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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要闻

“迎接党的十八大专题图书宣传月” 活动系列报道一
为喜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学校图

谐社会 幸福中国”、“四川出版文化成果

书馆、组织部联合举办了“迎接党的十八

展”为主题的图书进行了现采，采访了《中

大专题图书宣传月” 活动，以实际行动学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发展大事记》、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科学发展观与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

学校图书馆积极响应中央宣传部办公

《建国大业》
、《中国 30 年：人类社会的一

厅、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的号召，在学校

次伟大变迁》、《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

组织部刘长军副部长的带领下，于 2012 年

裕》、《幸福写在民生上：中国十年民生

10 月 25 日在成都购书中心参加了由新华

路》、《感动中国的 100 位时代楷模》、《雷

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迎接

锋》、《感恩丛书》系列、《奇迹：灾后重建

党的十八大优秀出版物展示展销”活动，

的中国力量》等近百种书目。

对反映我国发展成果的优秀图书进行了现

四川省党委宣传部朱丹枫副部长，省

采，以优秀图书丰富我馆馆藏并推动校园

新闻出版局张晓杰副局长及相关政府领导

精神文明建设，
此次活动中，图书馆围绕“迎接党的

出席了本次展示展销活动的开幕式，
并对我馆的现采工作进行了指导。

十八大”这个大主题，对以“迎接党的十
八大优秀出版物展示展销”、“理论创新
科学发展”、“民生巨变 成就辉煌”、“和

“迎接党的十八大专题图书宣传月” 活动系列报道二
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宣部

我馆积极响应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号

和新闻出版总署日前下

召，将列入此次展示

发《关于开展迎接党的

展销出版物中的迎接

十八大优秀出版物展示

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

展销活动的通知》
，决定

重点出版物、第四届

在全国统一组织开展迎

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图

接党的十八大优秀印刷

书、第十二届精神文

出版物展示展销活动。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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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重点图书已上架，欢迎广大读
入选图书以及各地组织推出的其他优秀出
版物集中上架，制作“迎接党的‘十八大’

者借阅。

专题书架”,供读者挑选。目前，部分迎接

四川省高校图书馆
第八届“专家论坛”在我校顺利举行
四川省高校图书馆第八届“专家论

供图书自动化管理系统表示赞赏。马继刚

坛”在我校九里校区举行，本次会议为文

副主任对我校为举办次此论坛所作的各项

献资源建设专场。会议由四川省高校图工

工作表示感谢，对此次论坛采取专题汇报

委主办，我校图书馆承办。

研讨的方式表示了肯定。

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赵锦棻，四

在上午的论坛会上，武汉大学图书馆

川省高校图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四川

副馆长张洪元、复旦大学图书馆采编部副

省图书馆副馆长王嘉陵，四川省高校图工

主任龙向洋、浙江大学图书馆采访中心主

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

任张军分别做了题为《文献资源发展政策

马继刚，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泰峰

及其编制办法》、《书目分析与藏书补缺》、

等参加了此次论坛。我校图书馆馆长高凡

《外文期刊评价与电子资源发展趋势》的

主持会议。会议邀请了武汉大学、复旦大

精彩报告。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

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馆长余海宪、北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

厦门大学的文献资源建设专家作专题报

陈体仁、厦门大学采访部钟馆员钟建法分

告。

别做了题为《文献资源评价及其案例》、
高凡馆长首先代表学校对各位领导、

《外文文献采访采访策略及其实践》、《文

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

献资源建设学科化组织与实践》的报告。

谢。赵锦棻处长对过去一段时间里我省高

“专家论坛”是四川省高校图书馆界

校图书馆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并特别强

近年开展的一项活动，本次“专家论坛”

