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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读者家园

不经意的一瞬间总会让人想起一

首歌、一个人、一件事，此刻耳畔回

旋着《外婆的澎湖湾》：“坐在门前

的矮墙上一遍遍回想，也是黄昏的沙

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

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

暖暖的澎湖湾…”。 

我有晚上看书的习惯，万籁俱

寂，与自己相处，和作者对话，享受

读书的乐趣。记得第一次读《梅子青

时：外婆的青春纪念册》是2016年12

月24日，也就是平安夜，今年暑假又

读了第二次，又有了新的收获和启

发。 

一 

 

书中的外婆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

人，在湘湖师范求学。在当年战乱

中，湘湖师范七迁校址，这是一种坚

持，许是全体师生明白，教育是救国

救民的武器，因此即使空袭夺走多人

的性命，要靠胆大的学生一捧一捧将

炸的血肉模糊清理掉，学生们也不曾

散去逃命，在祠堂里，在寺庙里，在

乡亲家里，没有黑板，没有教材，这

课依旧上下去。师范毕业，抗战胜

利，外婆回家乡教书，后来跟着外公

一起去了杭州，才真正安定下来，教

了三十几年书，直到退休。 

外婆的故事并不传奇，她只是一

个普通人，但也正因为她是一个普通

人，我才说这本书如此重要。从前，

我们读到的回忆录和传记，所关注的

都是功成名就的大家，很少有人关心

一个小老百姓的过往，但正是这些小

老百姓才是生活的大多数，显得弥足

珍贵。 

通过历史书，我们知道八年抗

战、四年内战、大跃进、文化大革命

等，可是我们未曾知道其中的细节。

透过《梅子青时》，我们却可以看到

活生生的历史。克罗齐说：“一切历

史都是当代史。”或许我们也可以

说，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所有舞台

宏大、布景繁复的大历史，都是一个

个平凡人细微的个人生活史。它们也

许视角狭窄，只关乎个人命运，但

是，也正是在各人命运中，历史才可

以鲜活。读这样的书，并没有什么特

殊的目的和功能，它只是让你亲近和

了解一个人，借此了解那个过去了的

时代。而了解过去，正是了解现在，

了解自己的前提。 

二 

 

风过留声，雁过留痕，梅过留

香。我且选取几段特别有感触的句子

分享给大家。 

世界无常，生命是流动的，从认

识这个被我称作外婆的人那天起，

她—直都是个老太太。如果说岁月为

她带去过什么改变，那也只不过是

老、更老、都这么老了。 

但是，在那之前呢？没有人生下

来就是老人，外婆也一样。她年轻

过，这大概没错，只是我从没有仔细

去想这回事。就算去想，也没法眼见

为实。所幸此刻眼前物证人证俱在，

所以，我想趁现在找回外婆的青春年

少，找回她的一生。 

这样三个人，可以说既相似又迥

异。她们都是有话直说的个性，心里

藏不住秘密，遇到不公义的事情，宁

愿得罪别人也要讨个公道。 

但是相比之下，陶爱凤是太阳，

将无尽的光明和温暖送给需要抚慰的

人；楼庭芬像月亮，细腻、缜密而忠

诚。和她们比起来，外婆就如同一颗

星星，她永远固守在天边的一角，不

够火热，不够耀眼。但是宇宙如果少

了这颗星，就不是我们的宇宙了。 

在那段时而岁月静好时而炮火纷

飞的年代里，她们也曾有过少年情

愫，也曾有过纯真的友情，也曾逢恩

师教诲，也曾激扬文字。现在我们的

教育条件太好了，以至于和那时候的

教育比起来显得平易近人唾手可得，

因而我们并不觉得弥足珍贵。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

是云。”也许有天你我老了，老到像

书中的梅香一样。头发花白，门牙漏

风，颤巍巍接掉一个电话后艰难地拿

起笔，瞄准当年集体照后面对应的人

名用力划去。那些曾和自己吃在一块

儿，玩儿在一道好多年的冒失小伙或

大大咧咧的姑娘，自此就天人永隔再

无相见可能了。那些小辈们不爱听也

听不懂的陈谷子烂芝麻，除了午夜梦

回，再没重见天日的机会了吗？又或

许，我们是被别人划去姓名的那一

个。梦还没做完，人还未再见，徒留

沟壑纵横老脸上那么的遗憾。无牵无

挂撒手人寰与儿孙满堂苟延残喘说不

好哪一种人生更圆满。 

三 

 

