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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名 人 名 言

我的努力求学并没有得到别的
好处,只 不过是愈来愈发觉自己的
无知。

——
笛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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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2日 上午.洪 伟麟书记、董远达馆长在部主

任和支部书记会议上布置了 200⒈200z学 年职工考核

工作J以及本馆中级岗位聘任工作■‘鲍国海l

6月 6日 上午珙 伟麟书记在学习组长和党支部委

员会议上布置了本月的政治学习内容与党员民主评议

和支部工作达标考核工作■C鲍 国海)

灰好往来

5月 27日 至30日 J根据校际学术交流的协议■美

国蒙大拿大学工业学院图书馆代馆长 ~Ann st。 Clair女

士于对我校图书馆进行了学术访问■在此期间 ,她于5

月28日 和5月 30日 分别就美国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参

考咨询工作作了两次主题演讲■<鲍国海,

6月 4日 J 同济大学科技情报所和图书馆情报教

学与读者辅导部5人到倩报部参观学习■I鲍 国海l

6月 12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一行I2人

来我馆参观交流学习■C鲍 国海l

工作动态

联合馆阅览部的同志 J从今年 3月 开始 ,积 极做

好图书馆数据库建库前期工作 J两个阅览室的同志在

做好日常阅览服务工作的同时 J争 分夺秒地做好图书

抄贴条形码突击工作 ■其中党员发挥了模范作用 J在

短短三个月中·圆满完成了 11刀 万册图书的数据输入

工作■【朱惠娟冫

6月 7日 上午 J文 献检索教研室召开教研室会议 J

对本学期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并布置了有关文献检索

课教学任务■Ι鲍国海 l

zO0⒈200z学 年春季学期 ■文献检萦教研室共完成

了全校 15个班级的 1429名 学生的文献检索课教学任

务■<鲍国海】

今年 1月 至5月 J 采访部共加工验收新书 2M11

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0%~C张骏 l

5月 17日 下午 ■图书馆在新馆八楼 ,举行了计算

机业务培训开学典礼 J校人事处副处长金振源等应邀

上海大学图书馆

参加■这次培训分为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动态网页制

作班J全馆共有 90余位职工报名参加J占职工总数

的三分之一■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中青年骨干 J也

有老年职工■洪伟麟总支书记对本次培训班作了动

员J对 这次培训工作提出了要求■他指出·这次培

训班是在1999年 图书馆业务技能培训班基础上举办

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新世纪高校图书馆发展和对图

书馆员的业务技能的需要,希 望报名参加培训班的

每一位职工静下心来,认 真学习,有 所收获:金振

源副处长和参加这次培训的教师代表陆觉民同志、

学员代表王德英、韩甬生同志作了发言■这次培训

工作从 5月 下旬开始■到明年 1月 结束J最后将举

行结业考试■C鲍国海l

图书馆八楼展出有关丰子恺人生、艺术创作经

历的珍贵图片 .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上海大学电

视台也作了相关报道■在漫画大师丰子恺的女儿丰

一吟的倡导和图书馆领导的积极支持下■上海大学

图书馆特藏部拟在图书馆八楼筹建
“
丰子恺资料

室%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丰一吟女士的

大力支持J到 目前为止.共 接受丰一吟女士捐赠的

书籍一百多本(套 )J价值五千余元.为 使广大师生

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了解丰子恺先生的艺术人生 J我

们在收集文献资料的同时 J举办了这次图片展■共

选取丰子恺先生的珍贵图片五十余幅J分 丰子恺生

平、故居及著述两大部分 J基本上反映了丰子恺先

生的人生和艺术创作过程的脉络■Ι特藏部 l

5月 15日 至 17日 J阅 览部组织有关人员对 6

楼、7楼 4个文理课阅览室及 5楼综合阅览室进行

业务交流达标检查■包括劳动纪律■挂胸牌、室内

卫生、架面卫生、架上图书整齐、错架率六项内容■

检查结果J基本都达到优良标谁口C孔祥新 ,

截止 5月 Ⅱ 日J阅 览部完成了7楼 文科阅览室

全部藏书的抄贴条形码任务■据统计J共 抄贴条形

码 4.45万 条■C孔祥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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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I7日 下午■新馆阅览部⒍7位 同志在赵洪英、

