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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服务 

 

搜索引擎，特定情形下的神助攻 

在学术信息检索领域，文献数据库可谓绝对的主角。在文献调研的过程中，

优先选用数据库，再以搜索引擎为补充，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在实际检索学术

文献信息的过程中，初学者往往把文献数据库和搜索引擎分别独立使用，搜索

引擎被忽视的情况并不鲜见。 

事实上，搜索引擎虽是配角，但在某些时候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在已有

信息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学术文献信息的检索与获取需要数据库与搜索引擎的

通力合作才可以完成。下面通过工作中的咨询案例，说明利用多个检索系统协

作完成任务的方法。 

案例一：  

请问下面两处引用分别出自哪两篇论文？如何获取全文？ 

Two recen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parental playfulness. A study from 32 

young adult’s perspective reported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s’ 

playfulness and children’s adoptive behavior (Shen et al., 2017). Similarly, 

Menshe-Grinberg and Atzaba-Poria (2017) found that parental 

playfulness mode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behaviors and child’s 

negativity.  

分析：这种咨询很少见，只给出了论文中出现的两个非常简略的引用信息，

却反过来要求给出参考文献及其全文。解决的关键是找出更多线索，找到该片

段所在的原文。 

步骤（1）：利用外文搜索引擎找到原文题录信息 

尝试使用几种搜索引擎后，最终利用必应国际版找到原文相关信息（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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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必应国际版的检索结果 

第一条检索结果即是论文片段所在的原始文献：The 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s Playfulness: A Pilot Study 

步骤（2）：查看或下载全文 

幸运的是，刊载该文的期刊《Frontiers in Psychology》是开放获取（OA）

期刊，所以可直接获取全文。 

步骤（3）：查看原始文献的参考文献信息 

① Shen, X., Chick, G., and Pitas, N. A. (2017). From playful parents to 

adaptable children: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layfulness and adaptability among young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Int. J. Play 6, 244–254. doi: 10.1080/21594937.2017.1382983. 

② Menshe-Grinberg, A., and Atzaba-Poria, N. (2017). Mother-child and 

father-child play interaction: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al playfulness as a 

moderator of the links between parental behavior and child 

negativity. Infant Ment. Health J. 38, 772–784. doi: 10.1002/imhj.21678. 

以上两篇论文分别在我校购买的数据库 Taylor & Francis 和 Wiley Online 

Library 有收录，可便捷获取。 

案例二： 

The New York Times said Akhmadulina was "alway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Soviet Union's literary treasures and a classic poet in the long line extending from 

Lermontov and Pushkin"。根据已有研究基础，《纽约时报》对 Akhmadulina 作

出上述评价应该是在 2010 年末或者 2011 年初。请问具体是哪一天呢？ 

接到该咨询后，笔者从以下几个步骤入手： 

步骤（1）：了解学者本人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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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特定学者撰写的论文、专著或者与该学者有关的信息，应首先了解学

者本人的生平、及成就，作为后续查找信息的参考。通过维基百科及外文搜索

引擎 yandex 查询，Bella Akhmadulina（1937——2010），俄罗斯诗人，在俄罗

斯文坛享有盛誉。 

步骤（2）：利用外文数据库查询原文信息 

如果数据库有收录，当然要优先利用。我校购买了 EBSCO 数据库平台，

其赠送的报纸数据库收录有《纽约时报》，可试检。 

 
图 2 EBSCO 平台中的报纸数据库 

 

通过标题列表，查找《New York Times》，第一条记录即为目标结果（图 3

所示）。 

 

图 3 Newspaper Source 数据库关于《纽约时报》的检索结果 

但是，浏览“出版物详细资料”时，却发现似乎缺少 2009——2012 年的

记录（图 4 所示），暂放弃在该库中检索。 

 
图 4 Newspaper Source 数据库显示收录《纽约时报》年度信息 

步骤（3）：利用搜索引擎查找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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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搜索引擎检索出时评信息的可能性比较大，此处选择 yandex 进行检

索。 

 

图 5  Yandex 检索出的文章标题 

 

图 6  Yandex 检索出的内容片段 

至此，可以得到结论：2010 年 11 月 30 日，《纽约时报》给予了 Bella 

Akhmadulina 上述评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笔者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探究发现：利用 EBSCO 平台

的 Newspaper Source 数据库进行检索（而非前面的浏览）时，是可以检索到

2010 年的《纽约时报》的文章的。结果显示，《纽约时报》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及 2010 年 12 月 1 日，连续两天登载了内容几近相同的文章。只是 12 月 1

日的文章补充了影响完整表达的几个词语，实质是对 11 月 30 日文章的修正。

所以，答案仍然是首次给予该评价的 2010 年 11 月 30 日。  

小结：仅给出论文片段却想要查找题录信息或全文，较之常规检索更具难

度，往往需要多个检索结果相互印证才能完成。搜索引擎在学术文献检索过程

中，会助力提供更多线索。如果所查文献来自学校购买的数据库或是 OA 资源，

则可以通过全文数据库或博观学术获取全文；对于学校未购或非 OA 文献，可

考虑文献传递。 

（信息咨询部  王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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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介绍 

 

 

