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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人 名 言

l  不要教死的知识,要授之以方丨
}法 ,打开学生的思路,培养他们的自|

∶学能力。             {
|           ——丁肇中  丨
|      (1976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

∶                      丨

Ⅰ阼动态
10月 “ 日下午,上海大学图书馆在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

议室举行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和读者委员会成立座谈会 ,校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与读者委员会委员及图书馆党政
领导出席了会议 ,会议 由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黄仁浩主持。图
书馆党总支书记陆铭同志为与会委员颁发了聘书 ,并代表图
书馆向与会委员从图书馆的历史与现状、纸本资源、电子资
源等方面对图书馆前十年的发展进行了系统回顾 ,对今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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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IOˉ 20Ⅱ 学年秋季学期 ,文献检索教研室的 8位教师完
成了 B个班级的 1557名 本科生文献检索教学任务。(情报咨
询中`心 )

II月 10日 下午,情报咨询中心陈敏在 E`Jl()3为 美术学
院研究生开设了 《美术学院学术信息资源的检萦与利用》讲
座 ,共有 Bd人参加。(情报咨询中心 )

Ⅱ 月 15日 ,詹华清、卢志国两位老师参加了由教务处组
织的网上教学平台 Blackboard培 训的技术管理人员培训部
分。l1月 I6日 ,8位 《文献检索》课任课教师师参加了由教
务处组织的网上教学平台 Blackboard教师培训。(情报咨询
中心 )

ll月 19日 ,情 报咨询中心部分人员参加了 IEEE IEI'新
平台网络培训活动。(情报咨询中心 )

11月 1l△ 2日 ,情报咨询中心完成了超星电子图书远程
网站验收复查报告,对去年验收时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复查 ,

并列出了新发现的问题 ,为 资源建设中心在订购该数据库提
供参考依据。(情报咨询中心 )

Ⅱ 月 23日 ,就读者电话咨询中提出的无法通过代理服务
器在校外无法访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问题 ,情报咨询中
心詹华清分别与技术中心、资源建设屮心联系,千方百讠}满
足读者的文献需求。(情报咨询中心 )

ll月 I日 ,资源建设中心的徐刘靖和情报咨询中心的詹
华清参加了在同济大学举行的 IEE口IET Elcctmnic I夕 ibm叩
(lE△ )数据库上海地区用户座谈会 ,就 IE1丿 数字图书馆的新界
面及使用中的问题与会者展开交流。(情报咨询中心 )

I1月 4日 晚,校研究生联合会、学忄会和图书馆在巾心
校区 J楼 2θ2室联合举办了关于钱伟 κ的读书、用书、藏书
思想的讲座。讲座由校图书馆詹华清老师担仟卞讲,卞题为
《饯伟长 F向 读 l氵 、用书、藏书思想一兼 淡图书馆及其饯伟长

数据库利用》,我校研究生同学和部分本科生代表参加了此次
讲座 ,(情报咨询中心 )

Ⅱ海大学图书钳

10月 27日 中午 ,图 书馆在三楼会议室举行图书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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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低利用率文献合作储存背景、优势、障碍、对策等 ,

提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储存图书馆模式,并 以上海地
区为例分析构建区域性低利用率文献合作储存图书馆的
可行性。大家对此问题迸行了专题讨论。(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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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月 I7日 上午,美 国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赵贺筱岳
教授在校本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与我馆馆员举行交流
会。会上 ,大家就图书馆参考咨询、在线咨询、文献传
递、馆际互借、多媒体资源收集 与编 目等进行了广泛交
流。(办公室 )

技 术 中心 为方便采访 工作人 员的 I作 流程 ,对
hoHz【,m系 统进行了二次开发,更 新了采访批量查重系
统,增加了

“
推荐人

”
等多个新字段的导入导出。(技术

中心 )

1⒍ Ⅱ 月,我馆开通了以下几个高质量数据库的试用
权限:AsME会 议录和电子书、网上报告厅、美国微生
物学会、美国材料与测试协会。(资源建设中心 )

I1月 I⒏ I9日 ,我馆的采访人员参加了由 《图书馆
杂志》、浙大图书馆、上师大图书馆等联合主办、在浙江
大学举行的第八属

“
馆藏与出版

”
沦坛。(资源建设中心 )

为了配合图书馆纸本图书资源的调整 ,确保图书馆
藏信息的准确性 ,技术中心于 5月 下旬对一批中外文图
书 (其 中中文图书馆 19642册 ,外文图书 I735册 )进行
了馆藏地批量更改 ,馆藏地由

“
宝山图书密集库 I” 更改

为
“
嘉定流通库

”
。(技 术中心 )

为了推进校园一卡通业务在图书馆的进一步便捷使
川 ,技术屮心于 ‘月初对延长校区文荟图书馆电子阅览
室的1几 台计算机终端进行了系统改进。统一使用一 卜
通系统进行管理,实现了读者 白助 卜机服务。(技术中心 )

