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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上午8：00点，图书馆

召开了新任馆领导与馆员见面会。

校党委副书记罗维忠、组织部部长

张铁强，原图书馆馆长缪小燕、新

任图书馆馆长杨剑平、新任图书馆

直属党支部书记、副馆长高飞及全

体馆员参加了见面会。

会上，张铁强部长宣布了党委

对图书馆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的任

命决定，并对原馆长缪小燕同志对

图书馆的发展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

度评价和肯定，相信现任馆长杨剑

平同志在图书馆现有的发展基础上

会做得更好。

罗书记发表了热情洋溢讲话。

他对缪小燕在图书馆20多年的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他说：缪小燕同志

轮岗到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工作是

学校机构调整和工作的需要，图书

馆在缪小燕同志的领导下，在全体

同志的支持努力下，走过了不平凡

的发展之路，取得了显著成就，学

校是有目共睹的，而每位工作人员

应为图书馆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

豪。罗书记对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

要求。1、作为馆领导必须明确图

书馆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2、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做好高

质量的服务，营造和谐的工作氛

围，为每个同志的发展搭建平台和

创造机会；3、在服务过程中，对

每个服务细节要做到精心、尽力和

精致。罗书记对新馆领导提出希

望。1、转换角色，尽快适应熟悉

图书馆工作；2、在原有规章制度

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完善各项规定

并贯彻落实；3、加强图书馆队伍

建设，特别是图书馆中层干部队伍

建设；4、加强学习，增强图书馆

中层干部的执行能力；5、图书馆

中层以上干部要更多更广泛联系群

众，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敢于从不同意见中筛选出有意义和

成份，促进我们做好工作。最后，

他祝图书馆的明天更好！

原任馆长缪小燕同志谈了自己

对图书馆万般不舍的情感并感谢同

仁这么多年对自己工作的支持、理

解和帮助，希望大家在新馆长的领

导下把工作做得更好。

新任馆长杨剑平同志谈了自己

对图书馆的认识和对工作的想法。

希望在未来的工作中与大家共同进

步，共同发展，共建和谐图书馆。

最后，新任图书馆直属党支部

书记、副馆长高飞同志发言，他首

先对缪小燕馆长表达深深的敬意，

感谢她为图书馆发展奠定的坚实

基础；最后表示要与新任馆长配合

好，做好参谋和副手，实现建设好

北京农学院图书馆的共同目标，共

奏和谐乐章。

图书馆召开新一届馆领导
与馆员见面会

杨剑平，女， 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植物生理学专业，获学士

学位。1988年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生物部植物生理生化专业，获硕士学位。

1988年毕业分配至北京农学院。1997年评为副教授，1998年评为北京市青年

骨干教师。曾获北京市科学进步三等奖、北京市高校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

功比赛一等奖。1998年任北京农学院农学系副主任，2002年任生物技术系副

主任，2004年任教务处副处长，现任北京农学院图书馆馆长。历任昌平区第

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委员和农村工

作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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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下午，图书馆在外文阅览