《吴军数学通识讲义》 

吴军 著                                新星出版社   2021 年 4 月出版 

索书号：O1-49                       馆藏地：本部 中文理科图书阅览室 

这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数学通识讲义，书中通过关键知识点串联起整个数

学体系，帮助你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数学知识结构。而贯穿全书的数学发展

史，其实就是人类认知的发展史，你可以借此逐步训练自己的认知：从直观到

抽象，从静态到动态，从宏观到微观，从随意到确定再到随机。对于理工专业

的读者，这本书能够帮助你更好地梳理以往的数学知识，站在更高的地方更全

面地看待数学以及人类知识体系；对于非理工专业的读者，则能更好地训练自

己的数学思维，让你直击本质、化繁为简，做出正确的决策。 

作者吴军，知名自然语言处理和搜索专家，硅谷风险投资人。他的著作《数

学之美》荣获国家图书馆第八届文津图书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文

明之光》被评为 2014 年“中国好书”，《浪潮之巅》荣获“蓝狮子 2011 年十大

极佳商业图书”奖。他曾经担任谷歌研究员，设计了谷歌中、日、韩文搜索算

法以及谷歌的自然语言分析器。2010—2012 年担任腾讯负责搜索和搜索广告

等业务的副总裁，后回到谷歌负责计算机自动问答项目。他也是上海交通大学

客座研究员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 

如何一眼识破庞氏骗局、做好理财、投资？如何在购房贷款时做出最优选

择？如何增加简历通过初筛的几率？如何规划公司的发展曲线？更重要的是，

如何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如何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如果你也关注这些问

题，希望借助数学思维来更好地提升自己、认知世界，这本书希望你一定要看。 

《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英] 马修·沃克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21 年 3 月出版 

索书号：R338.63-49                   馆藏地：本部 中文理科图书阅览室 

作为一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沃克对生物的睡眠行为充满好奇，这促使他

成了睡眠研究方面的专家。本书中，他总结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睡眠研究成果，

以及前沿的科学突破，告诉我们睡眠的运行机制、睡眠不足的坏处、睡眠与做

新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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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有益功能，以及睡眠对专业人士个人能力提升的惊人影响。我们的身体健

康、心理健康、情商智商、记忆力、运动力、学习力、生产力、创造力、吸引

力，甚至食欲，这些让日间生活丰富多彩的能力，原来都与夜间那场睡眠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打开这本书，看平凡的睡眠如何带来非凡的生命能量，顶尖

科学对于睡眠的所有了解及如何睡好觉的诀窍都将在这部关于睡眠的“百科全

书”中逐一揭晓。 

作者马修·沃克，英国科学家，毕业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取得神经生理

学博士学位。美国国家科学院卡夫利奖助研究员，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担任精

神病学教授，现在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教授，并创立

了“人类睡眠科学中心”（Center for Human Sleep Science）。他的研究兴趣在于

探讨睡眠对于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发表科学论文超过一百篇，其研究获得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及国家卫生研究院等机构的经费支持。他致力于向大众揭示

睡眠的惊人力量，经常接受各大媒体访谈，包括国家地理频道、美国公共电视

网、BBC 等。此外，他曾担任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美国国家美式足球

联盟（NFL）、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以及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等财富 500 强企

业的睡眠顾问，目前身兼 Google 生命科学部门睡眠科学家。 

正如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学、生理学和精神病学教授亚当·格萨雷

（Adam Gazzaley）所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名闻世界的睡眠专家马修·沃

克带我们踏上了一段有趣旅程，让我们得以了解最新的睡眠知识。这本书不仅

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还探讨了睡眠质量下降对认知、健康、安全、工作方面

产生的影响；这些见解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在现在这个让人焦虑的时代，

很难找到比这本书更值得一读的书。 

（资源建设部  项式桔） 

 

图书馆新增外文数据库：IEEE 

1 数据库简介： 

IEEE（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学会，

在全球 160 多个国家拥有超过 42 万名会员。IEEE 出版技术期刊 190 多种，每

年在全球举办技术会议 1,800 多场，制定国际和行业技术标准 1,000 多种。 

IEL 数据库是 IEEE 旗下最完整的在线数据资源，提供全球电气电子、通

信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近三分之一的文献。其收录的期刊、杂志、会议录和标

准约 500 万篇。 

电子资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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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收录内容： 

①190 余种 IEEE 期刊与杂志，贝尔实验室技术期刊； 

②每年 1800 多种 IEEE 会议录，IET/VDE 会议录； 

③4400 多份 IEEE 标准文档（不含草案）； 

1.2 涵盖学科： 

电气电子、通信、计算机、电力能源、自动化控制、生物医学工程、交通

运输、航空航天、其他工程学科。 

1.3 核心技术领域高被引期刊  

每年，Clarivate Analytics 的期刊引用报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通过检验每本期刊的被引用频率来判断学术期刊的影响力。2021 年 6 月发表

的 2020 年 JCR 报告显示 IEEE 期刊在核心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根据 JCR

