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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报道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荣获华北地区高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
2007-2009 年度先进图书馆荣誉称号
2009 年 9 月 20 日—22 日 华北地 区
高校图书馆协会第 23 届年会在北京理工
大学隆重召开。会议由北京高校图工委
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校长助理兼馆长倪宁教授主持。北京市
教委高等教育处处长、北京高校图工委
副主任兼副 秘书长 黄侃 教授 致开幕 词；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赵平教授致欢
迎词；教育部高教司教学条件处李晓明
处长，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陈锡章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
更生，全国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教授分别在开
幕式上发表了讲话，来自华北五省市的
代表 200 多人出席了会议，北京交通大
学图书馆馆长韩宝明教授，邓要武、万

红三位同志应邀参加会议。
大会邀请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常务副馆长张晓林教授作“从数字图书
馆到数字知识服务”的专题报告。随后
进行了华北各高校图工委工作交流，河
北经贸大学图书馆的梁洪杰代表河北高
校图工委在会上作了 “立足创新 围绕发
展 服务管理——
—河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
科学管理研究会工作介绍”的报告；内 图书馆的技术支持与服务”、“数字环境
蒙古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内蒙古师范大 下高校图书馆的机制、体制和队伍建设”
学图书馆副馆长刘羚作了“蒙古文文献 进行了热烈的分组讨论。
在年会闭幕式上进行了华北地区高
管理集成 系统和 蒙古文 联合 目录 工作”
报告；天津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南开大 校 图 书 馆 “ 2007-2009 年 度 先 进 工 作
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李广生的报告主题 者”、“先进图书馆”及“优秀论文”的
为“天津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山西 颁奖仪式。会议表彰了华北地区图协先
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 进工作者 410 人，先进图书馆 66 个，优
李嘉琳为与会代表作了“充分发挥图工委 秀论文 41 篇。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荣获华北地区
协调职能，加上山西高校资源共建共享”
的 主 题 报 告。 BALIS 管 理 中 心 副 主 任 、 高校 图书 馆“ 2007-2009 年度 先 进 图 书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春鸿报告 馆”荣誉称号。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杨翠兰、柯晓
的主 题为“加快 BALIS 共建项 目 进程 ，
巩固地区中心地位”。华北五省市获奖论 晴、宋雪同志荣获华北地区高校图书馆
文的代表在大会上进行了论文交流。参 “2007-2009 年度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邓要武、万红
会代表围绕“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
数字资源建设”、“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 同志撰写的论文分别荣获华北地区高校
馆的学科领域服务”、“数字环境下高校 图协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

书香校园
图书漂流活动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在一本本图
书的漂流过程中，构建着一种潜在运作的秩序、无人监督的
规则、自我约束的制度，大家可以以图书为链，获取知识，传
播友谊，
沟通思想，
传递诚信。
长年以来，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获得了校内外许多热心
人士的捐赠，极大地丰富了馆藏。我们将大家赠送的书刊复
本较多的集中起来，成为首批漂流图书，将热心人士的爱心
进一步传递出去，让捐赠图书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读者可以
通过图书漂流结交朋友，
共赏同鉴。同时，
在校园里建立起无
执行主编：高爱军

投稿邮箱：ajgao@bjtu.edu.cn

人监督的规则，
形成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总之，通过图书漂
流传递知识、传递和谐、传递诚信。今后，图书馆将和全体师
生一起共同努力，
扩大漂流范围，丰富漂流方式，不断充实漂
流内容。所有北京交通大学在校师生、校友及海滨学院师生，
均有资格自愿参加图书漂流活动。您可以在任一漂流角投放
自己不再阅读的图书或期刊，也可以获取其它您感兴趣的漂
图
流图书，即可成为图书漂流活动的一员。图书漂流角地点：
海滨学院。有意捐赠书刊者请交到图书馆
书馆、东校区分馆、
采编部贺彬侠老师处。（供稿 邱丹）
电话：010--5168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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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载体文献编目与管理”培训总结

