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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召开“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 

小语种文献建设与服务研讨会” 

5 月 25 日，北外图书馆在日研中心会议室召

开了“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小语种文献建设与服

务研讨会”，会议邀请到 CALIS 中心、CASHL 中心、

国家图书馆、相关十所高校图书馆及三家图书进

出口公司的领导和采编人员，共 50 余人参会。  
CASHL 中心秘书长关志英、CALIS 联机合作编

目中心常务副主任喻爽爽分别作了题为《高校人

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布局与保障研究》和《CALIS

小语种文献联合编目》的发言，详细介绍了小语

种资源建设情况、共享程度以及外语联盟所做的

贡献。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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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图书馆、北大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北外

日研中心图书馆、北外图书馆的采编馆员分别就

本馆小语种文献采编情况、工作方法、问题难点 
 

以及信息共享服务措施等作了发言。三家图书公

司的领导针对馆员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介绍了 

小语种文献服务的情况和改进方向。  
在讨论环节大家畅所欲言，互相交流、互相

启发，气氛十分热烈。北外图书馆副馆长杨晓景

对会议做总结发言，并提出图书馆联盟的下一步

发展计划。     （文献资源建设部  王源明） 

 

 

图 书 馆 新 主 页 上 线 
图书馆新主页在 2012 年 5 月份全新上线了，新主页整体色调秉承了学校红灰的校园设置思路，给人

震撼的视觉效果。 

新主页对我校图书馆业务进行了整合，脉络清晰，特点鲜明。特别是资源整合检索，读者可以在一

个检索框中检索图书馆所有的电子和纸本资源，不用再对数据库逐一查找，使用更方便。图书馆还根据

社会发展形势，开通了手机图书馆，读者通过智能手机或者掌上电脑就可以浏览图书馆的各种电子资源，

这样读者就可以有效地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进行阅读。新

主页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日历系统，从该系统可以了解图

书馆每天的活动安排，开放时间，以及未来几个月的时间

安排，这对读者提前安排时间参加图书馆的各项活动提供

了很好的帮助。                           

  

图书馆新主页中还增加了互动模块，比如留言板和 QQ

实时资讯。这些都方便读者及时和图书馆进行交流，图书

馆也能够第一时间了解读者的需要和意见，以便在图书馆  

的工作中做出相应调整。网址:http://lib.bfsu.edu.cn      

（图书馆新主页）              或 http://202.204.132.205/。      （技术部 单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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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召开贯彻落实“繁荣计划”讨论会 
3 月 5 日，图书馆召开贯彻落实《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讨论会。会议由常务副馆长杨

晓景主持，图书馆各部门主任和学科联系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常务副馆长杨晓景介绍了“繁荣计划”的主要内容，重点解读了计划中与图书馆工作密切相关

的部分，要求各部门结合实际工作，围绕资源和服务，深入讨论，制订图书馆落实“繁荣计划”的相关

方案。随后，与会人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图书馆定位、信息资源建设、服务水平优化和数据库建设

提出设想。与会人员表示，应着重加强我校新建研究中心和重点学科的信息资源建设，加大多语种文献

采购力度。结合计划中“走出去”的要求，发挥图书馆在信息资源检索、收集、分类和编目方面的优势，

与我校相关部门协调、合作，共建特色数据库。学科联系人汇报了本学期工作开展情况，表示要更加积

极主动地深入院系，服务师生。                                             （编目部  梁瑶） 

第 四 届 全 国 文 献 采 访 工 作 研 讨 会 

2012 年 4 月 24 日—27 日，第四届全国文献采访工作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我馆文献资源建设部工

作人员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由国家图书馆主办，70 余所高校及研究单位的 177 人参会。会议由武汉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肖希明教授的主旨发言引入，着重强调了文献资源建设仍然是图书馆最重要的基础性工

作，并指出图书馆对印刷型文献与数字化文献的选择应遵循的若干原则。另外，武汉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张洪元博士做了题为《中文图书采访的全局视野》的报告， 报告从采访环境全局视野、采访工作本身全

局视野、采访人员全局视野、采访质量全局视野、采访发展全局视野、采访细节全局视野和采访统计全

局视野七个方面，详尽阐述了采访工作的宏观与微观。 

此次会议也提到了采访与编目工作的紧密联系性，首先，采访数据是编目数据的基础，适当地提高

采访数据的质量，可以促进编目流程更加流畅、高效；其次，采访人员也是编目数据最直接、最频繁的

使用者，编目数据对于图书采访过程中的查重工作有决定作用，同时在查重过程中采访人员对编目数据

又起到了校验的功效；再次，采访人员文献检索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对编目数据的熟悉，采访人员对采访

数据准确、清晰地建立，保障与编目数据格式上的统一，为准确的编目数据工作提供了条件和基础，二

者相辅相成。此次会议，参会者皆感收获颇丰。                        （文献资源建设部  叶玉珠）           

我馆馆员参加 CALIS 外文书   

刊编目业务培训研讨会 
 

5 月 21 日-25 日，CALIS 联机合作编目中心、

CALIS 北京文献信息服务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图

书馆合作举办外文书刊编目业务培训研讨会。我

馆谢涵、赵宏伟、张海英和梁瑶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语种范围为除日文和俄文以外的所

