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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要闻

2013 年“卓越联盟”高校图书馆馆长年会
在西北工业大学召开
理与服务》、《大学图书馆学科建设与馆员学

11 月 5 日，2013 年“卓越联盟”高校图
书馆馆长年会在西北工业大学召开，卓越联

术科研能力提升》、
《图书馆编制和人事管理》

盟 9 所高校和湖南大学、东北大学、长安大

的专题报告，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馆长李铁

学等 12 所高校图书馆的 20 余位馆领导参加

虎对卓越联盟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平台运行

了会议。会议由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馆长李

一周年情况向代表们进行了汇报。最后，代

铁虎教授主持。

表们还就《卓越联盟高校图书馆馆员培训与

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袁建平教授到会并

能力提升计划》进行了交流和探讨，达成了

致辞，他首先代表学校向与会各高校图书馆

一致共识，卓越联盟各高校图书馆代表分别

领导、专家们表示欢迎，他认为卓越联盟是

在计划书上签字确认。

一种非常好的合作方式，
“卓越联盟”各高校

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我校长安校区及

图书馆以资源建设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支

图书馆，新校区山水园林式的校园环境、新

撑，建设联盟高校图书馆共享平台，探索卓

图书馆恢弘大气的建筑、完善的功能、优美

越联盟图书馆协同服务新模式，实现资源共

舒适的环境以及人性化的建设布局给与会兄

享和服务共享，为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

弟院校馆领导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获得了大

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家的一致称赞。
会议决定 2014 年“卓越联盟”高校图书

障。他希望此次会议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好的

馆馆长年会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

交流平台，共同促进联盟高校图书馆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拉开序幕，同济大
学图书馆馆长慎金花、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
顾建新、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崔宇红、
湖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胡望宇分别做了题为
《图书馆情报服务功能的拓展》、《图书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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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陕 西 省 高 校 图 工 委 信 息
技术应用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13 年 11 月 26 日上午，由陕西省高校

告。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李万社作了

图工委和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共同举办的陕

题为“图书馆实施 RFID 系统的若干思考”

西省高校图工委信息技术应用研讨会在西北

的报告，他从 RFID 系统的优越性及图书馆

工业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省 50 余所高校图

RFID 系统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问题等

书馆的领导和专家 15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

几个方面进行了介绍。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议由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馆长李铁虎教授主

馆长助理闫晓弟的报告主题是“基于读者服

持。

务的技术支持”，他就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目标
陕西省高校图工委副秘书长张惠君在开

及对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建议等方面内容和

幕式上致辞，她代表陕西省高校图工委对西

代表们进行了交流和分享。西北工业大学图

工大图书馆作为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单位、

书馆李铁虎馆长作了“服务型机构知识库的

信息技术应用工作组组长单位所做出的工作

探索与实践”的报告，从机构知识库的发展、

和成绩给予肯定，对西工大图书馆对图工委

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对机构库未来的思考及

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陕西地区高校图

设想四个方面对机构知识库进行了详尽的介

书馆信息化建设工作借助信息技术应用研讨

绍。第二炮兵工程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李东旭

会召开的契机更上一层楼。西北工业大学图

的报告“图书馆体验空间——体感技术应用”

书馆党总支书记张应祥代表西工大图书馆对

通过生动的现场演示，介绍了体感技术这一

代表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信息

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图书馆应用的前景，引

技术的发展给图书馆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及挑

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

战，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重大变革与发展中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与技

到了重要作用，希望此次会议能开拓思路、

术部主任田军、长安大学图书馆技术部主任

提高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进一步推动陕西地

史敏鸽、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部主

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发展。

任黄辉分别就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西电科大

研讨会共邀请我省高校图书馆信息技术

图书馆的应用”、“长安大学图书馆服务器虚

领域的领导和专家作了 10 个精彩的主题报

拟化实施方案”、“下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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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等主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此次研讨会加强了我省高校图书馆之
间的技术交流，增进了各馆同行的相互了
解，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及代表们的一
致肯定和好评，对提高我省高校图书馆信
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西北工业大学 2013 年数字资源
建设座谈会在图书馆召开
2013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9 点，由图书馆

台阶，不能停留在简单借阅的初级阶段。图

和发展规划处共同举办的“西北工业大学

书馆不仅要做好文献资源建设工作，还应定

2013 年数字资源建设座谈会”在友谊校区图

位于如何通过多种渠道和方法帮助教师、学

书馆东馆二楼会议室举行。副校长袁建平教

生更快地找到所需资源，包括已有资源、公

授，各院士、长江学者、杰青及创新团队代

共资源以及需要特殊订阅的资源等。特别要

表，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各学院领导、

做好对重要团队、专家学者的跟踪服务。学

教师、学生代表等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

校投入大量的经费进行数字资源建设，希望

由图书馆副馆长戚红梅主持。

能得到很好地综合利用，创造最大的效益，

副校长袁建平教授在讲话中认为，图书

希望各位参会代表利用这次座谈会的机会提

馆是学校的文化信息中心，随着文献资源从

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共同做好我校数字资

纸质向网络化、数字化的方向迅速发展，图

源建设工作。

书馆应在技术上、环境上、服务上提升一个

发展规划处尹雪飞副处长在讲话中说，
近几年，学校对数字资源建设的经费投入在
逐年增加，数字资源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
投入的效益如何体现，数字资源的使用成本
如何，需要学校各学院的教师、学生积极配
合，提供相关信息，实现数字资源购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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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益最大化。今后，发展规划处将会更加

的意见和建议，并逐步进行落实。在今后的

支持图书馆的建设，共同把我校数字资源建

工作中，图书馆将继续加强数字资源建设，

设工作做得更好。

不断提高数字资源建设质量，并在学校及相

李铁虎馆长对我校数字资源总体建设情

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加强学科服务人

况、已使用的数据库、试用及拟计划新增的

员队伍建设，积极与各学院合作，提升学科

数据库进行了详细介绍。随后与会代表各抒

服务水平，尽最大努力满足全校师生员工对

己见，畅所欲言，对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工

文献资源的需求，为学校的教育教学、人才

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结合各自教学、科

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社会服务和文

研、管理等工作的需求，在文献资源共享、

化传承提供强有力的文献信息保障。

深化学科服务、扩大宣传、加强培训、提高
数字资源利用率、加强图书馆文化环境建设、
增加个性化服务以及加强人文资料、国外电
子图书、专利等数字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方面
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图书
馆领导及相关人员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做
了解答，并表示图书馆将高度重视大家提出

图书馆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12 月 10 日上午，图书馆领导班子专题

让、戚红梅就个人对照检查情况进行了陈述，

民主生活会在友谊校区图书馆会议室召开。

开展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其他班子成员批评。

副校长袁建平，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其他参会人员也结合工作实际和履行职责情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督导组成员、机关党委

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重点对领导班子

副书记杨晓燕及图书馆领导班子成员、各支

和班子成员对照检查材料提出了意见和建

部书记、办公室主任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图

议，对班子成员开展了批评。

书馆党总支书记张应祥主持。

袁建平对会议召开情况进行了评价，他

会上，图书馆馆长李铁虎代表领导班子

指出，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很成功，会前准

作了对照检查发言，班子成员张应祥、刘秋

备工作非常充分，对照检查到位，问题剖析
4

图书馆
深刻诚恳。

图书情报工作通讯

结发言。此次会议参会人员态度认真，查摆

袁建平对班子成员提出了三点要求：一

问题坦诚而实事求是，并且联系到了工作实

是要对班子“四风”查摆的问题认真进行研

际，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专

究，落实整改目标和方案，促进图书馆事业

题民主生活会后，图书馆领导班子将根据学

的发展；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图书馆为学校教

校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要求，尽快完成和

学、科研工作提供文献信息保障的服务定位，

提交整改落实方案，做好下一阶段的整改落

在做好日常服务的基础上，要主动为学校中

实工作，促进图书馆工作的高水平发展。

心工作服务，开展引导性、研究性的服务；
三是整改工作要抓住重点。此次教育实践活
动中提出的问题涵盖了图书馆工作的方方面
面，图书馆领导班子对这些问题要进行全面
考量，抓住重点，改进图书馆工作，努力提
升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最后，张应祥代表图书馆领导班子作总

