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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一流业绩 谱辉煌篇章 

——武汉分馆隆重召开建党 91 周年暨创先争优活动表彰大会 

6 月 29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在六楼会议室隆重

召开纪念建党 91 周年暨创先争优表彰大会，表彰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

的先进基层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分馆全体在职、离退休、学生党员及入

党积极分子参加了此次大会，会议由王卫兵副馆长主持。 

表彰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钟永恒馆长宣读《关于评选表彰

2010-2012 年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武汉分馆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

党员的决定》，决定授予武汉分馆第一党

支部、武汉分馆离退休党支部为“国家科

学图书馆武汉分馆 2010-2012 年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荣誉称号；授予周晓

芳、熊奇永、李桂菊、李珑、刘志刚、邱天、魏凤等 7名同志“国家科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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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武汉分馆 2010-2012 年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分馆领导依

次为获奖的集体和个人颁发了荣誉证书。 

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周晓芳作为先进党支部

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离退休党支部紧紧围绕创

先争优活动，举办了“霞飞映满天 快乐伴我

行”、“纪念建党 90 周年大型歌舞晚会”等主

题实践活动，真正使老同志做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丰富

离退休同志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魏凤、李珑作为优秀

党员代表发言。魏凤同志作为分馆引进的优秀人才，爱岗敬业，认真做事，

善于钻研，工作出色，她带领的标准分析团队从无到有，弥补了国家科学图

书馆系统在标准分析方面的空白。她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谈到了“五心”，

即感恩之心、进取之心、奉献之心、团结之心和谦虚之心，给大家留下深刻

印象。李珑同志作为分馆科技查新检索中心负责人，用心接待每一个客户，

加班加点，踏实勤奋，取得良好的效果。 

随后，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隆重举行。金俊

华、曹晨等 7 名党员满怀自豪，在领誓人的带

领下，站在鲜红的党旗下，高举右手庄严宣誓。

金俊华同志代表新入党党员在会上发言，表达

了热爱党、忠于党，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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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馆党委书记陈丹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

要讲话。陈书记代表分馆党委向辛勤工作在

各岗位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受到

表彰的先进基层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表

示热烈的祝贺，向新加入党组织的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2010 年启

动的创先争优活动既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分馆党的建设的迫切

要求，也是分馆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现实需要。分

馆党委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和中科院党组精神，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

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四个方面抓落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保障和推动了分馆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他代表党委向全体党员提出了

几点要求：一是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针对新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不

能丢掉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努力工作，使分馆的各项事业再上一个

新的台阶；二是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推动分馆工作不断前进和

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三是要有创新精神，要创新性的开展各项工作，为分馆

一三五规划目标和跨越式发展的实现贡献力量。最后，陈书记号召全体党员

带领全馆职工，树立远大理想，为武汉分馆的发展和党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会议在高昂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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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举行 2012 年虚拟化技术交流会 

  为了进一步推动虚拟化技术在我院信息

化建设方面的应用，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联

合著名虚拟化技术企业 VMware 公司和兴和网

络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在武汉梁子湖举

办了“2012 科研网络虚拟化技术研讨会”。来自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武汉物

数所、武汉植物园、水生所等 8个单位的网络与信息化主管、运维工程师及

特邀技术专家共计 18 人参加了本次交流活动。本次交流会旨在更好的推进

虚拟化技术在武汉分院各研究所的应用实施。特邀请了 VMWARE 公司大区经

理和技术专家做了《VMware 虚拟化智能整体解决方案》的报告，详细讲解了

当前业界虚拟化技术的最前沿应用，深入探讨了相关软件平台的应用特点。 

目前，我院大多数研究所的 PC 服务器，因为资源未得到充分整合，存

在负载严重不均、资源闲置浪费、能耗浪费严重、业务的连续性和安全性得

不到充分保障等问题。针对上述现实问题，与会人员与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互

动研讨，重点讨论了如何通过 VMware 虚拟化和云计算技术，充分整合现有

资源，实现绿色、高效、节能和环保，降低科研 IT 建设成本等问题。 

本次技术交流会是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举办的系列前沿技术培训交

流活动之一。通过有关虚拟化和云计算技术的系列培训，全新的虚拟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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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云服务模式将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认识和接受，将对我院各用户单位尽快

实现绿色机房升级、应用新的安全高效网络管理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组织本次网络技术交流会，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科技网

武汉地区用户的交流与沟通，促进了武汉地区的网络技术与管理经验共享和

交流。下一步，中国科技网武汉分中心将结合用户需求和实际工作中的疑难

问题，针对各所网络管理的薄弱环节，继续组织系列专业技术培训和研讨活

动，学习业界前沿技术，促进用户网络服务经验交流，提升武汉地区网络管

理水平。 

       （信息服务部  供稿） 

武汉分馆 2011 年度综合统计工作再获院表彰 

近日，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下发《关于 2011 年度综合统计调查工作

的通报》。在通报中，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被授予“2011 年度综合统计

调查工作《中国科学院科研机构调查表》、《中国科学院科研课题基本情况

表》、《R&D 活动情况调查表》和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报送先进单位”荣誉称

号，这是武汉分馆连续第二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综合统计先进单位。 

综合统计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量大、时间紧、数据质量要

求高、涉及部门多。2011 年度综合统计调查工作全面启用了新版统计调查系

统，对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院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武汉分馆做好

各项系统维护，认真学习和提前熟悉各种上报流程和操作手册，在各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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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和积极配合下，高质高量的完成了综合统计调查工作，为国家和中

科院的相关统计工作和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数据保证。 

（业务处  供稿） 

武汉分馆举行“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专题教育报告会 

为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党

性教育，深入推进“喜迎十八大、争创新业绩”

