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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举办“首都十大健康卫士”钱素云教授交流会 
11 月 9 日下午，“首都十大健康卫士”钱素云教授

交流会在图书馆二层会议室举办。我校副校长曹文军、

图书馆领导以及部分在校学生参加了交流会。交流会由

黄芳馆长主持。 

黄芳馆长向大家介绍了与会领导及嘉宾。主讲嘉宾

钱素云教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PICU

主任，曾获得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北

京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中央电视台“最美医生”等多

项荣誉，于 2017 年 5 月被评为“首都十大健康卫士”。 

钱素云教授向大家作了题为《一名医生的体会》的

报告。她分享了自己作为普通医生发展至今的个人经历

以及对儿科医生职业的感悟和思考，通过实例向大家阐

述了成为一名好医生需要具备的几项品质。一要有要强

的个性。认真做好每一件事。二要有较强的执行力。工

作中遇到事情就要立即去做，尽心做好，尽快完成。三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正确看待付出与得到的关系，任何成绩的取得

都需要艰苦的付出。四要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钱教授通过实例强调了独立思考对于医生的重要性，不要完全跟着别人的诊

断走。五要懂得谈话的艺术。需要让患者家属心里安定，注意减少他们的紧张和焦虑，积极引导家属配合诊疗。六要正确处

理医患关系。医生的关注点要聚焦在为病人解决问题，注意和家属充分的沟通，多数医患矛盾可以避免。七要正确对待工作

与个人喜好之间的关系。很多人在工作之前并不清楚自己喜欢或擅长什么职业，我们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历练，慢慢培

养，逐渐去热爱个人的工作。随后，钱素云教授还与参会师生就医学生成长和如何处理个人付出和回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交流。 

曹文军副校长作总结发言，表示听完钱素云教授的报告深受感动，钱教授用大量的实例生动地展现了她在从医过程中的

思考和感悟。钱教授的事迹也诠释了我校创建者吴阶平院士提出的一个好医生所应具备的要素，即“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

术和艺术的服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高水平的医疗卫

生服务，希望参与交流会的同学们能以钱教授为榜样，在医学道路上时刻牢记医学生誓言，更好地“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

之完美”。 

本次交流会作为图书馆举办的“真人图书馆”系列活动之一，得到与会师生的充分肯定和支持，与会同学表示跟钱教授

交流的机会非常难得，作为一名学生，也是一位读者，从钱素云教授这里“读”到了一名好医生所应具备的品格和气质，也

为自己将来如何成长为一名合格医生指引了方向。（图：办公室 谢秀芳 文：办公室 杨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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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2 人参加华北地区高校图协第三十一届学术年会 
2017年 9月 19日至 22日，华北地区高校图协第三十一届学术年

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200 多名来自华北地区高校的图书馆同仁齐

聚一堂，围绕会议主题“现代高校智能图书馆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交流。

我校图书馆副馆长张清华、系统部陈进老师参会。 

会议内容丰富、安排紧凑，从专家报告、馆长论坛、论文交流、分

组讨论到参观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及民族博物馆等，对新进入图书馆工作

系统的本人而言，信息量大，新领域，新视野，所闻所行，无不冲击头

脑，引发所思所悟。主要体会和收获如下：1.对图书馆发展的整体态势

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信息时代，网络环境，智能（智慧）图书馆建设

势在必行，是方向和目标；2.高校图书馆在大数据的挖掘、整合、优化、

分析、利用方面，要结合需求，更要满足深度需求；3.高校图书馆服务

理念、服务模式的转型有待进一步突破，精准了解需求，主动推送，个

性化（定制）服务，本人对重庆大学智慧图书馆的实践探索比较认同；4.智慧馆员的培养是图书馆核心作用发挥的关键。此

外，在阅读推广、数据服务平台建设方面也有所启发；对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空间布局及民族文化特色有了直观

感受，也观察到服务接待的一些细节，可以借鉴。同时也切身感受到华北高校图书馆协会这个大家庭的积极、开放、畅言的

整体氛围。 

会议期间举行了乒乓球友谊赛，并对 148篇参会论文中的 54篇优秀论文进行了表彰，陈进老师荣获优秀论文奖。 

                                            （图、文：办公室 张清华） 

 

我馆代表参加“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 
10 月 27日至 28日，由清华大学图书馆主办，教育部高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指导，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慕华

科技承办，贵阳孔学堂文化中心协办的“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在贵阳孔学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 109家单

位近 200 名专家学者齐聚贵阳孔学堂，共同探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素养教育相关议题。我校图书馆副馆长李连杰和参

考咨询部王凌、程艾军参加了会议，程艾军馆员在以“信息素养的嵌入式教学”为主题的第三工作坊上作了嵌入式教学案例

的分享展示，得到同行好评。 

会议期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黄如花教授，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邓景康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肖珑研

究馆员，北京市教学名师、清华大学电机系博士生导师于歆杰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张冬荣研究馆员，清华大学图书馆林佳研

究馆员，新东方在线产品中心任立业经理等专家，围绕全球信息素养教育的前沿与趋势、信息素养教育的标准与框架、面向

大学生认知特点的信息素养拓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与学、信息素养教育与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型

教学与能力实践等重要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充分分享了信息素养 MOOC课程设计与制作、混合式教学实践探索+翻转课堂应