我校图书馆获得 CALIS 三期外文期刊网示范馆二等奖
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会议同时举办了 CALIS 十五周年庆，对

（CALIS）管理中心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

在 CALIS 三期项目建设中取得显著成绩的

-22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2013 高校图

省中心、示范馆、联合目录服务馆及馆际互

书馆服务与技术发展研讨会”。本次会议就深

借服务馆进行了表彰。我校图书馆获得了

化利用 CALIS 建设 15 年来的各项成果进

CALIS 三 期 外 文 期 刊 网 示 范 馆 二 等 奖 、

行讨论和交流。来自 CALIS 高校成员馆、非

CALIS 三 期 联 合 目 录 项 目 建 设 新 锐 奖 和

高校系统和合作单位的专家、代表 260 余人，

CALIS 三期编目员队伍建设优秀奖，师俏梅

共同研讨图书馆服务与技术的新理念、新思

获得 CALIS 三期外文期刊网示范馆先进个

路、新方法、新应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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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校区图书馆西馆书库顺利开放
根据学校总体建设规划，暑假期间，图

在部分设施并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友谊校

书馆顺利完成了友谊校区西馆搬迁工作，腾

区图书馆西馆书库经过内部调整和改造，临

空了各阅览室图书资料共 54 万余册，清查并

时开放接待读者，开放当日接待读者 500 人

整理了书库 1958 年建馆以来的文献资料。为

次，借书 896 册，还书 102 册。整体改造工

满足全校师生的借阅需求，2014 年 1 月 2 日，

程将在学校相关部门支持下尽快完成。

学术交流

国防科技大学等三所军队院校图书馆
来我校长安校区图书馆参观交流
12 月 4 日上午，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刘

李铁虎馆长首先代表我校图书馆对三所

春林馆长、空军工程大学图书馆陈大武馆长、

军队院校图书馆同仁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严红副馆长和西安通信学院程晓颖副馆长等

接下来介绍了西北工业大学和图书馆的基本

一行 5 人，来到我校长安校区图书馆参观交

情况，并就我校文献资源建设、读者服务、

流。我校图书馆馆长李铁虎教授、副馆长戚

学科信息服务、数字图书馆平台建设、长安

红梅和图书馆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校区图书馆建设等方面内容向来宾们进行了

会。

详细介绍。随后，各馆领导针对科技查新、
学科信息服务、新馆环境建设等工作进行了
深入交流与探讨。
座谈会后，来宾们参观了我校长安校区
图书馆，图书馆恢弘大气的建筑、优美舒适
的环境以及人性化的馆藏布局得到了各馆馆
长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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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来我校图书馆考察调研
12 月 18 日下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

员聘任条件、岗位考核及奖惩办法、津贴分

书馆杨家荣馆长一行 5 人，来我校图书馆进

配方案及发放办法、部室主任聘任办法、图

行考察调研。图书馆领导及相关部室负责人

书馆人才队伍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

热情接待了来宾，并进行了座谈。

探讨。

图书馆馆长李铁虎教授首先代表我校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杨家荣馆长对

书馆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同仁的来访

我校图书馆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认为此次

表示热烈欢迎，接下来介绍了西工大及西工

考察调研非常成功，希望今后两馆在各个方

大图书馆的基本情况。随后，双方就图书馆

面开展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机构设置与各部室工作任务、岗位设置及人

图书馆举办新技术新业务交流活动
为加强图书馆新技术学习和推广，促进

信息咨询部的燕辉两名馆员分别做了题为

广大馆员深入钻研业务，为图书馆建设和发

“从社交网络到科研网络”、“开放获取时代

展做出贡献，图书馆组织开展了图书馆新技

的阅读形态”的交流报告。通过此次学习交

术新业务交流系列活动。

流，图书馆馆员可以沟通工作经验、分享工

第一场交流活动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顺

作成果、探讨新思想，有益于提升馆员的专

利举行，图书馆馆领导、各部门业务骨干参

业素质、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此系列活动

加了交流活动。来自信息技术部的倚海伦、

还将陆续开展。

图书馆组织召开《中图法》第五版学习交流研讨会
2013 年 10 月 16 日下午，图书馆在友谊

版学习交流研讨会，会议由戚红梅副馆长主

校区东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中图法》第五

持。读者服务部及文献建设部 40 余名馆员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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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馆的分类编目方法，开拓了新思路。

《中图法》第五版修订幅度较大，新增

此次研讨会，对提高图书馆专业人员业

类目 1630 多个，停用与删除类目 2500 多个，

务技能、专业素养，提升图书馆服务的整体

修改类目约 5200 多个。文献建设部郝天侠副

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研究馆员为大家详细讲解了《中图法》五版
的类目设置、修订原则、主要变化以及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她还结合本馆的
编目分类规则，讲解了索书号组成及排架方
法。通过学习，馆员们表示受益匪浅，不仅
对《中图法》五版有了一定的了解，还明确

图书馆与读者

图书馆召开志愿者服务组织成立大会
2013 年 10 月 23 日下午，图书馆在长安

成员参加了大会。会议由读者服务部副主任

校区图书馆召开了志愿者服务组织成立大

武立新主持。

会。戚红梅副馆长、部分馆员及首批志愿者

戚红梅副馆长首先对成为图书馆首批志
愿者的 50 位同学表示祝贺，并就志愿者服务
工作的内涵、定位及要求进行了详细讲解，
同时就长安校区图书馆馆藏整体布局情况及
发展进行了展望，最后她希望同学们作为图
书馆的首批志愿者，在志愿者服务工作中，
学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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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讲团结、讲奉献，不断完善自我，与

作事项做了说明。武立新老师就本学期志愿

长安校区图书馆共同“成长”。

者服务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志愿者代表汪洋同学表示作为志愿者一

图书馆志愿者服务组织的成立架起了图

定会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宗

书馆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提升了图书馆

旨，为图书馆的服务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的服务和管理水平。

量。杨华老师就图书馆志愿者守则及相关工

图书馆学生志愿者服务队
举行图书漂流征集活动
2013 年 11 月 21 日，我校图书馆学生志

时间，共征集到了百余本图书。无论是小说、

愿者服务队在长安校区南餐外场举办了“图

诗词还是漫画、杂志，每一本书都拥有着一

书漂流活动首漂征集仪式”。

段曾经美丽的回忆，同时也承载着对未来的

“图书漂流”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无限希望。22 日下午，志愿者们开始将图书

的欧洲，读书人将自己读完的书，随意放在

整理上架，并为每一本书制作独特的旅行档

公共场所，任何捡获这本书的人都可以取走

案，为下一阶段的漂流活动积极准备。

阅读，为书籍开启下一次精彩的漂流旅行。

一本好书，不仅仅是伴随我们一生的朋

这种好书的分享方式，让“知识因传播而美

友，它更为我们开启了一次生命的旅行，带

丽”。而本次活动同样以“发现·阅读·分享”

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广阔海洋。

为主题，为每一本好书提供新的生命，为每

图书馆志愿者的漂流活动会一直延续下去，

一位爱书者搭建起一个交流的平台，使每一

在分享中使每一本书获得无限的生命。

位参与者在传递中收获更多的知识与快乐。
本次活动，获得了同学们的积极响应。
活动期间，同学们纷纷捐出自己心爱的书籍，
同时为每一本书写上了寄语。而志愿者们也
认真为同学们讲解活动的内容及规则，使更
多的人能够了解并参与此次活动。短短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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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动态

舞动青春

“绳”采飞扬

为丰富馆员文化生活，积极推广冬季健

作好，身体好，生活好。比赛首先进行集体

身运动，12 月 11 日下午，图书馆部门工会

项目，哨声一响，男女混合八人鱼贯式穿梭

在友谊校区图书馆东馆前广场举办了一场紧

跳跃开始，只见绳子在他们的脚底下“嗖嗖”

