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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科学的基础是健康的身体。
——玛丽·居里
（1911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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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动态
3 月 20 日上午，图书馆在校本部图书馆讲堂举行
全馆职工工作大会，来自三校区图书馆全体职工参加
此次大会，常务副馆长陆铭、副馆长刘华、卢志国、
总支副书记张庆兰出席会议，党总支书记刘日宇同志
主持会议。
刘日宇书记首先对 2015 年全馆工作进行动员和部
署，并围绕学校全系统 KPI 管理背景、特点、目标与
意义进行了全面讲解，希望各部门围绕 KPI 管理理念，
做好图书馆 KPI 的计划与落实。
随后，常务副馆长陆铭从 KPI 完成实施情况、KPI
亮点工作、日常工作业绩以及其他关键工作业绩等方
面介绍图书馆 2014 年度工作情况；从 KPI 指标任务与
日常重点工作两方面介绍了 2015 年度图书馆工作要
点，其中，2015 年 KPI 指标主要包括五年工作规划制
定、学科服务工作、移动信息服务、文化建设等四方
面，日常重点工作主要围绕读书月、服务月、毕业季、
新生季、网站改版、绩效分配、岗位聘任、安全管理
以及人力资源建设等方面有序开展；此外，常务副馆
长陆铭重点围绕总体思路、宽带系数、考核等对图书
馆绩效分配方案进行了系统分析，对图书馆职工工作
任务目标书的制定与填写进行了说明。
最后，刘日宇书记对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
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等进行了布置，要求各支部按照组
织开展专题学习、组织开展谈心谈话、梳理形成问题
清单和整改措施、召开党员大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
作、党支部反馈和小结等过程阶段做好支部与党员民
主评议工作。（办公室）
随着移动网络的发展，移动阅读已成为人们新的
生活方式之一，为更好地适应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
我馆近期新增了歌德电子书借阅机，为读者提供电子
图书刊下载服务。歌德电子书借阅机安装在我馆新馆
二楼大厅，预装了 2000 种独家授权的正版图书，内容
涵盖精品推荐、经典名著、生活保健、经管理财、成
功励志、小说传记、政史军事、文学艺术、科学技术、
社会法律、哲学宗教、亲子育儿等，图书与出版社纸
书同步发行，每月更新 100 本电子图书。电子书借阅
机通过多点触控进行操作，支持滑动、拖动等手势。 读
者只要用手指轻轻地触碰显示屏上的图片就能实现对
主机的操作，读者扫描下载并安装超星移动图书馆客
户端后，只需在电子书借阅机屏幕上选择心仪图书，
扫描图书封面二维码，便可将该书下载至手机，免费
体验高清电子阅读。
（资源建设中心）
上海大学图书馆

1 月 15 日上午，图书馆-社会学院学科化服务基
地共建事宜商洽在校部 B417 进行。社会学院直属党
总支书记沈艺主持会议，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陆铭、社
会学院副院长刘玉照、图书馆副馆长卢志国分别就图
书馆的信息化建设，人文社会学科学术研究信息化
支持等主题开展讨论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学科化服
务基地共建将促进社会学院的学科建设，图书馆的服
务更具有针对性，这也是双方共建的基础，希望通过
协议的签署，具体落实今后的工作。随后，刘玉照副
院长和卢志国副馆长分别代表社会学院和图书馆在
协议书上签字，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社会学院和图书
馆的教师和馆员代表。根据协议，图书馆将加强与社
会学院的联系，围绕社会学院师生教学和科研工作需
求，双方将就学科资源建设、信息素养教育、机构库
建设、科研数据管理和学科情报支持等方面开展全方
位的合作共建，实施学科化服务，为社会学院的教学、
科研、学科建设等工作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支持。（信
息服务中心）
2014-2015 冬季学期，信息服务中心的教师完成
了两个本科生班《文献检索课》教学任务，授课学生
231 人。（信息服务中心）
2015 年第一季度，信息服务中心共完成了各类
论文检索证明报告 351 个，其中包括人才引进、科研
成果报奖、博士生导师资格认定、教师职务晋升和研
究生毕业等需要，满足了读者及学校其他部门的多种
需要。
（信息服务中心）
图书馆目前已有两个研究空间可供师生预约使
用，师生可凭借一卡通用户名和密码登陆预约系统进
行预约使用。研究空间里配置了计算机、网络、有线
电视、投影仪等设施以及常用的专业软件，打通了信
息载体、内容分类、物理空间的界限，通过整合网络
资源和智力资源，营造向外辐射创新能量的学习中
心，为读者提供研究、教育和学习等活动所需的不同
载体信息资源的一站式服务。读者通过研究空间可以
享受集成式、多元化的学习体验，同时可以进行多信
息的交互和共享，激发创新思维，提高学习效率和学
术研究能力。（资源建设中心）
我馆新增一台龙源期刊“云借阅”机，该机有一
人多高，全身黑色，一眼望去，酷似一部大型超薄手
机。其触摸屏、界面与 iPhone 推出的 ibooks 相似。
“云借阅”是 24 小时自助数字图书馆，主要有期刊、
图书两大类，其中期刊有 100 种、图书 2000 种，使
用歌德电子书借阅机和龙源期刊云借阅机，读者不仅
可以免费下载使用所需资源，也使得阅读书籍和期刊
将变得更加轻松自由。（资源建设中心）
http://www.lib.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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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通过多媒体技术提高新书推广力度，不定期在图
书馆主页、微博上更新新书到馆信息，推出了好书推荐服务，
每天在微博中更新一本推荐图书，利用微博、微信平台，增
433
设答疑解难栏目，对读者使用中提出的任何问题，给予及时、
22601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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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答复。
（资源建设中心）
3 月 23 日上午，我馆在四楼会议室召开了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学术图书馆云存储联盟模式与机制研究”研讨会，会
13532
议由该项目主持人刘华研究馆员主持。常务副馆长陆铭、副
113
馆长卢志国、硕士研究生导师詹华清、盛兴军、方向明、倪
代川以及陶蕾、徐刘靖、介凤等 10 名项目组成员一起参加了
研讨会。常务副馆长陆铭简要阐述了建立研究型大学图书馆
的战略意义和内在要求，强调建立科研项目团队和老中青人
才梯队的重要性，并充分肯定了我馆近年来在科研上取得的
可喜成绩，指出该项目是近年来我馆获得的第三项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要以较高的要求和标准顺利完成该项目，其中必
然会面临很多压力和困难，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攻坚克难，
密切分工，发挥团队优势，共同把这个项目做好，并在研究
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升学术研究能力。
（资源建设中心）

