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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迎接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专家参观考察 
2014 年 10 月 20 日上午，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专家

到图书馆进行参观考察。专家组全体成员和学校相

关领导首先在图书馆门口进行合影，随后进入图书

馆进行正式考察。 

在图书馆一层大厅，马路馆长向专家们介绍了院

士墙。学校将我校院士大幅彩照及简介陈列于图书

馆内，就是希望师生们一进入图书馆，就能在院士

们成就和事迹的激励和感召下勤奋学习，刻苦钻研，

为践行“扶伤济世，敬德修业”的校训而奋发图强。 

随后专家们来到图书馆五层参观我校建设发展成

就展。展览通过学校历史、学校文化、院士风采、

建设发展成就等部分生动展示学校发展成就及精神

文化。 

最后，专家们参观了图书馆古籍特藏室。我馆收

藏古籍约 1800 部、30300 余册。馆藏古籍中有 62

种收集在《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全部为孤善本，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我馆领导在随行过程中，向专家们介绍了图书馆的基本情况以及为学校教科研提供的各种服务。 

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承担着学校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保障任务，在学校教、科、研各项工作中发挥十分重要

的支撑保障作用。全体图书馆人在校、馆两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学校相关部门的配合下，立足本职工作，为本次临床医学专

业认证做好了充分准备。图书馆决心以本次认证为契机，以文献资源建设工作为基础，拓展传统读者服务，进一步推进深化

学科服务，为我校早日建成学科高原和学术高峰而努力奋斗。（图、文：办公室 龚佳剑） 

 

大书库举办专题书展 
每年的 10 月 22 日为世界传统医药日。顾名思义，传统医药是历史留传下来的医药

经验和技术，各国的传统医药是国际医学界的宝贵财富。我国的中医、中药是世界传

统医药的主要代表之一，已有几千历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为保障人类健康做出了巨

大贡献。所以，大书库 10 月的板报是介绍“世界传统医药日”的相关内容，专题书

展是中医书籍。希望广大同学更深入的学习我的中医、中药知识，传承我们的祖国医

学。 

（图、文：流通部 刘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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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与发展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14年 10月 24日，由北京高教学会图书馆工作研究会用户研究与服务专业委员会主办，我校图书馆承办的北京高校图书

馆服务创新与发展研讨会在学术交流服务中心成功举办。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信息和通讯技术迅猛发展，图书馆面临着更为开放的环境：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兴起，移动

技术蓬勃应用，开放获取运动方兴未艾，传统的信息资源形态和传播利用方式改变，图书馆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受到了新挑

战，也赋予了新机遇。用户服务是实现图书馆价值的重要途径，也是图书馆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呈现出多元化、

个性化、数字化等新趋势，用户服务的手段和方式不断更新。 

在上述背景下，为推进用户服务及其研究，促进各成员馆的交流，本次研讨会得以举行。会议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背景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专家和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同仁共 70 余人对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工作展开理论研

讨和实践经验交流。我馆也就如何利用微信平台拓宽用户服务进行了报告及交流。 

   

 

                         （文：办公室 龚佳剑 图：采编部 黄肇隽） 

 

 

电子书借阅机入驻图书馆 
近日，图书馆一层大厅新增了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高富帅”——电子书借阅机，童鞋们轻松扫一扫，就可以把他带回

家。 

高——瞧下图，大大的屏幕、瘦高而挺拔，看上去像超大版的智能手机！ 

 
 

富——这台 24 小时电子图书自助借阅系统，内置 2000 种最近三年出版、独家授权的电子图书。内容涵盖健康生活、文学

名著、少儿教育、小说传记、社会法律、经管励志、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 11 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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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极大程度低满足童鞋们的阅读需求！ 

帅——童鞋们只需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及其他设备在电子书自助借阅终端设备上扫描图书二维码即可在 30 秒内轻松下载，

下载之后的电子书籍保存在终端设备上，亲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无限次免费阅读！ 

电子书借阅机的引进有效地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开启了二维码“扫一扫”的图书借阅的新时代，使得童鞋们通过信

息化手段享受掌上阅读的快乐。  (图、文：采编部 王婷) 

 

