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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科学家不是依赖个人的思想，
是综合了几千人的智慧。
——厄愉斯特·卢瑟福
（1908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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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动态
4 月 15 日下午，上海大学第三届读书月活动于校
本部图书馆会议室正式开幕。本届读书月活动的主题
为“今天如何‘读’经典”，由上海大学图书馆主办，
校宣传部、文学院协办。出席开幕式的领导有校文明
办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刘绍学、图书馆直属党总支书
记刘日宇、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陆铭、副馆长卢志国。
图书馆有关部门的老师和部分学生也参加了本次活
动。（办公室）
4 月 17 日，上海大学第三届读书月活动之一—第
五期“iShare 真人图书馆”活动在美术学院二楼咖啡厅
成功举办。这次活动是由我校经济学院和我馆共同主
办、经济学院团委学生会承办的。共有 40 多位来自不
同学院不同年级的学生通过网络和短信预约机制成为
真人图书馆的读者。
（读者服务中心）
4 月 9 日上午，上海市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信
息素养教育工作组第一次全体成员馆会议在同济大学
图书馆召开。我馆副馆长卢志国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等
17 所高校图书馆主管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的馆长（副馆
长）及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同济大学图书
馆副馆长何青芳主持。(同济大学图书馆网站)
4 月 23 日晚，适逢世界读书日，由 2014 级“文基
班”与我馆共同承办的“书”和远方读书分享会在图
书馆三楼会议室举行。馆党总支书记刘日宇、社区学
院团委书记石婵娟、文基班导师吕永林、辅导员赵影、
“挑战杯”特等奖获得者周雨薇、爱拍社社长黄婧、
市级创新项目“文学经典流入人心”负责人夏蓓和 30
多名同学参与了本次读书会。
（读者服务中心）
4 月 23 日是第 20 个“世界读书日”，为了响应“世
界读书日，一起读好书”的理念， “让闲置的书刊动
起来”文献交换活动在我校三个三校区图书馆大厅同
时举行。活动旨在通过这次活动让闲置的书刊得到更
多的利用，培养读者良好的阅读习惯，收集到的图书
可以放在漂流角，供有需要的读者使用。通过本次活
动，图书馆为广大读者搭建了一个文献交换的平台，
让闲置的文献真正的“流动”起来，让知识在更多读
者之间传递与分享。同时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世界读
书日的精神和意义，弘扬尊重知识、崇尚文明的阅读
理念，引导和培育广大师生逐步形成“好读书、读好
书、读书好”的阅读氛围和共识。
（读者服务中心）
上海大学图书馆

联合馆 20 万册中图法四角号码图书由于历史原因
分布在两个书库，给读者使用和异地预约图书的抽调
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提高服务质量，理顺书库布局，
联合馆早就计划合并 20 万册中图法四角号码图书。按
照既定计划，前期对 20 万册图书要进行并库前的细排
与剔除工作。联合馆书库管理部在人员少，馆藏量大
的情况下，全体工作人员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基础上，
不顾尘螨侵袭、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等恶劣工作环境，
共同参与书库的调整工作。日前，20 万册中图法四角
号码图书的细排和剔除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联合馆）
为配合图书馆第三届读书月活动，联合馆推出“上
海大学图书馆馆藏珍品展览”项目。该项目主要向读
者展示介绍我馆丰富的馆藏装订报纸资源，其目的就
是通过展示介绍，让读者了解获取我馆馆藏装订报纸
资源信息，从而使资源利用得到最大化。这次展览样
品的抽样，主要依据我国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要
节点，分别抽取了 15 种报纸样本提供展示。
（联合馆）
为了积极配合读书月“书香校园，馆员先行——
图书馆员阅读分享”活动的进行，文荟馆向全体职工
发出征稿启事，调动大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活动得
到员工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共收到文章四篇，分
别来自董庆红、张骏、陆宝林、荆艳芳。提交的文章
均是以读后感的形式推荐图书，分享阅读体验，营造
爱阅读的书香氛围。
（文荟馆）
上海大学图书馆 2014-2015 年春夏学期“知识•资
源•发现”系列专题讲座第 2 讲于 5 月 26 日在文荟馆
107 室举办，讲座由信息服务中心介凤老师主讲，主题
是“打造您的文献管理与写作平台——NoteFirst”，延
长校区 40 余位老师、学生参加了该讲座。大家纷纷表
示，图书馆这样的专题讲座非常有意义，希望更多类
似的讲座能在延长校区举办。讲座结束后，办公室季
老师向与会者介绍了上海大学图书馆讲座预约的相关
规定。
（文荟馆）
5 月 19 日上午，鲍国海副研究馆员在校本部 C307
教室，为社会学院范明林教授开设的《质性研究》课
程进行了一次嵌入式教学，内容为《文献检索与投稿
指南》
，共有 33 位 2014 级社工专业研究生参加。这是
我馆与社会学院今年初签订学科服务协议之后的首次
嵌入式教学。（信息服务中心）
5 月 21 日上午，鲍国海副研究馆员，前往我校碳
碳楼 3 楼会议室，为纳米中心 20 位 2014 级研究生开
设了《文献资源检索与投稿指南》专题讲座。（信息服
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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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在第二十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我馆在三个校区图书馆同时举行了“唤醒沉睡
的图书—超期免罚主题日”活动。活动当天，宝山
433
校区总服务台接待要求免罚金读者共 35 人次，免
22601956162
除罚金 387 元，其他两个校区图书馆亦有不少读者
参与这项活动。此举得到读者们的普遍欢迎和赞
许，不少读者表示要告诉室友和周围同学，让他们
13532
也尽快来还书，并希望此项活动能持续时间长一
113
点，每年多办几次。
（读者服务中心）
5 月 14 日，信息服务中心编辑完成《2014 年
上海大学图书馆年报》。（信息服务中心）
2014-2015 年春季学期，信息服务中心 5 位教
师完成 5 个教学班，275 位学生的《文献检索》课
教学任务。
（信息服务中心）
5 月 21 日，信息服务中心介风和詹华清分别为
社科学院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文献调研讲座。（信
息服务中心）
5 月 22 日，信息服务中心熊惠霖在馆报告厅为
学生开设《Internet 免费学术资源检索与利用》讲
座。（信息服务中心）
今年 1 月至 5 月 20 日，信息服务中心为我校
校部门禁系统统计
科技处、理学院、发展规划处、应用数学与力学研
究所、通信学院、国际事务处和信息办等部门提供
各类情报服务 20 次。（信息服务中心）
由上海大学宣传部、中共四大纪念馆、上海大
学组织部、校团委主办，上海大学图书馆、文学院
1622
协办的“回首历史丰碑、探寻力量之源”图片展，
纪念中共四大召开 90 周年党史教育“上大行”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于 4 月 15 日下午 1:00 在图书馆展
厅举行。（办公室）
图书馆徐志娟上海大学第四名
79804 召开的
由上海大学社区学院、
上海大学书镜山房书法
协会、大阪市立大学青桃会、大阪府立大学翠陵会
主办，上海大学图书馆协办的“中日大学生艺术交
流展”开幕式于 3 月 27 日上午 9:30 在图书馆展厅
举行。
（办公室）

