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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阳明大学图书馆访问我馆
2013 年 3 月 3 日到 4 日，台湾阳明大学图书馆吴肖琪馆长一行 4 人访问我馆并和我馆签署交流合作意向书。访问团成员还
包括系统组江秀爱组长、采编组吴嘉雯组长、参考组王慧恒组长。
3 月 3 日，阳明大学图书馆和我馆签署交流合作意向书。我校曹
文军副校长、国际与国内合作处王倩处长、图书馆马路馆长、图
书馆黄芳副馆长、图书馆龚佳剑副馆长等出席签约仪式。
我校于 2009 年与台湾阳明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建立
和深化校际合作关系，开展学术文化交流和科学研究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探讨，并达成一致意见。2012 年，我馆马路馆长赴台参加
学术会议，期间专门参访阳明大学图书馆，与对方达成合作意向。
此次正式签署交流合作意向书，两馆约定在资源共享、图书互换、
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
曹文军副校长在签约仪式上发表讲话。她首先向对方介绍了我
校的情况，曹校长说两校合作有着长久的历史，两校在公共卫生、
脑科学、生物医学工程、药学等领域都进行了学术交流和合作。
学校领导对这次两馆进行战略合作非常重视，特代表学校对客人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曹校长说，高校图书馆目前面临着新
形势下的定位，如何吸引读者到图书馆来，还有图书馆服务如何充分利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等问题，我校图书馆正在进行
新形势下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思考和探索。希望这次通过两馆的合作交流达到互通有无，互相学习，更希望宝岛同仁能够给我
们传经送宝。曹校长最后祝愿两馆的合作取得成功。
3 月 4 日，吴肖琪馆长一行四人到我馆参观交流。交流会由
马路馆长主持。全体馆领导及各部门主任等参加了交流座谈
会。
首先，马路馆长对同仁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马
馆长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我馆的人员结构、图书借阅率、
文献经费、特色馆藏、近年来的工作思路以及图书馆文化建设，
并向大家展示了我馆举办的“恋上图书馆”摄影比赛获奖作品。
接下来，吴馆长对阳明大学图书馆的基本情况、馆藏资源、资
讯化、合作团队等情况进行了介绍。随后阳明大图书馆同仁们
对我馆的人体解剖资料库、管理理念等提出了咨询，并表达了
交流学习的愿望。陈进老师为大家讲解了人体解剖库的设计理
念及使用方法。两馆人员还就电话礼貌、品质管理和图书馆发展中的新思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最后，在我馆领导的陪同下，阳明大学图书馆吴馆长一行四人参观了校本部图书馆及附属友谊医院图书馆。她们表示，此
行收获很大，要认真学习我馆的工作经验及管理理念。大家一致认为馆际交流是一种很好的相互促进的学习方式。
（文：办公室 龚佳剑 图：采编部 黄肇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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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图书馆同仁来我馆参观交流
2013 年 1 月 16 日下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图书馆馆长一行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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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思路、图书流通情况等进行了介绍。其中特别介绍了我馆今年的特色书展、
特色资源建设、与附属医院的资源共享政策及人才培养政策、以及各类人文
社科活动的情况。随后，同济医院的两位同仁还就我馆与附属医院图书馆的
电子资源共享、纸本资源流通、人才队伍建设、学科服务工作、查新咨询等
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同时，两位同仁表示此次座谈收获颇丰，并表
达了希望继续加强交流和学习的愿望。（图、文： 办公室 丁思瑀）

图书馆自助借还机投入试用
为进一步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方便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近期我校图书馆引进试用一台图
书自助借还机。即日起学校持有“一卡通”的读者，可以在自助借还机上进行借书、还书操作。
自助借还机位于图书馆一层大书库总服务台外，机器开放时间 与图书馆开放时间一致。借书
操作：读者将“一卡通”放置于右侧感应区，界面会自动显示读者信息，将书翻至条码页放置
扫描区，界面提示借书成功；还书操作：读者直接将书翻至条码页放置扫描区，界面提示还书
成功。
该自助借还机操作简单，省时省力，欢迎广大读者前来试用。
（图、文：系统部 吕文娟）

