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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月 7日 下午,图书馆第二属第三次教代会暨工代
会在新校区图书馆讲堂召开,图书馆双代会代表⒛ 余
人参加了会议,校工会副主席徐廷栋同志应邀出席了
会议并作了发言。洪伟膦书记通报了本科教学评估情
况,并提出图书馆的整改意见;董远达馆长作 zOOs年
度图书馆总结和 2004年度图书馆工作思路报告;刘华
副馆长作上海大学图书馆 200⒋2010年 中长期计划的
报告。张永达同志就 200J年度图书馆工会会费及福利
经费使用情况向代表作了汇报。(图讯〉

为了让图书馆 128位离退休的老同志了解近年来
图书馆的发展变化,联络感情,zO⒅ 年 12月 zs日 上
午,图书馆在新校区图书馆讲堂纽织了一次

〃
离退休

职工回娘家
”
活动,共有 gB位离退休同志参加了此次

活动。图书馆馆长童远达、总支书记洪伟麟及各位副
馆长向他们介绍了近年来图书馆的发展情况,并组织
他们观看了 《前进中的上海大学》,和 《知识的海洋一
一上海大学图书馆》的VCD,随后,这些离退体的老
同志还兴致勃勃地走访了以前的工作部门,与各位新
旧同事言谈甚欢。(图讯 )

工萑动恣
1月 4日 ,特藏部沈红、代书应邀拜访了著名文艺

评论家、“左翼”文艺运动研究专家丁景唐先生。在他
家中商讨了建立 “

左翼
”
作家资料库的有关问题,并

接受了他的赠书。丁景唐对上海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
上

海作家作品数据库
”

的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答应
愿意将自己毕生从事

“
左翼

”
文艺研究方面的资料无

偿提供给⊥海大学图书馆收藏。在讨论中,他向我们
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希望我们以此为契机,广泛
收集

“
左翼

”
文艺运动史料,最好能够建立 “‘

左翼
’

文艺资料库勹为广大师生、学者提供详尽的研究资料。
(特藏部 )

1月 上旬,图书馆推出上海作家作品数据庠。上海

作家作品数据库目前包括有丰子恺、叶辛和俞天白等
十位上海作家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相关图片和评论
等。主要栏目有"作家生平"、 "散文"、 "专著译著"、

"漫画精选"、 "图片资料"、 "热点文章"和 "评论"。 该

弊据挛的建设旨在全面反映上海作家的文学创作和艺
术主张,以揭示上海作家的人生轨迹与文学艺术思想
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上海文学、文化的相关研
究成果。κ特藏部 )

上海海大学图书馆

璃 八 名 富

丨  所有 的书可以分成两大类 :只

{供一时所读 的书,和可供一切 时代

为了使读者能够及时查到最新的报刊资料 ,

技术部对2003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进行
了更新,目前该库记录总数已达 159s19条 ,时间
跨度为 19%年 1月至 zOOs年 9月 。(技术部)

为满足我校广大师生教学和科研的,使读者
更好地利用数据库等电子资源,自 200s年 10月
我馆开展优质服务月开始,我馆在新校区电子阅
览室、延长校区外文期刊阅览室为读者开辟了数
据库资源专用检索区,凡是我校的合法读者均可
在此区域兔费使用我馆的各种电子资源。该区域
开放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技术部)

900s年年初,图书馆领导决定,从图书馆各
部门抽调胡萍、于瑾、王昱、俞志群、俞爱华等
职工组成图书馆整合小组,由张庆兰同志负责具
体指导,专门从事原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和外语学
院图书馆图书的建庠工作。她们克服了工作条件
差,如加工图书上有防虫的药水气味和积尘,产
生的皮肤过敏:图书上下架的繁重搬运工作。平
均每人每天完成 置00多册图书的抄,打印、贴图
书条形码的工作。为了早日完成任务,有的职工
生病也不休息,坚持工作;共产党员胡萍、于瑾、
王昱同志,起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整合组的
负责人张庆兰同志除了负责流通部工作之外,也
抽空与整合组的其他职工一起工作。在她们的共
同努力下,从 200s年 3月底至 12月份,共计完
成改编图书 弱们7册,包括完成外语学院图书馆
全部 5万册中文图书的建库工作。在建库的同时,

她们还剔除了部分破损霉变图书。-经过她们改编
完成的这些图书均已充实密集书库和各校区阅览
室供读者使用。为配合今年 10月我校的本科教学
评优工作,她们还帮助编目部衮击完成了五千册
新购图书的分类编目工作,使这些新书很怏与读
者见面。目前,整合组的职耳正在努力工作,争
取在5月之前完成这些图书的建庠工作。(整合组 )

1月 5日 上午,图书馆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 ,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洪伟麟,饴刂馆长刘华以及本馆
的民主党派同志参加了会谀。(图讯 )

新馆会议鳘惹萎,’ 昊蕉瀑章罨篝篆撂霉豸鋈霪寥
加。洪伟麟同志回顾了多003年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

