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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

不应该注意人。  

——居里夫人 
（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1911年诺贝尔化

学奖获得者） 

工作动态 
11月 23日下午，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领导周静、金涛和

三位专家前来我校部图书馆听取了董远达馆长和蒋永新研究

馆员就我校申请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所作的汇报，并到查

新站检查了查新档案资料等，他们还参观了图书馆计算机房

和期刊阅览室。汪敏副校长和科研处领导等陪同检查。当晚，

常务副校长周哲玮亲切会见了来宾。(图讯) 
为了表彰 2005-2006 学年图书馆志愿者的辛勤工作和优

秀品质，对新一年图书馆志愿者服务工作开展动员，图书馆、

材料学院团委于 11月 2日下午在校部图书馆会议室召开 2006
年上海大学图书馆志愿者服务表彰动员大会。图书馆与材料

学院团委领导以及优秀志愿者代表作了发言。图书馆领导对

广大志愿者的热情服务表示感谢，材料学院团委对参加志愿

服务的学生提出了要求，学生代表谈了切身感受。图书馆洪

伟麟书记、黄仁浩副馆长以及材料学院团委领导为获得 2006

年度优秀志愿者颁发了证书并合影留念。（办公室） 

9月，在图书馆和材料学院共同举办的志愿者招募活动

中，文荟馆招募到志愿者达51人。9-10月份文荟馆分别安排

这些志愿者到流通部、阅览部与期刊部协助馆员工作，践行

他们的志愿精神。（文荟馆） 

为了能在10月 21日举行的上海市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

为闸北区及上海大学争光，10 月初以来资源建设中心的梅美

琴、朱夏芬、王昱、尤雅芬等四位同志，克服体力透支、工

作压力等种种困难，几乎每天都在加紧训练。其中朱夏芬、

王昱两位同志都在从事典藏工作，而典藏工作是图书分编流

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旦成为瓶颈势必影响整个工作流程

的顺利进展。为此，她们俩即便训练后再苦再累，甚至带伤

情况下（10 月 16 日，朱夏芬同志在训练中不慎摔倒，将膝盖

擦伤。）仍然坚持工作。领导让她先休息两天把伤养好，她却

说，我不参加训练可能会影响整队的成绩，我不把本职工作

做好，就会影响中心整体工作的顺利开展，这种责任太重大

了。简单的一席话道出了作为新世纪的图书馆员应该具备的

强烈的责任意识及崇高的奉献精神。（资源建设中心）。 

10 月 27 日上午，资源建设中心编目部一行来到嘉定校

区，在图书馆会议室与数码学院相关负责人潘老师就数码学

院文献的特点及编目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交流会上，潘老

师首先介绍了数码学院的专业设置、文献特点及文献建设等

情况。随后，编目部主任赵伯兴研究馆员简要地介绍了资源

建设中心的整个工作流程，并就编目问题展开了详细的分析。

嘉定校区图书馆王玉富副馆长参加了会议。从今年下半年开

始，数码学院的所有文献将与图书馆资源建设中心共同建设，

并向全校师生开放使用。（资源建设中心）。 

10 月 19 日上午，图书馆在三楼会议室召开了“与科研人
员面对面”座谈会，来自院所的教授、学科带头人和图书馆
副馆长刘华、学科馆员、书刊文献采购人员等出席了座谈会。
会上，虞春萍同志汇报了图书馆近几年来书刊文献、数据库
等订购工作情况，各位教授对图书馆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尤其是对文献传递服务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表示将在学
院积极宣传这一先进而新颖的文献获取方式；同时他们还提
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整个座谈会气氛热烈，发言踊跃，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最后刘华副馆长代表图书馆对各位教授的
光临及对图书馆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我们将
进一步深入院系，由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发挥学科馆员的
作用，更好地为学校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资源建设中心）

随着我校与海外高校交流的不断加强和深化,国际交换
工作显得愈益重要。本学期资源建设中心开始设专人负责期
刊国际交换工作,新进的刘银华硕士负责此项工作。她首先对
以往的交换情况进行了整理，然后向所有交换单位发去了新
的确认信函，对中断的交换单位积极争取恢复刊物交换，并
联络新的单位建立期刊交换关系。目前我馆与国内外70多家
科研机构及学校建立了良好的期刊交换关系。通过国际期刊
交换，不仅可以使读者及时地获得国外最新的科技信息，为
我馆节约外刊经费，如交换Genes & Genetic Systems一年，
可节约人民币600多元；还能获得贸易渠道难以买到的出版
物，以补充馆藏，如：Journal of Genetics & Molecular 
Biology。期刊交换使我校的科技成果更快、更有效的被国外
同行所了解，扩大了我校国际上的知名度。（资源建设中心）
 为了保证电子阅览室管理系统数据的完整与安全，技术
中心于 9月下旬开发完成了一个数据自动备份软件。备份软
件的设计具有灵活方便的特点，支持管理人员在本地或远程
进行手动或自动方式备份，并支持本地和异地数据同时备份，
大大提高了数据的安全性。（技术中心） 

 10 月 14-15 日，技术中心利用周末时间对存储系统的内

置软件进行了升级，进一步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技术中心） 

 继开发了 RSS 订阅图书馆新闻之后，技术中心于 10 月

中下旬又开发完成了图书馆上架新书 RSS 订阅服务，通过 RSS

订阅服务，读者可以直接订阅我馆最近上架的新书，在第一

时间了解上架新书信息。（技术中心） 

为了便于流通服务部门及时分析携带图书报警原因，免

除消磁不当引起报警为读者带来的不便，技术中心开发了报

警图书验证系统，对报警图书进行后台验证和自动分类登记。

该系统已于 10 月下旬在新校区图书馆大门口正式启用。图书

报警验证系统的启用，对改善图书馆服务具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技术中心） 

 为了加强对电子阅览室的管理，技术中心于 11 月上旬

对三校区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管理系统的数据进行了整合，

同时对数据库的管理工作进行了统一，使电子阅览室的管理

工作进一步合理化。（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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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06年 10月） 
馆 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新  馆 34631 39408
文荟馆 11744 13539
联合馆 3000 3180
合  计 49375 56127

