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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人 毛 言

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 |

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人读活书,丨

可以把人读死。

——郭沫若

信
'糸

赞递

9月 6日上午,图书馆召开会议,洪伟麟

书记围绕学校和图书馆的的中心工作布置了

本学期图书馆职工学习内容和要求。(鲍国海)

为配合我馆参加全国高校文献信息保障

系统组织的
“UMI博士论文全文中国地区集团

联合订购及共享计划
”,订购 2001年美国博士

学位论文。9月上旬,情报部同志通过电话联

系,深入有关学院,与我校包括周邦新、孙晋

良院士在内的 50余位博士生导师取得联系 ,

请他们选定需要订购的博士论文,受到了他们

的欢迎,目前已经收到反馈信息 1sO条。(鲍

国海)

8月 %-sO日 ,文荟馆、联合馆和新校区

馆的全体同志,在馆领导的带领下,克服了气

候炎热、藏书积尘等困难,在新校区图书馆一

楼书库,集中整理了原外语学院的藏书 10余

万册,为提供读者使用做好了准备。(鲍国海 )

7月 28日 ,“ 新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

研究
”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正式召开 ,

出席会议的领导、专家学者参观了上海大学图

书馆和特藏部的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室。

(特藏部 )

友埒 疰来

为加强图书馆上海作家作品陈列与研究

室与上海作家的交流,由图书馆与文学院联合

举办,特邀 《新民晚报》
“
读书乐

”
专栏作家 、

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政协委员曹正文 (米

舒)先生于 6月 14日下午在上海大学图书馆

二楼讲堂举办讲座 《如何挑选读书书目和怎样

看待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图书馆职工与文

学院学生 15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报告结束后 ,

米舒先生把十年来所撰写的散文精选集 《秋天

的笔记》以及访问十二个国家的随笔集 《无边

上海大学图书馆

风月之旅》(彩图豪华版)推荐给读者,并向

读者签名售书。他还在洪伟麟书记等陪同下

参观了图书馆 8楼的上海作家作品陈列与研

究室等。(特藏部 )

工 作磁怂

6月中旬至 7月 中旬,情报部同志配合

我校教师申报 2002年度光科技专项与纳米

专项的项目进行中外文检萦工具查新,大家

克服了时间紧,饪务重的困难,在暑假中加

班,完成了sO余个课题的查新任务,保证教

师如期提交课题申请表,他们的工作得到了

教师们的好评。(鲍国海 )

6月份,阅览部工作人员在部门负责人

带领下,齐心协力,苋服人手紧缺、气候闷

热等困难,抄贴图书条形码各 4万余条,提

前完成了新校区图书馆 6楼理科学生阅览室

图书条形码的抄贴任务。(阋 览部 )

为了保证升级后的 HORIzON系统能

更好地为全校师生服务,暑假期间,技术部

冒着酷暑加班加点,积极地解决了系统中遗

留的问题。通过多次与澳大利亚 Emxech公

司勾通,解决了 CNHORIzON数 据库的编

目数据不能批量转 出的难题 ,实 现 了

LCHORIzON数 据库 的数据成功转入

CNHORIzoN数据库,保证了读者检索使

用馆藏书目的需要。(胡谷雨)

6月上旬,特藏部同志与我校文学院取

得了联系,在文学院资料室工作人员的大力

协助下,完成了 《东方杂志》总目的复制工

作。《东方杂志》创刊于 1904年 ,是研究 z

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刊物之一,但由于以前

缺少总目,使读者查阅受到影响。这次复制

工作旨在为读者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条

件。(特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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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编 目部郭景仪老师积极拓展本馆与

港台及国外图书馆的文献交流联系,目前已经交

流到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并与美国德苋萨

斯州立大学图书馆信息科学研究生院达成了交

流 《图书馆和文化》(Libraries&Cuture)的 意

向,弥补了我馆这方面期刊的空缺。(张骏 )

峁位殍 任

7月 10日 ,本校人事处网页公示了图书馆第

二批高级岗位拟聘人员名单,他们是 :

副研究馆员:王德英、刘建明、孙桂春、韩

甬生、鲍国海

高级工程师:陆觉民

工套犭形

6月 17日下午,在行政楼报告厅,图书馆工

会小组长以上的工会干部听取了由中科院有机

所林国强院士所作的
“
手性与自然界

” 的学术

报告。(鹿徽理)

6月 ” 日,我馆周海蓉、陆觉民和鹿徽理同

志代表我校代表队在上海海运学院游泳馆参加

了上海市第五届教工运动会的游泳比赛。(鹿徼

理 )

老荣榜

8月 ,情报部毛琴芳同志撰写的论文 《新时

期党员教师形象》获上海大学党委
“
新时期怎样

做党员教师
”
征文活动优秀论文奖。(鲍国海 )

学才砑究戚杲剑 ″ 勃

毛琴芳 徐志娟 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总汇
——数字图书馆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

zO02年第 2期

鲍国海 石萍 试论私人藏书的征集工作

同上

秦梅仙 马克 阮传森 从图书的借期谈

图书流通率和利用率 同上

石萍 朱红英 浅谈图书馆与高校素质教

育 江西图书馆学刊 zOOz年第 2期

鲍国海 ”B9ˉ2000年 《科学文摘 (sA)》

光盘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文献及期刊统计分析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zOOz年第 4期

樊松林 刘建明 我国信息咨询业的受制

因素与应对举措 图书情报工作 200z年第 6

期

毛琴芳 陈敏 EI CompeⅡdex Web数据库

的使用技巧 情报科学 zO02年第 6期

鲍国海 2001年 EI光盘数据库收录

的中国科技期刊及 2001年美国 《工程索

引 (ED》 光盘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期

刊表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年第5期

/yi鲂#  借书统计 (20Q2年 ⒍7月 )

馆 名 人 次 借书量 (本 )

新 馆 17852 24417

文荟馆 1925 3204

联合馆 ∏149 2654

合 计 20926 30275

阅览统计 (200z年 ⒍7月 )

新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s761/2201

外文期刊阅览室 672`189

过刊库 90/45

综合阅览室 3837/245

理科教师阅览室 2751/572

文科教师阅览室 3193`474

理科学生阅览室 2460/4I4

文科学生阅览室 3464/414

荚术阅览室 269

裆书阅览室 59

古籍阅览室 Ι
J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9

文献检索室 75`18

合   计 27363

文荟馆 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1533`艹

外文期刊阗览窒 186`+

过刊库 78'艹

第一学生阅览室 1748'*

第二学生阅览室 I510/☆

教师阅览室 I480/*

合   计 6535

联合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2909'551

过刊庠 2,/zo

教师阅览室 2412`402

学生阅览室 3621`610

综合阅览室 720`I52

合   计 1I424

注:艹馆舍大修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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