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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在一个崇高的目的支持下，不停地

工作，即使慢，也一定会获得成功。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5月 5日，文荟图书馆邀请了本校美术学院张孟常
老师以《上大校园好读书》为主题开设的讲座。张老
师就人与校园关乎寄情花草、存理专业、馆藏图书；
人与书籍关乎开卷有益、开卷怡情、融会贯通；人与
人关乎读者书生、以书会友、欢会神契等主旨侃侃而
谈。讲座旨在让上大学子收获传道、受业、解惑之外，
还可达到身心合一、物我合一的境界，从而使人品与
专攻蓬勃向上。共有 25人参加了本次讲座。（文荟馆）

5月 8日晚，2014图书馆读书月讲座《上海话与
海派文化》在校本部图书馆讲堂举行，我校文学院中
文系丁迪蒙副教授通过上海话的历史演变，发音特点
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演讲。在她的带领下，大家一起
朗诵了上海话歌谣，她精彩的演讲不时被听众的掌声
所打断，使全场百余位师生受益匪浅。（信息服务中
心）

为了提高闭架书籍的利用率，为读者提供方便，
文荟馆高密度储存书库图书预约周期提速，于 4月 16
日起由原来第二天提取改为一天二次。（文荟馆）

4月 17、18日，李华、荆艳芳分别参加献血体检，
荆艳芳获通过并光荣献血，她们自愿献血，奉献爱心
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文荟馆）

为迎接学校精神文明办 4月 23日卫生检查，迎接
“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荟馆全体员工积极行动，很好地
完成了打扫、保洁工作。（文荟馆）

督察室 4月底对文荟馆书库的细排架情况进行了
抽查，检查结果良好。（文荟馆）

2013年文荟馆流通书籍赔款统计表，已于 5月 7
日递交给资源建设中心（文荟馆）

文荟馆通知并请全体员工关注今年我校教职工校
外体检及 2014年国内外学术会议征文通知。（文荟馆）

5月 7日，延长校区武保处于对文荟馆消防通道进
行检查，将在消防通道安装应急灯。（文荟馆）

5月 7日，资源建设中心陈艳和和王昱同志一起
到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进行了调研，参观了阅览
典藏部、整理研究部、保护修复部，并重点了解了文
献修复的一些具体操作、过程、材料及使用工具，交
流了文献修复的一些具体问题，为我馆古籍整理、修
复和保护工作提供借鉴。（资源建设中心）

2013-2014春季学期，图书馆文献检索教研室完成
了 5个班 513名学生的《文献检索》和《信息素养》
课程的教学任务。（信息服务中心）

工作动态
5月 22日上午，在新上海大学组建 20周年之际，图

书馆讲堂文化墙隆重揭幕，上海大学副校长、图书馆馆
长叶志明、校长助理、研工党委书记、研究生院副院长
李伟、校工会常务副主席姜继平、校文明办副主任王沁、
音乐、中欧、材料、文学院等部门领导以及馆党政领导
和部分师生员工出席了此次活动，图书馆直属党总支书
记、常务副馆长陆铭主持揭幕仪式。副校长叶志明与校
长助理李伟共同为“图书馆讲堂文化墙”揭幕，并和参
加仪式的师生们一起参观文化墙，通过照片回顾上海大
学发展的点滴记忆。（办公室）

4月 24日晚，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
长、中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政协
常委徐雁先生为我校师生作《读书与人生：阅读“名人
传”，汲取“正能量”》讲座，本次讲座同时被列为上海
市东方讲坛品牌内容。图书馆直属党总支书记、常务副
馆长陆铭主持讲座，副馆长刘华、馆长助理徐志娟以及
本馆职工和 300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徐教授从钱校长
提出的“自强不息”校训谈起，激励青年学子通过读书，
让知识为人生插上理想的翅膀，实现自我成长、成才和
人生进取。（办公室）

5月 30日上午，副馆长刘华到文荟馆参加周五的学
习活动，本次学习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树
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申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修养，
加强为读者服务的理念而展开。馆员们就服务读者及规
范读者阅读行为中所碰到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
华与大家分享了北大图书馆和美国图书馆的一些见闻，
指出我们要有生存危机感，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文
荟馆）

4月 22日，方向明和陈艳同志参加了在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召开的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信息资源分委会会议，
并受会议委托介绍了徐佳女士在我馆所作的 RDA学术
讲座的基本情况。（资源建设中心）

乘“中国梦世界风”，借我校第二届国际文化节，为
加深师生对异国风情文化的了解，图书馆携国际交流学
院、悉尼工商学院单位联合主办了“真人图书馆”系列
活动。由张庆兰牵头，詹华清、万小娟、张娇、桂姗、
周悦、魏晓萍、吴芳枝组织, 从 4月 7日策划开始,于 5
月 15日号正式借阅，活动持续至 5月底，共发布 5位“真
人”借阅，围绕孝文化、太极养生以及东南亚风情展开
了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互动与提问。活动受到参与学
生的一致好评，他们希望图书馆能再接再厉，来年继续
推出，并形成特色。（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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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4年 5月）
馆 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校部馆 18759 24942
文荟馆 4174 5127
联合馆 558 808