调了“图书馆如何为教育科研服务”仍然

通过邀请海内外图书馆界顶尖级专家到四

是图书馆工作的重点之一。王嘉陵副理事

川讲学，开阔了馆员们的思路和眼界，提

长对我省各类图书馆之间相互合作、共同

高了馆员们对图书馆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发展作出表扬，对我校为阿坝州图书馆提

的认识。

江苏省高校图工委
读者工作专业委员会来访指导交流
10 月 15 日上午 9 点，江苏省高校图

我校图书馆馆长高凡、副馆长廖永忠

工委读者工作专业委员会主任、东南大学

及两校区读者服务部相关老师陪同参观。

图书馆馆长顾建新，委员会副主任李明、

高凡馆长详细介绍了我校图书馆的发展历

杨兰芳等一行 11 人到我校犀浦校区图书

史并陪同来访专家实地参观了犀浦校区图

馆参观交流指导工作。

书馆，犀浦读者服务部老师对各阅览室及

图书馆工作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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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汇报，详细介绍了我校图书馆读者服务

参观结束后，双方在犀浦图书馆第四

工作的人员组成、制度建设、文献资源等

会议室进行了座谈交流。顾建新馆长首先

情况。最后，来访专家与我校与会老师就

对我馆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并赠送我校

读者服务部的职能及发展等情况进行了深

图书馆精品藏书一套。随后，廖永忠副馆

入的交流探讨。

长就我校图书馆读者服务方面情况作了专

第九届全国高等学校
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0 月 10 日上午 9 点，第九届全国高

我校图书馆馆长高凡作了题为《全国“211

等学校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研讨会在我校犀

工程”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发展状况区域

浦校区图书馆二号报告厅拉开帷幕，此次

性对比研究》的报告。介绍了近年来图书

研讨会为期两天。会议邀请到了高校图工

馆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的前期成果，详细说

委的相关领导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

明了图书馆文献资源区域发展状况。

江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充

大学等全国十多所高校图书馆馆长、文献

分交流意见，来自十二所高校的图书馆文

资源领域的专家参会并作了相关报告，会

献资源领域的专家分别从文献资源发展状

议由我校图书馆馆长高凡主持。

况的区域性比较、馆藏文献利用率、中文

会议开始，来自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图书采访评价、外文文献用户需求、数据

的马小鹤老师就哈佛燕京图书馆恒安石赠

分析在图书文献建设中的应用、数字时代

送文献档案入藏及生平进行了介绍。之后，

的纸本文献补缺等领域做了学术报告。

图书馆圆满完成 2012 年新生入馆培训工作
金秋九月，秋风送爽，在这样一个丰

点内容，也是图书馆“创先争优，送服务

收的季节，西南交通大学又一次迎来了来

到学院”长效机制的又一次具体实践，在

自五湖四海的新同学。在全校各部门紧锣

此之前，图书馆就积极做好《新生入馆指

密鼓的开展迎接新同学工作的同时，图书

南》的修改、印刷和培训场地及时间安排

馆也为新同学的到来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等准备工作。培训讲座从新同学的角度出

工作。为了使 2012 级的新生尽快了解图书

发，用生动形象的ＰＰＴ为同学们介绍了

馆，学会正确利用图书馆的各类资源，使

大学图书馆的功能、我校图书馆的发展历

图书馆真正成为大学生的良师益友和学习

史、馆藏布局、馆藏资源的检索、如何在

的第二课堂，在各学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

书库里找书、图书的归还与续借、如何在

配合下，图书馆从 9 月 4 日到 9 月 27 日期

网上预约图书、如何建立和使用读者个人

间，陆续为 2012 级的新生举办了 18 场次

账户、需要遵守的规章制度，以及如何正

入馆培训，培训新生约 4000 人。

确、合理、高效的利用图书馆电子资源等

新生入馆培训是图书馆迎新工作的重

相关专业知识。图书馆工作人员用互动的

图书馆工作简报
用方法和规定。
方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新生展示了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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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向新生传递了合理使

本次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是一次成功

用图书馆资源，爱护图书馆的理念，希望

而有意义的讲座，使新生认识了我校图书

广大同学与图书馆携手共同营造文明和谐

馆，了解了我校图书馆的大致情况。新生

的读书、借阅环境。

也通过本次入馆教育消除了自己关于如何

讲座后，广大同学都意犹未尽，积极

找书、如何借书的种种疑惑，提升自己对

表示今后要好好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好好

图书馆的认识，加深对图书馆和知识的热

利用这把能打开知识之门的钥匙。与此同

爱程度，也为今后正确、高效的利用图书

时，图书馆为每一位同学发放了《新生入

馆资源丰富知识充实自己打下了基础。

馆指南》
，以备新同学随时掌握图书馆的利

党建之窗

图书馆多种形式开展
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活动
根据学校关于近期在全校开展“党风

