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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服务 

 

特定文献检索经验点滴（4） 

---- 尝试多种平台，挖掘免费全文 

在上一篇，我们通过一个案例介绍了在查找文献过程中如何排除错误信息

造成的障碍。 

本篇，我们再介绍一个案例，演示尝试多种平台，挖掘免费全文的过程。

案例如下： 

篇名：Activation of central and peripheral processes in a drawing task: 

Analysis of pauses and movement amplitude 

作者：Desbiez, D.; Vinter, A.; Meulenbroek, R. G. J.  

刊名：Annee Psychologique；ISSN：0003-5033 

年卷期：1999 年 99 卷 1 期；页码：9-44 页   

经验告诉我们，资源检索平台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包揽所有检索需求的，

面对一个检索需要，往往需要尝试不同检索平台。 

以这个篇目为例，我们先看看图书馆的博观学术，用篇名检索，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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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核实了篇目信息，但是没有告诉我们那里有全文。 

我们用大家经常使用的读秀再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同样用篇名检索，截图

如下： 

 

还是没有告诉那里可以得到全文。 

再尝试 Calis 外文期刊网 CCC： 

 

呵呵，终于看到获取全文的线索了：  

全文链接：NecPlus Service Abonnements(Open Access)(persee.fr) 

点击链接，来到这个网站，https://www.persee.fr/，fr 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法

国网站，在翻译服务强大的今天，即使不懂它的语言，也应该不成问题；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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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翻网络翻译操作，我们得知它这里不直接提供全文。 

 

但不要绝望，宝藏隐藏在细节里：“la page du document”有链接，点击它，

宝藏现身了： 

 

可以全文在线阅读或下载！ 

实际上，https://www.persee.fr/ 就是一个著名的法语人文历史方面的开放

获取文献站点。 

挖宝经验：尝试不同的平台！尝试不同的平台！尝试不同的平台！ 

（信息咨询部  江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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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介绍 

 

 

《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 

 
[以色列] 埃特加·凯雷特 著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5 月出版 

索书号：I382.45/45                      馆藏地：北一区中文新书阅览室 

埃特加·凯雷特是以色列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品被译为 42 种

语言，风靡全球 45 个国家和地区，他笔下已有 50 多个故事被改编成电影，数

次获得以色列出版协会白金奖、二度进入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大奖决

选，并获颁以色列地位崇高的总理奖、有“小诺贝尓”之称的诺伊施塔特国际

文学奖、法国艺术暨文学骑士勋章、英国《犹太季刊》小说奖、全美犹太人图

书奖等。 

本书是作者继《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之后，短篇小说大师埃特加·凯

雷特创作的全新短篇小说集。在书中，你会读到一个伤感又好笑的马戏团炮弹

飞人；一个五十岁还在啃老的窝囊儿子；一个想要重返人间的忧郁天使；几个

为拯救被变成兔子的爸爸而勇敢逃跑的小女儿们；一个在房间中央供着被压成

小小铁块的汽车的单身男子；一个执意要买商店收银机给儿子做生日礼物的离

异男子……他的故事常常发生在奇异、灼热和欢腾的事物交会的十字路口。他

笔下的人物与之搏斗的，是父母和家庭、战争和游戏、烟酒和蛋糕、记忆和爱。

这些故事从来不会抵达通常预期的结局，但总是能带给人惊喜、快乐和感动。 

埃特加·凯雷特的小说既有趣又辛酸，用对人性的敏锐观察来平衡喜剧。

这些都是简短有力的故事，富有创造力，充满自信。非常令人愉快，充满惊喜。

他的对话风格无可抗拒，朴实真挚，他的即兴俏皮话引人发笑，很难想象有哪

位读者不被他的作品所吸引，还带着幽默感和对人类的好奇心……他的故事有

一种可爱的轻快感觉。 

《坡道上的家》 

 (日) 角田光代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1 月出版 

索书号：I313.45/1247                  馆藏地：北一区中文新书阅览室 

新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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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角田光代，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90 年凭《寻

找幸福的游戏》获得海燕新人文学奖，由此进入文坛。她的作品常以尖锐的选

材刺入社会的痛点，又以柔和的笔触叙述当代女性人生的艰难。作者与吉本芭

娜娜、江国香织一同被誉为当代日本文坛三大女作家。 

书中讲述了新手妈妈里沙子，被选为了一名陪审员，接受审判的是一名杀

害幼女的“恶母”。随着庭审的深入，里沙子却发现被告和自己是如此相似……

为了育儿放弃职业生涯，却因此失去了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再多的辛苦

都被认为是理所应当，丈夫帮忙再少都会被外界赞扬；育儿中有无数的疑问和

困难，却只会被敷衍“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里沙子开始怀疑：“是不是每个

母亲，都有可能因为这些遭遇，变为被告席上的嫌犯？” 

正如作家郝景芳所说，现代社会往往鼓励母亲、赞扬母亲，却鲜少有人看

到并理解女性的孤独和倦怠。家庭内部的日常琐碎而繁复，社会的压力无形而

持续，而这些本不该由她们独自背负。虽然说的是日本的故事，但是，中国女

性仍然心有戚戚。水穗和里沙子这样的人生，表面光鲜漂亮，实则压抑、窒息、

绝望，无从逃脱。年轻妈妈们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坡道上的家》

带着平实的情感和真诚的困惑提醒年轻女性，人生目标的设定、亲密关系的沟

通、自我教育的准备不应只做到婚前为止。生活的考验静水流深，幸福的旅程

是漫长的上坡路。 

（资源建设部  项式桔） 

 

我馆外文电子资源概况及使用统计分析 

随着数字图书馆的不断发展，电子资源的建设与利用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图

书馆实力的重要指标。随着信息资源载体形式逐渐向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

用户访问学术资源的方式也逐步从之前的纸媒转为电子资源，各高校图书馆为

了适应用户多样化的资源需求及检索习惯，近年逐渐加大电子资源的经费投

入，尤其外文电子资源，在文献资源建设中所占的经费权重也越来越高。 

一、我馆外文电子资源概况 

1、购置数据库数量及类型 

截至 2020 年年底，我馆共购置 42 个外文数据库（含台湾学术期刊库 TWS，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CSCD）。其中： 

（1）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27 个。 

电子资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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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图书数据库 2 个。分别为 E-book central 电子图书（综合类）

和 ACLS  Humanities E-book（人文社科类）。 

（3）文摘/引文索引类数据库 8 个。SciFinder Academic（综合）、ProQuest 

A/B 博硕士论文文摘索引数据库、EI  Compendex（理工）、OCLC FirstSearch

基本组数据库包（综合）、MathSciNet（数学）、CPCI 会议引文索引（综合）、

CSCD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理工）。 

（4）其他类型数据库 5 个。包括 1 个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PQDT 学位

论文全文数据库）、1 个原始档案库（churcill archive）、1 个期刊报纸数据库（East 

View- Universal Database）、2 个多类型文献数据库（大英百科 EBonline 数据库、

Gale（LRC+HRC）） 

我馆购置各类型电子资源占比如图 1： 

 

我馆所购置的数据库语种上以英语为主，仅有一个涉及小语种的数据库即

East View- Universal Database 俄罗斯大全俄语数据库。《俄罗斯大全》（Universal 

Database）俄语数据库由美国 East View Information Service 公司提供，是迄今

为止全球最大的、收录俄罗斯学术资源的数据库，是研究或学习俄罗斯语言文

学以及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历史、军事、安全、外

交、科技、医学的重要资源。 

2、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涉及学科分类 

外文电子期刊刊载了国外科学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科研成果。因此，

外文电子期刊是高校教师及科研人员在教育及科研过程中使用的重要的文献

类型，也是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发展的强有力保证。所以图书馆也要根据学校的

优势学科、重点建设学科及一般发展学科设置情况来配置外文电子期刊。 

目前，我馆购置的外文电子全文期刊内容所涉及的学科分类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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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3

理工, 3

通信, 1

物理, 1

化学, 2

综合, 7

生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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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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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类

自然科学

    如图 2 所示，我馆所购置的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涉及的学科分类中，综

合类数据库涉及人文社科类、理工、自然科学，专业库学科分类中涉及数学、

化学、教育、心理、管理、生科、物理、通信工程等。专业库中尤以数学类期

刊库居多。2017 年 9 月 21 日，我校入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数学学科进入“双