读完此书，让我想起了爷爷奶

奶。他们与书中的外婆年龄相当，今

年85岁。无论读书时，还是现在参加

工作了，回家的第一件事都是去看望

爷爷奶奶。我上小学的时候，他骑着

自行车出行；初中时他骑着脚蹬三轮

车，高中时他骑着电动三轮车，现在

爷爷坐在轮椅上，奶奶推着他。奶奶

身体一直很好，眼不花耳不聋，现在

都是奶奶照顾爷爷的饮食起居。今年

暑假回去，陪他们说话、打牌，仿佛

他们并没有变老，只是头发白了，皱

纹多了。 

有一次爷爷找不到奶奶了，又没

有手机，他就去黄河大堤上找奶奶。

这时来福（中华田园犬）摇着尾巴向

他走来，爷爷说带我去找老太婆，来

福就伸着舌头、摇着尾巴到自留地找

到了正在摘菜的奶奶。记得第一次听

到奶奶给我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好

笑，现在想起来，反而会有一些感

动。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生活的点

点滴滴汇聚成平凡的岁月。他们也曾

十七八岁过，当年的奶奶应该很漂

亮，爷爷很帅气，他们的青春年华也

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去不复返了。原

来人真的会慢慢变老。 

张哲所做的事情，是一种示范，

我们并不是石头里头蹦出来的孙悟

空，我们都有各自的来历和故事，我

们也都有自己的长辈，他们的故事正

等着我们去聆听，去书写。 

这样的故事，我愿意一个一个听

下去。 

 