分高校腐败案件典型案例情况进行通报，

廉政建设警示教育活动”的要求，图书馆

随后所有党员围绕如何做一名合格职工和

随即召开了直属党支部委员会，专题研究

如何改进工作作风展开了热烈地讨论。大

讨论图书馆开展此项活动的方案，并依次

家纷纷表示：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

推进。首先，印制“职工情况调查表”，

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在为师生服务中发

要求每位职工填写个人在校内外/企业兼

挥好党员的先锋表率作用，促进图书馆健

职情况和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

康、有序发展。

或者合作伙伴企业情况，并统计上报校纪
委。
随后，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全馆
正副主任和高风险岗位同志列席扩大会，
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行为若干准则》及学校相关精神，会上所
有与会成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进行了对照
检查。11 月 1 日下午，图书馆直属党支部
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专题民主生
活会，全体在职职工党员一起学习了“中
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若干
准则”。会上，卢世炬书记还对近年来部

图书馆工作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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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召开“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
专题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层层把关，避免
出现各种有违廉
洁从政的现象。
图书馆书记
卢世炬同志在发
言也表示将按领
导干部廉政工作
准则严格要求自
己，提醒大家工
作中一定要严格
要求自己，把握
好分寸，坚守自
己的底线。图书
2012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10:00，图书
馆直属党支部组织中心组成员、各部室正
副部主任及图书馆高风险岗位工作人员在
九里校区图书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以“党
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为主题的中心组学
习扩大会议。会议由图书馆直属党支部书
记卢世炬同志主持。
首先，卢书记传达了顾利亚书记和王
顺洪副书记在本学期第二次党政工作例会
上有关在全校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
相关讲话的精神。
随后，卢书记组织与会同志认真学习
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
干准则》内容。与会人员分别结合准则的
精神和卢书记传达的学校要求，从自身工
作实际出发，对此次学习进行了踊跃的发
言。在发言中，图书馆馆长高凡同志首先
肯定了学校开展此次党风廉政学习的及时
性和必要性，赞成、拥护学校此次举措；
并表示坚决遵守准则，认真、细致、负责
地做好其经手的各项工作，从程序上规范、

馆副馆长熊少波
同志在发言中除了表态严格按照廉洁从政
要求自己，还希望同志们在工作中做到互
相关心、互相提醒、互相保护。其他与会
同志也纷纷表示要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
和书商、数据库商、设备供应商等保持应
有的距离，守住自己的底线。
最后，卢书记再次强调了此次党风廉
政建设学习的重要性，希望非党员同志、
任职高风险岗位的同志与党员同志一样认
真对待此次教育、学习活动，促使个人健
康、有序的发展，做一名合格的图书馆人。

图书馆动态

我校图书馆荣获“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称号
在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的 2011 年