报告，IEEE 出版的期刊：  

①在电气电子工程领域排名前 25 位中占据 20 席  

②在电信领域排名前 10 位中占 9 席  

③在自动化控制系统领域排名占据前 5 席  

④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领域排名前 10 位中占 8 席  

⑤在计算机科学，硬件结构领域排名前 5 位中占 4 席  

⑥在计算机科学，控制论领域排名占据前 3 席  

⑦在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领域排名前 5 位中占 3 席  

⑧在机器人技术领域排名前 5 位中占 2 席  

⑨在成像科学与摄影技术领域排名前 5 位占 3 席 

1.4 IEEE 部分权威期刊（来源于 2021 年公布的 2020 年 JCR 期刊引证报

告 www.ieee.org/citations）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s and Tutorials 25.249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16.389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Cybernetics-Systems 13.451 

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 12.551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1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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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11.979 

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11.554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11.448 

IEE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Magazine 11.356 

IEEE Control Systems Magazine 11.119 

1.5 IEEE 顶级会议举例 

缩写 会议名称 领域 

ISSCC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 半导体 

DCC IEEE Data Compression Conference 计算机 

FOCS IEEE Symposium on Foundations of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 

HPCA IEEE Symposium o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er Architecture 计算机 

CVPR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计算机 

ICCV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计算机 

ICD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Engineering 计算机 

ICDM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Mining 计算机 

InfoVis IEE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Conference 计算机 

ISMAR 
IEEE and AC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xed and 

Augmented Reality 
计算机 

ISWC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earable Computing 计算机 

LICS IEEE Symposium on Logic in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 

PERCOM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rvasiv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计算机 

ICRA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机器人 

IROS 
IEEE\RSJ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Robots and 

Systems 
机器人 

ICRA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机器人 

ROBIO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Biomimetics 机器人 

IV IEEE Intelligent Vehicle Symposium 智能车 

ITSC IEEE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智能车 

ICVES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ehicular Electronics and 

Safety 
智能车 

CDC IEEE Conference on Decision and Control 
自 动 控

制 

ICASSP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通信 

ICIP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mage Processing 通信 

ICC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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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ecom IEEE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 通信 

ITSC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通信 

INFOCOM Annual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通信 

2 数据库使用 

2.1 访问方式 

校园网 IP 地址范围内直接访问，无需账号密码。 

访问地址：https://ieeexplore.ieee.org，或是通过校图书馆网站首页“数据

库”——“外文数据库”——“IEEE Electronic Library”。 

登录之后顶部“Institutation Sign In”会显示我校英文名称。 

 

2.2 精确检索结果： 

①检索结果页面左上侧可输入更多关键词，缩小检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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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检索结果页面左侧聚类分析功能，直观了解到领域顶尖作者、机构以及

权威出版物等 

 

③通过排序方式，获取领域高被引文献 

 

④IEEE 为了促进了科研人员的在线交流，提高研究结果的可用性，鼓励

作者上传稿件时共享源代码、数据集及多媒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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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追踪前沿科技热点 

①在数据库页面顶部“Create Account ”免费注册个人账号。订阅 IEEE

顶尖出版物，及时获取出版物更新情况。 

 

②作者主页，点击“Follow This Author”，即可及时获取该位作者未来的

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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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检索结果页面，“Set Search Aleart”可订阅关注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资源建设部 袁子晗） 

 

清末民初拓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释景净撰，（唐）吕秀岩正书，清末民初

拓。仓孝和捐赠。3 张（四纸）。墨拓尺寸：187×85cm，46×30（额）cm，

176×25（侧）cm，72×25（侧）cm。 

古籍善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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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额 

“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景教”是古代汉人

对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的称呼。唐贞观九年（635 年），景教传到长安。建中二

年（781 年），景教传教士出资刊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长安城大秦寺。

会昌五年（845 年）唐武宗灭佛，教徒为保护此碑，将碑埋入地下。明天启三

年（1623 年），此碑出土。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此碑被移入西安碑林。

碑文记载了景教教义、礼仪，以及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传教士在华传播景教的史

实，是研究景教历史及其传播情况的重要实物。此碑是著名的楷书碑石，书法

秀丽、劲健。除汉字碑文外，首尾及两侧均刻有古叙利亚文。 

馆藏拓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原石侧刻清咸丰九年（1859 年）韩泰

华题识，无民国六年（1917）李根源题记，故传拓时间应在清咸丰九年（1859

年）至民国六年（1917 年）之间。版本定为清末民初拓本。 

根据《碑帖拓本定级标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定为三级拓本。 

（古籍部  芦婷婷） 

馆情介绍 

宏玖受邀图书馆阅读讲坛作报告 

9 月 13 日晚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大学生读书节主办、图书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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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图书馆阅读讲坛（第 9 期）第 3 讲——阅读好声音：播音主持朗诵中气

息的原则和控制技巧”在北一区图书馆报告厅开讲。讲座由图书馆副馆长屈南

主持，近 30 名读者参加。 

本期讲座的嘉宾是来自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北京广

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制作人、主持人，作家宏玖老师。 

宏玖老师认为，“气者音之帅”“气动则声发”，无论在阅读、朗诵还是播

音中，气息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声带富于弹性的来源、语句连贯的基

础、吐字清晰有力的动力、感情色彩变化的依托。随后，宏玖老师带领读者开

始了认识“气息”、调节“气息”之旅。首先，宏玖老师详细介绍了呼吸器官、

呼吸原理、几种呼吸方式的比较、呼吸控制的要领和训练、嗓音的保护等；然

后，通过与现场读者的活跃互动与精彩点评，让读者进一步增强了对发声原理

的理解；最后，讲座在宏玖老师领读、全场读者共读《沁园春·雪》中圆满结

束。 

本场讲座是首都师范大学第 24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一项活动，旨

在通过开展“普通话诵百年伟业，规范字写时代新篇”活动，理论和实操相结

合，彰显中华语言文化魅力，弘扬正能量，传承红色基因，共“话”爱国情怀。 

（流通阅览部   汤谷香） 

我校图书馆获华北地区高校图书馆协会表彰 

近日，华北地区高等学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对华北地区高校图书馆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共评选出 2016-2020 年度华北地区高校图书馆 67

