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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共享域服务中心 

第四次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年会顺利召开 

2013 年 11 月 6 日至 8 日，第四次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
盟年会在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召开。此次会议有来自二十余所高校的 60 余位代表参加，是历年参会
人数最多的一次。 

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主席戴龙基教授，CALIS 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凌，
CASHL 管理中心秘书长关志英出席年会并作指导性报告。会议以“文献资源的共享与服务”为主题，充分
探讨了文献资源在得到基本保障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实现跨地域、跨高校的文献资源共享。会上大家畅
所欲言，气氛热烈。 

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执行主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晓景作大会总结发言，详
细介绍了小语种资源的建设情况、共享程度以及联盟所做的贡献，并宣读联盟下一步工作设想及计划。
此次会议获得所有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成员馆的高度赞誉，为外语院校之间实现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提供
平台。                                                          （文献资源建设部  叶玉珠）            
≈≈≈≈≈≈≈≈≈≈≈≈≈≈≈≈≈≈≈≈≈≈≈≈≈≈≈≈≈≈≈≈≈≈≈≈≈≈≈≈≈≈≈≈≈  

“期刊管理与服务”业务工作交流会在我馆成功举办 

10 月 28 日下午，由北京高教学会、图书馆工作研究会期刊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期刊管理与服务”
业务工作交流会在我馆举办。来自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的馆长及馆员参加了会议，共 50 余位。会议由
期刊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别立谦主持，我馆常务副馆长杨晓景致辞。 

此次会议以工作经验介绍和提问研讨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桂君老师做了题为《电
子资源的使用统计》的报告，介绍了获取电子资源使用统计的实践经验，期待未来图书馆的电子资源统
计工作更加规范实效。北京大学图书馆咨询部副主任李晓东老师做了题为《高校图书馆期刊阅览服务工

作畅想》的报告，分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刊在收藏与利用、
阅览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现状，并在共享空间、精品阅读、论
文写作与投稿、数据挖掘等服务内容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与
可行性探讨。随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张海英做了题为《北
外图书馆纸本报刊的管理与服务》的报告，从我馆的多语种、
多元文化特点出发，介绍了期刊采访、收登、编目、排架、阅
览、装订各个工作环节所面临的问题。在讨论互动环节，参会
人员就电子资源的使用统计和期刊服务关注的话题进行了集中

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会后，在馆内各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与会人员参观了我馆，并对改扩建后的新馆在学习环境、现

代化服务设施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                                （文献资源建设部  张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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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教学科研学术资源 

获取与发现”系列专题讲座 
为提升北京市教师发展基地研修学员和我校

师生学术资源获取、分析和利用能力，图书馆与人
事处合作，于 2013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举办了“助
力教学科研学术资源获取与发现”系列专题讲座,
共六场。 

讲座的主题分别为：第一讲：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的国际视角--借助 SSCI 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第二讲：助力学术科研--发现不一样的 CNKI、第三
讲：馆藏学术资源获取与利用、第四讲：如何利用
SPSS 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定量研究、第五讲：电子资
源整合检索和全文获取、第六讲：NoteExpress 软
件培训讲座。 

以上讲座立足学术前沿、贴合师生需求，几乎
场场座无虚席，图书馆将继续举办类似活动，为我
校科研实力的提升做出贡献。 （信息咨询部 全慧） 

第四届进口英语及非通用语种 

文献图书展 

2013 年 9 月 24 日，为期三天的第四届进口英
语及非通用语种文献图书展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
馆展厅顺利闭幕。此次书展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和首
都师范大学主办，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承办。 

书展旨在加强高校图书馆英语及非通用语种
学科文献建设,丰富各高校图书馆多语种专业文献。
书展展品主题涉及文学、历史、语言学、政治、经
济、新闻传播、跨文化、艺术、对象国研究等。其
中非通用语图书涵盖日语、韩语、俄语、德语、法
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越南文、阿
拉伯文等十个语种。 

书展有来自京津地区三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所
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与教师参加，共计挑选图书 1600
余种，受到各高校教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高度赞
誉。                （文献资源建设部 叶玉珠） 

～～～～～～～～～～～～～～～～～～～～～～～～～～～～～～～～～～～～～～～～～～～～ 

图书馆文化艺术之旅—走进意大利：纪念威尔第诞辰 200 周年系列活动 

新馆开馆以来，图书馆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多形
式、多渠道、多受众的活动，在吸引读者的同时，
全方位展示了图书馆的人文环境,提升了全校读者
的文化品味。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举办的“图书
馆文化艺术之旅--走进意大利：纪念威尔第诞辰
200 周年系列活动周”，掀开了图书馆与使馆、数据
库商、院系合作，举办艺术文化类活动的序幕。 