有外文语种，资料类型为图书和期刊。会上王邵

平、沈正华、杨慧等编目专家，结合 2012 年 4

月最新编写的《CALIS 外文书刊联机合作编目教

材》做了讲座。 

培训内容分为规则理论、MARC21 格式及使用

细则和联机编目操作与实践三部分。理论部分着

重介绍 ISBD 的八大著录项目、主要款目的选取、

主题和名称规范等编目业务基础；MARC21 格式方

面侧重于 CALIS 联机编目中心规定的在外文原始

编目中所需要使用的字段和子字段的解释说明；

联机编目操作与实践对 CALIS 客户端操作方法进

行了介绍。 

本次培训内容与西文编目工作密切相关，对

提我馆高外文编目工作水平和书目数据质量很有

帮助。                     （编目部 梁瑶） 

图书馆支部、工会组织春游 

2012 年 6 月 9 日图书馆直属党支部与馆工会

组织大家去平谷玻璃台村参观游览。 

清晨，一行 33 人驱车来到平谷玻璃台村。那

天天空作美，蓝天白云，碧水青山，空气凉爽清

新。大家拍照留念，甚是高兴。中午，在村里吃

过农家饭后，大家又分别去了一线天和残长城景

区。最理想的是，全部景区无门票！开心快乐的

春游，给大家

带来了身体与

心灵的愉悦，

期 待 下 次 出

行。感谢支部

和工会的大力

支持！期待下

次更多同事们参加活动！    （办公室 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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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文学地图》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7月出版了由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 布鲁姆主编的

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伦敦文学地图》是这套译

丛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颇受英国文学研究

者的喜爱。该书将伦敦设为研究的焦点，以具体

的作家和作品为切入点，探究了自中世纪到当代

伦敦与文学的关系和伦敦的发展史。 

该书共分为十章，章节的划分以历史时期为

依据。该书的信息量颇大，每个章节都从伦敦的

地形图入手，在全面介绍该时期文化和社会特征

的基础上，或简略，或详细地叙述了英国文学史

上该时期与伦敦密切相关的作家，从中世纪的乔

叟到当代的拉什迪皆被囊括在内。该书并没有简

单地以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每个作家与伦敦的关

系，而是把每个作家都置入到伦敦的地形图中，

以历史事实为背景，叙说了这些作家在伦敦某些

区域中发生的奇闻轶事，伦敦的哪些区域、哪座

建筑和特征对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

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在具体的文本中表征出来。这

使该书更加生动有趣，颇具可读性。通过对不同

时期伦敦的背景和伦敦文学地图的介绍，一部清

晰的伦敦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被勾勒出来。 

本书有三个主要的特点。首先，该书突破了

以往的文学研究模式，从伦敦城市空间的视角展

开对文本和文学史的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

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正如布鲁姆在序言中指出

的，“所有的文学体裁都起源于都市”，因此，从

伦敦的地形图出发，研究英国文学是应尽之务。

其次，书中把对伦敦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文本表征

融合在一起，由此，读者同时可以感知到现实历

史中真实的伦敦和文本中想象的伦敦。在真实和

想象中，伦敦向读者呈现出自己的面孔。第三，

作者极为重视伦敦地形图与作家和作品间的关

系，详尽考察了每个作家所受伦敦某个区域或建

筑的影响，以及这些区域和建筑以怎样的意象呈

现在作家的文本中。在此意义上，该书不但是伦

敦文学地图，也是文学地图上的伦敦。 

这部著作不但是研究伦敦文学的珍贵资料，

也是了解伦敦城市史的重要文本。因此，不同的

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解读这部著作。尽管解读

角度的不同可能会给不同的读者带来关注焦点的

差异，然而，不同的读者都能从该书中寻觅到自

己所需要的材料。需要注意的是，与近年来国内

外出版的其他与伦敦文学相关的著作相比，这部

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例如，该书不如《城市意

象：英国文学中的城市》中对文本中的伦敦的分

析那样详尽，也没像《London in Literature: 
Visionary Mappings of the Metropolis》那样把关注

的焦点集中到伦敦最具特色的几个区域和特征

上。但是，该书综合性考察了伦敦文学的发展，

让读者全面了解到伦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或许

这才是作者写作这本书的真正意图。  

 

藏书地点：中文分馆  

索书号：I561.09/D162   
本文作者： 

外国文学研究所 王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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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电子书资源一览         
 