其中高校图书馆 6 个，我校图书馆为其中

全民阅读先进单位评选活动中，由于我校

之一。图书馆开展的读书活动得到了社会

图书馆组织得力、表现突出、富有创意，

和业界的一致好评，为进一步提高图书馆

2012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正式授予我校图书

服务质量，促进图书馆建设，营造校园氛

馆 2011 年度“全民阅读”先进单位荣誉

围，推动校园阅读建设，起到了良好的作

称号。获得此项殊誉的图书馆共有 46 个，

用。

家的感觉——记西南交大第三届青年教职工
烹饪技能业余组比赛
7 月 5 日下午 2:00，“舌尖上的交

断，我馆拉拉队穿着统一的服装不停的呐

大”——西南交通大学第三届青年教职工

喊助威，我们的口号是:“色香味俱全，图

烹饪技能业余组比赛在犀浦校区风华苑举

书馆必胜”，现场气氛热闹非凡。各单位

行。烹饪比赛有膳食营养知识问答、又有

参赛队员都没有让大家失望，他们用心地

厨技大比拼，别开生面引人入胜。由学校

做出一道道美味可口、卖相上佳的佳肴，

餐厅高级厨师担任专业评委。

菜一端上就被大家消灭的一干二净。

图书馆参赛队员徐涛、陈石磊、熊霞、

品尝完之后通过大赛评委对菜品色泽

评委奚铮及啦啦队在工会曾国秀主席的带

外观、口感味道、特色创意及健康营养和

队下，早早地赶到比赛地点。比赛以三人

大众评委的拉票等方面的综合评定，图书

为一组，共 22 组选手参赛，比赛在一个活

馆工会最终以 88 分的好成绩获得三等奖。

力四射的开场中拉开帷幕，参赛选手个个

比赛在欢声笑语中落下了帷幕，老师们在

精神饱满，展现出了最精湛的厨艺，比赛

整个过程中都充满笑容，其乐无穷。

要求选手们秀出绝活、秀出创意。

此次大赛丰富了老师们的校园生活，

比赛主要分为两个环节，水果拼盘和

展示了老师们别具一格的厨艺，对传播饮

现场烹饪，我们选择的比赛作品是“水煮

食文化，普及饮食健康知识，倡导勤俭节

肉片”和“凤凰传奇”，在比赛过程中，

约新风尚具有重要意义。本次比赛很好的

各组选手都精心地准备着自己的参赛作

向大家展示了图书馆女老师们“上得厅

品，我馆参赛队员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就

堂，入得厨房”的形象，同时也说明图书

把水果拼盘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叫人眼

馆的男老师们也有“居家好男人”的认真

前一亮。现场弥漫着诱人的香味，各位评

细致的一面，比赛结果并不重要，其实最

委和观众都迫不及待地去品尝这些美味。

重要的是大家通过这次比赛找到了家的温

观众席上，亲友团们的加油助威声不

暖、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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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老师申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项目顺利结项
我馆支部书记、副馆长卢世炬申报的

符合 CALIS 第一期应用服务示范馆的考核

“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示范馆建设子项目、

要求，通过了评估式验收。高等教育文献

副馆长廖永忠申报的“E 读”服务示范馆

保障系统管理中心正式予以结项。

建设子项目，如期完成了规定的建设任务，

Wiley Online Library “Discovering Research. Connecting Research.
2012”在线问答活动
2012 年 9 月 18 日至 11 月 18 日，
Wiley

线问答活动由 8 个问题组成，完成时间不

Online Library 举行在线研究探险之旅活

超过 20 分钟。回答完全正确将自动进入幸

动，引导读者发现生命科学、健康科学、

运抽奖环节。附和条款与使用条件。

理工科学与社会及人文科学领域的最新研

奖品设置：

究与热门主题。在探索之旅的同时，Wiley

l 一等奖：iPad2（2 台）

Online Library 通过其提醒和社会媒体分享

l 二等奖：iPod Nano（10 台）

工具让您能够与同行业者保持联系并了解

l 三等奖：精美数码相框（38 台）

最新的研究成果。
Wiley Online Library “Discovering
Research. Connecting Research. 2012” 在

图书馆离退休同志畅游汶川水乡藏寨
10 月 26 日，已经

桥时，老同志们都兴奋了，

是初秋，天却是 蓝蓝

同时向窗外望去，太美了，

的，阳光明媚。图书馆

赞美声不断响起，大家就

组织离退休同志 前往

像行进在画中一样。经过 2

汶川水乡藏寨游览，图

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了水乡

书馆熊少波副馆 长陪

藏寨，这里的空气特别的

同大家一起，同时也带

清新，没有什么污染，人

去高凡馆长和卢世炬书记对大家的关心和

也不多，非常地安静，远离城市。老同志

问候。一路上大家欢歌笑语，唱歌、交谈，

们都非常地高兴，大家尽情地享受这种时

观看沿途风光。当大巴车行进到紫坪铺大

光。

图书馆办公室电话：87600532
Email 地址：

图书馆馆长电话：87600530

library_swjtu@home.swj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