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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召开首医系统医院图书馆馆长工作交流会
2016 年 7 月 6 日，首医系统医院图书馆馆长工作会议在图书馆二层会议室顺利召开。馆领导以及来自宣武医院、友谊医院、
朝阳医院、同仁医院、北京电力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等 20 余家首医系统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图书馆馆长及相关工作人
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马路馆长主持。
首先，马路馆长对参会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接下来，两位临床医生汇报交流了使用图书馆采购的 ClinicalKey 数据库指导
临床诊治的案例及体会。随后，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副馆长谢志耘以“浅议泛在信息环境下医院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为题做
了报告，谢馆长分析了在新的信息技术变化背景下，医院图书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医院图书馆如何做好管理及服务
创新的建议。接下来，北京儿童图书馆馆长朱颖做了发言，主要介绍了北京儿童医院医学资源使用调查情况，并提出了下一
步改进方案及设想。最后，黄芳副馆长从外部环境、面临的形势及战略思路三个方面汇报了图书馆十三五规划。最后医院图
书馆馆长们还就图书馆服务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本次会议的召开，加强了我馆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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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印中心 黄肇隽 文：办公室 杨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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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参加第十四届艾利贝斯集团产品中国用户协会2016年年会
2016年6月29日--7月2日，艾利贝斯集团产品中国用户协会2016年用户年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本次年会由艾利贝斯集
团产品中国用户协会主办，贵州大学图书馆承办。来自全国各成员馆的馆领导、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公司代表共计180余人参
加了此次年会。本届年会主题是“使命 创新 发展——大数据时代图书馆服务创新”，重点关注新的信息环境和商业环境下，
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系统产品的发展趋势和策略。各用户馆围绕各馆使用的产品，在年会上交流分享了应用经验与研究成果。
会议还邀请了图书馆学专家参会并做主题报告。我馆龚佳剑副馆长前往参会。
在大会开幕式上，承办单位贵州大学贵州大学副校长王红蕾，艾利贝斯公司副总裁Shlomi Kringel先生先后致辞。用户协
会秘书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斌就秘书处2016年开展的各项工作做工作汇告，艾利贝斯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沈
辅成先生就艾利贝斯集团产品在中国的发展做年度汇报。艾利贝斯公司副总裁Shlomi Kringel先生做了题为“EX LIBRIS
OVERVIEW”的报告，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陆伟、新加坡管理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Shameem Nilofar和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图书馆馆长张甲，围绕着信息检索前沿技术进展，21世纪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新角色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Alma
实施报告等内容先后进行阐述。
大会随后开设两个分会场进行了用户技术交流。用户单位的图书馆员与艾利贝斯公司北京代表处的技术人员，围绕艾利贝
斯产品ALEPH、Primo和Summon等应用的实施应用以及产品的推广与服务的经验等方面全方位展开学术交流与研讨。艾利贝斯
公司北京代表处的技术人员针对ALEPH、Primo/SFX、Summon/360Link等产品的新增功能以及更新和Alma的相关功能展开介绍。
本次大会还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聂华、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窦天芳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斌分别
就后图书馆系统时代技术与服务深度融合、图书馆信息化发展新引擎等主题分别做了学术报告。
在闭幕式环节，用户协会秘书处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张奇伟教授做大会总结。宣布2017年用户年会由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图书馆和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联合承办，并公布CCEU理事单位第一次扩容的7家图书馆，我馆经过申请和其他
成员馆推荐，增选为CCEU理事单位。
（文：办公室 龚佳剑）

用安全之水、过健康生活
临近暑假，为让同志们安全度过暑假、防止传染病和流行病的发生，机关工会近期举办《家庭饮水安全》讲座，主讲人为
北京市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水科科长敬燕燕。图书馆馆长机关工会主席马路、图书馆各部门同志、机关工会各小组的成
员30余位同志参加了讲座。
敬科长介绍生活饮用水是指由集中式供水单位直接供给居民的水含居民饮水和生活用水，居民用水需最少三个月检测一次
用水安全，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饮用水70年不能对健康产生明显危害。
目前家庭使用的净水器、饮水机等都需要按规定进行检测，最少每三个月要消毒一次饮水机，净水器滤芯则根据情况进行
更换。社区刷卡饮水机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家庭抽水马桶也存在安全隐患。
通过敬科长的讲解，大家对用水有了进一步了解，无论使用哪种饮水设备都要把水烧开再饮用，任何饮水设备都需要定期
进行检查和更换滤芯。从现在起从我做起，用安全之水、过健康生活。