主题实践活动，6月 29 日，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

分馆举行了“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专题教

育报告会，分馆全体在职、离退休、学生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此次报

告会。报告会由分馆王卫兵副馆长主持，第一党支部书记江洪和第二党支部

书记刘毅主讲。 

江洪结合自身家庭的革命背景，从她珍藏多年

的两组老照片《宝塔山下的军礼》和《新四军的

孩子》开始讲起，娓娓道来，动情地讲述了她的

外公钱保功和外婆杜葳在革命时期的两个感人至

深的小故事，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了共产党员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甘于吃苦、

勇于奉献、坚强善良的优秀品质和大无畏精神。尤其是讲到《新四军的孩子》

这组图片的时候，现场的观众聚精会神的聆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革命的时

代，纷纷被共产党员的那种顾全大局，为革命胜利不惜牺牲自己的孩子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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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感动得潸然泪下，也为孩子最终脱离苦难而感到高兴。刘毅重点从学习《党

章》的角度出发，结合党章发展的历史沿革，做了《学习党章 创先争优》

的专题报告。他从党章修改的必要性及学习贯

彻党章的重要性，指出了十七大党章所体现出

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对《党

章》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讲解，深刻阐

释了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全面论述了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党对革

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以及党的领导地位，要求大家立

足岗位创先争优，给广大党员上了精彩的一课。 

分馆党委陈丹书记做总结发言。他对江洪书记照片中的革命先辈们表达

了崇敬之情，他们风华正茂的年代便投身革命，写下了动人的篇章，深刻地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必然。《党章》的修改，充分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成果。他号召广大党员

干部要学习革命先辈们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光荣传统，真正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陈书记还要求广大党员要把学习党章与推进工

作结合起来，学习党章是为了更好地实践党章。广大党员要时刻以饱满的热

情和强烈的使命感，努力工作，为分馆的和谐稳定发展做出新贡献，以优异

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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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理想信念，服务国家人民 

                                     ——武汉分馆积极组织参加党知识教育专题报告会 

6 月 12 日下午，为进一步加强职工思想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党员深入了解党的光辉

历史，增进对党的感情，激发为党和人民工

作的热情，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邀请

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同志做“坚定理想信念，服务国家人民”专题报

告，报告会由国家科学图书馆党委许平书记主持。武汉分馆积极组织全馆在

职、离退休及学生党员，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参加。 

方新在报告中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建党以来的光辉历程，从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爱国为民、救亡图存、

民族复兴；艰苦卓绝、矢志不移、甘于奉献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坚定理想信

念的重要性；强调“党的领导是根本，理

想信念是灵魂，实事求是是法宝，服务人

民是宗旨，自觉奉献是价值观”。并通过大

量的事实充分证明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

国共产党，开启了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

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片，一个个感人的先进事迹，

激励着武汉分馆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为党的事业奋斗的理想和坚定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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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牢记党的宗旨，立足岗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信心和决心。参加报告会的同志们认为，方新副书记的主题报告高屋建

瓴，思想深刻，使大家深受教育，对扎实推进武汉分馆十二五规划的全面实

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综合办公室  供稿） 

武汉分馆喜获武汉分院广播操比赛三等奖 

6 月 8 日下午，为了响应中科院“全民健身

日”的号召，更好地在小洪山园区推广健康

科学的健身方法，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

积极组织职工参与由中科院武汉分院组织的“全

民健身 你我同行”第九套广播操比赛。本次共有 9支队伍参赛，比赛设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名。 

为体现全民健身的理念，武汉分馆积极动员全体职工和研究生参加，他

们以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不怕吃苦，反复练习，强化动作规范，把握动作要

领。比赛中，武汉分馆代表队以整齐的动作、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获得了主席台评委和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最终，经评委们打分，武汉分馆

获得了此次比赛三等奖的好成绩。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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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动飞扬  激情赛场 

——武汉分馆组织参加武汉分院羽毛球比赛 

2012 年 6 月 15 日，羽毛球馆内热闹非凡，由武汉分院组织的分院系统

职工羽毛球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此次比赛设男子团体、女子双打和混

合双打三项，采取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以及国际羽

联最新的有关规定。武汉分馆积极组队参加。 

赛场上，平时严谨工作的同事们立即变成了活力四射的运动员。只见白

色的羽毛球在空中飞来飞去，运动员们时而分离扣杀，时而轻盈吊球，将高

远球、扣杀、劈杀、吊球等各路球技展现的淋漓尽致，尽显风采！场边的拉

拉队虽然没有机会在赛场上挥拍得分，但他们的喝彩声、加油声、欢呼声此

起彼伏，是赛场上运动员们奋力拼搏的动力。比赛中，武汉分馆的每位参赛

选手充分发挥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即使落后，仍每球必争，绝不轻易放

弃。此时，比赛胜负已不重要，不言放弃、奋力拼搏的精神充溢了整个赛场。 

通过此次比赛活动，不单增进了武汉分馆与各兄弟单位之间的感情，更

增强了职工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培养了职工勇于拼博、敢于争先的竞技

体育精神，使职工在享受体育比赛真正乐趣的同时，愉悦了身心、增强了身

体素质。 

 

（综合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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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 ◆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湖北省科学图书馆 

◆ 中国科技网武汉网管中心◆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文献信息中心 

【信息服务部027-87198187】【情报研究部027-87199180】【信息技术部027-87199182】【业务处027-87198533】 

【查新中心 027-87197719】【学科化服务组 027-87197630】【《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 027-87198181】【综合办公室 027-8719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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