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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网络图书馆 2012 年项目建设研讨会召开 
2012 年 12 月 8 日上午，北京高校网络图书馆 2012 年项目建设研

讨会在拉斐特城堡酒店会议室召开。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熊丽、

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魏育辉、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馆长吴润衡、

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马路、副馆长黄芳、北京联合大学图书馆副

馆长王建远、北京农学院图书馆馆长杨剑平、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馆长张兆忠、部分成员馆中负责虚拟参考咨询和教学参考资源

共享网项目的主任、老师以及中数创新公司、TPI 公司代表等 30 余人

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熊丽主持。首先，熊丽副馆长介

绍了与会代表、此次会议议程以及虚拟参考咨询和教学参考资源共享

网两个项目的建设情况，并对项目的后续发展寄予深切希望。随后，

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芳从虚拟参考咨询平台使用量、改进建

议和奖励使用平台馆等方面对虚拟参考咨询项目进行了全面总结。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李宁老师和 TPI 公司代表李培对虚拟

参考咨询平台的具体改进内容向大会做了汇报。之后，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李玉红老师对教学参考资源共享网 2012 年的建

设情况、系统平台及软件应用、业务交流及培训情况做了详细总结。 
虚拟参考咨询、教学参考资源共享网项目总结完毕后，会议分网图管理委员会、虚拟参考咨询和教学参考资源共享网三个

小组进行讨论。其中，网图七位委员就成立培训项目小组事宜进行讨论。两个项目小组针对各自项目总结及项目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积极与公司代表进行具体协商，以便更好的改进项目。最后，熊丽副馆长对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北

京工业大学图书馆以及各参建馆在项目建设中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图、文：咨询部 李宁转载） 
 

新书阅览室好书推荐 
2012 年大家都看什么书，在新书阅览室 2012 年好书推荐的壁报上会找

到满意的答案哟。 

这里有大学生们最爱的《考拉小巫的英语学习日记》，这不仅仅是一部

英语学习日记，更是一本记述平凡人不懈追求梦想的励志随笔，不断激励

着读者去为理想奋斗。 

有写给独自站在人生路口的你的《因为痛，所以叫青春》，诊视无法向

他人倾诉的苦痛，并教会我们如何才能从这种苦找到为未来打拼的能量。 

更有告诉我们怎样找到真正的自我的《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它帮助我们探索爱的本质，引导我们过上崭新，宁静而丰富的生活；它帮助我们学习爱，也学习独立。还有经典小说与经典

电影的天作之合《温故一九四二》，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作家刘震云的首部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不能

不为人知的、关于饥饿的故事。 （图、文：流通部 孟冬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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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档案馆联合党支部召开党员发展大会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2:30，图书馆档案馆

联合党支部召开党员发展大会，会议由龚佳剑书记

主持，与会人员有机关工委苏溪部长、李骥老师、

党支部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本次大会发展程

艾军为预备党员，丁苗、崔勇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

党员。 
   会议第一项议程发展党员。支部组委吕文娟介绍了

申请人基本情况；程艾军向党组织宣读入党申请

书；随后其入党介绍人介绍了她的思想、工作等各

方面表现、优点与不足；各位同志从不同角度表达

自己对其观点，肯定她业务能力强、工作能力强、

敬业、责任心强，同时也指出了某些不足；程艾军

最后表示以后会继续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希望大

家看她的实际表现。经过大家投票表决，顺利通过

程艾军发展为预备党员。第二项议程是预备党员转正。两位预备党员详细向党组织汇报了他们一年里自己思想、工作和

生活等各方面的表现；其介绍人及各位同志分别评议的两位的优点与不足，经过到会党员投票表决，全票通过两位预备

党员按期转正。 
随后到会的积极分子积极发言切实提高自身水平，争取早日入党。机关工委老骥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以及从事