一流”建设学科名单。这也比较符合文献资源建设尤其外文文献优先保证学校

优势学科的教学科研需求的原则。 

二、我馆外文电子资源的使用统计及分析---以 2020 年 1-10 月统计数据为

例 

衡量电子资源优劣的标准可以从定量与定性两种指标来衡量，定量即依据

用户对数据库的使用数据进行反映，尤其是期刊全文数据库可以从全文下载量

来看用户对数据库的需求程度。定性评价可通过用户调查对资源的质量以及使

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与评价。目前购置的外文电子资源，其使用数据统计大多

遵循 COUNTER 标准。下面根据下载各数据库 COUNTER 报告，对我馆电子

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使用数据进行统计。 

1、 我馆外文电子资源 2020 年 1-10 月电子期刊全文下载量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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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年 1-10 月电子期刊全文下载量前十 

数据库名称 学科分类 2020 年 1-10

月下载量 

成本 2019年 1-10月

下载量 

Elsevier-ScienceDirect 综 合 151542 16.2 184081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Journals 

化 学 49703 10.8 56325    

Wiley online library 综 合 44254 17.2 36981 

Springer link（SLCC） 综 合 31438 17.6  43492 

JSTOR 西文过刊数据

库 

人文社科 

生命科学 

26018 4.4 47991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RSC） 

化 学 22377 7.4  22501 

Proquest education 

database 

教 育 19105 3.6  18089 

Nature 期刊 生命科学 18226 14.3 34559 

Emerald Journals 管理学 10400 27.6 15228 

EBSCO（ASC＋BSC） 综 合 8924 23 8935 

从表 1 可知，综合类数据库 Elsevier-ScienceDirect2020 年 1-10 月的全文下

载量达到 151542 篇，以绝对优势高于其他数据库。从涉及数据库学科类型来

看，综合类占 4 个，其次是化学、生命科学及教育、管理类。可见，用户使用

最多的数据库类型仍然以综合类数据库为主。 

2、基于使用统计的用户使用电子资源的规律 

每月全文下载量可以辅助了解用户使用电子资源的规律和行为习惯，便于

图书馆在电子资源使用高峰期更好的保障电子资源的使用，以及合理的安排数

据库使用培训和试用时间。下面以全年期刊全文下载量最多的 SD数据库为例，

分析用户月度使用电子资源情况，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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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D数据库月度下载量 

从图 3 可看出，此数据库全文下载量的高峰期出现 1 月，3 月、9 月和 10

月，尤其 10 月，单月下载量接近 27000 篇，9 月下载量在 20000 篇左右。1 月

是学期结课和期末考试时期，用户因期末考试或者学期课题总结的需求，导致

数据库使用量的增加。而 3 月和 9 月是新学期开学季，用户因学习、科研需求

也使得下载量激增。而全文下载量最少的月份出现在 2 月和 8 月，这期间正值

寒暑假，用户无学习或科研需求，或者校外访问数据库不熟练不习惯等原因，

这两个月的下载量相对其他月份有所减少。 

外文电子资源是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大外文电子资源

的对外宣传，提高外文电子资源的利用率，才能真正实现外文电子资源的学术

价值。尤其要加强对用户校外使用电子资源方法的培训力度，提升用户无论校

内、校外，获取本馆购置外文电子资源的顺畅感。 
（资源建设部 马成芬） 

 

御制避暑山庄诗 

《御制避暑山庄诗》二卷，（清）圣祖玄烨撰、（清）揆叙等注、（清）沈

崳绘图，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内府刻朱墨套印本。满、汉文各一册。 

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竣工于乾隆五

十五年（1790）。山庄因山就水，景物秀丽，融合了我国南北造园艺术的精华，

古籍善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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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代人工园林中的典范之作。康熙五十年（1711），避暑山庄营造初具规模，

玄烨从中选出三十六景，每景作诗一首，诗前配有小序，略叙其景概况，并命

揆叙等人为其诗逐句注释，宫廷画师沈崳绘三十六景图，名工圣手朱圭、梅裕

凤镌图，附于诗后。一诗配一画，诗画相映成趣。 

三十六景包括：烟波致爽、芝径云堤、无暑清凉、延薰山馆、水芳岩秀、

万壑松风、松鹤清越、云山胜地、四面云山、北枕双峰、西岭晨霞、锤峰落照、

南山积雪、梨花伴月、曲水荷香、风泉清听、濠濮间想、天宇咸畅、暖溜暄波、

泉源石壁、青枫绿屿、莺啭乔木、香远益清、金莲映日、远近泉声、云帆月舫、

芳渚临流、云容水态、澄泉绕石、澄波叠翠、石矶观鱼、镜水云岑、双湖夹镜、

长虹饮练、甫田丛樾、水流云在。 

玄烨的三十六景诗，包括五言古、五言绝句、五言律、五言排律、六言绝

句、六言律、七言古、七言绝句、七言律等体裁，不仅歌咏避暑山庄的秀美风

景，而且抒发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时而轻快明朗，时而慷慨激越。揆叙等人

所作注释，每于引文出处用红线标画，朱墨灿然，赏心悦目。沈崳绘图，繁简

有序、错落有致。朱圭、梅裕凤镌图，刀锋流畅，宛转如意。三十六景图每幅

皆界画严整，景物灿彰，极为精致，是清代木刻版画的上乘之作。 

此书另有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马国贤铜版印本。此版三十六景图以沈

崳绘图为蓝本，采用西洋构图技法，由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主持印制而成，颇

具写实性与立体感。铜版画三十六景图因以西方绘画风格为主，同时融会东方

绘画元素，在中国版画史上亦具有重要意义。 

此书刻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主要用于宫廷陈设、内府收藏、王公

赏赐和大臣颁发等，印刷数量有限，传世较少。各馆所藏此书，或为汉文单册，

或为满文单册。本馆藏本则为满、汉文两册合璧，同款同函，黄绫题签，保持

清内府原装，比较稀见。 

（古籍部  芦婷婷） 

馆情介绍 

图书馆再度荣获全国“全民阅读先进单位”荣誉称

号 

10 月 22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关于公布 2019 年全民阅读工作有关

名单的通知》，以表彰 2019 年图书馆界在开展全民阅读工作中组织得力、成效

突出的优秀代表，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共同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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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先进单位”是我国图书馆界全民阅读工作的最高荣誉之一，2019 年全国

共有 51 家图书馆获奖，我校图书馆是北京市唯一一家获奖的高校图书馆，同

时还是连续两年获此殊荣。 

2019 年，我校图书馆积极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组织策划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家书家训，传情塑性”自

助式专题书架、“笔墨凝香传经典 携手共进谱新章”校园抄书接力、“七天挑

战 爱上阅读”读书挑战赛、“阅读马拉松”“共读一本书”“情报发现的新范式

——知识可视化”主题展览、有声图书馆、阅读讲坛、换书大集等 70 余场理

念新颖、内容丰富、品牌效应较好的阅读推广活动。同时，图书馆在阅读推广

常态化的基础上，还不断创新，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听读抄思”多维度融合，

大力开展系列阅读活动；积极拓宽“三全育人”实践路径，助力人才培养；探

索立体多样、纸电合一、持续发展的阅读推广模式。 

我馆 2019 年阅读推广工作成效显著，通过开展形式多样、频次密集的阅

读推广活动，吸引读者爱上图书馆并充分利用图书馆，在国内高校图书馆普遍

遇到纸质文献流通量和入馆读者人数逐年减少的情况下，我馆实现逆袭增长，

较之 2018 年，2019 年读者到馆量增长 12.95%，借阅服务总量增长 34.61%。

此外，也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认可：多个实践案例获全国性奖项；组织推荐的“政

法之友读书俱乐部”在全国高校阅读推广优秀学生社团成果展示活动中获“阅

读推广之星”称号；荣获“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优秀合作机构奖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2019 年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见证了

我馆阅读推广团队的进步和成长，也让我馆阅读推广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此次荣获“全民阅读先进单位”，是对我校图书馆工作的肯定和最大鼓励。

我馆将以荣获“全民阅读先进单位”为契机，积极贯彻践行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习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精神，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优

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不断提升阅读推广工作的层次和水平，

在全校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让阅读的种子在校园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为推

