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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

分之九十九的勤奋。 
 

—— ［法］爱迪生 

工作动态 
2 月 16 日上午，邵德律副书记在图书馆主管、中心

主任和支部书记会议上，传达了市委八届八次会议陈良
宇同志的报告。下午，各中心副主任、主管和文荟、联
合馆副馆长汇报了去年的工作和今年的工作计划，洪伟
麟书记主持了会议。（图讯） 

2005 年，资源建设中心共完成 109254 册的图书编
目、典藏工作，在完成馆里交付的 9 万册新书编目任务
的基础上，把以往积压的图书也全部清理完毕。2005 年
中心先后调出了 4 位同志去其他部门工作，一位同志退
休；中心业务流程出现重大调整，运转环节减少，运作
速率加快。使新书能迅速传递到读者手中。新书主要分
配去向见本期表 1。(资源建设中心) 

为了支持我校文科建设，经过图书馆资源建设中心
长期的努力，2005 年年底我馆和南京大学签订了协议，
购买了 CSSCI 数据库（1998-2004），成为它的包库用户。
CSSCI 是我国社会科学重要文献引文统计信息查询与评
价的主要工具，它以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登载的文献为数
据源，通过来源期刊文献的各类重要数据及其相互逻辑
关联的统计与分析为社会科学研究与管理提供科学、客
观、公正的第一手资料。 (资源建设中心) 

2 月 10 日，情报咨询中心召开全体职工会议，讨论
了本学期的工作，按学院落实了数据库利用讲座的人员。
（情报咨询中心）

为了方便读者使用数据库，技术中心于 2006 年 2 月
开发了数据库分类导航系统。可以将数据库按学科进行
了分类整理，为读者提供按学科选择数据库的方便途径。
本系统采用目前较流行的 PHP+MYSQL 构架，实现数据
库的动态查询。具有可靠性，可扩展性和高性能等特点。
本系统已开始测试运行，将整合在新版主页中。（技术中
心） 

为了解决新 IC 卡读写器的驱动问题，技术中心于
2006 年 2 月组织人力进行读写器接口的深层开发，解决
了读卡驱动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进一步将串口和 USB 驱
动程序合并，优化了读卡程序，使得读卡程序安装和使
用方面更方便、简单。（技术中心） 

为解决客户机上的防火墙设置更新问题，2005 年 12
月～2006 年 1 月间，技术中心组织人力编写了 Windows 
CE 版的防火墙设置更新程序和 WEB 管理页面，使得
相关设置能及时更新，并允许管理人员远程管理防火墙
设置。（技术中心） 

为了方便图书馆图书流通信息的统计工作，2005 年
12 月，技术中心工作人员开发了“图书借阅统计软件”，
可以按时间统计出各个分馆的详细流通量，本软件已经
在流通安装试用。（技术中心） 

2005 年冬季学期，文献检索教研室的 9 位老师完成
了本校 19 个班级 2219 位本科生的文献检索课程教学任
务。（情报咨询中心） 

钱伟长校长视察校部图书馆 
3 月 20 日新学期第一天，春光明媚，在校办领导和图书馆党总支书记洪伟麟、李向平和刘华副馆长的

陪同下，钱伟长校长来到校部图书馆，检查了图书馆在迎接学校春季学期开学中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亲切看望

了图书馆职工。钱校长殷切期望图书馆领导一定要排除前进中的困难，早日把上海大学图书馆建设成为国内

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更好地为我校师生的学习和科研提供优质服务。在八楼特藏阅览室，钱校长还和

常州市政协来我校图书馆查阅资料的同志进行了交流并合影留念。（读者服务中心） 

图书馆举行面向学科建设的研究型图书馆学术研讨会     

 2006 年 2 月 24 日，图书馆在校部图书馆报告厅召开了《面向学科建设的研究型图书馆》学术研讨会，

图书馆、档案馆的中层干部、副研究馆员以上人员和论文作者参加了会议。上午举行了开幕式和专题报告，

下午分组讨论和总结。汪敏副校长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汪副校长充分肯定了图书馆面向学科建

设开展图书馆服务研究和战略思考的发展思路，要求图书馆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为

实现学校的攀登、提升和超越贡献力量。他还全程参加了研讨会的专题报告活动，并参加了提问和讨论。共

有 27 篇论文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与会同志就如何使图书馆的发展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馆总支书记洪伟麟同志做了“面向学科建设，努力建设研究型图书馆”的动员，副馆长李向平教授做了

