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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  
常保持好奇心，对自己正在进行的

工作感兴趣，并辛勤地工作，力求达到

最终的目标。 
——丁肇中（Samuel C C Ting） 
（1976 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工作动态 
1月 9日上午，图书馆与文学院在 A楼 602会议室

举行文科资源建设座谈会，会议主题是探索图书馆与文
学院在文科资源建设上的合作方式与途径，优化图书馆
文科资源结构，推动上海大学文科发展。文学院执行副
院长陶飞亚对院馆近年来的合作进行了回顾；董远达馆
长对文科资源建设理念进行了阐述，希望图书馆成为“文
科中心实验室”，表示今后在资源采购上向文科倾斜，为
研究型文科提供文献保障；刘华副馆长介绍了近年来图
书馆文科资源建设情况；李向平副馆长希望双方进一步
加强沟通，促进文科资源建设。大家还围绕图书馆文献
资源建设进行了讨论，双方在图书馆文科资源建设渠道、
数据库建设与使用、图书馆利用培训以及现有的文科资
源整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共识。图书馆党总支
书记洪伟麟进行了总结，表示图书馆将认真听取各位师
生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做好图书馆文科资源建设，推
动上海大学文科持续发展。出席此次座谈会的还有金波、
王光东、张文宏等文学院领导及师生，图书馆资源建设
中心、办公室等部门人员参加了座谈会。（办公室） 
1 月 4 日上午，技术中心召集尽可能多的人力，对所

有终端的操作系统、病毒防护程序以及防火墙软件进行
了重新安装，有效地改善了上网速度,以解决流媒体阅览
室计算机终端上网速度慢的问题。（技术中心）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校教学科研，经过图书馆长时

间努力，2007 年年底我馆和 John Wiley 签订了协议，购
买了其开发 "Wiley InterScience 电子期刊全库“，由
其分学科组用户转变为全库用户。（资源建设中心） 
1 月 4 日，技术中心对 2007 年的工作进行交流和总

结，技术中心在肯定 07 年工作成绩的同时，讨论了工作
中存在的不足并探讨了改进方法。最后对今年的工作思
路进行了展望和交流。（技术中心） 
1 月 5 日，读者服务中心召开了 2007 年年终学习总

结交流会。图书馆总支书记洪伟麟参加了会议。介凤、
范晶、陈艳、王娟和陈兰先后结合工作实际谈了学习十
七大的体会。期刊阅览部门刘建明、流通部门徐志娟、
文理阅览部门谢萍、特藏部门盛兴军分别作了工作总结
交流。副馆长、中心主任黄仁浩公布了各部门推荐的先
进工作者名单，并请徐士华和范乐观老师作为先进工作
者发言。洪伟麟书记鼓励大家发扬成绩，继续推进图书
馆的内涵发展，为学校学科建设与发展服务。（读者服务
中心） 
2007 年 12 月，采访部受我校期刊社的委托，对其出

版的八种期刊近几年的影响因子、被引频次、期刊排名
等进行调研，作出了《上海大学期刊社期刊认证》报告。
在调研过程中，与情报咨询中心合作，搜寻大量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多次多渠道的复查，以确保数据来自《科
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2004 版）、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CSCD）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等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可靠性的数据库，以保
证调研数据质量。（资源建设中心） 

2007 年 12 月 28 日，情报咨询中心召开了 2007 年度总

结交流会，各位同志交流了各自的工作，在 2007 年中，共

完成科技查新 36 项，开具文献证明共 439 次，发表论文 10

篇，主编教材二本，报道三大检索报道我校教师论文收录

情况，承建的纳米材料和钱伟长数据库分获 CALIS 特色库

二、三等奖，完成 4240 名本科生文献检索教学任务，深入

举办院系为读者举办电子资源讲座 17 次，共 1096 人听讲，

受到读者的欢迎。在会议上，大家推选了本中心的先进个

人。（情报咨询中心） 

2007 年 11 月中旬到 12 月，文荟馆期刊部过刊室的同

志，在不影响正常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接待读者，帮助读

者跑库查询借阅过刊，也不影响每天报纸的收发与整理工

作的正常开展的情况下，进行了过刊室的统架工作。共完

成 2000 年后的中文、西文及日文和俄文过刊 10700 多册的

统架工作，为即将送回的 2700 多册新装订过刊腾出空间，

便于新到过刊顺利、及时上架，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文
荟馆） 

2007 年 12 月 14 日上午，因资源建设中心编目部的邀
请，分管读者服务中心的黄仁浩副馆长来到 104 编目室，
与大家一起探讨图书典藏分配中所遇到的一些可能会出现
争议的问题，比如古籍书的界定问题（是不是古籍书，分
配地址则完全不同），跨学科、交叉学科文献该如何归类、
如何分配的问题，等等。大家讨论积极，气氛热烈，经过
黄老师的认真分析和耐心指导，最后大家在这些问题上基
本上达成了共识。（资源建设中心） 

资源建设中心 2007 年 1-12 月共完成新书编目加工
107757 册，37554 种。其中，中文图书 103977 册，35873
种，复本率 2.90，西文图书 3780 册，1681 种；我馆内部
完成 92824 册，32859 种，外包加工（教图公司）14933 册，
4695 种。具体分配流向如下：新馆 92093 册，占总数的
85.46%；文荟馆 13800 册，占 12.81%；联合馆 1864 册，占
1.73%。（资源建设中心） 
2007 年 12 月 21 日上午，资源建设中心召开了全体同志