个先进集体和 245 名先进个人，分别授予“华北地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先进集

体”和“华北地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我校图书馆及馆

员屈南、王莲、汤谷香分获集体与个人表彰。 

“十三五”期间，图书馆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育人”宗旨，抓住内涵发

展中心任务，把握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两条主线，不断加强资源建设及智慧图

书馆建设力度，基础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文化育人模式

不断创新，综合实力得到较大提升。此次获奖，是全校师生关心支持图书馆发

展及图书馆全体馆员辛勤付出的成果，体现了华北图协对我校图书馆工作的肯

定与鼓励，进一步扩大了我校图书馆在业界的影响力。图书馆将以此为动力和

新起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不断提升服务管理水平，为首都师范大学奋力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师范大学贡献力量。 

（流通阅览部   汤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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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成功举办“寻找 CNU 最美手抄书”活动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营造浓厚的书香校园

文化氛围，图书馆于 10 月-11 月期间组织开展了“寻找 CNU 最美手抄书”—

—第五期校园抄书接力活动。 

活动期间，由 494 名学生组成的 55 个团队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

小组办公室《首批向全国推荐的 40 种经典古籍及其 179 个优秀整理版本》的

图书为范本，完成了 55 本共计 400 多万字的手抄书，包括 52 万余字的《史记》、

近 36 万字的《儒林外史》、20 余万字的《唐诗三百首》，以及《道德经》《大

学》《论语》等经典著作。图书馆对抄书稿进行了统一整理、装订，并邀请教

务处、学生处、学生代表组成联合评审团评选出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0 名、

三等奖 10 名、优秀奖 25 名。 

11 月 12 日，图书馆举办了该项活动的颁奖仪式。图书馆党总支书记杨娜、

教务处副处长王建跃、学生处副处长邓衍雷、图书馆副馆长屈南出席活动并为

获奖团队颁奖。获奖学生代表分享了抄书感言。 

（分馆建设部  屈南 刘霞） 

我校荣获第十一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大学生

读书节三类奖项 

12 月 19 日下午，第十一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大学生读书节总结会

在北京图书大厦三层报告厅举办，活动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指导，

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共青团北京市委主办，北京阅读季

大学生读书节项目组承办。总结会旨为表彰在本年度大学生读书节活动中表现

优秀的北京高校阅读推广组织及个人，树立优秀阅读推广组织及个人标杆，经

过层层筛选，最终评选出“最受欢迎的阅读推广组织”10 个、“最具潜力的阅

读推广组织”10 个、“十佳阅读推广人”10 个、“十佳阅读推广指导老师”10

个。我校图书馆获得“最受欢迎的阅读推广组织”奖，图书馆副馆长屈南获得

“十佳阅读推广指导老师”，燕都学院 2018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张奕获得“十佳

阅读推广人”。张奕代表我校获奖组织和个人在表彰会上发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倡导全社会要加强读书学习，“把

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多年

来我校各级单位，以读书活动为媒介，开展第二课堂，将大学生价值塑造、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融入阅读文化实践活动，打造协同育人大格局。本次获奖组

织和个人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不断丰富广大师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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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让书香飘溢在校园的每个角落，让阅读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为

营造首都师大“书香”校园文化持续努力。 

（屈 南） 

业界动态 

 2021 年 ALA 国际图书馆创新项目主席奖获奖者

揭晓 

2021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暨展览会（虚拟形式）（ALA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已于 6 月 23 日至 29 日圆满召开。会议期间，美国图书馆协会

宣布了“2021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图书馆创新项目主席奖”（2021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Citation for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Library 

Projects）获奖项目名单。 

5 个获奖机构分别是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图书馆（Nazarbayev 

University Library）、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红河学院图书馆(Red River College 

Library)、中国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Run Run Shaw Library)、加拿大新

斯科舍省布里奇沃特镇南岸地区公共图书馆（South Shore Public Libraries，

SSPL）、加拿大那乃磨市温哥华岛地区图书馆 (Vancouver Island Regional 

Library，VIRL) 。 

1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图书馆（Nazarbayev University Library）

“在线图书馆信息素养挑战赛”（Virtual Library InfoLit Race Challenge）

项目 

自 2018 年以来，图书馆信息素养挑战赛（Library InfoLit Race Challenge）

通过一系列比拼速度的活动来帮助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学生获知信息素养技

能并了解图书馆。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这项挑战赛于 2020 年以线上形

式举行，但是线上挑战赛并没有影响学生的参加热情，学生们学到找可靠的、

权威的信息的办法，探索和扩展他们对图书馆学术资料的了解，获知成为合格

研究人员的必备素养。图书馆信息素养挑战赛设置了一系列关卡，参与者需要

应用他们掌握的图书馆方面的知识回答问题。例如，编写文献综述的五个工具

是什么？虚拟映射的方法有哪些？参赛队伍每通过一个关卡，就会得到一个线

索，可用于下一个关卡环节。跑得最快、获得线索最多的学生将赢得比赛。 

2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红河学院图书馆(Red River College Library)“热身周”