动校园文化内涵建设、打造书香校园发挥积极持久的作用。 

（流通阅览部   屈 南 汤谷香） 

图书馆案例入选高校图书馆战‘疫’时期服务教学

优秀案例 

10 月 23-24 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四川省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委员会及四川大学图书馆承办的“高校图书馆战‘疫’时期

服务教学优秀案例展示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会议特邀教育部高等学校图

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教授做主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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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邀请 25 个优秀案例进行现场展示。我校图书馆选送的案例“‘寓研于教’，

让在线教学焕发光彩 —— 战‘疫’背景下文献检索课教学创新案例”光荣入

选。 

本次案例征集活动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于 2020 年

3 月启动,共征集到来自全国高校 80 余所图书馆的 93 个案例，最终评选出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

图书馆的 25 个优秀案例进行现场展示。考虑到疫情防控的需要，研讨会采用

了线下展示、线上直播的形式。成都商报以“‘在线教学’成新常态，这些高

校图书馆的成绩很亮眼”为题对研讨会进行了报道。 

线下展示环节，王莲老师代表我校图书馆王莲进行了 15 分钟的展示，汇

报了我校及校图书馆在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积极应对举措，重点介绍了文献检索

课的教学创新案例，该案例也是我校全体教师创造性开展线上教学的一个缩

影。 

今后，在文献检索课的教学工作中，图书馆将继续秉持创新理念，树立精

品意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信息咨询部  王 莲） 

图书馆召开“仓孝和捐赠拓片”主题座谈会 

在我校创立 66 周年之际，为弘扬原校长仓孝和爱国、爱校、爱馆的精神，

推进图书馆拓片整理工作，丰富我校校史和馆史研究，10 月 27 日上午，我校

图书馆召开“仓孝和捐赠拓片”主题座谈会。仓孝和的长女仓理新及其家人张

晓林、张仓出席座谈会。图书馆馆长石长地、古籍部主任芦婷婷，图书馆工作

人员吴雪梅、朱红等参加座谈。会议由图书馆副馆长屈南主持。 

会上，石长地深情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与仓孝和及其家人的交往和共同工

作经历，代表图书馆感谢其捐赠的家藏珍贵拓片。屈南从馆藏建设、专业人才、

编目整理、古籍保护计划等方面介绍了图书馆的古籍工作。芦婷婷就拓片捐赠

和当前图书馆对该批拓片的整理工作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并以图片形式展示了

该批拓片中的精品。 

仓理新是我校政法学院退休教授，她和其家人深情回忆了父亲参加革命、

参与成立、建设北京师范学院的人生历程。她认为父亲正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教育，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才会不计个人得失，将家藏珍贵拓片无偿捐

赠给学校图书馆，其初衷就是为办好首都高等师范教育，建好北京师范学院。 

1954 年建校之初，学校图书馆资料匮乏，仓孝和无私地将其祖父仓永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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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 800 余张珍贵拓片捐赠给图书馆。这批拓片原石刻立时间上起先秦，下

迄明清；种类包括石经、墓志、画像、造像、题名、题字、题记、题词、杂刻

等；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对外交流

等诸多领域。拓片中以《石鼓文》《秦二世元年琅琊台刻石》《正始石经》《瘗

鹤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为代表，具有重要的文物、文献、书法和艺

术价值，在金石书画界享有盛誉。它们丰富了我校图书馆收藏种类、数量，扩

大了收藏规模，提升了收藏质量。 

参加座谈人员一致表示，将继续弘扬仓孝和爱国、爱校、爱馆的精神，共

同将他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传承下去。 

（古籍部  芦婷婷） 

我校图书馆获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2020 年 11 月 2 日，国务院在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和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批复》（国函〔2020〕149

号），批准同意文化和旅游部确定的《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752 部）》和

《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23 个）》。我校图书馆成功获批第六批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同时有两部古籍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自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文化和

旅游部指导下，先后组织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的评选工作。全国先后有 13026 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3

家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我校图书馆先后有 19 部古籍入选第二

批至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次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

两部古籍分别是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抄本《洛阳九老祖龙学文集》

和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内府刻本《御制避暑山庄诗》。与我校图书馆同时

获批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还有国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 23

家单位。 

2018 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启动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审工作。“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选标准要求古

籍收藏单位收藏古籍善本数量在 3000 册件以上；有古籍专用书库，并有自动

灭火系统；有专门的古籍保护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有专项古

籍保护经费。我校图书馆收藏古籍 6.9 万余册，古籍善本 1 万余册；建有善本

书库、普通古籍书库 2 个古籍专用书库，配有二氧化碳自动灭火系统、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水浸监控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恒温恒湿空调机组及监控系

统、空气洁净屏、樟木柜、保险柜等一系列古籍保护设施、设备；设有专门的

古籍保护机构古籍部，制订有《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管理细则》《首都师

范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古籍管理与保护规章制度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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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成功获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标志着我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事业迈

上新台阶。 

（古籍部  屈 南  芦婷婷） 

业界动态 

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深入

推进全民阅读 

近日，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阅

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

义。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满足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引导人民群众提升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

力，不断增强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意见明确，到 2025 年，通过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基本形成覆盖城乡

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全民阅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活动更加丰富多样，

氛围更加浓厚，成效更加凸显，优质阅读内容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建

设更加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法治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民综合阅

读率显著提升。 

意见提出了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任务，包括加大阅读内容引领、组织开展

重点阅读活动、加强优质阅读内容供给、完善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

积极推动青少年阅读和家庭亲子阅读、保障特殊群体基本阅读权益、提高数字

化阅读质量和水平、组织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和加强全民阅读宣传推广

等。 

意见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党委宣传部门牵头负责的全民阅读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形成工作合力。加强服务保障，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法治化建设，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全民阅读公共服务。加强评估督导，制定完善全民阅读

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开展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评估全民阅读发展水平。（来源：

新华网） 

(办公室 陈晓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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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共有 752 部珍贵古籍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3 家古籍保护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涵盖我国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

不同载体形态、不同装帧形式的各类珍贵典籍。其中先秦两汉时期简帛 23 部，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古籍 29 部，宋辽夏金元时期古籍 91 部，明清时期古籍

503 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94 部，涵盖于阗文、藏文、蒙古文、彝文、满文、

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 9 种民族文字；其他文字古籍 12 部，涵盖梵

文、拉丁文、德文等多种文字。 

在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看来，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发现了一批珍贵典籍，如孔子博物馆的《乾隆御定石经》，为内府御制墨

初拓本，自嘉庆元年赏赐孔府后，保存至今；湖北省图书馆的《大方广佛华严

经》，为北宋两浙路海盐县金粟山广惠禅院写金粟山大藏经本，字体敦厚质朴，

墨色漆黑发亮，纸张厚实坚韧，并经染潢，弥足珍贵；南京图书馆藏北宋本《礼

部韵略》，为海内外现存最早刻本。二是涌现一批名家稿抄校本，如上海图书

馆的范钦辑《建安七子集》，卷首题词、小传、目录及书眉所注诗文出处均为

天一阁主人范钦手迹，具有重要的文献和文物价值。三是入选一批彩绘本舆图，

如国家图书馆的《北京内外城全图》，是一幅绘制精细、内容丰富的京城彩绘

大地图。四是收入国内已知有纪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刻

本《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是早期印刷品实物的重要例证。五

是少数民族珍贵古籍品种丰富，如藏文《仁普地域志》《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

蒙文《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其中藏文《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为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首次入选的清铜版印本，蒙文《水浒传》《西游记》《红楼

梦》是民族间文化交流互鉴的例证。 

据悉，自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实施以来，经过各方面的不懈努

力，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瞩目成就。先后评选并公布了 6 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累计收录古籍 13026 部；命名了 6 批共 203 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各地也逐步建立本地珍贵古籍名录和重点保护单位评审制度，有力地促

进了古籍分级分类保护。（来源：光明日报） 

(办公室 陈晓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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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 

加拿大韦仕敦大学及其图书馆 

学校简介 

韦仕敦大学（Western University），原西安大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简称为 UWO 或 Western，始建于 1878 年，坐落在安大略省

