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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召开本科教学评估动员大会 

12 月 5 日下午，图书馆召开了迎接本科教学

评估动员大会，图书馆全体馆员都出席了会议。

棲会上，馆长郭 庆和直属党支部书记杨晓景作了

重要讲话。 
 郭馆长首先对本学期图书馆前三个月的本科

教学评估准备工作做了总结。图书馆主要完成了：

（1）图书馆本科教学评估的自评报告；（2）根据

教学评估的指标体系和要求，制定、健全了图书

馆 6 个系列共 78 种支撑材料；（3）撰写了馆长报

告，基本完成了馆长报告的演示镐；（4）各部、

室岗位职责、工作规范及各种标牌的制作也正在

进行；（5）图书馆对各部室的工作认真检查，在

日常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6）图

书馆党政领导和各部室主任于上个月到已完成本

科教学评估工作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参观考

察，汲取经验。 
在总结前期准备工作的成果后，郭馆长再一

次对图书馆全体员工进行了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

总动员。郭馆长提出：“迎接本科教学评估是本学

期一直到下学期本校也是本馆工作的重中之重，

关系到学校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关系到学校

的前途与发展，也关系到学校、各单位、部门，

乃至学校的每一位师生员工的切身利益，校荣我

荣，校损我损，每一位馆员都要高度重视”。会上， 

 
郭馆长还向大家认真宣讲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本

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宣传手册》的重点章节，并

着重强调了本科教学评估的目的、意义、主导思

想、原则和具体要求。郭馆长要求图书馆全体员

工扎扎实实做好各项迎评准备工作，落实各项评

估准备工作细节，加强对评估内容的学习，并对

图书馆馆员的精神面貌、工作态度乃至举止、仪

表等都提出了要求。 
最后，郭馆长进一步部署了本科教学评估预

评估的工作。要求图书馆员认真自查，认真整改。

图书馆正在制作《图书馆本科教学评估宣传册》，

要求全馆同志对本科教学评估的意义、目的、原

则、内容做到人人皆知，评估工作人人参与。图

书馆还将联合学生会举办“最受读者欢迎的馆员

评选活动”。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书记杨晓景也对全馆同志

提出了要求，要求图书馆全体馆员高度重视本科

教学评估工作，全馆上下齐心协力，树立主人翁

意识，做好工作；要求全体党员在关键时刻以身

作则，起到表率作用。 
通过此次动员大会，全馆同志都觉得本科教

学评估工作意义重大，任务紧迫，大家都表示一

定要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争取为学校

迎评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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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领导访问北大图书馆 

2007 年 11 月 23 棲日下午，图书馆馆长郭 庆、直属

党支部书记杨晓景、副馆长黄勃及各部门主任一行 12
人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工作访问。北大图书馆馆长戴

龙基、朱强、副馆长武振江、聂华等馆领导热情接待了

北外同仁。 
北大图书馆于当日刚刚结束了本科教学评估工作，

我校图书馆各级领导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交流学习，取长

补短，充分汲取北大图书馆在评估工作中的宝贵经验。

棲访问期间，两馆人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馆长郭

庆、支部书记杨晓景等人还就评估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进 

＊＊＊＊＊＊＊＊＊＊＊＊＊＊＊＊＊＊＊＊＊＊＊＊＊＊＊ 
行了深入细致的咨询。北大几位馆长详细介绍了北大

图书馆的馆藏特色、管理方法和读者服务等工作，并

就评估过程中的重要事项进行了详细解答。会后，北

大馆领导还特别陪同我馆人员参观了北大图书馆精心

安排的专家评估路线。 
访问结束后，大家都觉得深受启发和鼓舞，认为

北大图书馆确实做到了馆藏丰富、精品荟萃、管理科

学、服务优秀，是国内高校图书馆学习的榜样。郭馆

长表示我们一定要借鉴北大图书馆的先进经验，根据

本科教学评估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教学科研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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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赠书中国计划基金会会长 

