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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努力并出色的工作，不要让以
往的发现扰乱了你的想法，同时，
机会来临时，就要好好把握。
—— 亚 历 山 大 · 弗 莱 明
（194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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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动态
2015 年 10 月 30 日下午，由图书馆和人事处
联合举办的“2015 年新进教职工图书馆之旅”活
动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成功举办。陆铭常务副馆
长致词，詹华清详细介绍了图书馆的各类资源与
服务的使用等。来自管理学院、机自学院、通信
学院、材料学院等 14 个学院和部门的 33 位新进
教师参加。会后，30 多位教师分为三组，分别在
熊惠霖、詹华清、王娟的带领下参观了图书馆。
（信息服务中心）
为贯彻“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践行“读
者至上”的服务理念，2015 年 10 月份开始，文
荟馆根据馆里要求，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学习实
践和培训考核，共开设《联创打印复印自助服务
系统操作指南》和《流通借阅操作指南》两门业
务培训课程，分批次完成 28 人/次的系统培训。
培训要求各岗位馆员达到“应知应会”水准，能
够为读者指明解决方向和方法，完善图书馆服
务。两个月的培训实践得到了全体工作人员的积
极支持与配合，不同岗位、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
相互间有了更多的交流，不仅增强了相互间的熟
悉与理解，也使得部门间的业务沟通和协调更加
顺畅。培训后，联创打印复印自助服务系统的使
用效率明显提高，服务效果渐渐凸显，努力达到
资源使用最大化、服务质量最优化。（文荟馆）
2015 年 12 月 22 日，图书馆和宁波远望谷信
息技术公司在我馆举行 RFID 手持式盘点机的使
用培训，经前期准备工作将手持机寄回公司进行
调试后，公司派工程师葛峰专程来我馆进行培
训，读者服务中心余夏凯胜，管晓飞，信息技术
中心康欣，文荟图书馆荆艳芳，姚炜等参加了学
习培训，内容包括手持机的软硬件环境及配置，
数据下载与上传，图书盘点与修改等。根据手持
机单机操作不要联网，与推车式盘点机相比功率
较小等特点，我馆的两台手持机将作为推车式盘
点机的辅助工具投入使用。（读者中心）
上海大学图书馆

经过几个月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新版图书馆主页
开发已进入尾声，完成首页及二级页面的设计，目前
已经进入测试和完善阶段。此次改版改进了以往的网
站开发模式与技术，实现数据库导航按名称检索功
能，利用响应式网页设计技术，使网站能够在各种移
动设备上实现流式布局，给用户带来良好的体验。
（信
息服务中心）
信息服务中心于近日完成机构库测试工作，完成
机构库年终 KPI 统计数据导出，与开发厂商就功能及
问题完善的修订事项进行商定，目前机构库已进入试
用阶段。（信息服务中心）
信息服务中心于 2015 年 10 月优化新书通报，增
加了按书名检索新书的功能，并在原来的技术基础上
做了大量的技术改进，原本手动添加新书字段改为从
aleph 端导入新书字段，降低了生成新书通报系统页
面的劳动量，提高页面的加载速度。
（信息服务中心）
信息服务中心于 2015 年 12 月对学位论文提交系
统进行升级，从 3.7 版升级到 4.0 版，解决发布平台、
TASI 论文提交系统前、后台以及德赛数据加工系统
的功能问题。（信息服务中心）
为保证主机房安全运行，信息服务中心于 2015
年 10 月配合厂商在主机房安装了 AIRSYS 精密机房
专用空调机组，并对空调进行调试，确保其正常工作。
（信息服务中心）
经过前期的调研与测试，在卢志国副馆长的组织
下，上海大学机构知识库使用 NoteFirst 系统于 2015
年 12 月第 2 次采集了元数据，
元数据量超过 12 万条。
图书馆与科技处、信息办、人文社科处等部门就机构
库的选型、需求等方面召开了协调会。信息服务中心
组织 2 次系统测试；12 月科技处、图书馆、信息办
联合发布《关于上海大学科研论文等成果认领的通
知》，信息服务中心参加了成果认领的支持服务工作。
（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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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致力于新生信息素养教育，2015 年 9 月 10
日，在卢志国副馆长带领下，詹华清，介凤，桂罗敏
四位老师到社区学院就探讨双方合作机制交换了意
433
见；9～10 月，图书馆与社区学院等单位就举办
Just
22601956162
搜搜信息能力检索大赛事宜展开紧密合作；11 月 30 日，
起草《上海大学图书馆—社区学院新生信息素养培育
13532
计划合作协议草案》
11339540；10 月开始，参加社区学院组织的
上海大学生创新项目的指导工作。12 月 4 日，社区学
院何幼桦副院长带队来馆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商讨，
提出了他们的一些诉求，12
月 8 日双方正式签署合作
25161
协议，并将陆续推出相关服务。2015
年 12 月 24 日-今
186395
年 1 月 10 日，面向社区学院新生的“课程论文写作与
文献检索训练营”圆满结束，第 1 讲：课程论文，从
选题开始（詹华清）
；第 2 讲：信息需求表达与检索（詹
华清）
；第 3 讲：信息选择与知识发现（熊惠霖）；第 4
讲：文献管理与写作规范（介凤）
。（信息服务中心）
由上海市教卫党委、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党
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大学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董浩
校部门禁系统统计
云航运博物馆和党史校史研究室主办，上海大学图书
馆协办的“救亡图存，浴火重生”——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双校联展于 2015 年 12 月 2-10 日在图书馆展厅
展出。展览讲述了老上海大学和交通大学部分杰出师
生校友在烽火连天的抗战中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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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事迹；以及先辈们避入租界、勉力办学，迁校山城、
白手起家，成就显著、贡献斐然的感人篇章。(办公室)

