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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召开首医系统附属医院图书馆馆长工作交流会 
2014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9 点，图书馆召开首医系统附属医院图书馆馆长工作交流会。馆领导以及来自北京口腔医院、北京

同仁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等 21 家首医系统附属医院图书馆馆长、中医科学院信息所李海燕博士及相关工作人员共计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龚佳剑副馆长主持。  

首先，龚佳剑副馆长对到访同仁表

示热烈的欢迎。接下来，黄芳副馆长

对首都医科大学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做了详细的介绍，包括文献资源保障

体系的意义、参与方式、资源共建共

享的内容、校本部图书馆提供的服务

以及首都医科大学电子资源等。  

随后，口腔医院图书馆馆长果梅英

做了发言，主要介绍了图书馆的基本

情况，包括建筑面积、人员、馆藏、

服务及管理理念等并对各位同仁们

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接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研究

所李海燕博士做了题为“中医医案数

据分析及应用”的专题报告。她从医

案概况、以往医案研究、本所研发的

医案相关数据库及工具三个方面证

明了数据分析的能力、数据分析工具

对科研的重要性。 

马路馆长最后做了总结发言，她表示学校非常重视首医系统文献保障体系的建设，将在学校大首医的层面对文献保障体系

的工作进行规范化管理。她还介绍了文献保障体系集团购买数据库的进度，以及下一步的安排。 

本次会议的召开，加强了我馆与附属医院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进各馆之间的了解，对资源共建共享起到推动作用。 

                                          （文：办公室 杨霏 图：采编部 黄肇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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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周三系列讲座完满结束 
  2014年 11月 26日，2014图书馆信息资源利用讲

座即周三讲座，完满结束。最后一次讲座的内容为

文献管理软件的利用，引来了上百名研究生前来听

讲。本年度的周三系列讲座，根据对学科文献检索

的需求，把讲座顺序编排为从国内医学文献到国外

医学文献的获取，从文献摘要的获取到期刊全文的

获取，进而到一些专题数据库的使用、文献管理软

件的使用。讲座由从实际检索中的问题出发，由易

到难，循序渐进。讲座的开展，得到广大师生包括 

附属医院老师、研究生的热烈欢迎。经常有临床医

生专程从附属医院赶过来听讲座；也有很多人成为

周三讲座的忠实听众。 

  讲座的举办动员了图书馆各个部门，如办公室老

师的小图宣传、通知复印等工作，技术部老师的课件上传、咨询部的各位老师讲解等工作。讲座的开展，解答了很多科研人 

员在文献获取中的困惑，同时，也促进了首都医科大学采购的数字资源在广大师生中的了解和使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图、文：咨询部 李永杰) 

 

一流团队、一流环境，共创一流学科 
2014 年 12 月 3 日上午，我校图书馆五层研讨间正式启用，医学遗传学系的丁卫教授成为了第一个幸运用户。丁教授带领

分子遗传学研究生课程的任课教师进行了数字化实验教学的备课和研讨。马路馆长邀请丁卫教授一同打开了研讨室，并代表

图书馆向各位老师表示感谢，她说学校为教学科研支撑平台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就是为教学科研搭建广阔的平台，希望有更

多像丁卫教授的教师成为图书馆忠实的读者和共同建设者，图书馆也为有这样的忠实用户感到欣慰。 

。 

基础医学院其他学系的多位老师也一同参与和观摩了授课过程的演示，大家分两个研讨间随后还开展了围绕学科交叉融合

议题的教学科研活动，气氛热烈而有序。 

通过使用用户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需求，如网络问题、文印问题、便利设施问题、隐私问题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 

 

（图、文：系统部 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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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召开 2014 年度馆长述职报告会 
 12 月 22 日下午，图书馆在二层会议室召开 2014 年度馆长述职报告会。曹文军副校长、组织部乔磊老师、图书馆档案馆领

导以及全体馆员 4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会议由马

路馆长主持。 

  黄芳副馆长首先进行了述职。她从廉政情况、

图书馆档案馆工作情况包括学科馆员工作、附属

医院与教学医院文献保障体系建设工作、高校网

络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项目、图书馆科研与继续

教育工作、档案资源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述职并对

2015 年的工作进行了展望。 

接下来，崔国辉副馆长从 2014 年工作转变等

方面进行了年度述职并对 2015 年生命博物馆的

建立提出设想。 

  龚佳剑副馆长对读者服务流通阅览工作、安全

工作、信息技术网络设备工作、支部工作、宣传

工作、学位论文工作、外文图书清点工作、社科

阅览室规划以及图书馆内外环境整修等工作进行

了述职，同时对 2015 年工作进行了规划。   

  随后，全体馆员填写了《民主测评表》。 

曹文军副校长在听取了三位馆长的述职报告后，充分肯定了三位馆长在 2014 年图书馆档案馆工作中所做出的成绩。三位

馆长的汇报也反映出全体馆员这一年所完成的工作与成果。她说，图书馆已将读者服务这一概念赋予了更新的内涵，通过提

升服务态度、服务理念、服务意识，不断提高专业服务质量。同时，图书馆积极拓展服务空间，挖掘服务潜力，运用现代化

的手段,全方位、高效益地为读者服务,吸引更多的读者利用图书馆。2015年应从学校“大首医”角度出发，统筹学校与附属

医院文献资源建设与管理，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水平。 (文:办公室 杨霏 图:流通部 胡成湘) 

 

