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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言 :△

|圭而玺菩窝瓮1饣扌孓贫食耋蛰粟篷萤∶i
{生 ,应该能够说,“我已经作了我能作的
|事

”,人们只能要求我们如此 ,而且只有

|这样我仰才能肴一‘点快乐。
{   ∷    ——居里夫人
|(1903年 、19n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兵马未动 根草先仃
——馆领导赴商管学院听取教授建设研究型文科图书馆的意见

为建设研究型文科图书馆,谋求图书馆的发展宏图,我馆领导积极听取、征奂各学院专家学者的慧见与方
案。4月 5日 ,馆长堑远达教授亲 自挂帅,副馏长李向平敬授等一行 5人 ,到国际工商与皙理学院召开座谈会 ,

倾听专家学者的想法与建议。商管学院执行副院长陈宪教授、剐院长胡奇英教授等 8位教师参加了会议,双方

就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出席座谈会的教师对建立研究型文科图书馆绮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掎,认为这将给更多的专家学者提供更为

广泛的学术研究空间,并将便图书馏的信息服务工作发生质的转变。陈剐院长思谢图书馆给予他们这样的机会。

他认为,研究型文科图书馏是一个全新掇念的图书馆 ,它可以使专家学者聚典在一起 ,共享学术资源和研究空
间。与会教师们就各自研究领域和教学锚要、以及在查找利用专业祜报信忠方面碰到的问题,对图书馆的工作
提出了宝贲趑议。他们提出:图书馏在亟视电子效据库和纸质资料购买的同时,应注亟旧文献资料,如特色文
献和珍赀文献 (替本书以及个人豇书)的保存与整理,以便于读者系统地查田和捡索:加强文献传递、读者服
务工作和读者的信息反0,t:图 书钳要注巫收奥学校菜些新兴学科的资料,逐渐积罴使之形成系列与规椟:合理
使用经费,建立链全文献的进择权、购翌权,倮隙学科建设:图书钳要有学科莳睹惫识,积极收失菜种类型的
亟要文献。文科tB要设有小型的报告厅、研究室笱,定 l,l或不定朋举办一些学术沙龙和讲座,给宵年学者、研
究团队铤供一个自由的、具有亲和力的、学术氛LIJ浓厍的空闷,以啻造我佼的学术研究氛囵,推动我佼学科之
间的滏透与交又发展。

萤tg长农示将选派优秀的tg员 去研究型文科图书钳工作,琏立学科钳员制庋 ,加强我钌与学院问的密切联
系。他对与会专家学者提出的逑议表示衷心的移谢,并农示将把教师们的想法与琏议触入到研究型文科田书钌
的建设理念中去.逖设好研究型图书tg,为 师生挺供优质服务。(特戍部 )

工 萑动态
为了抓住上海大学图书tB新一轮发展机遇,建立研

宄型文科图书钳,圈 书钌领导正积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

式方法听取各路专家学者的楚议。继与文学院、蔺皙学

院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后,⒛Os年 4月 7-B日 ,图书tg

李向平猁钌长、刘华副钌长一行 4人赴北京大学、漓华

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考察取经。(特苡邙〉

zO00冬季学朋,文献检索教研室的 8位教师完成了

本校 20个班级 zO46名 学生的教学任务,英中新校区的

16个文、理科班级首次实行了机考。i(情
报部冫

3月 下旬开始的新馆文科学生和文科教师阅览室苡

书布局调整工作,已提前一月完成1这次戒书调盥牵涉

到两个楼面,约 Ⅱ5万册图书的亟新定位 ,工程浩大,但
在部门领导及两室员工的齐心协力之下,完成颀利。两

个暂时关闭阅览室的提前开放 ,受到读者的欢迎。调盗

后的中文经济类图书 (F类 )均奂中放在 6搂学生文科

阅览室供读者使用。(阅 览部 )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在馏领导的直接关心和领导

下,从 1月 1?日 起我钳的网络存储项目正式进入招标和

实施阶段。4月 11日 上午 10点 ,在上海市长寿路 285

号恒达广场 zO楼上海机电设备招标公司的开标大厅,在
公正部门的监伢下由招标公司主持举行了开标仪式。网

上海大学图书钌

络存储项 目是我钌今年计划完成的几大篮点项 日之
一,为 了馓好此顼工作,从上个学 l’d就开始右手进行

顼目规划、技术调研`方案制定竿△作。为了仅证颀

目的水平和质盘,专 门成立了由校领导、设备处、图

书馆、网络中心、信息中心等部门领导和专家纽成的

领导小组,以及由图书tB和 网络中心等技术人员参加

的工作小组。(技术部 )