北京高校网络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系统
升级建设需求可行性论证会在我校召开
2013 年 1 月 15 日下午北京高校网络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系统升级建设需求可行性论证会在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二楼会议
室召开。为了更好地建设北京高校网络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系统，项目组邀请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胡越、北京科技大
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季淑娟、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熊丽、北京友谊医院图书馆馆长吴晓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图书
馆宋亚军等专家对系统的升级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马路、副馆长黄芳、副馆长龚佳剑、咨询部主
任李宁、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代表等共 12 人参加了此次升级论证会。
会议由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马路主持。首先，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芳做了北京高校网络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
项目平台现状与升级建设需求报告，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的李培做了有关升级建设设计方案汇报。之后专家们对系统升级
的需求、升级方案、系统的性能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吴晓海馆长和宋亚军老师先从用户的角度谈了他们在使用系统的过程
中遇到的比如浏览器兼容，掉线等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季淑娟副馆长则从整个系统的角度提出该系统并发用户数的问
题，以及与其他咨询系统如 Calis、Balis 咨询系统之间的程序接口方案等；胡越社长提到该系统可以起到对北京市高校中小型
图书馆的培训与咨询工作规范的作用，并高屋建瓴地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提出应该从挖掘用户的需求着手主动向用户提供能够
突出各馆专业特色的公共问题（如流感、大气污染等）及个性化问题（学生社团活动、心理咨询、就业等）的咨询，尤其应
充分发挥图书馆对学生的教育职能，加强对学生各种问题的咨询。最后专家组同意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的系统改版技术方
案。（文：咨询部 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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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2 月专题书展——健康饮食
人这一辈子要吃多少顿饭？
人这一辈子从一出生开始，都要和食物打交道，平均算下来，要活到 80 岁，
可能要吃 8 万顿，还不包括宵夜。食物被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吃掉，进入我
们的身体，并且变成构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个湖，上游
是我们每天吃掉的东西，下游是每天死亡的细胞核代谢的废物，如果上游的水
源不好，每天流进大量的泥沙，还能维持湖泊的清澈和通畅么？国人好吃，有
吃的文化，吃的规矩，吃的节气，比如立秋贴秋膘、冬至补一补等，凡此种种，
讲究颇多，就是缺了吃的科学。胡吃，什么都敢吃，一旦生病，又什么都不敢
吃，或者连普通常识都不讲究了。
如何健康地吃、营养地吃，吃出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不是有病的身体？尽管有
的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也不见得能真正的弄懂，或者真正做出改变。但是相信
只要我们认真地学习，吃好每一口饭，吃好每天三顿饭，积少成多一定会产生
质变。 （图、文：流通部 周菁）

图书馆 2012 年馆级课题结题汇报暨 2013 年馆级课题开题答辩
2013 年 3 月 1 日上午，我馆在会议室举行了图书馆 2012 年馆级
课题结题汇报及 2013 年开题答辩会
2012 年我馆馆级课题科研水平高，科研成果实用性强。2012 年
馆级课题共立项 10 项，其中重点课题 4 项，一般课题 6 项；截止
到目前，按期结题 9 项，1 项申请延期。
2013 年我馆教师围绕图书馆 2013 年的重点工作和日常性工作，
积极思考，开拓创新，共申报馆级课题 12 项，按照“专家评审、
择优选择”的原则，由图书馆学术领导小组组织专家评审，最终
确定重点课题立项 4 项，一般课题立项 8 项。
（图、文： 办公室 丁思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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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推出微信公众服务账号啦！
各位读者，为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图书馆推出了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大家关注！
图书馆微信公众账号的昵称是“小图”，任何关于图书馆的问题，都可以问“小图”哦！比如借还书、问电话、查资料、下
文章、推荐购书、提交论文、最新消息、寻人问事儿、周三讲座等等等等！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关注“小图”：
1、使用微信添加朋友里面的“扫一扫”功能，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2、使用微信添加朋友里面的“搜号码”功能，输入“ccmulib”，然后点击右上角的“查找”按钮，即可找到。
欢迎大家关注“小图”，如果你觉得“小图”很可爱，那就把它推荐给你的同学好友吧！
（文：系统部 刘松涛）

关于《竞翔》
也许是动物世界看多了，在潜意识的深处留下了印记，一些不经意的笔划凝固了那个潜意识深处的痕迹，又在直觉的引领
下，将这潜意识深处的精妙构图不断打磨、雕琢给显现出来。
群鸟争空，各展羽翅，尽情飞翔。图中大鸟、小鸟；猛禽、涉鸟、家鸽;黑白灰等各色飞鸟漫天飞舞，既有亲鸟护翔，也有
同类相博，还有口中衔鱼。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心偏右的黑鸟，口里叼着鱼，远看似凌空飞翔，若离群鸟而去，不知家
中可有小鸟？实为整幅画的点睛。
鸟群中藏着精灵，似在冥冥之中掌控着群鸟。细细品味整幅画作似人类社会之映照。
这种由无意识线条构成的绘画骨架，其实和一层外文书库东墙双联画《羽化》在构成上来讲同出一门，也都是偶得，不过
一层的《羽化》更为纯粹、简约，一气呵成。只是《竞翔》在赋色上更加讲究，装饰性极强，突破了我自己对色彩的认识。
说的有些天花乱坠，《羽化》
《竞翔》离佳作相差很远。本人亦非经年作画，绘画功力不足，只是长于思考、探索，且远离
艺术主流的毒害，画得其乐，自以为是，独成一统，偏信老庄，崇尚自然，只想将这经年的思考凝结成了的画作呈献给大家，
愿对大家有所启迪。
这次《竞翔》展现出来的结果其实也是出乎我所预料的，是一步一步自然走成的（1）小稿 （2）放大稿（3）成作。在这
里再次的感谢马馆长的鼎力支持，还在小稿的时候马馆长就力挺，令我在创作上十分放松，无所绊滞，使我有机会能为我馆
的建设锦上添花。
读图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图中的形象和感觉像品茶一样慢慢的串联起来，与你自己的想象建立联系就行了。图中飞鸟的翅
膀其实也可联想为打开的书本， 自由飞翔的鸟就不用说了，善恶美丑其实都是人主观添加的，自然界的法则才是天道。这
幅画放在新书阅览室我觉得还是挺贴切的，读了这么多新书，学了这么多的知识，有了这么多的想法，自然是要破窗而出各
显其能的。
深深地祝福首医的莘莘学子，每日的苦读令我感动，愿你们在苦读之余转换脑筋的时候品味一下《竞翔 》，希望都能成为
画中那只欲破图而出口中衔鱼的黑鸟。
下面的附图其实也展现了我的创作方法，很简单，（附 1）放松、信笔涂写、读图、点睛、拉开层次（黑白灰）、（附 2）赋
色、（赋 3）放稿推敲、(附 4）正式放稿、赋色、应变{处处惊心）、修改、润色、放置陈化（慢慢审视）、最后修饰。如果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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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可以试试，锻炼一下想象力。
附：从小稿到成稿的变换也是自我的一个超越

