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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不要企图无所不知 ,

一无所知。

毛 人 名 言

—— 德谟克利特

否则你将

6月 16日 上午,图书馆党政领导在新馆会议

室召开了新一届图书馆四个中心、办公室和两个分

馆的管理岗位聘任人员会议 (具体聘任名单见本

期 )。 洪伟麟书记和董远达馆长分别向新任管理岗

位工作的同志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们指出:这次管

理岗位的聘任,充实了一些年轻的同志,这是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面临着新一轮的发展机

遇,希望各位同志做到严以律己,乐于奉献,勤于

学习,善于管理,确立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目标,在

两年的任期内带领本部门的职工为学校的学科建

设服务。(图 讯 )

截至 5月 中旬 IPAC查询机改造项目已完成 ,

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查询信息的环境。以前由于计算

机病毒和某些用户非正常的改动系统设置,以及硬

盘长期连续运行等原因,IPAC查询机经常出现问

题,影响了读者的正常使用和月艮务质量。目前采用

带电子盘的网络计算机和采取多种技术措施,有效

地防止了病毒的侵入和非正常的改动系统设置,提

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此外,为 了减轻工作

人员的劳动强度,采取了自动定时关机和将开机开

关移至桌面等技术措施,使管理工作更加方便和人

性化。(图 书馆技术中心 )

为了迸一步利用好我馆的网上资源和读者查

询系统 IP婀 ,技术部对新校区的原有的检萦计算

机和家具进行了更新。于 5月底,增加了检索用计

算机,从原来的 10台计算机增加到 20台计算机 ,

检索功能也得到增加,其中的 10台计算机可直接

连上我馆主页,并能查询我馆的数字资源。这次检

索计算机的调整将极大地方便读者查询。(图 书馆

枝术中心 )

经过技术中心 1个月的努力,图书馆馆长信

箱从 6月开始在内部主页上试运行,新的系统采用

实名认证,读者需要以真实的身份进行登录,这样

可以将读者的意见和反馈情况及时有效地反应给

馆领导,提高工作效率。系统全部采用 呃B方式运

行,使管理更加方便,回答问题的速度更加快捷。
(图 书馆技术中心 )。

上海大学图书馆

6月 21日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举行了
“
研究

生零距离沙龙
”
图书馆专场,参加会议的有:叶志

明副校长、研究生部主任翁培奋、研究生工作党委
副书记陈志宏和图书馆馆长董远达、总支书记洪伟
麟、副馆长李向平、翁新楚、黄仁浩、刘华、任树
怀及研究生代表 3屡 人。研究生们发言踊跃,提出
了论文投稿、假期阅览室开放时间、新书更新速度、
图书采购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就同学们提出的问
题图书馆馆长和各分管副馆长——

做了详细解答 ,

刘华副馆长还通过 PPT的形式向大家介绍了图书
馆近年来电子资源方面的概况¤最后叶副校长总结
说.大家通过沟通和交流得到了理解与支持,今后
要加强对研究生使用图书馆资源的宣传。(办公室 )

5月 19日 ,图书馆召开了关于开发虚拟参考
咨询服务的信息系统的会议,副馆长翁新楚筹办并
主持了这次会议,馆长董远达等几位领导参加了会
议。会上,大家就如何实现图书馆数字资源和智力
资源的共享,以及基于网络平台的参考咨询服务 ,

为全校广大师生,提供网上参考咨询服务等问题进
行了讨论。 (读者服务中心)

5笱 月份,情报咨询中心承担了我校教师申报
市四个专项等私研课题的立项科技查新饪务,中心
的同志克服了时间紧9任务多的因难,利用休息时
间加班加点,完成了⒛ 余项科技查新课题。(情报
咨询中心 )

20“ 春季学期,文献捡索教研室的 8位老师
完成了19个本科生班级共夕00位同学的文献检索
课教学钰务。其中,新校区的 18个班级全部实行
了上机考试。(情报咨询中心 )

为了解决 Horizon系 统中存在的索书号问题
(修改馆藏地索书号出现乱码),技术中心工作人

员经过深入检查,确认了问题所在。为了保证数据
库完整一致,经过周密绷致的准备,于 5月 4日和
5日 (周末〉对数据库进行了处理,从而使索书号
问题得以圆满解决。(图 书馆技术中心 )

为实现图书馆数字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共享,以
及基于网络平台的参考咨询服务,我馆新开发出虚
拟参考咨询服务的信息系统,面向全校广大师生 ,

