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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龙基就任北外图书馆馆长
2008 年 5 月 12 日上午，图书馆召开了全体
工作人员大会，宣布学校关于图书馆馆长的人事
任免。党委书记杨学义、校长郝平、组织部部长
姜绪范、人事处处长刘宁等出席了会议。图书馆

直属支部书记杨晓景主持会议。
组织部部长姜绪范宣布了任免通知：经校党
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戴龙基同志为北京外国语
大学图书馆馆长，聘郭棲 庆同志为世界语言与文
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 棲 庆同志不再担任北京
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
戴龙基同志在讲话中谈到，希望在全体工作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齐心协力将我校图书馆工作
做的更好，推动我校图书馆建设更好更快地发展。
党委书记杨学义和校长郝平代表学校讲话，
分别介绍了戴龙基同志的有关情况。戴龙基同志
原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长期从事图书馆管理
工作，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许多创新举措。希望
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全力支持戴龙基馆长的工
作，学校将会继续加大对图书馆建设的投入力度，
加快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更
完善的资源服务平台。
（引自北外新闻网）

（杨学义书记和郝平校长为戴馆长颁发聘书）
＊＊＊＊＊＊＊＊＊＊＊＊＊＊＊＊＊＊＊＊

EBSCO 支持奥运，全国免费使用
多语种全文数据库
北外图书馆搭建平台服务全国读者

＊＊＊＊＊＊＊＊＊＊＊＊＊＊＊＊＊＊＊＊＊
平台启动至今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国
内近二十所高校图书馆积极回应，纷纷开通使用。
在本校，我馆深入各院系积极宣传推广。我馆已联
合 EBSCO 公司为我校相关语种教师进行了集中培

为支持全国奥运志愿者，由北外图书馆搭建在

训，并在英语学院举办的学术年会上为 100 余名英

线平台、EBSCO 数据库公司开通数据库免费使用权， 院师生进行了专门培训。此外，EBSCO 公司还特别
制作了精美的数据库宣传展板，现已摆放在各相关
双方共同推出多语种全文数据库全国免费使用平
台。该平台提供人文、社会及运动科学等研究领域

院系。目前，该平台已受到校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

的学术资源，涉及英、法、西、德、意、葡等多个

和欢迎，全文下载量高达 22，805 篇。

语种，内容主要包括奥运相关主题数据库、EBSCO

北外图书馆和 EBSCO 公司共同希望，在奥运会

小语种数据库及英语阅读学习数据库等资源，并提

期间多语种全文数据库使用平台能为全国奥运志愿

供多语种互译功能。活动期间，全国读者可免费访

者、特别是相关语种师生提供丰富的在线信息支持。

问 13 个数据库，我校师生可免费访问 23 个数据库。 我馆也衷心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进一步加强与本校
各院系师生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增进我馆与高校同
为了使全国广大读者及时了解本次活动的内
容，充分享受这一服务，我馆和 EBSCO 公司面向全

行间的友谊与合作，从而将北外图书馆的信息服务

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宣传推广活动。从 6 月 10 日该

推向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信息咨询部 韩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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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图书馆林光美副馆长走访图书馆

馆建设历时八年，是全台大人倾力打造的建筑佳

6 月 16 日上午，台湾大学图书馆林光美副馆

评为大学图书馆建筑精品，台大学子也一致认为

长来我馆参观考察，并作了题为“量身打造建新

该馆是一栋“让台大人感动”的好场所。在分享

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建馆经验传承”的报告。

了台大图书馆的建馆经验后，林副馆长还与我馆

馆长戴龙基、副馆长杨晓景、图书馆各部门主任

工作人员就台大图书馆人员编制、文献资源建

及相关工作人员出席了交流活动。报告会由戴龙

设、电子资源存储、编目及图书馆建筑等本馆员

基馆长主持。

工关心的话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
戴馆长对林副馆长此行深表感谢，对台大图
书馆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台大图
书馆在建筑规划及业务工作方面都做得非常出
色，并为台湾高校图书馆整体业务规划和服务功
能扩展做出了很大贡献，非常值得我馆学习借
鉴。戴馆长希望我馆员工虚心学习同行经验，发
挥聪明才智，力争建设一座具有北外特色的新图
书馆，同时应以此为契机，不断提升业务工作水
平，争取在全校文献资源保障工作中发挥更大作
用。中午，彭龙副校长宴请了林光美副馆长。
（本刊编辑）