用、信息素养教育嵌入院系课程、信息素养标准与教育方式和内容改革、雨课堂实践等案例。 

本次会议内容丰富，收获颇丰。与会人员充分认识到信息素养教育是信息时代对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图书馆及相

关领域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希望今后学以致用，扎实推进我国信息素养教育水平的提高。 

 
                                                 （图、文：咨询部 王凌） 

http://www.gx211.com/collegemanage/college.aspx?id=119&conten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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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高水平论文达 100 篇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ESI）2017 年 11 月公布的全球各学科前 1%机构共有 5620 个，首都医

科大学排在全球第 720 位；国内 450 个机构，首都医科大学排在第 38 位。首都医科大学共有 6 个学科进入 ESI 学科全球前 1%，

分别是临床医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免疫学。其中药理学与

毒理学排名提升 1 位，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排名提升 2 位，所有学科高水平论文达 100 篇。 

表 1 首都医科大学 ESI 学科情况 

学科 论文数 
被引次

数 
篇均被引频次 高水平论文 

临床医学 9632 76262 7.92 63 

神经科学与

行为学 
2452 25498 10.40 15 

生物学与生

物化学 
1259 8166 6.49 2 

免疫学 695 6746 9.971 1 

药理学与毒

理学 
913 7017 7.69 3 

分子生物学

与遗传学 
1141 12361 10.83 6 

所有学科合

计 
17897 151173 8.45 100 

 

表 2 首都医科大学 ESI 学科排名 

学科 
学科百

分位 
排名 

该学科 ESI机

构总数 

临床医学 9.44% 388 4108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32.89% 270 821 

药理学与毒理学 48.35% 396 819 

免疫学 74.89% 522 697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77.49% 754 973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

学 

95.36% 698 732 

 

   

 

图 1 首都医科大学 ESI 学科百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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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首都医科大学 ESI 学科排名变化 

注： 

1、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papers) 是指最近 10 年间，同年同学科被引频次排名位于全球前 1% 的论文。 

2、 热门论文( hot papers) 是指最近 2 年内，同年同学科被引频次在最近 2 个月内排名位于全球前 0.1% 的论文。 

3、 高水平论文(top papers)统指高被引论文和热门论文。 

4、 ESI 数据库每 2 个月更新一次，前 1% 的机构和学科排名、高被引论文、热门论文均有可能产生动态变化。 

                                                                     （图、文：办公室 刘玉婷） 

感受成绩 振奋精神 

——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10月 13日至 10月 26日，两馆教职工共 25人分三批前往北

京展览馆，参观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共北京市委四单位主办的“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直

观感受十八大以来，伟大祖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

确领导下取得的卓越成就和走过的不凡历程。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以序篇“践行新发展理念，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文化自信 ，创造中

华文化新辉煌”“以人民为中心、增进群众获得感”等 10 个主题

内容展区和 1 个特色体验展区，全面宣传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此次展览综合运用了图片、文字、视频、实物、模型、互动

体验等形式，让五年辉煌成就更加生动可感。置身其中，深切感

受国家发展的日新月异、人民生活的今非昔比、社会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更加坚定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不懈

奋斗的信念和信心。 

                                                         （图、文：流通部 崔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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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档案馆工会小组成功举办“快乐健身”室内运动会 
为增强教职工的身体素质，丰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图书馆档案馆工会小组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下午，在图书馆内举

办了“快乐健身”室内运动会。 

 

此次室内运动会以部门为单位，组成了 7支代表队参赛，共设置有单人半分钟跳绳、两人三足、托球往返跑和双人半分

钟跳绳等四个项目。 

 

场上，参赛队员们你追我赶，全力拼搏。场下，观战群众们呐喊助威，激情澎湃。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争夺，最终，图书馆的流通阅览部和档案馆并列总成绩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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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室内运动会的成功举行，既增强了教职工的身体素质，又锻炼了同事间的协作能力，充分展示了图书馆和档案馆教

职工敢于争先、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激励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吹响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号角！ 

                                               （图、文：系统部 王鹤） 

 

 

 

图书馆举办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为了进一步增强图书馆教职员工的防火防灾安全意识，2017年 11月 10日上午，图书馆举办了消防安全知识讲座，以提

高教职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防范应对的能力。 

本次讲座邀请到北京消防宣传教育中心的李尽美教官为大家讲解消防安全的知识与技能。李教官从现代科学消防的三要

素“消防意识”、“消防知识”和“消防工具”展开，结合大量真实案例给大家普及了许多现代消防安全知识，比如高层着火

的正确逃生路线应该是“能往下不往上”，并重点讲解了许多传统消防安全知识的局限性，例如，因现代火灾燃烧物不同，

传统利用湿毛巾、棉被、床单等逃生手段在当今火灾发生情况下并不实用，而应充分利用现代更先进的消防设施科学防灾、

逃生。最后还向大家介绍了家庭必备消防安全器材的使用方法、险情发生后的正确处理方式，教育大家在单位工作和家庭生

活中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提高安全意识，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并掌握“小火会灭、大火会逃”的消防安全自救常识。 

通过此次讲座，大家感觉受益匪浅，不仅强化了消防安全的意识，也增长了不少现代消防安全知识，还了解到许多现代

消防安全工具，提高了大家防灾、减灾的安全能力。 

 

                                           （图、文：办公室 谢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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