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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我们学习最大的障碍的是丨
无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丨

——贝尔纳  丨

新年前夕,特藏部同志给上海作家协会的

作家们寄去了500多封贺卡,同时附信希望他

们继续支持本馆“上海作家作品陈列与研究

室”的工作。元旦前后,不少作家寄来赠书及

个人资料,也有一些作家来电表示愿意赠送书

籍、资料,如著名作家叶永烈。(特藏部 )

20⒆ 年 12月 5日 ,特藏部邀请了美术学

院美术史论、油画、建筑、设计等专业的八位

同学到美术文献阅览室参加馆员与读者座谈

会。痤谈会就美术文献阅览室如何为读者服

务、美术文献阅览室文献的保护等问题进行了

交流。会上,馆员在充分昕取同学的意见与建

议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举证个别读者撕书、

开天窗等不文明实例,对同学进行教育,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特藏部 )

从 2003年元月起9图书馆采访部在原有

的
“三层选书网

”
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全面

的立体型的
“
读耆参与,选书荐书∷体系。该

选书体系面向全校师生,分为四个层面。第一

层面是
“
外文原版图书

”
的选定,参与者主要

是各博士点负责人,由采访人员实行面对面服

务。该项工作已开展了两年多,深受好评。第
二层面的参与对象是广大教师。图书馆分别在

文学院资料室、社科院资料室、影视学院院办、

国商院办、计算机学院院办、自动化学院院办、

通信学院院办、理学院院办设立了联系点,定
期将预定书目分送到这八个点。教师可就近到

这些点参与选书或荐书。第三层面的参与对象

是研究生。他们在学术活动中比较活跃,对图

书的需求量也较大。图书馆将在研究生会协助

下,计划成立 “
研究生选书荐书小组

”,代表

研究生参与选书,并作为广大研究生与图书馆

沟通联系的媒介。第四层面是
“
网上选书荐

书
″,面向各个层次的读者,作为前几个层面

的补充。图书馆采访部已在图书馆网页上开设

了专栏,将预定书目公布上网,定期更新。读

者可上网参与选书或推荐好书。(采访部)

信 息

友好 茬 夹

zOOz年 ⒓ 月 25日 ,上海大学图书馆迎来

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作家俞天白先生。图书馆领导

董远达、洪伟麟、黄仁浩对俞天自先生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对俞天自先生给予上大图书馆工作

的支持和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进行了热情洋

溢的座谈之后,俞天白先生在黄仁浩副馆长等陪

同下,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上大校园、体育中心以

及图书馆,最后,作为压场戏,也是俞天自先生

来上大的主要目的——献上书法条幅,以弥补上

大图书馆没有收集到俞天自先生手稿的缺憾。俞

天白先生为本馆提写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

无崖苦作舟”条幅。随后又书写了南宋著名哲学

家、教育家、理学大师朱熹的诗旬。(特藏部 )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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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和今年初,情报部的同志分别为本校

环化学院和机自学院的 20余位申报博士点的教

师检萦被三大检索刊物收录论文情况,及时提供

给他们,受到了教师们的好评。(情报部 )

新馆一楼密集书库开放一个月来,受到广大

读者的欢迎,密集书库共借阅图书 【I7册 ,满足

了读耆的文献需求。(流通部 )

新校区流通书库zOOz年共进新书 I2“ 4册 ,

发布 《新书通报》⒛ 期,向读者报道新书信息

“35条。(流通部 )

zOOz年 12月 26日 ,特藏部同志受丰子恺

后辈之邀参加了“丰子恺艺林”的开张典礼,“丰

子恺艺林”开设在上海玉屏南路 28号玉屏轩三

楼,其 目的是为了弘扬丰子恺艺术,让广大丰子

恺爱好者能在此评论、欣赏丰子恺书画等艺术 ,

同时“丰子恺艺林”还售卖丰子恺纪念晶、丰子恺

著作、复制的丰子恺书画和一些仿丰和丰派的书

画,也附带售卖一些弘一大师风格的书法作品。

(特藏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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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夯学习
∴
编日部张爱东1胡萍同志于⒛Oz年 12月

【Bˉ23日 ,参加了由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

统(CALIs)主 办的
“
中文图书编目业务培训

”。

通过这次培训,使我们了解了CALIs所要求

的书目数据的规范要求,为今后向CALIs正

式递交数据打下了基础。(编 目部〉

党建工笳
⒛Oz年 12月 26日 ,新馆第二党支部召

开了周伟军和刘雅君两位同志的入党审批会 ,

全体党员一致通过了他们的入党申请。(新馆

第二支部 )

1月 10日 ,新馆第二党支部召开了詹华

清同志预备党员转正大会,全体党员一致通过

了他的转正申请。(新馆第二支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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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初举行的
“一日捐

“
活动中,我馆共

有 ”2同志捐款共计““ 元,其中捐款在 100

元及以上的同志有 9位 ,他们是:洪伟麟、董

远达、黄仁浩、刘华、赵企良、叶正红、梁建、

曹双琴和鲍国海。 (工会 )

彦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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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区图书馆六楼学生文科阅览窒的周

兰英同志虽然进该室工作时间不长,但她热情

月到、细致的服务态度,蠃得了读者的好评。

每当读者进文科阅览室的时候,她总是把代书

牌横着放在读者面前以便让他们登记,当读者

走出阅览室取回学生卡的时候,她总是微笑着

把学生卡放到他们手里。虽然是个小细节,但

她一直坚持这样做,使读者们都很感动,她让

读者觉得文科阅览室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地

方¤理学院的学生在网上表扬她 :“ 她的亲和

力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Ⅰ使我们心情增加一份

愉快,也不知不觉的给别人送去微笑
”
。并希

望
“
应该在图书馆工作人员中间展开一次向这

位老师学习的活动,把图书馆变成温暖的大家

庭。”(阅 览部 )

学才茫动

200z年 12月 8日 ,上海市文献联合编目

中心联机编目工作会议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会

上为复旦大学图书馆编目部、华东师范大学图

书馆编目部、中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编目部和本

馆编目部授予了联机编自点资格证书。会上 ,

本馆编 目部赵伯兴同志作了联机编目数据质

量控制方面的发言。(编 目部 )

上海大学图书馆

周黎明读者服务位1新gq信息源探析——读
者服务差错管理 情报杂志 200z年第 3期

孙桂春 轮磁铁氧体烧结氮窑用推板现状与

发展 耐火材料 2002年第 10期

沈红 黄欣 心脏疾病药膳疗法 上海科技

文献出版社 2002年 1月

借书统计 (20怩 年 12月 )

馆 名 借书量 (本 ) 还书量 (本 )

新  馆 33920 28564

文荟馆 9893

联合馆 5639 5I25

合  计 43582

阅览统计 ⒄ m年 1z月 )

新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9385

外文期刊阅览室 I152

过刊库 188

综合阅览室 I2163

理科教师阅览室

文科教师阅览室 4543

理科学生阅览室 7435

文科学生阅览室 10096

美术阅览室 576

赠书阅览室

古籍阅览室 47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Ⅱ8

文献检萦室 66

电子阅览室 2526

合   计 52597

文荟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中文期刊阅览室 2641

外文期刊阅览室 340

过刊库 136

第—
学生阅览室 4580

第二学生阅览室 5014

教师阅览室 3659

电子阅览室 232

合   计 16602

联合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4620

过刊库 IO5

教师阅览室 5158

学生阅览室 7052

综合阅览室 3470

电子阅览室 31

合   计 20436

2000,11.1-2003.1.20

本馆主页访问人次
656659

http://Ⅵ
`ww.1ib,$hu。

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