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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新馆土建工程完工 

外墙用 55 种语言引关注 
2012 年 12 月，图书馆新馆改扩建的土建工程全部完工，将于近日完成验收。 

新馆延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设计师崔恺先生进行设计。由于是旧建筑改造，受到诸多限制，

崔恺先生及其团队与学校和图书馆经过了多次沟通，全面着眼于建筑风格、读者体验、环境保护、节约

能源等因素，在有限的条件下设计出了如今的北外图书馆。 

从建筑风格来说，新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意境、尊重风水；同时通过对各种外国语言的

运用，实现了中西合璧的愿景。这两种理念体现得最为集中之处，一为馆内的“书山”，一为馆外的多语

种装饰墙。“书山”部分，是将旧馆的天井设计为馆内的主要步梯通道，且“山”

上可以摆放大量的图书，既可观景，又能实现收纳功能，成为新馆内部的一

大亮点。而涵盖我校已开设的全部 55 个语种“图书馆”文字的外立面装饰墙，

现已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其别出心裁的创意和磅礴的气势，受到了读者的

广泛赞誉，必将成为北外的一道标志性景点。 

从内部装修及家具选择来说，图书馆人始终践行“以人为本”的原则，

坚持站在读者的角度思考。新馆的布局为大开架格局，虽然会增加管理难度，

但可以给读者提供最大的空间和便利；而电脑等硬件的配备，也尽量与国内

最高标准接轨，并计划引进高端电脑工作站；同时，新馆为了方便读者、满

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还计划购进大量的自助服务设备，届时读者可以实现

自助借还、自助文印、自助预约等服务。 

新馆建设不但牵动着北外师生的心，而且多语种外墙还吸引了新京报、新闻网等多家媒体给予图文

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图书馆后期还将进行内部整改、家具进场、搬迁等工作。图书馆人

将切实做好后续工作，从软硬件及服务等各方面努力，将新馆建成让读者满意、自豪的新型图书馆。 

（信息咨询部 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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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图书馆”——2012 级本科新生入馆教育活动圆满结束
为使刚刚入校的 2012 级新生尽快熟悉图书馆布局、充分利用资源，在开学初，图书馆流通部门面向

新生开展了入馆教育活动。整个活动从 10 月 8 日开始，11 月 8 日结束。 

这次教育活动针对新生，设计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了解图书馆概况（包括馆内布局、馆藏情况等）；

学会利用图书馆资源，初步掌握检索与借阅文献的方法（认识索书号、书库中找书、借还书）；了解图书

馆的各项读者服务和借阅规则；如何做文明读者。此项活动以我馆工作人员带领新生到图书馆实地参观、

现场讲解的方式进行。由于非常直观，新生对图书馆布局有了深刻印象，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图书馆知识，

具备了一定的自我服务能力，为充分利用好图书馆资源打下了良好基础。为了不影响新生的课程，又便

于参观，此项活动采取以院系班级为单位进行预约的形式来安排场次和时间。前后共为全校新生安排参

观讲解 22 场，参加人数 622 人，发放宣传材料 700 份。由于经过周密部署、精心安排，今年的新生教育

作秩序井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流通一部 张国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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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 小语种图书采选平台使用情况总结 

小语种图书采选平台于 2009 年 10 月正式开通后，由外语联盟三家主要成员馆（北京外国语大学图

书馆、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进行试用。经过初步改进，CALIS 管理中心

和外语联盟文献资源协调采购小组于 2010 年 4 月举办了联盟采访馆员培训，将平台推广到 16 个联盟成

员馆，收集到大量改进意见，归结为 11 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 CALIS 的技术支持下，经多校采访馆员共

同努力，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平台正式使用,并收到多校同行积极的反馈意见。 

首先，为平台建立进行的前期性调研工作，使外语联盟更好地了解各校小语种经费使用情况、语种

分布情况和购书数量。其次，对各个图书供货商的书目质量，上传书目信息的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截