图书自助借还机亮相图书馆流通部 
近日，我校图书馆借书处安装了图书自助借还机。借书、还书可以读者自己操作，既方

便又省时。 
自助借还机的顶端是一台液晶显示屏，界面显示“借书、还书”的字样。若想借书，将校

园一卡通放在借还机右侧的刷卡处，显示屏界面立刻出现操作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

学号，卡内已借图书的列表，然后把所要借的书放在显示屏下方的一个 V 形凹槽里，扫描

仪会自动扫描书上的条形码，这本书的信息就被成功输入到仪器里，这时机器会语音播报：

“借书成功，请拿开书籍。”机器自动对书消磁，整个操作过程结束。如果还书，操作更加

简便，只需将所要还的书放在 V 形凹槽里，扫描仪自动扫描书上的条码，报出“还书成功”，

然后机器对书充磁，读者操作成功后，将书放在桌子上或交给老师即可。 

  

（图、文：流通部 刘燕平）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祖国母亲繁荣富强 

——2014 国庆节升旗观礼有感 

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65周年的纪念日。这天的早晨是

55 岁的我一生以来最不同寻常的早晨。我有幸作为民主党派人士被邀请到北京

天安门城楼观礼台，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旗仪式。 

十月一日凌晨 3 点半，我即起床乘车来到午门，穿过天安门城楼门洞上到西

侧观礼台。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观礼台时，发现台上 6000余人济济一堂，

更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金水桥两侧黑压压一片人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的

游客，从广场国旗南侧至毛主席纪念堂中的区域挤满了来观看升旗的人，起码

有五万人，真叫人山人海。 

6点 7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从天安门城楼向国旗杆

行进，其后是步伐矫健、整齐划一的国旗班战士方队。6 点 10 分，国旗班国旗

手将鲜红的五星红旗穿入到国旗杆上后，潇洒的一扬手，随即雄壮的义勇军进

行曲响起，全场观众瞩目国旗缓慢升起，当国旗升到旗杆顶部时，上千只和平

鸽飞临广场上空，那特有的鸽哨声不绝于耳，接着几千只红色气球腾空而起，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气球组成了祖国地图版图形状，在场观众无不欢呼雀跃！ 

仪式短暂，但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慨万端。我差不多见证了新中国建立以来 65 周年的风雨历程，深感有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经过无数革命先烈奠基、几代国人建设的新中国，已经以骄人的姿态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虽历经坎坷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实现，不由得每个中华儿女不由衷地感到自豪！我感到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所肩

负的继续促进和谐、推进发展的光荣历史使命，并发自内心地祝福祖国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图、文：系统部 陈进）  

 

 



首医图书馆                                 2014 年第 6 期                                    2014 年 10 月 

三十年后相聚，回报母校情深 

——我校七九级校友捐赠图书纪实 
1984年，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学成毕业，带着母校的期望，

带着各自的梦想，放飞！ 

2014年，一辈风度翩翩的长者建树卓著，带着不凡的成就，

带着依旧的童真，归来！ 

我校七九级临床同学毕业三十年后，发起了一次难得的聚

会，他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飞到北京，飞回母校，重温

当年学生时代的种种美好，畅谈三十年来各自的不凡经历。

与此同时，他们不忘母校情深，非常想为母校做点什么。经

过讨论，大家决定用他们三十年从医的经历和经验，用他们

对医学事业孜孜不倦的研究心得，为学弟学妹们推荐目前国

际医学界最畅销、最实用、最有价值的英文原版图书，同时

决定大家集资购买下这些价格不菲的珍贵文献，捐赠给母校

图书馆。2014年 9月 11日，七九级学生代表带着这份厚重的

礼物来到图书馆，同时把他们对母校的深情厚谊、对学弟学

妹们的殷切期望一同交到了图书馆手中。图书馆副馆长龚佳剑代表学校接受了这份捐赠，并将捐赠证书颁发给了七九级学生

代表。 

这份真情，母校欣纳；这份期望，晚辈铭记。  （图、文：采编部 刘宝杰） 

 

路痴是病，得治——诺奖告诉我们路痴缺的是海马区位置细胞 
十一期间除了晒旅行晒大餐 

朋友圈最火的就是诺奖的生理学和医学奖啦 

小图抱着“逗比”精神看学术 

看到的就是—路痴是病，得治！路得治 

先来回顾一下今年的诺奖 

 

等等！后面两只肿么这么有夫妻相！好吧，他们真的是夫妻（^_^）莫泽夫妇已

经共事超过 30 年, 结婚超过 28 年。两人常年一起在北极研究神经科学, 这也是

诺奖上出现的第 5对夫妻档,可真是学霸夫妻中的战斗机！好了，话说回来，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约翰·奥基夫和莫泽夫妇（迈-布里特·莫泽、 爱

