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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曾有过幸运,将来也
永远不指望幸运,我的最高原则
是:不论对任何困难都绝不屈服!

第六期 （总第一百二十三期）

——玛丽·居里
（190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 年诺贝
尔化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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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10 月 14 日上午，由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和爱思唯
尔公司主办，上海大学承办的高等院校学科和人才评
价分析研讨会在校本部乐乎新楼继续召开，上海地区
各个高校的专家应邀参会。刘华副馆长、资源中心和
情报部的几名代表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上，爱思
唯尔亚太区资深咨询顾问王一珉向大家分享了高端
科研人才的推荐方案，中国区解决方案经理杨卉介绍
了科研人才的评价方案，并现场向大家演示了如何通
过 Scival 分析工具来对高校的科研情况进行分析，并
出具相关分析报告。(资源中心)
9 月 23 日 13:30，资源中心在宝山校区图书馆三
楼会议室召开“知网讲座——新平台，新发现，新服
务”读者交流讲座，邀请同方知网高等教育分公司专
职讲师王燕对 CNKI 新平台的新检索功能、内容以及
检索技巧等与读者进行交流，现场解答读者的各类问
题。并在会后发布“‘知网杯’第一届上海高校信息
检索系列活动――沪上行走之文化印记”活动。
10 月 13 日 13:30，资源中心在图书馆（宝山校
区）小报告厅召开“图情档专业如果出版高质量论文，
如 何申 请 项 目— — 图 情档 专 题 讲座 ”， 邀请 英 国
Emerald 出版社中国地区出版关系主管黄欢为与会读
者介绍了写作和申请项目时常见的问题以及应对措
施。
10 月 14 日 13:30，资源中心在图书馆（宝山校
区）大报告厅举办新东方四六级+考研英语专题讲座，
本次讲座由新东方独创“卓然式”单词速记法李卓然
老师和明星讲师陈文笠老师和与会读者交流四六级
英语、考研英语心得，广大读者反响热烈。
10 月 21 日 9:00，资源中心特邀汤森路透专职讲
师在通信学院翔英楼为该院师生做了一场 Web of
Science(SCI/SSCI/A&HCI)专场讲座，为大家介绍如
何使用 SCI/SSCI/A&HCI 数据库解决大家在科研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受到通信学院师生的一致好评。
10 月 22 日 13:30，资源中心特邀汤森路透专职
讲师在宝山校区图书馆 7 楼，为我馆信息服务中心举
办 Incites 专场讲座，为馆员介绍如何使用 Incites 完
成学科报告，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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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我们
迎来了全国第六个敬老月暨上海市第二十八个“敬老
节”。10 月 20 日上午，根据学校“敬老节”工作总
体部署，本着为老同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营
造和谐家园，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人文
关怀精神，图书馆了举办“敬老爱老，共话发展—2015
年‘敬老节’图书馆离退休同志集体生日会暨‘回娘
家’活动”
，陪伴离退休老同志们度过了一个健康、
祥和、快乐的佳节。部分离退休老同志、总支书记刘
日宇、常务副馆长陆铭、副馆长卢志国、党总支副书
记张庆兰以及各部门负责同志一同出席了此次活动。
活动伊始，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刘日宇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代表图书馆领导班子及全体员工
对离退休老同志一如既往地挂念和关心图书馆的发
展表示衷心感谢，并对大家“回娘家”看看表示热烈
欢迎。接着他和大家简要介绍了这次我馆“敬老节”
工作的整体安排情况，并为下一次筹办越来越丰富多
彩的“敬老节”活动耐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祝愿
大家节日快乐，生活幸福。常务副馆长陆铭从图书馆
年度 KPI 工作、主要工作亮点、获得的各类奖项以及
图书馆社会影响力等四个方面向离退休老同志汇报
了我馆一年以来的工作情况，感谢老同志对图书馆的
支持和关心，并就接下来图书馆的转型发展听取了大
家建议，同时祝愿大家健康长寿。活动中，蒋永新教
授代表离退休老同志畅谈了退休以后的幸福生活，分
享了与大家见面的激动心情。接着，新老同志们一起
唱生日歌、点蜡烛、吃蛋糕，在喜庆的生日歌中共同
度过了一个温馨而又特别的集体生日会。（办公室）
2014 年中文期刊装订工作从 6 月 23 日至 7 月 7
日，历时半个月，共完成 2765 册中文期刊的装订工
作，其中 2014 年统订的期刊 2640 册，国际交换刊
125 册。国际交换刊品种繁多，语种分散，由于历史
积累的原因，一个刊有许多索刊号，交换期刊与统订
期刊混淆，给装订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为了尽快地
完成期刊装订，满足读者的阅览需求，叶春波和秦梅
仙老师，放下手头上的中外文期刊划到工作，顾不上
休息，克服黄梅天闷热天气的不利因素，每天到五楼
期刊阅览室工作到下班，按时完成了本次装订工作。
(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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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秋季学期，信息服务中心毛琴芳老
师完成了一个本科生班《文献检索》课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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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5 年 10 月）

