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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盛常务副校长等一行来我馆考察调研 

      11月12日，李永盛常务副校长、黄自萍校长助理以及相关部处领导深入我馆考察调研。图书馆

名誉馆长马在田院士及图书馆党政领导、部门主任出席了调研会议。 

    会上，李校长首先听取了图书馆馆长慎金花关于图书馆发展及规划的汇报，并对图书馆在发

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征询了与会人员对学校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李校

长对图书馆近几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工作精神面貌表示

赞赏，同时，李校长进一步强调了图书馆在学校的定位，即，图书馆是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以

学生教师为本，努力使学校向研究型、综合型的一流大学方向发展。他对今后图书馆的工作也提

出几点指导建议，包括，人员队伍建设、全面的发展规划、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最后，他希望

图书馆人继续发扬甘为人梯、敢为人先的精神，团结一致，做好工作。           

                                                              （办） 

 

    为确保上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上海地区外文期刊收集的完整性

和系统性，尽可能扩大品种，减少不必要的复本， 由上海市图书馆主办、同济

大学协办的上海市外文期刊采购协调会议9月29日在我校嘉定校区图书馆召开。

各成员馆的馆长与外文期刊采购人员约30位同志参加了协调会。 

    会上，参会各馆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年度总经费、外刊年度采购经费情况

和2008年新增期刊和停订期刊的情况。 会议确认了今年上海市外文期刊采购协

调原则，成员馆单位订购10000元以上的高价刊原则上不出现复份，由协作网统

一协调采购；非自然原因的停订期刊要先了解其他同类学校的订购情况，然后再

做决定。  

    会议中，大家还对原版外刊预定联合目录的编制提出了建议，一是为了查找

方便，建议取消图书馆代号，直接用各图书馆的简称；二是建议出版上海地区综

合学科的外文期刊联合目录。 

                             （何青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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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教育部华东地区直属高校图书馆馆长年会 

在我馆召开 

11月6日至9日，2007教育部华东地区直属高校图书馆馆长年会在我馆召开，来自20所高校图

书馆的专家和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图书馆馆长慎金花主持，校长助理黄自萍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他首先对来宾的与会

表示热烈欢迎，并指出图书馆是高校教学科研的有力支持，搞好图书馆建设对学校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他希望这次会议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经验交流平台，共同促进图书馆的可持续发

展。 

会上，围绕和谐校园、和谐图书馆的目标和内涵、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全方位、多层次的

服务等主题，与会的部分图书馆代表做了精彩的专题报告。大家在听完报告后，畅所欲言，从图

书馆文化的构建、基于学科发展的图书馆文化构建到学科馆员队伍的建设、服务创新等方面展开

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经验交流，并在和谐图书馆建设的意义、资源的共建共享、员工培训、人才

储备等几方面达成共识： 

1、和谐图书馆建设是和谐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和谐图书馆建设是顺应时代发展和

要求的重要任务；2、和谐图书馆建设理念及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应落实到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

如：资源建设、馆藏分布、读者服务、内部管理等具体环节中；3、服务创新、以读者为本、加强

与读者互动和沟通、增加为读者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是图书馆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谋求图书馆进

一步发展的有效途径；4、新的科学技术应用、科学规范的管理理论是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

证；5、图书馆领导班子建设与馆员队伍建设、员工培训、人才储备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障；6、加强行业协作、做好资源共建共享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由选择。 

此外，与会图书馆代表还围绕主题介绍了各馆历年来所取得的工作经验及成绩，存在的困

难、未来的规划等。通过本次会议，增进各高校图书馆

相互之间的了解，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感情，会议安排紧

凑，信息量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办） 

 

与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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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同济大学、滁州学院图书馆部室主任培训纪实  

