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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
工作会议圆满召开
10 月 31 日，北外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成立暨第
一次工作会议在图书馆成功举办。彭龙副校长、世
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棲 庆、英语学院
院长孙友忠、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文秋芳、
法语系主任傅荣、资产处处长周焕凤、基建处处长
魏春友、人事处处长刘宁、相关院系和职能部门代
表、学生会代表、图书馆馆长戴龙基、副馆长杨晓
景及相关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杨晓景副馆
长主持。彭副校长发表致辞并向工作委员会委员颁
发了聘书。
大会伊始，彭副校长宣布北外图书馆工作委员

♣图书馆文献传递优惠月活动
♣参观首博----《中国记忆》

的主流态势和最新进展，同时提出了北外图书馆当
前要做的主要工作。他认为目前图书馆要解决的主
要问题是新馆建设、文献资源建设、人员素质提升、
网络环境改善、校内资源整合、读者信息素质培养、
经费扩充、国际国内交流合作、图书馆文化培育等
方面的工作。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北外图工委成立的意义
和重要性，并就北外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定位、新馆
建设和规划、旧馆搬迁、自动化系统服务能力、人
员结构调整、人员培训、业务外包、馆藏资源和服
务推广等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会正式成立。他在致辞中特别指出图书馆在现代化
大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北外校领导高度重视我
校图书馆工作的发展。北外图工委由校党政联席会
批准通过，该委员会的成立对于加强图书馆与院系
及校职能部门的沟通互动，发挥图书馆在教学科研
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彭副校长同时希望戴馆长
能将北大图书馆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到北外，为北外
图书馆工作贡献力量。

（上图为与会专家就图书馆相关工作进行讨论）
北外图工委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举办，委员们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几点意
见》和《关于引进社会图书馆专业公司参与图书馆
基础业务工作》两个决议。
北外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由彭龙副校长任主任，
戴龙基馆长任副主任，杨晓景副馆长任秘书长。其
他委员主要由我校各院系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上图为彭副校长发表大会致辞）

学生代表担任。北外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会上，戴馆长作了题为“北外图书馆工作汇报” 是帮助规划图书馆工作，研究讨论文献信息工作中
的专题报告。戴馆长在工作汇报中分析了北外图书

的重大问题，反映师生意见和要求，向学校和图书

馆的基本情况，详细介绍了国内外学术图书馆发展

馆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信息咨询部

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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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长周原博士到访
我校图书馆

第二版

念的变革，应面向图书馆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定位，
并适应现代图书馆发展的需求。芝大新馆的服务

理念体现在一个“桥”字，即搭建印刷型馆藏与
应我校图书馆戴龙基馆长邀请，美国芝加哥 数字馆藏、师生学习与研究之间的桥梁。芝大新
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博士于 11 月 3 日上午来 馆力求在图书馆、教学人员和学生之间建立新的
我校图书馆参观访问，并为图书馆工作人员作了 互动关系，并为师生教学和研究开创新模式。
题为“图书馆的魅力：芝加哥新馆建设”的主题
本次报告会气氛活跃，互动频繁，周馆长就
报告。图书馆馆长戴龙基、副馆长杨晓景及相关 馆员感兴趣的问题一一作答。报告结束后，周馆
工作人员出席了交流活动。报告会由戴龙基馆长 长向北外图书馆赠送了他个人出版的著作，戴馆
主持。

长也向周馆长回赠了纪念品以表感谢。

在主题报告中，周馆长介绍了芝加哥大学图

（信息咨询部

孙琳）

书馆的历史沿革及新馆建设的理念和特色。他特
别指出芝大是全美获得诺贝尔奖学者最多的大
学，有着悠久的学术研究历史，芝大图书馆以其
丰富的馆藏、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独具特色的人性
化服务在该校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新馆建设中，芝大图书馆引进了先进的仓储式管
理理念和计算机智能操作模式，极大地扩展了馆
藏容量和服务能力。目前，芝大新馆可容纳藏书
1000 万册，适应未来 20 年的藏书需求。周馆长还
特别强调图书馆新馆建设并不仅仅是建筑的改

（上图为周原馆长向我馆赠送其个人出版著作）

变，更重要的是应体现图书馆服务方式和服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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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进一步加强落实支援西藏民族学

加班。但是即使这样，限于目前编目部的人员数

院图书馆工作

困难还是很大。面对这一难题，图书馆下决心采

为了落实教育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关

量，要保证当年到馆的所有新书都能编目上架，
用“编目外包”的方式来提高编目工作的“产能”，

于进一步加强教育对口支援西藏工作的意见》精

即利用图书公司或专做图书数据的公司来本馆

神，进一步实施《北京外国语大学与西藏民族学

编目及加工。2007 年开始做中文图书，2008 年

院 2007～2010 年对口支援协议书》的相关规定， 10 月份开始做英文图书。目前这种新的编目工作
2009～2010 年我馆将在图书馆管理、学术研究、 方式进展顺利，不仅缓解了编目部工作人员的压
图书馆专业队伍建设及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等方