马大任先生来我校图书馆参观考察 
2007 年 11 月 13 日上午，纽约公共图书馆亚洲

与中东部顾问、赠书中国计划基金会会长马大任先

生在外研社蓝小娈女士的陪同下来我馆参观考察。

图书馆馆长郭棲庆、支属党支部书记杨晓景、副馆

长黄勃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热情接待了马先生。 

多年来，马先生一直奔走于美国各地，收集各

院校、图书馆及私人捐赠图书，并将收集来的外文

原版图书无偿赠送给我国的各高等院校，为中美之

间的文化交流及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郭馆长向马先生详细介绍了北外图书馆的馆

藏特色，介绍了近几年来学校学科建设的新发展及

文献资源建设的新需求。尽管马先生年事已高，但

他思维敏捷、风趣健谈，与图书馆各位领导进行了

亲切友好的交谈。马先生表示一定为北外图书馆的

文献资源建设尽力而为。 

在郭馆长等人的陪同下，马先生兴致勃勃地参

观了我馆各书库和阅览室的藏书，认真询问了我馆

的馆藏需求，表示回美国后将尽快对所收藏的图书

进行整理，并将我馆所需图书尽快寄送我校。郭馆

长代表我校领导向马先生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希

望马先生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中

午，郭棲庆馆长、杨晓景书记、黄勃副馆长及部分

部室主任与马先生共进了午餐。     （本刊编辑） 

 伊朗使馆文化参赞阿高杰利一行       
参观考察我馆  

 11 月 12 日上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

馆文化参赞阿高杰利博士、伊朗科技研究部教育评

估与监督部门负责人阿米里博士一行三人对我校图

书馆进行了参观和考察。馆长郭棲庆教授、直属支

部书记杨晓景及流通一部主任许斌等接待了伊朗来

宾，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郭棲庆馆长向来宾介绍了北外图书馆的历史沿

革、馆藏特色、发展规划等情况，介绍了本校教学

和科研等方面对相关文献信息的需求，尤其是我校

开设波斯语专业对相关文献信息的需求，伊朗来宾

表示将尽最大努力向北外提供有关波斯语言、文化

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双方一致认为：北京外国语大

学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桥

梁和纽带作用；伊朗方面向北外提供相关的文献资

料是促进中伊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友好交往的需要；

也是北外办好波斯语专业的需要。会谈结束后，图

书馆领导陪同伊朗来宾到有关部门进行了参观和考

察。                          （流通一部 许斌） 

＊＊＊＊＊＊＊＊＊＊＊＊＊＊＊＊＊＊＊＊＊＊＊＊＊   

图书馆召开退休人员茶话会 
12 月 25 日下午，图书馆在馆长办公室召开了

退休人员茶话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图书馆的党、政、

工领导。书记杨晓景主持会议，馆长郭栖庆向与会

的老同志汇报了图书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如图书

馆岗位聘任、旧馆搬迁、党建评估、多语种书目回

溯建库与分馆建设、本科教学预评估、新图书馆建

设及读者服务等工作。与会的老领导、老前辈们感

叹图书馆的发展之快，成绩之显著，还表达了自己

对图书馆的深厚感情和对图书馆发展的厚望。大家

畅所欲言，茶话会始终在祥和欢快的气氛中进行。

最后，馆长郭栖庆代表图书馆党、政、工祝老同志

们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并向每人赠送

一件小礼品，表达图书馆对老同志们的敬意，衷心

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地关心图书馆的建设与发

展，常回家看看。                 （本刊编辑） 

★ 2007 年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部接

受了很多专家学者馈赠的图书，包括大苹

果有限公司赠送英、法、意、德等语种的

外文图书 2500 余种；美国“梅尔维尔研究会”赠送 

＊＊＊＊＊＊＊＊＊＊＊＊＊＊＊＊＊＊＊＊＊＊＊＊＊ 

英文图书 87 种。这些图书极大的丰富了我馆馆藏，

惠及广大读者。        （文献资源建设部 付桂珍） 

★ 卡西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日前向图书馆

赠送了 18 台卡西欧电子辞典，包括英汉、法汉、日

汉和英汉法律专业辞典。目前这些辞典已全部安放在

图书馆各个对外服务的阅览室及书库，供广大读者使

用。这些电子词典体积小，词汇量大，操作简便，并

配有真人发音，为读者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深受

读者欢迎。                      （流通一部 许斌） 

著名翻译家、我校校友林桦先生夫人向

图书馆捐献丹麦语图书 
我校校友、全国著名“安徒生童话”翻译家林

桦先生于2005年 9月 1日患胰腺癌，医治无效去世，

享年 78 岁。林桦先生的夫人袁青侠女士将他生前留

下的 600 余册图书资料捐献给我校图书馆。2007 年

10 月 27 日，图书馆领导杨晓景和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杨文老师前往林老先生家接受袁青侠女士捐献图

