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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召开
“文献资源建设发展战略研讨会”

本 期 要 目
图书馆召开“文献资源建设发展
战略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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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打造特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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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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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学习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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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提高图书馆馆藏文献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地助力教学、科研工作创新，10 月 29 日下午,在
图书馆四层学术报告厅召开了“文献资源建设发展战略研讨会”。副校长孙有中、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
晓景、各院系所负责人、教师和学生代表近 50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图书馆直属党支部书记安国城主持。
会上，孙有中副校长做了题为“打造北外特色馆藏—建设世界一
流图书馆”的主题报告，指出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图书馆，而一流
图书馆的根本在于建设特色馆藏。在分析国内外著名高校特色资源的
基础上，结合我校优势学科和特色研究领域，孙有中提出了“精心规
划、协同建设、加大投入、特色取胜”
的特色馆藏建设思路，并为北外图书馆建设成中国或世界一流的特色馆
藏指明了发展方向。
常务副馆长杨晓景详细汇报了图书馆近几年馆藏资源建设和利用情
况，以及非通用语种馆藏文献结构性缺失和复合型专业文献馆藏资源基
础薄弱等问题，提出了“巩固重点学科、强化优势学科、突出特色学科、
发展复合型学科”的建设思路和具体措施，最后提出了“建设特色鲜明、
重点突出、结构合理的国内一流馆藏”的美好愿景。
与会专家和代表就特色馆藏建设、数字化发展趋势、资源整合揭示、数据库宣传推广、资源共享、
科研成果展示、阅读推广、图书捐赠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希望图书馆在发挥文献保障
功能的基础上，成为学校文化交流和学术活动中心。图书馆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馆藏质量，强化
服务意识，深化服务内涵，全面推进图书馆工作。
（信息咨询部 孙琳）
~~~~~~~~~~~~~~~~~~~~~~~~~~~~~~~~~~~~~~~~~~~~~~~~~~~~~~~~~~~~~~~~~~~~~~~~~~~~~~~~~~~~~~~~~
（CASHL）副主任肖珑、亚非学院院长孙晓萌、
图书馆举办 2014 年亚非语种及英语
北京部分院校图书馆及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
限公司领导等参会并致辞。开幕式由图书馆常务
原版图书展
副馆长杨晓景主持。（文献资源建设部 王源明）
为了丰富我校亚非语种文献，更好地服务教
韩震书记向图书馆赠书
学、科研工作，图书馆举办了为期一周的“2014
年亚非语种及英语原版图书展”。
2014 年 9 月以来，党委书记韩震两次向图
本次书展由教育部社科司专项经费支持，共
书馆赠送个人藏书 180 册、学术期刊 257 册。这
展出 5000 余种外文原版图书，包括英语、越南
批书籍主要为中文哲学类图书，涉及中西方经典
语、缅甸语、泰语、马来西亚语、韩语及斯瓦希
哲学思想导读、哲学与人类学、哲学与历史、价
里语等诸多亚非语种，涉及哲学、社会学、语言、
值与文化等领域。韩震书记对图书馆的建设与发
文学、历史、政治等众多学科。书展不仅为师生
展非常关心，希望以此鼓励全校师生多读书、读
搭建了解各国图书出版与研究状况的平台，还提
好书，也呼吁更多的师生参与到图书馆的建设中
供了师生现场挑选和推荐外文图书的服务。10
来，不断丰富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为推进校
月 27 日上午 9 点，在图书馆一层展厅举办了本
园阅读文化建设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届书展开幕式，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北外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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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打造特色服务
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结合学校学科特色和文化特色，依托自身的资源和空间优势，不断丰富服务
内涵，拓展服务外延，积极为全校师生打造具有国际视野、彰显多元文化的文献信息中心、学术交流中
心和文化活动中心。
1. 多层面、多维度揭示馆藏，大力推广校园阅读文化。多语种是北外的最大特色，北外图书馆多
语种藏书也为全国之最。为充分展示馆藏，提高藏书利用率，图书馆开
展了新书推荐、好书推荐、图书排行榜推荐、对象国藏书展等活动，充
分展示馆藏。
2. 充分利用多样化馆舍空间，
打造学术交流中心。图书馆大小不等