张、激烈的图书馆职工跳绳比赛，图书馆党

地穿过，一个个接踵而至，首尾相连，配合

政领导及全体馆员参加了活动。

默契，表现出了不凡的实力。摇绳的同志也
毫不逊色，抡着手臂，尽量配合着跳绳的同

经过精心策划，跳绳比赛分别进行集体
和个人两个项目的内容。自比赛通知发出后，

志；一个、两个……各参赛队激烈角逐，将

馆员们积极报名，认真备战。部门工会为大

赛事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接下来进行个人

家提供跳绳器材，各部室抓紧组队练习，跳

项目比赛，参赛选手各个憋足了劲儿，脸涨

绳训练开展得如火如荼。最后共组成四支队

得通红，手摇得飞快，舞动绳子的他们就像

伍参加集体一长八字穿梭跳绳项目，29 人报

空中跳跃的精灵，
“没关系，再来”，
“别着急，

名参加个人一分钟竞速跳项目。

加油”，这是他们每次没跳过去时队友们说得

比赛在一片愉快而又紧张的和谐氛围中

最多的话。短暂 1 分钟，参赛者飞舞的身影

拉开了序幕，赛前图书馆部门工会主席戚红

和观众的加油、呐喊声即刻在赛场上沸腾。

梅副馆长首先讲话，鼓励大家比赛中在注意

经过激烈的角逐，公正的裁判，集体项目和

安全的同时，要讲风格、讲团结、
“友谊第一，

个人项目获奖者名次逐一产生。
赛场洋溢青春年华，运动挥洒馆员风采。
参赛人员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勇争第一的
运动精神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感染了在场的
每一个人。整个比赛赛出了成绩，赛出了友
谊，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充分展现了
新时期图书馆人的精神风貌，提升了馆员之

比赛第二”。接着，李铁虎馆长代表馆领导预

间的凝聚力。

祝参赛选手取得优异成绩，祝全体馆员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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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

图书馆与西安科技大市场共同打造
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及服务平台
2013 年 10 月 29 日，西北工业大学图书

特别是其西安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面向

馆馆长李铁虎教授、刘秋让副馆长和信息咨

社会共享高校、企事业单位的大型仪器设

询部师俏梅主任等一行来到西安科技大市

备，并对申请者提供仪器共享补贴。

场，与西安科技大市场张伟国主任和黄海东

李铁虎馆长详细介绍了图书馆的概况

副主任举行会谈，双方共同商讨了西北工业

及我校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过硬的科技查

大学图书馆科技查新服务进驻西安科技大

新队伍、服务受众宽泛的服务项目等情况，

市场、开设服务窗口、服务高新技术企业等

阐述了图书馆有志于服务高新企业的能力

相关事宜。

和愿望，图书馆除了科技查新外，还能提供
文献查证、情报分析、机构（个人）学术评
价等更多拓展性的信息服务。
张伟国主任表示非常欢迎西北工业大
学科技查新站进入西安科技大市场，大市场
也非常需要一家机构进驻大市场提供文献
信息服务，帮助解决高新企业在文献资源和

西安科技大市场是西安市科技局和西

信息服务非常匮乏的问题。大市场将提供各

安高新区管委会共建的统筹科技资源基础

种便利条件，方便科技查新站面向企业提供

平台，通过政府引导、市场配置、模式创新、

服务。此外，张伟国主任还介绍了西安科技

政策支撑、服务集成等打造科技资源集聚中

大市场的发展现状及目前的重点工作，同时

心和科技服务创新平台，致力于推动技术创

希望图书馆能与大市场进一步合作，在其网

新、成果转换、产业发展、资源统筹等。大

络资源共享互动交流平台上共同建设文献

市场推出了技术交易服务、仪器共享服务，

信息的服务平台。会谈气氛非常融洽，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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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判别科技成果的新颖性。通过科技查新

2013 年 11 月 5 日，经过前期的深入沟

可以为科研立项、专利申请及科技成果的鉴

通，西北工业大学科技查新站签署了加盟协

定、评估、验收、奖励等提供客观依据，同

议，正式入驻西安科技大市场，面向社会开

时也可为科技人员提供快捷、方便、可靠、

展科技查新等信息服务。服务区域位于 C 区

丰富的文献信息保障。

C1 工位。

西北工业大学科技查新站立足学校、服
务社会，主要开展面向科研立项、成果鉴定、
查新站入驻后，可以面向高新技术企事

项目验收、申报奖励、硕/博士论文开题等

业单位提供各项信息服务，如科技查新、查

的科技查新，以及收录引用证明、代查代检、

收查引、定题服务、代查代检、学科服务、

定题服务、文献传递等各类文献信息服务。

原文传递等。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作为高校图书馆

对于技术人员和科技企业来说，了解学

首度与高新管委会合作，揭开了政府与学校

科动态、科技前沿及相关研究内容的最新科

合作服务高新技术企业的新篇章，在全国高

技成果和专利，将避免重复研究和试验，从

校面向社会开展文献情报信息服务工作方

而节约人力、财力和物力。科技查新即可从

面走在了前列。

源头避免了科研课题的重复立项，并客观正

图书馆在西安科技大市场举办
科技查新专题培训
图书馆科技查新工作站入驻西安科技大

服务、定题跟踪等一系列服务。

市场后，开展了科技查新、文献获取、学科

为了让高新技术企业更多地了解科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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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作，了解西北工业大学科技查新工作站，

事项及在科研中重要作用等。专题培训现场

12 月 17 日，科技查新站师俏梅老师在西安

查新站还启动了“文献获取服务补贴活动”，

科技大市场视频会议区作了题为“科技查新

活动主要内容是查新站面向大市场用户索取

服务助力高新企业”的专题报告，详细介绍

文献给予一定补贴，补贴活动历时 1 个月。

了科技查新的概念、流程、相关知识、注意

走 进 学 院

服 务 团 队

——图书馆深入科研团队开展学科服务
2013 年 10 月 25 日下午，图书馆信息咨

究方向，示例说明了相关课题的检索过程，

询部学科馆员谭英、张燕前往力学与土木建

并以中国知网、万方及 SCI 数据库为例演示

筑学院，面向任兴民教授科研团队，进行了

了文献分析，专题定制服务等个性化功能的

一场《如何利用电子资源进行文献检索》的

使用方法。培训会后，学科馆员们解答了师

专题培训。培训会由任兴民教授主持。

生们现场提出的几个问题，并向在场师生进
行了培训讲座反馈意见的问卷调查。

首先，任教授向图书馆学科馆员的到来
表示欢迎，并向同学们强调了文献检索的意

此次培训活动，任兴民教授主动与学科

义与重要性。接下来，学科馆员谭英结合力

馆员联系，展开了一场提高研究生信息素养

学学科的专业特点及师生们使用电子资源的

教育的专题培训。学科馆员精心准备，通过

常见问题，介绍了文献调研的意义、文献信

实例演示与讲解，旨在纠正师生们在文献检

息获取的思路及文献检索的步骤。并就文献

索过程中的一些误区，指导师生学习掌握数

检索过程中涉及的数据库选择、检索词确定、

据库提供的各种功能与服务，同时为揭示馆

检索式构造以及检索策略调整等检索技巧进

藏资源，普及文献检索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促

行了详细讲解。之后，结合任教授的课题研

进作用。讲座内容受到了任教授及其学生们
的欢迎，认为针对性强，具有一定的指导与
参考价值，受益匪浅。学科馆员也表示非常
荣幸加入任老师的科研团队，今后将积极响
应课题组的相关学科服务需求，不断深入学
院，服务团队，解答信息与学科方面的各类
咨询问题，为逐步提高对口学院师生的信息
素养做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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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深入动力能源学院开展学科服务
“NoteExpress-论文写作的有力助手”的培

学科服务是图书馆面向各学院教学科

训讲座。

研活动开展的新型服务工作，也是图书馆的

培训于 2013 年 10 月 9 日上午十点友谊

重点工作之一。
近两年来图书馆学科馆员积极与院系

校区图书馆新馆北一楼信息检索中心顺利

沟通，宣传学科服务内容，宣传图书馆文献

开讲。本次培训邀请了北京爱琴海高级培训

信息资源， 帮助老师们解决文献检索方面

讲师武帅主讲，主要介绍了目前国内高校使

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定题跟踪学科发展动

用率最高的文献管理软件 NoteExpress 的使

态，为科研教学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受到

用方法和使用技巧，武帅老师通过实际操作
向广大师生演示了通过
NoteExpress 进行文献检
索、管理、分析、发现
和写作的整个流程。此
次讲座获得了在座师生
的广泛欢迎，刘振侠副
院长亲自聆听了讲座内
容。培训结束后，武帅
老师跟师生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并详细解答了
提问。
通过此次讲座，动
力与能源学院的师生初
步掌握了 NoteExpress 软
件的使用技巧，为今后
的学术研究、文献管理

