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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5日，由校内多个院系及管理部门合作参与，并由图书馆信息化与数据中心承建的北京大学学术

成果生态系统四大平台同时上线服务。 

    北京大学机构知识库（PKU IR）3.0版 http://ir.pku.edu.cn 

    北京大学期刊网（PKU OAJ）2.0版 http://www.oaj.pku.edu.cn 

    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PKU Open Research Data）测试版 http://opendata.pku.edu.cn 

    北京大学学者主页（Scholars@PKU）测试版 http://scholar.pku.edu.cn 

    四大平台的上线，标志着北京大学面向机构和学

者的学术成果生态系统第一阶段建设任务的完成。四

大平台中，机构知识库（PKUIR）始建于2012年，面向

北大教师学者提供学术成果保存与开放传播服务。平

台具备完整规范的学术成果提交、发布、撤回等流

程。经过三年来持续不断的成果回溯工作，3.0版平台

已收录41万多篇北京大学教师学者产出的学术成果，

更加突出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机构知识库

已成为北京大学积极参与和促进国际开放获取运动发

展的标志，并将作为北京大学科研信息管理系统的学

术成果子系统，成为北京大学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 

北大期刊网 始建于2013年，由北京大学社科部和科研部牵头，北京大学所属各学术

期刊参与，图书馆承建。期刊网致力于集中保存、展示并宣传校内学术研究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旨在整

合北京大学优质的学术期刊资源，推动刊物的数字化出版和网络化传播，扩大北京大学教师学者在学术积

累与知识创新方面的社会影响力。期刊网2.0版平台不仅优化了刊物的展示发布、用户检索浏览等功能，

而且已经为目前已知的116种北京大学校内研究单位主办的中外文学术期刊（含集刊、内刊）中的15种刊

物陆续创建了独立的页面。未来将继续接纳校内学术期刊的加盟，与各编辑出版单位建立长期的合作关

系。 

开放研究数据平台 是在“开放科学”理念成为全球学术界共识的背景下，

为满足北京大学各学科科研团队对研究数据管理的迫切需求，由图书馆联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大学

管理科学数据中心、北京大学科研部、北京大学社科部共同推出。平台提供研究数据的保存、管理与发布

服务，既鼓励数据产出者开放和共享数据，又满足数据利用者浏览、搜索、申请下载和重用数据的需要，

旨在全面促进研究数据的传播、再利用和规范引用。与机构知识库主要保存发布研究成果有所区别，开放

研究数据平台专注于分享科学研究过程中产出的数据，协助研究者实行基于许可条款的数据开放共享，强

调团队和研究者自主管理。目前已有北京大学中国调查数据资料库（CSDA）、北京大学可视化与可视分析

研究组（Vis@PKU）、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信息学中心等科研团队入驻平台并发布数据资源。                                                                            

北 京 大 学 学 术 成 果 生 态 系 统 初 步 建 成  

 

（PKU OAJ） 

（PKU Open Rese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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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在燕园”互联网数字图书馆融入“智慧校园”服务  

11月24日，图书馆走访教务部，就中文在线公司研发的“读在燕园”互联网数字图书馆在北大开通使

用一事进行了商讨。图书馆萧群书记、别立谦副馆长、资源建设中心主任张美萍、学习支持中心主任周春

霞参加了会谈。会上，张美萍主任向教务部金顶兵副部长介绍了“读在燕园”互联网数字图书馆。该平台

不但方便师生借阅电子书籍，而且一经下载则可永久保存，可为师生打造终身书房；并能够提供定制服

务，满足师生的个性化需求。正如萧书记所言，“现代图书馆已经从一个建筑空间发展成了泛在的图书

馆，中文在线的数字图书馆和配套的云屏借阅机能够将图书馆搬进教学楼、宿舍、食堂，使图书馆无处不

在。” 

教务长办公室主任李祎询问了该平台的试用下载情况，并提议充分发挥云屏借阅机的功能，建议将教

务信息设置为默认首页，便于及时发布教务信息，保证学生获取信息的及时性。下一步需明确图书馆和教

务处的发布权限，确定云屏借阅机上的发布内容和形式，并明确责任人，维护好放置在教学楼的云屏借阅

机。 

与会双方都认可中文在线这一产品对方便全校师生利用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泛在化图书馆和“智慧

校园”的意义，并就此达成共识，决定为学校购进“读在燕园”互联网数字图书馆，并购进云屏借阅机，

安置在主要教学楼和学生活动中心，方便师生更好的利用图书馆资源。12月10日，7台云屏借阅机已经进驻

教学楼，投入使用。 

随后，双方还就校友利用电子资源、教学参考书数字化和本科生科研创新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合作的可

能性。 

图书馆与教务部就“读在燕园”互联网数字图书馆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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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4日，图书馆两个虚体科研机构——数字图书馆研究所和亚洲史地文献研究中心在图书馆会议室

联合召开2015年度学术交流会。图书馆馆长朱强、副馆长肖珑、副馆长陈凌、社科部邹培老师以及虚体科

研机构的负责人、相关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图书馆朱强馆长主持。 

    本次学术交流会分为三部分：工作情况汇报、学术交流和讨论总结。在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汇报中，朱

强馆长首先对虚体科研机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阐释，指出两大科研机构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不少成

绩，在促进图书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图书馆培养高水平馆员及学校的建设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

突出贡献。随后，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图书馆副馆长陈凌和图书馆特色资源中心主任张红扬分别就数字

图书馆研究所、亚洲史地文献研究中心的总体情况进行了汇报。 

    在第二部分学术交流中，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邓志鸿副教授和童云海副教授分别介绍了《学术知识网络

