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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党的十六太胜利召开 图书馆举行优质服务月系列活动

为庆祝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实践江泽民同志 f三个代表
”
的重要思想,更好地为我

校教学和科研服务,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做出贡献,图书馆从 11月 11日——1z月 IO日举
行

“
走进数字化图书馆

”
优质服务月活动。图书馆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文献资源推广活动 ,

使广大师生有效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提高文献检索的技巧和方法,拉近图书馆与读者的距
离,加强沟通与联系,展现新世纪数字化图书馆的风貌。

优质服务月期间,图书馆将为我校教师及博士生提供校区间的图书馆际互借,为教师
提供跨校、跨省市的图书馆际互借,向全校师生开放新馆上海作家作晶阅览室、赠书阅览
室、一楼密集书库:提供电子文献数据库讲座和培训,共计十余次,开展用户需求调查 ,

提供 00余种数据库的丰富文献资源,其中有我馆自行开发的
“
人大复印资料网络版

”
、“钱

伟长生平数据库
`“

上大教师论文数据库
”
,世界著名的 Web θf science、 IELrIEⅣIEE助、

ACS美国化学学会、PQDD博士论文数据库、ELsEVIER电子期刊等数据库。
这是我校图书馆自211工程建设以来,为重点学科建设、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文献资源

保障,进行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的一次成果展示。

有关优质服务月的活动详J潸
请关注图书馆主页:http://ll,ww。 №。shu。edu。 cn。 (文刂华)

三陇殿 夯刃彳刃膨
n月 I4日 下午,在新馆讲堂,IsI公司   和期刊部的金洁馆员分别向新教师介绍了本

刘煜主讲 《创新之道—sCI的使用与发展及   馆的印刷与电子资源的特点与书刊文献服务

其对科技创新的推动——Web of soeI【ce     方式,各位新教师对图书馆的服务工作提出
SCI expanded使用讲座》,有 80余人参加。    了一些建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董远达馆长、

11月 Is日下午,联合馆讲堂,蒋永新主   各部室主任和情报部的部分同志。(情报部 )

讲 《中文经济信息电子资源讲座》,介绍中国     Ⅱ 月” 日下午,联合馆讲堂,蒋永新主

学术期刊网、维普网、国研网、中经网便用    讲 《外文电子期刊及数据库讲座中文经济信

方法,有 zO余人参加。           息 电子 资源 讲座 》,介 绍 ELsEVIER,
Ⅱ 月 15日 下午,新馆讲堂,陈敏主讲《外   KLuWER,spHngeF,EBsCo数 据库使用

文人文科学电子文献数据库利用讲座》,介绍   方法。有 40余人参加。

美国 EBsCoo000种 期刊)、 荷兰KLtMER     1I月 22日 下午,新馆演讲厅,鲍国海主
(800种全文期刊 )、 ELsEVIER(13oo种 全    讲 《外文理科电子期刊及数据库讲座》。介绍

文期刊》及部分中文数据庠使用方法,有 2° ELsEVIER, Kluwe△ ACM,ACs,springer
余人参加。                  数据库使用方法。有 20余人参加。

1I月 19日下午,新馆三楼会议室召开图     Ⅱ 月 29日下午,丁海利主讲:《 北大方

书馆与新入校教师恳谈会,有 7位新教师参    正 APABI电子图书演示会》,介绍电子图书

加了会议。刘华副馆长、流通部主任张庆兰    使用方法。

上海大学图书馆 ht‘ p:〃www,Iib。shu。 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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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 日下午,文荟馆五楼,庞得福主讲 慈万

方数据庠产品介绍》,介绍数字期刊,国 内学位论文

数据库、学术会议录数据库。

工作动态
为了展示上海大学教师在美学的教学、创作、设

计、科研等方面的丰硕成果和获奖作品,图书镳特藏

部从 10月 25日 开始在新馆 8楼举办上海大学美术学

院教师陆志文艺术人生作品展。〈特藏部 )

从本学期开始,新校区流通部为了更好地为读者

服务,对外借图书增贴期限表 ,盖 日期章,目 前已经

贴期限表 4万余张,虽然增加了工作量,但是方便了

读耆,大家毫无怨言,认真做好工作。(流通部 )

在新校区流邋部密集书库的同志,克服了环境差

等困难,6月份已经完成了密集书库对读者开放的准

各工作,并已经在 In月 1I日 对外开放。目前他们正

在进行其他图书的整理工作。(流通部 )

从本学期起 ,新馆流通部对书库中 2万册滞架的

图书进行了调整,保证了一线书库的藏书质量 ,并为

新书的入库留出了空闽。(流通部 )

为配合图书馆第九届优质服务月活动,情报部组

织编写了本馆 14种中文外网络数据库使用介绍。(情

报部 )

⒛⒆ 年秋季学期,文献检索教研室 1o位教师完

成了为我校本科生 I6个班级共 24“ 名学生的文献检

索课教学任务。(情报部 )

党建工作

Ⅱ 月 8日联合图书馆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全票

通过潘建萍预备党员的转正申请。(联合馆 )

工登羞砂

Ⅱ 月2日 ,在复旦大学体育中心举行的上海市教

育系统第五届教工运动会上,我馆参加各项比赛的运

动员们奋勇争先,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高强获男子老

年组 BO0米第 2名、徐志娟获女子中年组 BflO米第 8

名;由娄玲芬等参加的木兰扇顼目获第 2名、由严志

荣、王建年、梅美琴、虞春萍、陈卫强、李 铮、张

永达、俞永清、万燕萍、尤雅芳、朱霞芬、刘建明、

赵启良、梁 建等参加的跳长绳顼目获第 3名 、由马

玉友、沈 红、陈嘉兰、金佩华、鹿徽理、鲍国海等

参加的 24式简化太极拳项目获第 7名 。〈情报部 )

学才砑穷磁哭″J@2钧
刘雅君 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 贵州文

史丛刊 20Ⅱ 年第 3期

沈 红 盛兴军 代 书 基于图书馆运作三要素的

特色服务 图书情报知识 ⒛Oz年第 s期

上海大学图书馆

郑 宇 谈谈 电子阕览室的系统优化管理

图书情报知识 2002年第 5期

鲍国海 2000ˉ 2001年 美国 《金属文摘》光

盘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的新变化 中国科技

期刊研究 ⒛魄 年第 6期

借书统计 (200z年 10月 )

馆 名 借书量 (本 ) 还书量 (本 )

新 馆 27716 28927

文荟馆 7378 6395

联合馆 5093

合  计 42301 40415

阅览统计 (⒛⒆ 年 10月 )

新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7476

外文期刊阕览室 1104

过刊庠 120

综合阅览室 10717

理科教师阅览室 6348

文科教师阅览室 7362

理科学生阅览室 3995

文科学生阅览室 3550

美术阕览室

赠书阅览室 80

古籍阅览室

上海作家仵品阅览室

文献检萦室 23

A
计 42007

文荟馆阅览室 阋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2322

外文期刊阅览室 365

过刊库

第∵学生阕览室

第二学生阅览室 2379

教师阅览室

厶
计 10955

联合馆阋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5640

过刊库

教师阅览室

学生阅览室

综合阅览室 2960

计
厶 21391

http:〃www,lib。shu,edu。 c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