谢萍同志带领下 ,对新馆 5楼 中央大厅进行突击大扫除■

她们不顾本职工作繁忙J不 怕累■不怕脏J在 短短两个

多小时 J将千余平方米的五楼中央大厅打扫得干干净净臼

Ι孑1祥寄彳9

期刊部的周海蓉、叶春波等同志 J从 3月 至 6月 完

成了新馆 HoⅢ zON系 统外文期刊数据库的建库工作 J

共有2000余条J为期刊业务工作提供方便■Ι期刊部 ,

6月 上旬 J文 学院8位学生到图书馆特藏部参加社会

实践:主 要实践内容为古籍线装书书目数据的电脑输入

及部分古籍书目卡片的登录.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得到

图书馆编目部及技术部老师的大力支持J也 标志特藏部

古籍开始进入电脑管理■t特藏部 ,

图书馆为文学院历史系谢唯扬教授专辟古代文明研

究中心研究室■特藏部部分同志将参与有关课题的研究

工作■【特藏部 )

6月 13日 ,文学院院长李友梅、党委书记王蔚在馆

长董远达和总支书记洪伟麟的带领下·视察了古代文明

研究中心研究室的建设情况■<特藏部 l

特藏部同志制作完成丰子恺漫画全集题录数据库

3600个条目■丰子恺照片数据库30个条目o丰子恺精品

漫画数据库 236个条目,美 院教师油画作品数据库 100

个条目J不 日将挂上图书馆网页与读者见面~<特藏部 l

岗位聘任

5月 17日 下午,图 书馆在新校区图书馆八楼召开了

岗位聘任动员大会J图 书馆全体职工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黄仁浩副馆长主持■洪伟麟总支书记作聘任动员J他

谈了这次聘任工作的意义,聘 任原则和聘任步骤■使全

体与会职工了解了图书馆聘任工作的重要性■这次岗位

聘任工作将包括个人申报、确定拟聘名单、审核聘任和

公布聘任名单等步骤 ■今年 9月 第一批岗位聘任结束■

刘华副馆长还宣读了新近修改颁布的 C图 书馆普通高校

图书馆规程△C鲍国海)

工会活动

5月 31日 下午J图 书馆工会委员参加了新馆讲堂举

行的由上海市工会干部管理学院周正言教授作的新工会

法辅导报告■C鹿徽理冫

为你服夯

6月 3日 至7月 7日 J Thomson GaIe数据库可以供

我 校 师 生 免 费 试 用 ■ 网 址 ∶

Infotrac。 apIa。 galegroup,conl/itweb/suⅡ b J Password:

shanghai■ t见我校图书馆主页9可 以试用的数据库分别

是 ∶商业与公司资源数据库 Ι Business&Company

Resource Center lJ可 以检索全世界30多万家公司的最

新 资 料 及 相 关 信 息 〓人 物 传 记 资 源 中心

刂Ⅲography Resource CenterlJ该 数据库可以

查找 100多万个人物传记资料 :文学资源中心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收录有 12.2万个

作家的传记和作品的文献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Info Trac OneFile】 收录有各类期刊 7000余

种■其中全文期刊有 4000多种■ (鲍 国海)

小绕计  借书统计【zO02年 5月 ,

馆 名 人次 借书量Ι本 l

新 馆 10077 20154

文荟馆 1922

联合馆 1362 2724

合 计 13361 26722

阅览统计Ι2002年 5月 ,

新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外文期刊阅览室 870

过刊库

综合阅览室 10583

理科教师阅览室

文科教师阅览室 3243

理科学生阅览室 6313

文科学生阅览室

美术阅览室 466

赠书阅览室

古籍阅览室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文献检萦室

计 37979

文荟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1774

外文期刊阅览室

过刊库

第一学生阅览室 48θ6

第二学生阅览室 5600

教师阅览室 1515

^
口 计 29718

联合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3656

过刊库

教师阅览室

学生阅览室 7426

^
口 计 15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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