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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 郭棲庆
在“非典”疫情得到初步遏制、抗击“非典”的战斗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果之际，
《北外图书馆通讯》与朋友们见
面了。这是我馆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这也是北外师生的一件喜事。
《通讯》为不定期内部刊物，其内容包括本馆概
况、阶段性工作重点、各部门工作动态、新信息资源、新增服务项目等等。
互通信息、增进理解、促进发展这十二个字是我们办刊的初衷，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是我们办刊的最
终目的。
图书馆是教学与科研的信息中心，信息中心理所当然应该信息畅通。图书馆内各部门需要互通信息，图书馆与读
者需要互通信息，兄弟馆之间也需要互通信息。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对我们正在做什么、兄弟馆正在做什么、读者需要
我们做什么、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做有利于增进图书馆工作人员与读者的相互理解，有利于促进图
书馆的健康发展。
我们相信，有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有广大读者的理解与配合，我们一定能把《北外图书馆通讯》办好，一定能把
我馆办成自己感到自豪、别人感到羡慕、读者感到满意的信息中心。
愿《北外图书馆通讯》健康成长！
做好“211”工程项目立项准备 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本学期工作要点
根据学校“2003 年工作思路和本学期工作要点”的精神，图书馆本学期
的工作安排如下：
1. 认真落实《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修订）
》
，全面贯彻“信息服务与读者满
意”的服务理念。
（1）做好开设文献检索课的准备工作。
（2）做好读者宣传，深化用户教育，进一步搞好宣传专栏。
（3）继续做好图书馆利用、数据库检索技能等系列讲座。
（4）为读者开拓馆际互借渠道，实现资源共享。
2. 集中精力搞好“十五”
“211”工程本馆的两个子项目---“图书馆数据存储
备份系统”和“外语教学与研究文献数据库”
。在子项目批准之前做好必要的
准备工作，批准之后集中精力开展工作。
3. 加强业务培训和内部工作管理，全面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与业务水平。
（1）严格执行馆内的各项工作制度，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
（2）开展“读者服务活动”
，提高服务质量。各部、室要为读者办几件实事、
好事。
（3）利用周三下午的业务学习时间，通过各种形式做好全体工作人员的业
务培训工作。
4. 在继续做好英语编目工作的同时，加大力度做好其它语种的编目工作。
5. 尽快解决图书馆应用系统的一些遗留问题。
6. 为迎接奥运会，准备“图书馆英语 300 句”的编写工作。
7. 配合学校资产处、动力中心等单位，搞好本馆的设备、家具的更新及馆舍
的维护。

8. 做好各部、室主任任中评估工作。
9. 支持图书馆部门、工会和教代会的各
项工作，使其在图书馆工作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图书馆党政领导要求全馆人员明白
“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有为
才能有位”的道理，上下一心，团结协
作，把图书馆的工作做得更好。 （馆办）

