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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

生活的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
想。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工作动态
6月 25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名
单，我馆共有一般项目与青年项目各 1项获得立项，
分别为盛兴军副研究馆员主持的“图书馆空间资源变

革与服务融合趋势研究”（编号 15BTQ012）、倪代川副
研究馆员主持的“数字档案资源生态管理策略研究”

（编号 15CTQ036）。自 2007年我馆首次获得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立项资助以来，先后有 12人获得上海市选拔
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资助；1人获得上海市教委科研
创新项目立项；1人获得全国高校古籍委项目立项；3
人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立项；5人获得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1人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荣誉。近年来，图书馆紧密围绕学校发

展战略，以“数字化资源、学科化服务、国际化视野”

理念为指导，鼓励职工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与专业交流，

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馆讲学，积极主办专业学

术会议，有效塑造图书馆学术氛围，不断推进研究型

大学图书馆建设，提高图书馆学术科研水平，增强图

书馆学术服务能级，提升图书馆在业界的学术影响力，

为学校师生的教学、科研等提供保障。(图书馆)
6月 12日下午，图书馆培养的 4位 2012级图书馆

学方向硕士研究生进行了毕业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同

济大学图书馆馆长慎金花研究馆员（组长）以及图书

馆的 7位硕士生导师组成，4位研究生在答辩过程中都
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能力和应答能力，答辩委员会一

致同意授予 4位学生管理学硕士学位，并推荐出了 1
位学生参加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硕士点)

4月 22日，上海大学课程试卷考评工作小组公布
了 2014-2015学年冬季学期上海大学期末考试试卷考
察评审结果。信息服务中心毛琴芳老师的文献检索

（00924004）试卷在 6个学校直属单位课程试卷抽查
中，考评得分 95，名列第 1。（信息服务中心）

6月，信息服务中心鲍国海分别到我校新型显示中
心和社科学院为 46位研究生和教师开设了图书馆资源
利用和投稿指南讲座，收到读者欢迎。（读者服务中心）

6月，信息服务中心共为我校 303位读者出具了论
文检索证明报告，完成科技查新 5项。（信息服务中心）

6月，信息服务中心在图书馆报告厅为全校师生开
设一小时讲座 6次，内容为：核心期刊与投稿指南、
专利知识及专利文献检索、为知笔记：跨平台、云端
的个人知识管理工具、信息推送与检索定制、学术发
现一站式检索之中国知网篇、学术发现一站式检索之
超星发现篇，共有 30位读者参加。（信息服务中心）

7月 1-7日图书馆对现在岗的馆聘中心主任、副主
任、主管等干部进行了任期考核，考核时间范围为本
轮聘任期内（2011年 9月至 2015年 6月），由各中心
（分馆）全体参会职工对其进行书面测评。（办公室）

6月 25日，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信息素
养工作组的“上海地区高校信息搜索大赛”筹备小组
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我馆三楼研究空间举行，来自同济、
上海交大、华东师大、华东理工、上海大学的 7位老
师参加了会议，就比赛的定位、赛制、组织、宣传、
出题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信息服务中心)

6月 8日上午，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大学生阅读推广
委员会在图书馆召开了本年度第一次工作会议。阅读
推广委员会主任范并思教授出席会议，并做主题发言。
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陆铭、复旦大学图书馆副书记史卫
华，以及来自上海地区 8家大学图书馆的大学生阅读
推广委员会委员及参与阅读推广工作的馆员参加了会
议。(信息服务中心)

“青春.阅读.我的大学记忆”—2015年图书馆毕业
季系列活动于 6月 10日至 7月 10日推出。今年的毕
业季推出图书馆毕业季纪念章与纪念系列书签、临别
赠言，起帆远航—图书馆毕业墙、学长学姐如是说
--2014年毕业寄语精选、我的大学，我的阅读--借阅历
史证书、书香漂流，知识因分享而美丽—图书漂流、
把青春念给你听—图书推荐、留住时光，各自远飏—
照片征集等 7项活动。今年毕业季活动重新设计了网
站，在校本部图书馆设置了毕业墙，现场安排工作人
员值班咨询。图书馆毕业季活动今年被纳入到上海大
学毕业季活动之中，成为其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图
书馆在毕业季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信息服务中心)

信息服务中心近期就新版图书馆主页开发事宜召
开两次工作会议，目前已确定首页的页面风格，基本
完成首页以及二级页面的初步开发，实现了利用 drupal
开发完整的网站系统，网站具有响应式特性，与老版
主页相比，新版主页能实现对手机、平板的显示自适
应，并具有账号控制功能，能实现对各个网页节点的
权限控制。（信息服务中心）

在毕业季前夕，信息服务中心开发了基于 Aleph
系统的离校Webservice，实现图书馆和信息办之间的自
动化数据交换。学生通过信息办网站，即可查询到图
书馆的欠款信息，并实现了自助离校功能，方便学生
办理离校手续。（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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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5年 7月）
馆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月份 7 7
校部馆 16797 20765
文荟馆 2911 4264
联合馆 445 524
合计 20328 25553