（Warm Up Week）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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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红河学院是曼尼托巴省最大的理工类社区学院，有近 22,000 名学

生。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红河学院将 2021 年冬季学期的开学时间推迟了

一周。于是，红河学习院图书馆发起了“热身周”项目。这是一个线上项目，

为期一周的活动让教师有时间转向在线教学，并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在线平台，

学习延伸拓展课程和学术技能，进而顺利进入冬季学期。该活动项目于 1 月 4

日至 8 日举行，包括一些关于写作、时间管理策略、目标设定和研究技能的研

讨会和工作坊。该图书馆与红河学院土著教育学院、精神卫生保健中心、国际

教育和全球伙伴关系中心、就业服务中心和红河学院学会开展合作，取得了许

多成果，包括简历撰写工作坊、移民建议咨询、瑜伽课和正念课等。 

3 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香港灯塔遗产保护研究”(Lighthouse 

Heritage Research Connections)项目 

邵逸夫图书馆于 2015 年启动“香港灯塔遗产保护研究”项目，这是一个

研究中心，可让图书馆用户有机会参与筹划有关香港灯塔和香港航海历史的资

料和展览。该项目将图书馆和院系紧密联系起来，邵逸夫图书馆作为该项目的

主要活动中心，在多方面为学生提供支持，比如指导学生转录和翻译档案文献，

制作虚拟图像和作品，促成学生参观学习之旅，指导拍摄照片，指导电影纪录

片创作，指导活动和展览的举办。邵逸夫图书馆还邀请盲人和视障用户创建更

易于获取的内容。 

4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布里奇沃特镇南岸地区公共图书馆（South Shore 

Public Libraries，SSPL）“关怀电话项目”（Caring Calls Project） 

SSPL位于新斯科舍省布里奇沃特镇南岸地区，服务人口为 60,000 名居民。

2020 年 8 月，SSPL 启动了“关怀电话”项目，SSPL 工作人员给 65 岁以上的

图书馆用户打电话，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减少他们的社会孤立感和孤独感，同

时增强社区归属感。 截至 2021 年 1 月，SSPL 已给 95%的老年人用户打了电

话。SSPL 还创建了一个在线门户网站，家人和看护者可以为家人和亲人登记

办理。 

5 加拿大那乃磨市温哥华岛地区图书馆 (Vancouver Island Regional 

Library，VIRL)的“VIRL 连结”（VIRL Connects） 

VIRL 创建了 VIRL Connects 项目，旨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减轻社区居

民的社会孤立感，以及提高他们的数字素养，特别是一些生活在养老机构、无

家可归者收容所、家庭暴力中心和日托所(由私人家庭运营的托儿服务)的社区

居民。得益于当地基金会的赠款，VIRL 购买设备并对辅助性服务给与补贴，

以创建数字关怀套餐，其中包含 chromebook（网络笔记本）、Chromecast（迷

你电视投影配件）、智能电视等数字产品，以及机构工作人员和居民可获得

VIRL 工作人员的帮助，包括设置设备，连接到图书馆服务，并通过图书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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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了解可用的内容和服务。至今，有 30 多家养老机构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了合

适的关怀套餐。（新闻来源：《E 线图请》 

 (办公室 陈晓曼) 

国家图书馆10万部/件古籍资源无需登录即可网上

阅览 

11 月 30 日，国家图书馆发布公告，已通过“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

各类古籍资源总量达 10 万部/件，包括馆藏善本古籍、普通古籍、甲骨、敦煌

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以

及馆外、海外征集古籍资源，读者无需登录即可访问阅览。 

其中，“数字古籍”数据库通过全彩影像数字化和缩微胶卷转化影像方式

建设，发布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和普通古籍，从 2016 年 9 月 28 日起陆续上

线，目前已发布馆藏古籍 2 万余部；“数字方志”数据库中的地方志文献为我

国所特有，也是国家图书馆独具特色的馆藏之一，所存文献数量与品质很高，

该数据库以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文献建设，目前发布馆藏方志资源 6528 种。 

在“中华古籍资源库”主页面，读者可使用高级检索，各子库组合检索，

还可选择书名、著者、索书号等精确和组合检索。通过点击检索结果中的题名，

可进入全文阅览界面；点击需要阅读的册次，可阅览整册全文影像。同时，使

用页面各种阅览工具，可实现页面切换、放大阅览等功能。 

记者了解到，读者可通过多种形式进入“中华古籍资源库”，包括登录国

家图书馆主页（http://www.nlc.cn/index.htm），点击“中华古籍资源库”进入主

检索界面，或在“特色资源”栏目中点击“数字古籍”等各子库；或在国家图

书馆主页面，选择“资源”选项，点击“古籍”， 进入古籍资源列表，点击“中

华古籍资源库”，进入检索主页面。（来源：北京青年报） 

(办公室 陈晓曼) 