2009 年 4 月 21-24 日，我馆采编部
丁娜与胡琳参加了由国图培训中心举办
的“多载体文献编目与管理”培训。此次培训由 4 位国图老
师授课，分别就多载体文献的管理现状、著录规则、加工方
式、书刊附盘的采编加工、保存和利用办法及国家图书馆多
载体文献加工管理模式进行了讲解，培训后参观了相关的部
门及国图数字图书馆。我们的感想与建议如下：
1.多载体文献编目与管理工作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操作标
准，本次学习也是研讨的性质。具体的工作还要根据各馆的
实际情况决定。
2.对于多载体文献的著录，因为图书与附件之间的关系比
较复杂 （纯附件型，不能单独提供服务；交互型，是一个有
机整体，需同时使用；并列型或独立型），如果要进行判断后
进行著录，容易引起差别。按我馆目前现状，随书光盘进行
单独处理，纸本附件作纯附件处理，操作比较清晰。

3.在培训中，感受到国图现在为读者服务的理念已经越来
越深入，对于多媒体文献的处理比较注重读者的使用，比如，
可以外借，阅览室配有计算机可以阅览，可以刻录等。所以，
建议我馆关于随书光盘的使用与管理一定要以读者为本，不
要还是以保存为主要工作内容。
4.电子资源提供网络下载服务和管理，应该是发展的趋势
和比较前沿的解决办法，我馆使用的 Digitool 系统走在了各馆
的前面。今后要加强研究和宣传工作，力争在这个领域占据
一席之地。
5.通过学习，也发现了我们对于编目著录一些理解不到位
的地方，认识到加强学习、加强培训的重要性，也认识到进
行提高数据质量的重要性。
（胡琳 丁娜）

IEL 数据库 2009 年用户会议

学术交流

接到每个出版物的目录。
三．共同探讨如何为中国的
IEL 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培训中许多高等院校图书馆的老师
都提出来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希望 IEL
能积极开展校园讲座和培训活动，向广
大的教师和学生介绍数据库的使用技巧
和服务项目，为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服务。
（夏杨）