考虑到读者需求和电子资源发展

的趋势，图书馆近几年来加强了电子

书资源的采购和试用，目前读者可以

免费从图书馆享受到英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

中文及众多小语种的电子书，欢迎大家积极使用。 
英语：MyiLibrary 电子书数据库——以语言学、

文学为主，截至目前可共享的电子书有 4563 种。 
法语：CGN 法语经典数据库——含《中世纪到

20 世纪法语文学大型语料库》和《20 与 21 世纪文

学研究》两个子库，囊括从中世纪至今的重要法语

作家作品。 
德语：试用库中有非常著名的 Springer 数据库。 

阿拉伯语：《现代埃及典藏》——共收录了来

自埃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4,500 多种阿拉伯语电

子书。 
中文：1. 超星汇雅电子书全文平台——30 万

册学术类中文图书，主要内容为语言文字、文学、

历史、地理等。2. 读秀知识库——百余万册学术类

中文图书。3. 方正 Apabi——人文社科类图书 8000
余种，并有教参书 2 万 4 千余种。4. 《四库全书》

&《四部丛刊》&《国学宝典》三库——中国最重

要的典籍均收录其中。5. 书生之家——十多万册人

文社科类中文图书。 
其他语种：试用数据库里 World Ebook Library、

美星电子书数据库非常全面地收录了欧语、亚非等

小语种的电子图书。        （信息咨询部  全慧）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249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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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走进院系  深化学科服务
为进一步推进学科服务，本学期在杨晓景常务

副馆长的带领下，图书馆学科联系人及相关部室主

任分别走访了我校英语学院、欧语学院、亚非学院、

法学院和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拜访了院系负责

人和学术带头人，与院系专家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和交流，深入了解院系学科建设规划及相应的文献

需求。 
通过调研发现，在我国战略发展需要和人才培

养需求转变的大环境下，我校很多学科和专业建设

都面临转型，既要保持语言、文学的传统学科优势，

同时又要向更加多元的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新

闻、法律等领域拓展。区域和国别研究、跨文化和

跨学科研究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和教学重点。由此，

院系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也

提出了新的需求。专家们都表示对图书馆正在开展

的学科服务非常欢迎，同时希望能与图书馆开展更

多的合作，共同搭建诸如对象国各领域研究资料、

数据、相关文献等方面的特色专题数据库。专家们

还建议，随着我校中东欧研究中心、英国研究中心、

加拿大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入选教育部首批区

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希望图书馆在这些领域的

资源建设方面能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引进方面的

政策倾斜。 
在交流过程中，杨馆长表示图书馆将尽最大努

力满足院系教师的需求，在做好我校基础学科文献

保障的基础上，对我校重点学科、新建学科以及新

的专业研究领域将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她同时指

出，图书馆将不断完善以学科联系人为纽带、深入

院系，和院系充分沟通的工作机制，形成与院系合

作共建优质学术资源的良好互动模式，不断深化图

书馆学科服务。 
在此基础上，图书馆学科联系人在 2012“助力

教学科研、图书馆学术服务月”期间，面向全校各

院系开展了大规模的教科研人员使用图书馆需求调

研。共有来自我校 20 余个院系和研究机构的 150
余位教师参加了本次调研活动。图书馆将对问卷调

研结果进行整理，认真总结和分析教师们的需求和

意见，在今后的工作中开展更有针对性的业务改进，

不断深化和提高学科服务的质

量和水平。 
          

（信息咨询部 孙琳）

2012 助力教学科研学术服务月活动 

多新的、

国际

学生及图书馆员的眼界。 （信息咨询部 全慧） 

图书馆新开通实时在线咨询服务 

打电话，

既省

用，更好地增强与图书

馆之

页——参考

咨询

间及时给予回复。       （本刊编辑 韩秀华） 

5 月 7 日至 5 月 31 日，图书馆旨在为教学科

研提供国际学术辅助的宣传服务月活动如期开

展。今年的服务月活动丰富，并注入了很

性的元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宣传月的主要活动有：1、围绕新主页&移动

图书馆上线开展的调查问卷、iPad 测试。今年取

消了现场填写纸质问卷的方式而改用有奖在线调

查，吸引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同时征集了部分教

师和学生读者为我们测试移动图书馆，收到许多

有益的改进建议。2、教师需求问卷调查。本次发

出 150 余份问卷，覆盖全校各院系所。通过对这

些问卷的统计分析，能有力的支持我们更准确的

把握教师对资源和服务的需求。3、CALIS 共享域

文献传递优惠活动也在本月开展，在为读者免费

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推广了我们的文献传递和馆

际互借服务。4、作为每次宣传服务月的重头戏，

今年我们成功举办了 PIVOT 及 RefWorks、SSCI

及 A&HCI、OCLC FirstSearch 等培训讲座，吸引

了众多对国际学术感兴趣的读者，拓宽了教师、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参考咨询服务提供了

新的手段。读者通过网络就能和馆员在线实时进

行交流，不用亲自跑到图书馆，也不用拨

时又省力，而且更加方便快捷。 

为了帮助读者更有效地利用图书馆获取各种

资源和服务，本学期我们在图书馆新版主页中开

通了 QQ、留言板及人人网三种实时在线咨询服

务，解答读者在利用图书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欢迎广大师生积极使

间的交流与互动。 

使用方法：点击新图书馆主页右下角的“QQ 

”、“留言”、“人人”图标即可利用相应实时咨询

服务；咨询工作相关负责人员详细联系方式（电

话、邮箱、办公地点）请见图书馆主

——信息咨询/专题咨询。 

服务时间：实时在线咨询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30 下午 2：00 ～5：00 ；Email、

QQ、留言板、人人网非在线时间可全天候 24 小时

接收读者咨询邮件及留言，咨询馆员会在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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