老师们广泛好评。

与论文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进一

在学科馆员与动力与能源学院的老师

步加强了图书馆与学院之间的联系，提高了

沟通中，发现他们在使用文献管理软件

图书馆信息服务的针对性和主动性。

NoteExpress 时存在很多问题，特别在自有

今后，图书馆还将继续面向院系、课题

文献管理、论文写作方面问题较为突出，于

组、实验室以及科研团队，开展学科服务和

是积极与 NoteExpress 联系，并与七院刘振

各种信息服务。

侠副院长共同商榷，决定举办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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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咨询

2013 年第四季度三大索引网络版收录我校论文情况
2013 年第四季度三大索引网络版共收录西北工业大学论文 1313 篇，
其中 SCI 收录 389 篇，
EI 收录 809 篇，CPCI-S 收录 115 篇。收录论文在各学院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学院名称

SCI

EI

CPCI-S

合计

航空学院

31

108

7

146

航天学院

5

70

7

82

航海学院

13

54

10

77

材料学院

156

115

10

281

机电学院

32

121

22

175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

16

32

3

51

动力与能源学院

8

32

0

40

电子信息学院

5

43

12

60

自动化学院

15

73

14

102

计算机学院

8

48

12

68

理学院

96

72

13

181

管理学院

0

14

2

16

人文与经法学院

0

4

1

5

生命学院

4

6

0

10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0

2

1

3

国防研究院

0

12

1

13

无人机研究所

0

1

0

1

其他

0

2

0

2

合计

389

809

115

1313

统计说明：
1、本次统计工作中，SCI、EI、CPCI-S 均为我校作者是第一作者的论文。
2、CPCI-S 即 ISTP，其全称为：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3、统计结果若有不准确之处，请与我们联系更正。联系电话：029－88492928。
4、统计结果的详细信息可登陆西工大图书馆主页下载。
网址：http://tushuguan.nwpu.edu.cn/zwym/dzfwa/xkfw/sdxywxlw.htm。
也可查询“三大索引收录西工大论文检索系统”获取相关信息。
数据库网址：http://202.117.255.182:8081/was40/sdsyjsk.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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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10 月西北工业大学高被引论文情况
经 基 本 科 学 指 标 数 据 库 （ Essential

篇高被引论文，但第一作者单位为西北工业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 ESI）统计更新数据

大学的只有两篇，分别隶属于物理和计算机

显示，2013 年 9-10 月西北工业大学共有 9

科学两个学科。

1. 被引次数 53 次
Title: MULTI LAYERED ZNO NANOSHEETS WITH 3D POROUS ARCHITECTURES:
SYNTHESIS AND GAS SENSING APPLICATION
Authors: LI J; FAN HQ; JIA XH

（李进;樊慧庆;贾晓华

材料学院

2 区）

Source: J PHYS CHEM C 114 (35): 14684-14691 SEP 9 2010
Addresses: NW Polytech Univ, State Key Lab Solidificat Proc, Sch Mat Sci & Engn, Xian 710072,
Peoples R China.
Field: PHYSICS
8. 被引次数 7 次
Title: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CONTINUUM

STRUCTURES

WITH

DRUCKER-PRAGER YIELD STRESS CONSTRAINTS
Authors: LUO YJ; KANG Z

（罗阳军等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

3 区）

Source: COMPUT STRUCT 90-91: 65-75 JAN 2012
Addresses: NW Polytech Univ, Sch Mech Civil Engn & Architecture, Xian 710072, Peoples R
China.
Dalian Univ Technol, State Key Lab Struct Anal Ind Equipment, Dalian 116024, Peoples R China.
Field: COMPUTER SCIENCE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was updated on November 1, 2013 to cover a 10-year plus
eight-month period, January 1, 2003-August 31, 2013.）

工作总结及记事

图书馆 2013 年工作总结
2013 年，图书馆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

动为契机，秉承“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永

确领导下，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恒宗旨，以长安校区图书馆建设为轴线，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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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务质量为中心，努力做好读者服务工

体职工在搬迁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克

作，充分发挥图书馆在学校教学、科研活动

服困难，加班加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中的文献信息保障及服务职能作用，圆满地

将长安校区临时馆的近 50 万册书刊及家具

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设备搬迁至新馆，并完成了网络设备调试、

一、以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系

网络开通、门禁闸机、防盗监测仪安装、查

列活动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

目用机、工作用机配备等工作，长安校区图

机，稳步推进图书馆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书馆于 5 月 4 日按期开馆试运行。此外，还

根据学校开展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完成了长安校区图书馆触摸屏阅报系统、培

活动的部署，图书馆以党支部为单位，通过

训教室、检索机房、密集书库、标识导引等

自学和集体讨论、交流、讲座等形式，在全

相关建设工作，完成了图书家具、办公家具

馆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的活

的招投标采购工作，完成了长安校区图书馆

动。召开了十八大精神专题学习会，邀请人

内部总体文化设计方案初稿，为 2014 年长安

文与经法学院樊明方教授向图书馆全体党员

校区图书馆正式开馆奠定了基础。

进行了“鲲鹏展翅九万里——道路自信、理论

三、进一步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整

自信与制度自信”的专题宣讲，使大家对十八

合资源优势,不断满足全校师生的文献信息

大精神有了更深刻的领会和把握。组织全体

需求

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前往长安校区图书馆开

图书馆根据学校教学任务、科研方向和

展“一个党员，一面红旗，我为图书馆建设做

广大读者对文献信息的需求，不断丰富馆藏

贡献”为主题的党日活动，全力保障长安校区

文献，订购中文图书 24061 种/77850 册，西

图书馆按时开馆试运行。

文图书 1789 种/1789 册。订购 2013 年度中文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开展

期刊 1735 种/2587 份、外文期刊 232 种/232

以来，图书馆认真贯彻学校关于教育实践活

份。订购数据库 76 种，联系申请试用网络数

动的决策部署，积极落实教育实践活动实施

据库 21 种。

方案，通过听取报告、分层学习讨论、设立

完成编校《2013 年度订购中外文期刊、

意见箱、召开评议会及系列座谈会、组织开

数据库目录》
、
《2012 年入藏中文图书目录》、

展调研等方式，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学

《2012 年入藏外文图书目录》、
《2012 年入藏

习实践活动，召开了图书馆领导班子专题民

博硕士学位论文目录》，并发布电子版。

主生活会。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分别在两校区成功举办“2013 年国外原

开展同图书馆班子建设、业务工作结合起来，

版图书展”，约有 210 人次参观书展，向图书

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馆推荐图书 239 种。主持召集西北地区航空

二、长安校区图书馆顺利开馆试运行

文献合理布局协调会 1 次，向参会单位介绍

为满足 2013 届毕业生离校前在长安校

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并充分了解各单位的

区新图书馆看书学习的愿望，长安校区图书

需求，为协调会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做好准备。

馆搬迁工作从 2013 年 3 月下旬正式启动，全

2013 年 7 月 1 日正式启用《中国图书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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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了宣传彩页，设计了调查问卷，补充了

与国际合作处合作，向学校教师提出“向

现有系统功能需求。针对目前科技查新文档

图书馆捐赠国际会议资料的倡议”，加强对国

管理不便等问题，建立科技查新文档管理系

际会议资料的宣传、保存和利用，方便全校

统，保证科技查新文档集中管理、便于永久

师生共享和交流。为提高文献保障率，扩大

保存。实现在图书馆主页嵌入 E 读学术搜索、

合作广度，与国家图书馆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CALIS 外文期刊检索、本馆馆藏目录检索、

