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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图书馆 2014 读书月系列活动隆重开幕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在我校图书馆一层大厅隆重举行了 “书香校园，‘悦’读人生”2014 读书月系列活动开幕式。我

校党委书记李明、校党委副书记刘芳，校工会常务副主席张帆，团委书记梁竞文，学生处处长李爽，宣传部副部长王君等领

导和图书馆馆长、副馆长出席了此次开幕式。 

开幕式上首先由图书馆馆长马路讲话，之后由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谢韵漪同学为大家介绍读书月即将举办的各项活动。

随后 2013 级药学程启同学上台演讲，为大家分享读书的快乐，并呼吁“少年，一起读书可好？”。程启同学的演讲引起了在场

观众的共鸣。 

紧接着是 “首医心目图书馆”、“三行情诗——医学生的浪漫”的颁奖仪式，分别由学生处李爽和团委梁竞文老师宣布获奖名

单、与会领导分别为获奖同学颁奖。来自 13 级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生工班的李言、13 级基础医学院七临五班的吕文漪以及学

生处老师李洋在“首医心目图书馆”活动中为盲人朋友录制的音频数最多、质量最好，获得前三名。来自 12 级基础医学院的杨

帆同学的三行情诗“我一个学医的；能抽出时间来和你谈情说爱；难道还怀疑不是真爱么”获得本次三行情诗比赛的一等奖。 

颁奖结束后，刘芳副书记给大家分享了自己读书的快乐，她说：“有时间读到自己想读的好书是一件幸福的事”，最后她预

祝读书月顺利举办。李明书记最后宣布读书月正式启动。 

读书月在我校已经成功举办六届，随着 2013 年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图书馆的各项常规学生活动及读书月活动

变得更加丰富、精彩。此次开幕式既增强了同学们对读书月的各项活动的了解，又提高了大家对读书月活动的兴趣，对增强

读书月学习气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未来的一系列活动中，同学们将继续弘扬“悦”读精神，让校园充满书香。 

 
（文：流通部 崔勇 图：采编部 黄肇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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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信息咨询部联合流通阅览部开展“世界读书日”现场咨询活动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图书馆信息咨询部联合流通阅览部于当天中午在食堂门口开展了现场咨询活动。将近一个小时 

的现场咨询，图书馆信息咨询部李宁、王凌等五位老师及流通阅览部胡成湘、刘燕萍老师向师生分发了大量图书馆资源宣传

资料，同时耐心细致地解答读者的现场提问。 

图书馆每年都会在世界读书日这天举办现场咨询和宣传活动。每年的活动都会吸引大量读者的参与。宣传活动的开展有助

于增进读者对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了解，同时也使图书馆老师有更多的机会倾听到来自读者的声音。借“世界读书日”的契

机加大资源宣传力度，提高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可使我馆读者服务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图、文：咨询部 程艾军） 

 

 

 

 

 

 

 

 

 

 

 

 



首医图书馆                                 2014 年第 2 期                                    2014 年 4 月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参观纪要 
由龚佳剑副馆长领队，我馆部分工作人员于 2014年 5月 9日驱车前往位于北三环外的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参观学习。 

北服图书馆李雪飞馆长、于红玮副馆长以及其他部门负责人接待了我们。李馆长介绍说，北服图书馆成立于 1959 年，比

我校早一年。目前拥有 5900平米（非独立）馆舍。文献 90余万件。与首医同为市属院校，图书馆规模相似，基于专业不同

经费稍有差异，服务大致相同。李馆长及北服图书馆的各部门负责人与我馆龚佳剑副馆长及其他来访人员就各自关心的业务

进行了详细、认真的沟通。交流结束后，李馆长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了北服图书馆。为了给首医馆同仁更多帮助，北服图书馆

安排我们参观了北服学院自己筹建的“民族服饰博物馆”。 

通过参观学习，我们了解了兄弟院校图书馆的基本情况，即看到了我们的优势，也看到了别人的强项，更增强我们做好本

馆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图、文：系统部 陈进) 

 

 

 

文艺书阅览室日本文化之旅主题图书展 
五月的首医，初夏伊始，满眼明亮的阳光洒满初恋的绿色，飞舞的杨絮如同恋人

的思念挥之不去。此情此景都让喜欢日本文学作品的读者不禁联想到村上春树，渡

边淳一作品中的种种爱情桥段。文艺书阅览室五月的日本文化之旅主题图书展特别

选取了能够代表日本各个时代不同社会风貌、人文特点的经典著作，如罗生门，失

乐园，海边卡夫卡，菊与刀，挪威森林等。尽可能向每一位读者全面展示一幅完整

的日本文化的画卷，让读者去深入理解日本这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这个与

我们文化上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通过阅读经典名著与不同时代的大家对话，穿

越时空，听他们去讲自己眼中的世界，人生以及所以为的爱情模样。  

 

（图、文：流通部 崔勇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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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首医  爱首医  迎接医学认证 