2009 年 4 月，我参加了“IEL 数据 者 查 询 （ By Author） ； 基 本 检 索
库 2009 年用户年会”。年会的会议内容 （Basic） 和高级检索 （Advanced）。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使用基本检索检索所有的领域、文
一．向 各高 校图 书馆 传达 IEEE 及 献名称、作者、期刊、期刊名、会议名、
IEL 数据库的最新发展动态
摘要或专业，还可以使用布尔值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 （IEL） AND\OR\NOT 进行检索，检索一个特定
数据库提供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和 期刊的 目录 可以快 速 查 找
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 出版的 150 多种 一篇文 献，或 者使 用 高 级
期刊、5670 多种会议录、近 1390 种 检索建 立一 个复杂 的 检 索
2009 年“六一”儿童节来临前夕，图书馆积极响
条件 ，可 以使 用许 多 搜 索
标准的全文信息。
应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了“5.12 灾区学生六一关爱
IEL 包括：IEEE 学报；IEEE 期刊； 算法 、单个 术语 立即 搜 索
行动”以及我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向广大师生提出
IEEE 杂志 ；IEEE 函 件；IEEE 会 议 录； 或者通 过传 统搜索 语 法 如
的倡议，捐助爱心包裹，为给四川灾区的孩子们募集
IEEE 标准；IEE 期刊；IEE 会议录。
布尔 值、截 断、指 定 领 域
学习和生活用品。我馆馆员共捐款人民币 1600 元购
IEEE2009 年新增的期刊有：
搜索非限制的项目。
买爱心包裹。捐款的老师有：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nomous
除 了 介 绍常 规 的 使 用
柯晓晴、卫珉、万红、高爱军、王树增、许灵、杨翠
Mental Development
方法之外，突出强调了部分
兰、刘丽侠、马梅、朱亦丹、郑雁、
黎明、邓嵩、曹桂芬、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特殊服务。
郑兰。
Intelligence and AL inGames
IEEE XPLORE 电子
IEEE Embedded Systems Letters
邮件提 醒：用户 可以 第 一
蒉10 月 19 日，我馆男排在小组比赛中，战胜土
IEEE/OSA
Journal
on
Optical 个看到 其研 究领域 的 最 新
建学院男排，
进入学校职工男子排球比赛前八名。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研究成果，通过建立 IEEE
蒉近日，
图书馆推出新版主页，将更好的为广大
IEEE Photonics Journal
XPLORE 的 120 种 学
读者服务。
IEEE Solid-State Circuits Magazine
报、期刊 或杂 志的 电 子 邮
蒉2009 年 9 月 8 日上午九点图书馆在一层会议
二 ． 进 行 IEEEXplore 平 台 使 用 培 件提 醒，当用 户所 在 领 域
室举行科学发展观总结大会，总结我馆学习实践活
训，以便各校更有效地使用 IEL 数据库
有新 的文献 时，用 户 就 可
动中的主要做法、基本特点、取得成效，在学习实践
培训中首先介绍了常规应用，直接 以即 时收到 有关 通知 。电
活动中，我馆紧密联系实际，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
输入网址 进入 IEL 主页后，“Search” 子邮件 中将 包含一 个 连 接
结合建言献策活动，坚持以人为本，解决突出问题，
栏目下分别列出 IEL 数据库 不同的 检 到当 期刊物 目录 的直 接链