成为其资源共享成员馆。

卓越联盟知识共享服务平台联合搜索以及

为学校提供馆藏艺术教育类中外文图书

OPAC 我的图书馆等五部分内容，并根据图

统计数据，为材料科学与工程、通信工程专

书馆主页建设新任务，在原有代码基础上进

业认证提供相关统计数据和文字材料，为计

行外观与功能的调整。参与 CALIS 管理中心、

算机学院申报专业认证提供相关统计数据。

DRAA、CERNET 合作推出的 CALIS-CARSI

为部分学院分编加工图书 4045 册。对原西安

Shibboleth 服 务 （ 简 称 “CALIS-CARSI 服

航空学院图书馆馆藏图书财产帐进行核查，

务”），旨在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提供读者在校

并对原西安航空学院图书馆馆藏图书财产号

外以实名方式登录和访问商业数据库的身份

录入方案进行讨论，最终确定录入方案。

认证服务。

举办了“西北工业大学 2013 年数字资源

完成 2010 级硕、博士学位论文审核工

建设座谈会”，听取了与会代表关于数字资源

作，全年共收缴电子版学位论文 2621 篇。发

获取和利用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进一步优

布 2010 年硕、博士论文全文 2217 篇。完成

化图书馆文献资源，增进与各学院之间的沟

三大索引邮件推送系统更新 2012—2013 年

通，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提供

读者数据 13587 条。更新 2011 中科院大类分

文献保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区数据 8302 条。发送 OPAC 提醒邮件 12453

四、加强现代化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不

封。提取整理 2012 年全年中外文图书、本校

断提升服务水平

学位论文及 2013 年中文期刊馆藏目录，中文

开展数字图书馆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友

图书 22806 种，外文图书 3898 种，中文期刊

谊校区图书馆改造配套建设工作，完成友谊

1730 种，本校学位论文 4019 种。

校区信息发布和畅想之星非书资料管理系统

五、挖掘潜力，不断提高信息服务质量

的建设工作。

科技查新工作是图书馆的一项重点工

加强系统研发与项目研究工作。完成汇

作，本年度继续加强查新队伍建设，派馆员

文系统 5.0 版本升级工作。完成图书馆新版

参加相关培训，不断提高查新人员素质。积

网站建设工作，并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完成

极开展科技查新工作推广工作，在保证校内

了新、老版主页的切换，新版主页正式上线。

的查新服务外，积极推广校外服务，先后与

开展西北工业大学机构知识库建设工作，确

西北大学科技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定了我馆机构知识库建设方案，完成了前期

发展改革和商务局及部分原隶属于国防科工

国内主要机构库建设情况及需求分析报告，

委的研究院所等单位进行联系，推广查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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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科技查新站与西安科技大市场正式签署

积极开展学科信息服务。先后与动力能

加盟协议，并于 11 月 5 日正式入驻大市场，

源学院、生命学院、翼型叶栅空气动力学国

面向高新技术企事业提供科技查新等系列文

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力学与土木学院、航海

献信息服务。为了扩大科技查新站在科技大

学院等单位进行联系，将学科服务长期融入

市场的影响力，编制查新站宣传彩页，组织

学院的科研当中，跟踪多个专题方向、多个

题为“科技查新服务，助力高新企业”专场培

数据库、多个科技期刊的文献信息。积极与

训活动，组织“文献补贴活动”提升查新站人

对口学院联系，开展课题组合作，从课题立

气，制作了查新站宣传 PPT，在《开发区报

项、研究到结题的各个阶段，提供全程文献

道》上发文宣传查新站和查新服务等。2013

跟踪和保障服务。为傅恒志院士、徐德民院

年共完成科技查新报告 250 份。

士、介万奇教授等开展信息咨询、定题服务、

开展信息服务助力学校管理工作。为学

原文获取、图书查找、论文收录统计等系列

校相关部门提供论文收录情况，配合学生处

学科信息服务工作，得到了他们的好评。将

拟定研究生综合测评办法；配合研究生院完

学科服务嵌入课堂，为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

成研究生质量评估，统计我校 2010 和 2011

撰写等提供资源查找等服务，深化了学科服

年毕业所有研究生发表论文情况、被三大索

务的内容。

引收录情况、期刊影响因子、SCI 分区等信

开展图书情报研究工作。编辑《最新学

息；配合科技处完成校科技论文奖励，统计

科研究热点与前沿》，定期通过邮件推送给全

我校 2012 年度三大索引收录论文数据，统计

校师生员工。编印了《图书情报工作通讯》，

2011 年至 2012 年我校顶级期刊论文；配合

分发至职能部门及各院系。

人事处完成职称改革与发表论文关系的分析

完成读者培训，共开展 21 个专题 27 场

工作，统计 2008 年－2012 年我校在 EI、SCI、

次的培训讲座。对于学科针对性较强的培训

ISTP、SSCI、CSSCI 发文情况。

专题，送服务进学院，先后进入材料学院、

完成论文统计和开具索引证明工作。完

理学院、动力能源学院、航海学院、力学与

成“2012 年度三大索引收录西北工业大学论

土木学院等举办培训讲座，本年度共有约 1

文统计”、“2013 年度全年三大索引收录西北

千人参加了免费培训。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工业大学论文统计”，并向作者推送了收录信

开展网络培训，共组织各种网络培训活动 8

息，推送邮件 7169 封。为凝固重点实验室和

次，培训专题达 90 个。配合教务处新生培训

翼型、叶栅空气动力学重点实验室、无人机

项目，面向新生开展了两场题为“图书馆导

重点实验室评优，统计 2010-2013 年实验室

引”的培训。

成员发表论文情况及论文被三大索引收录及

完成原文传递与馆际互借工作。原文传

引用情况。为申请长江学者、申请陕西省科

递服务工作内容不断深入和扩展，由查询一

技进步奖、职称评审、博导申报、人才引进

般文献资料扩展到长期地跟踪查询，服务范

等开具检索证明，共计 2324 篇文章，5721

围也从个人扩展到一个团队。通过将馆际互

份。

借/文献传递服务很好的融入学科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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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服务更加立体化、人性化。2013 年共

列整齐，整理了架面 1966 面；12 月 19 日，

完成传递文献 965 篇。开展电话咨询、邮件

根据学校对西馆重新开馆的要求，在图书馆

咨询等信息咨询工作。为提高保障率，扩大

领导的部署安排下，对 5 个书库的 55.5698

合作广度，与国家图书馆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万册图书进行了下架搬运和上架整理等工

