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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联合举办

“医药科技查新培训班”
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与北京大

学医学图书馆于 2013 年 6 月

17-20 日联合举办了“医药科技查

新培训班”，完成培训的 39 名学

员被授予了“医药科技查新员培

训结业证书”，成为今后我校和北

京大学医学部查新队伍的重要补

充。

医药科技查新咨询工作是医药

科研立项、成果转化、新产品鉴

定、创新基金等项目申报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一环。随着科学技术

水平和医药事业的发展及医药各

学科间的广泛交流，医药科技查

新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查

新咨询工作需求不断增长，许多

查新分中心需补充新的查新人

员，非检索中心成员希望成为分

中心之一。为补充新的查新人员、促进各分中心之间的交流，本着互相提高，共同进步的宗旨，作为卫生部查新站的首都医

科大学图书馆与作为科技部查新站的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举办了此次查新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北大医学图书馆副馆长、资深的查新审核员谢志耘就查新政策、法律、国内外查新现状及其科技评估等相

关知识等做了介绍。来自北大医学图书馆的查新员李春英、刘春艳、高琴老师，与来自我校图书馆查新员李宁、李永杰和程

艾军老师，结合自己多年的查新经验和数据库的检索经验，分别就文摘索引型数据库、全文数据库、文献管理软件、特种文

献及查新工作流程、规范；科技查新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与对策；科技查新报告撰写要求等做了详细的讲解。最后，我校图书

馆副馆长黄芳审核了各位学员的查新报告，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点评，并为完成培训的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在交流环

节，学员们纷纷表示参加此次培训受益匪浅，很高兴今后能有机会加入到查新的队伍中，为首医和北医系统的科研工作贡献

自己的力量。（文：咨询部 王凌 图：采编部 黄肇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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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同仁来我馆参观交流
2013年 6月 21日下午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宋晓平馆长

以及信息咨询部赵艳主任一行三人来到我馆进行交流考

察。交流会由龚佳剑副馆长主持。黄芳副馆长及各部门

主任参加了交流座谈会。

首先，龚佳剑副馆长对同仁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接下来龚佳剑副馆长针对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提出咨询

的具体内容，比如：科研信息服务平台的功能和目的？

服务平台项目人员构成？以及平台的优缺点等一一进行

了解答。两馆人员还就业务经费、奖励机制、读者培训、

信息分析、留学生教材、服务理念和图书馆发展中的新

思路和新方法进行了探讨。

最后，在馆领导的陪同下，新疆医科大学大学图书馆

馆长一行三人参观了图书馆各部室。他们表示，此行收

获很大，学到了很多好的工作经验。希望今后能进一步

加强与我馆的沟通和交流并邀请我馆到访新疆医科大

学。 （图、文：办公室 杨霏）

图书馆参加 2013 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6月17日至19日，2013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暨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换届大会在吉林长春召开，论坛

汇聚了行业人士394人，组织43场学术报告、征集115篇论文、案例19篇。我馆马路馆长、龚佳剑副馆长、吕文娟参加了此次

论坛。

论坛开展两场主题报告和六场分主题报告，以“服务--时代旋律 永恒主题”为主题，同时开展关于“服务战略、服务

能力与评价”、“阅读疗法 阅读指导”、“嵌入式学科服务”、“发现服务 、泛在服务”、“信息共享空间和社会媒体 ”

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汇报”为分主题的一系列讨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大学图书馆馆长John M. Meador, Jr.的

报告《A Survey and Critique Trends among Academic Librarian In the U.S.A》指出图书馆在决定是否加入新技术潮流

的时候，要考虑我们设定的数字图书馆发展方向是否能真正满足学生的需求；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国家科

学图书馆副馆长孙坦带来了以《学术图书馆与嵌入式知识服务》为题的精彩报告，他总结概括了当前和在今后的2-5年将继

续并越来越重要的9大方面的技能和知识；东道主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刘万国带来题目为《面向“学生、学科、学术”

的垂直与矩阵式服务体制构建研究》，详细介绍了他们在新的理论指导下的图书馆体制改革和新的机构设置；美国图书馆协

会(ALA)前任主席、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图书馆荣誉馆长、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图书馆荣誉馆长Camila Alire的报告

