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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主页 

即将上线 
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成立已近两年，在联合采购、小语种编目以及联

合参考咨询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工

作。为了进一步加强联盟各成员馆之间的联系，

为成员馆所在院校的师生提供更广泛快捷的资源

获取渠道，经过一个学期的筹备，在 CALIS 中心

技术部的大力帮助下，联盟主页将于近日上线。 

该主页采用 CALIS 省中心主页的风格，以白

蓝两色为主色调，突出显示了联盟的中英文名称、

联盟的主要资源和特色项目、读者空间和馆员频

道等。通过该平台的一站式搜索框，成员馆读者

可将联盟内图书馆以及 CALIS 的海量资源一网打

尽：“e 读学术搜索”对 CALIS 及读者所在馆所拥

有的纸质和电子书、刊、学位论文等资源进行了

深度、一站式揭示，为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提供

了基础和依据；“CALIS 外文期刊网”其实已被囊

括进“e 读”，鉴于电子期刊的高需求量，特将其

单独作为专门的搜索项；“共享域成员馆馆藏联

合目录”是联盟自己开发的、实时连接各成员馆

OPAC 的平台，方便联盟间成员馆相互了解及开展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 

在试运行阶段，联盟主页尚有一些不完善之

处，欢迎各成员馆馆员和读者在“联合问答”或

“留言板”中提出问题和建议，以便改进。 

联盟主页能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内顺利上线，

体现出联盟共享域作为 CALIS 三期的子项目之

一，得到了 CALIS 中心从资源、经济到技术上的

全面支持，这是联盟各项工作能够快速开展的基

础和重要条件。主页的建成将使联盟的资源得到

极大丰富，各成员馆间的联系更紧密、交流更畅

通。                   （信息咨询部 全慧）             

 

迎七十华诞，树阅读新风  
              ——2011 年图书馆宣传服务月活动 

为迎接校庆七十周年，在全校范围内树立阅读新风，图书馆于 2011 年 5 月 5 日-6 月 3 日开展了一

系列服务宣传活动。活动内容主要包括：现场咨询日、主页改版有奖问卷调查、学科联系人业务培训、

学生座谈会、BALIS 原文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宣传、数据库使用系列讲座。 

宣传月首日，图书馆工作人员牺牲午休时间，在校文化广场发放宣传资料、解答读者咨询、开展问

卷调查并发放小礼品。有近 300 名师生参与调查，对主页改版和新馆建设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宣传

月期间，图书馆安排了 Westlaw、SAGE、超星读秀知识库、日本 CiNii 论文库等几个高质量数据库的精

彩讲座，并就原文传递和馆际互借服务开设了专题培训。为了更好的了解读者需求，图书馆举办了学生

座谈；在院系实行学科联系人制度；通过人人网和数字北外等社交网络开展实时咨询，受到广泛好评。 

---------------------------------------------------------------------------------------------------------------------------------------------------------------- 
主编：杨晓景    责任编辑： 闫 安 韩秀华    联系电话：010-88817900， 010-88815139   电子邮箱：   info@bfsu.edu.cn

在全馆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本次服务活动取得了良好宣传效果，帮助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了馆藏

资源与服务，吸引广大师生更加关注并积极参与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         （本刊编辑 韩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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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图书馆专家来我馆交流座谈 

为增进馆际之间的交流，吸收同业的先进经验，6 月 23 日下午，法国文化中心多媒体图书馆馆长冯

达、法国语言与文化大学图书馆多语种图书编目专家贝尔纳• 德努应邀来我馆交流座谈。我馆常务副馆

长杨晓景、直属党支部书记郭向华以及编目部、文献资源建设部、咨询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了座谈。

会议由郭向华书记主持。杨晓景馆长首先代表北外图书馆对嘉宾的来临表示诚挚的欢迎，随后她介绍了

北外概况及图书馆的馆藏、自动化系统、新馆建设等。冯达先生致辞表示希望加强与北外图书馆之间的

交流。随后，贝尔纳• 德努先生对法国语言与文化大学图书馆项目始末、馆藏结构、排架布局、读者对

象和服务方式做了介绍，并详细讲述了新馆建设过程中的具体工作，包括新系统的选择、文献搬迁、卡

片目录转换为机读目录等。最后，双方就文献资源建设、馆际互借服务、文献资源编目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热烈地讨论。 