本次活动周共开展三类活动：歌剧讲座、歌剧
赏析和艺术展览。11 月 29 日《致敬威尔第:走进威
尔第的歌剧世界》的讲座，邀请到了国内“古典音
乐第一门户”库客音乐数据库的专职培训师，吸引
了全校对古典音乐感兴趣的师生前来，现场气氛非
常热烈。 

10 月 30 日及 31 日，图书馆连续播映两场威尔

第经典歌剧《茶花女》和《弄臣》，共吸引观众 200
余人次。不少观众表示，能在大屏幕、优质音响的
条件下欣赏原汁原味的经典歌剧感到非常享受。 

除此之外，图书馆还与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
合作，举办了威尔第大师生平作品展、布雷拉美术
学院大师版画展等多个系列的展览，众多读者前往
观看，对威尔第及意大利艺术文化有了更为直观的
认识。 

本次活动周是图书馆对“国际文化艺术之旅”
的初步探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从组织、宣
传、活动策划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今后，
图书馆将定期组织此类活动，以提升校园的文化艺
术品味，同时进一步巩固图书馆在学校中的文化中
心地位。                  （信息咨询部 全慧）

～～～～～～～～～～～～～～～～～～～～～～～～～～～～～～～～～～～～～～～～～～～～

我馆编目工作为 CALIS 小语种书目数据共建共享做出贡献 

为提高图书馆书目数据质量，我馆编目人员先后参加了 CALIS 举办的西文、日文、俄文等一系列的
编目研讨会，全部通过 CALIS 三级编目员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获得向 CALIS 提交书目数据的权限。
经过 CALIS 管理中心编目专家的培训，我馆的书目数据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向着更加规范的方向迈
进。 

在我馆编目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每年提交的小语种数据量都名列前茅，特别是冰岛语、斯洛文尼亚
语、丹麦语、希伯来文、爱沙尼亚语及其东南亚等诸多语种，更是弥补了 CALIS 小语种书目数据的空白，
极大地丰富了 CALIS 联合目录中心的书目数据量，增加了语种的多样性，为小语种书目数据共建共享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获得 CALIS 管理中心专家以及相关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好评。   （编目部 赵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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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召开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 
9月 11 日下午，图书馆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动员会。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晓景、直
属党支部书记郭向华，各部门主任和全体党员一起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支部书记郭向华主持。 

支部书记郭向华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教育实践活
动的背景、意义和具体内容，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要求大家要充分认识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
随后，向大家传达了学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
员大会的精神;最后，部署了图书馆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实施方案，宣布成立图书馆教育实践活动领
导小组，并介绍了成员组成和工作职责。 

她强调，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图书馆今后
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图书馆领导班子将把此次教
育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深入调研，边学习、边找差距、边整改，真正做到
让群众满意，办好“让读者满意的图书馆”。 

（技术部  周静怡）

馆员座谈会 
为广泛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9 月 25

日，图书馆召开了馆员座谈会。图书馆常务副馆长
杨晓景、直属党支部书记郭向华，各部门主任、全
体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群众馆员代表参加了会议。 

支部书记郭向华表示这次馆员座谈会是教育
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目的是充分听取群众意
见，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随后，大家就实际工作中
遇到的门禁安保问题、错架现象、读者不文明行为
以及服务设备使用故障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纷纷
建言献策。最后，常务副馆长杨晓景指出，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是落实。新馆开馆以来，运
行基本是正常的，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
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加强制度管理，各部门针对问
题进行细化，制定解决措施；另一方面，还应加强
与学校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编目部  梁瑶） 

读者座谈会 

10 月 18 日下午，图书馆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读者座谈会。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晓
景、直属党支部书记郭向华，相关部门主任、老师
和读者代表一起参加了会议。 

支部书记郭向华介绍了新图书馆开馆以来的
主要情况，希望大家为图书馆的建设提出意见和建
议。在随后三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同学们提出了坦
诚的意见和建议，问题主要分为硬件软件服务、基
础设施服务、图书期刊、服务管理和读者素质几个
方面。最后，常务副馆长杨晓景老师表示，感谢大
家对图书馆的发展和建设建言献策。图书馆会充分
考虑大家的问题和建议并做出相应的反馈，进一步
改善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技术部  周静怡） 

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 
11 月 22 日上午，图书馆召开了党员专题组织

生活会。图书馆全体党员参加了会议。直属党支部
书记郭向华介绍了本次生活会的主题和意义，要求
每名党员都对照党章、廉政准则和改进作风要求，
联系思想和岗位实际，认真查找自身在“四风”方
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提出改进措施。随后，各位党员根据会议主
题与自身工作进行了发言。最后，郭向华老师做了
简要的总结，她指出，党员在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
够、个别党员纪律意识淡薄、责任意识有待提高、
工作中有消极应付、推诿等问题。希望全体党员能
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落实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
增强宗旨意识，改进工作作风，加强与群众的联系，
推进图书馆各项工作的开展。  （技术部 周静怡） 