止 2012 年 11 月，平台数据累计 246515 条，涉及 47 个语种。第三，采访馆员模块的功能，使采访馆员

可以更好地利用本馆服务器与 CALIS 小语种图书采选平台进行查重，采访馆员可以高效地了解外语联盟

其他学校的订购情况，有效地避免非馆藏必备图书的重复订购。第四，专家用户的功能，使得部分专家

与采访馆员的交流更为有效和便捷，传递图书的信息更迅速。第五，2011 年增加了教师选书模块功能，

使平台各个用户更好地了解相关院校的图书订购信息及馆藏情况，初步有效地解决部分高校图书馆采访

馆员小语种图书采访难的问题。 

截至目前，平台的整体使用收到了良好并积极的反馈，2011 年增加两所成员馆：浙江外国语学院图

书馆、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2012 年增加两所成员馆：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图

书馆。CALIS 小语种图书采选平台不仅仅是图书馆采访馆员对图书的选购平台，同时也是采访馆员与教

师以及同行间交流的平台。                                           （文献资源建设部 叶玉珠） 

图书馆对各院系过期报刊回收工作进展 

长期以来，我校订购的报刊采取图书馆与各院系资料室分散管理的模式。为了解决报刊分散管理带

来的一些问题：诸如报刊因久未装订易丢失、长期闲置随意处理、跨语种专业师生借阅报刊不方便、积

压报刊使得院系资料室（教研室）空间突显紧张等问题，近几年来，图书馆建议、践行并积极引导院系

过期报刊的回收和管理工作，从而妥善保管纸本报刊，有利于校内读者共享报刊资源。 

在报刊回收工作中，法语系、文学所、俄语学院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以来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定期送回过期报刊，对她们的大力支持我们非常感谢。同时，我们对欧语学院赵刚院长、亚非学院白湻

院长等领导的顶力支持也深表谢意，正是在院领导的支持与督促下，有了各教研室老师们的积极配合，

两个院的报刊回收工作才顺利地开展，初见成效。目前，院系资料室（教研室）的报刊回收工作正在进

行，在院系相关老师与图书馆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会把“外语特色”图书馆馆藏建设好！ 

                                                                     （期刊部 张海英）           

我馆馆员参加 2012 年北京高教学会
编目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2012 年 12 月 7 日，北京高教学会编目专业

委员会学术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召开，我

馆编目部主任和三名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沈正华老师介绍了

RDA（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即资

源描述与检索的概况与进展。RDA 是遵循新的国

际编目原则，以 AACR2（《英美编目条例》）为基

础，基于 FRBR（书目记录功能需求）和 FRAD（规

范数据功能需求）模型，为数字化环境设计的，

适用于图书馆目录用户和其他信息机构用户进行

资源描述与检索的内容标准。随着 RDA 的应用和

数据的增长，必将给图书馆编目工作带来变革和

影响。                     （编目部 梁瑶） 
 

图 书 馆 党 员 参 观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大型图片展 

11 月 16 日下午，图书馆全体党员来到北京

展览馆，参观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共同

主办的“科学发展成就辉煌”大型图片展览。 

党员们在讲解员的带领和讲解下，依次参观

了“序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十大篇章。照片、图表、

实物等载体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

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全方位

外交、党的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举世瞩目的成

就令图书馆全体党员倍受鼓舞，大家都坚信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未来将更加美好。  

                       （编目部 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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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兰 • 德赛《失落的传承》

2006 年 10 月 10 日，35 岁的印度裔女作家基

兰• 德赛凭借《失落的传承》成为布克奖历史上

最年轻的得主。《失落的传承》是基兰• 德赛的第

二本小说。她 1998 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番石榴

园里的喧哗》，获得广泛的好评。基兰• 德赛出生

在文学世家。其母安妮塔• 德塞(Anita Desai)

是享誉世界的印度女性文学大师，曾经三度获得

布克奖提名。印度英语文学是伴随着殖民主义诞

生的。后殖民印度文学主要有两大分支：以 E. M. 