书目：《梅子青时：外婆的青春纪念册》 

索书号：I251/0442 

梅子青青 悠悠我心 

外国语学院 孙志宽 

“悦读·书香校园”教职工征文比赛一等奖作品 

感动在蔓延时，思念与爱就像藤

蔓一样肆意疯张。——题记 

我的家乡有许多有名的小吃，比

如说灯盏糕，甜腻还会粘牙，虽然有

很多人喜欢，但是我却更爱没有加糖

只加一点薄荷的豆腐花，凉口，就像

我喜欢喝的另一种汤水——馄饨汤。

在家中以前常可以吃到亲手包的馄

饨，现在更多吃的是速冻的。那时的

馄饨面皮薄但却不容易破，有时又会

像蝉翼一样带着点透明，肉馅丰满，

可以吃的满嘴油汁但却不让人觉得油

腻。一锅清水，几个馄饨加上些许紫

菜，什么也没有放，但是一口咬下，

肉的鲜，面皮的柔滑和水的清淡，溢

满嘴中，平淡却让人回味无穷。母亲

的手艺让平淡成为我深入骨子中的爱

与思念。 

然而自从来到了大学，那种“清

汤寡水”的平淡少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饮食汇集在一起，味道更加的浓

重，火辣辣的刺激着我的神经。这让

我开始怀念一种遗味——平淡。《史

记》中说：“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

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意

思是在最庄严隆重的祭祀里，用的酒

反而是为精制加工过的，鱼是没煮熟

的，最重要的是羹汤则根本连味道都

没有调好。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

这样的饮食才有“遗味”，中国美学

很推崇，“遗”和“余”，音乐要注

意那断续之间几乎不可闻的“余

音”，中国画的精华则是水墨“留

白”，而在味觉上，则是那让人回味

其三的“余味”——淡。我爱那种平

淡，因为总能勾起我的回忆，每一份

母亲做的馄饨，每一口吃在嘴里的感

觉，让人感动于那平淡的味但却又含

着浓厚的爱和家乡气息。 

为什么不是酸甜苦辣咸而是平淡

呢？这在于淡方为味中之至，所有强

烈的味道，如麻辣咸苦，都无法和谐

共存，对待口味不同的人则很难调

剂，唯有平淡是所有味道的基础，不

算甜也不算不甜，不是酸又未必不可

以酸，平淡之中包含又孕育着一切。

平平淡淡不仅平衡了人的舌尖也平衡

了人的生活，也可说是人一生的最佳

状态。老子曾说过：“道之出口，淡

乎其无味。”一个淡字就包含着无尽

的哲理。在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和语言

中，极致，刺激出现的频率却比平淡

高很多。极限运动的流行就能够充分

说明问题，仿佛人们只能依靠游走于

生与死之间，才能真实的活在这个世

界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提于平

淡生活中感受自我又具有更特殊的遗

味，也更让我想念。 

在海大的生活需要忙碌中偷闲，

这让我格外的想念平淡的生活，想念

家乡平淡的馄饨，想念亲人。前几

日，我在食堂里无意间吃上了一碗馄

饨，那一瞬间，感动的眼泪充盈着整

个眼眶。远离家乡的日子，偶遇了家

乡的味道，感动之时才知道已经离家

很久，才知道自己爱的深沉。 

学校里平淡的生活可以是看看

花，散散步，跳跳舞，听听音乐。在

智慧湖边看着芦苇随风飘荡，在海燕

山上看着晚霞渐渐爬满长空，在图书

馆的空中花园里看着飞机由近到远的

飞近飞离。平淡的生活中往往蕴含着

爱与幸福的真谛，许多美好的难忘的

不一定是刺激带来的，更多地是平淡

生活中微小的感动，这种感动使平淡

变得不平淡，但仍是一种平衡的状

态，只是心下默默的爱也在不知不觉

中开始萌芽。 

《洗心禅》中的药山禅师说过这

样一句话：“云在青天水在瓶。”瓶

中之水比人心，能够保持洁净不染，

心就像水一样清澈，平淡，能大能

小，能圆能方，就像青天一样自由自

在了，这是一种洞悉人心之后的明智

与平淡，保持平常心，也是我们现代

人最难得的精神状态。在我感动于离

家很久后与家乡的馄饨重逢时，在我

感动于繁忙的活动学习中能够和海大

的美景平淡的相识时，爱已早已经让

我割舍不下这里的一切。在感动蔓延

时，我也爱上了这一切，接受了这一

切的所谓最好的安排，感动于那一碗

馄饨，让平淡的难得，家乡的难归，

还有对父母的思念得到了释怀，我也

将重新开始。 

当感动蔓延在平淡的汤水中，当

感动蔓延在家乡的味道中，爱也在蔓

延中…… 

2017读者需求调查问卷结果出炉 （节选） 

遗味·平淡·爱 

国航174 张文静 

“爱在感动蔓延时——海事成长记”征文比赛二等奖作品 

    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2017读者需求调查从2017年11月16日到2018年1月19日，历时65天，共计收到问卷434份，每份问卷填写平均用时约8分钟。参与此次

问卷调查的读者由67.5%的本科生、27.1%的硕士生、0.92%的博士生以及4.38%的教职工组成。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积极参与到此次调查活动中，主要以直接输

入调查网址为主（占比76.27%），其次是通过图书馆主页转到调查表（占比13.13%），第三为通过微信端填写（占比10.60%）。 

    以下仅为此次调查问卷统计结果的节选内容，欲了解完整版内容请前往图书馆主页。 

1、图书馆资源满意度 

    此次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读者对图书馆各类资源整体评价不高，仅有45.62%的读者

认为图书馆各类资源丰富，能满足学习和科研需求；高达43.09%的读者认为资源更新速

度不够，使用有困难；只有23.50%的读者认为更新速度快，易于使用。这说明我馆馆藏

的更新速度与读者的期望值还有差距，资源利用推广还较为欠缺，需加强此方面的工

作。 

    具体而言，图书馆中文资源满意度较高，满意基本满意率达到94.93%。外文资源满

意度相对偏低，满意基本满意率仅为89.63%，说明我馆的外文资源还需加强。 

2、图书馆服务满意度 

    此次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99.08%的读者对于图书馆服务是满意的；95.63%的读者对图书馆的文化氛

