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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人 名 宫

书是我的奴隶,应该服从我的
意志,供我使用。

——马克思

【本刊讯】为了敬好我校本科评优工作,学校蹭加了图书馆的购书经费,因此,今年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和分
类编目加工饪务从去年的5万册,狂增到今年的 10万册,整盥翎了一番。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图书馆领导要求
全体党员和业务骨干带头,发扬图书馆职工特别能战斗的传统,齐心协力,锐意进取,为学佼的本科评优工作贡
献力量。

s月初,采访部按刭了必须在9月底之前采购新书 8万册的紧急任务。由于今年原先预定图书仅 5万册,还
有 3万册图书需采访人员现场采购。此时正逢

“
非典

”
疫情瀑发期,同时也是各出版社出版图书的淡季,针对这

种情况,在倮证完成每月统定新书 st|00册到馆的前提下,采访部主任郭聂仪副研究馆员联系了北京新华书店总店
批砷中心送书到馆,请校青年联谊会的sO余位故师从中推荐适合我校专业的图书。分曾采访缡目工作的刘华副馆
长节领采访人员去本市 3家图书批售中心,他们克服库房内空气不流通,灰尘大的困难,根据所制定的图书现购
标准,棺心挑选专业图书,由都主任和分管馆长把关,确保了所购入图书的质量。负贵中文图书采购的桂罗敏馆
员表现突出,作为一位刚刚从事采访工作的女同志,她不顾体质弱,常常骑车往返于书店与校区之间,没有丝亳
的怨言.经过采访人员的辛劾努力,6月份,共玑购图书 2万册。对于购入的图书,采访部的同志马上拆包验收
送编目都,仅 6月份,他们超额完成了 1.5万册新书的玷条形码等加工任务。

为了倮证购进的新书及时为读者利用,图书馆领导要求编目部必须在9月初开学前完成3万册图书的分类编
目工作,编目都主任赵伯兴研究馆员纽织本部门人员对新书进行分类编目工作,儆到保质保量,互相协作。许多
职工中午都不休息,带病坚持工作。图书分类缃目的数童从5月份的 Is12种 ,0s“ 册激增到6月份的3l,s8种 ,

11I68册。

在这次突击任务中,图书馆英它部门发扬了全馆一盘祺的棺神,支援采访部和编目部的工作。承担市教委研
究项目的技术部同志,在保证项目开发研制和国书馆管理系统正常运行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为采访部开发了图
书验收软件|大大加诀了图书验收速度。技术都主任任树怀高级工程师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照常上班;办公
室为图书验收膊出了房间:特救部加工了小部分图书:期刊部在工作任务絷重的撺况下,抽调人员帮助做好图书
加工工作,如期刊都的鲁蕴华同志,虽然已经办好了退休手续,她还是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到编目部帮助写萦
书号、插磁针等工作,为了完成任务,常常中午不休息j连续工作,体现了-位老图书馆员的爱岗敬业棺神。此
外还有期刊部的朱良、全洁、叶春波、月海蓉、∷张永达等同志在图书加工工作中表现也十分突出。

目前,包含着图书馆员辛勤劳动的新书正源源不浙地进入图书馆外借书庠和各阅览室供读者使用,图书馆员
们正以他们出色的工作,为我校的本科淠优工作作出一份贡献。(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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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采购加工图书八万册 为我校本科评优工作出太力

6月份,流通部为配合学佼评估工作,解决由于新
7月 2日上午,图书馆党怂支在新校区图书馆 书入库引起的架位紧张的矛盾,共剔除书库中的旧书 2

楼会议室召开了庆祝建党 s,月年座谈会,共有包括  万余册,调整书架 100多面,为新书入库腾出了架位。
各部室主任、支部书记和学习组长等 sO余人参加,   (流遢邙 )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洪伟碎主持了会议。在座谈会上包    经过充分的淮备,6月 呖 日彳 月 3日 ,流通部的
括特战部主任、2⑾ 2ˉatX,s年度上海大学优秀共产党  同志,为 1100多位 gg届本科生和研究生快速准确地办
员沈红副研究馆员在内的 6位同志,结合自己的本职  理了的离校手续。(流通邙)

工作,杨谈了落实江泽民同芯
“三个代表

”
的重要恩

想,曰合学校本科评优中心工作,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的体会和儆法。洪伟碎同志希望图书馆全
体党员和干部,在这次学校的本科评优工作中,努力
工作,积极进取,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儆好文献服务工
作。(日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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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儆妤 Ⅱorizon升级前的数据测试工作,技
术部于 6月 Is日召集各业务部门骨干在三搂会议室
举行讨论会,对 H⒐△o△ 使用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
讨论,并演示了新版 Hori⒛Ⅱ系统的操作界面和功
能,要求大家一定要儆好升级前的数据浏试工仵,并
提出Ⅱori茄△系统参数谰整的意见。(技术邙)