风景秀美的著名城市伦敦，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有超过 130 余年的学

术积累及深厚的人力资源背景，被誉为“加拿大最美丽的大学”，其中以毅伟

商学院（The Richard Ivey School of Business）最为出名，她和哈佛大学并为北

美案例法教育的两大发源地之一。 

韦仕敦大学是一所综合研究型的公立大学，是加拿大 U15 研究型大学联

盟成员、加拿大大学联盟成员以及大学研究协会成员。其校训为“真理与实用

（Veritas et Utilities）”，现任校长为艾伦·谢泼德（Alan Shepard）。 

韦仕敦大学总占地 467 万平方米，中心校区 158 万平方米，拥有三大本科

学院，12 个科系、2 个教学医院及 3 个附属研究所。 

三所立足于本科教育的大学学院为：休伦大学学院（Huron University 

College, 建于 1863 年），布雷舍尔大学学院（Brescia University College，建于

1919 年）和国王大学学院（King’s University College，建于 1954 年）。休伦

大学学院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韦仕敦大学的创建院校，拥有 155

余年的学术积累。其使命是提供北美最高标准的文学和社会科学学士课程，以

及神学硕士课程的大学教育。布雷舍尔大学学院是一所全女子天主教大学学

院，是加拿大仅存的女子学院，也是北美著名的女子学院。国王大学学院是一

所文科大学。这三所本科大学学院拥有众多优势：采用小班制授课，拥有出类

拔萃的教授以及质量优良的专业课程，拥有超过同类院校提供的奖学金与助学

金数量，等等。 

12 个科系包括：艺术与人文研究院及其附属学系，教育研究院及其附属

学系，工程研究院及其附属学系综合科学研究所，健康科学研究院及其附属院

系，信息与媒体研究系，法学研究院及其附属学系，舒立克医学-牙医学学院，

堂·莱特研究院及其附属音乐系，理查·毅伟商学院，科学研究院系，社会科

学研究院及其附属院系。 

2 个教学医院分别是：伦敦医疗科学中心和伦敦圣约瑟夫卫生保健中心。 

3 个附属研究所分别是：罗巴茨研究院、罗森健康研究中心和伦敦区域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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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计划。 

韦仕敦大学开设的主要专业有：文科系（英文、法语、现代语言与文学等）、

工程系（生物医学工程、化学与生物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机械与材料工

程等）、教育系、健康科学系、信息与媒体系、法律系等。 

韦仕敦大学的运动设施齐全，包括可容纳 8000 观众的 TD 瓦特豪斯运动

场、拥有冰球场、室内跑道、冰上溜石场及网球场的汤普森娱乐运动中心，还

有内建室内篮球、排球等多功能厅的校友大堂。大学校园内也拥有艺术表演设

施、零售店、食品店，以及加拿大最古老的大学美术馆——麦金托什美术馆。

韦仕敦大学与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组成的橄榄球联赛称为加拿大老四

校（The Old Four）。 

韦仕敦大学图书馆 

韦仕敦大学图书馆系统共有 7 个主要服务区，藏品超过 7700 万，包括书

籍、图像及电子格式档案。这些资源构成了加拿大最大的研究图书馆系统之一。

馆内还有许多特殊类别的收藏、包括与加拿大相关的艺术史、运动史、音乐与

法律类别的藏书。 

韦仕敦大学的图书馆主要包括：档案及研究收藏中心、商业图书馆、教育

图书馆、休伦学院图书馆、约翰与道特萨·白特夫家庭法律图书馆、音乐图书

馆、拜瑞勒·毅伟图书馆、爱琳与贝蒂·泰勒图书馆（自然科学类书籍为主）、

D.B.威尔顿图书馆（人文社科类书籍为主，也是全校最大的图书馆）等。下面

将着重介绍几个颇具特色的图书馆： 

档案及研究收藏中心 

档案室及特别馆藏组致力于收集、保存及提供特别馆藏及档案资料，包括

多种媒体格式的珍贵及独特资料，以支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档案涵盖众

多文献与收藏，包括大学和私人档案，但珍本书籍、地方史专著以及地图等不

包含在内。档案工作人员负责档案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采集与鉴定、整理与

描述、保存、参考服务、研究咨询、指导和外联等。 

本馆特色馆藏有《詹姆斯·亚历山大与艾伦·雷·本森特别馆藏》和《瑟奇·A·

萨奥尔地图收藏》。前者主要包括珍本书、专著以及着重介绍安大略省西南部

的历史、伦敦与米德尔赛克斯郡的历史、科学与医学历史、加拿大文学与历史、

安大略私人与小型出版社、加拿大旅行与航行、安大略教科书、航空历史、弥

尔顿以及类似弥尔顿之作品的连续出版物。后者提供全面的印刷与数字馆藏，

涵盖全球范围，包括一般地图和专题地图，小比例尺与大比例尺地图，国家、

省或州、区域和专题地图集以及相关地理资料。但是，关注重点仍是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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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安大略省和五大湖地区。 

C.B“巴德”·约翰逊商业图书馆 

商业图书馆共分两层：金融工作站（包括 Bloomburg, Capital IQ, SDC 

Platinum 等数据库）位于主楼。书籍和印刷材料主要存放于楼上的夹层。商业

图书馆藏有 14000 余本专著；约 60 个商业在线数据库，包括专业的金融资源；

8 个专用彭博终端；可以从 Business Expert Plus, Edward Elgar, Elsevi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merald, Kluwer, Springer, Taylor & Francis, and Wiley 等数据

库在线访问电子书与期刊包；可以在线征订期刊与报纸，包括《金融时报》《经

济学人》《新闻读者》等。 

本馆特色馆藏包括： 

1、《霍华德加拿大商业历史教室》 

 约翰逊图书馆的夹层存放着大约 600 册藏书 

 藏品聚焦于加拿大的商业历史，从皮毛公司的起源到现代科技公司 

 特别关注加拿大公司，比如庞巴迪、黑莓、西格拉姆、哈德逊湾公司

等，同时还收藏加拿大商人的传记或自传 

2、《公司企业历史报告》 

 可获得一套原始的纸质年度报告 

 涵盖 8900 多家公司的 60000 多份年报 

 报告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 

 数以万计的公司年度报告与其它缩微胶片格式的文件存储在档案和

研究收藏中心 

教育图书馆 

教育资源中心存放着纸质与线上馆藏，支持应用行为和分析、辅导和辅导

心理学、教育研究方法和理论、幼儿教育等的研究。本馆可提供重要的教育资

料库，收录顶尖的教育期刊，以及支撑教学理论、方法、课程和教学法的资料。 

本馆特色馆藏包括： 

 涵盖教育和特殊资源的合集 

 涵盖多元文化、公平、多样性和社会正义的合集 

 关于原住民、混血人群和因纽特人的知识共享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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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领袖作品集 

 供儿童与青少年阅读的英语和法语书籍 

 木偶、玩具、模型、游戏等课堂教学资源 

 安大略教育部授权的 K-12 教科书合集 

爱琳与贝蒂·泰勒图书馆 

泰勒图书馆提供健康科学、医学和牙科学院的纸质与线上的学术书籍和期

刊，同时，本馆还订购了与生命和物理科学相关的数据库与期刊，包括： 

 PubMed/Medline 

 Embase 

 CINAHL 

 Cochrane Library 

 BIOSIS 

 Faculty of 1000 

本馆还提供访问以下收藏的途径： 

 健康与保健系列 

 现场护理临床工具套件，包括 DynaMed, Micromedex 和 eCPS 

 通过 anatom. tv 的交互式 3D 解剖图谱 

 AccessMedicine (60 余种书刊)和 Books@Ovid (1434 种书刊)的电子书

合集 

 亨利·斯图尔特谈论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合集 

约翰与道特萨·白特夫家庭法律图书馆 

本馆位于法律大厦二层，收藏纸质与数字格式的资料，包括： 

 案件报告、法规、规章等原始材料 

 论文、法律期刊等次级法源性文献 

 索引、摘要、节略等检索工具 

本馆的服务主要包括为用户提供研究协助以及帮助用户使用法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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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威尔顿图书馆 