             ---图书馆组织员工参观基础医学院实验教学中心 
2014 年 5 月 7 日下午，由

馆长马路带队，图书馆员工一

行来到位于第二教学楼 15 层

的基础医学院实验教学中心

参观学习，了解学校实验教学

发展情况。实验室主任郝刚教

授亲自讲解。 

知校是爱校的基础。此次参

观是图书馆作为迎接临床医

学专业认证工作核心部门，按

照学校要求开展全员培训的

第 

一次活动。郝教授带领大家分

别参观了 15 层基础基础实验

室和 16 层的机能实验室，介

绍了实验教学中心的基本情

况。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实

验教学中心成立于 2005 年，

是隶属于首都医科大学基础

医学院的一级独立的教学机构，其前身是分属于基础医学院各个学科、学系和教研室的实验室。2005年，学校将过去分散在

13个教研室内的实验室优化重组为隶属于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的 4个实验室，即医学生物学实验室、医学形态学实验室、

医学机能学实验室和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实验室。2005年我校启动第二轮教育教学改革，将实验教学改革纳入学校教育教学体

系和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手段等三大改革之中，实验改革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实验动手能力、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使

实验教学改革成为学校整体改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验教学中心下设医学生物学、医学形态学、医学机能学、病原生物学

与免疫学四个实验室。实验教学中心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人、财、物均实行独立运转、统一管理、资源共享，减少了仪器设

备的重复购置，节约了实验经费，方便了人员培训与管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实验教学中心坚持“管理机制-质量体系-

评估制度”三维并举的管理模式，建立起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实验教学保障和质量监控体系;组建起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和科

学研究互通、专兼职结合的实验教师队伍，以及热爱教学、业务熟练、人员相对稳定的实验技术队伍。实验教学中心打破传

统的课程和学科界限，将原有分散从属于 13 门理论课的实验课优化重组, 创建了以器官系统为主线，以临床问题或生命科

学问题为导向，由医学生物学实验、形态学实验、医学机能学实验、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四大模块组成的覆盖学院全部

学科的全新的基础医学实验课程体系；遵循医学实验教学的基本规律和各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对课程进行了一维设计，形

成了既自成体系又与理论课程相呼应的五门独立课程。主编出版了充分体现实验教学改革新思路与新理念的配套实验系列教

材五部；其中《正常人体形态学实验教程》和《异常人体形态学实验教程》被评为市级精品教材。全面系统地改革了原有的

实验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考核方式；实现了基础与临床密切结合，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分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培养

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实验教学培养新模式。2007 年获批为北京市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08 年获批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建设单位。《医学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2009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在首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

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中，我中心学生勇夺大赛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近两年实验教学中心所属医学机能学实验课程获批北

京市级精品课程，医学生物学实验课程获批首都医科大学校级精品课程；实验教学中心人员近两年承担学校教改立项课题 26

项，在研北京市教改立项课题 1项，其中实验教学改革相关课题 7项,；编写中英文实验教材四部；发表教学改革论文 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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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不懈努力，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已建成了“理念先进、体系科学、课程合理、教材系统、特色鲜明、设

备优良、水平一流”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参观时恰逢学生在做各种实验，同志们饶有兴趣的参观了学生们的实验课，并就自己关心的事情，询问了授课老师和上课

的学生。 

参观后，大家了解了学校实验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情况和成就，纷纷为学校近年来又好又快的巨大发展成就深感自豪，也

更加增添了为了首医美好的明天认真工作、为顺利通过认证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的历史使命感和首医主人责任感。 
最后郝教授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图、文：系统部 陈进） 

 

 

 

【小图带你玩儿转图书馆】—— 

寻找马尔克斯——文豪走了，但是文豪的书还在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年 3月 6日－2014年 4月 17日），

是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 年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一个天才的、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

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 

马尔克斯于 2014年 4月 17日在墨西哥家中去世，享年 87岁。 

文豪走了，但是文豪的书还在图书馆~ 

小图这就带你→寻找马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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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打开图书馆主页 

第二步：单击馆藏图书检索 

第三步：在检索框中输入“马尔克斯”，单击“书目检索” 

 

 

第四步：噔噔噔噔，老马的书就都展现在你眼前了，小图帮你找了基本经典的，你扫扫二维码就能看到馆藏信息了~ 

《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 

 

《我不是来演讲的》、《迷宫中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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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小图建议你使用电脑进行以下操作 

一般这种书都是要抢的，就像当年莫言得奖，一上午，书就都被借走了。 

如果你没抢到，先别哭~小图给你一个看免费电子书的方法！ 

入口还是从图书馆主页进去哦（万能的主页君，么么哒）~主页右侧，推荐资源第三个，“读秀知识库” 

进入读秀知识库以后，要选择图书，然后在检索框中输入“加西亚 马尔克斯”，一定要选择勾选“作者”而不是全部字段哦。然

后单击中文搜索。 

 

http://book.duxiu.com/search?Field=2&channel=search&sw=%BC%D3%CE%F7%D1%C7+%C2%ED%B6%FB%BF%CB