3月 zg日 下午,'张锦江教授贿书仪式'在新钳四

搂会议室举行。∷财书仪式由图书tt剐馆长李向平教授

主持,来 自本钳的俏报部、 J’J刊部和特孩部等有关同

志参加。李Hll馆长首先介绍了张锦汪教授的简历 ,然
后,张教授发表了热 fl.f洋 淡的讲话,最后,洪伟钾书

记代表图书馏按受了他啮送的 (张锦江文集》5卷并愍

谢他对上海大学的关心,希望张教授能继续支持图书

馆的工作。(特戒部 )

为了完成教育部和市教委关于 ⒛04年庋 《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科技统计年报表 (人文、社科类)》 的蠛报

工作,技术部协同我佼科研处对我tB职工⒛00年发表

的论文、啻作及在研项目进行了汇总、统计和系统建

库。在整个琰报过程中,负资此项工作的同志认其负

奔:对每条放据进行佼正核实,确保效据的完整,ml满
完成了任务。(技术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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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7日 ,EBsC0公司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举办
一次新产品培训和说明会,我馆陶鹭和季颖斐同志
参加了本次培训,此外 EBsC0公司还为我校读者
开通了 CMMC(传播及大众媒体数据库)的试用权
限。(技术部 )

3月 z9oz6日 ,ElseVier公司和 CALIs工程文
献中心联合主办的ubraryc。ⅡⅡect交流研讨会,我

馆季颖斐同志参加。在本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包括

电子资源的建设与管理、图书馆各学科信息解决方

案和数据庠的介绍、演示和培训。(技术部 )

为你掇务
经过我馆的努力和争取,4月份起陆续申请开通

了一批经济、管理等文科类中外文数据庠,包插 :

华通数据中心系列数据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
息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庠、中国资讯行在线数据
庠、新版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EBsCo~CMMC(传
播及大众媒体数据库)等。

此外,还开通了试用数据库 《圣典 EˉBoo呛 电
子图书数据库,它交括了中国数百家著名出版社的
最新、最具学术价值的专业图书,以教肓类图书、
最浙出版图书为主。以及万方 《中国学位论文全文
数据库》,全库记录数为 a9万篇,年增 15万篇。收
录了我国自然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硕士、搏士及博
士后研究生论文的信息。Ebrary数据库菝合了来自
1sO多家学术、商业和专业出版商的2万多册权威图

书和文献,覆益了商业经济、计算机、技术工程、

语言文学、社会科学、医学、历史、科技、哲学等
主要科目的书藉种类,其中大部分内容是近三年最

新出版的图书。读者登陆上海大学图书馆网页可直
接查看该数据库的内容介绍、捡索方法、试用期限
等。(期刊部 )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校读耆从 200s年 4月

起便可以通过图书馆网站上的馆廒书目查询进入

HoⅢzON,逸择所有题名字颐途径或国际标准连

续出版物号淮确查询我馆订购的部分印刷版外刊的

全文电子刊。在 900s年所订购的ω0多种外文印刷

版现刊中有390种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查找其电子刊 ,

占所订购的外文期刊的 61%。 (期刊部 )

上海大学图书馆

阋览统计 (2005年 3月 )

新馆闽览窒 闼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8264
过刊库 87
文科敬师阅览室 283s
理科故师阅览室 2869
鲫 阕览室 7997
槊 科 学 牛 问 监室 7740

习览室 7926
习览窒 1261

赠书阅览室 so
古籍阆览室 101

上海作家作品阅览宝 7

文献检索室 115
电子阅览室 IO748

^ 计 sO000

文荟馆 阅览窒 阅览人次
报刊阕览室 2251
过刊库 49
教师阅览室 5567
篮二堂生阆览室 4803
第 二 芋 生 田 篦窜 5331
鲫 览室 1129

^
口 计 19130

联合馆阅览室 阅览人 次
苴 刊阅览室 3982
过刊庠 60

捌 匝堕室 5128
蛳 11120

Ξ 8500

合 计 28790
2000.11,I9005.4,14

我馆主页访 rol人次
2613827

学术 成 粟

韩甬生。构筑图书馆诚信守诸的道德规范环境。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zOOs,1s(Dg“ 1̄B

王昱。数字图书馆中的杈限控制研究,中国科技

倌狷孓,2005,(4):39

光 荣 榜

3月 zB日 下午,在上海市民主党派大厦召开的

民革市委表彰大会上,情报部陈敏同志柒获民革上海

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授予的 2003习0∝ 年度民革上

海市委
〃三八红旗手

’
表扬鼓励。(恃报部 )

4月 I2日下午,在新校区行政楼 701室召开的

上海大学工会信息工作暨语言文字规范研讨会上,鲍

国海同志被校工会评为 200g-⒛∝ 年度上海大学工

会宜传、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囡讯 )

工 会活动

8月 2卜z0日 ,图书馆分工会组织 GG位职工赴

武夷山休养旅游。(图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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