本馆主要为艺术与人文学院、信息与媒体研究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的教职

员工提供科研支撑。 

本馆收藏包括： 

 纸本书与期刊 

 供图书馆使用的缩微胶片以及缩微胶片格式的研究资料 

 书目数据库的完整数组 

 数字格式的主要源集合，例如：英国政府档案在线：1509-1782，Artstor

数字图书馆，18 世纪作品在线 

本馆的实体馆藏包括伦敦市政府文件、与原住民相关的研究资料以及当地

诗人的作品。 

本馆还收藏大量的研究资料，包括： 

 伦敦及其周边地区出版的关于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历史报纸 

 重要的加拿大和国际报纸 

 包含在加拿大研究索引微日志合集里的加拿大政府出版物 

 专题收藏，包括英国早期报纸、英国早期期刊、美国期刊第一辑

（1741-1800）和第二辑（1800-1850） 

 俄勒冈体育论文合集，包括来自美国各地的关于健康、体育以及娱乐

主题的硕博士论文 

（流通阅览部  李梁瑜） 

知识课堂  

数字资源使用统计标准简介 

长期以来，数字资源使用统计一直是图书馆、出版商和服务商的重要关注

点。通过使用统计数据，图书馆可以了解本馆订购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跟踪

和比较用户使用行为的变化；检验出版商或服务商的服务质量，发现数字资源

产品及服务中的不足。另一方面，随着数据库购买价格的上涨，图书馆经费可

购置的数字资源变少，反映资源使用情况的统计变得尤为重要。图书馆需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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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观、可信、持续、可对比的数据来引导数字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科学化，

支持教师的科研工作，助推学校“双一流”建设。 

国内针对数字资源统计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也出台了一些标准规范，

代表性的有：《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2007）、《信息与文献 图

书馆统计》（GB/T 13191-2009）、《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统计标准和应用指南》、

《图书馆数字资源统计规范》（WH/T 47-2012）。但国内数字资源统计标准由于

普遍缺少出版商、数据库商、一线图书馆员的参与，面向对象一般也仅仅是图

书馆，对数据库商缺乏约束，推行较为困难。国外围绕数字资源统计标准展开

了众多大型的研究项目，且形成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标准： 

（1）ISO2789，由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为图书馆统

计制定国际标准，最新版本为 ISO2789:2006。该标准是电子信息资源、电子传

输和传统图书馆业务统计数据采集的定义和指南。其将电子图书馆服务划分为

OPAC 服务、图书馆网站服务、电子馆藏、电子文献传递（中介）、电子参考

服务、有关电子服务的用户培训、经图书馆访问互联网等七种服务类型；并提

供了操作性较强的电子服务统计方法，规范了电子图书馆服务统计数据。其数

字资源使用统计相关指标包括：检索会话数、文献下载数、记录下载数、虚拟

访问数、检索会话时间、被拒访问会话数、检索次数以及通过因特网访问的会

话数。 

（2）NISO Z39.7，即“信息服务与使用：图书馆与信息服务机构统计指

标——数据字典）”，由美国图书馆及其它类型组织机构（如出版界信息科技、

媒体服务等）制定，最新版本为 ANSI/NISOZ39.7-2004。该标准将电子馆藏分

为文摘/索引数据库、光盘、计算机文件、数据库、数字文献、电子书、电子

期刊、免费网络资源、链接到的免费网络资源、其他类型的数字文献等；将电

子资源服务类型分为虚拟参考咨询、电子文献传递、外部文献提供、公共存取

工作站等；还提出了对电子资源花费、电子存取支持、相关设施花费以及用户

培训的统计。其数字资源使用统计相关指标包括：检索会话数、记录使用数（包

含下载次数）、检索（提问）数、虚拟访问数、虚拟参考服务事务数以及被拒

访问会话数。 

（3）E-Metrics，是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发起的电子资源绩效评价项目。

项目从图书馆投入产出的性能评价框架出发，为电子资源使用评估建立了一个

科学化的评估指标体系，实现了对电子资源进行系统化的评估。E-Metrics 指

标体系主要包括资源（用户可存取的资源）、使用（电子化、网络化资源的服

务）、成本（电子资源和相关基础设施的经费）、本地数字化馆藏（图书馆数字

化活动）、性能测量五个统计项目。其数字资源使用统计相关指标包括：数据

库登录会话数、数据库查询检索数、数据库项目请求数以及图书馆网页虚拟访

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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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UNTER，即《网络电子资源在线使用统计》(《Counting Online 

Usage of Networked Electronic Resources》)。该项目起源于英国，由图书馆界、

出版界和中间商共同发起，是目前影响力最大、也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其优势

在于明确要求内容提供商满足规范性要求，使图书馆能够获得一致、可信和可

比较的使用统计数据。COUNTER 标准从 2001 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历了 5 次

升级与改进，目前不少国外数据库商（如 Springer、EBSCO、Wiley、JSTOR、

ProQuest、Thomson Reuters 等）可以同时支持第 4 版、第 5 版 COUNTER 标

准，中文数据库商目前仅同方知网一家确认遵循 COUNTER 标准。第 5 版

COUNTER 标准较第 4 版在资源类型、元素类型、报告类型等方面都有较大不

同（见表 1-2）。 

表 1 COUNTER5 相较于 COUNTER4 的变化 

项目 COUNTER5 相较于 COUNTER4 的变化 

资源类

型 

除电子期刊、电子书、电子书集、多媒体外，新增了多媒体集、集

成全文内容、文摘/索引数据库、发现服务、数据仓储、知识库、学

术合作网络。 

描述资

源属性

的元素 

更新了 11 个子元素（题名、作者、版权日期、文章版本、数据类型、

DOI、所有权 ID、ISBN、Online ISSN、Print ISSN、URI）中的的三

项： 

（1）版权日期的适用范围从期刊资源 JR5 扩大到所有报告及所有资

源类型； 

（2）数据类型从平台、数据库、期刊、图书与多媒体外，新增了数

据集、书段、学位论文、报纸或时事新闻以及知识库项目； 

（3）DOI 在期刊资源标识符、图书资源标识符、机构标识符的基础

上，引入了出版商 ID。 

描述计

量维度

的元素 

（1）扩展获取类型：在受控、金色开放获取、其他免费阅读的基础

上，新增了延迟开放获取； 

（2）重新定义度量类型：将用户活动分为请求量、访问量；将度量

单位分为总项目、唯一项目以及唯一标题； 

（3）引入获取方法指标：常规型代表典型用户行为在平台或内容主

机上的访问活动；TDM 代表以文本数据挖掘为目的，通过特定的应

用编程接口而获取资源内容。 

报告类

型 

将 COUNTER4 所提供的 27 种统计报告重新规整，现共计提供 4 类

（平台主报告 PR、数据库主报告 DR、标题主报告 TR、项目主报告

IR）12 种统计报告，计量时间可细化到每月；删减了第 4 版基于移

动端、图书馆联盟的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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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OUNTER5 报告类型及其较 COUNTER4 的变化 

报告类型 报告名称及其较 COUNTER4 的变化 

平台主报告 

Platform master 

report, PR 

平台用量报告 Platform Usage, PR_P1 

将原 PR1 调整为常规检索量、总项目请求量、唯一项目请求量、唯一标

题请求量 

数据库主报告 

Database 

master report, 

DR 

数据库检索及项目使用量报告 Database search and item usage, DR_D1 

将原 DB1 调整为检索量、总项目访问量、总项目请求量 

数据库拒访量报告 Database access denied, DR_D2 

保持原有 DB2 计量标准，仅更新描述性语言 

标题主报告 

Title master 

report, TR 

图书请求量报告 Book requests(Excluding OA_Gold), TR_B1 

将原 BR1 变更为唯一标题请求量；原 BR2 变更为总项目请求量；删减原

BR5 

图书拒访量报告 Book access denied, TR_B2 

保持原 BR3 计量标准，仅更新描述性语言 

不同访问类型的图书用量报告 Book usage by access type, TR_B3  

新增报告 

期刊请求量报告 Journal requests(excluding OA_Gold), TR_J1  

将原 JR1 变更为唯一项目请求量；删减原 JR4 

期刊拒访量报告 Journal access denied, TR_J2 

保持原 JR2 计量标准，仅更新描述性语言 

不同访问类型的期刊用量报告 Journal usage by access type, TR_J3  

新增报告 

版 权 年 期 刊 的 请 求 量 报 告 Journal requests by YOP(excluding 

OA_Gold), TR_J4 

合并原 JR5、JR1A 

项目主报告 

Item master 

report, IR 

期刊文章请求报告 Journal article requests, IR_A1 

新增报告 

多媒体项目请求报告 Multimedia item requests, IR_M1 

替换原 MR2 

（系统部  杨  行） 

论文导读 

 