    7月21日，由同济大学图书馆和滁州学院图书馆共同

举办的“图书馆部室主任培训”在滁州学院拉开帷幕。

同济大学图书馆馆长慎金花、党总支书记卫龙祥、副馆

长章回波、副馆长田忠政出席会议。滁州学院副院长倪

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滁州学院图书馆馆长梁辉

及滁州学院图书馆代表

参加了培训，并进行了全面的交流。 

此次培训由田忠政副馆长主持。会上，慎金花馆长首先作

了《关于图书馆职业精神的思考》的专题报告，慎馆长从大陆

内图书馆员与港澳台图书馆员对职业的满意度差距谈起，通过

对图书馆职业精神的解读，以及图书馆权利（包括读者的权利

和图书馆员权利）的分析，引发我们思考应如何培养、表现职

业精神。慎馆长结语引用原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的

诗句：“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图

书馆工作者。接着，滁州学院图书馆梁辉馆长以《以人为本、

服务育人》为题为大家介绍了滁州学院图书馆为师生服务的经

验。我馆沪北分馆的赵玉宏主任就当今高校图书馆多个分馆出

现的馆藏流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了《高校图书馆动态

馆藏建设的思考》的报告。 

章回波副馆长作的《在传统服务领域开展创新服务的几点

想法》的报告吸引了所有人的兴趣。报告首先介绍了近几年内

我馆开展的创新服务及取得的成效，包括一门式服务、读者服

务月、以及同济人著作展等；接着章馆长用独特的画面和丰富的构想为大家展示了未来图书馆服

务的创新——专题阅览室，章馆长带领大家在传统文化艺术的长廊里穿行，时而异域的风光又把

大家带入新的天地。把艺术、文化、阅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阅读中感受文化，品味艺术，在

欣赏艺术时完成阅读，在阅读中再配以完善的信息服务，这正是未来专题阅览室的模样。值得一

提的是，报告期间田忠政副馆长精彩的点评，不仅让在座的每位同志茅塞顿开，更能深刻理解各

个报告的精髓，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大家热火朝天的讨论。 

本次培训我馆除部主任外，还有学年考核优秀的人员共36人参加。精彩的报告不仅让大家学

到很多东西，更重要的是打开了思路，引发大家对职业以及图书馆服务创新的思考。培训后，大

家一起参观了欧阳修纪念馆，在欧阳修千年诞辰来临之际，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怀念大师，重读我

们的传统文化！                    

                                     （刘玉红） 

 

 

 

 

 

 

 

 

 

  慎金花馆长作报告 

田忠政副馆长作报告 



    图书馆科研项目验收会议与2007年7月18日在图书馆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集中

审议了“图书馆网络资源服务器运行情况测试系统”等8项图书馆科研项目。其中

2005年申请立项的有5项，2006年申请立项的有3项。会上，8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就

项目研发目的、意义、内容及取得效益等方面向验收小组作了详尽的汇报。 

    经过图书馆科研项目验收小组认真评审和讨论，认为这8个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

者以认真负责及务实的态度进行课题的研究开发，很多同志作了大量细致的调研和

信息的收集工作，对课题的完成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些课题的完成在一定程度提

升了图书馆信息服务和资源建设的水平。验收小组一致同意本次参加汇报的这8个项

目通过验收。其中“同济大学大学生阅读倾向分析”采用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

行问卷的调查、分析与对比，数据详实，研究结果对图书馆管理决策的制定具有较

强的参考价值。“图书馆网络资源服务器运行情况测试系统”内容丰富、思路清晰、操作方

便，解决了图书馆人工手动测试网络资源服务器运行情况时所带来的困难，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以上两个项目被验收小组评为图书馆2007年度科研项目一等奖。“同济大学图书馆信息门

户试验系统”、“公共查询机器访问过滤监控模式的研究”、“绩效考核模型在图书馆岗位竞

聘中的应用研究”、“论学校图书馆资源的社会共享”、“影像资料与录音资料著录研析”五

个项目被评为三等奖。“创建"科技快讯"项目的前期调研”获鼓励奖。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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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展党员干部警示教育活动 

    7月至9月，根据校党委纪委的安排，图书馆党总支在全体党员中间开展了一次党员干部警示

教育活动。 

    为了搞好这次活动，图书馆党总支给予了高度重视，首先，制定了详细的活动计划。在校纪

委召开会议并下发了《关于在全校党员干部中开展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后，党总支立即组织召

开了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参加的专题会议，对支部开展警示教育活动进行了布置；其次，组织