《Embracing Change: Working in the University Digital Library World》介绍了新技术环境下大学数字图书馆的成功

之道。

本届论坛报告精彩纷呈，突出了“信息时代的主旋律——服务”这一主题，探讨在新条件和环境下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能

力和效果，展现信息服务在图书馆的应用成果和最新研究成果。

我馆吕文娟、龚佳剑老师的案例“基于C#的图书馆数据填报与统计系统”获得“优秀案例奖”。

（图、文：系统部 吕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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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市委党校图书馆参观纪要
2013 年 6 月 5日下午，图书馆工作坊组织部门

负责人及支部委员来到北京市委党校图书馆参观

学习。市委党校图书馆馆长秦德占、副馆长许平

沧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接待了我们。秦馆长首先

欢迎来自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同仁参观访问，他

详细为我们介绍了北京市委党校的基本情况。图

书馆是一座总面积为 7500 平方米的独立建筑；馆

藏中文图书 40余万册，中文期刊 1000余种，报

纸 100余种，以及一定数量的外文书籍和中文古

籍线装书,现有数据库资源 19 种。图书馆挂有北

京市情研究中心的牌子。每年编写的《北京市情

数据手册》，是一本反映北京市年度各方面基本数

据和比较数据的便携式工具书。

图书馆还拥有学术报告厅、会议室和展厅，用

于广泛开展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发挥着社会教育

的职能。

龚佳剑副馆长介绍了我馆的基本情况及来访问

的各位同事。随后在秦馆长和许馆长的带领下大

家参观了图书馆。党校图书馆馆舍面积不大，整座楼宇显得庄重大方、清澈明亮、宁静舒适。秦馆长还邀请我们一起合影留

念。

参观党校图书馆是我们了解国内各行业图书馆的开始，各行业图书馆都有属于自己的管理理念、特色馆藏、特色服务、特

殊管理模式。通过参观学习开拓视野、武装自己，把落实校机关党工委提高效能工程的要求做到实处。

市委党校内有利玛窦墓
利玛窦（ㄌㄧˋㄇㄚˇㄉㄡˋ）（Matteo Ricci，1552 年（壬子年）10 月 6日

—1610 年 5月 11 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

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

清泰、西江。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

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1610 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终

年 59岁。按照当时惯例，西方传教士死后本应移葬澳门。但在内阁首辅叶向高等

人的斡旋下，万历皇帝破例准许利玛窦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使其成为首位

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400 年过去了，如今的利玛窦墓依然静卧于松柏之间，

诉说着这位文化使者与北京的不解之缘。

（文：系统部 陈进 图：系统部 刘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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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断学习、增加知识、提高技能、更好服务
2013 年 6 月 3 日下午 2 点，工作坊系统部分坊及部分其他部门人员冒

酷暑来到第二教学楼 4层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机房进行参观。生工学院潘清

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们。她一边带领大家逐个机房参观讲解，一边介绍这些

年生工学院计算机教学的情况。

通过参观我们了解到生工学院将教学和实习机房分成两个部门，计算机

房隶属理学和生物医学工程学实验教学中心。目前中心有 7个大小不等的

机房，小的机房有 40台机器，大的机房有 80 多台机器，中心目前合计

500余台实验计算机。机房承担着我校各学院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

高职生、进修人员等所有计算机教学工作，为给学生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中心将机房装饰一新，每台机器配独立桌椅、固定 IP 地址，机房安装自

