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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图书馆正式开馆 
2013 年 7 月 1 日上午，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图书馆开馆仪式

在新馆一层大厅举行,标志着历经四载建设的新图书馆正式投入运营。 
仪式在彭龙副校长的主持下进行：韩震校长和杨晓景常务副馆长分别致辞，简要介绍新馆的特色，

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北外的师生读者们提出了希望。张中载教授及学生代表发言，向图书馆开馆表示
祝贺，并对新馆的未来表示殷切期待。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李朋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周烈，新图书馆工程设计师崔恺院士，我校党委书记杨学义，校长韩震共同为
图书馆新馆剪彩。全体校领导，各院系、职能部门负责人，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师生代表参加了开
馆仪式。 

北外新图书馆总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楼高六层，是北外校园内又一座标志性建筑：新馆大门外
侧的多语种装饰墙由 55 种语言组成，充分体现了北外的文化特色和国际视野；大厅顶部被文字玻璃顶笼
罩，通过阳光投影的方式营造出一片知识的海洋；大厅中央的“书山”造型步行梯贯通上下，凸显“书
山有路勤为径”的文化内涵。布局灵活，空间开敞，充分展示出新馆建设的开放性特色；藏阅合一，人
书比邻，完美诠释出当代图书馆的发展理念。 

新馆可容纳 120 万册藏书，为读者提供 2000 余席阅览座位、18
间研读间，并增设学术报告厅、学术研讨厅、培训教室等；同时还
提供展厅、咖啡吧等文化休闲场所。在这里不仅能够获取知识，更
能彼此交流、相互倾听，体现出北外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新馆开设 24 小时自助还书窗口，提供自助打印、复印、扫描、借还
书等各类自助服务设备，并布置了随处可见的信息发布系统。多媒
体学习空间多样的设备，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情景化的阅读体验，更
能激发读者的创造力。新馆全面采用智能化管理，既体现了图书馆
管理的先进性，也顺应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快速发展。                       

                                (信息咨询部  全慧) 
           

图书馆召开新馆开馆动员大会 
为切实做好图书馆新馆开馆及运行工作，2013 年 6 月 5 日，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在新馆三层会议

室召开动员大会。会议由直属党支部书记兼副馆长郭向华主持。 
会上，常务副馆长杨晓景总结了新馆搬迁工作并做了新馆开馆动员。指出此次图书馆搬迁时间

短，任务重。搬迁工作的顺利完成与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密不可分。从藏书布局、家具搬迁、设
备的安装调试、书山藏书选择、信息发布到索引标识系统设计等等，无不凝结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
辛勤付出。更提出新环境，新设施，新气象，希望全体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读者，
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做到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都更上一层楼。通过此次动员大会，全馆同志都倍感鼓
舞。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振作精神，以全新的面貌投入新的工作环境当中，更好的完成本职工作，为
新馆顺利运行做出自己的贡献。                                              （编目部 梁瑶） 

       本 期 要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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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馆  馆  藏  分  布  情  况 

新图书馆地上六层为藏书借阅区，地下一层为密集书库。在整体的藏书布局及阅览区域规划中，我

们综合考虑了各层的读者人数、图书的借阅量及各类图书收藏量等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总体划分。 

一层为大厅总服务台，中文新书阅览区，中外文报刊阅览区; 二层为中文图书借阅区,其中港台图

书阅览室，只阅览; 三层为英文图书借阅区，有中图法和人大法两种分类,其中语言学、文学、社会、

文化等类别在藏书中所占比例最大，构成了我们的馆藏特色。这层设立了四个中心资料：澳大利亚研究

中心资料，美国研究中心资料，加拿大研究中心资料，英国研究中心资料。特藏书阅览室为百年以上历

史的老版外文图书，只阅览； 四层为多语种图书借阅区：共有 45 个语种图书，分为欧语和亚非语区、

日语、阿拉伯语、德语、法语、西葡语、俄语等区。其中有马来西亚研究中心资料和葡萄牙研究中心资

料。费尔梅登赠书阅览室，只阅览; 五层藏书借阅区：中文人大法图书（1993 年以前的图书），硕博论

文：我校各语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只阅览。古籍阅览室: 库藏主要为馆藏的线装古籍、《中

华再造善本》、《四部备要》等中华文化典籍，只阅览。北外文库：北外教师及校友的著作，只阅览；六

层为 1976 年前出版的部分中文图书，乐黛云比较文学中心资料，郝平教授赠书阅览室。 

    大厅中央的“书山”造型步行梯贯通上下，一层书山主要以语言学、文学评论为主，二层书山以四

库全书为主，三层书山以法律、新闻、外交等为主，四层书山为多语种图书。地下密集书库主要收藏 2009 

年以前到馆的合订报刊。 

中文新书阅览区和报刊区为读者进入阅览空间的第一个区域，读

者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新书资讯。 流通量大的中文图书借阅区设置在二

层，英文图书借阅区设置在三层，多语种图书借阅区设置在四层，充

分考虑到了读者对各类图书的不同借阅需求。各层精品屋设置在各层

的东北侧，古籍和北外文库设置在五层，这样能够更好地为读者营造

安静高雅的阅览空间。                    （流通阅览部 张国峰） 

    新图书馆采用智能化门禁管理系统 

为了更加安全高效自动化地对新图书馆进行管理，新馆采用了智能化门禁管理系统。智能化门禁管

理系统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化电子安全防范管理系统，集合计算机自动识别技术和现代安