报告会上，林副馆长详细介绍了台湾大学图
书馆的历史传承、馆藏、特色、功能、服务及管
理等方面情况。针对我校正在规划建设图书馆新
馆的实际需求，林副馆长着重介绍了台大图书馆
新馆建筑规划、工程实施、建后维护以及评估等
方面的细节和经验，并对我馆《新馆建筑设计任
务书》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报告中，林副馆长特
别指出，图书馆建筑是时间与空间交汇下的一种
人文景观，是知识的殿堂和校园学术精神的象
征，图书馆建筑及其所提供的服务对于高校学术
水平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台大图书馆新
＊＊＊＊＊＊＊＊＊＊＊＊＊＊＊＊＊＊＊＊＊＊＊＊

美国 OCLC 副总裁王行仁先生一行
来馆交流
应戴龙基馆长邀请，美国 OCLC 联机图书馆
中心副总裁、亚太地区主管王行仁先生、亚太部
主任蔡淑恩女士及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丘东江先
生一行四人于 6 月 19 日上午来我校图书馆参观访
问。戴馆长热情接待了王先生一行，杨晓景副馆
长及相关工作人员陪同出席了交流活动。
在交流活动中，王行仁先生向图书馆工作人

作，自建成后广受赞誉，被建筑大师关肇邺先生

＊＊＊＊＊＊＊＊＊＊＊＊＊＊＊＊＊＊＊＊＊＊＊＊＊

王先生对中国图书馆界所取得的成绩也非常关
注，但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全中国只有少数图书馆
加入了 OCLC 组织，他非常希望今后中国能有更
多的图书馆加入 OCLC，从而实现与全球图书馆
互通有无，共建共享学术资源。本次交流活动气
氛热烈，王先生就与会人员关心的话题一一作答。
戴馆长对王先生一行深表感谢，他认为此次
交流活动非常成功，对于我馆工作人员接触和了
解世界级图书馆组织的运营方式和服务理念大有
裨益，OCLC 在文献信息共享方面的许多经验和
做法都值得我馆学习借鉴。他同时希望本馆员工
能扩大视野、关注行业最新动态，不断提升业务
水平，推出更加优质的服务。
（本刊编辑）

图书馆参与校援建工作
根据教育部援建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全国
九所对口支援西藏民族学院的院校之一。为配合我
校完成援建工作中图书资料方面的援助任务，我馆
文献资源建设部精心挑选了 507 册藏书援助西藏民
院。本次选出的图书以中、英文藏书为主，内容涉
及语言学、文学、经济等多个学科领域。 2008 年 5
（上图为王行仁先生和我馆员工亲切交流）

月 16 日，图书馆直属党支部书记杨晓景随校援建代

员详细介绍了 OCLC 的机构概况、运营方式、管 表团亲赴西藏民族学院赠书。
（文献资源建设部 付桂珍）
理理念及其在国际文献信息共享工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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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暨读者满意的
馆员评选活动”圆满结束
2008 年 4 月 9 日至 15 日期间，图书馆举办了
为期一周的“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暨读者满意的馆员
评选活动”，目的是宣传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和服
务项目，拉近读者与图书馆的距离，提高图书馆工
作人员的岗位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主动接
受读者的监督与评估，提高文献信息服务的水平。
在宣传周期间，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宣
传活动，受到读者欢迎。
为了便于读者评选最满意馆员，图书馆制作了