书，并向她们夫妇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简
讯 

（办公室 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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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高度重视党建评估工作 

党政班子齐抓共管 
在北京市委教工委对我校进行党建评估前夕，

图书馆召开了迎接党建评估动员大会，图书馆全体

馆员都出席了会议。会上郭馆长传达了有关的文件

精神，强调图书馆在馆容馆貌、阅览环境、馆员精

神状态等各方面都要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评估专家

的到来。直属党支部书记杨晓景做了动员，强调这

次党建评估意义非常重大，从思想上重视，行动上

落实，做好本部门工作，要求党员同志要以饱满的

工作热情迎接党建评估，在工作中要做得更好，要

从小事做起，事事做到群众之前，起到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 

    为了按期、保质、圆满地完成党建评估的全部

任务，图书馆党政领导分工合作。杨书记和支部委

员曹鹏、张国峰，党员孙琳、张海英负责党建评估

材料的整理和完善工作，郭馆长带领各部门主任负

责图书馆的环境整治；黄副馆长带领韩秀华负责党

建评估的展板制作。 

 12日党委书记杨学义来我馆检查党建评估准

备工作时提出：要把评估文件吃透，对照评估要素

查漏补缺，既是为迎接党建评估做准备，也是对过

去工作的总结和梳理；要找准切入点，深入挖掘，

把自己的特色找出来。 

     根据校党委的要求，图书馆直属支部准确领会

党建评估指标体系的内涵要求，紧扣《北京普通高

等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中的二级指

标和评估要素，结合我馆的实际情况，形成自评报

告整体思路和框架，体现党建工作发展新理念、新

思路和新方法。尤其是最后冲刺阶段，支部杨书记

带领四名党员加班加点，利用双休日的休息时间，

经过五天的艰苦奋战，归纳整理出充分、翔实、可

靠的支撑材料，而且从格式的规范、目录的编排、

外观的美化等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9月18日晚党委副书记曹文泽、组织部部长姜

绪范等校领导陪同市委教工委达标检查组来我馆检

查验收。检查组先参观了期刊部和电子阅览室，然

后来到馆长办公室检查党建评估材料。郭馆长和杨

书记分别汇报了我馆的工作特色和支部的党建工

作，图书馆的党建工作受到了市委教工委达标检查

组和校领导的一致好评。  

 (流通阅览一部 张国锋) 

＊＊＊＊＊＊＊＊＊＊＊＊＊＊＊＊＊＊＊＊＊＊＊＊＊＊＊＊＊＊＊＊＊＊＊＊＊＊＊＊＊＊＊＊＊＊＊＊＊＊＊＊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参观航天城 
为了全面学习、贯彻中央十七大精神，11 月 14

日下午，图书馆直属党支部的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

等一行 19 人前往北京航天城参观，大家参观了解了

五年来我国航天事业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

就。 

图书馆直属支部不仅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十七大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还通过实地参观考察，进一

步了解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快速发展的航天科学技

术，学习“航天英雄”和“英雄航天员”无私的奉

献精神和航天工作者爱岗敬业的崇高精神。通过参

观考察，大家深刻体会到：这些成就是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的生动体现；只有坚持改革发展、坚持科学发

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目标。                         （本刊编辑） 

狼牙山一日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1 月 3 日，图书馆党、政、工会、教代会联合

组织“狼牙山一日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图书馆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和部分群众一行 18 人，一起重走英雄

之路，感受英雄壮举。大家参观了狼牙山五勇士纪

念塔和“狼牙山五勇士陈列馆”。 

此次狼牙山之行，不仅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

精神的实践之旅，更是图书馆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感受革命热忱的精神之旅。大家都被革命先驱们视