的构建及其应用》和《讲座类视频的摘要标注研究》，利用模型和算法分别对学科学术资源和大规模视频

数据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揭示，为信息技术学科科研工作者灵活、高效地获取和浏览学术资源开辟了新的

道路。CALIS管理中心冯英老师介绍了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标准研究》（北大

图书馆主持）中，《中国文物分类主题词表》的建设缘由、模型选择、方法论和实施步骤；王文清老师介

绍了面向海量资源整合与云服务的CALIS技术支撑框架。城市与环境学院岳升阳副教授作为亚洲史地研究中

心的主要成员，详细讲解了侯仁之院士生前收集和绘制的历史地理研究地图资料，指出其在城市规划、旅

游开发、景观设计、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目前，这些珍贵的地图史料大部分由北大图书馆收藏。

北大图书馆研究支持中心李峰，汇报了图书馆在科研和决策支持服务所做的工作，包括学科研究领域的热

点趋势分析、海洋学科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人才评估和信息快报等产品。 

    在第三部分讨论交流环节，与会者热烈发言，认为这次交流非常好，未来应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

破和进展：（1）充分利用现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密切加强科研合作，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2）强化

多形式沟通交流，协同构筑创新优势，联合申请国家重大课题项目；（3）根据科研与社会需要，促进科研

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4）两个虚体机构要加强项目合作，如北大图书馆提供文献数据、视频数据，供科

研人员做系统实验的验证；联合开发历史地理史料数据库，并在京津冀一体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发挥作用；

（5）数字图书馆研究所今后应扩大规模，增加合作机构，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社科部邹培老师赞扬了图书馆领导认真严谨、参会者务实的工作作风，认为两个机构的科研工作各有

特色、各有风格，充分肯定了图书馆为社会发展和学校发展做出的贡献，同时也对图书馆的发展提出了合

理化建议。 

    朱强馆长指出，北大图书馆是一个集传承古今文化、提高师生综合素养、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跨学科

机构，未来的工作重点将实现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人文建设；通过机构调整和业务创新，实现从以纸质

资源为中心到以服务为中心的跨越式发展，不仅加强对学生学习、研究的软硬件支撑，而且强调对院系、

研究中心科研教学以及学校规划管理的支持。 

 

图书馆两大虚体科研机构联合召开 2 0 1 5年度学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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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晚，乔治·夏勒博士做客图书馆大雅讲堂，讲述自己在青藏高原工作30年的经历及见闻。讲座

由图书馆萧群书记主持，报告厅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活动伊始，萧群书记简要地介绍了夏勒博士的学术成就，称赞他将全部精力献给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是一位可敬的科学家，而且能将兴趣和工作完美地结合，也是一位幸福的学者。 

在随后的讲座中，夏

勒博士通过展示在野外调

研时拍摄的精美图片，向

大家介绍了调研过程及调

研成果。在近30年的时间

里，他深入研究藏羚羊、

西藏盘羊、岩羊、藏原

羚、野牦牛、白唇鹿、野

骆驼、藏野驴等有蹄类动

物，并且持续关注草原生

态系统的维持和保护、牧

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相

处。 

夏勒博士强调，藏羚

羊虽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但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变以及捕猎等，它们的数目在不断下降，关于藏羚羊的保护仍需要被广泛关注。

他还以高原鼠兔为例，阐述了每种生物都对整个生态链条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味地毒杀所谓的“害兽”会

极大地破坏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 

此外，他提到，野生动物与牧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牧民用牦牛角挤奶，用牦牛皮和野驴皮制作婴

儿摇篮等。但上世纪90年代末草场实行承包制后，牧民用围栏将草场围起来，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严

重威胁，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草场上高速奔跑的动物会撞在围栏上受伤或失去生命。这些问题也引起了

当地牧民的关心，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尝试拆除围栏放牧。 

讲座最后的交流环节，现场听众踊跃提问。来自青藏高原的同学问到：“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当地

牧民能够做什么？”夏勒博士答道：“现在的牧民已经在尝试做一些改善，实际上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

态环境是个浩大的集体性的活动，需要大家作为一个社区或团体共同去努力。”夏勒博士呼吁，人们应保

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并与自然和谐相处。 

乔治·夏勒博士做客大雅讲堂，讲述在青藏高原的三十年  

 

乔治·夏勒博士与听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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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支持中心“热点态势分析”项目成功实施  

    12月初，受学校科学研究部委托，研究支持

中心先后完成了不同科学前沿领域的近17个热点

态势分析项目，形成了基于数据挖掘与文献计量

分析的研究报告20余份，这些报告作为科研研究

部申请的教育部重点课题“基础研究和交叉前沿

优先支持方向战略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初期完

成就获得认可并得到科学研究部的经费支持。该

项目支撑了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的科学前沿研究

课题，是图书馆发挥科研支持服务优势、实现

“馆”“管”合作的成功尝试。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的“基础研究和交叉前

沿优先支持方向战略研究”课题旨在研究和发掘

中国高校及北京大学各学科领域的前沿热点，找

出中国高校和北京大学应该重点发展的、已有基

础但需要颠覆性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需要

整合强化的一些方向。研究支持中心应课题研究

需求，先后完成了发动机实验等17个方向的热点

态势分析，通过对每个方向少则数千、多则数万

条文献的挖掘与分析，对其文献增长态势，国

家、机构、研究人员的分布与科研绩效、研究与

发展趋势等给予了全面评估，有力支撑了北京大

学科学研究部的课题研究。 

    这种全方位、全技能要求的前沿研究项目服

务，既锻炼了队伍、提升了研究支持馆员的职业

技能，也让图书馆研究支持服务真正从规划走向

了实践，相信未来图书馆的研究支持服务有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徐中远谈《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  