室召开了一届七次民主管理大会。会议

的主要议程有：1、馆长杨剑平通报了

2007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设

想；2、结合馆长工作报告分小组进行

讨论，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意见；3、分

工会副主席孙红总结2007年上半年工会

活动情况；4、办公室林莉同志通报图

书馆上半年视收支情况。会议由分工会

副主席孙红主持。

在分组讨论会上，大家纷纷就提

高图书馆工作人员岗级、加强业务学习

培训、提供学习培训机会、改善工作环

境、增加人员编制、强化对学生的入馆

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

馆长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并

表示对会上提出的意见建议和会前征集

的提案认真研究，逐步加以解决。

会上，馆领导还传达了保卫部门

《关于做好2007年暑期学校安全稳定工

作的通知》精神，通报了图书馆安全稳

定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情况，对全馆工作

人员进行了假期防火、防盗、防骗、防

抢、防交通事故等安全意识教育，确保

暑期图书馆工作顺利进行。

最后，杨剑平馆长就暑期开始实

行开放日、业务培训相关事宜做了安

排。暑期图书馆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每周进行一次全馆安全大检查。

图书馆召开一届七次民主管理大会

为进一步提高图书馆工作

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学习外馆的服务理念和管理模

式，以适应未来新馆的建设和

发展要求，7月25日—30日，

图书馆由副馆长高飞带队一行

15人实地参观考察了苏州大学

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浙江

林学院图书馆、上海大学图书

馆。每到一个馆，大家感到有

很多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并与

这几个馆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座

谈和广泛交流。此次参观考察

开阔了眼界，使大家了解了南

方院校图书馆的一些新的理念

和实践，对改进和提高我馆的

服务和管理水平有很好的借鉴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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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教育工委于今年 9 月

13 日至 14 日对我校进行党建和

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达标检

查。为迎接评估，图书馆直属

党支部对《基本标准》的各项

测评要素进行深入学习，仔细

领会每一项测评要素的具体要

求，作了认真、细致的准备工

作。从巩固和扩大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教育成果入手，认真

总结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

和实践。直属党支部书记、支

委以部分党员，牺牲暑假休息

时间，撰写了 12000 字《开拓

创新，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的自评报告和 5000

字的《送知识下乡，以信息支农》

特色报告以及“分工会工作”、

“安全稳定工作”“主体党日活

动” 等特色材料 , 对各种党建

及思想政治工作的支撑材料和

文档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归档，

按时完成了校党委布置的各阶

段工作，圆满完成“党建和思

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达标检查”

的准备和验收工作。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圆满完成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
达标检查”的准备和验收工作

为了丰富馆员的

文化娱乐生活，增进馆

员间的交流与沟通，凝

聚人心，图书馆分工会

下半年开展了定点投篮

比赛、飞镖比赛和馆员

数码摄影作品比赛。定

点投篮比赛中归燕同志

以投5次中3个获得第一

名；飞镖比赛中，曾频

以400分的成绩获得第

一名；摄影比赛经馆外

专家分类评选，高飞

（峰塔钭阳）、邢燕丽

（小街老人）、林莉

（玲珑一现）、杨剑平

（和谐社会）被评为一

等奖。

图书馆分工会
开展文体娱乐活动

◆7月17日，杜晓林副院长到图书馆检

查指导工作。

◆7月17日，图书馆重新调整安全稳定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高飞、杨剑平、孙

红、宁璐、曹建光。

◆8月28日，图书馆门禁系统开通试运行。

◆9月初，图书馆重新调整服务部门开

放时间，每周增加约20小时开放时间。

◆9月6日，我校第四个乡村图书室在延

庆县旧县镇米良屯村建成，图书馆为其配

置了5台电脑和641册图书。杨剑平馆长参

加了揭牌仪式。

◆9月25日，图书馆直属党支部补选李

俊升为宣传委员。

◆9月27日，纪委书记朱生利来馆检查

指导安全工作。

◆10月13日，分工会主席高飞同志在院

工会召开的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介绍开展分

工会活动的经验。

◆11月14日，“2006年图书馆硬件设备

建设”专项顺利通过学校验收。

◆11月19日，院党委王晓霞副书记等

一行三人来到图书馆，对图书馆直属党支

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情况进行检

查。

◆11月22日，孙红同志被评为北京农学

院优秀共产党员。

◆11月28日—12月4日，完成2万余册三

线藏书向学生公寓7号楼的转移。调整了书

库布局，并为明年的新书入藏预留了物理

空间。

◆12月19日下午，图书馆召开了“走

近读者，拓展服务”主题服务月总结暨颁

奖大会。 党委副书记王晓霞、副院长杜晓

林、学生处处长韩宝平、团委书记杨宝东

参加了此次大会。

◆12月21日，图书馆成立离退休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有杨剑平、高飞、孙红、关

静霞、贾满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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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读者服务月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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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于2007年10月22日至11