有力的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促进和谐发展，
索方式，点击相应的选项选择检索方式， 接。
蒉新学期开学了，为了更好服务新同学和广大
培训人员对 每种检 索方式 进行 了讲 解。
用 户 可 以 查 看 IEEE
》，积极
师生，图书馆推出《信息服务通讯（新生专刊）
包 括 期 刊 查 询 （ Journals
& XPLORE 学报、期刊、杂
介绍我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和各项服务，让新同学尽
Magazines）； 会 议 录 查 询 （Conference 志、会议 录和 标准 的 每 周
快熟悉图书馆，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信息和文献资源。
proceedings）；标准 查询 （Standard）；作 更新 报告，该 报告 可 以 链

捐资助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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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

理工学院图书馆交流学习汇报
采编部主任 丁娜
2008 年 2 月 22 日至 5 月 2 日，我受学校
图书馆委派，赴美国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图书馆进行交流学习。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访问、交流、参观和学习，
收获颇丰，
受益匪浅。
一．交流学习的主要安排
1. 参加 Vining Library 的日常业务工作，
主要被安排从事图书的数据套录和编目工
作，
以及期刊数据的查询工作；
2.参加 Business Speech 和 Communication
Speech 两门课程的学习，并制作了介绍北京、
与师生交流；
交大以及个人的 ppt 文件，
二．对美国图书馆的了解和介绍
1.环境
参观的几所大学，图书馆都是其学校的
标志性建筑，
一般在学校的中心位置，或在主
楼的旁边；
图书馆内整体环境优雅，家具的布置和摆
人文环境和读书氛围浓厚；
放舒适，
装饰讲究，
网络环境非常好，网络信息详细齐全；计
使用方便；
算机摆放较多，
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很简洁和舒适，工
作设备齐全；
图书馆的工作系统发达，各种业务处理，
比如套录数据等联机网络很便捷。
2.部门与业务
美国大学图书馆的规模与大学的规模相
当，几个较小的学校 （约有学生 1500－3000
人）的图书馆仅有馆员 6—12 人，较大的学校
（约 15000 人）图书馆有馆员 50 余人；馆员一
般都从事核心的业务工作，一些简单工作由
学生自助服务或者使用勤工助学的学生 GA；
美国图书馆的业务部门基本上分 为
public service 和 technical services 两 大 块 ；
public service 含 流 通 、 期 刊 、 咨 询 台 等 ，
technical services 含采访、编目、馆际互借、网
络与技术支持等。小的图书馆没有技术部门，
网络、服务器和计算机托管归学校网络中心。
馆员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也能兼多职，小
工
的图书馆连馆长也负责部分具体业务工作；
作流程简单，
业务工作细致；馆员很敬业也很
自我，
上班时间认真，不聊天，不玩游戏，但是
认真记录 time table，
到点下班，
也很少加班。
图书馆所有的业务都体现在为读 者服
务，
在遵守图书馆的一些明示的要求后（如 no
food, no drinking, no cell phone），读者能够很自
由和随意的使用图书馆。
3.发展动向
（1）资源整合的延伸：图书馆关注校内资
源的整合，
注重联合力量和共享，希望将校内
数字教育资源与图书馆资源整合，扩大图书
馆资源的利用，
方便学生的查询；
（2）馆际互借的扩展：鉴于现今萎缩的发
展态势，图书馆注重馆际互借业务的开展，大

