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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获得成功，要有一定的运气和
时机，但勤奋是基础。
——崔琦
（199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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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动态
在上海大学新组建 20 周年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邦新院士 80 华诞之际，在学校宣传部、出版社、档
案馆、图书馆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共同努力下，
上海大学文库率先推出的院士文库成果之一《周邦新
文选》正式出版。2014 年 12 月 5 日上午，本书首发仪
式在宝山校区东区材料楼 520 会议室隆重举行。上海
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罗宏杰，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徐旭，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汪敏，上海
大学终身教授董远达，上海大学学科建设委员会副主
任翟启杰，及上海大学相关部处领导、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的师生出席了仪式。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陆铭介
绍了上海大学文库的建设情况。上海大学文库是上海
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收集出版上
海大学著名学者的科学研究结晶从而完整准确地展现
我校学术发展轨迹及学术成就脉络，具有历史性、资
料性、积累性等重要意义。上大文库将通过线上线下、
实体虚拟文库的结合，分批逐步完成文库建设。周院
士向图书馆、档案馆等代表赠书，向档案馆赠送了书
稿。图书馆、档案馆向周院士颁发了收藏证书。
（校刊）
2014 年 12 月 10 日上午，上海大学 2013-2014 年
度基层精神文明考评小组成员一行 7 人到图书馆实地
考察文明单位创建，图书馆办公室主任梁建、读者中
心副主任徐志娟、办公室蒋燕萍、倪代川向考评小组
成员介绍了我馆近两年馆藏大调整和空间改造情况。
小组成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图书馆五楼研习空间、三
楼阅览室、二楼总咨询服务台，大家随后又到二楼报
告厅观看了反映学校各单位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图书
馆文化墙。考评小组成员对校本部馆一门式管理模式
和文化墙的建立表示赞赏。（办公室）
图书馆利用今年暑假时间对新馆原阅览、流通区
域的文献资源布局进行了调整，为了加强沟通，增强
信息透明度，同时也便于更好地了解调整后读者的切
身感受，以及对图书馆服务的意见和建议，2014 年 12
月 4 日上午，我馆在三楼会议室就以上问题专门召开
读者代表座谈会。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陆铭、党总支委
员、读者服务中心主任王玉富、副主任徐志娟以及资
源建设中心、督查室等相关负责同志一起参加了座谈
会。陆副馆长认真听取了读者代表的发言，并与各对
口部门负责人对以上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办公室）
图书馆查收查引服务需求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2014 年全年出具报告数量 1197 份，2013 年 1007 份，
2012 年 1048 份，2011 年 934 份。(信息服务中心)
上海大学图书馆