（1）李淑敏.“后疫情时代”大学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海外动态与趋势分析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4），第 4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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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编】 

观察大学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海外动态，对于我们分析判断“后疫情时

代”图书馆发展趋势具有参考价值。对 IFLA、ALA、ARL 等海外图情协会网

站进行跟踪调研，归纳提炼共性和趋势性内容，发现海外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

呈现如下趋势： 

第一，信息资源建设加速向数字化内容转变。在基于馆舍的阵地服务几乎

停滞的情况下，图书馆资源服务呈现出“虚拟化”、“前置化”特点，数字资源

采购、采集、组织、整理、加工直至推送环节重要性凸显。未来对于优化数字

资源与实体资源配比、提高数字资源序化程度、扩展数字资源使用权限、畅通

数字资源传递渠道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开放获取资源建设模式的价值得到极大彰显。疫情给大学图书馆信

息资源建设者带来的新要求是，促使其加速成为开放获取信息的组织者和聚合

者。 

第三，大学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工作自身的云端化、数据化与精准化。

在财政和经费压力下，大学图书馆需要重新衡量资源建设中的工作优先级，更

需要精准决策，提升资源建设的效益。 

“后疫情时代”给大学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带来新要求包括：基于数据全

面获取用户需求、基于云端的资源维护与推送、线上采访作为重要采购渠道、

更为便捷化的用户参与采购。未来信息资源建设发展建议如下：开发数据驱动

的大学图书馆智能采访系统、构建前瞻性的符合大学学科特色的文献资源体

系、建设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化大学图书馆、提升大学图书馆员数据技术应用

水平。 

 

（2）程焕文，刘佳亲. 挑战与回应：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7)，第 39-59页 

【内容摘编】   

通过调查各高校、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等官方发布的数据，以“双一流”

高校为例，对图书馆经费总量与占比的增长情况、在编馆员数量与质量、大学

生阅读现状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图书馆总经费在全校总经费占比均在

0.5%左右且普遍呈下降趋势，与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经费的一般水平（2%左

右）相差甚远；高校图书馆在职员工数量偏低且呈下降趋势，馆员与学生比例

为 1：300，工作负荷超长，工作时间超长，专业馆员数量严重不足；高校图

书馆借阅率持续下降，本科生四年外借图书不足 40 本，专业图书阅读量不足。

可见我国高校图书馆面临的缺经费、缺馆员、缺读者的三大困境。 

应对三大挑战的基本办法就是供血（增加高校图书馆经费）、补钙（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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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的专业性）、吸氧（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阅读）。因此，需要回归常识

（图书馆是支撑世界一流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基础，藏书量是衡量一个大学办学

条件的基本指标之一）、回归专业（图书馆学是一个世界性的学科，图书馆工

作是一项专业工作，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主要从业人员都是具有图书情报学

教育背景的专业馆员）和回归本分（学生的本分是读书，而图书馆的本分是让

更多的学生读更多的书。阅读推广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的初心和使命，要回归“积

极引导广大师生读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马列经典、中外传世经典和专业经典”

的常识，创造一切条件吸引学生走进图书馆，让更多的学生读更多的书）。 

 

（3）熊拥军，李哲，陈春颖.疫情防控期间电子资源远程服务面临的挑战与对

策 

                图书情报工作 ,2020(8)，第 33-39页 

【内容摘编】 

通过调查国内外 18 所知名高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远程服务现状，发现主

要有 6 种远程服务方式：文献传递、VPN、软件代理、用户注册认证、联合认

证和短期开放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电子资源远程服务面临的挑战包括：技术保障能力（单一

的远程服务系统；不能支持大规模的并发访问）、服务的便捷和高效受到影响、

资源的可用性问题显现、对馆员的线上服务能力和协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未来疫情防控期间电子资源远程服务对策包括：在技术上拓展远程服务方

式，采用多种远程服务共存的服务模式，增强用户体验，提升系统性能，准备

备用远程服务系统；精心组织远程服务信息，开展多渠道推广服务，对短期免

费资源进行收集整理与推广服务，注重信息发布的集中性和集成性；积极与数

据库商合作与博弈，保障资源可用和校外可用；组建高效协同的资源线上服务

保障团队，采用微信或 QQ 等工具来响应读者服务需求，开展微信群咨询服务。 

（流通阅览部  胡 芳） 

交流园地 

 

图书馆在疫情防控期间提供图书配送服务圆满完成                              

2020 年春季学期，根据学校统一安排，图书馆在疫情防控期间实行闭馆

管理。期间，图书馆除努力保障在线资源畅通使用、在线服务正常运行外，特

开展了纸本图书配送服务，外借图书包括北一区、校本部、东一区图书馆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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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外借馆藏图书，配送点涉及北一区、北二区、校本部、东一区四个校区。此

项服务从 2 月 24 日接收读者预约申请起，至 7 月 21 日配送完最后一期预约图

书，历时 149 天。期间共收到预约申请 76 人次，申请外借图书 354 册。因提

出申请的学生在校外、申请外借的图书收藏在院系资料室等原因，部分申请无

法满足，最终实际成功办理预约申请 54 人次，出借纸本图书 286 册。 

启动本项服务时，北京市疫情形势并不明朗，为既满足在校学生及老师的

借阅需求，又符合防控要求，图书馆事先周密部署，制定了严密的工作要求和

规范。同时四校区配送点服务得到校保卫处大力支持。图书馆领导身先士卒，

由书记、馆长带领 3 位副馆长承担了图书跨校区配送任务。在主管副馆长的带

领下，流通阅览部和分馆建设部承担主要服务任务；系统部、资源建设部等多

部门联合保障，服务最终顺利开展。对于成功完成的申请，图书馆将图书按时

准确送达指定配送点，并逐一通知申请人取书；对于不能外借的申请，图书馆

采取电子邮件、电话等多种方式与申请人沟通，帮助申请者采取借阅电子书等

方式满足需求，保证了服务质量，满足了师生需求。 

图书馆此项服务的开展，为在疫情等不能开馆服务的特殊情况下，安全地

为读者提供跨校区、无接触实体书借还服务开辟了新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

图书馆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情况下，更好的为读者提

供服务。 

（流通阅览部  李 琼  屈 南） 

《了不起的盖茨比》书评 

在读完《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后，我充满了疑惑，为什么作者要把书取名

为《了不起的盖茨比》？因为看完书的我，并没有觉得盖茨比很了不起，反而

他很卑微，很凄惨。 所以我把书又看了一遍，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但是我

的疑虑还是没有得到解答。最后，我在宿舍把电影版的又看了一遍。可能是由

于画面感给人的冲击，我想我找到了答案。 

盖茨比原来出生于一个很贫困的家庭，但他始终抱有一番雄心壮志，他始

终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18 岁的黛西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女孩，泰勒营

的年轻军官们迫切渴望能与她独处，杰伊•盖茨比是其中的幸运者。黛西是他

认识的第一个名门闺秀，黛西以为盖茨比出身高贵，有能力照顾她。十月一个

寂静的夜晚，他得到了她，并深深陷入情网。一个多月后，他上了前线。停战

之后进牛津学习了五个月。没等到盖茨比回来，黛西就跟当地的富公子汤姆结

了婚并生育了一个女儿。可是盖茨比却始终思恋并深爱着黛西，他疯狂地想要

见到她，于是他在黛西和汤姆的房子的海岸对面建了一栋豪宅，并且每周都要

举办盛大的派对，只渴望在某一天黛西会来走进他的房子并参加这个派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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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黛西始终都没能来，盖茨比只能在夜晚静静地遥望对面黛西家微弱的绿光。

绿色——看似唾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的梦，象征着盖茨比一生追寻的、能够带

给他爱情、财富和幸福的梦。在盖茨比出场时，盖茨比与黛西相见后，以及结

尾书中都有写到这个绿光。我觉得这个绿光应该是象征着盖茨比无论是在贫穷

时还是富有后都始终保持的一颗初心，始终如赤子般对爱情的美好期盼。在第

一章的结尾出现了“绿灯”：“……我也情不自禁地朝海上望去——什么也看不

见，除了一盏绿灯，又小有远，也许是一座码头的尽头”。此时盖茨比认为只

要赚取巨大的财富，就可以实现他的心中的终极幸福——得到爱情的化身黛

西。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有多少人能像盖茨比这样始终能够做到不忘初心

呢？我想几乎是没有的，就连黛西这个盖茨比的明灯，在世俗的影响下，也变

得十分拜金虚荣。绿色的灯第二次出现在第五章，不仅代表希望和追求，也象

征怅然所失。盖茨比说着“你家码头的尽头总有一盏通宵不灭的绿灯”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那盏灯的巨大意义现在永远消失了”。在一定程度上，这里的绿

