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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图书馆同行来   
我校图书馆交流指导 

 
2006 年 1 月 3 日，元旦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上午，

应我校郝平校长的邀请，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戴龙

基、副馆长武振江、肖珑及图书馆分党委副书记季

红及相关部、室主任等一行七人来我校图书馆进行

考察和指导。郝平校长、金莉副校长首先亲切会见

了北大图书馆的全体客人，对他们在百忙之中到我

校考察、指导表示欢迎和感谢。之后，郝平校长、

金莉副校长以及科研处处长张朝意全程参加了北大

客人们在图书馆的活动。我馆馆长郭栖庆、副馆长

刘俊美和黄勃陪同客人在全馆进行了参观考察。 
参观结束后，两馆同行召开了小型座谈会。北

大戴龙基馆长在会上介绍了北大图书馆的历史沿

革、机构设置、馆藏特色、服务项目及其它工作。

郝平校长就两馆间可能的合作领域与戴馆长交换了

意见，就两馆间互相为对方提供文献服务方面提出 
☆☆☆☆☆☆☆☆☆☆☆☆☆☆☆☆☆☆☆☆☆☆ 

 
了建议。金莉副校长向戴馆长了解了图书馆科研工

作方面的情况；郭栖庆馆长向北大图书馆的同仁们

咨询了一些有助于我校图书馆发展的关于图书剔

旧、文献传递等方面的问题。我馆其他与会人员也

就图书馆日常管理与两馆合作方面的有关问题与北

大同行进行了交流。 
最后，郝平校长再次对北大图书馆同仁们来我

校进行交流、指导表示感谢，并希望北大图书馆与

我校图书馆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搭建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的平台，进一步促进两校图书馆的建设与

发展。郝平校长要求，在这次馆际交流之后，图书

馆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认真学习北大图书馆

先进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高我校图书馆的管理与

信息服务水平。 
交流活动结束后，校党委书记杨学义亲切会见

了北大图书馆全体客人。        （本刊编辑） 

图书馆申报校级科研项目 

图书馆为了进一步加快建设与发展的步伐，

使我馆真正成为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信息服务和

信息咨询中心，也为了学校正在筹建的“中国世

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能够尽早启动，2005
年 10 月申报了三个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自选课

题项目。这三个项目分别是校级重点项目“针对

多语文献的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解决方案研

究”、“远程访问内部数据库的研究与应用”以及

校级一般项目“北外数字化学术资源整合研究”。 
三个校级课题均受到了学校评审专家的关

注和好评，并都顺利通过了初选，这在北外图书

馆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图书馆立项工作不仅反

映了图书馆对学校科研活动的积极参与和研究

热情，也突显了图书馆蕴藏的科研力量。近几年 

☆☆☆☆☆☆☆☆☆☆☆☆☆☆☆☆☆☆☆☆☆☆ 
来，通过馆领导的积极争取，图书馆引进了一批具

有高学历的图书馆学的专门人才。在“十五”期间，

顺利完成了信息存储与备份系统升级改造等重大项

目。这一切，都为数字环境下图书馆的观念创新、

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做好了充分人员准备和技术准

备。 
这三个项目不仅立意高，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和可操作性，已被纳入图书馆“十一·五”规划

中。三个项目从本校正在筹建的国家级项目“中国

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大处着眼，从图书馆

开展的实际业务和本校师生的迫切需求着手，根据

图书馆的实际，认真论证，力求创新。这三个科研

项目的实施，必将会使北外图书馆的工作迈上一个

新台阶，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尽一份力量。  
               （本刊编辑） 

图书馆认真整改，注重实效 
我馆获赠《中华再造善本》 
胡文仲、吴祯福教授向我馆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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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整改，注重实效 
——图书馆自习室延长开放时间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图书

馆直属党支部和领导班子紧紧围绕中央提出

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

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的目标

要求进行工作。注重办实事，注意在取得实效

上下工夫，解决读者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校

学生希望图书馆延长自习室晚上的开放时间，

以便更有效地学习。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和领导班子认真研究

了同学们的要求，并努力实践。经与有关部门

协调，现已决定：自 2005 年 12 月 12 日起，

图书馆自习室从原来的晚 10:00 延长开放至

晚 11：00。             （副馆长 刘俊美）          

他们冒着寒冷，不怕水凉，忍着

饥饿将编目部、文献资源建设部、一层书库过

道的地面水全部清扫干净，经查看文献资料确

实无浸水现象，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晚

上 7：30 分了。          （副馆长 刘俊美） 

2005 年 12 月 10 日，正值周末，

下午 5 点多钟，旧图书馆楼一层消防

主水管突然破裂，水流不断向外喷

涌，地面积水直接流进了对面的文献

资源建设部和编目部以及隔壁的中

文书库。图书馆共产党员张海英正好

到图书馆来，看到此情况，她马上向

校维修队报修，并立即将此情况报告

了图书馆刘俊美老师，还迅速通知了

相关部门的人员。刘老师、张海英与

保安何勇闯积极采取措施，从屋里向

外边扫水。陆续参加扫水的人员还有

图书馆的闫安、孙琳、俄语系万白会

同学。 

共
产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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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在
前 