    12月18日晚，图书馆邀请中央办公厅老干部

局原局长徐中远做了题为《毛泽东晚年读书生

活》的读书讲座。讲座在图书馆北配殿举行，由

图书馆党委书记萧群主持，由图书馆之友协会协

办。 

    萧群书记代表图书馆对徐中远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徐中远是1966-1976年在毛泽东身边从事

图书服务和管理的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曾在北

大图书馆第二报刊阅览室工作过，此次徐老的讲

座也是毛泽东诞辰122周年的重要纪念活动。 

    徐老认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跟他毕生孜孜不

倦地读无字书（即社会实践）和有字书这两本书

相关。徐老介绍，毛泽东不管多忙每天都会挤出

时间读书，他读书范围极广，古今中外，从社会

科学到自然科学都有涉猎，读得最多的书是《共

产党宣言》、《鲁迅全集》、《二十四史》这三

本。徐老说，毛泽东读书手不离笔，喜做批注，

擅长逆向思维，力求实事求是地剖析事实，评说

人物。 

    徐老用丰富的第一手史料从十个方面阐述了

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的特点，包括：（一）博览

群书；（二）喜爱读的书一读就是几十年、一辈

子；（三）不动笔墨不看书；（四）密切联系实

际；（五）有重点、有选择地读，重点部分反反

复复读；（六）阅读的视角多；（七）把两种或

两种以上的书放在一起对照着读、对比着读、研

究着读；（八）人走到哪里，把要读的、爱读

的、正读的书带到哪里；（九）独立思考，不死

读书，不尽信书；（十）挤时间、下苦工、至死

方休。 

    提问环节，徐老就毛泽东生前爱读的报纸以

及怎样评价其他作者写的同类书籍等问题和同学

们进行了深入交流。讲座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圆

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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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以“大学生户外影展”为主题，图书

馆与北京大学山鹰社开展了一系列的资源共享与

合作活动。首先在阳光大厅举办了“行·阅·科

考”图文展，该展览展示了北京大学山鹰社10次

不同主题的科考活动，图书馆针对这十余次科考

活动，介绍了一系列相关书籍，向参观者普及了

相关科学知识，进行了科普活动。展览期间还在

图书馆305室展映了山鹰社历年的科考视频，并且

展播了一系列登山、探险专题的电影。 

其次，还在图书馆南配殿召开了北京大学山

鹰社2015年贡嘎山骆驼科考队“行·贡嘎山科考

报告会”。报告会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

山鹰社图书角”的成立拉开帷幕，山鹰社社长赵

万荣向图书馆党委书记萧群赠送了山鹰社的社刊

《山友》、《时维鹰扬》等著作以及历年登山科

考报告，读者可以在图书馆新书阅览室的“山鹰

社图书角”阅览到这些资料。 

通过整合学生社团中的优质资源来拓宽图书

馆的服务范围，是图书馆服务的一个新方向。 

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山鹰社开展资源共享合作  

山鹰社赵万荣社长向图书馆萧群书记赠送著作  

图书馆“密室逃生”第 3季成功举办  

    1 2月 1 2 - 1 3日，由图书

馆、IEEE北京大学学生分会、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研

究生会共同主办的图书馆“密

室逃生”第3季活动在图书馆

成功举办。该项活动受到了师

生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两

天内共有超过70支队伍报名、

700多人次参与了本次图书馆

“密室逃生”活动。 

    图书馆“密室逃生”活动

是由图书馆与IEEE北京大学学

生分会共同策划的大型科技与

文化体验活动，至今已经连续

举办了 3年。今年的图书馆

“密室逃生”活动继续秉承了

以往的宗旨，通过有趣的活动

形式吸引师生到馆参与，并通

过活动内容引导师生了解图书

馆资源和服务与信息素养能力

培养的重要性，帮助大家提升

信息意识与能力；同时，本次

活动还实现了图书馆新服务、

新资源的介绍和推广等内容的

嵌入，如将谜题视频挂在了图

书馆多媒体资源服务平台的网

站上，帮助同学了解和熟悉这

一重要多媒体资源平台；将线

索放映在图书馆新开辟的3D电

影体验室（305）和移动设备

体验区，引导大家了解这些场

所等，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

果。 

    今后，图书馆还将继续探

索和尝试通过类似形式活泼、

内容丰富的活动，进一步推动

校园阅读推广工作，丰富在校

师生的文化生活，提升师生的

信息和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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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文社科类图书空间过于饱和，而自然科学类图书空间相对宽松，征求读者意见后，学习支持中

心进行了较大范围的馆藏布局调整，将部分出借率较低的科技类图书下架，运至昌平储存馆，将人文社科

图书借阅区的G、H、J大类图书迁至科技图书借阅区。5月初开始，阅览室工作人员就制定好工作方案，并

准备好相应的设备，一切就绪后，各组工作人员开始按照方案进行图书下架、倒架工作，平均每天倒架

1000册图书。10月11-13日，人文社科图书借阅区与科技图书借阅区进行区域性封闭作业，集中高效地完成

倒架。 

此次馆藏布局调整工作量较大，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克服困难、主动加班加点，认真完成。科技图书借

阅区共有88042册文献下架、转运；人文社科图书借阅区将本层G、H、J类共58201册图书下架、修改馆藏

址、运至科技图书借阅区并上架，搬走三个类号之后腾出的空间可以供233175册图书疏松空间；工作人员

对未找到的图书，在下架清单中均做出标记。 

这次馆藏调整，为人文社科类开架图书腾出了空间，可以缓解开架区1-2年的空间紧张问题，保证学习

支持中心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图书馆开架阅览区馆藏布局调整  

特色资源中心对民国旧报刊进行清点复核工作  

特色资源中心近两年对民国旧报刊阅览室的民国期刊进行了清点，到2014年底，初步完成了27650册民

国期刊的清点工作。为确保准确性，2015年10月又进行了清点复核工作，工作人员从Workflow系统中导出

馆藏在民国旧报刊室但实物没有被清点的期刊列表，共涉及期刊112种。然后工作人员逐一按照列表找到实

物，再与系统中数据进行一一核对并进行相应处理。通过此次清点及复核工作，民国旧报刊阅览室基本排

查了馆藏数据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加强工作人员对馆藏文献保护与揭示工作，保障日常阅览服务的进行。 