围是满意的。 

    其中，读者对于图书馆基础服务（借还书服务、阅览室服务、自助复印服务）满意度达到90%以上；

对于图书馆的空间服务（“众创空间、研讨室”服务、二楼阅读大厅等）满意度达到73.96%； 对于图书

馆的科研信息服务（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服务、查收查引、数据库培训、科技查新、情报机能培训、专利

情报服务、学科咨询服务、定制化预约讲座等）满意度达到72.35%；对于图书馆海大人文服务(海大人文

影院、海大人文书展、海大人文讲坛、海大人文展览）满意度达到80%。 

图1：对图书馆现有各类资源的整体评价 

图2：对图书馆服务的整体评价 

3、图书馆技术满意度 

    此次关于图书馆技术满意度的调查，主要涉及图书馆主页、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与图书馆校外访问系统的内容。 

    关于图书馆主页，96.54%的读者认为图书馆主页栏目分类合理，能够迅速找到想要的内容。     

    关于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通过其推送的内容，有67.74%的读者了解到图书馆动态，64.98%的读者了解到新增电子资源及服务，44.01%的读者了解到海大人

文动态。     

    关于图书馆校外访问系统，47.93%的读者存在忘记密码或密码混淆的问题，45.62%的读者存在登陆后仍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 

    未来，读者期待图书馆主页能够增加与读者交流的窗口、完善电子资源的使用、提供个性化定制等功能；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能够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校

外访问系统能够做出进一步改进。 

         2017年图书馆全年入馆总计191万人次，入馆人次最高的月份是12月份，

入馆人次达到257060人次；最低的是7-8月份，入馆人次为27760人次。全年读

者借阅纸本图书共计150223册，相比2016年减少11607册，同比减少7.17%。全

年电子文献全文下载量261余万篇次，人均下载约130篇次；电子图书下载量约

21万章节次，人均下载约10章节次；数据库访问量276万余次，人均访问138

次，数据库检索约3476万次，人均检索约1738次。 

1、阅读倾向 

    2017年读者最爱借阅的人文社科类纸本图书依次为文学类（I）、经济类

（F）和政治法律类（D）；最爱借阅的自然科学类纸本图书依次是工业技术

类（T）、数理科学与化学类（O）和交通运输类（U）。 

2、纸本图书借阅排行榜 

       2017年纸本图书借阅排行榜最热门图书分别是：《海商法》、《许三观卖

血记》、《国际航运管理》。 

3、图书预约排行榜 

    2017预约人气最高图书分别是：《解忧杂货店》、《机器学习》、《追风

筝的人》。 

4、读者借阅明星 

        2017年学生读者借阅明星排行前三的分别是：外国语学院陆同学（151

册）、物流工程学院丁同学（143册）、经济管理学院邵同学（126册）。      

         2017年教职工读者借阅明星排行前三的分别是：外国语学院李老师（144

册）、物流工程学院刘老师（136册）、信息工程学院金老师（127册）。 

 

5、学院学生读者借阅册数排行榜 

     全校学生纸本图书借阅总量排名前三的学院分别是：物流工程学院

（22664册）；经济管理学院（21353册）；商船学院（18167册）。 

  

 

 

 

 

 

 

 

 

 

 

 

 

6、图书馆研讨室利用情况    

2017年度阅读报告 (节选） 

图2：2017年图书馆研讨室利用情况示意图 

 图1：2017年各学院学生读者纸本图书借阅量统计图 

       2017年研讨室共申请利

用 1366 场次，其中“社团

活动”利用546场次，占比

40%；学习研讨利用381场

次，占比28%；工作会议利

用156场次，占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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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8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发布《关于下达上海市2018年度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研究领

