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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资源建设会议暨

CALIS 共享域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举行 
2010 年 11 月 18 日，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资源建设会议暨 CALIS 共享域服

务中心揭牌仪式在外研社九层会议室举行。此次会

议由我校图书馆承办，来自全国二十三所高校图书

馆的四十余位馆长参加了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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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龙副校长致辞） 

我校彭龙副校长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联盟成

立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并代表学校表示将一如既

往的支持联盟的工作。北大朱强馆长代表 CALIS 管

理中心讲话，强调联盟作为一个行业性图书馆加入

CALIS 国家项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北外图

书馆作为该项目的承建单位，任重而道远；他同时

指出图书馆间加强合作与交流既有必要、也有条件，

CALIS 将从机制上、技术上对联盟提供必要的帮助，

并代表北大图书馆表示希望将来加强与联盟的合

作。联盟主席、我校图书馆前馆长戴龙基也发来贺

信，祝贺联盟取得历史性的新进展。 

随后，彭龙副校长与朱强馆长为 CALIS 共享域

服务中心揭牌。广外图书馆馆长李敬平为共享域的

四位特聘专家：朱强、陈凌、肖珑和燕今伟颁发了

聘书。 

聘书颁发仪式之后，我校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

晓景作了《共建共享、共同发展》的主题发言，回

顾了联盟成立以来所做的具体工作，介绍了 CALIS

共享域三期服务中心项目的概况和建设内容，并对 

共享域的前景进行了展望。随后，CALIS 管理中心

数据部主任张俊娥、CASHL 管理中心副秘书长关志

英分别以《CALIS 的普遍服务之共享域服务》和《共

建 CASHL 体系，共享 CASHL 服务》为题作了发言，

分析了 CALIS 和 CASHL 与共享域合作的可能性及具

体操作方式，从而为共享域进一步发挥作用和影响

力提供了绝佳的平台；CASHL 管理中心副主任、北

大图书馆副馆长肖珑分享了自己对共建共享理念的

理解，强调联盟与 CALIS、CASHL 有很多可合作之处，

并祝愿外语联盟在今后有更大更好的发展。上外图

书馆馆长助理张绍铎和广外图书馆副馆长雷永立分

别联系自身实际，作了《外语院校的特点与电子资

源采购》和《联盟成立后小语种图书采购形式的变

化及我们的思考》的主题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强烈

共鸣与深刻思考；我馆采访部主任付桂珍则以《2010

年外语院校联盟文献资源协调采购工作总结及工作

计划》为题进行发言，提出了当前资源协调采购工

作的五个难点。之后，与会者针对以上发言、围绕

联盟工作进一步展开的各种具体问题开展了长时间

的热烈讨论。 

本次会议总结了联盟已取得的成绩，提出了未

来的发展方向，促进了与 CALIS、CASHL 的进一步合

作，扩大了联盟的影响力，不仅成为联盟发展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外语院校图书馆人对提高

自身服务的一次深入思考和实践，对国内外语类学

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信息咨询部 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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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外语院校非通用语种采购现状 
本学期，受全国高校图工委资源建设组的委托，我馆文献资源建设部对全国外语院校中四所有代表

性院校的非通用语种近三年的图书采购情况进行了调研。虽然调研结果显示我们的文献缺藏还比较多，

但自联盟成立以来，各院校对小语种文献的采购倍加重视，纷纷加大了采购力度，不论从语种的覆盖面

还是文献采选数量上都有大幅度增长。 

2007 年四所外语院校共采选非通用语种图书 5839 册，语种覆盖 13 个；2008 年采选图书 4567 册，

语种覆盖 19 个；2009 年采选图书 8285 册，语种覆盖 19 个，如果把赠书纳入统计范畴，语种数及图书

册数还会大幅度增加。数据库方面我们增加了法文百科全书数据库、阿拉伯语电子书、CGN 经典法语数

据库、CAIRN 法语数据库、俄罗斯社科与人文科学电子期刊、Informe 西班牙语期刊数据库、CiNii 日本

论文库等。我们把图书统计结果呈交给图工委文献资源建设组，经专家对这些数据进行比对，认为我们

对文献资源的搜集还不够。在以后的 5 年里，CASHL 管理中心会加大对非通用语种资金的投入，使非通

用语种文献能够均衡协调地发展，从而最大限度的满足读者需求。         （文献资源建设部 付桂珍） 

图书馆管理工作及十二·五规划编制探讨会 

为加强图书馆管理工作，总结和分析管理现状，进一步规划图书馆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7 月 7 日