全管理系统为一体，为重要部门的出入口实现安全防范管理提供了有效支持。 

针对不同的管理用途，我馆一共采用了三套门禁管理系统：用于流通管理的智能门禁系统，系统与

读者信息中间库进行连接，读者在门禁刷卡后，门禁识别读者代码，根据检索结果获得指令，闸机开启

或关闭；用于研读间管理的智能门禁系统，读者可以自行通过图书馆主页，利用自己的一卡通卡号进行

网上预约使用；用于管理图书馆新馆大楼的智能门禁系统。 

北外新馆在门禁管理系统的支持下，实现了自动化安全管理，节省了人力资源，减小了管理成本，

可靠地保障了图书馆安全管理。                                             （技术部 周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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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将设立图书漂流区 
图书漂流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

读书人将自己读完的书，随意放在公共场所，如

公园的长凳上，捡获这本书的人可取走阅读，读

完后再将其放回公共场所，再将其漂出手，让下

一位爱书人阅读，继续一段漂流书香。图书馆新

馆一层休闲阅读区将设立图书漂流区，将图书馆

不收藏的图书放在该区，由读者自由取用，而读

者也可把自己不用的图书放在漂流区，让其他读

者取用。这样，每本书都能充分展现它的价值，

这种好书共享方式，让“知识因传播而美丽”。 图

书馆希望图书漂流区能为全校读者提供一个读书

交流的平台，以书会友，共享旧书，促进图书资

料的循环利用。       （流通阅览部 张志耘） 

     触 摸 屏 电 子 读 报 机 

在新图书馆一层大厅中央，来了两位新成员，

它们是智华信触摸屏电子读报机。读报机中 236

种报纸数据更新时间与报

社网站数据发布时间间隔

不超过 30 分钟。在操作方

面除常见的拖动翻页，更

增加了手势滑动翻页、定

点单击缩放等功能，使得

操作便捷有趣。52 英寸

1920×1080 分辨率的触摸屏，拥有高清晰的阅读

视觉享受。                  （编目部 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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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书书馆馆新新馆馆新新设设备备介介绍绍  

图书馆新馆的一大特点是提供了许多自助服

务，这样不仅方便图书馆的管理，也为读者提供

了便利。 

自助文印是新图

书馆引进的新服务之一:

包括自助复印、打印和

扫描服务。读者不需要

再像以前一样找工作人

员复印资料，在图书馆

查到电子资料也不用拷

贝以后再去外面打印，

现在这些工作读者自己

在图书馆就可以完成。此外，读者还可以利用自

助扫描服务对资料进行扫描，然后用移动存储设

备拷贝带走，比复印资料要环保很多。文印室位

于图书馆一层东侧，方便读者使用。 

电 子阅 览 区

位于图书馆一层。

现在是自助上机，

读者只需要在开机

后，输入个人的一

卡通账号和密码，

就可以马上享受高速的网络服务。为了给读者提

供最好的体验，电子阅览室的电脑全部是一体机，

拥有 22 寸的超大显示器。 

在这里还要特别

介绍一个地方，即位

于图书馆四层的多媒

体空间。这里面有全

新的苹果一体机、苹

果工作站、hp 工作站

和 27 寸的触摸一体机。满足电脑发烧友读者对计

算机硬件的需求。           （技术部 单铁柱） 

图图书书馆馆自自助助借借还还设设备备介介绍绍  

随着图书馆新馆正式投入试用，为提高图书

馆服务质量，方便读者借还，图书馆部置了 6 台

自助借还机供读者使用。其中包括 5台自助通用

借还机和 1台 24 小时自助还书机。 

通用借还机一层有

3 台，在总服务台处，

可以借还图书馆所有书

籍。二、三层各有 1台，

分别在二、三层的服务

台处，这两台只能借还

各层的图书。24 小时自

助还书机位于图书馆的

入口外侧，供读者平时

和图书馆闭馆时使用。这样读者就不必为错过开

馆时间还没有还书而着急了。 

图书馆读者自助借还系统操作手续简便，读

者只需要按照设备屏幕显示操作步骤进行操作，

系统可自行完成对读者卡识别、图书的条形码扫

描，图书的充消磁作业等功能，十几秒钟读者便

可完成借还书的整个过程。馆内 5台自助借还机

为触屏操作，按照屏幕提示选择借书或者还书选

项即可。24 小时自助还书机为按键操作，屏幕下

方按键对应不同语种界面，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语种即可。 

自助借还设备只能处理借书和还书业务，对

于在借还中出现的诸如不能外借等问题，还需到

服务台办理。在借还书操作结束后，最好在图书

馆网站上查询一下个人的借阅信息，以免遇到图

书没有借到自己的帐上，或者归还的图书没有从

记录中消除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请尽快

找服务台老师帮助处理，以免影响正常使用。   

                    