域重点项目的通知》，确定上海市

2018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

学研究领域重点项目114项，我校共9

个项目获立项，其中图书馆获2项资

助,分别是陆亦恺主持的“智能船舶

产业创新进展及上海智能船舶产业链

发展路径研究”和李军华主持的“基

于技术预见的上海智慧港口产业发展

路径研究”。项目旨在通过研究为产

业主管部门和学校科研人员提供行业

发展建议、促进智能船舶和港口业的

快速发展。 

    在长期的学科服务、产业情报服

务实践基础上，图书馆已获多项省部

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国家社科基金“面向产业技术创

新全流程的高校图书馆专利服务体系

建设研究” 

2、市科委软科学研究项目“基于技

术预见的深海装备材料技术创新与产

业发展路径研究” 

3、“‘互联网+’背景下科技服务业

发展模式、瓶颈与对策研究” 

4、“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发展

趋势研究——以深海水下生产系统为

例” 

5、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构建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文献信息支撑体系

研究”。 

    这些研究项目的获得，是图书馆

近年来积极推行“服务带科研，科研

促服务”举措的成果之一，为提高服

务学校学科建设和对口产业发展水平

而助力。 

图书馆再获两项省部级 

科研项目资助

    为充实馆员的学术视野，促进馆

员之间相互交流与学习，图书馆·科

技情报所于3月13日下午在图书馆

A622室召开了“信息共享交流会”，

全体馆员参加会议，郑苏馆长主持会

议。 

    科技情报部李军华、读者服务部

石立民、学科服务部郑艳红、文献资

源部周文平四位馆员分别从“技术竞

争情报数据采集及情报分析”、“高

校图书馆志愿者服务经验”、“战略

情报分析及学科竞争力分析”、“文

献资源建设与绩效管理评估”四个方

面与全体馆员分享上学期外出参加会

议的所学、所感、所思。 

    李军华分享了参加“2017年第七

届技术竞争情报助力科技创新论坛”

的会议内容，介绍了技术竞争情报数

据的采集途径优劣对比分析以及技术

竞争情报分析工具。 

    石立民分享了参加“2017全国高

校图书馆志愿者服务经验交流与研讨

会”的会议内容，重点介绍了山东师

范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

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

图书馆及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在图书

馆志愿者队伍建设与管理中的实践经

验与体悟思考。 

    郑艳红分享了参加“首届高校图

书馆战略情报分析研讨会”的相关内

容，重点阐述了关于学科竞争力分

析、人才学术评价、领域前沿和学科

交叉热点分析以及学科发展技术路线

图制定等方面的总体思路、具体流

程、重点难点及操作方法和

实用技巧。 

    周文平分享了参加“高

校文献资源建设与绩效管理

研讨会”的相关内容，重点

介绍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

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上海财

经大学图书馆针对文献资源

建设的各种新方法、新模

式，探索文献资源绩效与管

理创新的经验。 

    郑苏馆长对四位馆员的

精心准备和分享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鼓励全体馆员通过

信息共享交流，积极思考，

为今后的工作提供更多的视角和创

意。紧接着部署了新学期馆所重点工

作，希望全体馆员继续卯足干劲，在

各自的岗位做出新的成绩。 

 

业务工作 

 3月14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教授应邀做客“海大人文”讲

坛，以“心通天宇——物理大师的艺术情怀”为题，为我校师生带来新学

期“海大人文”首场主题鲜明、语言风趣、立意高远的演讲。 

 3月14日，法学院硕士生余正康同学预约的“外文法学数据库检索与利

用”讲座顺利举办。我馆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助理吕长红老师，结合学生

硕士论文开题和写作的文献需求，重点介绍了我馆购买的HeinOnline、

Thomson Reuters Westlaw、I-law等外文法学数据库收录的文献特点以及

检索技巧，对具体案例进行演示操作。 

 3月20日下午，临港四校图书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调研会在我馆举行。 

 3月12日至3月22日，由上海海事大学工会、教工摄影协会主办，上海海事

大学学生处、宣传部、团委和图书馆承办的“闽粤元宵——李博婵摄影艺

术展”在图书馆大厅展出。  

 3月28日，2018“海大人文”读书节协调会在图书馆召开。团委、学生

处、图书馆等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讨论读书节具体执行方案。 
支部工作 

 3月16日上午，图书馆直属支部委员一行参观了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的“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展览。 

