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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同仁到我馆参观交流 
2012 年 1 1 月 9 日下午南京医科大学图书

馆馆长一行五人来到我馆进行交流考察。 
马路馆长对到访同仁表示欢迎并对我校的

基本情况、我馆的人员结构、图书借阅率、特

色馆藏、近年来的工作重点以及图书馆文化建

设等情况进行了介绍。随后，南京医大图书馆

同仁们对我馆的图书采购、与附属医院的资源

共享政策、文检课教学、学科馆员工作及图书

馆的自动化设备等提出了咨询，并表达了加强

交流学习的愿望，两馆人员还就服务理念和图

书馆发展中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进行了探讨。座

谈会后，在我馆馆长的陪同下，南京医大图书

馆同仁们参观了我校图书馆。南京医大图书馆

馆长表示，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收获很大，

希望今后两个馆之间开展更多的交流。 
（文：办公室 杨霏 图：采编部 刘宝杰 ） 

 

伟人生平 —— 现代人的楷模 
11 月 8 日为了配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文艺书借

阅室向读者推出了《喜迎十八大——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主题书展》。 

我们向读者介绍了历届党代会产生的领导人。并将他们的传记展现给读

者。在他们的身上，凝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他

们的崇高品德、人格和睿智才华，以及珍视友情、善待同志、虚怀若谷的情

操，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动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

一种巨大力量。 

展示的每一本书都记录着他们工作、学习、生活、爱好、情趣、性格、思

想等方方面面的真实活动。通过阅读，可以使读者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中国

共产党的成长历程。同时，学习并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内涵，提高现代

青年的政治素养，激励着每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人去奋斗、去攀登。 

          （文、图：流通部：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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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科学计量学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召开 
10 月 27-28 日，第七届科学计量学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ICSUE2012）暨第二届全国情报学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华中师 

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喀麦隆、台湾、香港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所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

教授、学者 200 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主办，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ISSI）、国际 
排

科学计量学和大学 评价领域的 新进

展

该研究采用 

采用网络信息计量学的方法评价了我国高校图书馆网站。我的发言得到了各位专家的肯定。（图、文：田瑞） 

 

名专家委员会（IREG）、《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合办。 
科学计量学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业已成为一个连续性的、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国际会议，也是一个国内外权威机构联 

合主办的高层次论坛，代表着科学计量学与大 学评价领域的国际学术前沿和水平，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会议期间，国

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ISSI）主席、比利时工业科技学院罗纳德·鲁索 (Ronald Rousseau)教授，英国《泰晤士报高

等教育副刊》主编费尔巴蒂(Phil Baty)，《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数据调查中心主任罗伯特·莫尔斯研究员，英国 QS 调研公司

主任马丁·因斯，英国肯特大学商学院教授刘文斌，台湾大学黄慕萱教授、陈达仁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王伟军教授，武汉大学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赵蓉英教授等作了大会学术报告。与会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

和研究成果，并就各国大学评价的理论、方法、指标等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我在第二分会场作了题为《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n University Library Websites of China》的报告，

迎接十八大主题书展 

2012 年 11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胜利召开，图书馆大书库 11 月推出了“永

远跟党走——了解党史”的主题书展。这些图书

以祥实的史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广大的共产党

员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斗争的革命

历程，凝聚了丰富的革命智慧，对当代大学生有

深刻的教育意义。 同时，大书库 11 月的板报内

容是：“追寻党的足迹——中国共产党重要转折

回眸”，主要以图片和照片的形式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的部分重要历史。通过此次书展和板报的展

出，希望能够引导更多的大学生参与“了解中国

共产党历史”的读书活动中，回顾中国共产党的

艰难历程，感受党的丰功伟绩，净化心灵、陶冶情操、蓄养正气，营造爱读书、读好书的

良好氛围。（图、文：刘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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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参加利贝斯集团产品中国用户协会（CCEU）2012 年年会 
第十届艾利贝斯集团产品中国用户协会（CCEU）2012 年年会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9 日在广东珠海隆重召开，会议由北京

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学习资源中心（图书馆）竭诚承办。年会汇聚了来自 54 所高校和公共图书馆

的 135 位同行，我馆龚佳剑副馆长、吕文娟老师参加了年会。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新技术、新环境、新服务”，分为一个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共 30 多个报告，分别以艾利贝斯集团的

各产品的部署、应用、分享与交流为基础，围绕新技术/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发展、应用、管理等主题，开展一系列的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孙魁明老师做的《CCEU 协会工作报告》和艾利贝斯北京代表处的沈辅成先生的《Ex Libris 中国年度报

告》，让我们了解了年会工作的 新进展；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姜爱蓉副馆长的《图书馆系统的演变与发展》和霍普金斯大学

图书馆的张甲老师题为《大学图书馆系统工作的挑战》的报告，介绍了图书馆面临的挑战——资源、技术和服务成为图书馆

工作的三个重点；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隋会民老师的《Aleph Web 流通系统开发与应用》和浙江大学图书馆童华章老师的