成为其成员馆。

作，为 2014 年元月 2 日顺利开馆做好了准备。

六、深化服务层次，拓宽服务范围，不

拓展服务工作，提升服务质量。长安校

断提升读者服务工作水平

区图书馆增加了开馆时间，中午不闭馆，达

2013 年度，图书馆不断挖掘潜力，全面

到周服务时间 89.5 小时。在已开通的两校区

提升读者服务工作水平，共接待读者 93.855

图书通借通还和委托借阅服务的基础上，对

万人次，借书 39.2583 万册次，还书 37.7727

阅览室典藏图书也实行了委托借阅，长安校

万册次（其中：通借通还 8335 册，委托申请

区读者只需在本校区图书馆提出委托申请，

图书 658 册，预约申请图书 2731 册，阅览图

图书馆在 2 个工作日内负责办理被委托图

书 30593 册）
，办理毕业生离校手续 5993 人。

书，方便了读者。

为迎接“4·23 世界读书日”，举办了以“书

成立勤工助学服务团队及学生志愿者服

香润泽校园，阅读丰富人生”为主题的世界读

务团队，50 名学生成为图书馆首批志愿者服

书日系列活动。举办了“2013 年全国高校出版

务成员，负责维持座位秩序、整理图书和漂

社教材巡展”、“图书馆资源发现之旅”、“卓

流园地建设等工作。学生志愿者团队在学生

越联盟移动服务现场体验展示”、“万方数据

区宣传收集了 2 百余册漂流图书，已在学生

知识服务平台”等系列活动，宣传图书馆的文

中间漂流。根据胡沛泉先生推荐的《钱学森

献信息资源和服务内容。为全校师生推荐了

传》及提供的相关资料，制作了以核潜艇为

“好书中的好书：2012 年好书榜精选书目”共

主题、内容丰富的展板，帮助学生了解核潜

39 种。开通了“新书借阅绿色通道”，对于读

艇的发展历史。

者急需的图书状态为“订购”、“正常验收”、“待

在图书馆主页上开辟了“共读时光”栏

编”的教学科研类图书，优先进行加急处理，

目，通过新书的推介，好书的分享等栏目揭

使急需新书尽快与读者见面，为读者提供方

示馆藏内容，该栏目为读者搭建了交流互动

便、快捷的服务。

的平台，让读者共同分享在图书馆及校园里
的“悦读、悦览、悦历”。

完成友谊校区图书馆馆藏调整工作。为

七、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配合学校完成图书馆西馆改造工程，暑假期

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和浓厚的学术氛围

间将 26 万册书刊搬迁到长安校区图书馆，15
万册书刊搬迁到书库，顺利完成了西馆腾空

举办了 2013 年“卓越联盟”高校图书馆馆

工作。对图书馆西馆书库进行了整理，对

长年会，制定了《卓越联盟高校图书馆馆员

1984~1999 年复本太多的图书约 2 万册进行

培训与能力提升计划》。举办了 2013 年陕西

抽取、下架、编号、打捆，按类号有序堆放，

地区数字图书馆新服务应用研讨会和 2013

同时对架上的图书按照索书号顺序仔细地排

年陕西省高校图工委信息技术应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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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高我省高校图书馆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了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项目、我校人文社科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基金项目和高教基金课题，部分课题已获立

组织相关人员前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项。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

八、创新工作思路,不断增强部门工会组

大连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

织的活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兄弟院校图书馆，就馆

图书馆将工会工作视为凝聚馆员力量、

藏布局、馆舍结构、文化环境、文献资源建

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大力支持部门工

设、新技术应用及图书馆建设发展思路等方

会开展各种有益职工身心的活动，活跃职工

面进行了调研、学习和交流。

文化生活，提高图书馆的凝聚力。为庆祝“三

图书馆馆长李铁虎教授入选第四届教育

八国际妇女节”，分别举办了健康知识讲座和

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踢毽子比赛，让全馆女职工度过了一个新颖，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第三届委员

健康的节日。举办了庆“六一”亲子趣味活动，

会委员，这是我校图书馆首次入选国家级图

增进了图书馆馆员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与

书情报学会委员会。

交流，为孩子们的童年增添了欢乐和美好的

积极组织馆员参加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

回忆。举办了“记录精彩，感受春天”摄影展

障系统（CALIS）、中国图书馆学会、陕西省

活动，展现了图书馆馆员的风采与才华，丰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陕西省图书

富了馆员的业余生活，受到了馆员的欢迎。

馆学会、陕西省社科学会等学术组织举办的

举办“魅力女人•专业色彩”美容知识讲座，丰

研讨会、学术征文、课题申报、成果评奖等

富图书馆职工文化生活，提高女性自我审美

各类学术活动，开拓了馆员视野，提高了馆

和保健水平。

员的业务水平。图书馆承建的“CALIS 外文期

九、其他方面

刊网应用服务示范馆”建设项目被 CALIS 管

完成了图书馆 2013 年职称评定工作。

理中心评为二等奖。在 2013 年陕西省图书情

完成了全体馆员健康体检工作。根据学校安

报界“云雀杯”《我的图情中国梦》主题征文

排，对两校区三个馆舍进行了安全工作大检

比赛中，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在陕

查，全面检查存在的安全隐患，并提出了整

西省图书馆员参考咨询典型案例展示交流会

改措施。制定了图书馆安全稳定工作实施方

上，我馆共有 3 个案例被评为“优秀”。申报

案，切实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图书馆 2013 年记事
2013.01.11-13---文献部建设部刘东燕、

年全国图书订货会”
。

尹婷婷、邓新安、孟文博赴北京参加“2013

2013.01.14---图书馆举办十八大精神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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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8---图书馆工会举办庆“三八”

了题为“鲲鹏展翅九万里——道路自信、理

健康知识讲座和踢毽子比赛。

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专题宣讲，参加会议

2013.03.14---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的有图书馆全体党员、部室主任和部分群众

馆长卢朝阳、副馆长黄小强及部室主任等一

代表，会议由张应祥书记主持。

行 6 人来我馆调研考察。

2013.01.16---根据工字【2013】01 号文

2013.03.25---根据党委政策研究室、党

件《关于表彰 2011——2012 年度先进部门工

政办公室《关于公布 2012 年度优秀调研报告

会、优秀工会干部的决定》
，董凯同志被评为

评选结果的通知》精神，师俏梅提交的“西

优秀工会干部。

北工业大学科研论文产出状况与影响力分析

2013.01.16---根据工字【2013】02 号文

报告”获一等奖；路霞、倚海伦分别提交的

件《关于表彰 2011——2012 年度“支持教代

“西北工业大学嵌入式学科服务调研报告”
、

会、工会工作的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决定》
，

“新媒体时代基于开源软件的高校数字图书

苟文选教授获得表彰。

馆建设研究”获二等奖。

2013.01.19---图书馆召开 2012 年度工

2013.03.27---汪劲松校长莅临图书馆调

作总结及表彰大会。会上对康海轮、张玉建、

研指导工作。陪同的有党政办主任万小朋、

安民、杨继华、冯萍、董凯、谭英、燕辉、

党政办副主任支希哲、发展计划处副处长詹

邓新安、孟文博、相平、黄辉、张保群、王

浩、党政办秘书王洲航。李铁虎馆长做了汇

若琳等 14 位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报。

2013.01.29---根据工信人【2013】42 号

2013.03.29---根据校党委组织部科级干

文件精神，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图书资料人员

部试用任职公示通知，郭永建同志拟试用任

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刘圆圆、

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林辉具备副研究馆员任职资格，任职资格时

2013.04.08-04.12---由图书馆党总支书

间为 2012 年 9 月 21 日。

记张应祥、办公室主任郭永建、王若琳、黄

2013.02.24---图书馆组织传达学校“寒

辉组成的调研组，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假干部会议”精神，图书馆中层以上干部参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大

加了会议。

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大连医科大学

2013.03.05---图书馆与航海学院共同举

图书馆，就新图书馆馆藏布局、环境文化、

办了以“学习雷锋，图书归位”为主题的雷

馆藏结构、学科服务、新技术应用以及图书

锋日体验活动。

馆建设发展思路等方面进行调研、学习和交

2013.03.07---根据校工字【2013】51 号

流。

文件《西北工业大学关于表彰 2011—2012 年

2013.04.18---为满足读者对急用新书的

度先进女教职工 先进女教职工工作者先进

借阅需求，图书馆开通“新书借阅绿色通道”
。

女教职工委员会的决定》
，王若琳被评选为先

2013.04.22-04.26---图书馆和中国图书

进女教职工，同时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

进出口西安公司、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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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共同举办的“2013 年国外原版图书展”分