门禁系统统计（2015年 7月）
月份 7

校部馆 91126

文荟馆 18651
联合馆 11503

合 计 121280

主页访问统计（2015年 7月）
月份 7
中文主页 86364

英文主页 146

由第二支部申报的《高校离退休老同志人力资

源作用发挥路径研究》被确定为今年的我校党建研

究重点课题，完成时间为 2015年 11月 30日（第二
支部）

最近，图书馆获赠一套展现多彩中华文化《中

国地域文化通览》丛书，全 34册。该丛书是经国务
院批准，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

全国各地近千位专家学者及中华书局各位编审共同

合作完成，前后历时 8年。是我国首部全版图的分
省文化地图，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图书馆近日获赠三册《殷代史六辨》。该书由当

代著名考古学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

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

作序推荐。（资源建设中心）

光荣榜
7月 2日，在兰州大学图书馆召开的 2015年教

育部高校图工委信息技术应用工作年会暨大数据环

境下的图书馆统计分析与创新学术研讨会上，我馆

有三篇应征论文获奖，分别是：李红培、周悦、陈

兰和鲍国海撰写的《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上海地区高

校图书馆科研能力研究》荣获优秀论文二等奖，郑

春汛撰写的《高校图书馆图书赠业务信息化问题与

发展研究——以上海高校为考察对象》和张庆兰撰

写的《大数据环境下的校图书馆发展方向及服务创

新》分别荣获优秀论文三等奖。大会还邀请李红培

在分组学术报告研讨中作了交流发言。（图汛）

6月 19日，上海大学决定授予图书馆分工会
2015年上海大学无偿献血先进集体称号，徐志娟荣
获 2015年无偿献血先进个人爱心金奖，沈红和颜虓
分别荣获 2015年无偿献血先进个人爱心银奖。（分
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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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徐志娟上海大学第四名 79804召开的

信息服务中心完成延长 101室闭架库 20万册
图书的层架标注册工作，并准备了硬件和软件环
境，为闭架书库的 RFID强制定位做好技术支持。
（信息服务中心）

为了配合毕业季活动，信息服务中心对微信平
台进行了深度开发，实现了多图文消息的发送，学
生可以在手机上通过微信客户端了解感兴趣的毕
业季活动，并实现了基于微信的投票功能。（信息
服务中心）

信息服务中心的几位老师近期参加并学习了
上大图书馆战略规划组多次会议，完成信息技术与
信息咨询服务的 SWOT分析，组织编写了数字资
源存储战略规划，对我馆未来几年数字化建设的发
展目标提出了一定的见解。（信息服务中心）

信息服务中心马国栋老师近期参加信息办有
关上海大学大数据共享的会议，提交图书馆部分数
据的大数据定义，为今后与信息办之间的信息共享
做好初步准备。（信息服务中心）

在开发新版图书馆主页的同时，信息服务中心
对老版主页也进行深度整理，根据各个部门反映的
情况，完善了许多功能，去掉了冗余的网页，对部
分文字性介绍进行修改，更能准确地为读者服务。
（信息服务中心）

党建工作
中共上海大学图书馆直属党总支委员会于

2015年 6月 25日上午召开党员大会举行换届选举。
组织部张洁副部长和施恩望老师代表校党委组织

部出席并指导，会议由党总支副书记张庆兰主持。

党总支书记刘日宇在大会向图书馆、档案馆全体党

员汇报上一届党总支工作，作了题为《抓发展机遇

创服务品牌为深化图书馆、档案馆内涵建设而努力

奋斗》的工作报告。党总支组织干事汇报上一届党

总支工作期间党总支党费收缴使用情况；校党委组

织部张洁副部长宣布校党委关于图书馆党总支委

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的批复；刘书记汇报了本

次“公推”新一届党总支委员两轮推荐的基本情况。

在总监票人方向明的主持下，大会按照程序选举产

生了卢志国等7位同志组成中国共产党上海大学图
书馆直属党总支第五届委员会。会后由党委组织部

指定召集人召开图书馆直属党总支新一届党总支

委员会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无记名投票产生党总

支书记、副书记人选，经过党总支委员选举，刘日

宇同志当选为中共上海大学图书馆直属党总支委

员会书记，张庆兰同志当选为中共上海大学图书馆

直属党总支委员会副书记。选举情况和结果由新一

届党总支向学校党委组织部予以报告。新一届党总

支决心发挥党总支的核心作用，党政班子团结奋

进，带领图书馆、档案馆两馆全体党员和员工，正

视困难，坚定信心，团结一心，扎实工作，继往开

来，把两馆的各项事业推向新的境界。（党总支）

6月 17日上午，在支部书记叶春波同志的带领
下，二支部党员及资源建设中心部分同志一行十五

人来到位于静安区的自然博物馆新馆和雕塑公园

参观考察。（第二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