力，更重要的是大大加快了新书编目及上架的速

面向西藏民院馆提供支持和帮助。该内容的确立

度，使全校读者渴求看到新书的愿望得到满足。

进一步明确了我馆援建工作的具体方向，为今后

（编目部 谢涵）

两馆间开展深入合作、人员交流、资源共享、共

我馆韩秀华荣获“北京外国语大学

同提高办馆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刊编辑）

“编目外包”
———解决编目瓶颈问题的探求之策

奥运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2008 年 10 月 24 日，为了弘扬北外人的奥运
志愿精神，我校对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涌现

图书馆每年都要采购大量的新书，同时还有

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我馆馆员韩秀华因

数量不等的、来自各方面的赠书。为了让这些新

在奥运及残奥期间，作为运动员村志愿者及担任北

书尽快与读者见面，编目部的同志们每天都在紧

外志愿者带队管理老师表现突出，荣获“北京外国

张、辛勤地工作着，有时还要利用寒暑假的时间

语大学奥运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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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广两地图书馆考察纪行
为推动图书馆新馆建设，了解国内先进图书
馆的建筑趋势和业界最新服务方式和服务理念，
2008年7月7日-12日，我馆馆长戴龙基、副馆长
杨晓景、办公室主任任放、信息咨询部主任孙琳
一行4人对深广两地的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广州大学城、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及深圳市
图书馆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参观考察，受到了对方
馆同行的热情接待。
考察期间，考察组成员对上述图书馆的馆舍
建筑、周边环境、布局、空间利用、中央大厅设
计、室内环境、家具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
同时还全面了解了对方馆的服务特色、服务理
念、特色资源及人员结构等方面的信息。通过实
地考察，考察组成员不仅亲身感受了深广两地

支部生活

参观首博----《中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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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建筑特色和人文风貌，记录了大量翔实
的数据，还接触到很多新技术、新理念。
广外图书馆的雅致、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简约
质朴，深圳市图书馆的恢宏大气和深圳大学城图
书馆的天马行空皆令人叹为观止。这些独具特色
的建筑风格和馆舍结构给考察组成员带来了很
多灵感和启发。此外，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将自主
研 发 和 RDIF技 术 相 结 合 开 发 的 图 书 馆 自 动 化 管
理系统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通过本次考察，不仅加深了我馆对国内先进
图书馆的了解，同时也增进了我馆和同行间的交
流和友谊。考察结束后，考察组成员认真总结了
考察资料和心得体会，并在全馆部、室主任会议
上对考察情况做了全面的总结汇报，同时将考察
汇总意见提交中国设计研究院供相关设计师进
行参考。
（信息咨询部 孙琳）

图书馆召开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

为配合学习十七大文件精神，08年9

08 年 12 月 24 日下午，图书馆馆长戴龙基、直

月27日，图书馆党员参观了首都博物馆。 属支部书记杨晓景及党政工代表与离退休老同志欢
电影《辉煌的北京》，虽然片长只有12分

钟，但它把北京的历史娓娓道来，给人身临其境之

聚一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图书馆离退休老同志座
谈会。会议由杨晓景书记主持。

感。《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汇集了全国博

座谈会伊始，戴馆长首先表达了对离退休老同

物馆之精华，其中的展品已不能用“精”字形容，

志为图书馆所做工作的感谢，并衷心的希望老同志

而是“神”，是神秘的神，是神奇的神。一尊尊青

们还要继续发挥余热，将在图书馆工作和生活中的

铜器，仿佛一尊尊神像，只允人以仰视。舞蹈纹彩

老照片、工作体会和心得等珍贵的资料收集并记录

陶盆，再现了一幅中国最古老的和乐图。馆内的古

下来，充分发挥图书馆老同志传、帮、带的优良传

都北京历史文化展、老北京风俗展、北京文物精品

统，继续为图书馆的发展建言献策。随后戴馆长又

展等常设展馆,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内涵与

向老同志们介绍了图书馆当前的工作情况，并请办

魅力。

公室任放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新馆设计的总体情况。

“中国记忆”是对每一个中国人灵魂的召唤，
中华精神正在呼唤着她的每一个传人。

在接下来的畅谈中，老同志们表达了对图书馆
的想念之情，并表示他们虽已退休，但心系图书馆

通过此次活动，图书馆党员不仅对北京的悠久
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也为我国古代文明和劳动人

的建设和发展，将继续利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图
书馆的建设添砖加瓦。

民的智慧结晶所感动，它让我们懂得了应该更加珍

座谈会上，杨晓景书记祝福大家平安、幸福、

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感受到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快乐。希望老同志们能常回图书馆看看，多提宝贵

