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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 

国际书展在我校成功举办 
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国际书展于 2009

年 10 月 27 日-29 日在我校成功举办。 

此次书展由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发起，

北外图书馆承办，同时得到了中国教育图书进出

口总公司、全国高校图工委以及北外相关院系的

大力支持。书展突出三个特点：专家精选、语种

齐全、专业性强。展览汇集 11 种语言、近四千种

进口原版图书，其中三千余种图书是由北外专家

精心挑选，学科涉及多个文科专业，展品的专业

性水准和语种涵盖面在全国书展中均堪称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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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书展现场） 

参加本次书展开幕式的嘉宾有彭龙副校长，

德语系主任贾文键，全国高校图工委副主任、武

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燕今伟，CALIS 管理中心副主

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陈凌，中国图书馆学

会副理事长、首师大图书馆馆长胡越，全国外语

院校图书馆联盟主席戴龙基馆长，中国教育图书

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周思，联盟各成员单位，以

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等有相应文献资源需求的高校代表与我校

专家代表。书展开幕式由我校图书馆党总书记杨

晓景主持。 

（彭龙副校长致辞） 

彭龙副校长代表我校对参加此次书展的来宾

表示热烈欢迎，指出随着信息传播全球化、信息

技术网络化的快速发展，在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协

调和共享已成为国际图书馆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书展的各项准备工作表示肯定，并预祝书展圆

满成功。德语系主任贾文键教授从学者的角度强

调只有图书资源的大力发展，才有教学和科研工

作的真正创新，图书资源的建设是高校工作的重

中之重，不仅要发展，而且要超前发展。燕今伟

馆长代表全国高校图工委对书展的举办给予高度

评价。戴龙基馆长，胡越馆长，陈凌副主任，周

思总经理纷纷致辞对书展表示祝贺。 

此次国际书展的举办大大提升了北外图书馆

在业界的影响，为逐步解决高校图书馆面临的非

通用语种资源采选困难，实现全国外语院校图书

馆联盟成员之间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迈出坚实的一

步。书展图书还在上外、广外、北京师范大学巡

回展出，这些学校的专家纷纷对北外书展图书的

高品质表示赞许，并希望其学校也能全部购买这

批图书。                （本刊编辑 闫安） 

外语院校小语种图书采选平台 
为了方便小语种图书的采选，北外馆在 CALIS 中心的协助下，开发了“外语院校小语种图书采选平

台”。平台引进六家书商合作，包括：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国际图

书贸易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分公司、北外外研书店和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公司。

书商提供采选书目挂在图书采选平台，各馆在此基础上进行采选，各自结算，把分散采购做成集中采购、

批量采购，从而提高小语种图书建设的整体水平。平台于 09 年 10 月底开通，至今在各成员馆之间推广

较为顺利。在北外，文献资源建设部工作人员亦积极向教师推广此平台，分院系对教师就平台使用进行

培训，取得良好效果。                                          （文献资源建设部 叶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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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