控空调。机房显得明亮、整齐、干净。

大家还就相关业务如机器设备引进、机房装修、综合布线、IP 段管理、

保护卡的使用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如何适应国家各类型考试机房装修特

点和要求等方面也进行了沟通和探讨。大家和实验中心主任杜菁及潘清老师合影留念，并邀请实验中心的同志到图书馆来指

导工作。我们看到差距和不足时，也看到了希望。为争创国内一流国际知名，校内各不同部门相同业务之间交流是提供工作

效率的必由之路。（文：系统部 陈进）

图书馆正式启用座位预约系统
为了更好地给读者提供一个和谐、文明的学习环境，加强图书馆自

习室的管理，使自习座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图书馆于 2013 年 6 月

13 日正式启用座位预约系统。

目前使用座位预约系统的区域为：三层中厅、四层中厅、研究生阅

览室和五层中厅，共有座位 908 个。读者如想使用上述区域的座位，

需持本人校园卡在位于图书馆大门口西侧的预约机上刷卡登录选择

座位，成功预约后打印或手机拍照凭条，对号入座。座位预约系统使

用规则在阅览室门口及预约机上均有提示。

对于刚刚上线的座位预约系统，大部分同学都反应良好，但个别同

学也存在疑虑：期末将至，自习同学有所增加，座位预约系统是否会

导致大量排队选号的现象发生。对此，为避免高峰时期排队过长，座

位预约系统推出：早 7点到 8点预约机仅支持快速预约方式。

座位预约系统是一个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资源利用

最大化，提高管理效率，提升服务水平的创新举措。在座位预约系统使用过程中，需要对读者加强宣传和引导，并根据系统

运行情况及时调整改进，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让广大读者受益。（图、文：系统部 吕文娟）

我馆 BALIS宣传月活动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深入了解 BALIS 馆际互借，BALIS馆际互借中心在 2013

年 4月 1日—5月31日期间开展宣传月活动，目的是让更多的读者利用 BALIS

馆际互借这一服务。其主题为 “推广免费资源 共建校园文化”。

我校图书馆围绕该主题，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在校园现场咨询、发放

《BALIS馆际互借服务读者宣传页》、请读者填写调查问卷，利用板报展示馆

际互借成员馆的馆藏资源和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举办讲座讲解 BALIS馆际

互借的使用方法，让读者充分了解馆际互借是资源共享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并且是非常方便、快捷的服务。

在宣传月期间同学们共填写 105份调查问卷，我们认真进行了统计。新增

注册读者 29 人。（图、文：流通部 刘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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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源软件 Drupal技术交流
2013 年 4 月 22 日到 4 月 25日，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举办了关于开源软件 Drupal网站编程方面的培训，主讲人是

在 Drupal 领域的资深开发及使用者葛红儒老师，图书馆系统部的孟冬晴参加了这次的培训。

这次的培训分为 4天，第一天葛老师是从 Drupal的主要概念、技术堆栈、安装配置，Drupal中内容的管理、区块管理，

菜单管理和角色管理对 Drupal的使用方法这几方面进行了简单的讲解，其后两天的讲解是对第一天所讲的知识进一步补充，

葛老师一边进行实际的操作一边讲解，并从模板文件的覆写，Drupal主题的制作等方面对 Drupal网站编程进行了详细的讲

解。葛老师在讲解的时候还穿插了各种事例来丰富内容，例如 Drupal在国家图书馆及高能物理信息所的应用，利用 Panels

模块制作一个适合中国用户的首页以及利用 Feeds模块导入数据等。最后一天是由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老师专门安排的有关

Drupal的讲座，有 Drupal高性能网站最佳实践，PHP和 Drupal性能优化系列已及 RDF模块的安装使用等方面对葛老师的讲

解进行了很好的补充和完善。

通过这次的培训学习，能够了解到 Drupal 建站的完整过程，熟悉 Drupal核心的常用模块，熟悉重要的第三方模块。也可

以了解到 Drupal可以做什么，以及怎么使用 Drupal做想要的工作。（文：系统部 孟冬晴）

图书馆档案馆第二届跳蚤市场
为互通有无，提倡循环经济，实现节约型社会，图书馆档案馆第二届跳蚤市场于 6月 21 日下午 13：30 在图书馆工具书阅

览室正式拉开序幕。大家纷纷把闲置的图书、衣服、玩具、电器、饰品、箱包等物品拿来交换。有的新物品标了价格，如 5

元、10元、15元不等，也有的没标价格，看中了您就拿走的。参加对象不但包括了全体图书馆档案馆工作人员，还特别邀

请了在图书馆勤工俭学的学生。

儿童爬行垫、童鞋、轮滑鞋、学生书包、电脑包、卡通 DVD等成为有孩子的同志们的抢手货；时尚漂亮的餐具是年轻同志

们置办家业的首选；休闲小包是女士们的最爱；男士也有收获，一对磨砂玻璃情侣水杯被技术部小刘一眼相中。

大家纷纷表示，此类跳蚤市场可以经常举行，这样大家可以互通有无，真正实现循环经济，并且增强了感情，增进了友谊

和互助。（图、文：咨询部 王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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