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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一名科学家必须有好奇心 ,有动
力,而且执着。
——亨利·陶布

（1983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本馆网址：http://www.lib.shu.edu.cn
~~~~~~~~~~~~~~~~~~~~~~~~~~~~~~~~~~~~~~~~~~~~~~~~~~~~~~~~~~~~~~~~~~~~~~~~~~~~~~~~~

工作动态
2 月 14 日第一个工作日，在全馆范围内组织了
馆内的培训交流活动。为保障这次培训活动顺利完
成，达到预期效果，馆领导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
并进行了周密部署，全馆共分为资源建设中心、信息
服务中心与办公室、读者服务中心Ⅰ部、Ⅱ部、文荟
馆及联合馆 6 个分队(每队不超过 30 人)，全馆一百
多人参加了这次业务培训。根据计划要求，各部门先
召开了动员大会，进行了内部分工，每个部门留下一
位主管接待其他部门来访人员，并负责讲解和签到，
其余主管带队分别去其他各部门参观交流。访问交流
中，各部门都进行了热情接待和认真准备，并就各自
部门的业务模块、人员安排、工作流程及工作特色等
业务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带领来访同志进行了实地
观摩，耐心回答了馆员们提出的各种业务问题。此次
参观交流活动，使全馆同志更加熟悉和了解其他各部
门的日常业务工作，并在互动交流过程中进一步增强
了同事间的互信和友谊，将会有效促进跨部门合作交
流，拓宽工作视野，提升工作默契度，为推动图书馆
业务工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办公室）
开学伊始，我校申报“杰青”、申报高级职称、
博士生、硕士生导师资格以及研究生毕业的读者前来
信息服务中心检索论文的委托量激增，经过本中心全
体职工的齐心努力，圆满完成了 300 多人次的检索证
明报告，满足了读者的需求。
（信息服务中心）
2013-20144 年冬季学期，文献检索教研室完成
了我校 2 个本科班的 226 位学生《文献检索》课程的
教学任务。
（信息服务中心）
经过数据抽取、分析、分类及加工等几道程序，
文荟馆四、六楼架位法书库的馆藏数据处理方案已经
形成。从分析结果看，得利于前期经验，本次架位法
项目的数据质量较五楼科图法中文书库有了很大的
提高。目前典藏维护部工作人员正在依据处理方案对

2 月 14 日全馆全员培训活动中，文荟馆沈红、谢
萍老师接待了新校区读者中心、信息服务中心与办公
室和联合馆等 4 批共 81 位人员。沈红介绍了文荟馆资
源大调整（包括架位法的成功实施案例）、“一门式”
服务运行以及馆际互借的概况；谢萍带领前来文荟馆
的人员参观书库、阅览室，着重介绍了流通 5 楼闭架
书库利用架位法储存书籍的低利用率书籍高密度储存
的优点。董庆红、曹双琴老师带领文荟馆人员参观了
新校区读者中心，介绍了图书自助借还方法、图书异
地预约、馆际互借以及文献传递等方面的情况、有关
图书盘点的基本情况；5 楼全新自修室自助选座、电子
阅览室和期刊室的功能与特色以及 8 楼文史研究阅览
室、美术阅览室和特藏室的藏书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
此外，还参观了资源中心、信息中心、嘉定联合馆，
对嘉定合订本报纸阅览室印象最为深刻。通过此次活
动，使文荟馆职工对图书馆的工作有了较全面、深入
的了解。（文荟馆）
2013 年 12 月 31 日，联合馆大厅和新书阅览室突
发网络故障，李嘉、俞永清、张永达三人马上仔细排
查线路故障原因。当排查到四楼机房，在掀开地板的
一瞬间，发现四根网线已被老鼠咬得支离破碎，其中
大厅和阅览室一路已被彻底咬断，一路监控视频和两
路总服务台网络也已铜线裸露，随时可能断裂。为保
证联合馆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三人立即展开修复工
作，他们采用焊接的办法将网线延长，最后重新压上
水晶头。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四路网线全部修复，
系统恢复运行。为彻底排除安全隐患，他们随即又通
知后勤灭鼠部门前来放药，在源头上杜绝此类现象的
再次发生。
（联合馆）
为确保馆藏质量，2013 年 12 月中下旬典藏维护部
协同文荟馆等部门对文荟馆 100 室十余万册文献进行
了扫描、数据分析、整理及架位定位，并请信息服务
中心对馆藏信息进行了批处理，按照项目实施的计划
安排，该室目前已正式对外开放，开始读者可以预约
借阅。（资源建设中心、文荟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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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的文献实体进行查找和更正，工作进展顺利。

（资源建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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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100 室闭架书库读架、扫描工作完成之后，主
管谢萍已对 100 室书架作了标引，还将抽出 200 多册
信息错误书籍。三月起，100 室闭架书库对外开放，
实行预约服务。流通 5 楼架位法书库对外开放，实行
预约服务已达 8 个月，从统计数据显示，借还书量正
433
逐月增长。下一步，将组织有关人员先后验收流通 6
22601956162
楼、4 楼架位法书库。（文荟馆）
考试周期间，联合馆内座无虚席，为维护好考试
13532
周阅览秩序，更好的服务读者，联合馆上下同心协力
113
做好服务工作。
考试周期间自助复印机使用量急剧上
升，复印机的故障率也随之大增，联合馆工作人员悉
心呵护，及时指导和排障，保证自助设备正常运行。
为维护阅览室的整洁有序，在张庆兰带领下，联合馆
主管和支部书记每天提早到馆，及时清理各阅览室滞
留物品，保证图书馆正常有序地开放。
（联合馆）
为突出图书馆文化展示与宣传功能，营造良好氛
围，近期文荟馆在电梯旁等公共空间的墙面上悬挂了
6 幅名人名言书法条幅。对年久失修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孙晋良巨幅照片画框进行修复并重新挂上墙面。对