（接第1页） 

学者主页平台（Scholars@PKU）是为本校教师学者自主创建学术型个人主页提供服务的网络平台。北

大教师及博士研究生可以借助简单易用的建站工具轻松建立个人主页，随时更新自己的履历、课程、活

动、科研成果、演讲、新闻等信息，全方位展示个人学术轨迹和学术风采。目前平台已收录176位北大学

者的丰富数据，并已与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光华管理学院达成合作建设意向。未来平台还将引入和对接

ORCID全球开放学者唯一标识，实现更高程度的学术成果归属的精准对应，成为北大学者集体展示学术影

响力的权威渠道。 

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开放获取，构建面向机构和学者的学术成果生态系统是图书馆聚焦于北京大学未

来的发展愿景，实施图书馆“2018行动计划”，为北大教学科研及管理提供嵌入式服务的重要举措。四大

平台既是图书馆持续突破传统业务和服务范围的大胆探索，也是图书馆在资源保障与服务支撑职能的基础

上，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参与到全校教学科研协同创新体系的最新尝试。信息化与数据中心还将再接再厉，

与馆内各业务部门齐心协力，改进和完善四大平台的服务功能与用户体验，扩展和提升北大学术成果生态

系统的应用范围和用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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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7日，图书馆总-分馆体系2015年总结会在国际关系学院分馆成功召开。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王逸舟教授、艺术学院副院长唐金楠老师，图书馆朱强馆长、萧群书记，医学馆王金玲副馆长，总馆馆

员、各院系分馆负责人等共36人参加了总结会。会议由图书馆副馆长肖珑主持。 

首先由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致辞。他代表国关学院充分肯定了分馆建设对学院教学、科研

以及学生学习的重要意义。随后图书馆分馆办公室主任巩梅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2015年的工作做了总结报

告，报告用大量统计数据和精彩的图片总结了总分馆体系在一年中的重大发展和进步，其中年内新增院系

分馆6个，全校分馆数量达到39个。一年中，在总馆的积极推动和分馆的共同努力下，全校的资源建设工作

继续协调稳步发展，共建共享步伐继续迈进。4月，第二批5个分馆向全校开放借书服务，使得向全校开放

借书服务的分馆已经达到17个；5月，总馆、医学馆、六所附属医院分馆之间的通借通还工作开展，处于不

同校区的读者只要检索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后在网上提交预约，就可以在最近的图书馆借到所需图书。这项

服务一经推出，就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赞扬，预约数量节节攀升。全校各分馆根据各自的特点，积极创新

服务，发挥优势，开展了大量的参考咨询、学科服务、定题研究、读书讲座等活动，共同为全校师生的教

学和科研提供了文献保障。 

信息化与数据中心主任崔海媛介绍了北京大学学术交流生态系统，研究支持中心主任张春红做了题为

“北大图书馆学科服务的规划与实施”的报告；北大三院分馆馆长田新玉介绍了三院分馆在挖掘读者数

据、调整发展方向、做好图书馆服务方面的经验。报告结束后各馆代表就各分馆2015年度的工作进行了交

流与讨论，并就下一年度分馆工作进行了展望。最后朱强馆长、萧群书记和肖珑副馆长对本次会议进行了

总结，朱强馆长特别谈到在2016年，希望总分馆共同努力，在分馆的协调采购、人力资源管理、分馆评估

指标等方面进行更好的规划和探索，以适应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目标。会后参会代表在国际

关系学院分馆潘筠馆长带领下参观了国际关系学院分馆并就分馆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 

2015年正值图书馆总馆机构改革，许多分馆也在馆舍空间、文献资源建设、读者服务方面进行了调

整。总馆与分馆是密不可分的有机体，今后在加强数字资源建设，利用社交媒体手段参与图书馆服务，积

极推进总分馆体系下全方位的文献资源通借通还和协同采购，利用图书馆海量数据、先进的分析工具以及

丰富的人力资源深入开展学科服务等方面总馆与各分馆将重点合作，使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成为北

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按既定工作计划，9月开学后，报纸与文艺期刊阅览室开始进行装订刊上架、过刊退架、顺架倒架等工

作。 

此项工作是在图书馆进行机构改革后进行的。在保证阅览室正常开放的情况下，阅览室全体工作人员

克服任务重、时间紧的困难，协同配合，高效率、高质量地推进该项工作。 

两个月内完成1324册新刊的上架工作、3893册过刊的退刊下架工作，另外，还集中力量进行了文艺过

刊合订本的倒架。这项工作，不仅对当前架位进行了整理，理顺了之前存在的问题，而且为今后的发展预

留了架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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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17日，由图书馆

与雨之亭书社联合主办的《北

京大学图书馆藏未刊善本古文

献丛书》专家研讨会于北京达

园宾馆顺利召开。 

会议由古籍部李云主任主

持，邀请业内知名学者莅临指

导，到会专家有：国家图书馆

李致忠、北京大学中文系安平

秋、上海图书馆陈先行、复旦

大学图书馆吴格、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罗琳、天津图书

馆李国庆、首都图书馆马文

大、北京大学历史系桥本秀美

以及国家图书馆谢冬荣。朱强

馆长与雨之亭书社赵放总经理

出席会议并致辞。在为期两天

的会议期间，各位专家对该出

版项目的意义给予高度肯定，

并就丛书题名、选目及出版等

问题进行热烈讨论，针对当前

已完成“刻本”与“稿抄本”