最初的素稿

赋彩的小稿

局部放大的色彩推敲小稿

基本完成的作品

201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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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新书阅览室的作品
再一次的谢谢大家给我提供了一个展现的舞台，再一次的感谢给我提供帮助的朋友。（图、文：咨询部 黄坚）

图书馆举行网络知识培训讲座
2013年3月27日下午2点，图书馆邀请了信息与通讯中心的
肖剑锋老师在我馆二楼会议室做了关于网络知识方面的培
训。图书馆系统部的全体老师、采编部以及档案馆的部分老
师也参加了这次培训。
这次培训中，肖老师利用生动丰富的事例和各种图示为我
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讲解。首先是介绍了从98年至今校
园网的拓扑结构的变化、信息点建设的变化以及出口带宽的
变化；其次因附属医院访问图书馆资源的重要性，重点讲解
了附属医院与校园网的接入和附属医院VPN连接校园网的维
护工作；然后介绍了大家比较关心的校园网流量控制的原
则，并列举了流量管理的等级划分；最后重点介绍了下一代
互联网核心IPv6的使用以及我校校园网运行的 IPv6和IPv4
兼容模式，并演示了使用IPv6登入互联网的操作步骤。
参加培训的老师非常的认真地听取了讲座，并就感兴
趣的问题与肖剑锋老师进行沟通。
（文：系统部 孟冬晴 图：系统部 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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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的季节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让我们去旅行吧！这期《图书专题》我们把本室有关旅游的图书挑选出来，呈现给大家，
希望点燃起大家旅游火把！唤起出发的号角！畅游祖国的山山水水，放松我们紧张心情，回归大自然！
中国的名山辈出，数不胜数。雄、奇、灵、秀，各具特色。令人目不暇接。泰山之雄伟、华山之险峻、衡山之烟云、恒山
之奇崛、嵩山之萃秀。百态千姿。各怀绝帚。而黄山更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闻名中外。 中国的名山历来就是佛家、
道家崇敬之地，因而也成就了以佛、道名扬天下的多座名山。佛教的“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道教的武当山、
青城山、龙虎山、齐云山等。
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涓涓细流、滔滔江河大川，也分布着许许多多的湖泊沼泽，此外还有众多的泉涧瀑布以及风
景优美的海滨河滩，所有的这些水体都是我国山水风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长江 ,黄河, 淮河,怒江,雅鲁藏布江,黑龙江,
湘江,松花江,赣江,珠江,黄浦江,嫩江,鸭绿江……
序号

题名

分类号

1

玩转成都

928.971.1/GXS

2

驴友圣经

K928.9/SL

3

玩转南京

K928.953.1

4

独步中国, 香港 澳门 深圳 珠海

K928.9/GY

5

云南玩全攻略

K928.974

6

四川吃玩赏买终极攻略

K928.971/RZL

7

湖南自助游

K928.964/SHT

8

玩转西藏

K928.975/GXS

9

中国名镇

K928.5/HX

10

中国名寺

K928.75/HX

11

中国名山

K928.3/HX

12

中国名水

K928.4/HX

13

全球最美的 100 世外桃源

K917/WXL

14

中国最美的 100 个地方

K928.9/GJD

15

中国最美的 100 风情小镇

K928.5/GJD

16

中国最美 100 个古镇古村

K928.9/ZMZ

17

中国导游十万个为什么

K928.9/LLC

18

青海

K928.944/WX
M

19

中国旅游导航

K992.9/ZT

20

选美中国排行榜

K92/WLW

欢迎大家来新书阅览室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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