福斯特（E. M. Forster）为代表的英印作家和以

萨尔曼• 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为代表的印

英作家。安妮塔• 德塞和基兰• 德赛先后移居英

国，并定居美国，也是印度族裔散居作家的代表。

移民带来的文化冲突和焦虑也是这些作家关注的

主题。 

《失落的传承》采取双线叙事结构，分别讲述

了发生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民族纠纷和发生在

美国纽约的悲惨的非法移民生活。小说尝试描述

在东西方文化的罅隙中生活的滋味。喜马拉雅山

东北部山脚下的一个小镇，一位曾在英国受过良

好教育却颇不得志的退休印度法官杰穆汗过着孤

独的生活，他唯一的愿望便是能在这里平静度日。

但失去双亲的孙女赛很快投奔了他，随后发生的

尼泊尔革命闹得整个地区不得安宁，同时也威胁

着杰穆汗的生活。小说的另一条主线穿插其中：

杰穆汗的厨师有个儿子比居，正在美国纽约的餐

馆非法打工。老人期待的生活变得遥不可及，每

时每刻都在希望和背叛中遭受煎熬。该小说时间

上前后跨度较大，穿梭于回忆和现实之间，而空

间上则变幻于三个大陆之间。小说尽管聚焦于小

人物命运的描写，但很多重要的国际问题却同时

显现出来：殖民主义的阴影、全球化、多民族文

化、经济不平等、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等等。 

布克奖评审专家委员会主席赫米奥娜•李在宣

布评奖结果时说：“《失落的传承》是一部反映人

性和智慧的绝妙小说，它集喜剧的柔和与政治的

犀利于一身。”小说展现了殖民主义阴影下人性的

沦丧，政治旋涡中个人对爱情的背叛，美国梦的

幻灭等等。在全球化的过程里，在大规模的移民

洪流中，人们感受到的却是无尽的失落：身份的

失落，家园的失落，自我的失落。小说诠释出了

当代人尤其是移民在归属感上无处可寻的困境。 

 

藏书地点：英文分馆 

索 书 号：En/I351.4/D441Ki 
本文作者：英语学院 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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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新增数据库简介     
 

经过多次试用评估、由院系教师推荐，本学期

末，图书馆新引进了两个数据库：外文的 Springer
电子期刊数据库和中文的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 Springer（施普林格）出版社于 1842 年在德

国柏林创立，是全球第一大科技图书出版公司和第

二大科技期刊出版公司，每年出版 6500 余种科技

图书和约 2000 余种科技期刊，其中超过 1500 种经

同行评阅的期刊，50%以上被 SCI 和 SSCI 收录。施

普林格注重出版物内容水平、出版人员的专业性和

服务质量，在业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我馆购买的 Springer 电子期刊人文社科子库涵

盖了法律、经济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共 394
种期刊（2012 年数据），尤其是语言学类期刊在相

关学科拥有较高的排名。而且该库含有 30 种德语期

刊，经德语系老师评价，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对于补充我校的德语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收录了清末到

1949 年近 80 年间中国出版的 6800 余种期刊，共 13
万余期，150 余万篇文章，并在不断更新。该库全

部采用原件高清扫描，很多期刊多属于国内不多见

的珍本，史料珍贵，内容丰富，检索方便。 
晚清至民国 38 年（1911 年-1949 年）是我国社

会发生深刻变革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依次经历了洋

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

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一段动荡的时期，但

也是各个学科极大发展的时代，社会转型、学术兴

盛、思潮碰撞、百家争鸣，在此期间，新的思想文

化挣脱了千百年来的桎梏，大放异彩。老的思想文

化精华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不断地被传承、放

大、累积。而记录这一切的正是当时出版的书籍和

刊物，这些文献客观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

面目，具有很高的研究利用价值和收藏价值。 
这两个库均可以从图书馆主页的“数据库列

表”中进入，欢迎全校师生使用。各位读者如想推

荐试用数据库，请联系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info@bfsu.edu.cn          （信息咨询部  全慧） 

mailto:info@bf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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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分馆试用 