德华·莫泽）。 

奥基夫在 1971年发现了海马区中的位置细胞（place cells），莫泽夫妇在 2005

年发现了内嗅皮质中的网格细胞（grid cells），它们构成了脑中定位系统的细

胞基础（cells that constitute a positioning system in the brain）。 

奥基夫 1939年生于纽约，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目前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担

任教授。1971年他因发现了海马体中的位置细胞从而一夜成名。他通过系统地分

析影响个体的海马神经元的放电性能的环境因素发现的位置细胞，出版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关于认知地图的空间记忆功能的专

注。30 多年后的 2005年，挪威科学家梅-布里特·莫索尔及其丈夫爱德华·莫索尔发现了另一种大脑中定位系统的组成细胞

——网格细胞。他们通过记录老鼠的运动轨迹和其大脑内嗅皮层内神经元的发放模式的关系，第一次揭示了老鼠大脑中对外

部环境空间的表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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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来看看海马回好了 

还没学的咱们预习一下 

学过的忘了的复习一下好了 

神经系统一向是 

“学的是头头脑脑，学完了摸不清头脑” 

海马体（Hippocampus）又名海马回、海马区，是位于脑颞叶内的一个部位的名称，

人有两个海马，分别位于左右脑半球。它是组成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担当着关于记

忆以及空间定位的作用。名字来源于这个部位的弯曲形状貌似海马。 在阿兹海默病中，

海马体是首先受到损伤的区域：表现症状为记忆力衰退以及方向知觉的丧失。大脑缺氧（缺氧症）以及脑炎等也可导致海马

损伤。 在动物解剖中，海马体属于脑的演化过程中最古老的一部分。来源于旧皮质的海马体在灵长类以及海洋生物中的鲸

类中尤为明显。虽然如此，与进化树上相对年轻的大脑皮层相比，灵长类动物尤其是人类的海马体在端脑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相对新皮质的发展，海马体的增长在灵长类动物中的重要作用是使得其脑容量显著增长。 

于是乎 

当你缺少所谓的“GPS 定位”细胞的时候 

恭喜你 

你就差不多是个路痴了 

这个病能不能治就等着你们了，少年！ 

(图、文：办公室 丁思瑀) 

 

 

2014 诺贝尔文学奖——莫迪亚诺 

 
根据诺贝尔官网消息，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为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颁奖词中盛赞他精通“记忆的艺术”，

称其作品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 

此前曾多次被认为是获奖热门的日本小说作家村上春树今年仍无缘奖项。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2012年的这一奖项则由中国作家莫言获得。 

瑞典皇家学院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有 210位提名候选人，其中 36位是首次获提名。 

历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为 65岁，其中最年轻的获奖者为 46岁。 

下面来看看，你能来图书馆借到的莫迪亚诺作品 

1.《夜半撞车》 

馆藏地：文艺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I565.45/MDY 

数量：两本 

状态：在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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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来借！手快有、手慢无】 

《夜半撞车》是“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3”评选中法国文学入选作品。深夜，一名孤独的青年在巴黎街头漫步，

被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轿车撞倒了。他与肇事车辆的车主，一位名叫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女子一起坐上警车，被送往

医院。等他清醒时，却只身躺在一家诊所，那名女子已不见踪影，而他得到了一笔钱。为了弄清事实，离开诊所后，他按照

一个不确切的地址，开始寻找、调查那位女子，而那辆肇事的湖绿色“菲亚特”则成了他追寻中的最重要的线索。这位女子

使他想起了另一名女子，湖绿色的“菲亚特”使他想起了一辆小型货车。整个寻找的过程又是一个回忆的过程。小说描述了

这位年轻人在寻觅的过程中，记忆起一幕幕早年生活的片断，重新思索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最终，他找到了雅克琳娜-博塞

尔让，一切又复归平静。 

2.《青春狂想曲》 

馆藏地：文艺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I565.45/MDY 

数量：两本 

状态：在架上 

【速度来借！手快有、手慢无】 

“孩子们在花园里玩耍，快到每天下棋的时候了。”  