（图、文：系统部 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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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馆员参加助力图书馆研究服务加速双一流建设进程——2016汤森路
透DRAA Web of Science中国用户大会
2016 年 6 月 20 日-22 日，汤森路透“助力图书馆研究服务加速双一流建设进程——2016 汤森路透 DRAA Web of Science
中国用户大会”在重庆举办。约 210 位来自 160 多所中国高校图书馆和科研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专家和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
我馆参考咨询部刘玉婷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大会共分为 Web of Science 在中国应用的回顾与展望、汤森路透助力高校双一流建设与图书馆研究服务、图书馆 Web
of Science 应用经验交流、来自 Web of Science 用户的声音四大专题，深度解析了 Web of Science 高校组团和现状展望。
参会的各位专家就 Web of Science 数据资源在图书馆研究及学科服务、高校科研管理和战略规划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和成功
实践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 同时，汤森路透全球及中国专家团队介绍了助力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与图书馆研究服务的最新
解决方案。
通过本次会议学习，我们对 Web of Science、ESI、InCites 数据库和分析工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其在高校的应用有
了更全面的了解，对我馆开展学科评价、学科服务，情报研究工作，助力我校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文：咨询部 刘玉婷）

2016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为了更好地推进高校图书馆的创新与发
展，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
会(以下简称高校分会)主办，宁夏大学图书
馆、中国教育装备采购网承办的“2016 年
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于 6 月 16 日在
宁夏银川召开。论坛以"机遇与挑战——大
学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策略及实践"为主题，
吸引了来自国内外近三百所高校图书馆代
表以及相关公司代表共 550 余人出席参会。
开幕式上，宁夏大学副校长、宁夏高校
图工委主任田军仓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
代表学校对此次论坛在银川召开表示祝
贺，对参加论坛的各位代表表示热忱欢迎。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高校分会主任、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代表高校分会致
辞，他表示此次论坛的召开表明了图书馆人积极参与的意识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同时也说明了论坛影响力的愈发扩大。高校
分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宋姬芳主持了论坛开幕式。
为期两天的论坛包括两场主论坛、六场分论坛共 46 人进行报告，内容涉及图书馆的长远规划与协同发展、图书馆深层服
务与拓展服务、空间再造及服务推广、图书馆服务能力建设及用户信息素质培养、大学图书馆经典案例分享、智库建设及网
络信息安全与技术等。
在主论坛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馆长 Susan E. Parker、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李广建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
研究所所长孙坦分别作了论坛报告，并结合工作实际探讨和分析了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发展的战略规划，数字图书馆的现状和
挑战、创新方向与途径等多方面内容。百度学术产品总设计师曹冰代表图书馆方面相关企业做了报告。先进的理论观点、丰
富的案例展示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指导经验。
在 17 日的闭幕式上，从专家、企业报告到头脑风暴进一步诠释论坛主题。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高校分会主任朱强作了
题为《网络环境下的用户隐私保护》的报告。朱强馆长强调，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图书馆致力于提高服务质量的前提下，还
要重视读者隐私权的保护，以加强读者和图书馆之间的信任。西安知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 钱建立以《利用查收查引系统
实现拟引进人才评估》为题作报告，介绍了查收查引系统的功能作用。
（图、文：咨询部 田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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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好书推荐
每个人的心理都有正常的一面，也都有异常的一面。各种“不可思议”心理学强势来袭，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看不到
的。

洗脑心理学
社科书借阅室 B84-49/TL
“洗脑”这个概念实在十分宽泛，不久前这个概念还被广泛用于一切试图改变人们思想的活动。对于这个概念的合理性，凯
瑟琳·泰勒的《洗脑心理学》从很多领域进行调查，包括宗教、政治、广告与媒体、教育、心理健康、军事、刑事审判制度、
家庭暴力以及刑讯。我们发现，洗脑是引发社会影响的一个极端形式，社会心理学家仍在研究和理解其中的机制，而且这种
影响的强度差异巨大。我们探讨了包括个人、小团体和社会的一系列相关情况，发现“洗脑”所产生的各种影响都具有如下
特征：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欺诈，或者二者兼有。
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洗脑的可怕之处，害怕我们的思想被粉碎，然后按照别人的意愿重塑。我们对于洗脑的恐惧来源于一种观
念，即认为自己是自由、理智、坚决的个体。