简 讯
何其莘副校长和郭棲庆馆长于2003
年 1 月 19-20 日，参加了北京地区高校
图书馆第三次工作会议。本次会议的中
心议题是高校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市
教委副主任、高校图工委主任张国华在
会议上提出：图书馆定位要准确；人员
配备要合理；服务水平要提高。会上各
馆交流了图书馆建设的经验，与会代表
认为，我馆提出的“把图书馆建成自己
感到自豪，别人感到羡慕，读者感到满
意的信息中心”的定位比较准确，其核
心是信息服务和读者满意，同时对我馆
的办馆经验与管理措施给予充分的肯定
和重视。
（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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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降临到中
国大地，来势凶猛。这种疾病目前尚未被人
们完全认识，且传染性极强。人命关天，抗
击“非典”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图书馆是全校师生的学习、科研的重要
场所，其特点是人员密集、流动频繁，人员
之间的近距离接触不可避免。在此特殊时期，
为了给全校师生提供一个空气清新、安全舒
适的学习环境，图书馆做到各部门照常开放，
全体同志坚守岗位，并以饱满的热情接待读
者。具体措施是：
一、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层层把关
1．从 4 月初始，我们多次召开了各级领导、
各类人员参加的会议，通报学校关于预防“非
典”的精神与布署，提出图书馆的具体要求、
做到责任落实到人，并且充分发挥党员和各
级干部的表率作用。
2．每天防“非典” 领导小组召开例会，交
流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防控“非典”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对全体党员提出四条要求：
①思想重视，牢记入党誓言和责任。②为保障
正常的学习、工作秩序，坚守岗位，发挥党员
的先锋带头作用。③关心群众，认真做好细致
的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不信谣，不传谣，一切从
大局出发，严格执行学校的部署和安排。④严格党
的纪律，不允许各行其是。希望全体党员经受住考
验，团结一心，群策群力，打胜这场防治“非典“的
特殊战斗。
（直属党支部 刘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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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我校为了防止疾病
的传播，保证全校师生的身体健康，从 4 月 28 日起
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图书借
阅量在近期内大幅度增加，为了使同学们安心在校
区内学习、生活，图书馆全体人员坚守工作岗位，
努力为读者提供满意的服务。外文流通部和中文流
通部的工作人员，更是不顾疲劳，忙而不乱，热情
主动地为读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尤其是中文流通部，
每天接待读者逾千人，与 2002 年同期相比,社科类
与小说类图书借还总量增长 66%。为了避免“非典”
病毒的交叉感染，工作人员对读者进行有效的组织，
使之有序地分批入库。广大读者均能满意而归。
（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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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到“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三不”（不瞒报，不漏报，不缓报）。确保个人安全、
读者安全、家人安全。
4．严格考勤、坚守岗位。
二、各项措施具体、狠抓落实
1．每天 22：00 下班后，安排专人对馆区彻底消毒。
白天由各室工作人员消毒，每天不得少于两次。
2．新、旧两个馆的 18 个卫生间和洗手间全部装上卫
生药皂，供读者使用。
3．阅览室、书库做到及时换气、通风。
4．电子阅览室增装换气扇。所有计算机、键盘擦拭、
消毒。
5．为了提高全馆人员的免疫力，图书馆为全馆所有人
员（包括保安、临时工、清洁员）购置了防“非典”
中药，注射了“胸腺肽”， 配备了口罩、手套、洗手
液、温度计。
我们相信，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只要我们上下一
心，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取得与“非典”斗争的胜
（刘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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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下午，图书馆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
慰问抗击“非典”一线医护人员家属我馆外文流通
部的刘宏志同志。参加会议的有图书馆党政领导、
支部委员、工会干部及外文流通部的全体同志，外
文流通部主任崔涛主持会议。郭棲庆馆长代表全馆
同志向刘宏志同志赠送了礼品。
会上，图书馆直属党支部书记刘俊美、馆长郭
棲庆和工会主席任放代表图书馆全体同志向战斗
在“非典”第一线的刘宏志同志的爱人致以节日（国
际护士节）的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并高度赞扬了
刘宏志同志爱人的这种南丁格尔精神，认为她是最
可敬、最可爱的人。希望她在救治病人的同时注意
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归来。图书馆领导同时表示，
无论什么时候，图书馆永远是刘宏志同志的坚强后
盾。
在抗击“非典”期间，刘宏志同志在挂念自己
的妻子、照顾幼小的孩子的同时，还能恪尽职守，
坚守岗位，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最后，刘宏志同志
的一句朴实而真诚的话让与会者深为感动：“感谢
图书馆领导及同志们的关心，我是一个普通的百
姓，干的是普通人的工作，这是我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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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D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 博、硕士

第三版

CSA (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语言学

论文全文库

网络数据库

PQDD 是 美 国 Bell&Howell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原 UMI 公司）出版的博硕士论文全文数
据库,收录了欧美 1000 余所大学文、理、工、农、医
等领域的 160 万篇的博、硕士论文的摘要、索引及全
文。
PQDD 全文库提供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
加州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二万多篇博、硕士论文的全
文检索，由全国七十多所高校联合选购，其中包括我
校英语系和德语系选购的 200 篇博、硕士论文。该数
据库学术水平较高，对教师、学生的教学和科研颇为
有益，欢迎广大师生使用。
该数据库通过图书馆主页直接检索，不必支付国
际流量，如下载全文，请在本地机上安装 Acrobat 软
件。