法国语言与文化大学图书馆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关系密切，旨在将巴黎分散的与欧洲以外语言文化

研究相关的文献、教学资源集中起来。它是一个独立机构，并不隶属任何大学。其馆藏主要来自以法国

东方语言学院为主的八所大学和机构，其中专著 150 万册，期刊 2 万 5 千种，涉及 350 多种语言，50 多

种文字，主要为历史、地理、法律、经济、文学类文献。服务对象是教师、研究人员、大学生及所有公

众。该馆采用 Koha 自动化系统，可管理多种语言，提供多元服务。本次交流座谈会对于了解法国语言与

文化大学图书馆的建馆模式、服务方法和分类编目经验具有积极意义。              （编目部 梁瑶）           

学 科 联 系 人 培 训 

学科联系人制度是本馆近期开展的由专人为相关院系提供信息服务的业务模式，旨在增强图书馆与

院系的沟通和交流，深入院系、了解院系需求、更好地为我校教学和科研服务。为推动本馆学科联系人

业务的开展，促进馆内各部门人员、特别是学科联系人相互交流和学习业务知识，更好的服务院系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我馆于 5 月和 6 月期间面向全馆员工举办了四场业务知识培训。在培训期间，本馆编目

部、技术部、采访部和信息咨询部的部门主任分别介绍了所在部门的核心业务知识，主要包括编目知识

和规范、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ALEPH500 的新增功能、采访原则和读者荐书流程、图书馆电子资源概况和馆

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业务等。本次业务培训，不仅为本馆员工提供了很好的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同时

也为学科联系人之间开展跨部门业务合作，更好的为院系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信息咨询部 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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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开展 

“我为图书馆发展建言献策”活动 
为了推进图书馆“创先争优”活动的深入

开展，更好地畅通民意，集中民智，促进图书

馆的科学发展，4 月中上旬，图书馆直属党支

部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了“我为图书馆发展建言

献策”活动，得到党员的积极响应。活动共征

集到关于图书馆资源、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建议

二十余条，其中既有对图书馆发展大方向的建议，

也有对具体工作内容的改进意见，为图书馆科学

决策、改进工作提供了参考。本次活动展现了党

员爱馆如家的主人翁精神，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为馆员参与图书馆管理提供了渠道。 

（流通一部 张国峰） 

参观中国电影博物馆 
2011 年 5 月 25 日下午，和风熙日，图书馆

全体党员一行兴致勃勃来到中国电影博物馆参

观。中国电影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

专业博物馆，是纪念中国电影诞生 100 周年的标

志性建筑。博物馆设有 20 个展厅，全体党员参观

了电影的发明、 中国电影的诞生和早期发展、革

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新中国电影的创建与发

展、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电影等展厅，珍贵的电

影资料和富有纪念意义的实物令人目不暇接，置

身其中。通过本次参观，党员们近距离接触了电

影，对电影艺术、电影科技、电影制作等有了更

为直观的感受，了解中国电影百年的风雨历程以

及取得的瞩目成就的同时，更惊叹于祖国改革开

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为祖国骄傲！ 

（本刊编辑 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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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美国女性文学：从殖民时期到 20 世纪》简介 