的 18 间研读间，吸引学生开展个人研
读和小组研讨。多媒体学习中心提供
苹果工作站等高端设备，为师生提供创
新活动空间。学术研讨厅、学术报告厅、
高端会议厅等面向全校开放，吸引全校教学科研机构在此举办学术讲
陈国华教授来图书馆作精彩报告
座和学术交流活动。此外，图书馆每学期都举办名师讲坛、学术资源搜
集与利用方法、学术研究方法、论文写作与投稿技巧等方面的讲座，积极融入师生学术研究的各个环节。
2013 年，在图书馆举办的各类学术讲座超过 200 场。
3. 积极展示多元文化，拓展服务边界。为充分展示北外复合型、复语型、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办学
理念，彰显北外的文化特色和国际视野，图书馆大力宣传对象国风土
人情和历史文化，积极打造文化交流中心。2013 年 6 月开馆以来，图
书馆与多国使馆和文化机构，如美国使馆、意大利使馆、葡萄牙使馆、
拉脱维亚使馆以及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等，合作举办了画展、摄影
作品展、历史文化展、书展、影展、文化讲座等活动，营造多元文化
氛围。此外，图书馆独有的文化特色还吸引了众多国外领导人、专家、
学者等前来参观和交流。
北外图书馆力争通过丰富的馆藏资源、舒适的学习环境和学术交
美国画家诺曼• 罗克威尔图片展
流空间、以及多元的文化展示，努力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图书馆。
(信息咨询部 孙琳)
……………………………………………………………………………………………………………………
李肇星参加我馆好书推荐活动

图书馆引进亚非、欧语、德语、金融等数据库六种
为充实小语种电子资源，辅助学科教研发展，
图书馆本学期通过试用评估，特引进了四种小语
种数据库，现简介如下，详情请参考图书馆主页
“数据库”板块，欢迎相应语种的师生使用。
1.中东欧多语种期刊在线数据库：收录来自中东
欧 32 个国家（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土耳其、俄罗斯
联邦、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德国等）
的 1000 多种人文社科期刊，涵盖 30 多种语言，
目前有 170,000 余篇文章。
2.MBC 缅语数据库：由缅甸 Myanmar Book Center
提供，共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缅甸研究学会期
刊文章（1911-1977）
；缅甸传统手稿典藏集；继
独立数据库之后的缅甸历史、文化、考古和文学

精选著作文集；电子书；五卷“缅语题词”；数字
化报纸；古缅甸画报 Parabaiks。
3.KISS（Koreanstudies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韩国学术期刊数据库：该库是韩国国内
最受欢迎的期刊论文数据库之一，收录了韩国各
学科领域的 1360 种学术期刊，含有共计超过 130
多万篇论文全文（年平均更新 10 万篇）。
4.Springer 德语电子书人文社科包，
共 630 余种。
除了小语种数据库之外，
应国际商学院申请，
图书馆还引进了 BvD 财经实证类数据库和锐思
RESSET/DB 两种数据型电子资源，全校均可免费
使用。另外，ALJC、法文百科全书、PressDisplay
各国报纸库等三个数据库，由于团购代理商破产，
目前无人代理，暂处于（或即将处于）不可使用
状态，请大家周知并谅解。(信息咨询部 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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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举办“教授好书推荐”展览
为传承文化、倡导阅读，金秋十月，图书馆在一层大厅举办了“教授好书推荐（第一季）”活动。
本次活动特邀我校各院系专家、学者为大学生推荐曾对他们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书籍。
活动共收到来自 12 个院系所、15 位知名教授推荐的近百本书籍。专家还精心为每本书写下了简短凝练、
富有深意的推荐理由。这些书籍中西兼顾、贯通古今，涉及文学、历史、政治、哲学、经济等多个学科
领域。
10 月 28 日开展当天，
“教授好书推荐”展览就吸引了大批学生驻足观看。图书馆希望通过本次活动
能够大力推广校园阅读文化，以教授倾情推荐的人文社会学经典不断影响和启迪一代又一代人。
今后，图书馆还将继续邀请更多的专家学者为师生分享有价值的书籍。
（信息咨询部 孙琳）
^^^^^^^^^^^^^^^^^^^^^^^^^^^^^^^^^^^^^^^^^^^^^^^^^^^^^^^^^^^^^^^^^^^^^^^^^^^^^^^^^^^^^^^^^^^^^^^^^

※部分推荐书目
张中载：教授，英语学院
《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
指南》
（第 2 版）
殷桐生，教授，德语系
《西方经济学》
《权力·制度·文化》
《争夺世界技术经济霸权之战》
金莉：教授，英语学院
《 汤 姆 叔 叔 的 小 屋 》（ Uncle
Tom’s Cabin, 1852）
《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 1960）
《秀拉》
（Sula，1973）
张西平：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欧洲早期汉学史》
《论语》
《易经》
《圣经》
《理想国》
《共产党宣言》
车琳：教授，法语系
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
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
代、纪德时代、萨特时代）
戴桂菊：教授，俄语学院
《往事与随想》
《论法的精神》
《西方的没落》
李永辉：教授，国际关系学院

《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
《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
《经史百家杂钞》
(编目部 赵洪林)


图书馆举办系列活动