是多么骄傲和自豪！

张国峰）

的意见和建议。

军

感

（流通一部

训

（本刊编辑）

言

为期十五天的军训生活在师

力量，体会着有序组织，分工协

杨书记，工会代表李老师专程来

生对军营的依依不舍中落下帷

作，集思广益，坚持就是胜利的

延庆军训基地慰问大家，并对同

幕。食物的单一、训练的严格、

快乐。图书馆参加此次军训的五

志们的工作表示肯定。军训的经

天气的寒冷似乎已成为历练性格

位同志，不轻言放弃，大家努力

历对每一位参训的教工和学生来

的佐餐，因为军训留给大家更多

将各项工作做好，在广大军训师

说都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值

的是一种体会，体会着团结就是

生中颇受好评。图书馆直属支部

得细细地体味。

（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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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文献传递优惠月活动，更多的读者对
于该服务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建立起了对我们持久
图书馆文献传递优惠月活动
的信任。在此活动期间，共有 50 多位读者向我馆提
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是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之 交传递申请，其中以硕、博士研究生居多，主要是
间或图书馆与其他文献情报部门之间相互利用对方 为完成学位论文获取文献资料。注册读者人数也有
的文献来满足其用户文献需求的一种服务形式。在 所增加，但多数人更愿意直接发送申请。为此，我
当前文献费用持续上涨、信息需求日益交叉扩展的 馆从优惠月开始将代查代检与馆际互借/原文传递
情况下，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具有低成本、高效率、 服务结合起来，以读者为中心，提供更加方便、快
快速满足个性化、特色化需求等优势，逐渐成为图 捷的信息服务，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欢迎。此外，
我馆 10 月底与北大图书馆签订了合作协议，新开通
书馆资源建设及服务的主要形式之一。
为了支持我校师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最大限 了 Calis 文献传递服务，并联系试用了 CNKI 回溯库
度地满足广大师生获取原文文献的需求，我馆 11 及超星读秀平台，极大地提高了本馆文献资源保障
月份特别推出了“文献传递优惠月”服务活动。优 能力。目前，我馆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对读者需求
惠月期间，在馆里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下，通过 的满足率均在 90%以上，对于我校研究生完成学位
制定优惠政策、设立信息台，特别是通过讲座、传 论文和教师教学科研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并使用馆际互借和文
单和横幅等手段的大力宣传，我校师生在文献传递
和馆际互借使用量上，相比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献传递服务，我馆特将优惠活动进一步延长，望广
在优惠月期间我馆共处理馆际互借事务 150 件，原 大师生尽快享用该项优惠服务并欢迎大家多提供宝
贵意见。
（本刊编辑）
文传递申请 411 条。

图书馆信息服务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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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 BALIS 馆际互借服务获奖喜讯
及延长免费期通知

图书馆新开通手机短信
和邮件提醒服务

2008 年 12 月 14 日，BALIS 馆际互借管理中心

为了方便我校师生及时了解借、还书信息，图

“2008 年培训暨年终总结大会”在北京邮电大学图

书馆特新增手机短信和邮件提醒服务。具体服务内

书馆隆重召开。本次会议评出了 6 家先进集体， 我

容包括：（1）借书到期提醒――图书馆将在您所借

馆在此次评选中荣获“2008 年度 BALIS 馆际互借服

书籍应还日期前 3 天发送借书到期通知，提醒您尽

务与管理先进集体”三等奖。

快办理还书或续借手续。（2）预约书到馆提醒――

此外，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享受 BALIS 馆
际互借服务带来的好处，BALIS 馆际互借中心决定
进一步延长免费期，在 2009 年 6 月 30 日前免收任
何服务费和物流传递费，望广大读者莫失良机，尽
快享用该项优惠服务！

（本刊编辑）

图书馆为教师服务新举措
为大力支持本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为广
大教师提供更好的文献资源保障，图书馆特增加教
师可借阅图书的数量，并延长借书时间。从 2008
年 11 月 6 日起每位教职人员可借阅本馆图书 50 册，
借期为一年。如果在图书借出期间，有其他读者希
望借阅该书，图书馆将发出催还通知，届时请借阅
此书的教师配合提前还书。图书馆真诚希望该项服
务能为广大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信息咨询部

孙琳）

图书馆将在您所预约书籍到馆的第二天自动发送到
书通知，提醒您在四个工作日内办理借书手续。
这两项服务均为免费服务，如有任何使用问
题，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技术部

黄嘉平）

拉近读者距离 架起信息桥梁
——图书馆新增信息服务台
为进一步加强图书馆读者服务功能,提高文献
信息资源的利用率,我馆特在一层电子阅览室外设
立信息服务台。本服务台提供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
信息咨询、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读者意见反馈。
读者满意是我们图书馆工作的最高目标，本服
务台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读者，架起读者与图
书馆之间的桥梁，欢迎广大读者到此咨询，或通过
邮箱、电话等方式与我们联系。

（本刊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