协调采购第一次工作会议圆满召开 
2009 年 7 月 9 日，由北外图书馆牵头发起的

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文献资源协调采购 09

年第一次会议在沈阳鞍山千山会议中心顺利召

开。来自 CALIS 管理中心、高校图工委资源小组

及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成员馆的 40 余位图

书馆领导和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 

联盟成立以来，北外文献资源协调采购工作

组一直致力于推动联盟成员馆小语种图书协调采

购工作，并对联盟成员馆的小语种图书采购经费、

结算方式及协调采购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

的调研。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联盟成员汇

报文献资源协调采购工作组的工作进展，并由与

会专家共同探讨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可操作的、

保证逐步提高非通用语种采访质量的途径。 

 在本次大会上，高校图工委资源小组专家张

洪元代表北外图书馆馆长戴龙基作了题为“非通

＊＊＊＊＊＊＊＊＊＊＊＊＊＊＊＊＊＊＊＊＊＊＊＊ 

用语种资源的需求和我们面临的处境”的报告。

报告明确了联盟协调采购今后要解决的问题。北

外图书馆采访部主任付桂珍汇报了联盟文献资源

协调采购小组的工作进展。随后，CALIS 管理中

心、高校图工委资源小组、上外图书馆的代表分

别介绍了联盟文献协调采购平台设计、东南亚语

种采购、上外图书馆小语种图书采购等方面的情

况。在总结发言中，高校图工委资源小组负责人

燕今伟馆长对联盟文献协调采购工作小组提出了

六点建议，并代表图工委资源小组承诺将联盟文

献资源协调采购小组的工作纳入其工作范畴，将

尽力为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提供帮助。 

本次会议的召开，不仅为联盟文献资源采购

工作组指明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加强了联盟内部

成员间的沟通和交流，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联盟与

CALIS、高校图工委等图书馆权威机构的合作，为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高效率的非通用语种采访途

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信息咨询部 孙琳） 

＊＊＊＊＊＊＊＊＊＊＊＊＊＊＊＊＊＊＊＊＊＊＊ 

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小组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 
2009 年 10 月 17 日上午，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小组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我校图书馆馆长戴

龙基、副馆长杨晓景，上外图书馆馆长胡礼忠、副馆长白晓梅，广外图书馆馆长李敬平、副馆长张爱优

以及北外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由杨晓景副馆长主持。 

会上，戴馆长首先肯定了联盟发展方向的正确性，指出联盟自 09 年 5 月成立以来，各项工作已顺

利展开，并在业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其次，他指出本联盟得到

了 CALIS 管理中心的全力支持，本联盟以 CALIS 三期项目的启动

为契机，将可有更大的作为；最后，戴馆长对北外在联盟第一次

工作大会后所做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 

文献资源编目协调小组主要负责人、上外图书馆胡馆长与白

副馆长肯定了北外的行动积极性与已经取得的效果，并汇报了上

外在联合编目方面所做的工作，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及拟解

决的方案。信息咨询协调小组主要负责人、广外图书馆李馆长与张副馆长则重点就特色数据库的建设问

题提出了实践经验与相关建议。                                         （信息咨询部 全慧）

加强合作交流，破解小语种编目难题 

北外由于开设的外语专业课程语种多，因而图书馆藏书的语种也十分丰富，现已达 30 余种之多。

近两三年来，又陆续推出了新的语言专业，如希腊语、希伯来语等。面对不断增加的小语种图书，编目

员深感工作难度越来越大。如何更加有效地解决小语种图书编目工作中的各类问题，不仅是我馆，而且

是其它外语类院校图书馆所共同面对的当务之急。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

了 CALIS 的“联合目录”，随之也就催生了 12 月 3 日在上海召开的“外语类院校图书馆联盟编目会议”。

在会上，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在 CALIS 联合目录的框架下，利用 CALIS 已有的平台，以互助合作的形式共

同建设小语种书目数据库。大家通过交流与探讨，不仅表达出了强烈的合作愿望，而且对小语种编目工

作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与设想。相信在 CALIS 的领导下，在外语类院校图书馆的通力合作下，小语种编

目工作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                                                （编目部 谢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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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生活 

参观《复兴之路》主题展览活动
2009年11月10日下午，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全体

党员在杨晓景书记的带领下，参观了在国家博物馆

举办的《复兴之路》大型主题展览。  

《复兴之路》大型主题展览首次以陈列的方式

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近170年复兴之路的宏大主题。

展览通过1150多件珍贵文物和980多张历史照片，真

实再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间，陷入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人民在屈辱和苦难中

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上下求索，特别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展示了盛世中华团

结和谐的繁荣景象。 

在祖国60华诞之际，通过参观，大家进一步了

解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反对外来侵略的抗争史，了

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创业史、改革

开放史，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解，

增强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坚定了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信心。 

                     (流通一部 张国锋) 