                     （技术部 王俊峰）

      

图书馆信息发布系统介绍 
图书馆新馆引进广角智能播控系统，有 35 个不同尺寸的液晶显示屏分布于各个楼层，通过智能播控

平台对所有显示屏实现统一管理，既可以整体控制，也可以分区控制，或对某一台进行控制，将信息准

确地发送到指定区域。读者可以方便、直观地了解到图书馆的最新信息，管理员也会及时更新。此系统

能播放视频、图片、文字等信息，根据需要可以调整格式、美化界面，力图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建设

智能化、体验化的现代图书馆。                                               （编目部 赵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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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宝藏    研究者的良友 

——《牛津美国政治手册系列》(The Oxford Handbooks of American Politics) 推介

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并出版的《牛

津美国政治手册系列》（The Oxford Handbooks of 

American Politics），既不同于一般的工具书，也

有别于普通的参考书，而更像是一套包罗美国政治

万象、汇聚美国政治研究各路精英、囊括美国政治

研究精华成果和最新发现的论文集。 

该丛书自 2009 年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

版。丛书的总主编是美国资深政治学学者、德克萨

斯 A&M 大学荣誉教授 George C. Edwards III，而各

分册的主编也均是当今美国政治学界的领军人物。

作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精品学术出版物的代表，该丛

书旨在通过对美国政治研究各领域进行最具权威性

的总结，提供极富批判性的评论，借此为美国政治

研究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以起到“瞻前顾后、承

上启下”的作用。 

在此，笔者不揣浅陋，谨以该丛书中的一本《牛

津美国总统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cy)为代表，向读者们简要介绍

牛津手册系列的种种“与众不同”和值得称道之处。

在笔者学习美国政治，尤其是撰写硕士毕业论文的

过程中，这本书和这套丛书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笔者的毕业论文有幸被评为校级优秀论文，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选题新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总统手册》对我的影响和启发。 

首先，该套丛书中的所有文章均是应牛津大学出

版社特约邀请，由美国当今第一流的政治学学者，

就其最熟悉的研究领域，专文撰稿而成。以《总统

手册》为例，该书的分册主编是 George C. Edwards 

III 和芝加哥大学的 William G. Howell 教授，而撰

稿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 Richard M. Pious 教授，

耶鲁大学的 Stephen Skowronek 教授，乔治城大学

的 Stephen J. Wayne 教授等等。 

其次，丛书中的每篇文章不仅仅是这些精英学

者对相关领域或学科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综述，更包

含了他们对该领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方法

等方面的详尽分析和建设性批判。以 George C. 

Edwards III 亲自操刀撰写的“论总统领导力的研

究”(The Study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一

文为例，作者不仅对美国总统领导力这个研究领域

过去 100 余年的历史做了简明扼要的回顾，更是从

研究的 不同角 度和 方 向（如 leadership as 

persuasion, leadership as facilitation 等），对

该领域研究的现状、指导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等，

一一做了细致入微的剖析与批判。 

最后，丛书的又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

每篇文章的结尾处，撰稿人都会就该研究领域未来

发展的方向提出有开创性和独特性的看法与猜想，

即所谓的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以乔治

梅森大学的 James P. Pfiffner 教授为《总统手册》

撰写的“总统权力过渡”一文为例，他在文章的最

后指出了过往研究的种种不足，例如研究重心过于

集中在即将上任的新当选总统身上，而基本上忽略

了卸任或败选总统在其“弥留之际”是如何继续施

政的，并强调后者可能是未来研究总统权力过渡的

“处女地”——他的这一极具前瞻性的观点，最终

帮助笔者决定了硕士论文的选题。 

简而言之，《牛津美国总统手册》——同《牛津

美国政治手册系列》中的任何一本丛书一样，具有

极高的学术权威、学术价值和学术前瞻性，是任何

有志于研究美国政治的专家学者、以及希望了解美

国政治的普通读者，都应该“珍而重之”并且有效

利用的宝藏。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手册

系列”并不局限于美国政治，还包括历史、文学、

社会学等等方面都有相应的丛书。而更值得庆幸的

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已经陆续引进了该系列

丛书的绝大部分，并且还在持续引进中。以“Oxford 

Handbook”作关键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文文献

库中搜索，得出的结果有 124 条之多（截止 2013 年

3 月 14 日），而年限从 2002 年到 2012 年都有，除去

少量正在编目的图书，其余都是“近在咫尺”、各位

老师和同学唾手可得的“宝藏”。唯此，希望更多的

读者可以关注并利用这一系列的丛

书，发掘这一校图的宝藏，并同我

一样，从中受益匪浅。 

藏书地点：图书馆三层  

索 书 号：En/D771.2/O-98 

本文作者：美研中心 张国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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