提供网上参考咨询服务。我校用户可以通过网络向
图书馆咨询馆员询问问题,以获得满意的解答。目
前本咨询台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有 :电子邮件咨
询;通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的咨询馆员提问并将在两
个工作日内得到答复。实时问答咨询: 在线提阄
和回答:电话咨询服务:在线参考工具:网络版参
考工具:网络资源学科导航。学科馆员咨询。详情
请 访 问 图 书 馆 主 页 :

http://www。 1ib.shu.θ du.cn/vrs/index.ht皿

(图 书馆技术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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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根据校党委

“
关于做好上海大学党员先进性教育

活动准备工作的通知
”,的安排,图书馆党总支于 5月

15、 16、 n7日 分别组织召开了本馆党员及党外同志、

档案馆同志参加的三场座谈会,会议由图书馆党总支

副书记邵德律同志和分工会主席赵企良同志主持。与

会同志对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表示很有必要,并对搞

好先进性教育活动发表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就党员群

众关心的校内热点、难点问题发表了看涔。(办公窒)

6月 17日 ,新馆第二党支部组织党员组织生活,

通报了图书馆党总支和档案馆党支部的工作总结,并

提名了图书馆党总支候选人名单。(第 二攴部 )

窟夕聘任
6月 16日 ,党总支书记洪伟麟同志在新馆图书馆

三楼会议室宣布了图书馆四个中心、办公室和两个分

馆的管理岗位聘任名单,聘期为两年。具体名单如下 :

资源建设中心副主任:赵伯兴、虞春萍、张庆兰

(兼 )。 主管:葛纯、陶蕾、方向明。

读者服务中心副主任:赵洪英、沈红、张庆兰。

主管:刘建明、谢萍、盛兴军、徐志娟。

情报咨询中心副主任:蒋永新。主管:鲍国海。

图书馆技术中心主管:陈慧文、季颖斐。

办公室主任:叶正红。副主任:粱建。

联合馆副馆长:王玉富。主管:万福根、廖仲先、

肖建琴。

文荟馆副馆长:叶元芳。主管:成建华、赵祥荣、

葛纯 (兼 )。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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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月 2⒋27日 ,由 CΛ L【 s管理中心主办、山东大

学图书馆承办的“CALIs数字资源评估与建设研讨暨

第三届国外引进数据庠培训周
”
在山东大学威海国际

学术中心隆重开幕。来自 CAL1s管理中心的有关领

导、全国
"7个

单位的 213位代表、全球⒛ 家数据库

商的 49位代表及 10个单位的 15名 观察员出席了会

议。培训周矧间,CALIs组织专家、数据库商和与会

代表开展数字资源评估与建设研讨,结合 C八 LI沪十

五”
资源与服务评估子项目,探讨如何对数字资源的质

量和数量进行评估、如何构建数字资源评估与管理体

系,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规划数字资源建设,开展高质

量的服务。我馆负责资源建设的刘华副馆长出席了此

次会议。(资源建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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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图书馆

借书统计 (zO05年 5月 )

阅览统计 (200s年 5月 )

4月 zO日至 5月 19日 ,由联合馆和学生社区联

合举办的
“
搏士杯

”
乒乓球团体联谊赛在嘉定校区体

育馆举行。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 4月

⒛ 至30日 由同学打淘汰赛,从中选拔出两支本科生

和研究生代表队;第二阶段于 5月 19日下午进行 ,

由这两队和社区教工、图书馆代表队进行团体循环

赛。经过激烈角逐,由王玉宫,俞永清,梅美琴组成

的图书馆代表队,三战全胜获团体冠军,摔起了
“
博

士杯
”。社区代表队获亚军,研究生和本科生代表队

并列第三。组委会还设了男、女最佳选手奖。社区的

陈大明和图书馆的梅美琴个人出场胜率最高,分获最

佳男选手和最佳女选手奖。(联合馆 )

馆 名 借书量 (本 ) 还书量 (本 )

新 馆 n5764 23629

文荟馆 454I 10422

联合馆 2585 4357

合  计 7126 14779

新雾阋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阌览室 5889

过刊库 101

文科教师阅览室 Ⅱ969

理科教师阅览室 1445

文科学生阅览室 4731

理科学生阅览室 3559

综合阅览室 7529

美术阅览室 1022

赠书阅览室 42

古籍阅览室 IO8

L海作家作品阅览窒 10

文献榆萦室

电子阅览室 8371

合   计 348I1

文荟馆 阅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1752

过刊库

教师阅览室 2486

笛一毕牛谰监审 2456

第二学生阅览窒 n83o

电子阅览室 1647

合   计 10438

联合馆 阅览室 阅览人次

报刊阅览室 3645

过刊库 432

教师阅览室 4249

学生阅览室 4575

综合阅览室 2950

合   计

2000.11,1ˉ 2005.6.21

我馆主页访问人次
2885147

http:〃wwW.Iib.shu。 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