图书馆特召开 2010 年度管理工作会议及十二• 五规划编制工作研讨会。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晓景、直属

党支部书记兼副馆长郭向华、各部门主任、组长和业务骨干共 2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郭向华副馆长主

持。 

杨晓景副馆长在传达校管理工作会议及十二• 五动员部署会主要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次图书馆

会议的讨论内容，希望大家能够集思广益，为图书馆未来发展共同献计献策。各部门主任结合部门业务

工作，从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与挖掘、人员培养、新馆规划、服务模式转变、信息深层次揭示、数字化

发展等方面对部门发展现状和未来规划发表了意见。各部门组长和业务骨干从自身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出发，在图书保护、用户培训、馆际交流、期刊利用、绩效管理等多角度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想法与建

议。会议当中，大家畅所欲言、讨论热烈。最后，杨晓景副馆长对图书馆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希

望今后全馆各部门人员能进一步加深交流与合作，共同努力建设图书馆更美好的未来！ 

（本刊编辑 韩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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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子工程”进一步推动我校图书
资源整合工作 

 

从 2008 年 10 月开始，我馆以外包的形式来

做院系资料室图书的编目工作，以期达到整合全

校图书资源的目的。在相继完成了“中国外语教

育研究中心”、“中国海外汉学中心”、“西葡语系

资料室”所藏图书的编目工作后，这一项份量很

重的任务不仅初见成效，而且也得到了学校领导

的重视，将它作为全校“折子工程”的一部分来

督促、检查和落实。这一措施的实行会让全校师

生更加了解图书资源整合的意义，也会推动这一

项工作进行得更快更好。 

本学期，“中文学院资料室”、“欧语学院冰

岛语教研室”藏书的编目工作已经完成。在下学

期，将着手做“法语系资料室”、“瑞士研究中心”

和“魁北克研究中心”所藏图书的编目工作。已

经做完编目的图书，读者可以在图书馆馆藏书目

查询中检索到，如需借阅，请参考各院系资料室

的规章制度。                

（编目部 谢涵） 

图书馆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议 

11 月 19 日下午，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召开全

体党员会议。会议包括讨论接收单铁柱同志为中

共预备党员、创先争优活动部署等内容。 

在支部书记郭向华介绍单铁柱同志的各方

面情况后，党员们对单铁柱的表现展开了积极的

评议。大家一致认为该同志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工作认真主动，乐于助人，同时希

望其能发挥更大的潜能，为图书馆服务。

支部党员全票通过吸收单铁柱同志为中共

预备党员。 

随后，郭向华书记部署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创

先争优活动实施方案，介绍了活动的指导思想、

主要目标、组织领导、主要内容及时间安排。她

号召全体党员深刻领会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性和

具体要求，积极投身创先争优活动，充分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本职岗位创造业绩，实

现党性修养、业务素质、服务水平“三提高”，推

动图书馆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本刊编辑 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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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俄罗斯文化十五讲》——了解俄罗斯文化的一本好书 