自助借还设备 
自助借还服务是允许读者在图书馆内利用机

器设备自行借阅或归还图书馆的文献资料，而不

需要经过馆员手工作业的一种自助服务方式。自

助借还服务能够提高图书馆工作效率、延长开放

时间、提升读者服务体验、方便读者等，因此这

种服务模式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服务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为了更好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新馆推

行自助借还服务，中文分馆从 2012 年 10 月份开

始试用自助借还设备。该自助设备操作简单，读

者只需要按照设备旁边的借还步骤或在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进行操作，自助借还系统可自行完成对

读者卡的识别、图书条形码扫描、图书的充消磁、

数据上传等功能，十几秒读者便可完成借还书的

整个过程。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目前中

文分馆到馆的大部分读者能够熟练地使用自助借

还设备，并且读者们对这种新的服务方式也比较

认同和接受。             （中文分馆 张志耘） 

图书馆多媒体体验空间 
2012 年对图书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

年，新图书馆建设工作将全部完成。新图书

馆无论从环境和设备都是一流的。为了能给读者

提供更高的数字化和自动化的体验，技术部在前

期走访了很多高校，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工作。 

图书馆在未来将大力建设自己多媒体资源。

观看视频资源对网络设备和服务器要求比较高，

在新馆的网络设备采购中，全部是万兆以太网交

换机，千兆到桌面，同时也采购了几台新的服务

器，大大提高了读者观看视频资源的流畅性。 

在新馆中有一个多媒体体验空间，在这里将

给读者提供各种视频、高性能计算机、win8 系统

和苹果产品的体验。对于安装的苹果电脑软件，

图书馆对读者做了前期调查，我们将根据读者的

需要安装一些软件，方便读者使用。图书馆还提

供苹果和惠普工作站，配有高分辨率的大屏幕显

示器及容量很大的内存储器和外部存储器，并且

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功能和高性能的图形、图像

处理功能以及联网功能，为发烧级读者提供更高

层次的服务。               （技术部 单铁柱） 

方便读者——外文报刊资源整合与服务 
为发挥新图书馆空间与时间的优势，满足与服务更多读者的需要，新图书馆统一布局各语种报刊（一

层陈列现期报刊和近年的过期期刊，地下密集书库存放过期报刊），开放时间为早 8 点到晚 10 点，双休

日正常开放；有专职人员负责管理报刊；有充足的阅览座位；还有多间独立的研究室和先进的网络、电

脑、复印机等设备供我校师生使用。同时，图书馆还考虑到教师的个性化需求，将推出一些人性化服务

措施，把给教师们带来的不便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师教学科研需求。欢迎我校师生关注图书馆

的建设进展，踊跃到馆学习！                                                （期刊部 张海英） 
      

从书目检索到电子书全文获取——电子书平台 MyiLibrary 的介绍和使用 

MyiLibrary 是业界一流的电子书内容集成平台，主要服务于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型、研究型和学术型

图书馆。该平台与世界领先的商业出版商合作，包括，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Taylor & Francis, 
McGraw-Hill, Wil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pringer 和 Elsevier。同时，还

提供政府内部出版物， 包括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目前，MyiLibrary 平台中有将近 250,000 本

书，涵盖了大多数的学科，同时，以每个月 5000 本书的速度增长。我馆自 2010 年起参与

该数据库的集团采购，截至目前可共享的图书已达 8000 余种，其中我馆选购的部分以语言

学、文学类为主。绝大多数为英语图书。所有图书均由各院校老师推荐选购。 
该数据库平台界面友好，图书均可在线阅览及部分下载、打印，无时段并发用户限制，并且已经无

缝集成到我馆的书目检索系统中。读者从书目检索中，即可直接检索到本集成平台的图书，并直接获取

电子全文。检索便捷快速，易于浏览和下载打印。检索和获取全文示例：在图书馆主页

（http://lib.bfsu.edu.cn/）的检索框中，选择“全部文献”，输入需要查找的文献相关内容，比如，

“Shakespeare in Education”这本书，点击检索，即可查找。                     （技术部 周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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