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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一个漂亮的模型和理论可能不正

确，但是丑陋的也不一定是错误的。

——雅克 L. 莫诺

（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奖获得
者）

为了方便读者、提高图书的流通率，2013年 9
月读者服务中心着手进行了三校区图书馆异地图书
预约服务的试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多次试验，包括取
送书时间、流程、预约排队等情况；制订了三校区图
书预约方案、图书异地预约通知、“通借通还预约”
读者须知、异地预约工作人员须知等；在 Aleph系统
上修改了系统参数增加预约图书的数量；并在微博上
做了三校区图书馆异地预约服务的推广。在前期工作
的顺利开展下，2013年 10月 14日正式开通三校区
图书馆异地图书预约服务。凡具有校园一卡通正常权
限的本校师生，均可通过 OPAC预约的方式，实现跨
校区图书借阅。目前采取每周一、周四专人三校区馆
际取送书，读者在周一至周三预约的图书，周五即可
在本校区图书馆取书，周四至周日预约的图书，周一
可在本校区图书馆取书，到馆图书保留五天。（读者
服务中心）

截止到 2013年 11月底，经过联合馆书库管理部
七位同志的不懈努力，克服了夏天的书库闷热难耐，
冬天的书库冰冷刺骨的困难，加之细排架工作既耗时
间又耗精力，且枯燥乏味，在排架过程中，书籍上尘
螨的刺激，经常引起馆员皮肤瘙痒，即便带上口罩，
也无法幸免，大家坚持不懈，圆满地完成了年初制定
的工作目标：近 30万册图书的细排架工作，大大提
高了读者对联合馆图书异地预约的成功率，为联合馆
读者服务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联合馆）

根据典藏部门的安排，文荟馆 100室闭架中图法
书库的读架工作 2013年 11月中旬正式启动。这项工
作由书库管理部主管谢萍老师负责，主要参加人员是
谢萍、沈红、董庆红。书库管理部的工作人员全面参
与了此项工作。由于该项工作任务重、时间紧，为了
保证任务有序、顺利完成，书库管理部的全体员工积
极配合，克服各种困难，本来安排负责扫描的金佩华
老师也主动参与读架工作，宋桂秀老师和沈爱跃老师
也克服身体的不适积极参与读架，吴蓓斐老师更是自
始至终都参与了读架，党员同志和入党积极分子更是
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目前，100室的读架工作已经
顺利完成。（文荟馆）

2013年 11月 8日，一年一度的消防宣传日活动
在嘉定校区如火如荼地展开，“认识火灾，学会逃生”
是今年 119消防宣传日的主题。联合馆在张庆兰、俞
永清的组织下，全馆职工积极参与学校 119宣传日的
各项活动，并获得 2013年消防日黑板报展评活动二
等奖。（联合馆）

干部聘任
2014年 2月 18日上午，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召

开的图书馆主管以上干部会议上，校组织部曹为民副

部长宣读了两位图书馆干部任命文件：上大内【2014】
4号，任命卢志国同志为图书馆副馆长，聘期三年，
2013年 12月 23日至 2016年 12月 22日，其中试用
期为一年；上大委【2013】72号，任命张庆兰同志
为图书馆直属党总支副书记。（办公室）

工作动态
为了维护图书馆安全的阅览环境，2013年 12月

11日下午 1时，上海大学图书馆党员志愿者禁烟倡
议活动启动仪式在校部图书馆大厅进行。图书馆党政
领导陆铭、刘华以及党员代表 3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
式。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陆铭宣布此次活动启动。党员
志愿者代表鲍国海老师宣读了倡议书，倡议养成不在
馆内吸烟的习惯，争做文明读者和职工。随后，图书
馆领导为党员志愿者挂牌，党员志愿者在倡议书上签
名。今后，图书馆党员和积极分子志愿者将在图书馆
各楼层巡视，劝阻馆内吸烟者，为读者创造优美、舒
适、安全的阅读环境。（图讯）

2013年 11月 25日下午，上海大学图书馆 RFID
图书智能管理系统项目验收工作会议在新校区图书
馆三楼会议室举行，远望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鸿伟、项目经理南一航，图书馆直属党总支书记、
常务副馆长陆铭，副馆长刘华，原常务副馆长黄仁浩，
馆长助理卢志国，馆长助理徐志娟，读者服务中心主
任王玉富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出席会议，会议由读者服
务中心主任王玉富主持。会议首先回顾 RFID图书馆
智能管理系统第一期工作计划时间表，项目工作组汇
报了系统运行情况，总结了系统各模块在运行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参加验收的领导和专家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分析和讨论。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首先感
谢远望谷公司领导来我馆参加项目验收工作，目前我
馆已完成项目既定的大部分目标，希望与远望谷公司
的合作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同时公司方面在产品
稳定性、兼容性、改善用户体验等方面要重点改进，
双方在维保、售后服务上要有畅通的沟通，从产品到
研发整合成一个团队，处理问题要有明确的响应时
间。通过 RFID技术的应用来实现智慧图书馆的更多
功能。会议最后由主持人宣读了验收报告，双方领导
在报告上签字，与会人员合影留念。（读者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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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3年 12月）
馆 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月份 12 12
校部馆 23688 23615
文荟馆 5842 5884
联合馆 771 785
合 计 30301 30284

