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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人 名 言

少而好学,如 日出之阳;壮
而好学,如月中之光:老而好学 ,

如炳烛之明。

刘向

芨好 往来

) 自⒛00年 9月 ll日 新校区图书馆正式

开放以来,分别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

氵、任建新以及鲁平等领导来馆视察。

截止 2月 底,新馆接待前来参观的各地

来宾共计 3026人 。

今 2月 26日 ,台北市市副市长 白秀雄

一行来新馆参观臼

今 ⒛00年 ll月 7日 ,日 本议 员石井一等

日本客人参观新馆,在他的牵头下,我

馆与 日本 议会 图书馆建立了图书交换

关系。

今 ⒛00年
"月

8日 ,日 本美术家野吕雅

尻向我馆捐款 10万 日元。

信
`息

./k递

囤 3月 19日 下午,洪伟麟书记在新馆召

开图书馆信息员会议臼

囿  3月 14-15日 ,洪伟麟书记、黄仁浩

副馆长一行 16人去浙江大学图书馆参

观考察图书馆管理和改革情况。

囤  :月 7日 ,图书馆召开庆祝
“
三八

″
国

际劳动妇女节女职工座谈会,董远达馆

长参加了会议。

匪〗3月 2日 ,情报部文献检索教研室举行

教研室活动。审阅冬季试卷,布置春季

教学内容。

囵 3月 1日 ,赵企 良同志在部主任会议上

布置干部履历表的内容修改,发放职工

医疗保险卡。

囵 2月 9日 ,洪伟麟书记在部主任会议上

布置今年上半年职工政治学习内容。赵

企 良同志布置填写干部履历表事宜。

工作动态

◇ ⒛00年冬季学期,情报部文献检索教

上海大学图书馆

研室教师共承担了本校 36个班级,2245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 2月 13日至 26日 ,叶元芳、王玉富、陈

慧文、胡谷雨和马国栋同志赴澳大利亚

参加 HORT⒛N系统业务培训。

◇ 图书馆主页经改版以来,以其新颖的编

排和充实的内容吸引了校内外的读者访

问J 目前,上网访问达 38072次 。

党建工作

★ 经校党委批复,图 书馆党总支由洪伟

麟、董远达、赵企良、赵洪英、刘华同

志组成。

工会工作

□ 图书馆工会小组长已由职工民主推选产

牛,他们分别是:延长校区:曹双琴、

朱谱松、秦梅仙、葛纯;新校区:徐志

娟、李卓娥、汪爱群、万燕萍、胡怡之、

胡文仙、梅美琴:嘉定校区:沈菊、陈

卫强、孟峥、金勇娣口

图书馆大事记 ″JJa7~2夕 Jr。 2丿

⒛00年

◆ 在 ⒛00年暑假 硐 余天中,图书馆职工

战高温、斗酷暑,分批参加新馆 m万册

图书搬迁整理工作。

◆ 9月 11日 ,新校区图书馆正式对读者开

放。短短一月,共接待读者 5万多人次臼

◆ 10月 1日至 7日 ,图书馆照常开放接待

读者口

◆ ll月 8日 ,新校区图书馆开馆典礼在新

馆报告厅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伟长校长等领导出席,中共上海市委

龚学平副书记来馆视察,徐匡迪市长题

词祝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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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8日 ,“ 面向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图

书馆
”

馆长论坛在新馆举行。

12月 12日 至 13日 ,〃 网络环境下信息

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

在新馆举行臼

12月 15日 ,董远达馆长召开情报部和

技术部全体同志会议,传达市、校信息

会议精神,要求提高图书馆的信息服务

水平。

⒛01年

1月 11日 下午,图 书馆在新校区图书馆

报告厅召开新世纪迎春联欢会口

⒛01年寒假期间,图 书馆照常开放接待

读者。

2000年秋 季学期,本馆情报部文献检

索教研室的教师共承担了本校 26个班

级,1600名本科生的教学工作。

光荣楞

诤 经部门职工推荐,部主任和党支部书记

无记名投票,馆务会议决定,以下八位

同志被评为 2000年度图书馆岗位服务

明星:陈金富、胡谷雨、李卓娥、秦梅

仙、顾卫星、苏永明、潘建萍、周颖。

诤 经校精神文明办公室评比,图书馆情报

部和期刊部分别被评为 1999-⒛ O0年度

校十大文明窗口臼

膂 经图书馆推选,校评优小组评审,虞春

萍和赵洪英同志被评为校
“
三八红旗

手
”,图书馆期刊部被评为校

“
三八

″

红旗集体。

珞 在我校第二届青年女教师教学比武中,

情报部王芝英同志获优秀奖口

诤 在我校
“
新世纪女教师形象大赛

”
中J

情报部陈敏同志被评为优秀奖。

业务活动

豸 从本学期开始,图书馆将每两周举办一

次学术交流会。2月 16日 下午,图书馆

举行了本学期的第一次学术报告会臼薰

远达馆长和本馆十余位职工参加了交

流会。

献爱心

★ 在 ⒛01年 1月 举行的
“一日捐

”
活动

中,我馆 237位职工慷慨解囊,为校教

职工互帮基金捐款共计 钾75元。其

中捐款 100元的有洪伟麟、章远达、梁

建和鲍国海同志¤

★ 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图 书馆工会向本馆

” 位困难职工发放补助金 460O元。

小统 计

目 ⒛00年 ,本馆有 10位 同志在国内外学术

刊物上共发表论文 11篇 ,出版教材三部。

章远达、刘俊熙、 下之英主编 喵Internet

搜索及光盘数据库信息检索》 (上海大

学出版社,⒛00,6.)刘俊熙、赵伯兴、

蒋时雨主编 啭网络环境下的社会科学信

息检索扫(上海大学出版社,⒛00,3.)

张惠惠、蒋永新 《信息检索扣(机械工业

出版社,2000.8)

目   借书统计 (⒛01年 ⒈2月 )

人 次 借书量 (本 )

新 馆 51471 49288
文荟馆 10451 15784

联合馆 3836 12156

合 计 65758 77228

阅览统计 (⒛01年 ⒈2月 )

新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12788
外文期刊阅览室 1108

过刊库 96

综合阅览室 14348

理科教师阅览室 1497
文科教师阅览室 1681

理科学生阅览室 5015

文科学生阅览室 8680

美术阅览室柑 707
特藏阅览室辩 9

计 45929

注 :艹 ⒛01年 2月 7日起开放臼

蚺 ⒛01年 2月 14日 起开放。

文荟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4923

外文期刊阅览室 654

过刊库 352
社科阅览室 5216

理科阅览室 8394

教师阅览窒 5688

计 25227
联合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4673
过刊库 150

教师阅 览室 4210
学生阅览室 9278

计 1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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