俄罗斯文化博大精深，精神内涵极其丰富，

是俄罗斯人民奉献给人类的一座宝库。近年来国

内掀起了俄罗斯文化热，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

一些高校开设了俄罗斯文化专业。有关俄罗斯文

化的书籍出版了不少，其中有些是俄译本，有些

是国内学者编写的教材，这些书籍为广大俄语及

俄罗斯文化爱好者学习与了解俄罗斯文化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北京大学

俄语系任光宣教授撰写的《俄罗斯文化十五讲》。 

《俄罗斯文化十五讲》于 2007 年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学者编著的关于

俄罗斯文化难得的一本好书。该书把俄罗斯文化

分成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进行叙述，着重介绍一

些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旨在通过这些典型事件、

现象和问题能够使读者把握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历

史脉络，认识俄罗斯文化的特征和内涵，从而对

俄罗斯文化有一种总体概念和把握。这种写法谈

不上独特，许多有关俄罗斯文化的书都采用这种

写法，但是该书突出的特点在于：一、作者是研

究俄罗斯文学的大家，曾撰写过《俄罗斯文学史》、

《俄罗斯艺术史》，对俄罗斯文化有深刻而独到的

把握。他把自己一生潜心钻研的结果都融入了该

书中，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元素在该书中

和谐地融为一体，内容非常丰富。阅读此书可以

发现，作者能根据需要自如地选用文学、绘画、

音乐等领域的成果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对每一部

文学作品的解读，对每一幅绘画作品、雕刻艺术

的细致入微、入木三分的阐释，都能彰显作者渊

博的学识，使读者受益匪浅。二，该书吸纳了俄

罗斯文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新颖，如白

银时代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侨民文化现象、新时

期俄罗斯文化、索尔仁尼琴是一种文化现象等几

个章节，学术界开始大量涉足这些问题是在苏联

解体之后。因此，此书有助于读者了解俄罗斯文

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总之，阅读该书，犹如

跟着作者这位导游，徜徉在具有千年历史的俄罗

斯文化海洋中，使我们能够感受、领略、品位丰

富的俄罗斯文化大餐，每每都让

我产生一种流连忘返的愉悦，是

一种精神享受和文化启迪。  

 

藏书地点：中文分馆  

索书号：G151.22/R214   

本文作者：俄语学院  王润华 

 

心系读者，坐拥书城 

         ——流通部轮岗工作体会 
 

流通部是图书馆重要的一线服务部

门，直接面对读者，是文献资源与读者之

间的“桥梁”。流通工作承担着文献借还、

书库管理、新书通报、导读和读者咨询等

任务，具有工作任务重、劳动强度大和面临问题复

杂多样的特点。 

    经过这学期的轮岗实践，我深深体会到要做好

流通工作，首先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熟悉图

书馆的馆藏结构、规章制度和各项业务；其次要拥

有一份爱人之心，以热情愉快、谦和文雅的态度服

务读者，同时积极听取读者的建议，并将其及时反

馈到图书馆相关部门；此外还有要拥有一份爱书之

心，加强书库管理，并将这份感情传递给读者，使

其养成良好的借阅习惯，与读者一起营造出一个优

美、安静、舒适、便捷的借阅环境。种种收获归为

一句话：爱岗、爱人、爱工作，乐学、乐读、乐生

活。                         （流通部 梁瑶） 

新生事物，需要完善 

           ——馆际文献传递服务感想 

高科技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BALIS 馆际

互借与原文传递服务可谓近年来北京地区高校图书

馆众多新生事物中的一朵奇葩。凡是新生事物，都

有一个被人们认识接受的过程。为了在广大读者中

普及该服务的相关知识和使用方法，我校图书馆多

次组织 BALIS 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宣传月活动，极

大地提高了 BALIS 系统的使用率。为了使这项服务

牢牢地扎根于读者心中，除了大张旗鼓地宣传以外，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还需要为读者提供更加细致入

微的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提升工作人员素质，

更新设备，完善系统，增人添物。帮助读者正确掌

握和熟练使用 BALIS 服务，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满

足率，真正做到急读者所急，想读者所想。BALIS

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是一件新生事物，既然是新生

事物就需要关心、扶持、爱护、完善。我相信，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BALIS 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这

朵奇葩会开得更加绚丽。   （信息咨询部 王芳） 



 
2010 年 12 月                                      北外图书馆通讯                                     第四版 

图书馆与校学生会代表举行座谈会
为了增进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进

一步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12 月 15 日下午，图

书馆邀请校学生会的部分学生代表来我馆座谈，听

取来自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晓

景、副馆长郭向华及各部门主任参加了会议。 
学生代表们为本次座谈会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畅谈了利用图书馆的感受。总体来说，我校同学对

