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医图书馆                                 2013 年第 2 期                                    2013 年 4 月 

      首 医 图 书 馆 
                          2013 年     第 2 期     总第 132期 

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主办 

电子信箱：tsgccmu@ccmu.edu.cn 电话：010-83911301 
 

※※※※※※※※※※※※※※※※※※※※※※※※※※※※※※※※※※※※※※※※※※※※※※※※※※※※※ 

图书馆组织首都医科大学科研支撑 

信息服务平台项目专家咨询会 
4 月 22 日上午，首都医科大学科研支撑信息服务平台项

目专家咨询会在我馆会议室举行。我校王晓民副校长、科

技处龚树生处长，人事处王葳葳处长、研究生院雷丽萍院

长，图书馆马路馆长、黄芳副馆长、龚佳剑副馆长及该项

目组成员参加了此次咨询会。 
首先，由我馆龚佳剑副馆长对该平台建设的内容与意义、

技术路线、预期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总体汇报。随后各位专

家对该平台的定位及发展充分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科技处龚树生处长就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需求：第一希

望这个平台的人机界面友好，易于学习和掌握；第二希望

我们对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助力科研团队，进

行竞争情报分析；第三希望我们为每年科技处对发表被 SCI
收录文献的专家的奖励提供数据支持。 
研究生院雷丽萍院长就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需求：第一

希望我们助力研究生导师的遴选与审核；第二希望平台能

过具有分析同领域机构学科竞争力的功能；第三提出是否可以完善我校教师专著图书信息的收集。 
人事处王威威处长就以下两个方面提出了需求：第一提出能为首医人事信息库提供接口，共享数据；第二希望该平台的数

据可以尽早助力临床医师及我校教师的聘任工作。 
王晓民副校长对于该平台的定位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第一站的要高，视野要远。该平台的定位应该是“学科建设管理与

服务信息平台”，管理与服务并重；第二希望图书馆要进行广泛的调研活动，了解国内外同行信息，吸取精华，同时对我校

各职能部处的需求进行充分的分析；积极听取专家意见，明确需求，定位产出；第三该平台应该是一个简便、快捷、有效的

平台，让我们的管理有序、科学、规范，从而提高我校的学科影响力；第四希望该平台可以促进图书馆在信息化社会功能的

转型。 
最后，王晓民副校长对我馆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他强调信息化是未来社会的特征，这个平台的建立促进了学科的建设，也

同时可以提高首医的管理水平，这个平台是我们适应信息化社会的产物。王晓民副校长希望相应部处积极配合各方面的工作，

特别是提出需求，做好这个集成创新项目，使得该项目可以逐步完善成为学校的常规项目。（图、文：办公室 丁思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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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首医爱首医，为首医做贡献 
为了让图书馆会员多了解首医，图书馆工会

组织部分会员参观首都医科大学安全监控与指

挥中心。保卫处刘月兴同志接待了我们。他首

先播放了 12 分钟的一个短片，通过短片我们了

解到首都医科大学校园安全系统自 1996 年启

动，到 2012 年全部建成，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把

首医大右安门校区的所有建筑、主要道路、重

点部门，和平里校区、东四校区、燕京校区和

房山河北庄等处全部连接起来，形成了强大的

安全监控网络，对各个校区各主要部门工作人

员和国家财产的安全起到了保障作用。影片放

过后我们来到了监控和指挥中心台前，通过 21
个监控屏幕我们看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看到

了学校各个地方。刘月兴也介绍了由于系统的

建立，使得在校内发生的几起案件的侦破得 
到了保障。 

参观后同志们感叹有这么先进完备的安全监控和指挥系统，在首医工作真幸福。大家纷纷表示，不辜负学校为我们的安全

所做的一切，为首医腾飞而努力工作。（图、文：系统部 陈进） 
 

大书库举办书展 
今年 3 月，大书库迎来了 2800 多册新书，

其中计算机的新书大约有 600 册，有介绍

Autocad 制图、PPT 制作、精通 photoshop 
CS6、Java 程序以及网站设计与制作等各种

最新的计算机图书，我们专门把计算机的

图书挑选出来放在新书架上作为“计算机

新书展”，方便广大师生参考。 

今年 4 月大书库的专题书展给学生提供

了许多关于信息检索方面的书。越来越多

的信息资源已不再是实体的图书和期刊，

而是更多地表现为虚拟的电子信息资源。

搜索引擎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们在海量

信息中快速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提供了方

便，善用搜索技术是人们在网络时代应该

具备的一种重要能力。为了帮助学生提高 
信息素养，让学生学会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快速检索，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大书库特意举办了信息检索的书展。 
                                                                   （图、文：流通部 刘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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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盎然 美食节 