机关党建工作的体会，希望大家更加多了解实事，做当前的各种情况做理性判断。马路馆长最后要求大家时刻牢记党员

的“四个标准”：一、价值观、世界观标准；二、真理标准；三、实践标准；四、群众标准；让大家以此四个标准要求

自我，不断提高，同时她也对全体人员提出了“三个希望”：一、希望新党员对照标准，审查自我，做到一生一世入党；

二、希望老党员扪心自问，是否做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否能做得更好；三、 希望积极分子以后保持热情，努力工作，

争取早日入党。（图：采编部 黄肇隽 文：咨询部 刘玉婷） 
 

图书馆档案馆党支部召开民主生活会 
为落实基层党组织工作考核工作，2012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2:30，图书馆档案馆党支部在图书馆二楼会议室开展民

主生活会，马路馆长、黄芳副馆长及全体党员参加（3 名党员请假除外），会议由龚佳剑书记主持。 

会议主要有三部分内容：对二级党组织及基层党组织自身的考核；对党支部书记工作满意度测评；就会前征求群众

或服务对象的意见，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首先，龚佳剑书记说明二级党组织及基层党组织自身的考核标准、标准内涵及考评要素，各党员举手表决各项内容

是否符合标准，最后评议一个最后得分。对党支部书记工作满意度测评，各党员填写了调查表，最后汇总成绩。最后支

部书记党员公布了会前支部进行的群众对党员发挥作用测评结果，号召党员同志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马路馆长提

出这一年的工作计划有的我们还未落实，希望未来我们切实地落实实施，建议下一年建立优秀党员示范岗，切实发挥优

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建议多开展一些支部活动，积极带动党员群众学习积极性，培养团队意识，增强服务意识，切

实做好机关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工作，同时也检讨了自己不足，接下来各党员积极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表示在

以后的工作中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贯穿工作之中，在批评建议中不断优化服务细节，完善服务流程，明确服务要求，提

升服务满意度。（文：咨询部 刘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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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库 12 月主题书展——冬季保健专题书 
从立冬开始，经历小雪、大雪、冬

至、小寒、大寒，直至立春前，为冬

季。这为期三个月的严冬季节的气候

特点就是寒冷，从草木凋零，昆虫蛰

伏，直至天寒地冻，万物生机皆闭藏

潜伏，是一年中阴气盛极、阳气潜伏

的日子。人体也表现为“阳气衰少，

阴气坚盛，巨阳伏沉”，人体的新陈代

谢也处于相对缓慢的水平。为了维护

人体阴阳平衡，保障身体健康，冬令

养生必须注意遵循“养藏”的原则，

从多方面进行调摄，以保护体内元阳

的

知识，冬季食

疗，还为大家推荐了很多有益健康的科普知识图书。希望老师和同学们都能度过一个健康温暖的冬季*^.^* 

健康》 

《知性才健康》                                          （图、文：流通部 丁思瑀） 

 

“恋上图书馆”摄影大赛圆满落幕 

经圆满结束。共收到作品 65 张，其中有效作品 61 张。共评出一等奖 2 名，

二等 ，纪念奖 49 名。 
果如下： 

  

端荐购 图书馆 黄肇隽

理本科 

籍管理员杜强老师 生工学院 游佳 

 腔班 

秋思 

馆 学博士 

 研究生） 

生机。 
正因为冬季“养藏”的重要性，大书库特别开设了“冬季保健”主题书展。书展不但推荐了四季养生的各种

本期特别推荐： 

《二十四节气养生与食疗》 

《办公室的小动作大

《自然唤醒健康》 

《常见病四季养生药膳全书》 

为了丰富广大师生的校园生活，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于 2012 年 10 月举办了“恋上图书馆”摄影大赛。在各位同学和