奥迪尔明天要过三十五岁生日了。  

“快乐之家”儿童食宿公寓结束营业，木屋将完全属于他们一家所有。路易打算经营茶餐厅。  

  看上去温馨富足。生活很可留恋。  

  前尘往事，早已遗忘。  

  可是作者偏偏要一点点掀起旧日噩梦，主人公二十岁时的人生经历。  

  巴黎，曾经的污泥般的生存。他们为了生存被践踏被侮辱，人的价值完全沦丧。渺小悲哀的一度青春。  

  偶尔的机会，他们拐带了犯罪团伙的一笔钱，逃离到偏僻的山区，买下木屋隐居起来，从此过上安逸生活。  

  人生过半，生命这种庸常的状态会一直延续，仿佛大海中一个小小泡沫，转眼生老病死。  

  人类共同的命运，不过如此吧。 

（标红均为通过读秀知识库可以阅读的哦） 

 《星形广场》（La Place de l'Étoile） (1968) 

 《夜巡》（La Ronde de nuit） (1969) 

 《环城大道》（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1972) 

 《凄凉的别墅》（Villa triste） (1975) 

 《家庭手册》（Livret de famille） (1977) 

 《暗店街》（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1978) 

 《青春》（Une Jeunesse） (1981) 

 《记忆的小路》（Memory Lane ）(1981, 由 Pierre Le-Tan配图) 

 《如此勇敢的男孩们》（De si braves garçons） (1982) 

 《消失了的街区》（Quartier Perdu） (1984) 

 《八月的星期天》（Dimanches d'août） (1986) 

 《戴眼镜的女孩》（Catherine Certitude） (1988) (由 Sempé 插图) 

 《拉孔布·吕西安》（Lacombe Lucien）(1974) 

 《缓刑》（Remise de Peine） (1988) 

 《儿童更衣室》（Vestiaire de l'enfance） (1989) 

 《蜜月》（Voyage de noces）(1990) 

 《废墟中的鲜花》（Fleurs de Ruine） (1991) 

 Un Cirque passe (1992) 

 《春季之犬》（Chien de printemps） (1993) 

 《走出黑暗》（Du plus loin de l'oubli） 



首医图书馆                                 2014 年第 6 期                                    2014 年 10 月 

 《多哈·布慧德》（Dora Bruder） (1997) 

 《陌生的女子们》（Des inconnues） (1999) 

 《小首饰》（La Petite Bijou） (2001) 

 《夜半撞车》（Accidentnocturne） (2003) 

 《家谱》（Un pedigree） (2004) 

 《青春咖啡馆》（Dans le café de la jeunesse perdue） (2007) 

 《地平线》（L'Horizon） (2010) 

（莫迪亚诺所有的作品，小采已经屁颠屁颠的去买了~） 

(图、文：办公室 丁思瑀) 

 

 互动教学系统 
图书馆为了更好的辅助教学，新引进基于 Microsoft SURFACE 系统的《互助教学系统》，目前系统安装在图书馆 5 层研讨

间。每个研讨间有一台 50寸大的显示屏，一个网络存储器，一台 Microsoft SURFACE和 4 个平板电脑。 

为了更好的使用新设备，工作坊组织部分学科馆员学习了新系统的使用方式，安装系统公司的人详细介绍了系统的组成、

使用方式。大家边听边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同志们纷纷表示加强读者宣传活动，让学校的老师、学生尽快利用这些先进设

备为教学科研服务。 

 

 

（文：系统部 陈进 图：咨询部 王凌） 

 

 

走进农大，体会别样文化氛围 
2014 年 9 月 20 日，我校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外联部部分成员在部长张新的带领下，代表本校图书馆参观走访了中国农

业大学，体验不同的文化与氛围。 

在农大生物工程院主席等人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农大西校区的图书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不同的管内环境，多样的图

书种类……有许多值得我校图书馆借鉴并且改善提高的方面。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农大的莘莘学子，同样也在为了学业以及心

中的梦想而努力学习，为了国家的发展而奉献自己的一份力。在与他们的沟通中，我们了解到农大图书馆的管理与运行模式。

刷卡预约，定时清理，图书借阅归还等等一系列管理体系，并且也分享了我们图书馆经验与管理方法。 

在参观图书馆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了不同的文化氛围与管理经验，让我们能够在图书馆的发展建设中吸取经验并且明确

方向。这次交流不仅交换了我们彼此的经验并且增进了两所学校之间的友谊。希望此类活动能对图书馆的发展建设起到积极

的作用，让首医图书馆成为首医的明信片！（文：流通部 崔勇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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