   

我我我校校校获获获赠赠赠《《《中中中华华华再再再造造造善善善本本本》》》    

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保护和利用古籍善本，

李岚清副总理亲自批准，文化部、财政部与国家

图书馆联合实施了一项国家形象文化工程---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央财政部为此项文化

工程拨款达到 1.2 亿元。著名学者从国家图书馆

收藏的古籍中筛选出珍贵的古籍善本 1300 余

种，第一批相继出版 750 种善本图书。 

教育部为了确保珍稀善本的传承和利用，实

施了《中华再造善本》进校园计划，向全国 100

所“211 工程”高校图书馆免费赠送价值超过 300

万元的《中华再造善本》。目前我校已经获赠

306 种《中华再造善本》，以后会陆续赠送。图

书馆领导十分重视这批图书，并将准备专门书架

保存，不久将与读者见面。 

    （文献资源建设部 杨晓景） 

图书馆购进《文津阁四库全书》 

根据我校教学、科研工作与读者的阅读需

求，图书馆利用学校拨出的专款购买了商务印书

馆影印出版的《文津阁四库全书》。 

《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

的第四部，比《文渊阁四库全书》晚成书三年之

久，并对《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已经发现的讹误、

遗漏有所补正，编校质量有所提高，内容保存最

为完整。《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存于承德避暑山

庄，解放后一直收藏在国家图书馆。该书是一部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丛书，它对进一步

弘扬民族精神、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内涵、推动我

校学术研究与发展将起到重大作用。 

目前《文津阁四库全书》已经加工完毕，存

放在新图书馆四层，欢迎广大读者阅览 。 

              （文献资源建设部 杨晓景） 

胡文仲、吴祯福教授向我馆赠书     

英语学院胡文仲、吴祯福教授将他们珍藏的关

于澳大利亚历史、文化、社会、文学等方面的 511

册图书捐赠给我校图书馆，这批图书是关于澳大利

亚研究的宝贵财富，对我校及全国从事澳大利亚研

究的师生大有裨益。我们谨向胡文仲、吴祯福二位

教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这些图书全部

收藏在图书馆新馆二层“澳大利亚学资料中心”，

欢迎大家借阅。        （文献资源建设部 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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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书书书馆馆馆电电电子子子资资资源源源宣宣宣传传传与与与培培培训训训    

为了使本校师生全面了解和掌握图书馆各种

电子资源的内容和使用方法，图书馆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宣传活动：设立宣传栏、定期发放数据库的宣

传材料和使用手册、定期开展数据库系列讲座，还

新增了电话和网上咨询服务，解答读者疑难问题。

这些宣传活动和咨询服务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在读

者和图书馆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也极大地

调动起了二者的积极性。 

随着我馆宣传工作的深入开展和读者使用电

子资源需求的加强，越来越多的读者参与到了我们

的培训工作中来。本学期图书馆应邀为英语学院新

闻系、英语系文学和语言学专业、法律系、外交系、

澳研中心、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培训学院等多

个院系的师生进行数据库的使用培训。图书馆本学

期开展的培训讲座累计达 15 场，参加培训的达 400

余人（新生入学培训除外）。数据库的使用培训工作

受到了本校师生和外籍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本学期，通过我们对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宣传和

培训，我馆网络数据库的使用率有了大幅度提高，

电子文献的点击率和的下载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

倍以上，越来越多的读者体会到了电子资源内容的

丰富及使用的方便、快捷。希望通过我们的宣传和

培训，能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图书馆，充分利用图书

馆，从而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有培训需求的院系请随时与我们联系，Email: 

info@mail.bfsu.edu.cn， Tel:88816679。  

                     （信息咨询部 孙琳）

 ＊＊＊＊＊＊＊＊＊＊＊＊＊＊＊＊＊＊＊＊＊＊＊＊＊＊ 

美化工作环境   提供优质服务 

图书馆从 2002 年至今，利用 3 年时间将五、

六十年代老旧家具逐一更换。按照家具的使用功能

可分为：图书阅览桌椅、电子阅览室和工具书阅览

室及文献检索专用电脑桌、图书加工桌椅、办公桌

椅、书架、书柜等等，并且图书馆对家具的款式、

颜色做了统一要求。家具更换以后，图书馆的工作

环境焕然一新，崭新的办公家具不仅体现了个性

化、人性化的特点，也为读者和工作人员提供了方

便、舒适的学习环境与工作环境。同时，图书馆为

了确保各个部门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利用 3 个假期

对图书馆的设备、建筑设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维

修与装修，并且计划在今年寒假对图书馆再做进一

步的整修。届时图书馆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

面前，为读者提供功能齐备、环境幽雅的学习环境。 

                         （办公室 任放） 
＊＊＊＊＊＊＊＊＊＊＊＊＊＊＊＊＊＊＊＊＊＊＊＊ 

    期刊阅览室新举措             
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期刊阅览室根据《中