成就展现辉煌  信心构筑未来 

        ——记参观“辉煌六十年”成就展 

金秋时节，北京展览馆前的广场上到处鲜花怒

放。9月23日下午，图书馆直属党支部组织党员兴致

勃勃地来此参观了“辉煌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60周年成就展”。 

展馆内一大批历史照片、实物、模型、高清影

像资料等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发展的伟大历程，展

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科教单元

里陈列着1978年出版的当年第一期《人民文学》杂

志。在文化单元的新闻出版展厅里，一张紫红色的

“纸”变幻着不同的图案。 这种“纸”叫电子纸，

是一种类似纸张的新一代电子显示器。在“激光排

照技术”互动展区里，大家还亲自动手尝试铅字排

版。 

通过本次参观，图书馆全体党员更加真切地感

受到一段带着温度的共和国历程，惊叹于我国科教

文化、图书出版业的飞速发展。大家纷纷表示将更

加充满激情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中，为伟大祖

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刊编辑 韩秀华）

为教师服务新举措： 

新书通报&代借代还 
为大力支持我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向

广大教师提供更好的文献资源保障，校图书馆开

展面向我校副教授以上（含副教授）教师的新书

通报和图书代借代还服务。 

针对老师的专业方向，图书馆将定期向其推

荐入库新书书目，并收集老师们关于图书馆馆藏

内容及服务方面的意见，加强图书馆和老师之间

的双向交流。当老师们没有时间或不方便到图书

馆借还书时，图书馆流通部门可提供代借代还服

务，按教师指定的时间、地点上门取、送图书。 

图书馆真诚的希望该项服务能为广大教师的

教学和科研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流通一部 张国锋) 

随随书书光光盘盘资资源源的的使使用用说说明明  

为了方便本校师生利用声频、视频资源，我

馆现已将绝大部分随书光盘数字化上传至畅想之

星非书资源管理平台，欢迎广大师生积极使用。 

对于 MP3、WMV 格式资源，读者可以在线视听，

或者下载到本地，其余压缩格式文件，读者需要

下载到本地解压。此外，因光盘数量庞大，故无

法在短时间内全部上传，但读者可以通过非书资

源管理平台申请所需光盘信息。操作方法如下：

进入非书资源管理平台页面，点击“随书资源”，

在页面的左下方就会出现“请求光盘”，点击之

后就会出现你所需要光盘的书目信息，然后选择

“提取编目”，即完成书目信息的录入。光盘上

传之后，我们会通过电子邮箱在第一时间通知读

者。                     （编目部 赵洪林） 

我馆新增宣传方式—电子大屏幕 

为进一步向广大师生宣传图书馆已有和新增

的各项服务，从而增强资源的使用效率，本馆于 09

年 10 月购进 70 英寸的电子大屏幕一块，安置于配

楼电子阅览室门前墙上，每日不间断 14 小时播放。 

该屏幕投入使用以来，取得了非常好的宣传效

果。目前主要用于讲座通知、新书通报、新增数据

库使用及新增服务通知等，并成为本馆讲座时使用

的重要工具。今后，咨询部还将使用其流媒体、视

频播放等功能，敬请关注。   （信息咨询部 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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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各部室主任到清华大学图