考根据⒛Os年 《图书馆信息》信息用稿数量,评
出情报部为一等奖、技术部为二等奖、阅览部和
特藏部为三等奖。(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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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O3年 12月 ,为了解决期刊索书号打印问题,技
术部克服困难以最快的速度开发了期刊萦书号批量生成
与打印软件,并及时交付期刊部使用,该软件根据期刊
数据的特点,能够 自动按照期刊数据生成相应数量的索
书号排版打印。 (扶术部 )

自 Horizon升 级以来,由于服务器的硬件配置不能
满足新版软仵的要求,所以系统运行速度慢,对我馆正
常的业务工作影响较大。但由于我馆对读者的借还书服
务是一项连续的工作,如果服务器停机维修影响面大 ,

会对读者带来不便。为此,技术部利用元旦假期加班加
点对我馆主服务器进行了内存升级和系统维护,进一步
改善系统的运行环境,提高了 Horizon系 统的运行速度。
(技术部 )

岩荣榜
1月 6日 ,上海大学 2001ˉ2003年度邓小平理论和人

文、社会科学优秀论文评选揭晓,本馆赵伯兴研究馆员
获三等奖,获入围奖的有:蒋永新、虞春萍、樊松林、

馕序簟1勇霍
卜

盛兴军、詹华清和姚水林。(图 讯 )

900s年 12月 Ⅱ 日,联合馆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 ,

审议了周伟军同志提出的入党转正申请,全体党员—致
同意他按期转正。(联合馆 )

200s年 12月 2‘ 日,新馆第二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 ,

审议了刘雅君同志提出的入党转正申请,全体党员一致
同意她按期转正。(图 讯 )

2003年 I2月下旬,图书馆在全馆职工中开展了
“一

日捐
”
活动,共有 9s1位职工捐款献爱心,英中有 18位

职工捐款在 1QO元以上,他们是:董远达、洪伟麟、曹
双琴、胡明明、黄仁浩、蒋永新、粱建、刘华、任树怀、
王德英、翁新楚、叶元芳、叶正红、虞春萍、赵企良、
王玉富和鲍国海,全馆捐款总额为ωI5元。(图 讯)

工 套 茫 澎

200s年 tz月 “ 日下午,图书馆分工会分别在三个
校区图书馆举行趣味运动会,本馆近 200位职工参加了
呼啦圈、踢毽子、跳绳和投飞镖等项比赛。(图 讯)

200s年 JI月 21日 下午,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的市
教委举办的高教系统

“
阳光、绿叶、大地

”
教职主合唱

比赛中,我校教职工合唱团获得本次比赛的金奖。我馆
共有五位职工参赛,他们是:粱建、王建年、王彤、张
静和鹿徽理。(办公室)

200s年 l,月 13日 ,上海大学教职工乒乓球团体赛
在新校区体育馆迸行,在有“ 个单位参加的比赛中,经
过激烈的比赛,以赵企良为领队的图书馆代表队9经过

两周突击训练,在比赛中获第 6名。参赛队员分别是 :

王建年、沈浩、叶勇、张骏、赵祥荣、鹿徽理、梅美琴、

谢萍、虞春萍和凌素兰。(办公室〉

勃 彬 哓 成 袅

赵伯兴。论附盘图书的科学组织和管理——兼与严

彬、胡运珍和高鼎同志商榷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3年第
2期

任树怀 孙桂春.论知识馆员的紊质要求与培养途径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zOOs年第 4期

韩甬生。关于合作出版与授权重印外文图书著录问题
探讨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么003年第 4期

卿
20θ3年 12月 10-“ 日,校外事处处长程维民

教授、图书馆馆长董远达教授带领黄仁浩副馆长、
办公室粱建副主饪、阅览部赵洪英主任、流通都张
庆兰主任—行到香港各高佼图书馆进行参观访问
学习。在港期间,他们参观了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理工
大学图书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及香港中央图书
馆等六个高校及公共图书馆。这是我馆有史以来第
一次正式组团赴港访问学习。通过参观学习,各组
员均觉受益非浅,看到和学习到了香港同行一些的
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这是我馆对外交流的一次良
好开端。(流通部 )

借书统计 (20 o3垄F8-12

馆 名 借书量 (本
) 还书量 (本

)

新  馆 139069 114221

文荟馆 55873 516置 3

联合馆 28127 25653

合  计 223069 191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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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统计 (200s年 ⒓ 月 )

新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11794

过刊库 90

综合阅览室 8699

理科教师阅览室 4047

文科教师阅览室 4476

理科学生阅览室 5949

文科学生阅览审 8984

美术阅览室 1359

赠书阅览室 90

古籍阅览室 45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室 30

文献检萦室 86

电子阅览室 7950
Δ 计 53599

文荟馆阅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2370

过刊库 124

第—
学生阅览室 1610

第二学生阅监窜 4742

教师阅览室 2535

电子阅览室 225

^ 计 11606

联合馆 阅流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61I7

过刊库 78

教师阅览室 3465

学生阅览室 8189

综合阅览室 520

电子阅览室 66
Δ

计 18435∫

2000.1I。 1¨2004.2.2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1438471

更正:2003年 11月 ,文荼馆电子阅览窒人
次 145; 联合馆电子阅览室人次 57‘

上海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