一点的 Marshall 大学图书馆每年有 10000 多
件次的馆际互借业务，并开发和充分利用网
络互借系统平台，方便省事；
（3）读者到馆的吸引：美国图书馆也在担
忧读者减少问题，不论是大学图书馆还是公
共图书馆，担忧 internet 对图书馆的冲击，所
以想方设法，提升服务水平，服务意识强烈。
三．感受和收获
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来到美国，我一直
在思考这个问题。
WVU TECH Vining Library 其实是个小
型图书馆，馆藏 160000 册，馆员 12 名，近几
年经费很少，服务读者 2000 人。那么，
我们千
里迢迢来到这里，究竟要学习什么呢？
经过参观、学习，我体会到他们优越和值
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
1.严谨的秩序：
不论是在图书馆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可
以体会到人人自觉遵守的秩序。
比如工作中的工作权限，我发现在图书
馆的 Technical Services, 工作 人员的 帐号
没有分级，但是大家很自觉的各司其职，一些
删除数据、
修改数据的问题没有人擅自操作；
比如工作中的 time sheet，他们每人都自
按月统计上报，
大家也
己记录每天的工作时间，
很自觉，
有半个小时的不在岗也会认真记录；
比如图书馆一些明示的要求，不能带食
物、水，不能使用手机等，很难发现读者有不
遵守的现象，手机调在静音，也很自觉的去图
书馆外接听电话；
更不用说一些交通规则，在小地方小的
路口没有红绿灯，一个“停”的牌子，每辆车都
会自觉停一下，左右环顾然后通行。
所以说，人人自觉遵守的秩序，严格而明
确的要求，自觉、自律，使生活和工作在一个
井然的环境中有条不紊的进行。
2.务实的观念：
大家公认美国很强大，一些学校和图书
馆很富有，
但是这里有显而易见的务实精神。
比如图书馆的建筑，外表看来都很朴实，
没有花哨的修饰；
一般从 OCLC 套
比如编目的 MARC 字段，
录下来的数据，他们会修改成本馆需要的格
能提供检索即可；
式，
留下较少的必备字段，
比如说有的图书馆近年来经费较少，买
不来新书，他们可以整理旧书，可以拉动赞助
和捐赠，
可以充分利用免费赠阅的文献和网络
资源；
更不用说美国人的衣着，和他们居住的
房子，都很实用。
所以说，一切以满足实际需要为本，不做
省费用。
假大空的架子，省时间，
省精力，
3.细致的服务：
在美国图书馆，我见到最多的还是为读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第3版
者服务的细节，可以说馆员从读者角度出发，
设身处地为读者考虑，将一些细节服务发挥
的淋漓尽致。
①主页信息齐全
每个图书馆的主页信息都非常齐全，
读者
最明显的还是
有可能需要的信息都可以找到，
服务和资源，
也包括有图书馆的统计资料。
比如，有的图书馆将图书馆介绍做成视
频，可以很方便的查看；
比如，有的图书馆将监控录像实时的放
我想这个作用可能是多重的；
在主页上，
当然，每个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甚至简
介、BLOG 都会有链接和介绍。
②文献加工详细
在每本新书上，除了必备的条码、标签、
馆藏章以外，有的图书馆将书都包上透明封
皮，所以架上的旧书也可以保持崭新；
有的图书馆在书脊上贴上许多表示，表
示新书的、表示类型的、表示内容的等到，可
以方便读者开架查阅时一目了然；
③指示明晰；
楼层、出入的门口和一些明显的地方都
会有图书馆明确禁止的要求，这可能是对读
者的最基本要求；
书库和架位上张贴有分类法，有的还指
示每个架位排放的图书馆类目；
所有图书馆都明示读者看完的书不用自
己放到架位上；
很多提示做的很温馨，既提醒读者，也营
比如：
造气氛；
一些服务语言也做到很有涵义，
出纳台：We can lend the world to you!
咨 询 台 ：Don’t walk around with
question, let us help!
④导读细致；
每个图书馆都有新书架，摆在一进馆门
口的明显位置；
有的图书馆还对新书做些导读，将推荐
书目单独展示；
有的图书馆在每个类目前还会有导读，
由馆员选择主题，比如春天到了，怎么装饰你
的院子；母亲节到了，你将为母亲做些什么；
性格孤僻，可以怎么办？等等；
当然，工具书如辞典等，摆在书架旁、书
桌上，考虑到读者会随时要查阅；
⑤自助服务
很多项目都是由读者自己服务自己，比
如还书、复印、打印等等，图书馆在需要的问
题设有投币式机器，或者设有专门 的 copy
center。
每个图书馆都有还书箱，甚至还可以还
光盘、录像带的窗口。
还是一个
不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图书馆，
大家自觉遵守规则，
自醒自
团体、一个部门，
律，大家都有务实的心态，讲实话做实事，认
清自我位置，心里装有别人，那么国家一定会
强大，集体一定会发展。
感谢学校、图书馆给与我走出国门、开阔
眼界的机会，我一定会把学到的知识和理念
与本职工作切合起来，为我校图书馆的建设
和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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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苑抒怀
这是信息飞速发展，获得信息渠道日益增多的时代。而这
个暑假，
当我在交大东校区图书馆经历短短几天的勤工助学工
又唤起了我对纸张文化的向往。
作体验之后，那阵阵的书香，
我所体验的工作很简单，却又不那么简单。虽然只是贴条
形码这一个小事，但却有很多必要的步骤。划线，贴码，贴代表
东校区的绿条，最后还要附上一张起保护作用的薄膜。老师熟
练而标准的演示，让我以为这是一项太过容易的事，然而亲身
实践却是另一回事：条形码不容易贴齐，薄膜又飘来飘去的极
易粘手。而在新鲜感过去之后，一本又一本，一摞又一摞的重
复，
不仅让我的手感到酸胀，心里也起了些厌倦之感。然而，看
到老师们就这样一车又一车的贴了三个多月，从容而有序，高
要向老师们学习。
效而细致，
在钦佩之余，也暗暗的对自己说：
另一个程序便是将贴好的图书按从 A 到 Z 分类，每一个字
母都代表着一类图书，听着老师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着每个字
母的含义时，我开始对这不曾注意过的小标签产生了好奇之
不
心。以为在图书馆这种安静的地方应该与体力活无缘，然而，
怎么干活的我，在将两车书从地上搬到车上，再又从车上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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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工助学工作感想