业务交流会，中心主任刘华、副主任赵伯兴和张庆兰参加
了会议。会上，刘华副馆长充分肯定了中心今年所取得的
优异成绩，鼓励大家再创佳绩。接着赵老师简要回顾了中
心一年的工作，并汇报了自己近段时间的工作情况，勉励
年轻的同志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加强学术研究，
增强我馆的整体学术研究水平。张老师要求大家认真总结
今年的工作，两周后进行交流。（资源建设中心） 
2007 年 12 月中旬开始，为了改善校本部图书馆电子阅

览室的上机环境，技术中心和办公室一起着手阅览室的整
体改造工作。目前，综合布线工作已经完成，其它改造工
作还在进行中。（技术中心） 

2007 年，采访部同志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截至 11

月底，预订的中文图书达 15 万册左右，随着出版社的出版

规律，近几个月进入了新书到馆高峰期，仅 10~11 月 2 个

月，新书到馆就达 33000 余册，创历史新高。（资源建设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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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统计  借书统计（2007年 12月） 

馆 名 借书量（本） 还书量（本）

新  馆 42844 37675
文荟馆 11730 10904
联合馆 1261 992
合  计 55835 49571

阅览统计（2007年 12月） 

新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7098
过刊库 84
文科阅览室（1） 4475
文科阅览室（2） 4135
理科阅览室（1） 4213
理科阅览室（2） 3977
综合阅览室 3092
美术阅览室 2039
赠书阅览室 61
古文献、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366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4
文献检索室 3
电子阅览室 -
多媒体阅览室 19561

合      计 49108

文荟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3076
过刊库 51
中文图书阅览室（1） 5692
中文图书阅览室（2） 7461
外文图书阅览室 17
参考咨询阅览室 86
电子阅览室 1468

合      计 17851

联合馆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1325
过刊库 88
教师阅览室 815
学生阅览室 430
新书阅览室 1358

合      计 4016
2000.11.1-2008.1.11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6196987

 
 
 
 
 
 
 
 
 
 
 
 
 
 
 
 
 
226019561 
 
中文图书阅览室（1） 

 
 
中文图书阅览室（2） 4388

针对近期计算机病毒、特别是木马程序非常猖獗情
况，确保图书馆正常工作的开展，技术中心对部分工作
用机进行了病毒及木马程序的清查，避免了病毒及木马
在图书馆范围内进一步扩散。（技术中心） 
在阅览室图书搬迁过程中，需要调整相关图书在

Horizon 中的馆藏信息。技术中心根据《中图法》和《科
图法》，编写程序对图书馆藏信息进行了批量修改，并对
各个阅览室的馆藏数量进行了统计。（技术中心） 

图书馆针对读者反映存包箱存在“一人多占”、“当
日不取”等违规现象而影响大多数读者使用存包箱的权
利的现象，在学生组织倡议遵守图书馆规则合理使用存
包箱和图书馆多次温馨提示存包箱使用规则无效的情况
下，图书馆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开馆前对被占用的存包
箱进行了集中清理，得到了广大同学的理解和支持，并
引起相关媒体（如解放日报、“shangda.Net”等）的关
注和报道。（办公室） 
为了给校师生营造良好 学术氛围，从 10 月份开始

我馆开通了以下几个高质量数据库 试用权限：Nature
电子期刊、Science Online、牛津大学出版社全文期刊
数据库、SAGE 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 100 万册、知名
经济组织数据库、PressDisplay 报纸库。（资源建设中心）
经过数月试用，应广大读者、学校科研的需要，我

馆将于 2008 年订购 Nature 电子期刊和 Science Online
数据库。（资源建设中心） 

好人好事 
2007年，电子阅览室好人好事不断，总计拾到学生遗

失的手机 5台，U盘和 mp3播放器数十余件，身份证、
校园卡、银行卡等各种证卡数十张，大部分已由失主认
领。这种为读者所急和拾金不昧的精神受到了失主的表
扬，有些读者还把他们的感受反映到校长信箱，提升了
我馆的服务形象。（技术中心）。 
献爱心 
在 2007 年 11 月上海市“送温暖，献爱心”募集衣

被的活动中，本馆李晓春、陈敏、毛琴芳、王德英、郑
宇和鲍国海共捐献衣被 118 件。（图讯） 
在今年分工会组织的“一日捐”活动中，图书馆共

有 219 位职工参加，共捐款 7370 元，奉献爱心。（图讯） 
学术成果 
曾纪洁.2005-2006 年《图书馆》载文及作者的统计

分析.文献信息论坛 2007，（1）：58-62 
    鲍国海.英国 INSPEC 网络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期
刊综合分析（1969-2007 年）.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7，
18（6）：946-950.  
姚炜，陈兰，王德英.利用 EndNont 组织参考文献目

录的方法：以 CJFD、维普、万方中文期刊数据库为例.
中国索引，2007，5（4）：48-51 
刘华，陈兰.数学二次文献之父：奥托·诺伊格尔与

《数学文摘》、《数学评论》.中国索引，2007，5（4）：
58-61 
桂罗敏.高校图书馆创新思维信息参考系统构想.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3（3）：81，83 
    徐刘靖，俎宇鹏编译.奥克兰大学图书馆 2007 年度
计划.图书情报工作动态 2007（7）：5-13 

2007 年 11-12 月国际检索系统收录我校教师论文统计表                     

                                                                                       （情报咨询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