总结。文学院档案系和商管学院情报研究中心的领导、教授和学生应邀参加了会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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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06 年 1-2 月） 
馆 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新  馆 26010 28134 22663 38494

文荟馆 9206 11146 8301 15051

联合馆 3201 3521 3208 4411

合  计 38417 42801 34172 57956

阅览统计（2006 年 1-2 月） 
新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3419 3965
过刊库 102 75
文科阅览室（1） 2140 4157
文科阅览室（2） 2259 3898
理科阅览室（1） 1436 3267
理科阅览室（2） 1885 3215
综合阅览室 1780 3244
美术阅览室 770 864
赠书阅览室 54 52
古文献、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26 36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4 8
文献检索室 38 64
电子阅览室 2688 5998

合      计 16601 28843

文荟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997 1326
过刊库 36 40
教师阅览室 1099 174
学生阅览室（1） 46 166
学生阅览室（2） 1592 2270
电子阅览室 578 1040

合      计 4348 5016

联合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551 1761
过刊库 23 63
教师阅览室 66 327
学生阅览室 92 222
新书阅览室 1280 1743

合      计 2012 4116
2000.11.1-2006.3.21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3784888

 
 
 
 
 
 
 
 
 
 
 
 
 
 
 
 
 
 
 
 
 
 
 
 
 
 
 
 
 
 
 
 
 
 
 
 
 

在资源建设中心、技术中心、情报中心和学科馆员的通

力合作下，历经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学位论文试用、调研工作，

我馆 2005 年底引进了清华同方公司的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

数据库，收录从 2000 年起的 25 万篇学位论文，学科范围覆

盖文理工农医各个领域。该数据库的引进将对研究生确定论

文的选题和写作，教师从中选取研究生和本科生教育的教学

参考资料以及科研人员了解有关课题的研究动态、借鉴有关

的理论与方法，提供有力的帮助和指导。 (资源建设中心) 
2005 年，由于法学院迁至校部，资源建设中心经过调研，

提出了法律类资源调整的方案，并同读者服务中心的同志共

同完成了法律类期刊调运、书目记录改编和上架工作。叶春

波和朱良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把嘉定校区 14 种外文

期刊共计 86 册，69 种中文期刊共计 347 册合订本的

HORIZON 系统中 905 字段的馆藏项从嘉定校区改成新校

区。对 2005 年现刊，由于嘉定校区期刊划到号和新校区采

用不同的方式，刘建明和朱良同志又一起将每本期刊的划到

号改过来。去年年底，完成改编工作。刘建明同志又组织人

力，腾出架子摆放法律类期刊。法学院师生现可以在新馆阅

览法律类期刊。（资源建设中心） 

友好往来 
1 月 20 日，应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邀请，台湾铭传大学传

播学院院长杨志弘博士率 2006 年寒假台湾大专青年学生中
华文化研习营（上海团）一行 93 人来我校进行访问交流。
下午来我馆参观，洪伟麟书记、刘华副馆长和叶正红主任接
待了这些来自海峡对岸的学子。（办公室） 

2005 年 12 月 14 日下午，北京电影学院本科评估考察团
成员图书馆馆长丁牧副教授访问了我馆，董远达馆长就如何
准备教学评估以及馆藏优势发挥、评估材料准备等详细介绍
了我馆的经验，刘华副馆长也向丁馆长介绍了评估过程中应
注意的具体问题。（办公室） 

岗位聘任 
2 月 16 日上午，洪伟麟书记在图书馆主管、中心主任和

支部书记会议上宣布：经馆务会议决定，季颖斐同志兼任图
书馆办公室副主任、卢志国同志为技术中心主管。（图讯） 

工会活动 
3 月 13-19 日，图书馆分工会组织了本馆 39 位职工前往

武夷山考察。（图讯） 

学术成果 
韩甬生 张骏.文献著录标准化意识与书目数据有序共

享.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6,16(1):44-46 
孙桂春 董莹.我国高校图书馆实时参考咨询服务现状分

析.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6,16(1):53-56 
赵睿杰 鲍国海.1996-2004年BIOSIS Previews网络数据

库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统计分析 . 中国科技期刊研
究,2006,17(2):216-219 

蒋永新主编. 自然科学技术信息检索教程.上海：上海大
学出版社，2006.3 

           表 1          2005 年本馆图书分配去向 

分馆 数量 比率 书库 数量 比率 

新馆 80347 73.54% 新馆书库 47349 73.15% 

延长 16238 14.86% 延长书库 9856 15.23% 

嘉定 12669 11.60% 嘉定书库 7527 11.63% 

总 计 109254 100% 小 计 64732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