桌上分类之后，却着实感到了累。想着我这么一个年轻人尚且
如此，那老师们又是怎样的辛劳啊。
我眼前仿佛已经浮现出那些为了开学就让同学们见到更
多新书而忙碌的身影，在那一排排的书架间，我第一次对图书
馆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在与那么多书籍一本本亲密接触后，我
才发现触摸纸张其实也是一种与书籍的对话，一种有质感的体
验。图书馆所蕴含的巨大的知识水源，始终渴望着学子们的汲
取，
期盼着这智慧之水能够浇灌更多当代人的心灵。
图书馆中承载着古今中外的智慧结晶，蕴含着老师们对学
子的殷殷期盼。在此，
感谢所有图书馆老师辛勤的付出，也衷心
希望同学们能常到图书馆走一走。 （作者 刘璐）

标题新闻
北京交通大学第七届图书文化周
和“书香杯”读书征文颁奖仪式将在 11
月举行。

声的寂静，是一种
真诚坦然地享受。
正如庄子的那句
—我的交大图书馆情怀
——
话“言者不智，智
在交大已经学习生活了五年之久， 者不言”
，图书馆就是这样一个智者，不
最爱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在还没有来交 自觉地让人趋之若鹜。
大的时候，看到交大的张张美丽校园景
现在，我很享受坐在图书馆里的感
色的图片，深深为美丽的校园景色所吸 觉。这里已经成为我学习的重要场所。
引，尤其是图书馆，是一栋十分有特色 周围是埋头苦干的同学们。这里是那么
的建筑，从那时起，我便对交大的图书 静，满载着书的气息 ，这里淡淡的阳光
馆充满了浓厚的向往之情，能够在图书 下是对理想的追求。我要好好地享受这
馆里吸取知识成为我所憧憬的事！
种时光。也许，一年后，当我踏出这所学
来到交大后，最喜欢的事就是在图 校，我的图书馆情怀也会随之成为历史
书馆里看书、报刊、杂志，我很喜欢图书 。这段历史，
我希望是值得回味的，
正如
馆可以给我一种舒适、轻松和悦然的感 我的人生，
无需轰轰烈烈，
无需惊天地泣
觉，让我由心到外都可以体会到一种放 鬼神，
只求过得快乐、
满足而有意义！
松后的惬意。当那一排排摆放在书架上
我想，
图书馆就是我的世外桃源吧，
的书落入眼中的时候，仿佛是我的一群 身临其中，
只觉书香四溢，
神清气爽！
好朋友在那里倾诉。那是一种无声胜有 （王莉 人文学院 08 级经济法研究生）

一方静地，一方乐土

“北京市大学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参考书目
“北京市大学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旨在
鼓励广大学生增强学习人文知识的兴趣与积
极性，
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为大学生的成
才奠定更为宽厚的基础。为配合“北京市大学
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
图书馆向读者推荐竞
主要包括：
赛参考书目，
1、
张岂之，
《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出
版社 ISBN 7-04-018148-7 索书号 K203/86。
2、
王步高，
《唐宋诗词鉴赏》，北京大学出
版社。ISBN7-301-06330-X 索书号 I207.2/125
高等教育出版社。
3、赵林，
《西方文化概论》，
4、
徐葆耕，
《西方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
出版社。ISBN7-301-06069-6 索书号 I109/29
图书馆还有其它有关人文知识的书目，
欢迎读者检索借阅！另外读者也可以通过图
书馆主页的“网上读者推荐”推荐所需图书!
（采编部 贺彬侠）

荣 誉

我馆在学校“我爱我的祖国”合唱
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和组织奖

2009 年 7 月 2 日下午，由校工会主办
的北京交通大学教职工“祖国万岁”合唱
比赛在天佑会堂隆重上演，近 20 支来自
学院、机关等各单位的代表队参加角逐。

我馆演唱了《中国、中国鲜红的太
阳永不落》及《图书馆欢迎 您》两
首歌曲。在合唱比赛中，图书馆全
体馆员充分展 示了 积极 向上、朝
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以及对我们
伟大祖国无限热爱的情怀，获得
优秀奖和组织奖。（高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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