作了“现代图书馆情报服务现状与未来展望”、
“大学图书馆服务创新与组织变革”、
“全息创新——创新专利能力提升法则”主题报告。下午会议由上
海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卢志国主持，我校情报学研究中心主任吕斌、上海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副主任金红
亚、我馆办公室副主任季颖斐、上海海事大学科学研究院院长陈伟炯分别作了“情报思维的本质和情报
分析的艺术”、“空间塑造与图书馆功能转型——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与产业图书馆实践”
、“人．空间．
服务：澳大利亚图书馆访学分享”、
“海事产业信息智库：知识总后、情报总参、行业智库”等主题报告。
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天津
大学图书馆、东南大学图书馆、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中科院药物所信息中心、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
海水产研究所、宝钢集团中央研究院情报中心、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 110 余位图书馆同
仁参会，共商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社会转型加速背景下的图书馆情报信息服务应对战略，深入探讨图
书馆如何调整自己的定位与服务模式，实现图书馆情报信息服务的转型、发展与创新。（办公室）

工作动态

国庆长假和敬老节前夕，图书馆直属党总支
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图书馆副馆长刘华、卢
我馆作为 CALIS 三期联合目录项目参建单位，重
志国，图书馆党总支副书记张庆兰，图书馆分工
视人才培养，着力打造优秀编目员团队，锻炼和培养
会主席梁建，党总支委员王玉富等，带领部分青
了相对稳定的数据建设与共享队伍，为项目的可持续
联会同志，分别前往图书馆部分老领导、高龄和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获得由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
患病老同志以及在职大病的 19 位职工家中进行
理中心颁发的“CALIS 三期编目员队伍建设优秀奖”。
慰问，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关怀。
（党总支）
（资源建设中心）
联合馆的自助打复印机使用率很高，最近两
11 月 20 日下午，办公室季颖斐老师应邀于校本部
个月出现了使用量“井喷”现象。仅 11 月 3 日
图书馆三楼会议室为图书馆职工作澳大利亚图书馆访
到 11 月 19 日半个月，共计 1.8 万余张。经统计，
学分享交流，来自读者服务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办
从 9 月 15 日到 11 月 15 日的两个月时间，累计
公室、督察室等部门老师参加此次交流。季老师以
打复印量达 5 万余张，最多一天打印、复印量近
2013-2014 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图书馆担任访问学者
4 千张。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许多工作人员默
期间对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等调研考察
默付出，如书库主管张永达主动承担了纸张和墨
为基础，以“人.空间.服务”为主题，生动、活泼的介
粉的保管、每日早间打印纸张的装盒准备、墨粉
绍了各类澳洲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并结合国内图书
盒的更换等；同时，有难度的问题也都是由他来
馆服务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我国大学图书馆如何拓展
解决，他的这种精神带动了一大批工作人员积极
空间资源、整合文献资源、挖掘人力资源等进行服务
进取，努力向上。（联合馆）
创新和功能转型进行了热烈讨论。
（办公室）
上海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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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图书馆优质服务月中，文荟馆通过接待读者
参观闭架书库和发放读者满意度调查问卷两种方式优化
服务。在服务月期间，每周二上午中文闭架书库和每周
433
五上午外文闭架书库分别由有关老师接待读者参观，让
22601956162
读者了解文荟图书馆闭架书库馆藏情况。此外，文荟馆
发放读者问卷 30 张，问卷的反馈结果显示：文荟馆读者
13532 90%，本科生 10%，理工科学生 90%，文
中，研究生占
113
科学生 10%。来图书馆自修同学占总人数的
90%，借还
书同学占到来馆总人数 80%。93.3%的同学对文荟馆的服
务表示基本满意，有 14 位同学对图书馆服务提出了建议。
（文荟馆）
11 月 21 日下午，“爱心服务 你我传递——图书馆
2013-2014 年度优秀研究生助管、优秀志愿者表彰总结大
会” 在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召开，来自各院系优秀
研究生助管、优秀志愿者、新志愿者代表以及“蓝纽带”
爱心服务社的同学们参加了会议。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副部长凌长臣、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郭慧梅、通信学院
团委书记薛程、图书馆副馆长刘华、卢志国、总支副书
记张庆兰、读者服务中心主任王玉富、副主任徐志娟、
文荟图书馆副主任沈红等出席此次会议，他们向获得“优
校部门禁系统统计
秀研究生助管”奖与“优秀志愿者”称号的李晨、陈海
莹等同学颁发获奖证书。
“优秀研究生助管”和“优秀志
愿者”与大家分享了获奖喜悦和工作感想。图书馆领导
还与优秀研究生助管、优秀志愿者们就学生岗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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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惩制度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办公室)
为了配合“现代图书情报信息服务战略发展学术研
讨会”的成功举办，信息服务中心专门开发完成了专题
网站，从多个方面对该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宣传，起到了
图书馆徐志娟上海大学第四名
很好的效果。（信息服务中心）
10 月 31 日上午，卢志国副馆长和詹华清主管到同济
大学图书馆，参加由同济大学图书馆任组长的“上海高
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组”工作讨论，我馆作为
副组长单位，将承担“2015 年上海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
教育学术研讨会”和“2016 年上海高校图书馆信息检索
技能大赛”两项任务的策划和组织工作。
（信息服务中心）
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的利用自助上机终端，信息服
务中心于 11 月对校本部 5 楼多媒体阅览室的 163 台终端
机进行了一次整体的升级更新，从而给读者创造了良好
的用机环境。（信息服务中心）。
10-11 月，情报服务中心继续为我校师生开设各类图
书馆资源利用讲座，包括举办面向全校师生的 1 小时讲
座 7 次，与图书馆资源中心、读者中心合作为新进教师
开设图书馆资源讲座以及分别为管理学院、图情档系、
环化学院、中欧学院和钱伟长学院的师生开设图书馆利
用讲座，参加人数 1242 人。（情报服务中心）
10 月中旬，情报服务中心完成了我校社会学院委托
的社会学院高峰学科计划数据检索报告一份，向该院提
供了我校社会学院专职教师与中、外各一所大学社会学
院的专职教师的发表论文数、论文总被引数、学科 H 指
数、20 篇引用率最高的论文篇均被引、论文均被引数和
学术著作数量等指标，受到好评。
（情报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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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4 年 9-10 月）
馆 名
月份
校部馆
文荟馆
联合馆