2013.05.13-06.13---图书馆部门工会举

别在友谊校区图书馆和长安校区临时图书馆

办 “记录精彩，感受春天”为主题的摄影展

开展。

活动，共收到 37 名职工的 138 张摄影作品。

2013.04.27---图书馆党总支组织全体党

图书馆部门工会特邀请宣传部郭友军老师对

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前往长安校区图书馆开展

图书馆参展作品进行评选，共评选出 12 副获

“一个党员，一面红旗，我为图书馆建设做

奖作品，35 副优秀作品。部分摄影作品还被

贡献”为主题的党日活动。

西工大图片网选中并展出。

2013.05.04---长安校区图书馆开馆试运

2013.05.14-05.17---文献建设部王若琳

行。

与信息咨询部师俏梅赴天津师范大学参加

2013.05.05-05.11---文献建设部李瑜赴

“数字资源发展趋势和使用统计规范研讨会

四川大学参加“CALIS 外文书刊编目业务培

暨 CALIS 第十一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
。本届

训研讨会”
。

培训周的主题为“数字资源发展趋势和使用

2013.05.06-05.11---信息咨询部罗星华

统计规范”
；会议还就高校引进数据库集团采

赴昆明理工大学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查新员培

购工作的现状、发展方向进行介绍和讨论。

训，并通过考试获得查新员资格证书。

2013.05.16-05.17---李铁虎馆长和张应

2013.05.07---图书馆召开“国内部分高

祥书记带领图书馆一行 6 人，前往电子科技

校图书馆调研情况交流研讨会”
。张应祥书记

大学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就新馆馆藏布局、

就调研组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7 所

文化环境、家具、设备配置及图书馆亮点工

高校图书馆调研的总体情况进行了介绍。调

作、特色服务、新技术应用等方面进行调研

研组成员分别从各馆的馆舍结构、环境文化、

和学习。

馆藏布局、文献资源建设、新技术应用及特

2013.05.20---根据教高函【2013】7 号

色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汇报。李铁虎馆长、戚

文件《关于成立第四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

红梅副馆长及各部室工作人员共四十余人参

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图书馆馆长李

加了此次研讨会。

铁虎教授入选第四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

2013.05.13---袁建平副校长来到长安校

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区图书馆，就长安校区图书馆试运行阶段各

2013.05.22---图书馆召开长安校区图书

项工作进行了调研和现场指导。图书馆和基

馆馆藏整体布局会议，以戚红梅副馆长为组

建处领导参加了此次调研。

长的文献资源建设领导小组，召集相关业务

2013.05.13---根据校人字【2013】136

工作人员经过认真讨论，形成了初步的馆藏

号文件精神，尹婷婷、张燕、徐锦等三位同

布局方案。

志于 5 月 1 日起被聘任为馆员。

2013.05.24---在李铁虎馆长的带领下，

2013.05.13-05.17---文献建设部贾宇群

图书馆一行 11 人前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

赴中国海洋大学参加“CALIS 中文图书编目

区图书馆，就新馆馆藏布局、文化环境、家

业务培训研讨会”
。

具、设备配置等方面进行专题调研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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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7---图书馆召开长安校区图书

长春参加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暨中国图

馆馆藏整体布局会议，馆藏资源布局规划领

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换届大会，并

导小组召集相关部室主任及业务骨干人员经

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

过认真讨论，在长安校区图书馆馆藏布局初

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步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长

2013.06.19-06.21---由李铁虎馆长、刘

安校区图书馆馆藏布局方案第二稿。会议就

秋让副馆长带队，师俏梅、张燕、罗星华、

该方案达成了共识，也提出了新的意见和建

施薇等一行 6 人参加在西安举办的“协同创

议。

新、助力科研”——2013 年汤森路透-DRAA

2013.06.04-06.08---信息技术部黄辉赴

Web of Science 用户大会。

深圳大学图书馆，参加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高

2013.06.24---信息咨询部燕辉在《情报

等学校分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

资料工作》2012 年第 6 期发表的论文“价值

馆、中国图书馆学会数字图书馆分会共同主

论视角下的图书馆学科服务取向”
，荣获陕西

办的第十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

省社会科学信息学会 2008-2012 年优秀成果

班”
。会议总结了十年来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情

二等奖。

况，探讨未来数字图书馆的变革与创新。

2013.06.28---图书馆分别在长安校区和

2013.06.06----戚红梅副馆长组织文献

友谊校区举办了“长安校区图书馆馆藏布局

建设部及读者服务部相关人员召开业务会，

方案征求意见座谈会”
，各学院领导、师生代

就原西安航空学院（华东航空学院）图书馆

表及图书馆相关人员共 80 多人参加了会议，

馆藏图书财产号录入方案进行了讨论，最终

会议由图书馆馆长李铁虎教授主持。

确定录入方案。

2013.07.01---图书馆正式启用《中国图

2013.06.06----戚红梅副馆长组织文献

书馆分类法》第五版进行中外文文献分类。

建设部及读者服务部相关人员召开业务协调

2013.07.03-07.05---信息咨询部师俏梅

会，对《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实施方

参加在宁波举办的“高校科技查新工作研讨

案进行讨论，确定最终方案，并决定 2013 年

会”
。

7 月 1 日正式启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

2013.07.04---图书馆召开馆藏布局调整

版进行中外文文献分类。

讨论会议，根据学校腾空友谊校区图书馆西

2013.06.07----办公室主任郭永建、人事

馆的要求，结合新校区图书馆搬迁工作，草

干事罗琪赴咸阳师范学院参加陕西图书情报

拟了新老校区图书馆馆藏布局规划和调整初

界 2013 年第 2 期主题学术沙龙。

步提案。会议就该提案还进行了讨论。

2013.06.13-06.14---信息咨询部施薇、

2013.07.05---图书馆召开中心组扩大会

信息技术部孟文博参加西安航空学院举办的

议，学习贯彻中央和学校关于开展党的群众

陕西省图书情报界中青年骨干馆员高级研究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精神。馆领导、

班。

部室主任、支委委员、党员代表及业务骨干

2013.06.17-06.19---李铁虎馆长赴吉林

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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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02---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专题学习活动。邀请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馆

报中心图书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杨华同志

长助理闫晓弟作了《数字图书馆与移动图书

来图书馆报到。

馆前沿技术与实践》的报告；图书馆五位参

2013.09.03-09.04---图书馆党总支分别

加学校征文的馆员以“我的工大梦”为主题

组织召开了“中层干部及党支部书记座谈

进行了专题报告交流。馆领导、部室主任、

会”、“教代会代表、部门工会委员及办公室

支委委员、党员代表及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

人员座谈会”、“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业务

专题活动。

骨干级党支部委员座谈会”、“青年职工代表

2013.07.12---图书馆各党支部按照学校

座谈会”
，征询和听取职工对图书馆领导班子

党委及图书馆党总支要求，组织各党支部党

及成员在工作作风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员及部分群众代表，集体学习了中央 4 号文

2013.09.09---图书馆召开了党的群众路

件及相关会议精神，并通报了图书馆开展党

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民主评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工作安排。

议会。袁建平副校长、组织部訾方老师、馆

2013.07.18---读者服务部馆员刘安民同

领导、中层干部、党支部委员、教代会代表、

志光荣退休。

部门工会委员、业务骨干及青年职工代表等

2013.07.28---李铁虎馆长、戚红梅副馆

共计 44 人参加了评议会。

长赴哈尔滨工程大学参加第十三届工信部部

2013.09.10-13---文献建设部刘东燕、读

属高校暨军队综合性大学图书馆馆长学术年

者服务部刘志云、冯萍赴武汉参加武汉三新

会，来自工信部部属高校和军队综合性大学

书业有限公司“第八届全国地方版（秋季）

图书馆的 20 余位馆领导参加了会议。本次会

图书博览会”
。

议的主题是“大数据时代的资源共建共享保

2013.09.12-09.14---文献建设部王若琳

障机制建设与图书馆服务”
，工信部七所部属

赴武汉大学参加“教育部高校图工委期刊研

院校图书馆馆长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工信

究工作年会暨全国高校图书馆第十四届期刊

部图书馆联盟的框架协议”
。

工作学术研讨会”
。会议主题为“数字化转型

2013.07.29-08.02--- 信 息 咨 询 部 师 俏

下的图书馆期刊资源建设与服务”
。

梅、施薇赴哈尔滨参加教育部举办的科技查

2013.09.17--- 图 书 馆系 列培 训 讲座 之

新员培训。

“EBSCO 全文数据库培训讲座”在管理学院

2013.08.01-08.20---完成图书馆西馆阅

学术报告厅举行。

览室搬迁调整工作。26 万册书刊搬迁到长安

2013.09.17---图书馆部门工会邀请陕西

校区图书馆，15 万册书刊搬迁到西馆书库。

电视台高级化妆师陈燕老师为全馆女职工做

2013.08.26---四川大学图书馆王兴伦副

了一场题为“魅力女人·专业色彩”的美容

馆长一行 13 人来图书馆调研。

知识讲座。

2013.08.30---图书馆原副馆长刘莎同志

2013.09.22---李铁虎馆长赴哈尔滨工业

光荣退休。

大学图书馆参加第十五次全国工科高校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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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馆长年会，会上李铁虎馆长做了“服务型