全体党员观看《失衡的秤》《忏悔录》两部警示教育片，并进行了讨论；第三，学习采取了先分

散自学，后集中讨论的形式，在学习结束后，每个党员根据实际进行认真的思考，撰写学习体会

并开展了相互的交流。 

    通过两个多月的党员干部警示教育活动，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了对反腐倡廉重要性的认

识，从而提高了拒腐防变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同时树立起三个观念：一、我们党是执政党，要

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二、从严治党首先要治“一把手”。党员干部要深入基层，听民

生、知民情、解民忧、帮民富。取信于民。三、警示教育要常抓不懈。通过学习，牢固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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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推出期刊 

目次服务 

    为配合我校的教学和科

研活动,图书馆推出以E-mail形

式为各位教师和同学提供我

馆订购的最新纸本式期刊的

目录信息,以便读者及时了解

专业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 

    通过这项服务，图书馆将

为报名读者建立个人文献需

求档案,提供目次服务,即读者

在图书馆订购的期刊中选择10

种感兴趣的期刊,图书馆就会

在该期刊到馆后及时将其最

新一期的目录以电子邮件方

式传递给读者。如果读者需

要其中文章,在查阅图书馆的

电子资源未果的情况下，可

以通过图书馆网页上文献传

递服务获取原文。 

 

              （阅览部） 

图书馆开展职工应知

应会活动 

 

    为加强图书馆职工

的业务素养，近日，图

书馆展开了一次“图书

馆职工应知应会”的活

动，本次活动有针对性

地制定详细的职工培训计划，组织职工参加多次业务讲座。同

时，组织业务骨干编写了图书馆专业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面

广、包括了馆藏面积、馆藏书籍、读者服务等各个方面。此次

活动要求图书馆每个员工参加，临时聘用人员也要掌握“职工

应知应会”的内容。各部门还围绕“职工应知应会”制定了更

加详细的业务学习计划，通过

这样的活动，对提高图书馆馆

员的素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 

           （办公室） 

 

 

 

工会召开职工民主管理座谈会  

    为了进一步推进图书馆的管理工作，7月10日上

午，由工会牵头召开了一次职工民主管理座谈会，

20余名来自各个岗位的职工参加了座谈。 

        会上，大家围绕2007年下半年即将开展的全馆岗

位聘任工作中的岗位设置及图书馆管理两方面各抒

己见，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和意见。 

         此次座谈会受到了馆领导的高度重视，馆长慎

金花、书记卫龙祥参加了座谈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讲话。他们充分肯定了大家提出的各项建议，并

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耐心和详细的解释。 

        工会主席曾富荣总结了上半年工会的工作，并

表示工会是职工的一把保护伞，在今后的工作中将

为广大职工争取更多的利益。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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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图书馆馆长慎金花、党总支书记卫龙祥等领导来到图书馆职工虞宝琳同志家中，

送上了图书馆员工捐赠的12000元的募集资金，带去了大家对虞宝琳同志的亲切慰问和良好祝愿。 

虞宝琳同志是图书馆沪东分馆职工，近期被查出患有甲状腺亢进和慢性肾炎等多种疾病，今

年暑假期间两次入院治疗。在此同时，她的爱人在肝移植三年后，又发现肺癌，进行了手术治

疗。这几年来的多次大病使得虞宝琳同志家庭背负了沉重的债务，造成了生活困难。 

在了解到她的情况后，沪东分馆的同志主动发起募捐倡议，慎金花馆长、卫龙祥书记等领导

带头响应，全馆职工积极参与，在短短的几天内，100多位职工伸出了援助之手，募集了近12000

元。当收到这部分捐款时，虞宝琳同志表示，在她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组织的关心和大家的帮助，

非常感谢领导和同事们。自己会加紧休养，争取早日恢复，不辜负大家的关心，早日上班。 

 

附：虞宝琳同志的感谢信 

尊敬的馆领导及全体同仁们，您们好！ 

我是图书馆的一名普通员工，由于本人及家人的身体状况给家庭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困难，承

蒙各位领导及全体同仁的鼎力相助，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我和我的家人度难关，再此，千言万语