工会活动

图书馆徐志娟上海大学第四名
图书馆第四届第二次双代会于
2015 年79804
12 月召开的
23 日
上午 8:30 在校本部图书馆二楼报告厅隆重举行。大会
由 36 位正式代表 10 位列席代表参加。党总支书记刘
日宇致开幕词，校工会领导翁新楚讲话，对图书馆工
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大会由工会委员徐志娟主持。
常务副馆长陆铭作了“2015 年图书馆工作报告和 2016
年工作要点”，分工会委员徐志娟作了“2015 年图书馆
分工会工作报告”，分工会委员张永达作了“2015 年图
书馆分工会经费使用情况汇报”；副馆长刘华作了“上
海大学图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草）”；常务
副馆长陆铭作了“新一轮岗位聘任与图书馆 2015 年岗
位说明书（草）”
。会议分三个小组分别讨论审议报告。
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形式，选举产生图书馆分工会
新一届工会委员，分别是：叶春波、张永达、葛纯、
康晓丹、荆艳芳、蒋瑾和档案馆的彭青莲 7 位同志。
大会举手表决通过了《2015 年图书馆工作报告和 2016
年工作要点》、《2015 年图书馆分工会工作报告》、《图
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草）》，未通过《图书
馆 2015 年岗位说明书（草）》
，大会举手表决通过了“图
书馆第四届第二次双代会决议”。（分工会）
1 月 5 日，校工会批复同意图书馆第四届工会委员
会组成。工会主席：叶春波；工会副主席：彭青莲；
生活委员：张永达；文体委员：康晓丹；宣传委员：
蒋瑾；组织委员：葛纯；妇女委员：荆艳芳。
（分工会）
上海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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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5 年 12 月）
馆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校部馆

23300

22990

文荟馆

4459

4384

联合馆

497

458

合计

28482

27832

门禁系统统计（2015 年 12 月）
校部馆

177159

文荟馆

31546

联合馆

16238

合

224943

计

主页访问统计（2015 年 12 月）
中文主页

105220

英文主页

123

党的建设
2015 年 12 月 30 日，第四支部召开支部大会，经
过无记名投票，全体党员一致通过了康欣同志的入党
申请，并报请上级党组织的批准。每位党员当还对支
部书记和党员进行了民主测评。（第四支部）

献爱心
2015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联合馆职工上演了
一幕与时间赛跑、众志成城救助受伤职工的感人一
幕。上午 8 点 30 分联合馆职工周伟军在嘉定校区遭
遇车祸，所骑电动车与对方小车发生碰撞后倒地不
起，接到信息后，张庆兰、刘建明、张永达、俞永清
等先后快速到达现场，协助开展抢救工作。张庆兰跟
随救护车前往医院，张永达去警署取验伤单，其他人
留下来处理现场，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肇事方
迟迟不到的情况下，张庆兰垫付了所有的医药费，并
与张永达一起协助院方进行各种救治措施。不幸中的
万幸，经过一系列检查，他除了身体挫裂伤，没有骨
折和内脏器官损伤，至此，大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
了下来。（联合馆）
在 2015 年 12 月下旬举行的“一日捐”活动中，
图书馆 153 位职工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共计捐款
13835 元。（分工会）

光荣榜
2015 年 12 月 4 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上海高
校资源发现系列大赛“知网杯”决赛中，上海大学团
队获优胜奖。领队为刘华副馆长，情报咨询部詹华清、
介凤参赛，此外，参赛的还有图情档系王毅、张云中
老师以及宁海峰、张馨予同学。(图讯)
http://www.lib.s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