灯似乎代表了盖茨比所取得的成就，但也象征着在追求财富梦想之后，却很难

获得精神满足。心中多年的女神黛西并非完美的仙女，绿灯此时失去了原有意

义，梦想与现实的落差让盖茨比怅然若失。精神追求与在当时美国社会所追逐

的物质财富并不相容，盖茨比卑微的家庭背景注定他与美国上层阶级有着难以

逾越的鸿沟。 

小说的结尾再次出现的“绿光”，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尼克在盖茨比死

后说：“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

将盖茨比与绿色一次又一次地联系在一起，无疑要证明绿色象征着盖茨比的希

望。在盖茨比的生活中，绿光有时是真实的航行之光，吸引着他相信自己的梦

想会实现。而有时却是闪烁的、虚幻的，让他感到自己对于幸福的渴望但永远

无法实现。当他的梦想在一片混乱的城市中消失时，代表希望的绿光也消失了，

梦境中的旅行变成了一片漆黑。被赋予多重象征意义的“绿灯”，代表了盖茨

比毕生追求的美好事物和幸福生活，是金钱、成功和尊严。然而，无论他赚了

多少钱，梦想却永远遥不可及。当他与黛西重聚，却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

离是如此之远，纯洁与美丽的初恋情人变成了一个满心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的

“黄金女郎”。绿色的重复暗示着盖茨比思想的变化，无法逃避对真实黛西的

正视。但是，尽管盖茨比知道黛西早已不是曾经黛西了，但是当黛西意外撞死

汤姆的情人时，盖茨比毫不犹豫地选择替黛西承担一切后果。我想这就是盖茨

比伟大的地方：明知自己的美好梦想在这个纸醉金迷的时代不可能实现，但依

然愿意拼尽全力去守护那一丝自己幻想的美好。 

（文学院  王恬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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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图书馆大事记 

7.11 系统部完成了北一区一层门禁设备的增设安装，增加了一进一出两

个通道，将北一区一层门禁管理由原来的单进单出模式完善为双进

双出模式，从而保障了一层门禁处，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读者

进出馆通道的通畅。 

 

7.16 由 BALIS 技术支持中心组织在线召开“高校图书馆校外访资源专题

研讨会”，会议对当前的校外访问资源技术及主要系统产品进行了介

绍，包括 EBSCO 的 OpenAthens 及其在国内外的应用案例，北京创

文科技的统一访问与资源使用分析系统，恒通博联科技的“Polyinfo

图书馆电子远程访问云系统”等。北京工业大学、人民大学图书馆

也介绍了其校外访问资源服务的实践情况，我馆王硕副馆长担任会

议主持，系统部胡小丽、肖婵、杨行等老师参加了会议。 

 

8.29-9.2 良乡图书馆完成了 2019 级良乡校区学生返校还书相关工作。 

 

8 月 图书馆在 9 月开馆前联系了后勤人员，对图书馆所有空调、新风系

统进行了整体清理，并在所有馆舍区域进行了整体消杀。开馆后对

重点区域保证每天 2-3 次的消杀。除此之外，图书馆还为馆内各自

助设备、洗手间配备了手消液和消毒洗手液。 

 

本月底完成校本部图书馆新门禁（盛卡恩）设备与系统的安装、调

适；完成了校本部两个自习室与中文图书一、二、三层阅览室的座

位管理扩容设置；完成了内涵发展——图书馆设备购置项目验收。 

 

9.6 根据学校和我馆疫情防控要求，完成了四个校区图书馆可预约服务

区的核定，完成了东区、良乡校区出馆刷卡电脑终端的设置，完成

了盛卡恩门禁系统、华铭门禁系统与学校一卡通服务器、智慧图书

馆系统、自动化管理系统（Aleph）的系统对接、联动与测试，实现

了四个校区图书馆限流预约入馆服务，并通过图书馆主页、官方微

信公众号等完成了预约进馆服务使用推宣，确保 9 月 7 日开馆后的

正常服务。 

 

9.10-9.18 第八届全国出版物馆配馆建交易会暨2020全国馆配商联盟秋季线上

图采会召开。图书馆为满足了读者的个性化文献需求，通过主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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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读者积极参与推荐图书。 

 

9.18 精选“写给春天的诗——最美网课笔记”征集活动优秀作品以微信

公众号推文形式进行展示，并对获奖的 12名同学颁发证书及奖品。 

 

9.23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与读者实际需求，上调读者同时段在馆比例。调

整后，四个校区同时段允许在馆人数为约占图书馆阅览座位、电脑

机位的 56%。 

 

9.25 “爱阅跑·青春绽放在冬奥”短视频大赛征集活动启动。 

 

9.29 阅读讲坛第八期第一讲通过线上成功举办，邀请北京交通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孔德立做了题为“疫情之下的人文阅读与思考”的

讲座。本次讲坛由图书馆副馆长屈南主持，300余人在线聆听。 

 

9 月 为方便新生更好更快速地了解图书馆的服务，在图书馆主页开设“图

书馆新生专栏”模块，新增馆长寄语，提供入馆攻略、图书馆各项

服务及常见问题的内容。 

 

在馆里预约进馆统一安排下，校本部二层理科自习区新增座位预约

服务。 

 

图书馆党总支举办疫情防控知识竞赛活动。 

 

9-12 月 分馆建设部组织了新生季阅读推广系列活动，开展了以疫情之下的

人文阅读与思考和艺术作品朗诵技巧为主题的两场讲座、第一期“种

学绩文•领读首师”研读会、第三届“七天挑战 爱上阅读”、爱悦跑

短视频征集大赛等五场活动。 

 

为物理系、外国语学院、历史学院等 3 个院系提供二级师范认证相

关的支撑材料。 

 

基于社会热点，如“新冠疫情”、国庆节和中秋节、诺贝尔文学奖揭

晓、“双十一”等，发布 6 期专题推送服务，重点推荐馆藏图书 39

种，相关推文累计关注量达逾 3000 人次。 

 

推出 MOEB（意即 My Original English Books）专栏推文，以英美文

学若干流派为主线，向读者推荐其中有代表性的馆藏英文经典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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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现已推出 2 期，重点推介了 17 种英文原版图书，推文累计关

注量达 1232 人次。 

 

10.7 信息咨询部李金芳、刘倩赴化学系与科研副院长田洋、科研秘书牛

焕双开展图书馆学科服务访谈。 

 

10.13-10.16 熊丽副馆长作为 DRAA（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理事应邀

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数字资源建设与长期保存研讨会暨 CALIS

第十八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我馆获得“杰出贡献奖”，以表彰十

年来我馆为 DRAA 集团采购做出的努力。信息咨询部田琳老师、资

源建设部袁子晗和曹鹏参加了此次线上会议，并在引进数据库培训

考试中获得优秀证书。 

 

10.15 2020 年网图管委会扩大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召

开，北京高校网络图书馆副主任石长地馆长和委员等 13 人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管理中心主任熊丽副馆长主持。会议通报了网图 2020 年

经费情况，讨论了 2021 年经费申报情况等问题。 

 

10.16 2020 年 9 月 1 日，由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共同

举办的“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在

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展。竞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范围的

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汇集了全国 21 个省 43 家单位推选的百余册件

参赛作品。展览同时展出了古籍修复工具、设备及古籍修复用纸等

实物，通过视频讲解、现场演示、互动体验等方式，立体展示古籍

修复技艺。屈南副馆长，古籍部芦婷婷、朱红参观展览。 

 

10.22 2019 年全民阅读活动“先进单位”评选结果揭晓，我馆喜获“2019

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称号。 

 

10.23 南京昆虫软件有限公司来馆介绍《ERMS 资源采购管理平台》，资源

建设部相关老师参与培训，会后申请账号进行系统测试。 

 

10.23-10.24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四川省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委员会及四川大学图书馆承办的“高校图书馆战‘疫’时