《浙江大学 Aleph 本地化开发与实施》分享了 Aleph 系统基于 x-service 进行的二次开发和本地化应用。 

通过这次年会，使得 CCEU 用户协会各成员馆之间充分交流学习，进一步提高图书馆对新技术的应用和管理水平。 
（图、文：系统部 吕文娟） 

 

新书 11 月专题书展——科学的边角余料 
“科学的边角余料，不为人知的冷知识”，现在的年轻人们，越来越关注这些有趣的冷科学。以轻松的笔调讲述科学实验

史，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描写科学不为人知的部分。 
人类探索的过程有喜有悲，不管怎样，疯狂本身不是目的，它只不过说明了人类的求知欲。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什么样

的人，都有通过自己的方式了解未知世界的愿望。 
 
  

特备推荐： 
《科学的边角余料》——不再“被科学”，边角余料都是猛料 
《疯狂实验室》——那些近似乎疯狂的实验，开启了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脚步 
《重口味心理学》——揭开日常行为中的那些怪癖和秘密 
《冷浪漫》——科学是一种理性的、“冷”的浪漫 
《历史上 美的 10 个实验》——用生动的笔墨唤起了已然失落的实验桌上的世界 

（图、文：丁思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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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图书馆走过 

    —名人与图书馆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又是新文化运

动中的重要领袖。他对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

要的一个方面是促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由一个封闭式的藏书楼到中国第一所新型现代

图书馆的转型，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文化尤其是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 

   1918 年 1 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他任图书馆主任的 5 年间，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北大图书馆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因此，李大钊堪称为我

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古代藏书楼是我国图书馆的前期形态，在我国历史上延续

了两千多年。藏书楼的主要特征是封闭性，是保守的藏而不用或藏而难用。而现代图书

馆的特点是开放性，其基本理念是公共、开放、共享， 大限度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

李大钊指出了我国古代藏书楼与现代新型图书馆的区别，他说：“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

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图

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是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

教育的性质。”（《李大钊文集》第 3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 417 页）北大图

书馆的前身是始建于 1898 年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是我国 早的近代新型图书馆之一。

藏书楼初设于马神庙校区的公主梳妆楼。1912 年，京师大学堂易名为“北京大学校”，“藏

书楼”易名为“图书馆部”。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大图书部从旧式的藏书楼开始转变为新式的图书馆，馆藏结构、管理与服务

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成为荟萃古今文化典籍的宝库，成为科学的圣殿、文明的沃土与群贤毕至的学习场所。李大钊在任图

书馆主任期间，锐意改革。他主张各类图书兼容，中外文化并存，提倡开架阅览，延长开馆时间，以方便读者；提出以“为谋

大多数人阅览便利”为目的，限期还书，加快图书流通，提高图书利用率；规定贵重书、工具书、普通书只有一部者，“仅得

在馆阅览”，既利保存，又方便读者。  

    李大钊对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进行了较早的系统探索，是公认的图书馆理论大家和 早的图书馆学教育

家。李大钊在图书馆学理论方面的重要探索有：（1）关于图书馆的分类。他指出：“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

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的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前引书，第

417 页）李大钊主张社会图书馆即今天通常所说的公共图书馆，要面向大众，面向市民，尤其要面向劳工阶级，因此，藏书

就必须通俗一些，他提出要“多办市立的图书馆，通常的尤其要紧。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同前，第 323－324 页）。

（2）关于图书馆与教育的关系。他指出：“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

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因此，他主张充分开发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图书馆

不能像过去的藏书楼，只重书籍收藏，而要使各种书籍发挥很大的效用，使其成为研究室，“含有教育的性质”（同前，第 417

－418 页）。（3）关于发挥图书馆教育功能的途径。为充分发挥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功能,他主张要创造条件满足日益增加的

读者借阅的需求。他提出增加复本，“方便多数读者。还主张采用“开架式”，指出采用“开架式”虽有弊端，即“损失较多”，但“所

得的利益比损失大得多”，图书馆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开架式”具备这种优点，“图书馆就是研究室，阅览的能随时

翻阅才好”（同前，第 418－419 页）。（4）关于图书馆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他建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

是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在《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的讲演中，他提到：“在中国今日，管理

图书馆者，多无专门知识，女界于此，若能事先研究，养成图书馆人才，他日此种事业，自能得到优先权利。”（同前，第

419、656 页）1921 年 12 月，他在《晨报》上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介绍了美国 17 所图书馆学校的沿革、学

制、课程等方面的情况，以期国人吸取借鉴国外图书馆员训练方面的先进经验。（5）关于读者服务工作。他指出，“藏书贵

活用，欲活用故奖励借书。借书之事，乃成图书馆中 重要的问题。”为方便多数读者，他又提出，“（一）借出之书，宜先

预定归还日期。（二）临时借阅，不准携书馆外。”他对读者也提出了要求，指出：“开架式 重要的是公德心。敝校阅书的

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借去的书籍，往往不按期交还。” （摘自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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