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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校长视察图书馆工作

【本刊讯9钱伟长校长非常关心我校的图书馆工作,他曾多次接见图书馆领导,就做好图书馆工作作出

许多重要指示,并多次陪同客人参观新佼区图书馆。200z年 1月 23日 下午,钱伟长校长专程来到新校区图

书馆视察工作,在图书馆视察的 2小时中,他分别到图书馆采访部、编目部、期刊密集书库、情报部、图书

馆大厅的图书书日检索终端、流通部借还书处、中外文期刊阅览室和学生图书阅览室,仔细听取了图书馆各

部门同志的工作汇报,还观看了图书馆情报部创建的钱伟长特色数据库网站。钱校长这次叉向图书馆赠送了

6矽 册书刊,英中包括有钱穆的 《中国思想史小丛》《中国文化小丛》和 《中国学术小丛》等 09册 ,另外他

还代表他的孙女钱泽红向图书馆赠书 102册 ,表达了他及亲属对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支持。图书馆馆长童远达、

党总支书记洪伟麟同志等陪同钱校长视察。(鲍国海)

苁诋 估来

1月 zs-z9日 , 在文学院举行文学系列讲座期

间,著名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和著名

作家蒋子龙来我馆参观,董远达馆长、黄仁浩和刘

华副馆长等陪同并介绍了我馆的情况。(刘 华 )

鲫

3月 8日 上午,在图书馆部主任会议上,董远达

馆长和洪伟麟书记传达了 2月 9日 和 3月 6日校中

层干都会议的精神,并对本年度的图书馆工作作了

布置,围绕学校的
“211 工程验收和本科教学评

优工作加强图书馆的馆风和制度建设,以饱满的精

神面貌做好图书馆的各顼工作。(鲍国海)

议,会议曲图书馆党总支书记洪伟麟同志主持。来

自图书馆各支部的 I2位党员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党员们围绕着学习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

”
的讲话

精神和加快学术型图书馆建设的主题,联系图书馆

的改革与发展、新世纪党员的形象和作用等方面 ,

从多侧面多角度畅谈了他们学习江泽民同志
“
七

一”
讲话的体会。洪伟麟书记在总结发言中要求图

书馆的全体党员通过学习
“
七一”

讲话”在图书馆

的学术性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党性

和政治思想学习,在新时期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和

防腐慧识,为把我校图书馆建设成一流的学术型图

书馆而努力奋斗。(鲍国海 )

3月 R曰 晚,情报部主任蒋永新副研究馆员在新    1月 【8日 下午, 刘华副馆长应文学院副院长
校区J楼讲堂为s,0余名2000年春季浙生进行了利

  土蔚博士的邀请,在行政楼报告厅向文学院 50位
用图书馆专题讲座,受到学生们的欢迎。(鲍国海)  

教师演示并介绍了我馆的电子资源和使用方法,并

。(刘 华 )
3月 夕 日,在部主任和学习组长会议上,洪伟

向在座的教师发放了介绍资料
麟书记传达了我佼通过

“
2I【 工程

”
验收工作的情况,

1月 1⒍ 17日 ,图书馆部分同志参加了在上海
对本月全馆政治学习作了布置,印发了 《关于重申

商城由sun公司举办的
“sun oNE貉体解决方案

图书馆考勤和服务工作制度的通告》。(鲍国海 )

技术论坛
”。32家 sun的软件开发商合作伙伴在

sun平台上推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季 颖斐)

工 佑动怂

1月 18日下午,图书馆党总支在新狡区图书馆
2001年 冬季学期,情报部文献检萦教研室的教“

七一”
讲话交流大会,图书馆全

师共完成本科生⒛个班级,21“ 名学生和研究生
讲堂召开了学习

体党员及新校区图书馆全体职工约 150人参加了会
5个班级,II硐 名学生的文献检萦课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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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影响读者利用图书馆,文荟馆阅览部的

