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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图书信患走进每位师笠
——上海大学图书馆举行第八届

“二优
”

服莠评比月活动
〖本刊讯】~1月 10口 至 30闸 ,我校各校区图书馆围绕

“
让图书信息走进每位师生

”
主题,举行了第

八属
“
三优

″(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服务评比月系列活动。这次活动开展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 :

特藏部向本校外语系本科生开放羽i校区图书馆八楼的赠书阅览室,里面陈列有日本友人石廾一先生捐赠的
—万六干册日文版图书和其他圄内出版社捐赠的 5000余册新书;向文学院本科生开放上海作家作品阅览
室,里 面有上海作家捐赠的作品 1000余册;八楼古义献阅览室建立读者信息反馈制度 ,开展读者电话咨询,

预约阅览服务i美术阅览室召开读者交流座谈会;由特藏部 t+∶ 制的美术数据库挂上图书馆主页供读者使用 ,

里面包括有中国 tgi,美术资料参考源等信息。流遇部开设新书介绍专栏,向 读者介绍新书。阅览部在新馆
702与 70g室开设党史、邓小平理论文献专题与计算机新书专题陈列。技术部在 5楼电子阅览室向读者出
售磁盘,为读者利用网络资源提供便利。期刊部召开 了期刊 VIP服务用户座谈会,以便更好地开展此项特
色服务;在新馆 4楼期刊室向读者展销旧报刊c流通部和阅览部开展读若调查工作,了解读者信息需求。

情报部和技术部的同志深入到机自学院、刺料学院和理学院等院系举办电子资源利用讲座,辅导教师与科
研人员利用网络信息。办公室向读者开放新馆 2楼讲堂。(鲍 国海 )

跏
主任、支部书记、I会干部和职工参加的三个 自查12月 6日 上午,图 书馆在新校区图书馆 3楼会
小组,对各校区馆及各部门前—

阶段的工作环境进议室召开了 200】 年度图书馆技术职务聘任会议。
行了检查。为了不影响图书馆的开放,有些职△利董远达馆长、洪伟麟书记以及校丿、事处金振源副处
周休息天到图书馆参加卫生劳动。他们将书架上每长和有关同志 20余人参加 了会议。金处长首先介
一本书搬下来,用毛刷刷去书上的灰尘,擦净书架绍 了从今年上半年起在我校四个学院开展的此项
和玻璃窗,保持地面一层不染。图书馆还购买 了近I作试点的情况。随后回答了与会丨司志一些提问。
600盆 常绿植物 ,布置在各读者服务与业务工作场董馆长和洪书记在会议上指出了进行这次技术职
所 ,使读者的阅览环境和馆员的工作环境有了很大务聘任△作的意义,希望在座的 「ol志 化压力为动
的改观。 (鲍 国海)    `

力,提高白己的业务能力和创新能力,转变观念 ,

迎接市场运作的挑战。(鱼包国海 )

珈
11月 16日 ,童远达馆 κ和党总支书记涔1伟麟

同志召升了由部主任和支部Je记参加的会议,传达

了我校精神文明会议的内容,强调 F这次上海市精

神文明脸贲对于我校争取本市精神文明申位五连

冠的称号的重要性,会上布置了图书馆为迎接今年

下半年巾文明单位检查所要做的 「作,凼包国海 )

11月 22日 ,图书馆领 导又专门召开了支部二u

记、部主任、工会委员联席会议,会上组成 F由部

上海大学图书馆

11月初,期刊部为适应我国加入 WTo后 订购

外文期刊面临的严峻局面,集中人力全力以赴完成

了 850种无原版、无电子版外文影印期刊的目录编

制工作◇然后将这些日录按学科专业分别送全校 18

个专业院所 ,进行影印刊转原版的专项调研 ,日 前

已收回全部调查表。C刘 建明 )