（明代部分）的选目及编例内

容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会议聘请参会学者担任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未刊善本

古文献丛书》专家学术委员会

委员并颁发聘书，由此，《丛

书》将持续得到业内权威人士

的指导，这为项目的后续工作

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未刊善本古文献丛书》专家研讨会顺利召开  

优 化 采 访 工 作 流 程 、 提 升 采 访 工 作 效 率  

10月27日，资源建设中心组织全体采访馆员召开了采访系统需求研讨会。首先，张美萍主任对采访工

作中存在的手工查重流程繁琐、耗时较长等情况进行了介绍，希望通过系统调研提出一个完善的需求，借

助CALIS管理中心的技术支持，最终实现采访工作的查重、订单分配、整合、对接等工作流程的自动化。 

李晓东副主任对采访工作管理端的功能作了初步的设想，希望可以实现以下功能：（1）该系统可代替

人工完成馆藏资源查重工作；（2）该系统可支持工作人员之间的协作；（3）实现采、访两个功能。借助

系统平台，不仅可完成馆配商的书单遴选，也可接入其他来源的采访数据（例如出版社等）供工作人员采

选；（4）读者推荐、馆际互借系统的对接。根据读者需求和馆藏发展的实际需要，为读者选择最佳的图书

获取途径；（5）统计功能的实现。该系统

的开发与实现，将大大减少甚至结束手工查

重和相关工作的汇总和统计，为采访馆员拓

展采访来源、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多

选书，选好书”上。参会的人员都积极表

态，支持本次系统调研工作，会上完成了系

统调研和起草需求的初步分工，希望早日完

成系统开发并应用到实践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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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资源建设中心文科采访馆员小组

一行六人赴社会学系分馆开展调研与交流，受到

社会学系分馆负责人龚芳老师热情接待。 

首先，龚老师带领到访人员参观社会学系图

书馆，并介绍了社会学系分馆的馆藏和服务情

况。社会学系分馆馆藏涵盖了社会学、社会工

作、民族学、人类学和人口学等多个学科，主要

服务于本系师生，同时面向全校师生提供在馆阅

读服务，并配合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HL)面向全国提供文献传递服务。 

参观后，大家就社会学系的采访流程进行了

座谈交流。社会学系分馆目前的采访工作，主要

有师生主动推荐、教师和同学们组成的选书小组

参与批量图书筛选、教学参考书及套书补缺三种

收集文献需求方式。这三种信息来源均因有了读

者参与，对于到馆上架图书的利用率有着很好的

保障。因日常工作环境的便利，馆员也能及时与

院系老师和学生进行沟通，更易于知悉每一位老

师的研究方向、科研方法和借阅习惯。本次调研

更加明确了社会学系分馆的图书采购范围和方

向，同时也收集了一些总分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

建议。针对教师研究需求，可以适当开放保存本

和工具书的借阅，扩大推荐图书平台的数量限

制，总分馆共用选书平台等。 

此次对社会学系分馆的调研和走访，加深了

总分馆间的沟通合作，对于今后总-分馆之间逐步

开展协调采访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建设中心文科小组赴社会学系调研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业 务 统 计 平 台 正 式 上 线  

经过一年多的业务调研、需求分析和开发调

试工作，“北京大学图书馆业务统计平台”于11

月17日正式上线，2015年图书馆年度统计正式在

业务统计平台上进行。 

2013年10月，信息化与数据中心、综合管理

与协作中心紧密配合，正式启动统计平台开发项

目。综合管理与协作中心指定专人负责需求整

理，并对功能要求进行跟进，各业务部门在需求

调研与调试方面积极配合。平台涉及全馆1300多

项业务数据的统计，这些统计项之间的相互关系

复杂，给平台的架构设计与功能实现带来巨大挑

战，但在全馆上下的支持下，平台开发按时顺利

完成。 

目前，平台第一阶段建设目标已经基本实

现：2014年的年终统计数据已在测试阶段录入系

统；2015年的数据则随各业务部门的年终统计工

作进度，逐步录入到系统里。今后所有的年度数

据统计，只需先将基础数据录入系统，系统就能

据此自动运算得出相关的统计项，免除逐项手工

计算的负担。与此同时，2000年至2013年的统计

数据也已开始回溯录入。待回溯完成后，一个数

据完整、功能强大的业务数据管理平台即可形

成，将为馆领导掌握图书馆业务发展情况提供全

面的数据支持，并为各部门开展业务工作提供可

靠的参考。 

平台的设计与开发也是图书馆将日常业务与

数据挖掘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一次初步探索。该

项目作为新技术应用案例报送2015年11月“北京

地区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年会”的案例分享，

荣获一等奖，受到图书馆同行的关注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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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资源中心自2013年以来一直在积极筹建

近现代文献修复中心。今年11月，得益于学校的

经费支持，在图书馆领导、信息化与数据中心以

及综合管理与协作中心的支持下，顺利采购了一

批文献修复所需的基础设备和材料。 

由于特色文献修复材料市场规模较小以及修

复设备的多样性，负责采购人员在前期多次进行

修复设备、修复材料和修复用具的市场调研和考

察，根据实际工作需求核算初级阶段修复工作开

展所需经费并上报申请，联系多个厂家了解所需

设备库存、产品功能和价格等方面情况，撰写采

购清单、商讨价格、制定合同、接收验收货物

等，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文献修复设

备和材料的采购工作。在现有修复设备和材料基

础上，可以初步开展文献修复工作。以此为基

础，筹建近现代文献修复中心的工作将不断完善

和充实。 

特色资源中心采购文献修复设备和材料  

“总分馆协调发展工作机制探索”沙龙成功举办  

10月30日，图书馆在物理学院举办主题为

“总分馆协调发展与共建共享工作机制探索”的

沙龙活动。图书馆副馆长肖珑、物理学院党委副

书记董晓华、以及各院系30余名馆员参加了沙龙

活动。 

首先，物理学院董晓华副书记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致辞，她充分肯定了总分馆体系对物理学院

