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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获得辛福的秘诀，并不在于为

了追求快乐而全力以赴，而是在全
力以赴中寻找快乐。

——安得列·纪德
（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奖获得者）

工作动态
7-9月，信息服务中心主动与各院系联系，分别为

文学院、音乐学院、新型显示与微电子中心、社会学

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悉尼工商学院、数码艺术

学院、社科学院、社区学院、材料学院的 2015级研究
生、本科生和教师开设图书馆资源利用与投稿指南及

新生专题讲座共计 17次，共有 973位师生参加了讲座，
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信息服务中心）

第三季度，信息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我校研

究生院的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认定研究生论文总计

4367篇。（信息服务中心）
为了缓解文荟馆流通书库“涨库”的压力，经图

书馆领导批准，文荟馆开始对流通书库进行资源调整。

根据初步方案，本次资源调整主要根据出版年限、借

阅次数等参数来拟定调整方案。为了检验方案中参数

制定的标准是否完善，文荟馆在暑假期间，开始对涨

库最为严重的 TP类图书进行调整，一方面缓解该类图
书的涨库压力，另一方面为下学期馆藏资源调整奠定

基础。接到任务后，姚炜、荆艳芳在先期开始对数据

进行测算，同时其他员工积极报名参加，党员也充分

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最后共 9名员工参与该项工作。
劳动期间，9名老师在没有空调的密闭书库中战高温、
斗酷暑，不怕辛苦，通力协作，5天时间共完成 7000
余册图书的下架、扫描、搬运，并按照细排架上架。（文

荟馆）

经过几个月的整理，文荟图书馆 400室综合阅览
室于 9月 23日正式对读者开放。该阅览室综合了主题
图书推荐区、期刊推荐区、报刊推荐区以及网络资源

区，以满足读者多方面、多类别、多功能的阅览需求。

该阅览室目前提供 10余种期刊的阅览，以后还将逐步
增加报刊的种类。主题图书推荐区在主题的选择上立

足读者服务，选择更加“接地气、贴心灵”的主题，

进行相关图书推荐。旨在通过图书推荐，增加读者的

阅读兴趣，进而提高书库图书的流通率。阅览室的布

置利用现有资源，从读者感受的角度出发，打造出宁

静、安心的氛围，给读者创造一处静心阅览之处。综

合阅览室在正式对外开放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文荟馆）

9月 24日下午，图书馆直属党总支在校本部图书
馆召开主题为“迎中秋民主党派座谈会”，来自图书馆、
档案馆的民革、民建、九三、民盟等 12位民主党派同
志、图书馆直属党总支委员、副馆长刘华、卢志国、
党总支书副书记张庆兰、党总支委员倪代川同志等出
席会议，会议由总支书记刘日宇同志主持。

会上，刘日宇书记首先对召开此次民主党派座谈
会进行了说明，感谢各民主党派同志长期以来对图书
馆工作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希望通过此次座谈会，
进一步加强与民主党派的工作联系，进一步听取民主
党派同志的意见与建议，为图书馆的发展做出更大的
贡献；同时，刘书记重点从我党统一战线战略视角分
析了各民主党派与我党之间的荣辱与共的历史联系，
对近期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进行了介绍和说明，并向与会民主党派同志介绍了总
支正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学习教育活动情况。随
后，与会人员展开了热烈、自由的交流与讨论，对图
书馆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其中，“民革”党员陈
敏、颜虓分别介绍了民革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的“老
兵口述史”项目与“线上参政议政”项目；“民盟”党
员夏明宇博士回顾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之间在历史上
的相互合作与当代的共同发展现状，并介绍了我校民
盟的基本情况；“九三学社”马国栋对共产党取得的成
绩表示肯定，并对部分党员的模范表率与先进性不足
提出了批评等。会上，刘华副馆长围绕图书馆十三五
规划的制定进行了介绍，卢志国副馆长对图书馆主页
改版工作进行了说明，总支副书记张庆兰介绍新媒体
环境下的图书馆的宣传与交流项目的推进情况等。近
年来，图书馆在读者服务、学科服务、空间再造、资
源建设以及管理变革等方面取得明显发展。这些成绩
的取得，与全体图书馆员工的努力工作、开拓创新密
不可分，其中，各民主党派党员是我馆发展的重要力
量，为图书馆的全面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图书馆直
属党总支将一如既往的重视统战工作，密切与本馆民
主党派之间的联系，支持促进民主党派成员在图书馆
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共同推动上海大学图书馆的
进一步发展，服务好学校发展战略，充分满足学校师
生的图书馆利用需求。（办公室）

文荟馆在暑假期间共完成了 6个闭架书库和文荟
馆老馆共计 2000余平方米馆舍的清洁工作。至此，文
荟馆第一阶段的卫生清洁工作已经宣告结束，为下一

步馆舍的调整和资源调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荟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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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15年 8-9月）