楼会议室召开了《中图法》第五版学习交流

机构知识库的探索与实践”的报告。全国 18

研讨会，会议由戚红梅副馆长主持。读者服

所工科高校图书馆的 29 位馆长及书记参加了

务部及文献建设部 40 余名馆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

文献建设部郝天侠就《中图法》第五版的类

2013.09.24---由陕西省高校图工委、西

目设置、修订原则、主要变化及本馆图书索

北工业大学图书馆、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

书号组成和排架方法对读者服务部相关人员

公司联合举办的“2013 年陕西省数图新服务

进行了培训。

应用研讨班”在我校会议中心第五会议室召

2013.10.23---图书馆在长安校区图书馆

开。来自全省 70 多家单位近 300 名图书馆界

召开了志愿者服务组织成立大会。戚红梅副

的同仁参加了研讨会。

馆长、部分馆员及首批志愿者成员参加了大

2013.09.25---图书馆三个党支部分别组

会。

织党员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党的群众路

2010.10.25--- 图 书 馆新 版主 页 正式 上

线教育实践活动专刊”相关内容，会上传达

线。

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及李克强总理等国家

2010.10.25--- 信 息 咨询 部学 科 馆员 谭

领导人在各省调研时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英、张燕前往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面向任

实践活动的讲话精神。

兴民教授科研团队，举办了一场《如何利用

2013.09.25-09.28---张应祥书记、路霞

电子资源进行文献检索》的专题培训。

副研究馆员赴兰州参加 2013 年“第六届图书

2013.10.26---图书馆深入航海学院，为

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会议。

王海燕和申晓红老师的科研团队做了题为

2013.09.26-09.29---李铁虎馆长、刘秋

“学科信息资源获取与利用”的专题培训。

让副馆长、师俏梅副研究馆员赴昆明参加

信息咨询部路霞为本次培训的主讲人。

“2013 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

2013.10.28-11.11---张应祥书记赴湖南

2013.09.27---戚红梅副馆长组织文献建

长沙湖南教育干部培训基地，参加陕西省教

设部及读者服务部相关人员召开业务会，就

育工委第 34 期处级干部学习班。

2014 年中文报刊订购方案进行讨论，对 2014

2013.10.28-10.30---信息技术部黄辉、

年中文报刊订购原则进行调整，最终确定

信息咨询部罗星华参加了在浙江大学举办的

2014 年中文报刊订购方案。

CADAL 项目服务体系应用系统使用培训。

2013.10.09---图书馆深入动力能源学院

2013.10.29---李铁虎馆长、刘秋让副馆

开展学科服务，举办“NoteExpress-论文写作

长和信息咨询部师俏梅主任、田苍林研究馆

的有力助手”的培训讲座。本次培训邀请北

员等赴西安科技大市场，与西安科技大市场

京爱琴海高级培训讲师武帅主讲。

张伟国主任和黄海东副主任举行会谈，双方

2013.10.09---读者服务部冯萍同志光荣

共同商讨了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科技查新服

退休。

务进驻西安科技大市场、开设服务窗口、服

2013.10.16---图书馆在友谊校区东馆二

务高新技术企事业等相关事宜，双方议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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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打造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及服务平台。这是

题征文比赛中，我馆关红副研究馆员的征文

高校科技查新工作站首次与高新管委会合作

《一个普通图书馆馆员的梦想》荣获二等奖、

示例。

谭英馆员的征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聚

2013.11.05---图书馆科技查新站正式入

力实干实现我的工大梦》荣获三等奖。

驻西安科技大市场。

2013.11.20-11.22---李铁虎馆长、刘秋

2013.11.05-11.06---2013 年“卓越联盟”

让副馆长、师俏梅主任参加在北京师范大学

高校图书馆馆长年会在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举办的“2013 高校图书馆服务与技术发展研

召开。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

讨会”
。会议同时举办了 CALIS 十五周年庆，

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

就 CALIS 三期进行了评优，我校图书馆获得

工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工业大

CALIS 三期外文期刊网示范馆二等奖、
CALIS

学、湖南大学等卓越联盟高校的图书馆馆长、

三期联合目录项目建设新锐奖和 CALIS 三期

书记等共 2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李铁虎

编目员队伍建设优秀奖。师俏梅同志获得

馆长主持，副校长袁建平到会并致辞。

CALIS 三期外文期刊网示范馆先进个人。

2013.11.07-11.11---李铁虎馆长、戚红

2013.11.21---图书馆学生志愿者服务队

梅副馆长、郭永建主任、关红一行四人赴上

在长安校区举办了“图书漂流活动首漂征集

海市浦东新区，参加由文化部主办、中国图

仪式”
。

书馆学会等单位承办的“2013 年中国图书馆

2013.11.26---由陕西省高校图工委和西

年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图书馆

北工业大学图书馆共同举办的陕西省高校图

展览会”
。本次年会以“书香中国——阅读引

工委信息技术应用研讨会在西北工业大学正

领未来”为主题。

禾宾馆会议室隆重召开，来自全省 50 余所高

2013.11.09---谭英、杨继华同志赴西北

校图书馆的领导和专家约 150 余人参加了会

大学南校区参加 2013 年陕西省图书情报界中

议。会议由李铁虎馆长主持，张应祥书记致

青年学术年会。

欢迎词。

2013.11.12---图书馆组织召开 2014 年

2013.11.28---由图书馆和发展规划处共

度中文期刊采购议标会，议标会严格按照《西

同举办的“西北工业大学 2013 年数字资源建

北工业大学招标管理办法》执行。校纪委、

设座谈会”在友谊校区图书馆东馆二楼会议

监察处、财务处等部门参加了本次议标会。

室举行。副校长袁建平教授，院士、长江学

2013.11.14---信息咨询部谭英、张燕、

者、杰青及创新团队代表、学校相关职能部

燕辉、牛悦在陕西省高校图工委举办的陕西

门领导、学院领导、教师、学生代表等 40 余

省图书馆员参考咨询典型案例展示交流会议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图书馆副馆长戚红梅

上获得优秀奖。

主持。

2013.11.19---在陕西省社会科学信息学

2013.11.29---根据陕政发【2013】47 号

会、陕西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共同举

文件《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3 度科学技术

办的 2013 年陕西省图书情报界“云雀杯”主

奖励的决定》
，李铁虎馆长的《改性沥青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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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7---图书馆在西安科技大市场

学技术奖一等奖。

举办科技查新专题培训活动。信息咨询部师

2013.12.09----根据校计字【2013】421

俏梅在西安科技大市场视频会议区作了题为

号文件《关于公布“西北工业大学 2013 年度

“科技查新服务助力高新企业”的专题报告。

高等教育研究基金获准立项项目”的通知》
，

2013.12.17---图书馆组织召开 2014 年

信息咨询部谭英的《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与

数据库采购议标会议，对部分 2014 年续订和

服务实践研究》
、燕辉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

新增数据库的订购方案和价格进行议标。评

务模式研究》获准立项。

委由西安工程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张大

2013.12.10---图书馆召开处级领导班子

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小强、

专题民主生活会。副校长袁建平，学校党的

西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贾希鸣、西北工业大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督导

学图书馆馆长李铁虎、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组成员、机关党委副书记杨晓燕及图书馆领

副馆长戚红梅组成。校纪委办监察处正处级

导班子成员、各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参加

纪检监察员秦华宇、国资处招标与设备采购

了会议。会议由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张应祥主

中心主任翟天任、财务处会计科高福贵参加

持。

了本次议标会。

2013.12.11---图书馆举办新技术新业务

2013.12.18---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交流活动。信息技术部倚海伦、信息咨询部

杨家荣馆长一行 5 人，来图书馆考察调研。

燕辉分别做了题为“从社交网络到科研网

双方就图书馆机构设置与各部室工作任务、

络”、“开放获取时代的阅读形态”的交流报

岗位设置及人员聘任条件、岗位考核及奖惩

告。馆领导、各部门业务骨干参加了交流活

办法、津贴分配方案及发放办法、部室主任

动。

聘任办法、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等议题进行

2013.12.13---戚红梅副馆长赴永寿县图

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图书馆领导及相关部室

书馆参加由省图书馆学会协作协调委员组织

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的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结对帮扶情况专

2013.12.27---图书馆与中共陕西省委对

题调研座谈会。会上，戚红梅副馆长就西工

外宣传办公室签订了“关于外宣出版物宣传

大图书馆帮扶结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介

推广的合作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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