分馆建设的积极推动作用。同时，加强了物理学

院与各分馆之间的互相联系和相互学习。 

随后，物理学院马晓梅老师介绍了物理学院

分馆的历史、馆藏、服务、特色资源等各方面的

情况。 

图书馆副馆长肖珑作了“国内外图书馆总分

馆体系运行机制”报告。她以北大图书馆的发展

为出发点，结合她在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各大学图

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总分馆体系的体验，详细探

讨了未来北大总分馆体系发展的工作机制。未来

北大院系分馆和学科分馆的收藏要突出特色，定

位明确，总分馆密切配合；服务要向亲民和方便

上发展，为读者打造更多的自主学习、文化展

览、小型研讨、社区服务的空间。分馆功能的定

位要适应读者群的变化。总分馆要一体化、全方

位为读者服务，分馆既要突出本馆特色，更要利

用总馆的资源做好服务。 

图书馆分馆办公室巩梅老师介绍了全校总分

馆之间开展“通借通还”工作的进展和各分馆参

与服务的统计数据，再次呼吁各分馆向全校读者

开放借书服务。 

最后，馆员们对如何让学生助理参与到图书

馆的服务中、分馆馆员的学术交流与学习开展等

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和交流。  

馆员们现场参观了刚刚扩建后的物理学院分

馆，良好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空间给大家留下深

刻印象。 

作为分馆馆员之间交流业务，共同探讨工作

的“分馆沙龙”活动已经开展了三年。沙龙活动

将讨论地点设在各院系分馆，由各分馆轮流承办

的方式进一步给分馆馆员创造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并提升了各馆的业务水平。感谢物理学院分馆承

办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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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由朱强馆长、

萧群书记、肖珑副馆长以及主

要业务部门主任、院系分馆负

责人组成的评估小组对外国语

学院分馆进行了评估和实地考

察。外国语学院郑清文副院

长、外院分馆馆员、外院教师

代表、学生代表、北大各院系

分馆的馆员代表等20多人参加

了评估会。 

评估会上，朱强馆长和郑

清文副院长分别代表图书馆和

外国语学院讲话，阐述了评估

的意义和分馆建设对提升学院

的学科建设、提高教学科研水

平、培养学生的信息文化素养

的重要意义。张晓雁老师代表

外国语学院分馆从体制管理，

办馆条件，信息资源建设，读

者服务，信息素质教育，自动

化、网络化和数字化建设等方

面做了自评报告。评估组通过

听取报告、听取学院领导、老

师和学生代表发言、现场提

问、审阅规章制度和学术成

果、现场考察等方式对外国语

学院分馆进行了认真评估，并

按照《北京大学院系分馆评估

体系表》进行了打分，最终外

国语学院获评优秀分馆。 

外国语学院分馆历史悠

久，资源丰富，2014年搬入新

馆后馆藏面积达到2500平米，

将原来分布于不同地点的馆藏

进行了整合，纸本馆藏量达到

25万余册，涵盖25个语种，其

中国内唯一日本动漫图书阅览

室、同声传译语音室更成为分

馆的亮点。学院领导一直都很

重视分馆建设，多方保证经费

投入，多渠道获得捐赠，保证

了分馆的稳步发展。外院分馆

工作人员有专业学科背景，热

爱本职工作，与各语种系所建

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为学科

发展做了良好的保障。他们积

极推动小语种回溯编目、为各

种语言的学习制作录音带、培

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推动数字

资源建设。 

另外，评估组对外院分馆

未来的发展和建设提出了更高

的期望，希望未来外国语分馆

能够保障稳定的经费投入，多

途径开展回溯编目工作，加快

小语种回溯进度，同时与总馆

加强多项服务工作的协调，扩

大服务范围和服务领域，向专

业学科分馆方向发展。 

 

外国语学院分馆评估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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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广活动被评为“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项目  

    图书馆“书读花间人博雅，腹有诗书气自华”系列活动因特色突出、效果显著，获评第二届全国高校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项目。“阅读传统经典·品味书香生活——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

由教育部与《光明日报》社联合发起，旨在引导广大师生养成阅读经典的良好习惯，在博览群书中涵养心

灵、浸润思想、陶冶情操、提升境界、丰富生活，在阅读经典中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

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该活动在全国高校中共评出十个示范项目。 

    为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经典进校园，北大图书馆依托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和良好的

学术氛围，与校内外组织机构广泛合作，以“书读花间人博雅，腹有诗书气自华”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引导学生走进经典、潜心阅读，取得了显著效果。 

    “北大读书讲座”：邀请名家大师畅谈经典著作，分享阅读感悟。“北大读书讲座”是由图书馆主办

的品牌活动，旨在搭建知名学者与青年学生分享阅读经历和人生智慧的校园文化交流平台。在“北大读书

讲座”的策划和组织中，图书馆特别注重邀请在历史、文学等领域有影响力的名师大家，围绕着某种或某

类经典著作，畅谈读书体会和人生感悟。已举办的经典阅读类讲座包括：作家毕飞宇的“‘走’与‘走’