馆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月份 8 9 8 9

校部馆 6482 32646 7127 22764

文荟馆 1484 5804 1330 4457

联合馆 167 797 198 465

合计 8162 39540 8655 27686

门禁系统统计（2015年 8-9月）

月份 8 9

校部馆 25161 179907

文荟馆 3856 25307

联合馆 2191 13756

合 计 31208 218970

主页访问统计（2015年 8-9月）
月份 8 9

中文主页 51477 80407

英文主页 -- 164

由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主办，上海大学

图书馆协办的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广告系本

科毕业生毕业设计作品展于 6月 23日---26日在图
书馆展厅展出。作品展现了国内学生、以及赴美校

际交换生在视觉形象及其衍生品、包装设计、概念

设计、旗袍设计、网页 ipad和手机客户端界面等领
域，以最直观、最能张扬个性的形式呈现丰富的视

觉语言、独特的创意风格。简约但不单调，庄重显

得很高级。展览同时还展出毕业生设计的实物作品。

(办公室)
由上海大学博物馆（筹）、海上书画名家后裔联

谊会主办，上海大学图书馆协办的“文脉相续，风

骨相存”——海派名家后裔书画精品展于 9月 15
日至 9月 29日在图书馆展厅展出。作者是吴昌硕、
王一亭、吴湖帆、刘海粟、陆俨少、江寒汀、董天

野、丰子恺等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师

的后裔。源于对艺术的热爱，更源于继承家学的使

命感，25位作者的 50余件作品，从祖国文化的根
基走来，浸染着先辈的气息，展现扎实的传统书画

功底，如画坛上的一股清流，高贵、典雅。(办公室)
光荣榜

7月，詹华清获“课件争霸”2015万方数据检索
课件大赛二等奖.。（信息服务中心）

9月，由本馆申报的《研究生学术论文管理与论
文认定》成果获 2015年度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成果二
等奖。（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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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徐志娟上海大学第四名 79804召开的

第三季度，信息服务中心分别为科技处、计算

机学院、力学所、发展规划处、校办等提供了 11
项专题信息服务。（信息服务中心）

2015级新生图书馆利用教育如期举行。截至 9
月底，共有 6883位新生在网上观看了《走进图书
馆》视频录像，另外，图书馆还为新生举行 34场
图书馆新生导览，共有 7位馆员和 3位学生志愿者
为 400位学生开展了服务，帮助新生熟悉图书馆，
利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

为了响应全民阅读，迎接世界读书日，在“上
海大学第三届读书月”期间，号召图书馆员践行全
民阅读，分享阅读体验，交流阅读感悟，提升知识
素养，构建阅读殿堂，倡导图书馆员爱图书、爱阅
读的书香氛围，上海大学图书馆特举办主题为“书
香校园，馆员先行——图书馆员阅读分享”专题征
文活动，号召全馆职工在读书月期间阅读经典图
书，撰写阅读感悟，交流阅读心得。

图书馆作为文化公共空间，图书馆员作为文化
工作者，当我们广泛号召、组织、推广图书阅读的
同时，广大馆员理应树立榜样，积极践行图书阅读。
为此，在本次读书月期间，图书馆办公室提出并负
责统筹协调馆员阅读分享征文活动，既是对读书月
活动的参与和支持，也借此倡导图书馆书香氛围并
激发图书馆员阅读热情。通过前期组织策划，并在
全馆进行广泛动员。活动开展以来，受到全馆各部
门的积极协作和广大馆员的热情参与，截止 5月 12
日，共征集到阅读分享主题文章 53篇。论文主题
广泛，既有对图书的阅读体验与感悟，也有对图书
的评述与推荐；既有对图书作者的系统分析，也有
对图书主题的延伸拓展分析；既有对传统经典图书
的分享，也有对当下畅销图书的积极推崇。

本次征文共设精彩美文、精妙短文、书香怡人、

快乐读书四个奖项，经图书馆征文评委会评议，8
篇文章荣获“精彩美文奖”，19篇文章荣获“书香
怡人奖”，26篇文章荣获“快乐读书奖”，目前，论
文的征集工作已经圆满完成，并在图书馆读书月专

题网站中进行了部分在线展示和分享，所有获奖文

章已经汇编成册。（办公室）

党建工作
9月 17日上午，图书馆直属党总支按照学校

“三严三实”学习要求及总支计划安排，召开“严

以律己”专题学习研讨会，总支委员、两馆领导班

子及后备干部等全体成员参加了学习，会议由直属

党总支书记刘日宇同志主持。本次专题学习会由刘

华副馆长和刘日宇书记作重点发言。大家围绕“严

以律己”专题，结合这些发言展开了热烈讨论。最

后，刘日宇书记对本次学习会作了简要总结，他认

为这次学习讨论会，大家都进行了认真对待，并做

了精心准备，发言踊跃，学习内容丰富，收效明显，

并对下一次专题学习内容及要求进行了安排和部

署。（党总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