期服务教学优秀案例展示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信息咨询部王

莲老师报送的“‘寓研于教’，让在线教学焕发光彩 —— 战‘疫’

背景下文献检索课教学创新案例”入选优秀案例，并做大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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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在我校创立 66 周年之际，为弘扬原校长仓孝和爱国、爱校、爱馆的

精神，推进图书馆拓片整理工作，丰富我校校史和馆史研究，图书

馆召开“仓孝和捐赠拓片”主题座谈会。仓孝和的长女仓理新及其

家人张晓林、张仓出席座谈会。会议由副馆长屈南主持，图书馆馆

长石长地，古籍部芦婷婷、吴雪梅、朱红参加座谈。 

 

10.28-10.29 BALIS 培训中心举办了 “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图情专业基础知识提

升研讨会”线上研讨会，刘凌寒参加了在线会议。 

 

10 月 本月底，第十八届艾利贝斯集团产品中国用户协会（简称 CCEU）

暨 Summon 中国用户协会 2020 用户年会，于 10 月 28 日-29 日通过

在线会议方式举行。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新生态、新融合、新赋能 

——后疫情时代图书馆技术与服务”。我馆王硕副馆长受邀主持本次

年会开幕式和当日会议，系统部全体老师参加此次用户年会并就相

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图书馆党总支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 

 

10-12 月 流通阅览部为第 3 期“电影推荐及观影分享”活动获奖读者颁发获

奖证书及奖品。此次活动经图书馆、雅乐校园经典影院数据库代表

与学生代表共同评议，评选出“优秀观影分享者”4 名、“优秀电影

推荐者”5 名。之后又开展第 4 期“电影推荐及观影分享活动”，为

读者推荐 5 部高分经典励志电影。 

 

图书馆党总支组织退休教师开展以“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桑榆之情

助力践行”为主题的“五个一”系列活动。 

 

图书馆流通阅览业务外包小组召开了多次全体人员线上外包绩效评

估研讨，并召开两次线下研讨会，屈南、刘霞、汤谷香、李琼、刘

小杏及魏代香参加了两次讨论会，会议就“流通阅览业务外包绩效

评估工具包主文档”、“外包业绩统计表”及“师德考核表”进行了

深入讨论，最后制定了首都师范大学流通阅览业务外包绩效评估指

标体系，包括：主文档 1 份、服务工作量统计表 1 份、首都师范大

学流通阅览劳务外包到岗人员一票否决清单 1 份等，共计 9 份文件。 

 

11.2 国务院在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

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批复》（国函〔2020〕149 号），

批准同意文化和旅游部确定的《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752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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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23 个）》。图书馆成功获批

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同时有两部古籍入选《第六批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两部古籍分别是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

抄本《洛阳九老祖龙学文集》和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内府刻本

《御制避暑山庄诗》。 

 

第一期“种学绩文•领读首师”研读会在东一区成功举办。 

 

11.4 王硕副馆长、李金芳、马良、刘倩与交叉科学研究院行政副院长李

娟、科研副院长唐舜就图书馆学科竞争力分析服务开展访谈。 

 

图书馆党总支召开退休支部书记、支委座谈会。付冉书记、石长地

馆长、熊丽副馆长参加。 

 

11.6 北京高教学会图书馆工作研究分会&BALIS 技术支持中心举办了

“新常态、新技术、新服务——携手构建智慧图书馆”学术研讨会

暨 2020 年度北京地区高校数字图书馆年会。会议以案例交流分享为

主，并首次采用动态海报的方式进行案例展示。大会共征集优秀案

例 29 个，我馆系统部提交的案例——“基于座位管理系统的‘入馆

预约’功能实现”荣获二等奖。会议主办方安排我馆副馆长王硕和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丹东对案例进行了精彩点评。 

 

11.10 阅读讲坛第八期第二讲通过腾讯会议举办，邀请了北京人民广播电

台节目主持人、播音员晏积瑄作了题为“艺术作品朗诵技巧”的讲

座。本次讲坛由图书馆副馆长屈南主持，300 余人参加。 

 

11.11-11.17 第三届“七天挑战 爱上阅读”在良乡图书馆顺利举办，共 18 名同

学参加了此次活动。 

 

11.13 由北京市高校图书馆 BALIS 资源协调管理中心主办，北京畅想之星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首届畅想之星馆配电子书资源创新与服

务研讨会”在人天书店集团总部举行，探索后疫情时代高校图书馆

电子书资源的利用与创新。 

 

11.19 信息咨询部依托部门现有查收查引、文献传递以及学科服务工作成

立信息服务小组，成员为李金芳、江杭生、刘倩、刘凌寒。信息服

务组讨论了查收查引工作的基本规则、服务发展以及服务中的一些

特殊情况，整理并形成查收查引工作手册 V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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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经过前期的调研、论证，系统部信息化建设小组召开论证会，完成

了 2021 年度分类发展项目中信息化预算申请的论证工作。计划申报

的项目有 5 项，受经费额度限制，2021 年分类发展--设备购置--图书

馆设备购置项目申报了其中的两项：管理服务系统，项目应用年为

2021 年；图书馆门户网站，项目应用年为 2021-2023 年。 

 

11.24 图书馆节约型校园建设工作小组完成学校能源管理体系审核工作。 

 

11.25 石长地馆长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当选为新一

届常务理事。 

 

信息咨询部李金芳、刘倩参加“高校图书馆知识创新服务学科建设

研讨会”。 

 

11.26 熊丽副馆长应邀参加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的“展望‘十四五’，促进智

慧图书馆大发展”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题为《十四五”规划背

景下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思考》的报告。 

 

11 月 

 

本月中旬，完成了追加项目 2020 年内涵发展--“图书馆核心存储建

设”的项目申报、论证、招标与验收工作。此次项目追加与实施解

决了图书馆面临的重要问题，保障了图书馆信息化系统的正常服务

与数据安全。 

 

图书馆 4 个退休党支部顺利完成换届。 

 

图书馆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 

 

11-12 月 流通阅览部组织“大哉孔子，至圣先师” 第 12 期主题书展及阅读

打卡有奖活动，通过自助式主题书架推出 52 种 65 册与孔子有关的

馆藏图书。 

 

12.2 在李金芳老师的主持下，在线课程建设项目小组成员、王硕副馆长

以及制作公司进行在线课程项目的总结汇报会议，汇报项目成果、

总结工作难点，以及后续问题处理等内容。至此，在教务处及馆领

导支持下，《文献信息检索在线课程》项目顺利结项。 

 

12.4 由BALIS资源协调管理中心、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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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高校图书馆·疫情防控下的服务创新研讨会”隆重召开。本次会

议围绕疫情防控下，如何提升图书馆馆员素养、探寻如何将图书馆

的资源、技术、服务、效能予以整合提升，为学校的发展发挥更大

的作用和价值进行了研讨。 

 

12.10 由北京高教学会图书馆工作研究会高等艺术院校专业委员会主办、

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承办的“后疫情时代艺术院校图书馆创新服务

与发展论坛”，在北京金龙潭大酒店召开。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熊

丽副馆长、侯玮青、马成芬参加了此次论坛。 

 

12.18 BALIS 原文传递中心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交流大厦举办了“2020 年

BALIS 原文传递服务年终总结培训大会”，江杭生与刘凌寒参加了在

线会议。 

 

12.24 

 

邀请我校历史学院姚百慧教授为馆学科馆员做题为“结合工作特点，

服务学科建设”的培训，报告以切身经历讲述了如何做好学科服务，

大家感觉收获颇丰。 

 

图书馆第四届职代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图书馆 2020 年行

政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 2020 年工会工作报告及提

案工作报告。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通过图书馆 2020 年

行政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 

 

12.28 在第二届全国“图书馆杯”主题图像创意设计征集活动发布获奖通

告。我校美术学院张昊宁设计的《希望》获得了星级设计作品奖。 

 

12 月 系统部协同分馆建设部完成了东校区和良乡校区门禁闸机设备更换

项目的调研、论证、申报、协助国资处“授权采购”、验收、安装等

工作。此次项目落实完善了两个校区图书馆的进出馆管理，保障了

疫情防控期间对在馆人数的限流与监控工作。 

 

系统部完成了服务器机房 UPS 电池更换项目的调研、论证、申报、

协助国资处“协议采购”、验收、实施安装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