摆放在各楼层走廊的 29 个沙发制作沙发套，并在二
楼和四楼部分沙发之间摆放了茶几。（文荟馆）
3 月 6 日下午,为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图书馆妇委会在校部图书馆报告厅举办了一场联欢
校部门禁系统统计
活动，展示了我馆女员工的巾帼风采。党总支书记、
常务副馆长陆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节日贺辞，联欢活
动节目丰富多彩,游戏、歌曲、钢琴、朗诵等节目相
互穿插，观众笑声不断。朱濂演唱了我校学生霍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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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曲目《卷珠帘》，把观众又带到了马年春晚；俞志
群的《缘》唱出了别样的韵味，张慧灵声情并茂地演
唱《采蘑菇的小姑娘》；在“抢座位”游戏中，女同
胞们“抢”劲十足；王昱的钢琴独奏《梦中婚礼》和
图书馆徐志娟上海大学第四名
《秘密的庭院》让观众意犹未尽；张姣一曲《隐形的
翅膀》唱出了年轻人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游戏“踩
气球”大家你追我赶，“围追堵截”；陈兰的《女人
花》给姐妹们送上了节日之“花”。分工会主席梁健
演唱了《天籁之爱》和《爱我你怕了吗》，将全场的
欢乐气氛推向了高潮；“托乒乓球接力”游戏充分展
现了团队配合和协调平衡的能力；吴明明的钢琴即兴
表演展示了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蒙眼作画”游戏中，
大家画出的笑脸形态各异，十分可爱；茅文英和姐妹
们分享了她的获奖摄影作品，并深情地朗诵了自创诗
歌一首；最后，在“手舞足蹈”游戏中，十余名参与
者在主持人快节奏、不停变化的指令中“手舞足蹈”，
一不小心便会“手脚并用”，不知所措。在观众的连
连欢笑声中本次联欢会圆满落下了帷幕。(妇委会)

党建工作

2 月 28 日上午第二支部党员在三楼会议室讨论
魏晓萍同志预备党员转正，除 1 人请假外，其余 9 名
正式党员出席了会议。支部书记叶春波宣读了预备党
员转正大会的流程，简单介绍了党组织培养和发展魏
晓萍同志的基本过程；联系人方向明介绍了魏晓萍同
志在预备期内工作、学习的表现，党员们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大会进行了举手表决，一致同意魏晓萍同志
按期转正，并报请上级党组织审批。（第二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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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4 年 1-3 月）
馆 名
月份
校部馆
文荟馆
联合馆
合

计

借书量（本）
1
2
3
13840
15259
23353
2834
3332
5323
385
375
778

还书量（本）
1
2
3
12971
21674
19759
3116
5083
4545
527
673
576

17059

16614

18966

29454

27430

24880

阅览统计（2014 年 1-3 月）
阅览人次
2
1553
11
844

校部馆
报刊阅览室
过刊库
阅览室(1)

1
1148
9
480

阅览室(2)

502

1171

4611

阅览室(3)

799

1764

4834

阅览室(4)

610

1253

3449

美术阅览室

596

982

2541

文史研究阅览室

77

76

170

电子阅览室

11379

41206

25374

合

15600

48860

49437

计

3
3839
16
4603

门禁系统统计（2014 年 1-3 月）
1

2

3

校部馆

44655

76580

180496

文荟馆

8322

15667

35501

联合馆

5642

10045

30503

58619

102292

246500

118551

134404

188851

合

计

主页访问人次

3 月 20 日下午，图书馆第四支部党员和积极分子 20
人，前往中共四大纪念观参观，缅怀为新中国的诞生而
牺牲的革命先烈，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受到了
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
（第四支部）
3 月 20 日下午，图书馆第三支部党员在总支委员梁
建和支部书记蒋燕萍的带领下，来到位于虹口区的上海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进单位——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历
史展示馆参观, 展示馆不仅详细记载了我国现代食品工
业的发展轨迹，而且还生动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保家护
厂和支持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业绩。
（第三支部）

友好往来

3 月 28 日下午，东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施敏俊带队
一行七人前来我馆进行参观和工作交流。图书馆党总支
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馆长助理徐志娟，读者服务中
心主任王玉富，以及读者中心、信息中心相关同志出席
会议，王玉富同志主持会议。
（读者服务中心）

光荣榜

2014 年第 104 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图书馆
读者服务中心荣获 2013 年度上海大学巾帼文明岗。图书
馆读者服务中心主任王玉富副研究馆员和理学院数学系
副主任白延琴教授荣获 2013 年上海大学“比翼双飞”模
范佳侣称号。（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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