借书量（本）
9
10
31949
23143
7625
4669
1007
562

还书量（本）
9
10
26106
26450
5732
5294
811
763

合

40581

32649

计

28374

32507

阅览统计（2014 年 9-10 月）
校部馆
月份
报刊阅览室
过刊库
美术阅览室

阅览人次
9
10
4803
4662
10
1998

17
2085

文史研究阅览室

216

383

电子阅览室

27241

28290

合

34268

35437

计

门禁系统统计（2014 年 9-10 月）
月份

9

10

校部馆
文荟馆

165953
29598

161399
30791

联合馆

18471

19835

214022

212025

200308

203911

合

计

主页访问人次

党建工作
为了加强基层党组织模范先进性、增强我们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也为了加大对基层党
建特色工作和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促进党员教育持
续、均衡发展，党总支决定建立图书馆党总支基层党
建网、党建微信平台和党建 QQ 群。11 月 21 日，党总
支召集各栏目的负责人开会落实具体工作。
（党总支）
10 月 31 日下午，图书馆第三支部参观了刚刚落成
的“溯园”，一起回顾老上海大学的峥嵘岁月，感受老
上海大学的革命传统，党总支书记陆铭参加了此次活
动。（第三支部）
11 月 20 日，图书馆第二党支部组织资源建设中心
党员和群众一起参观了上海博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
（第二支部）
继第四支部鲍国海之后，文荟馆支部谢萍最近也
光荣地成为了上海科技馆暨新上海自然博物馆市民志
愿者服务总队的一员，他们将利用节假日的业余时间，
在两馆里为游客服务，践行志愿精神。
（党总支）

友好往来
9 月 10 日上午，两名来自日本筑波大学图书情报
学系研修生前来图书馆进行学术考察，图书馆直属党
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副馆长刘华以及办公室
倪代川、吴明明一起参加了交流。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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