学生 71 人。（信息服务中心）
22601956162
201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

馆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校部馆

23729

25525

日战争胜利
1353270 周年。为了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文荟馆

3975

4555

塑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嘉定联合馆在一楼大厅，自
11339540

联合馆

425

523

合计

28389

30603

9 月 21 日起，举办“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经典图书导读活动，
25161
设专题图书展架及部分图书内容简介展板。
通过馆

门禁系统统计（2015 年 10 月）

藏展示的方式，为读者推荐及展示世界反法西斯战

校部馆

175774

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相关的馆藏文献，让读者更

文荟馆

25545

联合馆

13425

加深入地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艰苦卓
绝的反法西斯斗争历史。“不熟读经史不可为将
相”，嘉定联合馆希望以此为契机，营造良好的校
园文化，发挥校区信息服务中心的职能，为广大师
生荐读经典好书，
帮助大学生懂得历史，顺应历史，
校部门禁系统统计
立志成才。(联合馆)

党建工作
由第二支部撰写的《高校离退休老同志人力资
1622
源作用发挥路径研究》
被确定为今年的上海大学党

建研究的重点课题，完成时间为 11 月 30 日。本课

合

214744

计

主页访问统计（2015 年 10 月）
中文主页

108181

英文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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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活动
6 月 18 日下午，校工会和校演讲协会在行政
楼报告厅举行“寻找校园里的幸福”教职工征文
演讲比赛。分工会积极组织会员参加征文活动，

题拟从高校管理、个人因素、家庭状况及社会环境
图书馆徐志娟上海大学第四名 79804 召开的
等几个层面厘清困扰老同志发挥余热的深层次原

图书馆的张慧灵、张静、李铮和档案馆的张文燕

因，并从这些要素入手，对症下药，创造各种条件，

康晓丹老师以声情并茂的演绎、感人至深的内容

解决现实困难，激励离退休人员充分发挥政治优

获得演讲比赛第二名。经过评委的严格评审，最

势、经验智慧和威望优势，凝心聚力，实现自我价

终评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15 名，

值和满足感，特别要注重发挥好离退休干部在为经

鼓励奖 13 名。张文燕老师的《在工作中感受幸

济发展建言献策、思想道德宣传教育、精神文化活

福》、张慧灵老师的《以人为本，读者至上——读

动开展、联系群众化解矛盾、帮助培养接班人等方

者的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获得征文二等奖；

面的特长和优势，为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添砖

张静老师的《校园图书馆——图书馆人守候的幸

加瓦。(第二支部)

福之约》获得征文三等奖；李铮老师的《校园里

为配合党总支“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严以
用权”专题学习，增强党员的廉政意识，11 月 4
日下午，党总支组织校本部图书馆党员和积极分子
在图书馆报告厅集体观看了《背叛与忏悔》党风廉
政专题警示教育片。本片选取了河南省教育厅原副
厅级巡视员靳建禄和武汉理工大学原党委常委、副
校长李海婴两人，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违法犯罪并
最终锒铛入狱的典型案例，深刻剖析了个别领导干
部背叛党和人民赋予的崇高使命而堕落深谷，其教
训给人警示，其忏悔发人深省，是对广大党员干部
进行一次生动的廉政教育课程。（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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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将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真情实感写成征文。

的幸福》获得征文鼓励奖。（分工会）
在 10 月 23-24 日举行的上海大学第十一届运
动会上，我馆职工积极参与，取得佳绩。沈红、
陈启萍、何志华、俞志群、徐志娟获女子抱球接
力第二名；徐志娟、李红培、朱夏芬、王昱、叶
春波、于永波、陈卫强、俞永清、方向明、李铮
获接力跳绳第五名；于永波获男子铅球并列第三
名；李红培获女子短绳第四名；颜虓获平板支撑
第四名、足球射门并列第五名；杨潇获女子投篮
并列第七名；詹华清获男子飞镖并列第八名。
（分
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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