 3月21日下午，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组织观看钟杨同

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3月22日，图书馆支部组织第六期“青年馆员下午茶”活动，围绕各自工

作、生活中关心的话题，重点讨论了职业发展目标的设定，职业素养的提

升途径以及临港生活等话题。  

召开信息共享交流会 

工 作 简 讯 
    想讨论作业、开展课题

研 究、组 织 策 划 社 团 活

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讨

论、交流？来图书馆研讨室

和众创空间吧。 

    在这里可以进行头脑风

暴、激荡思想、交流创意火

花，让你脑洞大开，助你实

现创新、创业梦想！ 

    馆内可供使用的学习研

讨、创新交流研讨室达 16

间，室内外面积超过900平

方米，可同时满足16组260

人室内和21小组80人进行室

外讨论、交流。        

    活动内容可涵盖创业大

赛、科创讨论、学习研讨、

竞赛准备、课题研究、模拟法庭、模拟面

试、论文写作研讨、论文预答辩、讲座培

训、导师见面会、社团活动、工作会议等

十多个主题。  

 

扫

码

了

解

更

多

详

情 

资源推荐系列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发展数据库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发展数据库依托中国社科院，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推出的大型系列图书，由一系列权威研究报告组成，以大型连续性学术出版

物——“皮书”系列中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资料为基础，全面整合国内外

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深度分析报告、专家解读和热点资讯构建而

成。 

    本库涵盖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劳动经济、财政金

融、房地产经济、企业经济、城市经济、交通和旅游、商业贸易、区域经济等

12个子库，可为用户实时了解经济运行态势、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洞察经济形

势、做出经济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中国图书引证统计分析数据库 

    我国最权威的图书出版目录库，提供我国自1949年至今出版的456万余本图

书的被引数据。该库有22个一级学科分类和341个二级学科分类，数据双月更

新，及时反映图书及其被引频次的变化。具有学科导航、组合检索、结果分组

和排序、数据导出等实用功能。 

    该库对机构科研评价、学者个人成果评价以及采购图书和馆藏优化、推荐

读者阅读、出版社绩效评价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访问方式：图书馆主页—资源—电子资源（中文数据库）查找中国图书引

证统计分析数据库，通过用户名，密码登录使用。 

用户名：sh0010t 密码： 0010sht 

    资源网址：http://www.cbad.cnki.net/ 

试用资源系列 

 
新东方掌上学习平台 

    新东方开发的专业化移动学习平台。该平台依托新东方在线师资力量和在

线技术支持，实现了随时、随地、随心移动学习的服务宗旨，推出“趣味听

听”、“音频课堂”、“掌上题库”、“双语悦读”、“视频课堂”、“阅读

训练”六个系列模块，以满足广大师生对移动学习产品的不同需求。 

    访问方式： http://www.library.shmtu.edu.cn/resource/db/245.htm 

    试用时间：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6月30日 

 

 

新东方微课堂学习平台 

    新东方推出的一款以视频为核心资源的微学习平台。微课堂以“微”著

称，以知识点为单位，每个视频都是独立的知识点，每个知识点不超过10分钟

课程。主要有畅学口语、活学商务、乐学外语、留学直通车、语言应试等分

类。支持电脑学习和APP学习。 

    访问方式：图书馆主页—资源—试用数

据库。无帐号密码，通过校园网IP控制。 

    访问网址：http://vl.koolearn.com 

    试用时间：2017年3月12日至2017年6月

30日 

 

 