%CB%B9&edtype=&searchtype=1&view=0 

链接就是小图检索到的结果哦。 

第六步：你可以单击某一本书来查看书的信息，还可以免费阅读几页。如果你想下载阅读，你只需要单击每一本图书右上角

的“图书馆原文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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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填写邮箱，读秀就会把图书发到你的邮箱哦。不过…… 

*每本图书单次咨询不超过 50 页，同一图书每周的咨询量不超过全书的 20%。 

*所有传递内容有效期为 20 天。 

*回复邮件可能会被当作未知邮件或垃圾邮件，若您没有收到回信，请查看一下不明文件夹或垃圾邮件箱。 

 

去试试吧~~~~只要你在校园网内，你就可以享受电子书免费原文传递的福利哦~ 

回复【玩儿转图书馆】查看系列连载其他内容，轻松玩儿转图书馆~ 

（图、文：办公室 丁思瑀） 

日本著名情爱作家、骨科博士【渡边淳一】逝世 

渡边淳一（1933~2014 ）日本小说家，被誉为日本情爱大师。出生于日本北海道，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随后任母校骨

科讲师。当了 10 年的骨科医生后，他转而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著有 50 余部长篇小说及多部散文、随笔集，为当今日本文坛

的文学大家，至今仍活跃于文坛，目前已出版了 130 多部作品。2014 年 4 月 30 日因前列腺癌在家中去世，享年 80 岁渡边

淳一于 1958 年从札幌医科大学毕业，1964 年任教于母校骨科部，同时在一家矿工医院中执手术刀行医。1963 年获得医学

博士学位，1966 年就任骨学讲师。10 年从医经历让他熟悉了爱的力量：“面对一个将死的病人，最好让他的爱人在身边，紧

握他的双手，只有爱可以战胜对死亡的恐惊。”渡边淳一从 1956 年便加入了同仁杂志“库力玛”，时常发表作品。1965 年描述

脑部手术的第一人称心理分析小说《死化妆》获新潮同仁杂志奖，评选委员是同乡老前辈伊藤整。1970 年，发表《光与影》，

文章描述两个军人，因主治医生临时采取对两人不同的治疗方案而发展出两段完全不同的命运，为他赢得直木奖。同年，渡

边淳一所在大学的附属医院正在进行日本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当时渡边淳一怀疑被摘除心脏的那位患者并没有真正的脑死

亡，因此就对当时所在的医院进行了批评。后果可想而知，只有 35 岁的渡边淳一无法继续在医院工作下去了。渡边淳一说：

“我至今给数不清的人亲自动刀，看见血，找神经，触及骨，而且看见死。对于人体，起初的三年只是恐怖和惊异，接着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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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梦想，再三年就只有那种顺从绝望，终于开始觉得自然科学实际上是和浪漫毗邻而居的。”自此，他索性辞职来到东京，

开始了专业小说创作的生涯。 

初到东京，每周三天在一家医院做医生，《无影灯》就是依据这段经历创作的。这个长篇是他头一次在周刊杂志上连载作

品，1971 年连载了一年，反响甚大，汇成单行本，和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有吉左和子的《恍惚的人》并世畅销，二十

五年间三度改编为电视连续剧。1969 年，他又推出描述日本第一位女医生——狄野吟子的传记小说《花葬》，写作前的考据

工夫，详载于他另一篇杂文中。1980 年，为渡边淳一赢得吉川英治文学奖的《遥远的落日》，这是一部谈世界级细菌学家野

口英世的作品，这部作品以考据的翔实和写作的功力为世人称道。 1968 年的《双心》，1969 年的小说《心脏移植》及《玻

璃结晶》等作品中，渡边淳一透过医师独到的眼光，剖析人性，形成了渡边淳一的特有风格。 1995 年 9 月 1 日开始，在《日

本经济新闻》发表长篇连载小说《失乐园》，描写不伦中的纯爱，引起巨大反响，并相继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在日本

掀起了“失乐园”热。小说在日本已发行 260 万册，小说的书名还获得了日本 1997 年流行语大奖。 

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馆藏渡边淳一作品： 

《流水之恋》 

《幸福达人》 

《麻醉》 

《一片雪》 

《失乐园》 

《复乐园》 

《红花》 

《最先端医学：治病还得靠西医，常见疾病》 

《最先端医学：治病还得靠西医，重症病》 

《夜潜者》 

《钝感力》 

《化身》 

《为何不分手》 

《光和影》 

《男人这东西》 

 

这都得来抢，不抢就借光了。。。 

另外，大部分作品都在文艺术阅览室，文艺术阅览室借阅时间进行了调整。 

周一至周五 8:00-11:30 13:30-17:00 

（图、文：办公室 丁思瑀） 

 

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馆藏渡边淳一作品 

《钝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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