CSA（剑桥科学文摘）数据库为 CSA 公司开发
的收录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专著
或论文的文摘数据库。图书馆根据我校教学和科研
需要选择了语言学文摘数据库（CSA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提供大家试用，试用
期从 4 月 10 日到 6 月 10 日。
CSA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
收录国外 1500 种期刊，以及相关的图书、专著、论
文、参考书目。该库每年收录 17000 条记录，收录
时限始于 1973 年，至今总计收录 311000 余个条目，
每月更新一次。
该数据库通过图书馆主页可以直接检索，不必
支付国际流量。希望读者将试用情况及时反馈到图
书馆，以便决定是否购买。
（信息资料中心

PSOP---海外图书采选系统

王忠红

68916674）

图书采选的专家通过密码即可进

式，扩大了信息传递覆盖面，大幅

入 PSOP 系统浏览书目、发表书评，

度地提高了传递信息的质量，为图

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

并为图书馆推荐书目。专家在偏好

书馆及专家及时获得最新、最快、

公司图书部主持开发的海外图书

设置页中，也可设置自己的基础偏

个性化的海外图书出版信息提供

采 选 系 统 PSOP （ Promotion,

好和分类偏好，享受个性化的书目

了长期稳定的服务与技术支持。

Selection, Ordering, Platform）是中

信息服务。同时，专家可通过“我

目前中图图书部正在根据各

图图书部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

的反馈”功能与图书馆采访人员及

图书馆的反馈意见对 PSOP 系统进

为图书馆量身打造的海外图书采

其他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随时

行最后的微调。本馆已决定与中图

选解决方案，包括“专家选书”和

得知图书馆对于自己所推荐的图

签订 PSOP 系统的使用协议，该系

“采购”两个主要的功能模块。除

书的处理意见，该书到馆后可在第

统已于五月中旬在我馆投入试运

了收录最近一年内的二十万种海

一时间得到信息。

行。

外图书目录外，系统还每月提供

在 PSOP 系统中，图书馆采访

5000 种以上的新书报道。我馆与中

人员通过简便实用的检索、查重、

图图书部签订系统使用协议后，即

MARC 下载、发订等功能，可以与

可获取登录密码，成为 PSOP 系统

中图图书部实现真正的网

的用户。

上订购。另外，PSOP 系统还设有

图书馆可以按照自己的具体

“内部公告”、“业界动态”、“统

需求，设置本馆的“基础偏好”和

计分析”等栏目，提高图书馆、读

“分类偏好”。这样，PSOP 系

者、书商、出版社等几方面的共知、

统可据此筛选出各馆偏好的相关

共建、共享程度。

图书目录，为各馆提供迅速、准确、
个性化的书目信息。
图书馆选定的参与本馆海外

作为一种现代的图书采选模
式，PSOP 系统极大地改变了纸版
目录加手工传递与处理的传统模

（采访部 许斌）

为了给全校师生提供多渠道
的文献服务，自本学期始，
我馆与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大学两校的图书馆正式
开展了印刷型图书的馆际
互借服务。 您如果要向上
述两馆借阅图书，请带着自己的
借阅证，到新馆三层美国学资料
中心与崔老师联系。
（流通部 崔涛