 

放眼世界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及其图书馆 

学校简介 

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诞生于 1838 年，位于繁华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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璨的伦敦摄政街（Regent Street），是一所文理兼修、既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底蕴

又有现代的蓬勃激情的公立综合类研究型大学，其前身为皇家理工学院（the 

Royal Polytechnic Institution），是全英第一所理工院校，后于 1992 年成为综合

性公立大学。其校训为“The Lord is our Strength（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现

任校长为保罗勋爵（Lord Paul）。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25000 多名，分别来自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英国大学之一。知名校友包括英国御

用大律师，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夫人切丽·布莱尔(Cherie Blair)、工程

师、蒸汽机发明者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以及著名诗人艾兹拉·庞德

(Ezra Pound)等。 

威斯敏斯特大学以媒体相关科系出名，传媒专业位居全英前三，素有 BBC

的后花园之称。其口译与翻译专业蜚声海内外，其中口译专业是英国大学中为

数不多的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AIIC）认证课程之一，是英国外交部馆员唯一定点培训学校。她同

时也是欧盟同传学位机构（European Masters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EMCI）

的成员之一，是其在英国的唯一指定培养同传的机构。该校是英联邦大学协会

（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 ACU）、MBA 协会、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European 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EFMD）以及英国

大学协会（Universities UK, UUK）的成员。2000 年 5 月，该校获得国际贸易

女王企业奖，并连续四年被《金融时报》评为英国顶尖的“现代”大学。 

威斯敏斯特大学位于伦敦的“心脏”地带，共有四个校区，校总部设于摄

政街上，其中三个（Regent、Cavendish 和 Marylebone）在伦敦西区，第四个

则位于哈罗镇（Harrow），与著名的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两两相望。大学

注册在慈善公司名下，是一家豁免慈善机构，其管理机构为州法院。 

威斯敏斯特大学开设 300 多门课程，涵盖媒体艺术、人文社科、建筑旅游、

科学技术、法 学和商学领域，提供本科，硕士，博士课程以及学前语言、HND 

Top-up 和短期学习项目(Study Abroad)。共拥有三大书院（Colleges）和十二大

学院（Schools）。三大书院包括人文和科学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LAS）、设计、创意与数字产业学院（College of Design, Creative and 

Digital Industries, DCDI）以及威斯敏斯特商学院（Westminster Business School, 

WBS）。十二大学院包括人文学院系（The School of Humanities）、社会科学院

系（Th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生命科学院系（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威斯敏斯特法学院（Westminster Law School）、  威斯敏斯特艺术院系

（Westminster School of Arts）、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院系（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建筑与城市院系（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ties）、

威 斯 敏 斯 特 传 媒 与 传 播 院 系 （ Westminster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管理与市场院系（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金融与会计院系（The School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应用管理院系（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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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Applied Management）以及组织、经济与社会学系（The School of 

Organisations, Economy and Society）。学院还拥有相关的博士研究项目。在 2013

年全球大学排名中，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传媒、新闻和传播专业排名英国第

1、欧洲第 2、全球第 19。在传媒就业能力方面，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毕业生在

英国大学毕业生中名列第 14 位。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的奖学金项目也是全英

国规模最大的，其中包括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奖学金。 

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艺术设计学院拥有全英唯一的中国传媒中心，与学院

所属的印度传媒中心，非洲传媒中心，阿拉伯传媒中心并行。过去 30 多年以

来，威斯敏斯特大学与中国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不仅有遍布全国各地

的中介、校友和企业网络，还与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几十所国内重点高校有

教学和科研上的深度互动与合作。中国传媒中心也长期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南方媒体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等开设培训项目。

该校还是国外为数不多的建设中文网页的大学之一，其中文网址为：

https://www.westminster.ac.uk/international/your-country/china。 

威斯敏斯特大学图书馆 

威斯敏斯特大学共有四座图书馆，每个校区均有一座，分别为卡文迪什图

书馆（Cavendish Library）、哈罗图书馆（Harrow Library）、马里波恩图书馆

（Marylebone Library）和摄政图书馆（Regent Library）。 

各馆主要馆藏学科资源： 

图书馆 

名称 

卡文迪什 

图书馆 

哈罗 

图书馆 

马里波恩 

图书馆 

摄政 

图书馆 

地址 新卡文迪什大

街 115 号 

哈罗校区内 马里波恩校区内 小蒂奇菲尔

德街 

主要馆藏

学科资源 

类型 

生物医学、生

物科学、商业

信息系统、辅

助医学、计算

机 及 网 络 工

程、计算机科

学 与 软 件 工

艺术与设计、

数字媒体与

公共关系、时

尚、电视、电

影与活动图

像、新闻与大

众传播、音

会计学、财务学与

经济学、建筑与室

内设计、商业与管

理（工商管理硕士、

商业信息管理与运

营以及综合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市

犯罪学、英

语、历史、

语言、法律、

语言学、政

治与国际关

系、社会学、

视觉文化 

https://www.westminster.ac.uk/international/your-country/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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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数字媒体