——小说内部的逻辑”，美国独立高级研究员Charlotte Harris Rees的“《山海经》与古代中国人的美洲

探索——从落基山出发寻找答案”，北大中文系教授卢永璘的“中国文论第一书《文心雕龙》”等等。这

些讲座平均每场的听众有220人左右，通过知名专家学者的精彩演讲，增强了读者们对经典原著的认识和理

解，也促进了传统文化在校园中的传播。 

    “新青年•享阅读”读书沙龙：邀请教授担纲“领读导师”，精读经典著作。“新青年•享阅读”读书

沙龙由北大青年研究中心（网教办）、北大出版社、图书馆联合主办，定位于小型高端学术讨论，每期都

会邀请一位北大教授担纲“领读导师”，带领学生精读某本著作并展开讨论，以搭建“深入阅读”与“即

时交流”相融合的读书平台。比如，第二期的读书沙龙由北大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担纲“领读导师”，

约30位来自不同院系和年级的“阅读生”围绕司马光的史学巨作《资治通鉴》，在张帆老师的带领下一同

在史海拾贝，探讨史学素养和史学智慧的相关问题。 

    “图书馆好书推荐”：开列推荐书单，利用社交媒体大力传播传统文化。为读者开列推荐书单一直是

北大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推荐书单主要以在馆内举办展览的形式呈现，而利用社

交媒体的便利性、互动性、分享性和良好的辐射效应来推荐名篇名作、打造线上阅读社区，无疑更能加强

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力度。 

    图书馆在官方微博、微信、人人网上专门设立了“馆藏撷珍”、“图书馆好书推荐”等常设栏目，以

图文并茂的方式宣传好书、与网友交流阅读感悟。已推荐的经典好书中包括不少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

文化进行解读和研究的著作，如：《中国古代文化常识》、《陶渊明集笺注》、《杜甫评传》、《中国诗

歌艺术研究》、《屈原辞研究》、《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等。 

    图书馆一直非常重视阅读推广工作，因成效突出已获得多项荣誉，如2015年7月获评“全民阅读示范基

地”，10月获得“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一等奖等。此次入选“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示范项目，既是对图书馆以往工作的积极肯定，也是进一步提升服务、开拓创新的动力。图书馆将继

续面向北大师生推广经典阅读，营造浓厚的书香校园氛围，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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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应用案例在北京高校数图年会荣获一等奖  

11月5-6日，“2015年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数

字图书馆年会——大数据支撑下的图书馆服务创

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聂华副馆长率领信

息化与数据中心的12位同事参加了会议。会场内

展示了由北大图书馆开发团队张元俊、韦成府、

刘丹设计制作的案例宣传海报。 

会议由聂华副馆长主持。周义刚作了题为

《北京大学学术期刊在线出版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的演讲报告，分享了图书馆在支持校办期

刊、响应开放获取运动方面的探索与收获。在案

例宣讲环节，张元俊介绍了图书馆自主研发的

“基于业务数据的统计分析平台”应用案例，他

介绍了平台的开发缘起、功能目标和技术原理，

展望了高校图书馆全面提升管理效能的美好前

景。经大会投票评比，图书馆提交的“基于业务

数据的统计分析平台”案例脱颖而出，与北京科

大图书馆提交的案例并列获得一等奖，展示了该

项工作的新颖性和实用价值。图书馆业务数据统

计分析平台的Beta版，已于11月17日在馆内上

线，将在今年年终的全馆业务统计分析工作中大

显身手。 

清华图书馆党支部来馆调研交流  

11月4日，清华

大学图书馆采编科

古特藏支部一行5人

来馆与资源建设中

心党支部进行调研

交流。本次调研交

流 主 要 从 支 部 建

设、青年馆员的成

长与培养以及在新

形势下传统采编部

门的发展方向三个

方面开展。 

首先，资源建设中心支部书记邵亚雄对近年

支部所开展的活动、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体的介

绍。资源建设中心主任、资源建设中心支部老书

记张美萍老师对支部建设中的特色举措进行详细

介绍。同时，清华图书馆采编科古特藏支部书记

贾延霞老师也分享了其支部建设中的特色主题活

动。 

接着由资源建设中心主任张美萍老师、副主

任刘彦丽老师共同针对青年馆员的培养、图书馆

落实2018行动计划

开展的机构重组进

行了详尽的介绍。

清华图书馆同仁对

北大馆积极调动青

年馆员积极性，采

用跨机构的工作团

队开展图书馆宣传

推 广 工 作 给 予 赞

扬。 

最后，清华大学图

书馆采访部主任吴

冬曼老师与资源建设中心主任张美萍老师分别就

各馆在资源建设方面的工作内容进行了介绍，就

具体业务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资源建设中

心开展的学科采访的操作细节进行探讨，为进一

步加深资源建设学科化发展提供了思路。 

此次调研交流拓宽了大家的视野，增长了见

识，交流分享了经验，加深了彼此的友谊，是馆

际之间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良好机会。 

 

参会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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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资源中心接收校友梁民基先生赠书  

    11月17日，特色资源中心接收了物理系59级校友梁民

基先生所赠《茵梦湖》的14个版本。 

    梁民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59级校友，毕业后从事

科技工作。20世纪80年代曾到德国进修，参与过近10种英

日专业书籍翻译，发表过若干中外文论文。90年代起在香

港、深圳和加拿大等地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现已退休。梁

先生是《茵梦湖》忠实爱好者，著有《<茵梦湖>背景及施

托姆的情感经历》一书。所赠《茵梦湖》14个版本为他多

年精心寻访搜集所得，均为外文，可供《茵梦湖》爱好者

阅读，也可供《茵梦湖》研究人员参考。 

    《茵梦湖》是德国诗人、小说家台奥多尔·沃尔特森·施笃姆（1817-1888）的作品，描写一对青年男

女的爱情悲剧，通篇充满浓郁的伤感情调。小说谴责了包办婚姻，不仅主题鲜明，而且在艺术上有很高的

造诣。小说在中国广受欢迎，至今仍不断有新的中译本问世。 

北 大 文 库 再 度 接 收 侯 仁 之 夫 妇 赠 书  

    11月25日，侯仁之先生之女侯馥兴女士再度向北大文库捐赠新整理出的侯仁之、张玮瑛夫妇藏书，共

计139册，其中不乏侯仁之先生题签本等珍贵图书。值得一提的是，其中4册藏书，涵盖了侯仁之先生1946-

1949年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的重要时间点和人物，可以说是侯先生留英的文献见证，具体介绍如下： 