阅览统计（2006年 10月） 
新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5089
过刊库 98
文科阅览室（1） 4610
文科阅览室（2） 5313
理科阅览室（1） 3747
理科阅览室（2） 4127
综合阅览室 3217
美术阅览室 1449
赠书阅览室 46
古文献、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117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8
文献检索室 23
电子阅览室 19606

合      计 47450

文荟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2327
过刊库 54
教师阅览室 3838
学生阅览室（1） 262
学生阅览室（2） 4394
电子阅览室 1110

合      计 11985
联合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2506
过刊库 82
教师阅览室 2357
学生阅览室 347
新书阅览室 9730

合      计 15022
2000.11.1-2006.11.11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3867560

工会活动 
11 月 1 日下午，由图书馆分工会组织的 2006

年上海大学图书馆“和谐的旋律”卡拉 OK 比赛，在
校本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本次比赛得到了各部门
馆员的积极参与，最终，在由来自校工会以及本馆
共同组成的评委团评出王雅琴、方向明和鹿徽理三
名优秀选手代表我馆参加我校教职工卡拉 OK 大赛。
（办公室） 

10 月 21 日上午，上海市第十三届运动会（成年
组）“龙华杯”跳绳比赛在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代表
闸北区参赛的上海大学图书馆十二位职工在由12支
参赛的混合长绳项目比赛中，以 2 分钟跳 269 次的
成绩获得第四名，为闸北区和上海大学赢得了荣誉。
参赛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是：领队：粱建、教练：赵
企良、队员：梅美琴、徐志娟、毛琴芳、尤雅芬、
朱霞芬、王昱、周黎明、王建年、李铮、俞永清、
严志荣、陈卫强。（图讯） 

 
 
 
 
 
 
 
 
 
 
 
 
 
 
 
 
 
 
 

11月30日至12月2日，我校图书馆业务骨干一行24人在
黄仁浩副馆长带领下，赴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和浙江
师范大学图书馆考察学习，受到了这些馆的领导、职工的
热情接待。在考察学习中，双方就为教学科研服务，提高
图书馆的科研水平等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对口学习交流，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图讯） 

10月26日上午，情报技术中心组织了一次业务学习，
姚炜硕士为全体中心同志主讲了“Endnote X的使用简介”。
（情报咨询中心） 

11月6日，文荟馆荣获上海大学武保处（延长）第十六
届“119”黑板报评比二等奖。（文荟馆） 

为你服务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校的教学科研，营造良好的学术

氛围， 今年我馆购买了多个高质量数据库，分别为： 
(1) ASCE数据库: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开发，为

全球最大的土木工程全文文献资料库； 
(2) ASME数据库: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出版，

提供21种全文期刊； 
(3) John wiley全文电子期刊:John Wiley出版，我馆购

买了化学、工程、生命、地球与环境、数学统计和物理天
文6个学科组共计148本期刊； 

(4) OSA数据库:美国光学学会(OSA)出版，提供8种同
行评审刊、每月出版的新闻杂志; 

(5)SciFinder数据库:包括CA（化学文摘）数据库，将
马上开通使用； 

(6)SIAM数据库:美国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 (SIAM)出
版，提供13种全文电子期刊现刊和Locus 过刊全文数据库；

(7) 国研网:它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办的
大型经济类专业信息网站。 
上述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和介绍已在本馆主页和各校区

馆咨询台展示。（资源建设中心） 

读者中来 
10月12日下午，我校外语学院黄禄善教授向图书馆捐

赠图书仪式在校部图书馆四楼会议室举行。黄教授将由他
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已经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中的49册（全套102册，其余尚在出版中）捐赠图书馆，李
向平副馆长和十余位图书馆职工参加了捐赠仪式。黄教授
已经为我馆捐赠图书131册，为我馆建馆以来接受个人捐赠
图书之最。李副馆长代表图书馆，对黄教授给予我馆文献
资源建设的巨大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读者服务中心） 

党建工作 
11 月 10 日下午，图书馆党总支组织党员参观了位于

浦东新区施湾镇邓三村的张闻天故居，观看了介绍张闻天
同志生平的录像资料片，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11
月 11日上午，全体党员还参观了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
跨海大桥——东海大桥。（图讯） 

11 月 29 日上午，图书馆第二支部在校部图书馆召开
方向明、陶蕾同志的入党审批会，全体党员一致同意他们
的入党请求，希望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体现出党员的形象。
（图讯） 

献爱心 
11 月 3-7 日，图书馆共有 20 位职工参加了校工会在

三个校区组织的 2006 年上海市“送温暖，献爱心”社会捐
助活动，共捐衣被 132 件。他们是：苏永明、蒋瑾、蔡建
中、陈敏、鲍国海、王德英、陈启萍、毛琴芳、叶伟、徐
志娟、黄仁浩、季颖斐、陈亚萍、金志良、张静、郑宇、
茅文英、葛纯、董庆红和向群（排名无先后）。（图讯） 

学术成果 
倪代川.论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途径与措

施.云南档案，2006（8）：28－30。 

鲍国海.Scop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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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69-1077 

    蒋永新，毛琴芳主编.信息检索课程习题指导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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