诡异心理学
社科书借阅室 B84-49/WBB
心理学并不普通，心理学也有很多诡异之处，而这些诡异心理学又往往是人们生活之中的盲点，读懂诡异心理学，才能明了
拨开这些诡异心理学的迷雾，使自己在学习生活中不受干扰。本书将诡异心理学一一呈现出来，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给读者
一个合理运用和识别的空间，是一本不可错过的心理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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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心理学
社科书借阅室 B84-49/WL
《脆弱心理学》是一本讲述有关“脆弱”的通俗心理学读物。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感到无助、脆弱，本书结合
实际和理论，告诉读者其实脆弱并不是软弱代名词，脆弱的感受其实是创造力和情感的核心，直面和展现脆弱真实的一面，
真诚面对自己很害怕的部分，反而能激起心中的潜在的能量，从而树立自信、勇气，发掘自身才能和创造力，开创其他一切
的可能性。
本书内容主要分四个部分：从直面脆弱到守护心灵，进面拓展自我，激发人自身的心理能量，可以帮助读者以崭新的视野看
待生命，克服困难，从而走向成功，使自我不再受限。

重口味心理学
社科书借阅室 B84-49/YY
你的身边是否有些人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总有一种事物让你没来由地害怕？你的大脑是否经常不受意识控制地涌入一些
想法、影像或冲动？你身边是否有些人会突然性情大变，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你听说过有的男性有着“害羞的膀胱”吗？
他们在公共卫生间小便时一定要等到旁边没人，或者到一个单独的小隔间，否则便尿不出来。
《重口味心理学》是心理学的最后一块隐秘，幽默另类、通俗易懂地讲述了各种重口味心理现象，如多重人格障碍、特定精
神分裂、恋童癖、恋物癖、露阴癖、性欲倒错、特定对象恐惧症等，配有大量生动真实的案例，并附作者独到的分析，教你
如何一眼看穿身边人的所有秘密和怪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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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咖心理学
社科书借阅室 B84-49/YZ
讲述让人目瞪口呆的极端心理
解密你身边重口味的怪异行为
汇集众多离奇古怪的极端行为案例，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深度解析，让你从一个从未发掘的角度找到人类内心最隐秘的角落
每个人的心理都有正常的一面，也都有异常的一面。请注意：怪咖就在你身边。

荒诞心理学
社科书借阅室 B84-49/ZHL
这里有最“荒诞”、最“不可思议”的心理学故事，它们会带你进入一个妙趣横生的“内心世界”。“荒诞心理”强势来袭，
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看不到的。《荒诞心理学》让你一翻开就爱不释手的“开心”宝典。
（图、文：流通部 周菁）