为儆好Ho山on升级工作,使各业务部门对新版
Hori⒛ n系统的功能有更好的了解和对使用中可能出
现的问逐有充分的淮备,Hor;zc,Ⅱ升级工作组于6月 2

日组织业务骨干一行10人到上海交大图书馆取经学
习。交大图书馆的Hor珈 n升级工作已于去年寒假完
成,在Hor山m升级和使用中通到了不少问题,积累

了很多经验,交大杨宗英刹馆长、郑巧英副馆长和有
关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子热情按倚和详细介绍。
此次活动得到我馆办公室的大力支持。(技术部)

图书财产帐打印一直是影呐采访部工作的瓶颈,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技术部编制了一套程序,改变以
前手工榆入的模式,从 HorizoⅡ系统中自动提取趱名、

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份、萦书号、IsBN号 、条码
号、馆瑚代码和价格等信息,制作成电子报表,既可
存盘倮存,也可打印成册,方便高效,该软件已经投
入使用。(技术邙)

为了提高采访部的工作效率,技术部对采访部一
直使用的验收软件进行了全面改版,在时间紧任务重
的情况下,加班加点工作。目前已经交付采访部使用。
该软件在系统功能、可靠性、使用简便性等方面都有
很大改进。(技术邙)

Ho由m系统升级是我馆今年的重要工作之一,

技术郜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今年署假期间,

epiⅡtech公司安排对多个商校Hor;⒛n系统进行升级,

该日程早已排定,我馆Hor切
"系

统升级的培训和升
级时间分别安排在7月 1“ 日和7月 21-96日 。然而,正
当培训工作谁备就绪之时,技术部接到上级通知,今
年毕业生办理离校还书手续安排在了7月 2“日,这样
便与安搀好的培训时间发生冲突,为了确保毕业生办
理离校手续工作颅利进行,克服许多因难,将培训时
间推迟到7月 ,-10日 。(技术部)

为了汜合我校本科评优工作,发挥馆斑资源的作
用,经图书馆领导研究决定,从 7月 I日起,图书馆
阅览室对副教授以上教师开始实行短期图书外借,每
人可借书一本,借期七天。与此同时,在这些阅览室
实行信息化读耆身份认证和统计模式,为科学的统计
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技术部同志为开展此项服务
儆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如开通了Ⅱori⒛Ⅱ流通管理
系统、设置了读者信息等参效,配备了条形码借书设
备,研制读耆信息化身份认证和统计程序等。实行短
期借阅的阅览室有:新佼区敬师文、理科阌览室;学
生文、理科闹览室:延长校区文荟馆教师阅览室和嘉

夥 满 胛 f氢
⑾

7月 2日 下午3时许,新馆期刊阅览室部的顾兆
坤老师在新佼区图书馆 4按男月所内看到窗台有一
只诺基亚gzsO手机,他通过手机上的来电显示与失
主取得了联系。笫二天上午,顾老师在期刊部办公
室把这只价值 1sO0元的手机交还给了知识产权学院
的狳膏同学,提醒他要注意保管好贵重物品,徐青
同学表示要写一封感谢信表扬顾老师的高尚品德,

被顾老师婉言谢绝。(围讯)

岩荣榜
6月 z9日下午,我校隆重召开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m周年暨上海大学先进表彰大会。莪馆

特蔽部主任沈红Hll研究馆员作为2002-,003年

上海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受到表彰。(图讯 )

学才砑究戚粟
盛兴军 代书 参考咨询馆员的信息素质与

信息管理 上海高校图书倩报工作研究 ⒛ω

年笫 2期
赵伯兴 论知识创新与用户网络信息能力的

培养 同上

鲍国海 I9B8ˉzOQ1年美国《工程萦引》光盘
效据庠收录中国科技期刊统计分析 同上

6月 )

馆 名 借书量 (本 冫 还书量 (本 )

新 馆 30611 30759
文荟馆 IO316 11416

联合馆 3ss8 4181

合 计 4446s 46356

纫防⒈ (2003自F6月 )

新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I109s

过刊库 93

综合阅览室 9848

~翌科敬师润览室 2642

文科敬师阅览室 3617

理科学生阅览室 5272

文科学生阅览室 8520

美术阅览室 843

潜书阅览室 32

古箱阅览室 41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18

文献检萦室 I67

电子阅览室 3785

^
计 45973

文荟馆阅览窒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2439

过刊庠 17s

第一学生阅览室 2704

笫二学生阅览室 380s

敬师阅览室 34s7

电子阅览室 225
Δ

计 12805

联合馆 阅晚窒 闼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3222

过刊库 “

敬师阅览室 43B2

学生阅览: 8s31

综合阅览室 5861

电子阅览室 10

合 计 22092
2000∶ 11.1△ 00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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