（上图为戴馆长为获奖员工颁发证书 ）

介绍馆藏资源、服务以及各部门工作职能的大型宣

人员获奖，他们分别是李建华、张国峰、刘宏志、

传展板，同时附上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照片，供读者

刘应新和张玲芳。戴龙基馆长向获奖者颁发了证书

评选。我校读者的参与热情极高，共有近 500 名读

和奖金。

者填写了调查问卷，并为改进图书馆服务提出了宝

本次活动，不仅加深了读者对图书馆文献信息

贵意见。为感谢读者对图书馆工作的关心，图书馆

资源和服务项目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本次活

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读者准备了精美的礼品。活动

动，图书馆深入了解了我校读者的实际需求以及读

期间，图书馆还联合部分数据库商为我校师生举办

者对图书馆各项业务的评价和满意程度，这将为图

了六场馆藏资源专题系列讲座，受到读者欢迎。

书馆今后改进工作，不断提高文献信息服务的质量

2008 年 5 月 22 日下午，图书馆召开了评选活

和水平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本刊编辑）

动结果揭晓及颁奖会，共有五名一线流通部门工作
＊＊＊＊＊＊＊＊＊＊＊＊＊＊＊＊＊＊＊＊＊＊＊＊＊＊＊＊＊＊＊＊＊＊＊＊＊＊＊＊＊＊＊＊＊＊＊＊＊＊＊＊

图书馆成立新馆建设规划工作组

组对我馆的各项评估检查工作。在此期间，图书
馆接待了来自评估专家组全部成员的集体参观

2008年5月19日，图书馆成立新馆建设规划工

考察，并分别接待了评估组专家张家骅教授和黄

作组，工作组成员包括馆长戴龙基、副馆长杨晓

福涛教授的专门工作检查。在针对我馆的各项评

景、办公室主任任放及信息咨询部主任孙琳，戴

估检查工作中，我馆均顺利完成任务，受到评估

馆长任工作组负责人。该工作组自成立以来每周

专家们的好评。

定期召开小组会议，并多次邀请业内专家参与新
馆设计方案论证。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副
馆长武镇江，台湾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光美都曾
到访我馆，并对新馆建筑设计方案提出了宝贵意

（本刊编辑）

图书馆引进 ALEPH500 自动化系统
二期工作进展

2006 年 3 月我馆正式引进 ALEPH500 图书馆
自动化系统，实现了图书馆采编流业务工作的全面
建筑设计方案汇报、指导工作。校规划处处长、 升级。为了全面开发和利用该系统的功能，实现图
基建处处长、相关工作人员及中国设计院建筑师 书馆和各院系多语种藏书的计算机编目与管理，
都参与了此次论证会。目前，图书馆新馆建设规 2006 年 11 月图书馆开展了大规模的馆藏多语种文
划进展顺利，已完成《新馆建筑设计任务书（讨 献和院系藏书回溯编目工作。本学期，图书馆加大
论稿）》的撰写工作。
（办公室 任放） 工作力度，完成了韩语、越南语、老挝语等 12 个
亚非语种图书的回溯编目工作。截至目前，图书馆
图书馆顺利通过本科教学评估检查 总计完成本馆和我校 4 个院、所 82，998 种（118，
2008 年 4 月 21 日至 25 日，我校进行教育 897 册）藏书的回溯编目工作，这些图书均已实现
计算机检索和网上借还管理。
部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图书馆顺利完成评估专家
（多语种书目数据建设办公室 李秀云）
见。6月11日，彭龙副校长还亲自来我馆听取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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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由艾利贝斯公司
（ALEPH）主办的“CCEU 杯”乒乓球友谊赛于
2008 年 5 月 23 日在首都经贸大学西校区乒乓球
馆举行。参赛者主要为 ALEPH500 图书馆自动化
系统北京地区用户，共有 12 个单位图书馆的 100
多名选手报名参加了比赛。我馆参加团体比赛的
选手是：郭棲 庆、黄勃、曹鹏，以上三人还和尤
晓杰一起参加了男子单打比赛，参加女子单打比
赛的选手为：张玲芳、付桂珍、刘东、郝春荣、
杜艳、余健，领队为许斌。
在团体比赛中，我馆与实力超强的国家图书
馆队及东道主首都经贸大学图书馆队分在同一
小组。我馆战胜首经贸、负于国图，以小组第二