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恋上图书馆”摄影大赛已

奖 3 名，三等奖 7 名

具体评奖结

一等奖： 
知识无国界 护理学院 李效义

高

 
二等奖： 
溯本求源 2010 级护 王菲 

隐形的翅膀 图书馆 王建刚

古

 
三等奖： 
图书馆远眺 2011 级五年口 李晶 

书的 党委宣传部 厉春 

读 中医药学院 宋颖艳

恋上图书 2010 级药 王文敬

学习角 图书馆 王秀艳

镜中的图书馆 2012 级儿科（ 张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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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享图书馆 2012 级公卫 钟慧

 

朱

 

 

黄肇隽、刘宝杰两位老师在图书馆一楼大厅布置了“恋上图书馆”大赛摄影展，许多同学老师都驻足观看。 
知识无国界 一等奖  护理学院  李效义 

 

摄影 黄肇隽 
时更好地了解和利用了图书馆，得到了各方本次摄影比赛提高了师生的摄影水平，让同学和老师在参与活动的同 面的好评。

（文：咨询部 田瑞 图：采编部 黄肇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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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 BALIS 原文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总结大会 
12 月 21 日，BALIS 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管理中

心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联合举行了

“2012年度BALIS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服务总结大

会”。 参加会议的领导有北京市高校图工委副主任

/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大椿教授；

CASHL 管理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陈凌、CASHL 管理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

副

也

传

传递先进代表北京大学医学部图书馆魏洁明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李静老师和馆际互借先进代表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雪芝老师、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丁永玲老师分别作了经验介绍，使我们参会人员深感受益匪浅。（图、文：流通部 刘燕平） 

 

好的医德修养是不可或缺

重视医德修养，树立全心全意为病人的服务理念，形成“无欲无求”

几

位读者都能从这些医学大家

的成长历程与精彩的人生中，领悟出一个普通人成人、成才、成名

的真谛。  （图、文：流通部 毛平） 
 

 

 

馆长肖珑、原文传递中心主任汪永红、馆际互

借中心主任严朝斌等。 
会议首先由领导致辞，然后举办了 BALIS/CALIS

原文传递融合启动仪式，BALIS/CALIS 原文传递服

务的融合，给 BALIS 原文传递发展带来了机遇，

带了许多新挑战，利用融合系统读者将获取范

围更广阔的文献资源。 
BALIS/CALIS 原文传递融合启动仪式之后，原文

递中心主任与馆际互借中心主任分别汇报了

2012 年 BALIS 馆际互借和 BALIS 原文传递的工作情况。 
会议表彰了 2012 年原文传递服务先进集体及个人和 2012 年馆际互借先进集体及个人。我馆荣获 2012 年 BALIS 原文传递

服务优质服务馆三等奖、唐玉萍老师获 BALIS 原文传递服务先进个人一等奖、刘燕平老师获 BALIS 馆际互借服务二等奖。原

文

吴

大医精诚  崇高医德 
医学生是国家未来医务人员的培养对象，他们身上担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作为一名医生不仅要有过人的技术，更要有济

世救人的高尚医德。因此，在校期间培养良 的。为了配合学校对学生的医德教育，使学生从思想上

 的高尚医德。12 月我们推出了《大医精诚  崇高医德

——著名医学大家人物传记》主题书展。 
这次书展展示的医学大家，都是具有高超医术的医生之楷模。有

古代名医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叶天士，有近代京城名医孔伯

华、施今墨，还有我们的老校长吴阶平、院士裘法祖、胡亚美等。

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为大医精诚的理想作了最完满的诠释。他们怀着

一颗救人济世的热忱之心，把青春岁月奉献给无数的病患；他们用

十年如一日的勤谨与踏实，为千千万万病患撑起生命的绿荫；他

们培养了多少优秀的医学人才，更把为医者的责任与精神传及后学。 
 对于一个医学生来说，如何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医务工作者，这

些医学大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静静地倾听他

们的声音，为人生故事的起伏波折而感动。让我们分享他们的人生

智慧，用心体悟人生。相信，我们每一



首医图书馆                                 2012 年第 8 期                                    2012 年 12 月 