资源推介 

预约主题参考 

序号 讲座主题 简介 

1 海事航运类数据库介绍 
介绍我馆购买的海事航运特色类数据库内容及使用方法，如Drewry、Clarkson、Lloyds 

List、I-law、BIMCO、中国航贸网、SIMIC自建海事特色库等 

2 
期刊/图书/学位论文资

源检索与利用 

结合读者学科和专业背景，针对性的介绍图书馆相关文献资源，重点讲解收录内容、检

索技巧与全文获取 

3 
法律学科数据库使用指

导 

介绍我馆购买的北大法意、Westlaw、Heinonline、I-law等法学数据库的收录内容、检索

功能等 

4 专利文献检索与分析 
重点介绍国内外常用专利数据库，详解专利文献检索步骤以及如何进行专利文献分析，

助力读者的科研、学习、创新 

5 定题调研技巧 
结合具体主题介绍文献信息、商业信息、统计数据等的调研及分析，为读者了解现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供调研方法支持 

6 网络信息精确检索技巧 
结合实例讲解国内外搜索引擎的高级检索、学术搜索、趋势分析、图片检索，帮助读者

提高精确检索的效率 

7 Excel实用技巧 详解Excel图表制作、数据处理、常用函数运用、数据透视表分析数据库等 

8 
PPT制作技巧及案例分

析 

介绍PPT模板选择、文字/图片处理、排版及细节处理、影音文件处理及汇报技巧等，帮

助读者提高课堂研讨汇报、论文开题答辩等的PPT演示效果 

9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

务介绍 

针对我馆未购买的资源，指导读者通过CALIS（E得文献获取）平台进行注册、检索、

委托，从而从外馆获得所需文献 

    为深化学科服务，图书馆自

2016年下半年以来面向全校师生推

出“预约讲座”服务，深受师生欢

迎和好评,目前已成功举办6场讲

座。 

    服务简介： 

 内容涉及各类数据库使用、信息

素养及科技情报技能培训等 

 发起人召集10人以上（院系、班

级、社团、小组等）即可预约 

 讲座形式、内容及地点可根据师

生个性化需要灵活安排 

 需提前一周以上预约 

 联系人：高老师 38284961 

 

 预约讲座 

  等您来约 

节庆系列 

 4.13-5.9 举办2018“海大人文”读书节 
讲坛系列 

 4.18 我校法学院院长王国华教授主讲《争做守法好青年 谱写法治中

国梦》 

 4.25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方笑一 主讲《古诗词与现代人的生活世界》 

 5.2 我校文理学院教授吴旭光 主讲《阳明心学升华人生境界》 

展览系列 

 3.25-4.25  2018海外学习实习项目展 

 4.26-5.22 虚拟现实悄然改变生活 
书展系列 

 4.13-5.9   “春风十里，与诗为伴”—中国古诗词主题书展 

影院系列 

 4.13-5.4 电影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海大人文 人文海大 

    更多服务动态、新闻资讯，我们会在

图书馆微信smulibrary、微博与您交流！ 

    同时，欢迎关注我馆导读服务微信号

“悦读空间”，情报服务微信号“国际海

事信息网”和“学科信息导报”！ 
图书馆微信 图书馆微博 

图 

书 

馆 

空 

间 

服 

务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部 

来馆调研 

3月30日下午，上海中国航海博物

馆学术研究部武世刚书记携支部党员

一行五人来我馆进行支部工作调研交

流。我馆顾亚竹书记、梁伟波副馆长

等热情接待。 

交流会上，双方回顾了2017年支

部共建交流情况，介绍了2018年各自

的活动计划安排。双方重点围绕涉海

主题展览、专家讲座、文献资源、支

部生活等多项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和

交流，并达成了2018年新的共建共享

合作计划。 

此次交流活动，将有力促进2018

年度双方在文化传承、支部建设等方

面工作的开展。 

召开第六届教职工、工会会员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1月23日上午，图书馆·科技情报所在中远报告厅召开第六届教职工、工会

会员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顾亚竹书记主持会议。    

    会上，郑苏馆长作《图

书馆·科技情报所2017年馆

长工作报告》；工会主席闵

翔作《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

2017年工会工作报告》，教

职工、工会会员代表们审议

并通过了以上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