阅览统计（2013年 10-11月）
阅览人次

校部馆 12
报刊阅览室 3939
过刊库 23
文科阅览室(1) 1505

文科阅览室(2) 2380
理科阅览室(1) 3081

理科阅览室(2) 2028
美术阅览室 2199

文史研究阅览室 261

电子阅览室 30575

合 计 45991

门禁系统统计 12

校部馆 167097

文荟馆 33561
联合馆 23850

合 计 224508
2000.11.1-2013..12.31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13560534

2013年 12月 5-6日，图书馆 6个支部和档案馆支部
分别召开党员组织生活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
薄熙来严重违纪违法案及其教训的通报》，组织党员认真
学习和讨论，并把支部党员的学习讨论情况汇及时汇总
到党总支。在党总支会议上，总支委员就通报的内容进
行了讨论，发表了各自学习体会。（党总支）

献爱心
2013年 12月，在校工会组织的“一日捐”活动中，

图书馆有 163位职工参加，合计捐款 11645元，奉献了
一片爱心。（分工会）

2013年图书馆妇委会组织女职工参加“巧手编织美

丽，爱心奉献社会”活动，女职工们积极报名参与，用

巧手编织了很多围巾帽子和手套，经过我校中欧学院杨

文彦老师和图书馆分工会主席梁建的牵线联系，党总支

和分工会商量决定，将图书馆女职工编织的毛线织物和

部分需要淘汰处理的过期杂志送到绿色港湾福利院。1
月 16日寒假中，在图书馆党总支陆铭书记的带领下，图
书馆分工会主席梁建、馆长助理徐志娟、图书馆妇委会

主任沈红、组织干事蒋燕萍以及中欧学院杨文彦老师一

行来到绿色港湾福利院，代表图书馆全体职工送上对福

利院老人的一份深厚情谊。（办公室）

433

22601956162

13532

113

校部门禁系统统计

1622

图书馆徐志娟上海大学第四名

2013-2014年秋季学期，文献检索教研室为我校一个
本科班的 75位学生上了《文献检索》课程。（信息服务
中心）

2013年 12月 1日，联合馆搬离使用了近 10年的图
书馆大厅中的寄包箱，由于联合馆已实施一门式服务模
式一年多，读者可以带包、笔记本电脑等物品进入各阅
览室及书库，随身物品不再需要暂寄暂存，因此寄包箱
已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已无存在的必要。因此，决定撤
除停用寄包箱。（联合馆）

2013年 10月 9日，由读者服务中心发起、图书馆优
质服务月项目之一，“绽放青春、放飞梦想——新生留言
墙”在新校区图书馆二楼大厅进行。该活动旨在与读者
们分享快乐、感悟、梦想，也期待读者提出意见与建议，
活动收到各类留言超过百条。（读者服务中心）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2013上海高校巡展上海大学
站开幕式于 2013年 10月 23日下午在图书馆展厅举行。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忻平，党委宣传部部长
陈志宏，图书馆直属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副馆
长刘华以及校有关部门等领导参加。与会领导向师生代
表赠送书籍《钱学森》，忻平宣布展览开幕。（茅文英）

2013年 10月，由上海大学社区学院、上海大学书镜
山房书法社主办，华东政法大学百外书法社、上海师范
大学易衡书法社、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书镜山房书法
社、上海大学社团联合会、上海大学图书馆协办的“四
校书社联合书法展览”在图书馆展厅展出。书法作品内
容丰富、款式多样，体现莘莘学子对国粹书法的喜爱与
深厚的研习功底，展厅散发书法艺术的芬芳。（茅文英）

由上海大学博物馆（筹）、上海大学文明办、桐乡市
人民政府、上海黄浦区丰子恺研究会主办，上海大学图
书馆、上海大学研究生工作党委、共青团上海大学委员
会、桐乡市丰子恺纪念馆、桐乡市文化艺术服务中心协
办的“大德中国•海上丰碑”——纪念丰子恺先生诞辰 115
周年书画展，2013年 11月 7—11月 21日在图书馆展览
厅展出。作品充分体现丰子恺的艺术学养和创作个性；
同时展现弘、丰艺术在继承中不断创新的魅力。（茅文英）

2013年 12月 6日，由校友会组织联络，在图书馆三
楼会议室举行《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上海大学与中
国革命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们》 研讨会，会议由校友会前
领导许惠畅主持。会上美籍华人我校校友丁嘉树之子丁
勇先生出席会议研讨，并表达了与上海大学进一步合作
意向。出席会议的有党办主任余洋、教务处处长王光东、
博物馆（筹）馆长陶飞亚，宣传部副部长钟德津、校友
会办公室副主任曹俊、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谢建强、图
书馆党总支书记陆铭、馆办公室主任梁建等。（办公室）

2013年 12月 10日上午，在图书馆二楼展厅，由上
海大学文明办、上海大学博物馆（筹）、复旦大学中华文
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自西徂东：德语文献里的中国”
图片展举行开幕式，馆党总支书记陆铭出席并主持开幕
式。（办公室）

党建工作
2013年 12月 6日上午 10:40 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图书馆和档案馆全体中层干部、校二次党代会代表、支

部书记、学科带头人、民主党派代表、工青妇负责人 40
余人参加。会议由档案馆徐国明馆长主持，图书馆党总

支书记陆铭通报班子民主生活会情况及班子整改材料。

（党总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