“读者意见”与“馆员意见”问卷调研 
新馆自投入使用以来，为广大读者提供着温馨

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深入了解师生对图书馆资源
和服务的需求与建议，以及目前图书馆馆员的生存
状态，图书馆在 2013 年 9 月 16 日到 10 月 8 日期间
开展了“读者意见”与“馆员意见”问卷调研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广大师生和馆员的大力支持，收
回有效问卷219份，范围涵盖我校20个院系的师生。
调查显示，读者对于新馆的满意度较高，尤其是馆
舍空间和服务人员方面，这是对图书馆人工作的肯
定，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会以此为契机，不断提
高我馆的服务标准。同时，馆员在加强人文关怀和
强化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为改进图书馆的
管理工作提供了参考。         （编目部  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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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图书馆主页整合检索框） 

新新图图书书馆馆使使用用感感受受                                             

第一次走进图书馆，宽敞高大的大
厅，书山造型楼梯,还有美丽柔和的暖卡
其色调让我立即爱上了这个地方。随着
我一天天地了解她，我发现她的魅力远
不止于此。丰富的藏书，特别是外文藏

书,让我们在学习外语时不再感到资料不足；一层不
仅有方便大家使用的电脑，还可以自助打印，非常
人性化；大量的自习区让我可以轻松地找到自习座
位，带插座的桌面设计让我们的电子设备时刻保持
最佳状态；研读间的开放预订让我们小组讨论有了
最合适的环境。 

我最喜欢图书馆的部分是她在细节上的考虑。
书目检索结果可以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我的手机
上；自习区的 LED 灯在夜幕降临后以最科学的亮度
保护了我的眼睛；饮水机相比其他地方多了凉水的
选项；当我感到疲惫时，还可以窝在沙发上看看小
说；图书馆外的 24 小时自助还书窗口也给我提供了
不少便利。 

喜欢一朵花你会把它
折下来，爱一朵花你会为
它浇水。愿图书馆在我们
的爱护下，经历风霜后会
更美丽。（国商 吴布谷） 

在北外遇遇到到图书馆 

在图书馆遇遇到到北外  

没有狭窄的过道，没有如重重山峦般绵延无边
的书架，图书馆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宽敞明亮。这
不正是我们的北外吗？走在校园里，可以听到各种
语言，见到各种肤色，但北外并没有因五十多种语
言而变得繁杂，相反，多语言的北外包容性极强。 

走进图书馆，几台触摸屏电子读报机引人注
目，好奇的去试一试，各类报刊清晰呈现。往前走
几步，电子阅览区着实让我惊喜。在书架间穿梭流
连，各类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和社科图书为同
学们提供了无限的阅读空间。随后，我了解到，通
过建立电子数据库，并与其它高校图书馆合作，北
外图书馆服务并不仅局限于这栋淡然矗立的建筑。 

走出图书森林，北外图书馆改变了我对图书馆
的固有印象。自习区舒适而有序。在柔和的灯光下，
在不同设计的桌椅间，时常能见到审慎凝神的同学
们徜徉于知识的海洋。阅览区的柔软沙发，相对独
立的研读间满足了同学们不同的阅读习惯与需求，
为厚重的学术气氛加入一份轻盈闲适。这也恰与北
外人既勤奋刻苦又轻松活泼的学术气质相符。 

走出图书馆，回望一眼，在北外路旁，我遇到
了这个美丽的图书馆。进入图书馆，我又遇到了北
外。                        （法学院 靳红宇）   

 

电子资源整合检索和全文获取服务介绍与使用 

为方便广大读者检索、利用电子资源，我馆通过采用 Metalib 和
SFX 两系统，向师生提供电子资源整合检索和全文获取服务。整合检
索可同时提供多个异构文献数据库的检索，并将检索结果进行去重和
相关性排序、主题聚类和分面显示。读者也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保存、
提醒定制和输出标准化的文摘引文记录格式。电子资源全文获取是通
过基于 OpenURL 的开放链接服务系统 SFX，为读者提供从书目信息到全文资源的一站式链接服务。 

目前，通过我馆的配置，读者可以在图书馆主页整合检索中直接检索电子资源，该检索将对检索结
果进行分类和相关性排序，并通过 SFX 链接到有访问权限的电子资源全文。读者还可以在 Google Scharlor
中进行检索，并直接获取我馆有访问权限的部分电子资源全文或者链接到 SFX 链接菜单使用其他服务。
读者也可以从本馆馆藏目录检索 Myilibrary 的电子书并直接链接该电子书的全文。同时，整合检索还提
供我馆有访问权限的数据库导航、电子期刊导航，以及中外文核心期刊查询系统（包括中外文的七大核
心期刊评价系统：Web of Science（SCIE,SSCI,A&HCI）、Ei Compendex、MEDLINE、中国科技期刊引证
报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CSCD)）
的查询、使用和全文链接功能。                                              （技术部 周静怡） 


	版面一
	版面二
	版面三
	版面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