15位同志利用寒假闭馆时间对学生阅览室的 45661

册图书进行了细排架,剔除了复本,他们克服了困

难,圃满完成了任务。〈桂罗敏 )

3月 13日 ,技术部季颖斐同志为倩报部全体同

志开设了动态网页制作系列讲座的第一讲。(鲍国

海 )

菪建工 佑

经校党委讨论批准,詹华清同志为中共预备党

员,预备期从 ⒛01年 12月 31日 至 ⒛∞ 年 12月

30日 。(鲍国海 )

王 登Ι 佑

2月 6日 下午,2002年上海大学图书馆迎春联

欢会在新校区图书馆二楼讲堂举行。馆长童远达同

志、党总支书记洪伟麟同志,副馆长黄仁浩和刘华

同志也参加了联欢会,校工会副主席徐廷栋同志应

邀参加。董远达馆长感谢全馆职工在过去一年中所

作出的贡献9并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中为把我馆从

传统型图书馆向学术型图书馆方向转变而作出不懈

的努力,并提前向大家拜年。随后,图书馆各工会

小组表演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包括有男生四重Ⅱ昌、

越剧清唱、女生小组唱、口技、太空舞等。(鲍 国海)

工 会石 动

1月 25日 下午,由图书馆党总支、分工会和妇

委会联合举办的图书馆职工’Oz知识竟赛在新校区

图书馆讲堂拉开了帷幕,全馆 200余位职工参加了

这次活动。图书馆党总艾书记洪伟麟同志和应邀参

加的校工会基层工会部部长王秉麟同志、校幻委会

办公室主任凌琦同志等担任本次竞赛的评委。图书

馆分工会共缀织了15个工会小组代表队参加了这次

知识竟赛,竟赛内容包括有江泽民同志
“
七一”

讲

话、上海大学本科教学评优、公民义务道德、敬师

法、工会法和图书馆业务知识。经过激烈的必答和

抢答竟赛,曲陆宝林、周颖、葛纯同志组成的文荟

图书馆期刊部工会小组、由胡萍、姚水林、张骏组

成的新校区图书馆采编部I会小组和昊培斐、娄玲

芬、潘建萍组成的联合图书馆阅览部工会小组代表

队分获前=名
6(鲍 国海 )

铧拂

1月 2s日 ,情报部陈敏和毛琴芳同志荣获校工

会纽织的
“二 00一年青年教师教学评析活动

”
鼓励

奖。(鲍国海)

紫才 砑 穷铺矣 F2@″ 李 丿

盛兴军:试论文本的意象空间和生命世界——

兼论李煜的词 上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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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伯兴: 阑读辅助疗法研究面面观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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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走向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0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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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月 , 在
“一日捐

”
活动中,捐 100

元的还有黄r浩同志。

1月 26日 ,文荟馆阅览部吴爱林同志和流通

部谢良囡同志关心一位家境贫寒的学生,送绮他

衣物,受助学生感动得连声遣谢。(桂 罗敏 )

/yx鲂 社  借书统计 (2002年 〃2月 )

馆 名 人次 借书量 (本 )

新 馆 18458/2262 23877/2681

文荟馆 5331侈476 7927/3497

联合馆 2885/530 5201/732

合 计 26674/5268 37005/691θ

阅览统计 (200z年 1/2月 )

新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6755/469

外文期刊阅览室 706/220

过刊库 75`4

综合阅览室 1536s/1429

理科教师阅览室 3404'I05

文科教师阅览室 4500'56

理科学生阅览室 7s34/941

文科学生阅览室 9549/1122

美术阅览室 645/36

蹭书阅览室 3s/z

古籍阅览室 10/o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8″

文献检索室 37/至 o

合   计 48436/4720

文荟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1327/176

外文期刊阕览室 575/56

过刊库 145/13

社科阅览室 4842/o

理科阅览室 7198/o

教师阅览室 2460/o

合   计 16s47核45

联含馆阕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窒 3352/234

过刊库 67/30

教师阋览室 5242/128

学生闹览室 I0800/779

合   计 19461/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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