68916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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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盘资源：目前可以在计算机
检索室使用部分光盘资源：
1．2000 年国际资料大全
2．人民日报 1946~1997
3．北京日报 1952~1997
4．北京晚报 1958~1997
5．邓小平理论
6．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光盘版）：
提供自 1888 年创办以来的各期内
容，可以进行全文检索、浏览、下
载该协会所收集的大量有关世界上
各种奇特景观、野生动植物以及各
国风土人情的资料、图片等。
7．牛津百科（英文）1999
8．地图、百科年鉴、日本便览（日
文）2001
9．世界大百科事典（日文）
二、网络资源：
1．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我校博、
硕士论文的全文。可以进行全文检
索、摘要阅览。
2．多媒体资源：目前主要是英文版
的影视资料，内容涉及各个领域的
方方面面，是非常难得的语言学习
的环境，可以在图书馆的电子阅览
室微机上使用。具体栏目有：
（1）文学名家名作：莎士比亚生平
介绍、舞台剧、改编电影 13 部。
（2）美国国家地理（影视版）：国
家地理杂志精选影视作品，从天到
地，带你探索精彩纷呈的世界，重
温本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成就，见识
探险英雄如何改写人类历史。由发
人深省的古文明探索、 精湛的野生
动植物寻奇到追求宇宙奥秘的极
致……。(英语原声中文字幕）
。
（3）探索：探索宇宙、自然、人类
与科学的奥秘。（英语原声 中文字
幕）
（4）今日英国：以录像的形式介绍
今日英国状况。
（5）世界皇室家族：当今世界现存
有多个皇室家族。本系列将这些皇
室家族的方方面面展现在您的眼
前。共 13 集，中英双语解说，并配
有中英文解说词。
（6）欧洲艺术大系：一部系统、实
用、欣赏性极强的欧洲艺术史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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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展示。
（7）中国博物馆：这是一
部大型电视文化专题片，
源自一百个博物馆的往
事 。中英双语解说。
（8）20 世纪全录：这是一
部全面反映二十世纪发展
历 程 的 百 年 史 诗 。
1900-2000 年世界所有重
大事件尽在其中。
（9）中国军队：这部 16
集大型电视系列片，浓缩
中国军队五十年光辉历
程，展示中国军队现代化
建设风采。
（10）专题讲座：各界文化名人、
专家学者在我校所作的讲座。
3．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提供
1997 年以来全国 5300 多种中文学术
期刊的全文信息，1997~1999 为光盘
版，需要者可以到图书馆计算机检
索机房。 2000 年以后的信息为网络
版，读者可以通过校园网的图书馆
主页进行检索、下载。
4．中经网教育专网：通过推荐专辑、
综合动态、经济分析、经济数据、
行业经济、区域经济、特色信息等
栏目，全面介绍经济信息。
三、试用数据库：
1．中国二十五史全文检索：主要是
以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上海涵芬
楼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关外二次本”
《清史稿》底稿，整理完成中国二
十五史数据库。可以阅读、检索。
2．美国 Gale（机构名称）参考资料
数据库：试用的内容覆盖人文社科、
商业经济、国际市场、人物传记、 机
构名录、文学等范畴。
3．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 以新闻
和经济信息为主要特色，汇集新华
社文字、图片、图表、视音频、报
刊等全部资源和社会上其他有价值
的新闻信息资源，是国内最大规模
的多媒体、多文种新闻信息综合性
数据库。新闻库每日实时发布中、
英、法、西、俄、阿、葡 7 种文字
新闻 2000 余条，120 万字。文字系
统目前拥有信息约 2000 万篇，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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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近万篇的数量加。
4．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全
球性的中文书报刊网上开架交易平
台，下设中华图书网、中华期刊网、
中华报纸网、中华 CD 网等子网，
集成了图书、期刊、报纸、论文、
CD 等各种出版物的（在版）书（篇）
目信息、内容提要、精彩章节、全
部全文，是著书、出书、售书、购
书、读书、评书的网上交流园地。
读者可以通过用户名在图书馆主页
上检索、浏览和下载。
以上网络资源读者可以通过校
园网的图书馆主页进行检索。
（技术部 李明炎）

馆际互借
为了给全校师生提供多渠道的
文献服务，自本学期始，我馆与中
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两校的图书
馆正式开展了印刷型图书的馆际互
借服务。 您如果要向上述两馆借阅
图书，请带着自己的借阅证，到新
馆三层美国学资料中心与崔老师联
系。 （流通部 崔涛 68916836）

如何办理借阅证
具体办理时间和方法：每学年
开学的第一个月办理；在校生以班
级为单位向图书馆提供所在班同学
的一寸照片和班级同学名册，由图
书馆办公室统一办理。留学生与成
人教育学院的学生均由教师代办。
教职员工持本人工作证及一张一寸
照片，每周二均可到图书馆办公室
办理。
补办读者借阅证的办法：图书
馆为了方便读者，每月第一周的周
二（工作时间）均可为读者补办借
阅证。读者借阅证丢失应该及时到
图书馆办公室挂失，然后学生持本
人学生证及一张一寸照片，工本费
30 元；教师持本人工作证及一张一
寸照片，工本费 3 元，到图书馆办
公室办理。 （图书馆办公室 任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