纪念莎士比亚诞辰 450 周年
为纪念文学巨匠威廉• 莎士比亚诞辰 450 周
年，12 月 8 日至 12 日，图书馆与人事处、剑桥
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系列活动。
活动期间，图书馆邀请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博士生导师陈国华教授为师生做了题为《莎士比
亚的艺术成就与莎剧的汉译》的讲座。陈国华用
丰富而详实的史料知识，全面地介绍了莎士比亚
的生平、艺术成就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并对
中西方古典戏剧做了生动的对比分析。在介绍莎
剧汉译的进展时，陈国华还与师生分享了自己的
莎剧译本。
为引导师生了解馆藏、重读经典，图书馆在一
层展厅集中展出了馆藏的莎士比亚作品及研究著
作 700 余种，其中外文著作 500 余种，涉及英语、
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罗马尼亚语、
阿尔巴尼亚语、瑞典语、斯瓦西里语等多个语种。
同时还展出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供的“莎士比亚生
平、评价及轶事”。
为了让师生对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有更直观
的了解和体验，图书馆还组织放映了三场莎士比
亚著作改编的经典电影和戏剧。
系列活动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受到广泛好
评。今后，图书馆还将联合相关部门举办更为丰
富的文化活动，倡导阅读，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经
典以及多元文化的传播。
（信息咨询部 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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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电子期刊查询系统使用
开放获取(Open Access)论文是指免费的、数

子期刊查询系统中进行查找或者浏览，可以找到

字化的、在线获取的、免除许多知识产权和许可

需要的期刊，并且每种开放获取期刊都提供刊名，

限制的论文。但是，这些在线期刊、预印本等资

ISSN，所属主题分类以及全文收藏查询。直接点

源都是零散地存在，缺乏统一组织和有效利用。

击刊名即可链接到该刊的主页并查看相应的年

北外图书馆为了方便给读者更好地利用开放

份、卷期和期刊论文全文。

获取期刊，
整合艾利贝斯公司的 Exlibris 开放获

利用该系统方式：在图书馆主页

取电子期刊查询系统
（http://coreej.cceu.org.cn/findfreeej.htm
）
，当前读者通过该查询系统即可以直接访问
27897 种开放获取期刊。
Exlibris 开放获取电子期刊查询系统提供
三种方式实现对该系统的使用：
(1)期刊查找功能
（按刊名查找和按 ISSN 两种方式）
;(2)分类浏览
功能
（一共分为 17 个大类: Arts and Humanities,
Business, Economy and Management， Law,
Social Science，Telecommunications 等）;(3)
开放获取平台浏览功能。
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在 Exlibris 开放获取电

（http://lib.bfsu.edu.cn/）检索区域选择学术
资源门户，下方点击“OA 期刊”，即可利用该系
统。

（技术部 周静怡）



参加第二届中国期刊交易博览会
2014 年 9 月 17 日至 21 日，第二届中国期刊
交易博览会在武汉举行。我馆参加了“国际期刊
媒体创新发展论坛”分论坛——“海外数字出版
与图书馆资源建设高峰论坛”研讨会，论坛主题
为“期刊数字化的挑战与机遇”
。
参加本届博览会，使人们深刻感受到，在新
媒体冲击下，我国各省市地区纸质期刊出版的
品种多样，并各具特色，展现出了我国期刊文
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大好景象，是一次期刊的盛
会。同时也了解到国内外数字期刊及开放期刊
的建设、长期保存等现状，高校图书馆作为数
字期刊引进和不断开发建设的重要单位，应该
在数字期刊开放出版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文献资源建设部 张海英）

参加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研修班
2014 年 11 月 18 日-19 日由清华大学图书馆、
武汉大学图书馆和同方知网数字出版集团共同主
办的“2014 年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
级研修班”在北京举办，我馆馆员黄嘉平、孙琳、

周静怡、单铁柱参加。会上来自清华大学、武汉
大学的馆长对当今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
析，并分享了各个图书馆开展的一些新应用是如
何提高图书馆的现有服务水平以及新应用遇到的
一些问题。通过这次学习，认识到我们现在工
作中的不足，吸取其他图书馆的先进经验和做
法，在以后的工作中提高我馆的服务水平，更
好的为读者服务。

（技术部 单铁柱）

编目馆员参加 RDA 培训
2014 年 11 月 24 日-28 日,我馆编目馆员参
加了由全国高等教育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CALIS）举办的 RDA（Resource Description
& Access，资源描述与检索）编目业务培训研
讨会。RDA 是针对数字环境的发展而制定的最新
国际编目规则,是关于数字环境下资源整合的规
则。图书馆编目馆员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研究
更加科学高效揭示我馆文献资源的方法，进一步
完善图书馆书目信息,为读者服务。
（编目部 闫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