国图书分类法》对中文期刊进行了重新分类、排

架。 

中文期刊原来是按照字母的顺序排架，此种

排架法存在一定的弊端。读者需要知道刊名才能

查找所需期刊，如果不确定刊名则只能满架寻刊，

给阅览学习带来很多不便。 

现在期刊阅览室按照哲学、语言、文学、艺

术、学报等类目分类排架。分类排架的优点是：

专业期刊相对比较集中，读者在不知刊名的情况

下，可以根据类别很顺利地找到馆藏期刊。这样

就大大节省了读者查找期刊的时间。 

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将当年下架期刊分别放

置在盒内陈列于书架上，可供读者随时阅读 

另外，外文期刊阅览室已经面向全校师生开

放，欢迎广大师生利用外文资源。 

（流通阅览二部 张海英） 

由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学科的不断设立

和发展，校图书馆的馆藏已经不能满足本校

师生日益增长的文献需求，因此图书馆与国

家图书馆建立了馆际互借关系，国家图书馆

将不对普通读者开放的库本书（中文图书基 

＊＊＊＊＊＊＊＊＊＊＊＊＊＊＊＊＊＊＊＊＊＊＊ 

馆
际
互
借
服
务 

藏库和外文图书子库）对我校读者提供借阅，

以满足部分师生在学习、科研、工作中的文献

需求。欢迎本校师生到图书馆信息咨询部办理

借阅手续。         （信息咨询部 张志耘） 

mailto:info@mail.bf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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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和网络资源技术——
2005 厦门研讨会”有感 

2005 年 11 月 20 日至 23 日，我参加了“图书

馆和网络资源技术——2005 厦门研讨会”。会上来

自康乃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图书馆的同行以及相关领域的

专家学者做了精彩的报告。这次会议，使我大开眼

界，受益匪浅。 

会议主要探讨了数字环境下图书馆发展的新模

式、如何在学习和教学活动中有效地发挥图书馆信

息资源和服务的作用、虚拟参考咨询服务以及未来

数字资源存贮方式等热门问题。与会专家向我们介

绍了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成功案例、理念和经验，

会后还和大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此次会议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国外图书馆界专家

为我们引入的两个全新的概念——“开放存取

（Open Access）”和“机构典藏（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简单理解，这两个概念分别指的是实

现学术资源在线共享和保存学术机构的资源。而笔

者认为，在两个概念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更为深刻

的内涵，即伴随着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图书馆传统观

念、业务范围，以及在教学活动中地位的变革。在

线出版的实现，使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获取最

新的学术成果，这也推动了快速学术交流和知识创

新的实现。人们在充分享受了在线资源的便利之后，

越来越希望降低学术交流的成本，获得免费资源。

学术活动的这一强大需求，促使图书馆进行角色的

转换，从单纯的文献信息资源保存，发展为高校学

术交流和知识创新的积极参与者，成为学术资源共

享的积极倡导者和技术实现者，以及社会公众学习

的支持者。在数字化环境下，图书馆应与教学和研

究人员建立一种更密切的关系，并在学术活动中发

挥更积极的作用，从而为实现高校及整个学术界的

知识创新做出贡献。  

在整个社会的数字化浪潮中，我馆也在做着一

些积极的尝试和探索，我坚信，新观念的引入，必

将为我馆的数字资源建设工作和全校学术水平的提

高提供有益的借鉴。        （信息咨询部 孙琳） 

＊＊＊＊＊＊＊＊＊＊＊＊＊＊＊＊ 

《《《四四四库库库全全全书书书》》》版版版本本本简简简介介介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

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

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

的文化工程。由于编纂人员都是

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基本代表

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四库全

书》耗资巨大，盛况空前，仅抄

写人员近 4000 人，历时 10 载。

但是由于政治等原因，入选内容

不甚全面。 

乾隆为了防止《四库全书》

遭遇水火，令下属抄写了七部，

分别藏于紫禁城内（今故宫博物

院）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

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

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 

＊＊＊＊＊＊＊＊＊＊＊＊＊＊＊＊ 

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

阁，仅供皇室阅览。另外三部藏

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

杭州的文澜阁，即浙江三阁，又

称南三阁，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

阅览。   

   中国近代，由于战乱不断，七

部《四库全书》中完整保存下来

的仅有三部半。文汇阁、文宗阁

藏本毁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

文源阁藏本被英法联军焚毁；文

澜阁藏本亦多散失不全。 

1948 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

陆时，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

渊阁四库全书》带到了台湾，现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四

库全书》原存于承德避暑山庄，

解放后一直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 

原藏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

书》，在20世纪60年代运至兰州，

现存在甘肃省图书馆。半部是存

于浙江图书馆的《文澜阁四库全

书》，后经补抄基本得全，然而已

非原书了。 

    （文献资源建设部 杨晓景） 

一位退休老工人的心愿 

张涛的母亲是一位退休工

人，每月退休金只有 900 元。最

近，她向我馆捐赠现金 300 元，

意在为我校学生购买英文图书，

鼓励所有青年人努力学习英语。

我 馆 已 用 这 笔 捐 款 购 买 了 
《Harry Potter》1-5 卷，现收藏

在图书馆二层英文书库。 
（文献资源建设部 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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