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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坚持你的探索并且富有成效地
投入进去，这就是成为一流科学家
所需要的。好奇心、勤奋和抱负这
些品质比想像力要重要得多。
——维格纳
（196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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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动态
4 月 11 日下午，Web of Science(SCI 网络版)开通典
礼仪式在上海大学校本部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上海大
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图书馆馆长董远达等领导，Thomson
科技信息集团中国区总经理刘煜博士、大学与政府机构业
务总经理郭利博士专程来沪出席了开通仪式，包括学院教
师代表、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我校博硕士研究生约 200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资源建设中心）
为了更好的给广大师生、读者创造零距离面对国外最
新原版图书的机会，我馆资源建设中心与中国科技资料进
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在 2007 年 4 月 11 日-13 日，联合举
办了 2007 年外文原版新书大型书展。此次书展汇集了众多
全 球 顶 级 出 版 社 的 最 新 原 版 图 书 ， 包 括 Elsevier 、
Springer、Wiley、Cambridge、Blackwell、Artech House、
Dover Publication、Sage、Pearson、McGraw-Hill、World
Scientific 等出版集团（社）
，现场图书数量 3000 多册，
学科内容涉及数学、物理、经管、生物、化学化工、工程、
计算机、文学、语言、社会科学、建筑设计、艺术等众多
领域。此次参加书展的师生络绎不绝，气氛热烈，最后有
54 位师生认真填写了“读者推荐表”
，共计 200 种（册）图
书。（资源建设中心）
3 月 7 日至 4 月 5 日，情报咨询中心共为 756 位博、硕
士研究生办理网上学位论文电子版审核及接受工作，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 240 余人。去年全年共审核 2307 份，
编目 1460
份学生论文。（情报咨询中心）
为了更好地与读者沟通，为读者服务，创建更美好的
和谐校园氛围，文荟馆从 3 月 19 日起，每月第一周的星期
三下午 13：30 至 15；30 为读者接待日。在文荟馆办公室，
由文荟馆副馆长叶元芳，支部书记、流通部主管成建华两
人接待广大读者，听取读者对馆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意见，
设立了图书馆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途径。（文荟馆）
本学期开学以来，赵伯兴、向群老师对 8 楼近现代文
献研究室及港台图书阅览室藏书状况作了较为细致的调
查。针对 8 楼近现代文献研究室及港台图书阅览室相当数
量的图书在书目数据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典藏数
据，改正错误的典藏记录的建议，目前，该工作正在有条
不紊地进行中。
（读者服务中心）
3 月 29 日，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及技术部的有关人员，
在黄仁浩副馆长的带领下，应邀前往巴士学院共商解决借
书、查资料问题的办法。经过分析探讨，根据学院的具体
情况，初步商定了以改进网络技术、拓宽查询功能和专人
递送集体借阅的流通方式等措施，有望解决地处僻远的巴
士学院师生借书及查阅资料困难的问题。（读者服务中心）
为了做好“Web of Science 开通典礼”前的宣传工作，
技术中心配合资源中心开发了相应的“网上报名系统”，
并于 3 月 30 日链接到了图书馆主页上。我校师生可以通过
网上报名系统进行与会报名，网上报名系统的使用为 Web
of Science 开通典礼进行了有效的宣传。 (技术中心)
4 月 16 日至 18 日，技术中心配合馆办公室于对技术中
心所保管的有关设备进行了重新清点和新标签粘贴工作。
(技术中心)