党建工作
1 月 28 日上午，图书馆党总支民主生活会在图书馆三楼
会议室举行，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汪敏、图书馆档案馆党政
领导班子和组织部尚彩伶同志参加了图书馆党总支的专题民
校部门禁系统统计
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的主题为“严格党内生活，严守党的
纪律，深化作风建设”。
根据学校党委《关于召开 2014 年度学院系统党政班子民
主生活会的通知》的要求，图书馆党总支要求党政班子成员
认真领会学习通知精神，深入到图书馆和档案馆各部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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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召开了群众座谈会，广泛征询群众意见，班子成员也
在会前互相之间进行了谈心沟通，意见交流，做了充分的准
备工作。
会议首先由刘日宇书记通报了图书馆党总支民主生活会
图书馆徐志娟上海大学第四名 79804
准备情况和党总支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针对整改措施
的落实情况。随后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陆铭、档案馆馆长徐国
明以及两馆其他班子成员分别进行了个人对照评议，并就前
期班子成员分别在群众座谈会上听取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反
馈和讨论，班子成员也对班子和个人在贯彻民主集中制，遵
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政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和坚持反对“四风”等方面开展了中肯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在三个小时的会议中，大家畅所欲言，讨论气氛既热烈
又和谐。
汪敏副校长听取了班子成员的自我评议和相互评议后进
行了点评，他充分肯定了图书馆和档案馆班子成员以及全体
员工在过去一年所做的工作，同时也提出了希望，要求两馆
加大与同行业之间的交流，找到与 985 高校之间的差距，并
加强与学校各部门院系的联系合作，以战略性思维和明晰的
发展目标做好两馆的 “十三五”规划，不断提高两馆的核心
竞争力。
通过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
目标、增强了信心，决心在学校党政领导的领导和支持下，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围绕学校的中
心工作，制定并完成好部门的全年工作目标和任务，更好的
服务于全校师生。2014 年发展。（办公室）
3 月 27 日，第三支部上午在三楼会议室召开支部党员大
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党支部书记通报支部的问题清
单和整改措施，支部党员都在前期谈心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
作出自我评价和自我批评。支部其他党员畅所欲言，对每位
党员指出了个人存在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普遍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探讨，接着党员进行了民主测评，民主测评采取
发放测评表，对党员进行投票测评。（第三支部）
上海大学图书馆

2015 年 4 月

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5 年 1-3 月）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1
2
3
1
2
3
26557 7529 19327 32593 7177 21198
5343 1373 4003
6068 1508 4684
553
122
440
1022
145
528
32680 9066 23917 40316 8929 26771

馆名
月份
校部馆
文荟馆
联合馆
合计

门禁系统统计（2015 年 1-3 月）
1
2

月份

3

校部馆

179157

201502

62275

文荟馆

36290

4381

10614

联合馆

24109

899

6915

79804

26696

79804

合

计

主页访问统计（2015 年 1-3 月）
1
2
月份

3

中文主页

106706

34721

73982

英文主页

133

93

106

3 月 26 日，第四支部在三楼会议室召开党员会议，
内容为党员民主评议，各位党员开展自我批评，并对
支部书记和各位党员进行了民主测评。
（第四支部）
2014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图书馆第三支部组织党
员到弘基电影院观看了广受好评的 3D《智取威虎山》，
电影《智取威虎山》讲述 1946 年八年抗战刚刚结束，
内战在东北一触即发之际，一支骁勇善战的小分队与
在东北山林盘踞多年的数股土匪斗志斗勇的故事。党
员们通过观看这部影片,加强了革命传统教育，增强了
爱国主义情怀。
（第三支部）
由上海大学图书馆主办、上海市建筑学会、华东
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槇文彦事务所、深圳招商地产、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协会协办的《槇文彦建筑设计作
品图片展》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2 月 7 日在图书馆
展厅展出。作品展现槇文彦以五十年不变的严谨设计
作风，出色地融合东西方文化精髓，以包容、多元、
交叉的学科理论，高超洗练的艺术创造力，灵慧地汲
取自然资源，细致地赋予建筑丰富的表情、优雅的形
态以及变幻美妙的光和影。（办公室）

工会活动
3 月 31 日—4 月 2 日，图书馆妇委会组织我馆全
体女职工赴顾村公园进行踏青和赏樱，图书馆分工会
还组织大家以“花”为题，开展摄影作品评选活动。

光荣榜
3 月 6 日，上海市高校图工委举办了“上海市高校
图书馆‘紫越杯兵乓球比赛”，作为三个赛区之一的北
区团体赛在上海理工大学体育活动中心举办，北区 9
支队伍近 60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经过顽强拼搏，我馆
代表队最终荣获第三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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