合 计 23491 30877

阅览统计（2014年 5月）
阅览人次

校部馆

报刊阅览室 3844
过刊库 8
阅览室(1) 3692
阅览室(2) 3258

阅览室(3) 3839
阅览室(4) 3440

美术阅览室 1122
文史研究阅览室 133

电子阅览室 25619

合 计 44955

门禁系统统计（2014年 5月）

校部馆 142247

文荟馆 23841

联合馆 23746

合 计 189834

主页访问人次 155866

友好往来
4月 22日下午，沈阳工业大学图书馆直属支

部书记林克强教授一行 4人莅临我馆，就图书馆组

织架构、读者服务、管理模式以及资源建设等进行

专题调研。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陆铭、馆长

助理徐志娟、办公室主任梁建、读者服务中心主任

王玉富以及读者服务中心、资源建设中心、办公室、

督察室等部门参加了接待。陆铭、王玉富、徐志娟、

万燕萍向来宾就各部门的工作做了专题介绍，并陪

同来宾参观了我馆。（办公室）

5月 22日上午，山西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光一
行 3人莅临我馆，就图书馆 Rfid进行专题调研。
馆长助理徐志娟、读者服务中心主任王玉富就我馆

此项工作的调研、组织及具体操作进行了系统介

绍，围绕高频和超高频的选择、各模块子系统的引

进策略、磁条和电子标签在图书防盗工作中的兼容

与并行等问题和来宾进行了深入交流，随后陪同来

宾进行了现场参观。（读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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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3日上午，我馆邀请美国爱荷华大学图书馆徐佳
女士来馆作《RDA在美国学术图书馆的应用》学术报告。
报告会由刘华副馆长主持，副馆长卢志国、总支副书记张
庆兰、各部门业务骨干、我馆硕士研究生以及上海图书馆、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等同仁 4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徐
佳女士分享了自身多年从事东亚文献编目工作的经历，结
合爱荷华大学图书馆编目系统管理平台，从编目工作流程
谈起，列举了大量详实的 RDA编目案例，并从专业的角度
对 RDA 编目记录进行详细分析和解读，指出 RDA 与
AACR2在 MARC字段设置及描述上的不同之处，分析了
其中的原因。（资源建设中心）

4月 27日下午，鲍国海同志作为上海科技馆市民志愿
者代表应邀在 2014年上海大学科技馆志愿者表彰暨培训
大会发言，并为我校上海科技馆志愿者服务总队授旗。 (信
息服务中心)

5月 9日上午，我校副校长、音乐学院院长、图书馆
馆长叶志明教授在音乐学院 2楼教室作了题为《大数据分
析在高校教育管理与决策中的应用——对音乐学院与图书
馆发展的启示》的学术报告。音乐学院名誉院长曹鹏、图
书馆副馆长刘华、卢志国，以及音乐学院和图书馆教师和
职工 50余人参加了会议。叶教授通过对大数据在我校教育
管理与决策中的应用，介绍了他在我校教务处、研究生部
以及上海市教委所做的实际研究工作，最后，他还谈了音
乐学院和图书馆今后发展的要求。（图讯）

党建工作
6月 5日下午，图书馆党总支的 30余位党员来到上海

市工人文化宫三楼，参观了在此举行的《党的好干部焦裕
禄事迹图片展》，学习焦裕禄精神，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图讯）

在读书月活动期间，联合馆推出了“品读经典影片”
活动，根据影片主题向读者推介了图书，激发师生的读书
热情。党员们从活动策划、海报制作、影片宣传做了周密
细致的安排，张庆兰、俞永清等同志利用休息时间，承担
每周四晚的影片放映工作，发挥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联合馆支部）

5月 14日上午，第四支部组织党员学习了习近平同志
5.1和 5.4讲话，并结合中国梦的实现与做好图书馆工作进
行了学习和讨论。（第四支部）

5月 7日，校组织部、党校及党建研究会联合下达了
2014年度党建研究重点课题立项的通知，第二党支部申报
的课题“高校基层党支部书记能力建设研究”经审核，被
确立为上海大学党建研究重点课题。（第二支部）

光荣榜
5月 7日，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公布了“2013-2014

年度网站优秀特约通讯员”获奖名单，我馆方向明同志荣
获“十佳通讯员奖”。（资源建设中心）

5月 21-23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
员会读者服务创新与推广工作组举办、上海交大、南方医
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共同承办的“首届全国高校
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在广州举行。此次大赛，组委
会共收到全国 105所高校图书馆提交的 156个服务创新案
例申报材料。共有 32个案例入围决赛、20个案例被评为
优秀案例。我馆李柯、盛兴军、陈兰组队申报的“360°阅
读——莫言作品阅读推广系列活动”进入决赛并获得三等
奖。徐志娟、李柯、葛纯组队申报的“创新服务 全新（心）
体验——上海大学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创新案例”获得优
秀案例奖。（读者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