——记图书馆档案馆工会小组活动 
春暖花开、春意盎然，踏着春天的脚步，迎着暖暖的春风，图书馆档案馆工会小组的会员们敲锣打鼓拉开了第二届美食节

的序幕。 
此次活动本着弘扬民族美食文化，倡导文明健康的美食

理念，旨在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厨艺、增添生活乐趣的平

台，增强我们首医图书馆和档案馆人员一家人、建设大首

医的凝聚力。 
4 月 10 日下午，在图书馆二层会议室内人头攒动，香气

扑鼻，个个手持筷子或勺子低头品美食的评委们忙得不可

开交。这次的评委人数众多，将近 40 名。他们既是参赛

选手又是观众，同时还是身负重任的评委。此外，还特别

邀请了机关事务办苏溪主任担任评委主席。大家一边品，

一边交流着美食的做法。 
大家的作品种类很多，有中餐、西餐，有面点、菜品，

有鸡肉、牛肉、猪肉、鱼肉，还有汤类，真是应有尽有。

马馆长端来了亲自酿制的名为“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米

酒，备受欢迎，满满一锅到最后一滴不剩。马大姐的烧麦、

丁苗的芝士蛋糕、程艾军做的家乡鱼等也是转眼就被“抢”

空。还一些同志虽然倒班未能亲临现场，但也做好了美食托其他同志带来参赛。活动最后评选出了一个金厨奖、两个银厨奖

和最佳营养奖、最佳特色奖各五名。尽管很多奖品的价值还抵不上食材的花费，但大家纷纷表示，这次活动大家最开心的是

能够共分享、共快乐！ 
通过这次活动，大家彼此的心贴得更近了，集体感更加强了。在 2013 年的春天，我们首医人正以饱满的精神和激昂的斗

志投入争创国内一流、世界知名高校的建设中！（文：咨询部 王凌 图：采编部 黄肇隽） 
 

图书馆技能大赛纪实 
2012 年的最后一天下午， 图书馆二层会

议室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首届图书馆技能

大赛如期举行。参加比赛的是按行政组别划

分，三位馆领导和机关事务办主任苏溪分别

参加一个队； 由马路领衔的采编部-办公室

的学海大盗队，由黄芳领衔的参考咨询部-

书山绿林队，由龚佳剑领衔的流通阅览部的

-信息游侠队和由苏溪带队的系统部的-知

识特战队。每队由领队 1人+3位队员，本部

门其他人员可协助，或作为拉拉队。 

比赛任务有四项: 

1 捆书看那个部门既快又结实，捆书前挑

选非我馆图书，本项分值 2； 

2、排架上架，把自己捆的书按索书号排

序，本项分值 2 

3、根据纸条上的索书号，分别进文艺库、

工具书、外文库、现刊库找信息，本项分值

2 

4、文献检索，查找图书馆发表文章的数量，且根据纸条查找图书馆某位同志的某篇文章，最后的大宝在文章所在的期刊

中，分值 4。 

四个队严格按照竞赛规则进行，期间虽有差错，但也都顺利的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由马路带领的学海大盗队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苏溪带领的知识特战队获得第二，黄芳的书山绿林和龚佳剑的信息游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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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第三名。组织策划者之一王建刚为获得名次的队颁发了奖杯和奖章。 

苏溪主任发表了活动感想，他鼓励大家在困境中找快乐，在快乐中努力工作。 

最后，马路馆长向全体员工颁发了我馆首次印制的台历，她祝大家新年愉快！（文：系统部 陈进 图：系统部 牛莉丽） 

 

齐心协力解决问题 

--一条丢失数据引起的 
近期在工具书统计工作中发现了一个丢失数据现象，新购图书上条码、书标、磁条齐全，系统中却无该册数据信息。为此，

采编部、系统部、阅览部三部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全力核查此事件。 

系统部技术人员从 ALEPH500中看到本册信息被一个叫“YOUYI”的人员进行了修改，采编部从书商给的数据表中查到该书

却实到馆，从送书笔记本查到该书送往工具书，流通阅览部们却找不到在系统中单册信息的图书。 

为此大家齐聚系统部进行会商： 

1、 经系统信息确认在 2012年 5月份附属友谊医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到我馆进修，并被分配工号，可进行编目等操作， 

该书信息被友谊同仁修改。 

2、由于我馆一直选用两个供应商，为保证条码连续性和可操作性，采编部在两个书商条码号之间预留出一部分条码，用

以他用，被友谊同仁修改后的条码就在这个区段。 

3、 与系统供应商沟通，确认本册图书被修改过。 

结论，修改系统中该图书单册信息为书上信息。此书数据恢复正常。此事给我们的启示： 

态度决定一切，认真负责的态度，是我们工作中最需要的； 

能力保证一切，良好的技术和知识，是解决问题的必须保障；  

合作战胜一切，良好的合作精神，能大大提升战斗力； 

愿我们都在和谐环境中、愉快工作、幸福生活。 

 （文：系统部 陈进） 

         