死如归、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都表示一

定要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

作，争取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振兴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信息咨询部  张海英） 

（上图为图书党员及部分群众在航天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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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全国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研讨会”有感

2007 年 10 月 11-12 日，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

“全国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研讨会”在国图文会堂

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

及科研院所等 78 家图书馆的领导、业界专家及图

书馆员共 203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分为专题报告和与会代表工作交流

两个部分。首先，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致欢迎辞，

并作了题为《数字时代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工作的

思考》的演讲。陈先生深入地分析了文献传递、馆

际互借服务的现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

国家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在数字时代的发

展战略。上海图书馆党委副书记王世伟、中国科学

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副馆长戴利华、首都图书馆馆长

倪晓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陈传夫、北京

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陈凌分别作精彩报告，对近年来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工作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总

结，并探讨了数字时代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业务发

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演讲高屋建瓴、分析

有理有据，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 

在与会代表工作交流部分，来自国家科技图书

文献中心、天津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JALIS 管理中心、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同行们介绍了

各自开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的情况，并与参

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交流，大会达成三

点共识：一是建立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业务的交流

平台；二是进一步推进资源共知、共建、共享，形

成优势互补，实现联合服务；三是积极发展馆际间

的协作与联盟。国家图书馆将建立“全国文献提供

协作网”，搭建信息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全国各图

书馆与情报服务机构均可成为合作单位。会后，与

会人员还参观了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和首

都图书馆。 
通过参加本次会议，本人深刻认识到：在图书

馆采购经费的紧缺的情况下，面对全球范围内出版

物的激增及其价格上涨，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共建、

共知、共享已经成为必然，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工

作的进一步完善也是众望所归。我校图书馆应进一

步加强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的推广和宣传，通

过多渠道、多手段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推动我校

教学科研工作再上新台阶。 （信息咨询部 张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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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举办“2008 应届毕业生学位论

文格式和电子版网上提交培训会”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统一我校学位论文的撰写，促

进和完善我校学位论文的管理工作，建设我校的特色

资源——《学位论文数据库》，2007 年 10 月 29 日校

研究生处和图书馆联合举办了“2008 应届毕业生学位

论文格式和电子版网上提交培训会”，共有 100 余毕

业生参加了本次培训会。 
在培训会上，来自研究生处的张鹂老师为大家讲

解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与

书写格式》。随后，图书馆工作人员向大家现场演示

了学位论文电子版网上提交方法和学位论文格式排

版及技巧。此次培训会受到与会同学的一致好评，同

学们都认为这次培训对他们撰写学位论文和进行网

上提交提供了很大帮助。      （信息咨询部 张海英） 

图书馆成功举办托福网考 

今年 10 月，为配合我校考试中心举办托福网考，

图书馆领导和网考中心负责人经多次协商决定将图

书馆电子阅览室作为考场。而图书馆现有的网络系统

和电子阅览室的计算机系统不能满足考试的要求，需

要进行大量重新调试和系统配置工作。在这种情况

下，图书馆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牺牲了大量

的休息时间，承担了全部计算机系统配置和网络调试

工作，保证了托福网考的顺利进行。此外，图书馆技

术部工作人员还在每次托福网考中提供技术支持。 
                              （技术部 单铁柱） 

多语种编目办公室工作进展 

为了尽快实现各语种图书的网上检索及计算机

管理 ，2006 年 11 月图书馆多语种图书回溯建库工作

全面展开。截止到 2007 年 12 月，图书馆共完成德语、

法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阿尔巴尼亚、波兰、

罗马尼亚、葡萄牙语、瑞典语、塞尔维亚、匈牙利、

芬兰、荷兰、世界语、意大利、保加利亚、捷克 18
个语种总计85400种、121190册图书的回溯编目工作。

除亚非部分语种和阿拉伯语未进行回溯建库工作外，

我馆馆藏其他语种均实现了网络检索和计算机借还 
管理。此外，本馆还完成了法学院、高翻学院全部藏

书的书目信息回溯工作。 
（多语种书目数据建设办公室 李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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