图书馆的看法较好，尤其对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和服

务表示肯定。学生代表们主要围绕图书馆的设施、

服务和资源宣传等三个方面，向到会图书馆工作人

员提出了他们的疑问和中肯的建议。例如自习室空

间问题、随书光盘下载问题、书籍乱架问题、电子

阅览室电脑问题等。 
随后，图书馆相关部门的主任对同学们的问题

都作出了认真详细的回答和解释。对于可以改进的

方面，如英文书库标签不清、中文分馆书籍有乱架

情况等问题，杨馆长表示一定会想办法，加强管理，

为同学们利用图书馆资源提供最大的便利；对于一

些暂时性的困难，如自习空间不够、中文分馆无法

安装饮水机、电子阅览室部分电脑反映慢等问题，

杨馆长表示，由于目前图书馆处于新馆建设的特殊

时期，部分硬性设施安排无法到位，希望同学们理

解，图书馆会利用现有的条件为读者提供优质的服

务；而针对不少同学反映的图书馆宣传力度不够的

问题，与会学生代表与图书馆老师们进行了热烈的

讨论，提出可以通过开办学术讲座、举办读书节、

利用人人网等网络平台等方式加大推送图书馆资源

的力度，从而在全校营造出读书爱书的文化氛围。 
本次座谈会促进了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对图

书馆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今

后图书馆会经常举办类似的活动，以便及时的听取

来自读者的声音。         （信息咨询部 全慧）

Balis馆际互借系统实现与国图 
馆际互借服务

为加强北京地区图书馆、文献信息机构之间

的协作，充分利用文献资源满足北京地区高校读

者的文献信息需求，实现本地区文献资源共享，

BALIS 馆际互借中心现与国家图书馆签订了馆际

互借合作协议。作为 BALIS 馆际互借成员馆，自

本学期起，我校读者将可以通过注册并使用

BALIS 馆际互借系统向国家图书馆提交图书外借

请求，欢迎广大师生积极使用该项新服务！ 

                   （本刊编辑 韩秀华） 

读者借还书的一些问题及建议 

在流通部工作期间，读者在借还书过程中比

较常见的问题主要包括：不清楚或忘记了还书日

期；在书库精挑细选了半天自己需要的书籍，但

最后因为欠费或者超过最大借书数而借不了；还

有些读者带着书到图书馆续借，不知道选择捷径。

这不仅浪费了读者自己的时间，也加重了工作人

员的任务。在此特建议广大读者积极使用网上“我

的图书馆”服务。凡我校读者在校园网内登录图

书馆主页 lib.bfsu.edu.cn，点击“馆藏目录查

询”，通过进入 OPAC 页面上方的“我的图书馆”

就可以查看到个人外借图书、借阅历史、欠款等

信息，并可在线完成图书续借与预约服务、定制

短信或邮件提醒服务。（用户名：一卡通号，初始

密码：888。）             （编目部 赵洪林） 

专题资源导航——法语相关数据库 

在数字化潮流的影响下，我校图书馆非常重

视电子资源的建设，目前购买可供读者使用的中

外文数据库库多达 42 个。本期特别向广大师生推

出法语电子资源专题数据库导航。如果您需要查

找法语资料可从以下途径入手，具体数据库内容

和使用方法请详见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栏。 

 纯法语类数据库 

☆ CGN 经典法语数据库 ☆法文百科全书数据库 

☆ Cairn 法语学术期刊数据库 

☆ 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法语专线 

 含有法语的多语种数据库 

☆ PQDD 国外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JSTOR 西文过刊全文库 

☆ EBSCO 人文社科数据库 

☆ ALJC 欧洲专业学协会期刊全文数据库 

☆ LexisNexis-Academic 综合信息资源数据库 

☆ PressDisplay 报纸库   （本刊编辑 韩秀华） 

图书馆新开通教学参考书数据库 

为了系统完整地积累本校教师的教学资源，

逐步形成我校教学与研究的知识体系和架构，辅

助学生快速了解自身学科领域概貌等目标，我馆

特开发了教学参考书数据库。该库将随着书目的

不断扩充而更新，欢迎广大读者使用，也欢迎老

师提供、更新自己的书单。 （信息咨询部 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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