月16日举办了以“走近读者，拓展

服务”为主题的读者服务月活动。

这项活动得到了读者的大力支持和

满腔热情地参与。

本次活动中，图书馆举办了

“阅读与智慧”有奖征文活动，共

收到征文319篇，经过专家评审，

评出一等奖5名：园林系贾稊老

师，动科系2006级杨维维，职业技

术学院2006级马志璞，生物系2007

级刘荔莹，植科系2007级谢红春同

学；二等奖10名：食品系2006级关

欣，园林系2006级赵莹辉，基础系

2006级刘纪雷，国际学院2006级林

玥彤，植科系2006级舒媛，植科

系2005级王杨，经贸系2007级刘敬

兰、石莹，生物系2006级李艳松、

李姣同学；三等奖25名：图书馆田

晓云老师，经贸系2006级邢丽楠、

刘俊玉、贾亚杰，经贸系2007级杜

晓、张晓飞、袁金萍、王冰心、谢

可娇、苗润娇、赵永飞、乔珍珍、

李腾、王晨、宋林笑、 李娜、刘苑

君、范楠楠，园林系2007级刘玲、

任蕾，生物系2006级孙安琪，生物

系2007级马丽娜，人文社科系2005

级付翠翠、卫志新，人文社科系

2006级 巩霞同学。经查有38名同学

的征文是从网上全文下载的，图书

馆决定取消他们征文的评选资格。

根据读者的自荐及读者借阅记

录情况，图书馆评选出8名符合评

选条件的读者为图书馆优秀读者。

他们是：人文社科系龚一田、刘新

月，园林系张莉，生物技术系王霜

乐，植科系孙楠，食品系王珊平、

经贸系贾亚杰、尤媛。

在读者满意图书馆员的评选活

动中，通过印制特色选票和广泛宣

传的形式吸引了将近2200人次的读

者对图书馆一线流通岗位工作的11

名人员的满意程度评价。图书馆工

作人员获“很满意”和“满意”的

票数占到90%以上，符合读者满意

图书馆员标准。最后按得分高低，

选出3名工作人员为读者最满意的图

书馆员。他们是贾满玉、高春雨和

归燕同志。

活动月中，图书馆收到邓蓉、

余华东、贾稊、杜晓林、杨为民、

郝景泉、李宝龙、史亚军、师光

禄、赵建庄、吴国娟等老师捐赠的

15种86册图书。图书馆将设我校教

师著作专柜，向同学们展示教师的

学术风采。

为了推进图书快速流通，提高

图书利用率，在图书馆服务月活动

期间，举行了两次“还书促进日”

活动，还回439册免交滞纳金图书。

为加强数据库使用的宣传，使

更多的读者了解图书馆的数字资源

及其使用方法，图书馆制作了万方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

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网上报告厅

视频数据库、新东方网络课程数据

库、“读秀”电子图书数据库、书

生电子图书数据库等多个数据库操

作指南彩页3000张，向到馆读者发

放，进行宣传。组织了10次数据库

检索与利用的培训与讲座。

举办了4场中外文图书展。展示

中文图书5800种，外文图书2600多

种。老师和同学们到书展现场为图

书馆推荐了自己喜欢的图书，全校

师生共推荐中文图书1400多种，外

文图书503种。图书馆订购中文图书

753种，2260册；外文图书 214种，

214册。

为使图书馆资源更符合广大师

生的需求，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经

校领导同意，图书馆将组建“图书

馆文献资源荐购委员会”。委员会

委员由各系主任推荐。在图书馆的

倡议下，学校学生社团联合会成立

新的社团组织--慧读社。推动同学

们读书爱书活动，并向图书馆推荐

了学生喜爱的社科、文艺类图书。

在10月31日、11月7日、14日图

书馆召开了三个不同层次的读者座

谈会。向读者介绍了馆藏图书、数

字资源情况，读者对图书馆工作提

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经图

书馆馆务会研究后，大部分问题和

建议已经解决和答复。举图书馆之

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已报学校。

图书馆将借“走进读者、拓展

服务”主题活动月活动之际，架起

读者与图书馆沟通和互动的桥梁，

让读者了解图书馆，让图书馆了解

读者的需求。读者的需要是我们图

书馆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让我们一

起把图书馆办得越来越好。

“走近读者，拓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