与 计 算 机 游

戏、营养学、

心理学 

乐、摄影 场营销、规划、住

房与城市设计、房

地产与建筑、旅游

与活动、交通与物

流 

图书馆开馆时间：图书馆每周有 5 天 24 小时开放 

          从周日上午 11 点持续到周五晚上 11 点 

          周六开放时间：早 11 点到晚 11 点 

图书馆借还台开放时间：周一到周四：早 10 点到晚 6 点 

                        周五：早 10 点到晚 5 点 

周六：不开放 

周日：早 11 点到晚 5 点 

（注意：摄政图书馆借还台周日不开放）。 

在线服务时间：周一到周五：早 10 点到晚 5 点 

                周日：早 11 点到晚 5 点 

（图书馆将根据全球形势调整图书馆及借还台开放时间） 

学习空间 

四座图书馆均提供团体、个人及远程个人学习空间。读者可在卡文迪什、

马里波恩以及摄政校区图书馆预定小组学习室。学习室可当周预定，亦可提前

一周预定。 

每个学习小组： 

 至少由 3 人组成 

 一天最多预约 2 小时 

 一周最多预约 4 小时 

哈罗图书馆一楼有两间学习室，可以用来进行小组学习，不需要提前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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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还书政策 

四座图书馆的藏书皆面向读者开放。读者最多可借阅 15 册图书，并可通

过自助服务站借阅与归还图书。所借图书可通过自助服务站就近归还给任一座

图书馆。若所需图书、期刊文章或论文没在该校图书馆或网上免费提供，亦可

使用馆际互借服务从校外图书馆获取。 

图书馆新购特色资源 

一、数据库 

 艺术史研究网（Art History Research net）：一个搜索网站，由 4 个

相关或相连的数据库组成： 

1）ReVIEW：艺术与建筑期刊全文 

2）Arts + Architecture ProFILES：4 万多名艺术家、建筑师与设计师的生

平资料 

3）Design Abstracts Retrospective：包含 1900-1986 年间出版的装饰、应用

艺术与设计期刊摘要，有 60000 多个条目 

4）Research Sources: 1. THE POSTER：收录与海报相关的海量信息 

 布鲁姆斯伯里应用视觉艺术（Bloomsbury Applied Visual Arts）：将视

觉灵感与实用性建议相结合，从创意产生和研究技术再到投资组合开

发---是视觉艺术教育的终极指南。 

 布鲁姆斯伯里时尚视频档案（Bloomsbury Fashion Video Archive）：与

YOOX-NET-A-PORTER 合作，该档案收录从 1979 至 2003 年间，460

名国际设计师在巴黎、伦敦、纽约以及米兰举办的近 3000 场时装秀。 

 布鲁姆斯伯里流行音乐（Bloomsbury Popular Music）：这是一个珍贵

的全球流行音乐数字图书馆，汇集了领先的学习研究与互动工具，涵

盖了音乐、民族音乐学、表演艺术、媒体与传播学、文化研究、人类

学与社会学。 

 戏剧在线（Drama Online）：一个发展迅速的学习资源，涵盖 1000 位

剧作家创作的 2600 多个剧本、400 个音频剧本、325 小时视频以及一

流的戏剧出版商与公司出版的 370 本学术书籍，可提供完整的多媒体

戏剧体验。 

 PressReader：免费阅览 7000 多份优质报纸及杂志，来自 120 多个国

家 60 多种语言的品质内容。 

https://libguides.westminster.ac.uk/arthistoryreseaerch
https://libguides.westminster.ac.uk/applied_visual_arts
https://libguides.westminster.ac.uk/fashion_video
https://libguides.westminster.ac.uk/popular_music
https://libguides.westminster.ac.uk/press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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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荧幕研究（Screen Studies）：一个动态数字平台，带你体验从剧本到

荧幕---提供来自布鲁姆斯伯里、Faber & Faber 出版社以及英国电影学

院的海量内容，以帮助移动图像研究。是支持电影史、理论与实践研

究和学习的重要资源。 

二、新订购杂志 

 《男性时尚批判研究》：第一本专门关注男性着装的同行评议期刊，

讨论了性别、身份、文化、营销与商业。所刊文章皆为双盲同行评议。 

 《国际时装设计、技术与教育杂志》：研究时装设计、模式剪裁、服

装生产、制造技术与时装教育的同行评议论坛。 

三、百科全书与字典 

 《爱德华·埃尔加法律百科全书》 

 《劳特利奇现代主义百科全书》 

 《牛津在线词典-英语、德语、俄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 

四、流媒体服务 

 Artfilms：涵盖 1000 多部支持艺术课程的视频，包括大师班、纪录片、

访谈等。 

 Kanopy：包含 30000 多部教育纪录片以及著名制片人的经典电影。

主题多样，有人文艺术、社会科学、教育、健康与科学等。 

（流通阅览部  李梁瑜） 

知识课堂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解决方案——FOLIO 

FOLIO 全称“The Future of Libraries Is Open”，意为“图书馆的未来是开

放的”。该项目诞生于 2016 年 6 月，创始成员方包括开放图书馆环境组织

（Open Library Environment）、EBSCO 和 Index Data。作为开放图书馆基金会

（Open Library Foundation）管理的一个开源项目，FOLIO 采用 Apache 2.0 开

源协议，旨在建立一个智能、灵活、面向未来的开源图书馆服务平台（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LSP）和一个现代技术生态系统，通过开源和微服务的方式