上海大学图书馆

4 月 2 日－4 月 5 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李玲等三
位青年同行前来我馆实践考察学习。经图书馆领导安排，根
据其工作岗位将三人分别安排到办公室、资源中心以及技术
中心进行实践学习。通过一个星期的学习、交流，不仅使三
位青年同行对上海大学图书馆有了全面、切身体会和认识，
而且增进了两馆之间的友谊，同时，通过与她们的交流，我
们也从中得到启示。实践结束后，馆领导同三位青年同行进
行了座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实践情况，并就图书馆资源建设、
图书馆服务等方面相互交换意见。（办公室）
3 月 30 日上午，资源建设中心在三楼会议室召开了由全
体同志参加的政治及业务学习会议。会议由中心副主任张庆
兰老师主持，刘华副馆长作了重要发言。会上，张老师详细
说明了今年图书馆岗位聘任及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的基本概
况、注意事项及要求。中心主任刘华首先对大家 2006 年的辛
勤工作及所取得的良好成绩再次表示肯定和感谢，随后就这
次聘任工作做了广泛而充分的动员，指出这次聘任工作任务
重、时间紧、重要性强，鼓励大家认真填写聘任表，按时上
交。最后同志们就这次聘任工作及其他业务上的问题进行了
提问和交流，会议气氛十分热烈。（资源建设中心）
3 月 27 日，资源建设中心、业务办公室联合美国化学文
摘社 CAS 共同为我校师生举办了 SciFinder Scholar 使用培训
讲座。约 80 余名化学系师生参加了培训，师生们与培训者就
使用中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同时我馆还首次尝试给参
训者提供了茶点，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资源建设中心）
3 月中下旬，我馆开通了以下几个高质量数据库的试用权
限： Wiley Intersicence 期刊全库、Thomson Gale 数据库、
Emerald 数据库、美国历史文档数据库以及“ACLS 人文科
学电子图书－学术著作精选”数据库和 NSTL 开通国外理工
类网络版科技期刊/数据库。
（资源建设中心）
读者服务中心开展馆际互借业务以来，不但突破了馆藏
资源有限的瓶颈，为学校师生充分利用上海市文献资源共建
共享协作网的图书资源提供了方便，受到读者的好评，需求
量不断增加。同时图书馆也努力为兄弟院校提供方便。近年
来复旦、交大、华师大等学校要求我们提供服务的次数也越
来越多，从而促进了相互间的合作交流。为了更好地为本校
教学科研服务，满足部分读者的需求，本学期起流通部将逐
步试行将服务对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
（读者服务中心）
为了配合资源中心对外包书目编目信息的统计工作，技
术中心在 Horizon 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基于“编目日期”的
数据库索引表，可以通过此索引表对书目记录按照编目的日
期范围进行检索，这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我们有关馆员了解外
包书目编目的信息。(技术中心)
自 4 月份以来，技术中心对电子阅览室的计算机设备进
行了重新整理，对有严重故障的计算机进行重新拼合，挖掘
尽可能多的计算机资源供读者使用。(技术中心)
为配合学校本学年职称缺岗评审等工作，4 月底，情报咨
询中心的工作人员集中完成了 30 余名教师的查收查引服务。
其中仅我校教育部创新团队申报一项即完成 15 位成员的 800
余篇论文收录及其 500 余次引用的证明。(情报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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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我馆外文原版书馆藏，资源建设中心于
2006 年年底分别从亚基会与“同济-中美之桥”处选购
得四千册近千种价廉物美的外文原版图书。但这批图
书量大且无书目数据提供，必须全部靠手工录入这些
图书的数据进入采访系统，工作量巨大，时间长。经
研究测试，决定采用新的工作流程，即在编目完成后，
从编目数据中的相关信息导入系统的采访模块。同时，
为使这些书信息及时系统参与查重，根据图书的 ISBN
号字段情况，决定在系统中建立临时订单，在这些图
书进行采访加工的同时，将其 ISBN 号扫描进入系统
采访订单，等编目完成后再进行信息补充完整，这便
于查重库及时得以补充相关信息，又确保数据的正确
性，又使工作量降到最低。（资源建设中心）
为提高工作效率，资源中心近期对系统内中文图
书的 cnmarc 与西文图书的 usmarc 工作单进行全部字
段与子字段的设置完善，包括适当的字段与子字段的
增加与输入方式的简化。同时对典藏编辑单通过与
Marc 工作单建立映像关系，系统设置默认值，增加窗
口必要的字段显示等系统革新，使编辑的主要关键字
段全部或大部皆由 Marc 相关字段自动映射进入，不
需再输入，同时可不开 Marc 窗口直接校对馆藏信息，
这些系统的改进，在减轻工作量的同时提高了准确率。
（资源建设中心）
4 月 19-21 日，蒋永新研究员出席了由上海市情
报学会在安徽召开的 2007 年联络员会议。（情报咨询
中心）

党建工作
图书馆第一党支部与外国语学院学生第三党支部
是多年来的共建合作支部，本学期起双方开始了新一
轮的共建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学生支部将陆续派出
49 人次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在课余时间分批定期
参与图书馆的流通和阅览管理工作，参与对职工和读
者执行图书馆规章制度的监督。
（读者服务中心）

岗位聘任
2007 年图书馆的岗位聘任的第一批名单已于 4 月
9 日公布。经过个人申报、各馆、中心、室的确定、
图书馆办公会议的审核，第一批聘任 168 名的职工名
单于日前公布。
（办公室）

读者中来
开学是图书馆流通部最忙碌的时间，机自学院 06
级研究生第二党支部书记徐小勇看着老师忙碌的身
影，萌发了带领他们支部党员来充当志愿者的想法。
他先后与文荟馆办公室、党支部取得联系。在开学的
前两周内，每天上下午各有两名党员、预备党员来到
流通部志愿服务。为文荟馆流通部图书及时上架，提
高服务质量作出了贡献。现两个党支部达成了互帮互
学的口头承诺：图书馆为研究生做课题提供图书资料
保障服务，图书馆忙时可随时要求同学来帮助。(文荟
馆)

工会活动
4 月 10 日, 在校本部图书馆会议室，由图书馆分
工会主席赵企良同志主持召开了图书馆房改征求意见
会议，与会工会会员代表就此畅所欲言。（图讯）

学术成果
盛兴军.图书馆“问题读者”及其服务.图书馆研
究与工作.2007，（1）
：27-29

小统计

借书统计（2007 年 3 月）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馆 名
新 馆
文荟馆
联合馆
合 计

42830
14132
2762
59724

39084
13478
2230
54792

阅览统计（2007 年 3 月）

新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过刊库
文科阅览室（1）
文科阅览室（2）
理科阅览室（1）
理科阅览室（2）
综合阅览室
美术阅览室
赠书阅览室
古文献、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文献检索室
电子阅览室
多媒体阅览室
合
计

文荟馆

5477
104
1868
3737
1848
3116
3052
1676
17
23
3
15
1755
10190
32881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过刊库
教师阅览室
学生阅览室（1）
学生阅览室（2）
电子阅览室
合
计

1998
62
2073
43
1911
1539
7626

联合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过刊库
教师阅览室
学生阅览室
新书阅览室
合
计
2000.11.1-2007.4.11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1186
56
1298
330
3490
6360
5007571

光荣榜
4 月 3 日，在上海大学工会信息工作会议上，姜继
平副主席宣布了 2006 年工会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
的名单：图书馆和鲍国海同志分别获得 2006 年度上海
大学工会信息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称号。（图讯）

2007 年 1~3 月资源中心各项工作数据统计表
新增馆藏(册)

新增书目记录(条)

文献传递

采访图书预订(册)

中文

外文

中文(3 月)

外文

人次

篇数

中文

外文

16714

489

1286

338

65

196

28224

52

上海大学图书馆

数据库下载(篇)(3 月)
CNKI

SDOL

148890
44643
（资源建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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