了解历史、做好当前、走向未来 
2014 年 12 月 3 日上午，工作坊组织部分在岗同志参观了学校建设发展

成就展。展览既展示了各级领导为建立北京第二医学院（学校前身）所做

的工作，也有建校之初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们一起艰苦奋斗的历史，还有

学校建设发展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展览用文字和图片记述着首都医科大学

（原北京第二医学院）成立、成长和发展。张张图片唤起老职工对青春岁

月的回忆，为新职工注入了学校发展的记忆。大家一边听张雪薇声情并茂

的讲解，一边议论这自己知道或了解的事情。通过参观展览，使我们对首

医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通过参观更增加了为首医发展而努力的热情。 

展览记录的是历史，历史能够激发人的斗志，愿首医发展壮大，为北京

市培养合格的医疗事业工作者。 （图、文：系统部 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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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电子书下载 Top10 

 
 

图书馆一层的电子书借阅机 

三个月以来 

备受老师和学生的喜爱 

借阅量着实的喜人 

 

 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卿 

喜欢电子书的便捷 

却依旧留恋十指碰触纸张的感觉 

 

人道是：无数据无真相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和电子书有关的 

那些数字 

 

榜单一：分类下载量排行 

——经典名著经久不衰 

图书分类 分类下载（次） 

No.1 经典名著 2710 

No.2 精品推荐 2030 

No.3 文学艺术 1990 

No.4 小说传记 1784 

No.5 成功励志 1034 

No.6 生活保健 974 

No.7 人生哲学 894 

No.8 历史军事 483 

No.9 经管理财 368 

No.10 科学技术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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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单二：电子书下载 TOP10 

——我们都爱喝鸡汤 

图书名称（前 10） 图书下载量（次） 

No.1 谁的青春不迷茫 220 

No.2 我对时间有耐心 168 

No.3 百年孤独 132 

No.4余华文集·活着 128 

No.5 感谢自己的不完美 104 

No.6 像赫本一样做女人 93 

No.7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91 

No.8 围城 87 

No.9 白鹿原 83 

No.10 幸福了吗？ 75 

 

医生的读书进阶路径： 

《解剖学》 

↣ 《生理学》 

↣ 《病理学》 

↣ 《诊断学》 

↣ 《内外妇儿科学》 

↣ 《分子生物学》 

↣《统计学》 

↣ 《如何申请基金》 

↣ 《SCI 之路》 

↣ 《禅的初心》 

↣ 《佛经》 

↣ 《老子》 

↣ 《颈椎病康复指南》 

↣ 《腰椎间盘突出日常护理》 

↣ 《高血压降压宝典》 

↣ 《精神病症状学》 

↣ 《活着》 

 

你读到哪一步了？ 

                                             (图、文:办公室 丁思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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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北京地区高校数字图书馆年会 

 “新技术驱动图书馆服务创新”为主题的 2014 年北京高校数字图书馆研究会年会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20 日在京举行。来

自北京地区 45 个高校图书馆的 120 余位同仁参加了本次会议。我馆黄芳副馆长、系统部王鹤及陈进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年会承办方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崔宇宏主持了第一天的会议。数字图书馆研究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姜爱蓉

致辞，姜馆长对来参加会议的北京地区高校同仁表示欢迎。东道主北理工图书馆张馆长也发表了欢迎词。 

  大会第一个发言是中国科协情报所曾建勋主任，他发言的主题是“下一代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思考”。曾先生从古至今由西

到中论述了图书馆发展的未来，为与会者带来了新的讯息。 

  第二个大会主题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聂华副馆长，她发言的主题是“研究数据管理，高校图书馆的探索——RDM: What?  

Why?  &  How?”，为听众带来了图书馆全新的服务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宋姬芳副馆长带来了主题为“基于学科知识服务的机构知识库建设…以人大机构知识库建设为例”

的专题报告，为大家揭示了人大馆如何建设本校机构知识库。 

  第四个大会主题发言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吴旭副馆长，她报告的主题是“电子身份标识与可信云服务”，她以北邮获

批全国首家电子身份识别单位的实践为例，向听众介绍了今后人们生活中必备物——电子身份标识。 

  第五个大会主题发言的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邹荣老师，她报告的主题是“数字资源访问管理系统实践与思考”，她介绍了

清华大学图书馆 2005 年上线的网络监控系统，为实现网络安全、资源合理利用起到保护作用。 

  第六个大会主题发言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刘兰老师，她报告的主题是“高校图书馆全媒体服务及关键问题研究”，

这是她的一个青年社科基金项目，该项目旨在解决全媒体下图书馆开展全新服务的探讨。 

  大会还邀请了华为公司、北京信义宏达公司、北京兴华哲鹏公司等做了产品介绍。 

  主题报告后，与会代表驱车来到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的“徐特立图书馆”进行参观。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是当时自然

研究院（北理工前身）的院长。进入高大宽敞的图书馆大厅，映入眼帘的是两侧高大的浮雕，展示了北理工人的奋斗历程。

代表门在北理工张馆长的带领下参观了自动光盘借还系统和自动图书借阅系统，两套系统是北理工人自行设计开发且具有知

识产权的。代表们感受到未来图书馆工作的理念和模式。 

  大会第二天是案例演说，本次年会共收到 16 个案例，经过 4 个小时漫长而有意的演说，结合专家现场打分及代表会下打

分，最终评选出 3 个一等案例、5 个二等案例和 8 个三等案例。马自卫、姜爱蓉、魏育辉分别为获奖案例颁发奖状和奖金。

数字图书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韩明杰副馆长做大会总结报告。他对大会主题发言和案例演说给予高度评

价，对北理工为举办本次年会所做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他期待与会代表在今后的工作中再创佳绩。 

            

                                                 

 

（北理工自动借书传送图书系统） 

                                                    (文:系统部 陈进 王鹤 图:系统部 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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