“小图”-图书馆新服务手段备受青睐 
随着移动服务功能不断增加，图书馆系统部研究能否借助移动部分功能提升

图书馆服务质量，为新型图书馆读者提供全新服务，开通微信公共平台，既可

向读者发布有关图书馆各方面的信息，又可收集读者对图书馆的反馈意见，帮

助我们更好的改进工作。2013 年 3 月初，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微信公共平台-

“小图”诞生了，我馆也是国内首批使用微信平台开展读者服务的高校图书馆。 

我馆微信公共平台开通短短一个月，“小图”已逐渐成为校园内读者关注的焦

点、热议的话题，每晚“小图”发布图书馆白天发生的事情，通告和提醒读者

本周主要活动，特别是周三咨询部的例行讲座。“小图”为增加读者关注开展答

题活动，从形式到内容都非常适合新型读者，受到他们的热捧。校党委马谊平

副书记、主管图书馆的曹文军副校长也对小图给予了关注。 

小图在近期模拟江苏卫视标杆栏目开展了“一站到底”的活动，参与者众多，

答题也五花八门，读者在答题中享受成功喜悦的同时更加深了对图书馆服务的

了解。“小图”提高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兴趣，把推进机关党工委效能工程落到了

实处。愿小图茁壮成长。 （图、文：系统部 陈进） 

 

图书馆主动服务受到一线教师欢迎 
信息社会的特点就是信息量大，获得信息的途径多，图书馆在很多数读者的生活和工作中已经不再是不可或缺的获得信

息的必要途径，图书馆作为高校信息交换的核心场所在读者的心中的地位逐渐减弱，很多读者没有及时了解到图书馆的现

代化给读者带来的方便，这让图书馆丰富的资源无法得到最充分地利用。 
Calis原文传递和馆际互借是一个让读者方便获得权威信息的很好的平台，让读者不出校门就可以免费坐享全国500所高

校的图书和文献的资源，为了让广大的师生充分利用这个平台，我馆流通阅览部承担原文传递和馆际互借的老师到教研室

研究室面对面地为教师介绍这个平台，受到了广大教师的热烈欢迎，他们对图书馆的服务赞不绝口！ 

（文：流通部 唐玉萍 崔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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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红楼图书馆参后感 
为了更好地了解党史，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机关工会组织委员近期参观了位于沙滩五四大街

的北大红楼。兴建于 1918 年的北大红楼分上下 5 层，因其主体由红砖砌成而得名；。当初的建筑者肯

定没有意识到，从这时起，红色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调，一批批仁人志士从这里走出去，投身于火红

的革命征途。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纷纷来到这里，探询马克思主

义。 

北京大学图书馆曾是李大钊、毛泽东同志工作过的地方。红楼一层东南角这间李大钊的办公室，房

号是 119。如右图 

毛泽东同志当年就职于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做一名图

书馆的管理员，工作在登录室（如右下图）。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新到书刊进行登记、统计，

并填写书号、盖图书馆藏书章、帖书袋，并将新书卡片装入书袋等。借助收集管理文献的机

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的帮助，使得他在汲取消化和利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坚实的基础。 

北大红楼图书馆位于北大红楼一层，有登录室、采编室、2 个阅览室、14 个书库。整个图

书馆显得小巧、整齐、安静。陌生又熟悉的藏书柜，简约而不简单的报刊架，这一件件家具，

屋子内蕴含着的气息，都是值得参观学习和瞻仰的地方。 

社会需要变革、需要腾飞，在腾飞时更需要宁静与淡定。愿大家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学习、工作和生活，多做有益于人民和

社会的事情。（图、文：系统部 陈进） 
 

小议主题书展 
主题书展应该是为某一主题的图书搭建一个有效的阅读平台，把更多的优秀图书展现给读者，从而提高馆藏利用率的一种

服务方式。我馆自从去年 10 月开办以来，平均每个部门每个月一期，阅览室或大书库分别大约推出了五期。经历这一段时

期的展出，有一些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选题很重要。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图书中精选出优秀的、符合读者需求的图书，怎

样才能吸引挖掘出读者的潜在阅读欲望，是一项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次，宣传问题。每一次书展，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只是在各自的室内静悄悄的展出，

只有到本室来的读者才能看到。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一层大厅把各个阅览室展出的主题出

个通知或海报，吸引更多的读者参与其中。 
第三，关于周期问题。一个好的主题，应该适当延长展出周期，图书馆的一个借书周期

是 35 天，而一个主题书展的周期为一个月，这势必减少了部分读者的关注。 
第四，通过展出，我们看到了一些入库 2 到 3 年的仅借阅 1 次或无人问津的图书被读者

借出，把“死书”变为“活书”，或读者之间在展架前交换读书感想，并互相推荐图书，

充分发挥了馆藏资源潜在的使用价值，起 
到了开展主题书展的作用。对读者而言，则开阔了眼界，扩大了可读范围，在阅读的同时，对馆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图、文：流通部 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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