    中国疆域沿革略/童书业著，开明书店，1946年4月。题名页有侯仁之先生题记：仁之，一九四六年九

月过南洋赴英在新加坡所购。 

    The Regional Geography of Thomas Hardy's Wessex/by H. C. Darby，The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38, No.3, 1948抽印本。作者H. C. Darby是侯仁之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时的导师，时任利物

浦大学地理系主任，为英国历史地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 

    An English Library: an Annotated List of 1300 Classics/by F. Seymour Smith.London : Na-

tional Book Council, 1944。扉页有侯仁之先生题记：仁之，一九四七年一月廿五日，利物浦。 

    The Personality of Britain/by Cyril Fox, The National Museum of Wales, 1947。扉页有侯仁之

先生题记：仁之，一九四九年八月初巧遇此书（只一册），留英期间选购图书之最后一册。 

    除此之外，本次接收的藏书中颇具收藏价值的图书还有很多，如：侯仁之先生1946年冬购于伦敦的瑞

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的名著《北京的城墙与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1924

年限量原版；英国人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笔名Putnam Weale）所著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的中译本《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华书局1916年版，本馆原仅存一册；童世亨著《历代疆域形

势一览图》，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本馆无收藏。总之，这批书很珍贵。 

 

梁民基先生所赠《茵梦湖》的14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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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派员参加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分析与服务研修班  

    12月2-6日，研究支持中

心李峰、谷明参加了由高校图

书馆专利信息服务推进组主

办、同济大学图书馆承办的

“2015年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

专利信息分析与服务研修

班”，通过战略研讨、专家授

课、案例分享、操作实战等方

式，全面系统地学习了专利信

息分析的理论知识及实践技

能，了解了我国在知识产权服

务领域的新形势、新政策和新

要求，掌握了专利信息服务的

内容、方法和流程。北京大学

图书馆李峰作了“以需求促服

务——北京大学图书馆专利信

息服务介绍”的案例交流。 

    作为高校从事信息分析与

咨询服务的专业机构，图书馆

应大力加强专利信息分析与服

务工作，使其成为当前高校图

书馆加快服务转型、推进服务

创新的新型重点业务方向，为

高校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提

供重要支撑。 

继续努力，扎实工作  

图书馆荣获离退休工作先进集体  

    北京大学2015年退休典礼，暨第三届离退休

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于12月30日在

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举行，常务副校长吴志攀、

离退休工作部部长马春英、人事部长刘波及北医

相关领导出席大会并颁奖。图书馆2015年退休老

师代表张宝生、柴振才、王爱农、殷莉、卞正

肃、罗芸参加了大会。会上，图书馆作为先进集

体受到了表彰，季红老师作为先进个人代表，在

大会上作了发言。长期以来，图书馆离退休工

作，得到了党政领导和各部门同仁的有力支持和

帮助。工作上取得的进步、获得的荣誉，是大家

通力合作的结果，是图书馆的光荣。随着离退休

队伍的不断扩大，图书馆离退休工作还需要不断

改进和探索。离退休工作小组将与大家一道，在

为图书馆离退休老师服务方面更多地做实事，继

续努力，扎实工作。衷心感谢并希望各级领导和

同仁，一如既往的对离退休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

和大力帮助。 
图书馆荣获离退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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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 进 八 强 ， 共 创 佳 绩  

— — 记 北 大 图 书 馆 毽 球 队 比 赛  

    金秋十月，一年一度的北京大学教职工毽球

比赛在邱德拔体育馆顺利举办，来自各院系的48

支球队精神饱满，齐聚赛场，展示了一幕幕精

彩。 

    本次比赛中图书馆组成一队、二队参赛，两

队新老队员团结合作，不畏强手，默契配合，在

扣人心弦的比赛中，双双进入8强决赛。最终一队

获得第八名，二队获得第六名，喜获佳绩，为图

书馆夺得新荣誉。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赛事中，图书馆的队员

们，个个展现出饱满的比赛热情，不断提升毽球

技巧，用一个个精准的发球和灵巧吊射力挽狂

澜，使一队反败为胜，赢得开门红。小组赛二队

对基建一队两队棋逢对手，难分难解，最后一局

还差几分时，比分咬得还非常紧。关键时刻老大

姐周义刚挺身而出，一边鼓舞队员士气，一边用

几个经验丰富的球打破了比分僵局，赢得最后主

动。在队长带领下，赵飞的一个精彩回头望月头

球让人回味，杜sir的一个超级小吊球让大家叫

好。最终大家齐心赢得小组赛最关键一场。这样

的精彩时刻数不胜数，我们想起了：萧老师的霹

雳旋风脚、黄老师的闪电劈扣、刘丹的近网高

弹、乃帅的沉稳后场轻吊、轶雯详细的对手分

析、高征的超级拉拉队。大家各司其职，团结一

致，为胜利都发挥出

了自己的极致。  

    比赛不仅让大家

享受了运动的快乐，

也磨练了智慧的体

魄。感谢为此次大赛

奉献的每一个人，希

望学校的毽球运动越

办越好，将来能走出

燕园，和北京乃至全

国高校的毽球高手切

磋学习。 

 

图书馆毽球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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