11月 19口 晚,为 配合图书馆
“
三优

”
服务评比

月活动,美 术阅览室召开了美术学院部分学生读者

座淡会,苻 会上学生与图书馆员交换了意见,学生

肘图书馆I作提出了一些建议。(胡 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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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丿刂19凵 22日 , 期刊部在三个校区图书馆

同时过行了旧期刊展销,此举得到丁广大师生的欢

迎。(^刂 建明 )

11月 21日 ,期刊部在新校区图书馆 3楼会议

室召开了营次 V1F,用户座谈会,徐得铭、钟顺时等

各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和学科带头 人参加了会议。与

会教授对期刊部开展的 VIP服务项目的开展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会后,在

技术部的配合下,为专家教授介绍了我馆收藏的电

子期刊数据库 ,董远达馆长参加了座淡会。(刘 建明 )

1l丿:“ 日起,情报部为配合在我校正在开展

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I作 ,我校各院系教师岗位聘

任提供文献收录情况检索服务, 共接待读者近百

人,廾 Ji了 检索讧E明 。(鱼包国海 )

从本月初开始,本馆编 H部 己开始启用中|彐 高

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联 合日录数据库进行

联机编日,为 此,我馆曾于 n月 |∶ 旬派编目部和技

术部的”名同志参加了 CALIS管 理中心举办的
““L】 S联机编日研讨珈

”,对联机编R的实施方

法、编目软件呻使用及其有关的技术问题迎行 了研

讨,并进行了近两周的试编日。 (任树怀)

流通部在
“
二优

”
服务月中,制作了书库布局

图,方便读者找书,还编制了衽期新书通报,约 500

多条,向 读者介绍新书。(廖仲先〉

H川 26口 、2'7日 冫阅览部和流通部联合召开

了二次
“
读者之友

″
座谈会,发放了 1500张 渎者调

查表,便 于了解读者信息。(陆金庆 廖仲先 )

业夯琚壁

上1月 28}l,情报部王德英 刊志去上海图书馆

参加了 WΓO与 中国文化事业研讨全。凼包国海 )

撄 蓝
11月 19日 ,各支部推进 了市教委系统参加党

的第 16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鲍 国海 )

翔

11月 21日 ,图书馆分I会伯:嘉定校区联合图

书馆召开本馆工会小组长会议,馆党总支书记洪伟

麟同志和 ⒛ 佘位同志参加了会议。赵企良主席传达

了图书馆第二屁双代会精神;张水达委员汇报了I
会会贲使用和职工休养等问题;月 海蓉委员就 《上

海大学教职工互助帮困基金章程》作了说明;虞眷

萍委员布置了评选
“
上海大学比翼双飞模范佳侣

”

的工作。洪伟麟书记就近期图书馆I作作了发言。

献碧 /G、

11∫ ]】 2△3日 ,图书馆共自 45位职工,向 云

上海大学图书馆

南和汪西灾区捐献衣物 276件 。(鲍 国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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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论文 :

金武刚 詹华清: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的作者

和引文分析:以 19∞ 年情况为例 社会科学管理与

评论 ⒛01年第 3期

(未完待续) (鲍国海收集整理 )

姗  借书统计 (⒛01年 11月 )

饣宫 名 人 次 借书量 (本
)

新  馆 1188钅 27109

文荟馆 6577 6019

联合馆 1800 钅883

合  计 38011 38011

阅览统计 (⒛01年 11月 )

新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7034

外文期刊阅览室

过刊库

综合阅览室

理科教师阅览室 3375

文科教师阅览室

理科学生闶览室 7416

文科学生阅览室 8324

美术阅览室 509

赠书阅览室

古籍阅览室

⒈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文献检索室

计 31389

丈荟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外文期刊阅览室

过刊库 112

杜科阅览室 5689

理科阅览室 一丬
教师阅览室

7073

钅698

讨 19732

联合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3126

过刊库

教师阅览室 5961

学生阅览室 10750

汁 1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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