党建工作
联合馆近年来新增图书大量集中在文学、艺
术、经济等大类，造成流通书库部分架位图书过度
拥挤，即将面临新书无法上架的窘境。为了解决这
一难题，书库管理部主管张永达同志经过仔细测
算，制定了周密的调整方案。在得知此次调整时间
紧、任务重、人手缺的情况下，联合馆支部的党员
们主动承担起此项调整任务。5 月 19 日下午党员们
各就各位，下架、运送、上架、整架…… 组成了
一条有序的工作长龙。为了使架位按既定方案迅速
调整到位，尽量不影响读者的正常借阅，大家顾不
上擦去流下的汗水，歇歇疲惫的身躯，你追我赶、
马不停蹄。党员们众志成城，经过数小时的奋战，
架位调整胜利完成。他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受
到了群众和读者的一致好评。通过此次活动，充分
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进
一步增强了支部的整体战斗力。（联合馆支部）
5 月 27 日，图书馆第一、三和四支部，组织党
员和积极分子 30 余人参观了新开放的上海自然博
物馆新馆。
（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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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5 年 4-5 月）
馆名
月份
校部馆
文荟馆
联合馆
合计

借书量（本）
4
5
19229
22362
4489
3719
641
413
27767
23582

还书量（本）
4
5
20537
25153
3833
4858
511
906
25296
31556

门禁系统统计（2015 年 4-5 月）
4
月份

5

校部馆

127635

139476

文荟馆

18302

21638

联合馆

17423

18467

163360

179581

合

计

主页访问统计（2015 年 4-5 月）
月份
4

5

中文主页

102585

97107

英文主页

104

196

5 月 15 日上午，图书馆第三支部党员进行了政
治和业务学习。会议由支部书记蒋燕萍首先宣读了
《中共上海大学图书馆党总支换届选举方案》，公布
了第三支部第一轮候选人初步人选推选结果。然后
康晓丹、倪代川主持学习了“三严三实”推进教育
实践活动人民日报评论员四篇文章、张维为教授的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和《上海大学章程》
。会
议中党员各抒己见，讨论气氛热烈。大家纷纷表达
了自己对祖国的自信，对学校和图书馆未来的思考。
同时对图书馆读书月中的“书香校园，馆员先行——
图书馆员阅读分享活动”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
（第
三支部）

工会活动
4 月 25 日，两年一度的教职工羽毛球团体比赛
在我校本部体育馆隆重举行，本次比赛由我校工会
主办，悉尼工商学院承办，体育学院和教职工羽毛
球协会协办。本次比赛共有 30 家单位组成的 26 支
代表队参加，我馆派出了马国栋、李华、卢志国、
刘华、方向明、倪代川、朱濂、何志华、徐志娟等
队员组队参赛，作为上届四强，我馆代表队以种子
队身份分在 D 组，队员一路过关斩将，奋力拼杀，
每分必争，相互鼓励，不断为队友呐喊打气，发挥
出色，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晋级 16 强。最终以 3:2
有惊无险地力克实力强劲的法学院队，获得季军。
（资源建设中心）

光荣榜
3 月 28 日，在上海科技馆表彰大会上，我馆第
四支部党员鲍国海荣获 2014 年度志愿者服务积极
分子称号，去年他在科技馆为游客服务 23 天。（图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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