技术 中心利用 ,mct技 术 ,廾 发统一认证的 、Ⅴcb
Scnicc,应用于视频点播和图书馆网站的各项登录系统 ,

为大家提供方便。(技术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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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I6日 下午,校纪委副书记吴仲钢率校纪委工作人

员来我馆检查我馆廉政风险预警防范机制试点工作。党总

支书记陆铭详细汇报了我馆在廉政风险预警防范机制方面

开展的系列工作。第二支部书记张庆兰就支部党员廉洁教

育工作进行了介绍 ,资源建设中心陶蕾与方向明两位同志

分别就图书采访制度的制定与执行进行了具体说明。吴仲

钢同志对图书馆党风廉政风险预警防范机制试点I作表示

肯定 ,希望图书馆党总支继续加强廉政风险预警防范机制

试点工作 ,从廉洁教育、制度建设上强化预警机制 ,通过

流程梳理达到预警与管理的融合 ,推进图书馆中心I作的

开展。 (办公室〉

11月 I0日 ,以 “
城市文化与图书馆

”
为主题的上海市

图书馆学会 ⒛10年学术年会在闵行区图书馆举行。我馆由

任树怀副馆长带队,共派出十余名馆员参加了会议。资源

建设中心周馨 (由 张庆兰代替 )、 方向明在信息资源组织分

会场分别作 《从 RDA TooIkit看 未来资源描述与检索》和

《编 目外包质量控制问题探析》报告,情报咨询中心詹华

清在技术分会场作 《Eˉharning下 的数字阅读》专题报告。

引起了与会者较大的关注和讨论。(资源建设 中心、情报咨

询中心 )

I1月 ⒏I1日 ,我馆周馨同志参加了 CAus联 机编 目

中心举办了西文三级编 目员资格认证考试 ,考试通过将获

得上传原始编 目记录的资格。(资 源建设中心 )

技术中心安装了电子教学参考书系统 ,配置并测试数

据加工系统及数据资源平台,经过 3个多月的时间,对本

校教参书 目进行了整理 ,为教参电子图书制作做准备。(技

术中心 )

为保障三个校区电子 l阅 览室的服务 ,技术中心于 Ⅱ 月

对终端批量清理登记 ,调换主板 ,进行了重新配置。(技术

中心 )

友好往来
II月 1日 上午 ,图 书馆举行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

shmuˉyueh Jan叩 Chao教授来馆交流欢迎会 ,常 务副馆长

黄仁浩、副馆长任树怀出席。常务副馆长黄仁浩主持欢迎

会 ,并代表上海大学图书馆对 Chao教授来馆交流表示热

烈欢迎 ,与会人员与 Chao教授围绕图书馆工作进行了深

入交流。交流活动是两校图书馆交流计划的一部分 ,在今

后两年内,双方将分别选派图书馆员前往对方图书馆进行

业务交流,通过相互学习与实践体验 ,共同提高大学图书

馆服务质量和馆员服务水平。 (办公室)

11月 16日 上午,温州大学图书馆党总支来我馆与我馆

党总支开展
“
创先争优

”
专题交流。馆党总支书记陆铭、

总支委员、副馆长任树怀参加交流 ,资源中心、办公室相

关人员参加交流会。党总支书记陆铭详细介绍了我馆党总

支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创先争优活动情

况。副馆长任树怀介绍了我馆在数字图书馆建设及信虑、共

享空阀研究上的成呆与进展。赵伯兴研究馆员就我馆学科

建设以及资源建设进行了专题介绍。随后 ,与 会人员围绕

图书馆工作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会后 ,温州大学图书馆同

仁参观了我馆。 (办公室)

借书统计 (⒛ 10年 9-10月 )

馆 名 借书量 (本
) 还 书量 (本

)

月 份 9

校部馆 3422θ 23676 27493 25553

文荟馆 11135 7523 9283 8102

联合馆 I233 772

合  计 46588 3【 97I 3754I 3444‘

阅览统计 (zO10年 9-10月 )

l,tl览 人 冫定

月份 9

报刊阅览室 2150 2I95

过刊库

文科阅览室 ( I532

文科 l阅 览室 (2 1974

理科阅览室(I 1988 1787

理科阅览室 (2 I355

综合阅览室 3085

美术阅览室

古文献、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文科研究阅览室

文献检萦室 6

电子阅览室 9125 11845

多媒体阅览室

计 25864 25584

文荟馆 阅览人次

报刊 阅 览室 1508 1076

过刊厍

中文 图吊 阅 览室 f1 I895 1832

中义 图 To阅 览室 (2 4013 2460

卜文 图书 阅览 室

绿 合义献 阋览至

计 794θ 5765

联合馆 阅览人次

报 刊 阅 览室 1987 19θ8

过刊厍

教师阅览室

新书阅览室 3!28 1325

计 4026

2θθθ,1I,I-201θ ,ll。 28

我馆主页访 问人次
9925235

⒛ 10年 9-10月 国际检索 统计表

(情报咨询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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