他

期

亲

考察，并为之题诗题联。现辑几则，稍

加

，遗产菁英

者检索、查阅带来的方便

和

行的。意在启示人们要以此为戒，

刻

老还撰联一副："好事流传千古，良书播惠九州。"上联既

诒让（字仲容）的藏书楼。所藏之书亦曾达八、

万卷。郭沫若挥毫为之题写了"玉海楼"三个大字，并题写了"玉成桃李，海涌波澜"的对联。意思是：玉海楼以主人的卓越

述和丰富藏书，哺育出无数的栋梁之材。（图、文：办公室 杨霏转载） 

 

 

主编：马路   审核：龚佳剑   编辑：杨霏   网址：http://lib.ccmu.edu.cn/   邮编：100069 

们从图书馆走过 

    —名人与图书馆 
郭沫若与图书馆——读郭沫若题图书馆诗与联 

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领导工作的郭沫若，则十分关心作为学者、作家的郭沫若，深知图书馆的重要作用。作为长

图书馆事业。为发展图书馆事业，为勉励人们更好地利用图书馆，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尽快成才，郭沫若生前曾多次

临图书馆参观、

阐释，以窥郭老对图书馆事业的一 
颗拳拳之心。 

1．要叩开人类知识宝库的大门，就离不开图书馆。1948
年 10 月，各界进步人士重议建立韬奋图书馆一事。当时，

在香港的郭沫若闻知这一消息后，奋笔题写了一幅嵌字

联表示祝贺："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上联

预示人民解放战争终将赢得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下联紧

扣图书馆，说明读书对于人的成长的意义。上下两联把

建立新中国和建设图书馆并题，图书馆的重要性由此可

见一斑。1959 年，北京图书馆主编的《图书馆学通讯》

出版，郭沫若作七律《题〈图书馆学通讯〉》："图书本是

心条理，更将条理化图书。客观事汇凭登录

赖蓄储。归类别门成秩序，节时省力有余除。稻田亩产

千斤黍，此与农耕并不殊。"这首诗充分肯定了图书馆经 

过对图书的分类加工后，为读

发挥的作用，表现了郭老对图书馆工作的深刻理解及

对图书馆工作意义的充分肯定。 
2．读书如同书海航行，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1949

年 1 月，东北全境解放。郭沫若同志由香港赴北平途经

沈阳。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同志请他为东北图书馆题诗题联，郭沫若欣然命笔题一联曰："宋人方守株待兔，大道以多歧亡

羊。"上联运用人们所熟知的"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妄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是不

苦读书。在书海中勤奋耕耘，增长知识和才干；下联借《列子》"歧路亡羊"的故事，比喻现实生活问题的纷纭复杂，读书

做学问，要有明确的方向、正确的思想方法，要善于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盲目从事。 
 3．古代藏书楼，播惠九州，玉成桃李，今天要善加保护，以利后学。在浙江宁波的月湖西边，保存着一座我国最早的古

代藏书楼--天一阁。"天一阁"始建于明代嘉靖四十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郭沫若 1962 年 10 月 26 日、27 日连续两

天访天一阁藏书楼，为之题写了《访宁波天一阁》的七律诗："明州天一富藏书，福地琅环信不虚，历劫仅存五分一，至今

犹有万卷余。林泉雅洁多奇石，楼阁清癯类硕儒。地六存之逢解放，人民珍惜胜明珠"。诗歌高度赞颂了党和人民对民族文

化遗产的重视，表现了作者对我国古籍的珍惜之情。除题诗外，郭

是对天一阁藏书楼巨大作用和影响的赞誉，也是对解放后政府部门对天一阁抢救、整理、修葺、保护工作的肯定；下联充分

肯定了天一阁所藏之书给后世带来的益处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1964 年，郭沫若还参观走访了浙江的另一处藏书楼--玉海楼，清代学者孙

九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