也表达不出我对大家的感激之情，我唯有能说的从内心发出的只有二个字“谢谢”，谢谢您们给

予我的帮助和支持，我相信我和丈夫俩一定能战胜病魔，早日康复，同时也祝愿图书馆的全体领

导及一直关心我们和帮助我的同仁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幸福永远！最后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职工：虞宝琳 上 

                                                    2007.10                     

爱心涌动，募捐助困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

一人” 10月19日，一年一度的重阳
节又来到我们身边，为了表示图书

馆对离退休老同志的关怀，慎金花

馆长、卫龙祥书记带领图书馆相关

领导，上门为离退休老同志带去了

慰问品和慰问金，表达了图书馆对

他们的亲切问候，同时也对他们离

退休后仍不断关心和支持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表示衷心的感谢。离退休

老同志对图书馆党政领导一直关心

他们的生活表示无比的欣慰和衷心

感谢。  

          

                  （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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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强人” 的偏见，向你展示一个真实的卡莉•菲奥莉娜。我们所有人，不论男女，亦不论是否从商，都可以从她
一生艰难的抉择中得到启迪。 

追逐日光 

 
  作者：（美）奥凯利 著，蒋旭峰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1-1 
ISBN：9787508607795  

毕马威前首席执行官生命最后时光的感人记录，最美好的告别，献给所有经理人的珍贵礼物，全球十余种语言发

行，台湾繁体字版上市不到一月，即重印21次。 
 
巴菲特的新主张 

 
作者：（美）海格卓姆 著，岳恒 等译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4-1  
ISBN：9787807000686 
本书不仅是对沃伦·巴菲特投资智慧的总结和提炼，也是投资理论与实践的教程。罗伯特·海格卓姆不仅抓住了巴菲

特、格雷厄姆和费舍尔等投资巨头的核心思想，而且清楚透彻地阐述了他们投资技巧的理论基础。《巴菲特的

新主张》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投资图书馆。  

《信息技术词汇国家标准汇编》 

 
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日期：2007-3-1 
ISBN：9787506643429 索书号：G202-65/Z643.2-2A 

本汇编在2000 版所收标准基础上，增加了新制定的6项，已修订的3项，给出了与信息处理领域相关的概念
的术语及其定义，可方便信息处理方面的国内、国际交流。 
                                                                            （罗世华  史艳芬） 

《汽车文化普及读本》 
 

作者：赵立军，夏天 著 出版社：国防工业出

版 出版日期：2007-3-1  
ISBN：9787118050356       索书号：U46-05/
ZZ436 
本书重点叙述汽车的历史、文化、发展和使用

知识等内容，不涉及专业性很强的理论基础。

文字叙述简练，通俗易懂，适用于不同专业、

层次，对汽车感兴趣、想了解和使用汽车的人士使

用。.本书分为5篇，分别为历史回顾篇、车标故事
篇、风云人物篇、汽车运动篇、安全知识篇。书中

图片资料丰富，内容涉及相关知识众多，并有一定

量的知识性内容附于各篇内容之后，具有很大的可

读性和趣味性。 

勇敢抉择：卡莉·菲奥莉娜自传 

  

作者：（美）菲奥莉娜 著，蒋旭峰 译 出版社：中
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1-1  
ISBN：9787508607863 
 

在这本坦诚动人的自传里，卡莉•菲奥莉娜展现了她
不为公众所知的另一面，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成功与

失败，一同回味了自己来时路上的恐惧与艰辛。卡

莉•菲奥莉娜一直提倡“说到底，商业并不是和数字打
交道，而是和人打交道。” 本书会带你超越传统的 

图书馆召开2007年本科教学质量评估 

动员大会 

    日前，为迎接教育部对同济大学的本

科教学质量评估工作，图书馆召开了中层

干部以上人员动员大会。 

    会议由慎金花馆长主持。会上，大家

对前期的准备工作做了梳理，并对后续工

作进行了详细的布置和安排。卫龙祥书记

强调大家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这次评估工

作，树立整体观念和集体观念，要求每个

人工作到位，责任明确，始终保持一个良

好的精神状态。 

                      （办） 

 

◆    我馆徐忠明同志获得上

海市2007年育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