首医图书馆

2016 年第 4 期

2016 年 6 月

大厅电子借阅机—7 月好书推荐
本文推荐所有图书
都可以在一层的借阅机下载哦
暑假给行李肩负
下载几本书回家吧~
No.1 罗辑思维：成大事者不纠结
作者：罗振宇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分类：人文社科
简介：
我们从《罗辑思维》众多节目中，精选出如下典型案例：
活在妄念中的张廷玉，一个公务员的海市蜃楼；专注当下的曾国藩，成大事者不纠结；妄图恢复拿破仑一世光荣的拿破
仑三世，别被过去绑架；作为读书人的卢梭，换个姿势有新活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迷茫，每一代人都在寻求出路。迷茫时代，怎么当个明白人？
No.2 橄榄成渣
作者：高军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分类：文学艺术
简介：
本书是高军（豆瓣网名“风行水上”）继《世间的盐》之后又一绘饰世事百态的随笔集，延续其一贯的极富趣味、极见
人情的写作风格。
全书分为五辑：《橄榄成渣》《在人间》《异谭》《风物绘》和《一握砂》。豆瓣最具人气作者最新世味散文，人间百
味，趣味打底！
No.3 原谅不美好
作者：韩梅梅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分类：文学艺术
简介：
川流不息的生活里，总有些事，让你失望；总有些人，让你心伤，总有些日子，阴霾遮挡了阳光。
原谅不美好，原谅没有月光的黑夜，原谅不期而遇的迷茫；原谅不美好，原谅内心的不安和彷徨。
时间或有沧桑，生命依然明亮。所有的不美好，都在等待我们原谅。静静翻开一页，让你在不够美好的世界里，安然走
过每一天。
No.4 唐朝定居指南
作者：森林鹿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分类：历史军事
简介：
《唐朝定居指南》是《唐朝穿越指南》的姊妹篇，是一本唐代风俗史方面的极佳入门读物。
全书以浅显风趣的笔调，介绍唐人衣、食、住、行、语言、娱乐、宗教、节庆、社会制度等多个方面，从细节出发，展
现唐代（主要是初唐时期的长安）社会图景。
书中提供的大量历史细节，源自古籍、出土文物，敦煌壁画以及该领域的学术专著、专业论文等，虽语言诙谐，但调侃
适度，引经据典，内容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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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现实篇）
作者：时寒冰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分类：经管理财
简介：
是什么导致了货币的持续超发？如何看待中国的股市？判断中国房价趋势转变的关键点是什么？当下与未来的风险和
机会在哪里„„
本书详细剖析了中国经济 2012 年大转折和 2013～2015 年大纠结的深层原因，深入分析了中美恐怖平衡构建的根源，全
面解读了美国惊心动魄的金融杀大战略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并展示了大国的战略布局。
No.6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未来篇）
作者：时寒冰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分类：经管理财
简介：
2016～2022 年，中国经济大调整，美元进入加速上涨周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将被引爆，令人恐惧的大危机与令人心仪
的大机会同时到来。2023～2034 年，美元暴跌，资源暴涨，全球进入大滞胀时代„„
本书以全球视角，展现出一个波澜壮阔的涵盖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宏大趋势，以及涵盖楼市、汇率、大宗商品等在
内的微观趋势，让未来 20 年纤毫毕现。
No.7 活在当下
作者：〔美〕芭芭拉·安吉丽思
出版社：印刷工业出版社
分类：人生哲学
简介：
这是一本文笔优美、充满诗意的身心灵散文集，有爱的能量与发人深省的力量洋溢在字里行间。阅读本书，对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魂都是一种很好的滋养。
安吉丽思努力在每一个生命的片刻，每一桩人生中都带着爱、带着欣赏、带着觉察去全身心地品味。
生命其实可以被看作一种物质，它是以时间为单位的。保持这样的生活态度，必然会在生活中体会到许多别人未曾发现
的美妙滋味和人生领悟。
No.8 为何家会伤人
作者：武志红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分类：人文社科
简介：
这是一本温柔的书，也是一本有用的书。为何爱会伤人？武志红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了我们答案：爱情是一个轮回，在
爱情中，我们想重温童年的美好，修正童年的错误。
作者用最温暖有力的文字贴着当下读者的心，凭借十年行业经验，带领为家庭关系所困的万千读者一起踏上自我治愈与
寻求幸福和自由的旅程。
No.9 史上最强日本史（全 3 本）
作者：樱雪丸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分类：历史军事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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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通俗流畅的笔法讲述了 1543—1868 这三百多年间日本的战国乱世，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任务为主线，
对武士、商人以及江户幕府十五代将军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
全书注重对当时日本战争历史的叙述，对江户（东京）的“町文化”则着墨最多，并穿插了对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
以及百姓生活的演义。
No.10 我送女儿进常春藤
作者：〔新西兰〕李军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分类：亲子育儿
简介：
本书是作者对成功培养女儿 16 岁考入美国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学者”
称号的亲身经历的叙述。
作者通过对女儿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和生活的详细描述，让读者感受到什么是快乐的成长，什么是顺其
自然的教育。
在书中，作者介绍了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教育理念、原则、方法和技巧，其本质就是作者最为崇尚和追求的教育真谛：
顺其自然，顺势而为。
No.11 我为什么要投资你
作者：李晓艳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分类：经管理财
简介：
《我为什么要投资你》是 12 位著名天使投资人的切身体会，也是第一手投资实战案例分享。
12 位“创业导师”分别是：薛蛮子，徐小平，李开复，小米网 CEO 雷军，腾讯联合创始人曾李青，7 天假日酒店、汉庭
快捷酒店联合创始人季琦，“站长之王”蔡文胜，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华兴资本创始人包凡，清科创始人倪正东，前香港
联想总经理吕谭平，杨向阳。
（图、文：办公室 丁思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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