2014 年 12 月 12 日上午，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
组织全中心业务学习活动，中心主任王玉富主持学
习。读者服务三部孟争老师以《美国大学图书馆见闻》
为题做了交流报告。孟争老师主要介绍了美国耶鲁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罕布什尔学院、曼荷莲学院等著
名高校图书馆的馆藏、服务情况，与中心其他同志分
享了参观美国名校图书馆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参加学
习的同志纷纷表达了学习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先进管
理服务理念的意愿，中心交流学习气氛热烈。馆办公
室部分老师也参加了学习交流。（读者服务中心）
2014 年 10 月 18 日下午，由图书馆、计算机学
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及社区学院联合举办的 2014 上
海大学第六届 Just 搜搜信息检索能力大赛在东区计
算机大楼正式开赛。我馆情报部主管、副研究馆员詹
华清、社区学院团委书记石婵娟等去比赛现场进行了
视察和指导。此次共有 128 人报名，120 人（40 个团
队）实际参赛。经过 1 小时的团队比赛选拔出 26 支
队伍为“优秀团体”并全部进入个人赛，进入个人赛
的 78 名同学在 30 分钟的中场休息后进入了最终角
逐。本届 Just 搜搜信息检索能力大赛举办方除了图
书馆和计算机学院外，新增了学生工作办公室和社区
学院，四部门的通力合作为这项赛事活动今后进一步
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信息服务中心）
2014 年 12 月 26 日，由经济学院和图书馆共同
举办的“书的告白--上海大学第四期 iShare 真人图书
馆”在美术学院二楼咖啡厅进行。活动邀请了曹琳米
线店主邱在鹏、尽职尽责的城管刘志成、旅行家徐一
琦、志愿者张逸之、由青鸟剧社走向 DJ 电台的李璐
共 5 位真人书参与分享。每位真人书对应 8 位读者，
真人书分享自己独特的经历与心路历程，就读者提出
的问题进行解答。中场休息环节，进行了猜书游戏，
阅读环节结束后，同学们分享了阅读体验与感悟，表
示阅读过程中收获了新的观点，有了更广阔的思路与
视野，表达了对人书的喜爱，陈兰、詹华清、梁建等
参加了活动的组织工作。
（信息服务中心）
由图书馆参与的研究生院研究生论文系统建设
于 2014 年 8 月投入使用，并在不断完美之中，情报
咨询部多位老师参加了论文认定工作，已完成论文认
定 7000 余篇，为我校研究生论文成果的统计、各类
奖学金评定等提供了支持。 (信息服务中心)
2014 年 12 月，情报咨询部继续为我校师生开设
各类图书馆资源利用讲座，包括面向全校师生的一小
时讲座 4 场，面向外国语学院的学科文献检索与利用
讲座。介凤老师还与材料研究所谭晓华老师合作，开
展了嵌入式教学培训的尝试。(信息服务中心)
http://www.lib.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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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应材料学院的施思齐老师要求，情报咨
询部开展运用新工具开展定题服务的探索，为研究人员开展
科学研究提供文献分析与线索，介凤、王娟老师参加了服务
433
工作。
（信息服务中心）
2014 年 226019561
12 月 12 62
日上午，应上海大学图书馆的邀请，美
国雪城大学信息研究学院秦建教授来我馆进行了学术交流，
并以“置身数据包围中的图书馆：取之于数据用之于读者”
13532
为题，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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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等同仁以及我校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硕士研究生和我馆馆员共计 60 余人聆听了秦教
授的报告。秦教授从机构政策、技术基础能力、人员资质需
求的角度详细介绍了数据驱动环境下的图书馆服务，并且通
过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两个应用实例，深入阐述图书馆在利用
现有的大量数据开拓新服务的同时，更需要对数据的总体和
特点有深度的了解和扎实的研究。并呼吁图书馆：大数据管
理时代已经来临，图书馆需要主动适应和应对当前大数据环
境，避免一味追求“高、大、上”，从点滴做起，不断加强机
构重组和政策支持，夯实技术基础能力，加强人力资源培训
力度，持续拓展服务范畴，从大数据中衍生新的服务增长点，
并更好服务于读者。
（资源建设中心）
2014 年 12 月 12 日，詹华清、介凤、熊惠霖、王娟、桂
罗敏、周馨等参加了由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在上海图书馆举
校部门禁系统统计
办的情报新工具开发利用与服务新思路战略研讨会。
（信息服
务中心）
2014 年 12 月 18 日，图书馆部分职工参加了在嘉定区图
书馆新馆举行的“新常态、新思维、新服务”——上海市图
书馆学会 2014 学术年会暨嘉定区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新
版上线仪式，听取了学术报告。
（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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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活动
2014 年 12 月 24 日上午，图书馆分工会“教工之家”、
“妇
图书馆徐志娟上海大学第四名
女之家”揭牌仪式在校本部图书馆举行，校工会常务副主席
姜继平、副主席翁新楚、校工会副主席、校妇委会主任顾红、
校工会办公室主任张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陆铭、档案馆馆
长徐国明以及两馆部分职工参加揭牌仪式。馆分工会主席梁
建全面回顾了“教工之家”、“妇女之家”活动室的选址、设
计以及设备购置等情况，对校工会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
感谢。姜继平同志代表校工会致辞，对图书馆分工会“教工
之家”启用表示祝贺，同时对图书馆党政领导、分工会领导
长期支持校工会工作表示感谢，希望图书馆分工会全体会员
积极参加工会活动，充分利用“教工之家”平台，增强自身
体质，加强互动交流，更好地为图书馆、档案馆中心工作服
务。顾红同志代表校妇委会感谢图书馆、档案馆对妇委工作
的关心和支持。陆铭同志代表图书馆党总支感谢校工会、校
妇委会长期支持图书馆分工会、妇委会工作，特别是对“教
工之家”
、“妇女之家”活动室的筹建给予了大力支持，希望
两馆职工充分利用“教工之家”、“妇女之家”平台，加强体
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推动两馆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办公
室）
2014 年 12 月 15 日，分工会举行职工卡拉 OK 活动，有
10 余位选手参加了活动，其中，联合馆的陆长发老师在 12
月 25 日举行的 2014 年上海大学教职工迎新歌咏比赛中获得
三等奖。（分工会）
2014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图书馆三楼会议室召开了“2014
年图书馆教职工代表、工会代表大会”，全体双代会代表、主
管助理以上干部 40 余人出席，会议通过了《图书馆考勤制度》
及绩效工资调整方案。（分工会）
由上海大学博物馆（筹）、美术学院、波兰驻沪总领事馆
主办，上海大学图书馆、美术学院潘耀昌工作室协办的“皇
冠上的宝石——波兰招贴艺术展”开幕式，于 12 月 16 日下
午 1:30 在图书馆展厅揭幕。（办公室）
上海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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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4 年 11-12 月）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11
12
11
12
27285
24755
26090
26784
5917
4724
5727
5807
649
644
854
720
33851
30123
32671
33311

馆名
月份
校部馆
文荟馆
联合馆
合计

阅览统计（2014 年 11-12 月）
阅览人次

校部馆
月份

11

12

报刊阅览室
过刊库
美术阅览室

4378
63
2401

3926
26
2147

文史研究阅览室

182

203

电子阅览室

27033

30549

合

34057

36851

计

门禁系统统计（2014 年 11-12 月）
月份

11

12

校部馆

166625

168813

文荟馆

32068

34970

联合馆

24518

24331

223211

228114

92442

182771

合

计

主页访问人次

党建工作
2014 年 12 月 24 日，图书馆第四党支部在本月的
组织生活中学习了习近平同志有关依法治国、反腐倡
廉以及高校反腐的相关文件，党员们就此开展了热烈
的讨论，大家表示要从自身做起，严守党的纪律，遵
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第四支部）
2014 年 11 月，图书馆党总支收到了嘉定区新成路
街道综治办和组织科写来的一封感谢信，信中表扬第
四支部党员毛琴芳利用休息时间定期参加街道组织的
“楼主党建平安行”在职党员志愿者夜间巡防工作，
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高尚无私的奉献精神，
“在社区
中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党总支）

光荣榜
2014 年 12 月 18 日，我馆荣获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颁发的 2012-2014 年优秀学术活动组织奖。
（图讯）
2014 年 12 月 29 日，我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处
获得“2014 年度上海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馆
际互借’”第一名。（读者服务中心）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我馆被授予“2013-2014 年度
上海市高等学校先进图书馆”
，徐志娟、万燕平、詹华
清、马国栋、李柯被授予“上海市高等学校图书馆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办公室)

献爱心
在图书馆分工会组织的 2015 年春节送温暖、“一
日捐”活动中，图书馆 159 位职工慷慨解囊，共计捐
款 14180 元，为困难职工奉献了一份爱心。(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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