书馆参观考察 
11 月 27 日下午，图书馆各部室主任一行 8 人

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观考察，此行受到了清华大学

图书馆馆长薛芳渝及相关部室负责人的热情接待。 

在交流活动中，薛馆长就我馆工作人员关心的

图书新馆建设及其所带来的机构重组、服务功能改

变、人员设置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并提出了很

多建设性意见。薛馆长以清华大学即将建设的文科

分馆为例，介绍了该馆的建设规划和经验。薛馆长

特别强调北外馆新馆建设要结合自身情况和学校学

科建设的特点进行通盘考虑，充分发挥自身特色。

此外，薛馆长还详细介绍了清华馆现有的机构设置、

人员编制、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情况。会后，本馆工

作人员在清华馆各相关部室负责人的带领下进行了

一对一的交流。 

通过本次交流活动，本馆工作人员都深刻感受

到了清华馆朴素、务实、大气的风范，并学到了宝

贵的工作经验。同时，本次交流活动也极大地增强

了两馆间的联系和友谊，为今后我馆向业内领先图

书馆学习先进经验、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搭建了

桥梁。                （信息咨询部 孙琳）  

合作交流共建共享日文资源

2009 年 11 月 26 日，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图书

馆在北外日研中心举办了日文社科文献共建共享讨

论会。日研中心主任徐一平教授、日方主任竹内信

夫教授、北外图书馆副馆长杨晓景分别发表致辞。

会议邀请了 calis 管理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京津两地十多所图书馆采

访、编目及咨询相关人员进行主题发言、参观及交

流讨论。 

日研中心图书馆在调查京津地区日文社科文献

资源状况的基础上，希望能加强与各高校图书馆的

沟通与合作，探索在日文社科文献的采集与共享方

面协调互补的可行性，使本馆颇具特色的馆藏融入

高校文献资源体系的整体环境之中，共同构筑日文

社科文献的保障体系。在大会中，我馆馆员韩秀华

及叶玉珠分别介绍了我馆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及外

语院校图书馆联盟协调采购平台的情况，并就如何

与日研中心图书馆进行合作提出了设想与建议。通

过此次大会，北外图书馆进一步加强了与日研图书

馆及其他高校馆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日

文社科资源的共建共享。      （本刊编辑 韩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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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2009 年 cceu 年会学习汇报    

2009 年 11 月 23 日，艾利贝斯公司中国用户协

会（CCEU）2009 年年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年会以“交

流、合作、热情、理解”为主题，围绕艾利贝斯集

团系列产品的部署和应用，对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与

服务领域的发展战略与操作实践进行了广泛而具体

的探讨。 

通过此次年会，我收获颇丰，不仅认识很多高

校的同行，也发现了我馆工作中的一些不足。例如

我馆现在开通的图书催还系统，只能把到期的图书

催还，对已经预约而没有到期的图书是不能催还的，

而复旦大学图书馆将预约图书在保证读者最小借阅

周期的情况下进行催还，提高了图书的使用效率。

此外，读者在查阅图书时，习惯性的使用 OPAC 检索，

如果能够把我馆购买的电子图书和 OPAC 系统挂接，

当读者查到一本图书后，系统可以引导其找到电子

图书、纸本图书以及随书光盘的相应链接，会给读

者提供很大的方便。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多向

其他用户学习借鉴经验，争取把我馆的工作做得更

好，以方便广大读者。      （技术部 单铁柱） 

★经华北地区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会批准，

我 馆 史 天 华 、 余 健 两 位 同 志 荣 获

“2007-2009 年度华北地区高等学校图书

馆先进工作者”称号。          （本刊编辑 闫安） 

喜
讯 

★2009 年 6 月中旬，校工会举办了首届教职工羽

毛球团体比赛。我馆的羽毛球综合实力并不雄厚，但

队员们赛前努力训练，赛中敢于发挥，经过四天的比

赛，我馆取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 （流通一部 许斌） 
★2009年北外教职工游泳比赛于11月29日在北

外体育馆落下帷幕。我馆共有 4 名选手参赛，均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徐娜获得女子壮年组 50 米自由泳第

二名，李立获得女子壮年组 200 米自由泳第三名，郭

瑶获得女子青年组 50 米蛙泳第四名，团体 4*100 米

接力我馆荣获第五名。              （办公室 李立） 
★BALIS 原文传递和馆际互借管理中心于 2009

年 12 月 17 日在北京邮电大学联合举行了年度总结大

会。我馆被评为“2009 年度 BALIS 馆际互借先进集

体二等奖”、“宣传服务月先进集体二等奖”及“服务

月宣传稿件一等奖”。我馆馆员韩秀华荣获“BALIS
馆际互借先进个人一等奖”及“BALIS 原文传递先进

个人二等奖”。                 （本刊编辑 韩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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