南开大学出版社于 2010 年出版的《美国女性

文学：从殖民时期到 20 世纪》（徐颖果、马红旗

主撰）一书将着实令喜爱女性文学的读者和学者

们欣喜不已。该书所研究的美国女作家始于 17

世纪初、止于 20 世纪末。这些作家不仅包括已经

纳入主流的知名女作家，还包括新发掘的女作家，

从而体现了美国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多样。 

该书按 17、18、19 和 20 世纪四个部分分为

四章，每个章节前皆有一篇序言介绍该历史时期

的女性文化、女性文学及女性社会地位，此后按

作家出生年月的顺序依次论述。全书共收入 128

名女作家，每个作家都按作者介绍、代表作介绍

与评价、对作家的整体评价以及参考材料四个部

分展开讨论。通过不同题材、体裁和主题向读者

展示不同时代不同女性群体的文化、历史及著作，

进而有条不紊地勾勒出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史。 

本书有三个重要的特点。首先，该书以文学

史和文学选读相结合的方式编写而成。阅读此书，

读者不仅可以了解作家生平、作品评价及其所处

的历史时代，而且在每篇后附的参考资料中还可

以找到下载作品的网址及链接。这些网络资源可

以让读者与国际上的女性文学研究亲密接触。第

二个特点是它对 17 世纪美国女性文学的研究。长

期以来学界和读者对美国早期女性作家的创作情

况所知甚少，而本书的第一章即为读者揭开 17

世纪美国女性创作境况的面纱。该书的第三个特

点是对 20 世纪美国女作家的详实讨论。20 世纪

的美国文坛涌现出多姿多彩的女作家群，尤其是

非裔、亚裔、拉丁裔、印第安族以及同性恋女作

家的作品不断出版并受读者的欢迎。少数族裔女

作家的涌现改写了美国文学以男性白人文学为主

导的文学历史，而且她们从不同的经济、语言、

宗教、种族、政治等角度描述了现当代女性的多

样化生活。 

可以说，在国内陆续出版的同类书籍中本书

对于研究美国女性文学颇具重要意义。笔者相信

不同的读者群都能从该书中汲取自己所需的材

料。研究美国女性文学的学者或对该领域感兴趣

的研究生可以通过该书做更深入的研究；学外国

文学的读者可以将此书作为美国文学的补充读

物，进一步了解美国女性文学史；大众读者们可

以通过阅读该书增进对美国文学和历史的了解。 

一言以蔽之，《美国女性文学：从殖民时期到

20 世纪》是学界与读者了解研究美国

女性文学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 

藏书地点：中文分馆  

索书号：I712.06/X864m  

本文作者：英语学院  林文静 

《The World & I》好刊，你读了吗？ 
《The World & I》创刊于 1986 年，

自 2001 年后以网络形式出版。该刊是以在

校学生为阅读对象的综合性月刊，内容涉

及文化、科学、艺术、人文等众多领域，

是一份在北美及香港地区影响极为广泛的

学生期刊。更为可贵的是，该刊内容涵盖

的国家和地区广泛，囊括我校目前开设的 49 个语种

的对象国及地区，有助于我校师生对其政治、经济、

文化等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研究，为小语种专业的

师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教学和研究资料。 

目前，国内仅我校图书馆完整收藏该刊的印本

期刊。同时，我校图书馆购买的Gale 参考资料数据

库中也收录此刊，具体收录情况为：索引收录自

1989 年至今，全文收录自 1997 年至今，语种为英

文。在Gale数据库中查找到此刊后可以在检索栏输

入检索词查询，或按年、卷期浏览。该刊的网络版

地址是www.worldandi.com，因我校图书馆尚未购

买，只能部分浏览，不能查阅全文。借此机会，特

别感谢亚非学院白院长为我校师生推荐采购此刊及

对我馆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期刊部 张海英） 

专题资源导航——法律专业数据库 
我校图书馆除了丰富的纸本馆藏，还拥有大量

的电子资源，引进中外文数据库多达 46 个。本期特

别向广大师生推出法律资源专题数据库导航。如果

您需要查找法律资料可从以下途径入手，具体数据

库内容和使用方法请详见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栏。 

 Westlaw 法律在线数据库 

 Heinonline 法律数据库 

 Beck-online 德国法律数据库 

 LexisNexis-Academic 学术大全数据库 

 Westlaw Japan 日本法律数据库（试用） 

 北大法宝数据库  （本刊编辑 韩秀华） 

一本弥足珍贵的俄文文献 

4 月 2 日，校友邵天任先生向我馆捐赠了一本

珍贵的俄文课本。该课本是 1941 年刻印的版本，封

面是 1940 年邹韬奋先生主办的《世界知识》杂志封

面，于 1945 年由延安带回。该课本在抗战期间、物

资奇缺的情况下印制而成，弥足珍贵，具有重要的

历史意义和价值。我馆已将其数字化，可在特色馆

藏栏目中下载阅览。        （本刊编辑 闫安） 

http://www.worldand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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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专栏      “人 人 网”上 的“涂 书 馆” 

图书馆如何搞好自身宣传？尤其是在目前馆舍分散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资源和服务被