名的身份顺利出线；四分之一决赛中，我馆力克
实力强大的北工大代表队；半决赛中险胜首医大
代表队，挺进决赛。决赛中的对手仍然是国家图
书馆队，我馆三名参赛选手不畏强手，与对方展
开了激烈的对攻，虽然最终饮恨获得亚军，但我
队的技艺和拼搏精神受到了现场观众和对手的
高度赞赏和尊重。在女子单打比赛中，我馆参赛
选手发挥出色，都打到了第二轮或第三轮，张玲
芳、郝春荣还进入了八强。
经过一天的紧张比赛，
“CCEU 杯”乒乓球友
谊赛在欢笑声中圆满结束。本次比赛不仅使参赛
队员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意志，更重要的是，通
过本次活动艾利贝斯公司为成员馆搭建起一座
友谊的桥梁。我馆参赛选手都希望在今后的业务
工作和业余生活中与同行们有更多的交流与合
作。
（流通一部 许斌）

＊＊＊＊＊＊＊＊＊＊＊＊＊＊＊＊＊＊＊＊

＊＊＊＊＊＊＊＊＊＊＊＊＊＊＊＊＊＊＊＊

我馆在“CCEU”杯乒乓球友谊赛
中取得佳绩

支部生活

图书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
支援抗震救灾

2008年5月12日，四川 省汶川县 等
地发生8.0级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的痛
苦和创伤。地震无情，人间有爱。我馆党员在馆
内捐款的基础上，再一次以交纳“特殊党费”的
形式向灾区人民奉献爱心。
5 月 26 日 下 午 图 书 馆 直 属 党 支 部 召 开 支 委
会，会上支部书记杨晓景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
震救灾工作的通知》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关于做
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的通知》迅速部署、
认真组织。我馆党员领导干部积极带头、率先垂
范，广大党员踊跃响应、热情参与，以交纳抗震
救灾“特殊党费”的方式支援灾区，奉献爱心。
截至5月30日，图书馆全部15名党员自愿交纳抗
震救灾“特殊党费”总计7800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四川抗救灾和灾后
重建的关键时刻，我馆党员以实际行动讲党性、
作表率，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党员们纷纷
表示，一定会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基础上，尽自己最大努力支援灾区人民，
和灾区同胞一起共度难关，同时祈福灾区人民早
日走出困境，重建美好家园。
（流通一部 张国峰）

图书馆更换电子阅览室硬盘保护卡
改善学生上网质量
本学期，由于电子阅览室大部分计算机的硬盘
保护卡过期失效，在网络病毒高发期，电子阅览室
计算机经常感染病毒。这直接导致电子阅览室网速
过慢，甚至不能上网，严重时还影响到图书馆办公
自动化系统的正常运行，给学生上机和图书馆业务
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我馆技术部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问题，并迅速上报馆领导。为了尽快恢复学生上网
服务和确保图书馆日常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馆务
会商议决定即刻采购一批新的保护卡。经过技术部
员工和软件公司的共同努力，新保护卡已在最短时
间内及时安装使用。到目前为止，电子阅览室没有
再出现任何大规模的病毒感染，广大师生又可以在
我馆享用高质量的上网服务。 （技术部 单铁柱）

图书馆新开通 BALIS 服务
为了给我校师生提供多渠道的文献保障服务，
本馆于今年 4 月 1 日正式加入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
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简称 BALIS），实现了与北京
地区 60 多所高校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图书馆现
已开通 BALIS 网上馆际互借和原文传递服务，我
校师生可通过 BALIS 服务平台获取其他成员馆的
中文图书和外文期刊文献，同时 BALIS 成员馆师
生也可通过此平台获取我馆资源。BALIS 服务本
年度 12 月 31 日前免收服务费。希望广大师生莫失
良机，尽快享用此项服务。
（信息咨询部 韩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