更多的读者所了解？ 

上学期末，在北外馆与读者的座谈会上，同学们提到了“人人网”的巨大传播效应，建议图书

馆也可以申请一个“人人”账号。北外馆于 2 月 25 日在人人网上注册了账号，名为“涂书馆”。 

截至目前为止，“涂书馆”共拥有好友 545 人。这一数量并不算多，不过好友范围在不断扩展，

由最初集中在法语系等少数院系，发展为基本涵盖北外的各个院系、各个语种。今后，图书馆拟通

过新生培训及院系讲座等渠道，进一步宣传图书馆在人人网上的家。 

通过人人网，本学期图书馆通知得到了更多的响应，例如日语数据库的购买及讲座、海外收藏

的中国近代史珍稀史料文献库开通试用、《北大法意》数据库公布司法考试模拟题库账号密码等新资

源与新服务的推介，都得到了大家的直接响应。同时，人人网还成为读者与图书馆进行联系的一条

便捷渠道。读者可以直接与图书馆对话，效果与实时咨询类似，例如有学生在使用数据库时发现登

录不上去，马上留言给“涂书馆”，我们收到消息后即可在线指导，找出问题所在，最终让读者得到

了满意的解决方法。此外，人人网还加强了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情感联系。通过“日志”、“签名档”、

各种回复、留言、圈好友等活动，图书馆可以发布短小的消息，与同学进行互动；通过浏览好友们

的日志，图书馆还可以进一步了解自己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及时主动回应大家的困惑、需求和鼓

励，这让大家觉得非常亲切，受到了不少好评。 

人人网是图书馆利用社会化网络、拉进与读者的距离、拓宽宣传渠道的一次尝试，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今后，我们将致力于探索如何更好的利用此类工具，跟上读者的脚步，并将此类工作常规

化，作为与读者沟通的一条重要途径。                                （信息咨询部 全慧） 

     

我校教师如何外购图书 

图书馆针对我校一般采选模式难以购买到的

小语种图书和需要补缺的其他语种图书，特别推

出教师外购图书的采选模式，这种模式针对性比

较强。我们非常支持小语种教师到国外采选他们

需要的图书，从而缓解小语种图书采购难的局面。

具体操作流程是：教师在图书馆主页下载外购图

书申请表—得到批准—回国后把书与购书发票及

海运费发票交到图书馆采访人员手中，同时按外

购图书模板（图书馆首页）填好图书信息—采访

人员验收收登—报账及申报固定资产。   

                     （采访部 付桂珍）                                                             （编目部 谢涵）             

读 者 如 何 向 图 书 馆 荐 购 图 书 

如果读者有意愿向图书馆推荐好书，可以参

考以下两种模式：（一）网上直接荐购，在图书馆

主页上选“新书推荐”，填好预购图书的准确信息

及用户信息，我们会定期查看，订购后通过拟定

系统给读者自动回复。目前这种推荐模式只适用

中文，外文由于采访拟定没有参数配置，只能人

工干预，系统不能自动回复。（二）直接将书单交

到采访人员手中，订到图书后我们会给读者及时

回复，但需要读者提供比较详细的图书信息，如

书名、作者、ISBN 等。       （采访部 付桂珍）                              

为了提高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保障水

平，充分实现馆际资源共享，BALIS 馆际互借中

心现与上海图书馆签订了馆际互借合作协议。作

为 BALIS 馆际互借成员馆，自 2011 年 5 月 26 日

起，我校读者将可以通过注册并使用 BALIS 馆际

互借系统向上海图书馆提交图书外借请求。在

BALIS 馆际互借服务免费期内，图书外借费用及

物流费用由 BALIS 中心统一支付。我校读者均可

免费享受该项服务。欢迎广大师生积极使用该项

新服务！               （本刊编辑 韩秀华）           

北 外 馆 的 索 书 号 

索书号又称排架号，是排列、管理和查找图

书的主要依据。北外馆索书号的结构为：分类号

+同类区分号（著者号或种次号）。中文图书及拉

丁字母形式语言的外文图书使用著者号，例如：

K712.41/P215（中文图书），En/H315/R165（英

文图书），Ma/I377.4/T345（马来文图书）。非拉

丁字母形式语言的外文图书使用种次号，如

Ar/I377.4/1（阿拉伯文图书）。此外，由于本馆

藏书的文种众多，所有外文图书在分类号前特别

增加了文别号用以区分不同语种。 

Balis开通与上海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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