来重塑图书馆服务和创新图书馆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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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IO 开源项目采用公有云或私有云运行，系统支持多租户架构，采用

微服务体系，其高级元数据子集 Codex 可以解决微服务的纠缠问题并为多种资

源建立连接，支持 GOKB（Global Open Knowledgebase，全球开放知识库）和

EBSCOKB（EBSCO 公司的知识库）等多种知识库，并提供 API 开发接口，

图书馆可自己搭建或者连接 EBSCO EDS 来实现统一资源发现功能[1]，其平台

架构由四层组成[2]： 

（1） 系统层，负责数据存储、索引、日志管理，目前 FOLIO 支持关

系型数据库 PostgreSQL 和非关系型数据库 MongoDB； 

（2） 消息层网关（也被称为 Okapi），是整个 FOLIO 平台的核心，其

实质是一个基于代理服务的 API 网关，负责各子系统或模块之间的消息转发、

权限控制、监控、负载均衡、缓存、请求整形和管理以及静态相应处理，通过

Okapi 可以实现系统的可配置、可扩展，由 Vert.x 实现； 

（3） 应用层，主要负责具体的业务实现，如电子资源管理、元数据管

理、流通等；此外，根据图书馆的业务发展，还可以配置具有个性化功能要求

的第三方模块。FOLIO 目前包括用户、财务、出借、归还、请求、典藏、流

通日志等 20 多个应用，能够满足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图书馆的基本需要； 

（4） UI 层，为开发人员提供 UI 界面开发工具，负责根据不同的使用

场景，将应用封装成不同的用户界面，在多平台多终端模式下提供近乎一致的

系统功能和用户体验。 

目前，FOILIO 已经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会员制社区。国际 FOLIO 社

区成员机构已经超过 30 多家，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图书

馆等在内的近 20 家高校图书馆，包括上海图书馆、意大利弗罗伦斯国家图书

馆、匈牙利塞切尼国家图书馆等在内的公共图书馆，以及包括嘉图、EBSCO、

Index Data 等在内的多家供应商，成员主要分布在美洲、欧洲和亚洲，并且正

在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张。按照 FOLIO 社区路线图规划，命名的产品发

布每年 3-4 期。每个版本以一种花的名称来进行命名，按照 A-Z 的顺序进行发

布，历史各发布版本名称如下： 

（1） 2019.1 紫苑花（Aster） 

（2） 2019.4 雏菊（Bellis） 

（3） 2019.5 三叶草（Clover） 

（4） 2019.10 雏菊（Daisy） 

（5） 2020.1 雪绒花（Edelweiss） 

（6） 2020.4 红花（Fame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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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0.7 金盏花（Goldenrod） 

（8） 2021.1 金银花（Honeysuckle） 

（9） 2021.5 鸢尾花（Iris） 

（10） 2021.8 杜松（Juniper） 

（11） 2021.12 猕猴桃（Kiwi） 

国内图书馆学界于 2017 年开始关注 FOLIO 的社区模式、技术特点、进展

情况。2018 年 5 月 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成立了 4+1 联盟（后

演变成 5+1 联盟，包含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

图书馆、深圳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CALIS），开始探索 FOLIO 在中国的

发展模式。 

2019 年以来，国内公共、高校图书馆已将 FOLIO 模块和技术成功应用到

部分业务场景，代表性地：上海图书馆于 2020 年 9 月正式上线“FOLIO 馆藏

管理系统”，新系统优化了业务流程，实现了对馆藏资产从验收到剔旧全生命

周期的精细化管理。系统可以实时追踪文献位置、状态的变化过程，让图书馆

资产管理有据可查（涵盖纸质馆藏、报刊、手稿、家谱等多种类型资源）。上

海图书馆的典藏、编目、流通等多个业务部门在系统中协同工作，进行文献的

验收、出入库、移库、剔旧、盘点、数据导入和管理。即将在 2021 年底开馆

的上海图书馆东馆也将使用“FOLIO 馆藏管理系统”进行文献管理。 

2021 年 4 月，上海图书馆试运行“FOLIO 流通系统”，服务于上海地区的

公共图书馆联盟，合计 400 多个分馆，为 500 多万读者提供通借通还服务。

“FOLIO 流通系统”已开始在上海图书馆提供用户管理、借还、预约、费用

处理、通知、发现等服务，支持新老系统并行的流通数据同步，未来其他分馆

将逐步从现有系统迁移到“FOLIO 流通系统”。 

FOLIO 开源平台的出现打破了图书馆在信息技术应用、平台服务方面长

期受制于开发商、服务商的被动局面，也为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建设提供了

借鉴与更高的要求。借鉴 FOLIO 所具有的平台化、易扩展性、云端化、开放

性等理念，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基础服务、支撑服务与应用服务将迎来新

一轮的发展与变革，并在图书馆的平台研发、应用主导下有望与开发商、服务

商形成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共同为读者用户提供满足时代发展与用户需求的

智慧服务。 

（系统部  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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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1）聂华.在“乌卡”环境中驾驭变化——《2020学术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

重点解读与拓展思考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4），第 12-21页 

【内容摘编】 

乌卡，指不稳定性/波动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

（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简称 VUCA。从颠覆性技术、数字化

转型、新新人类以及高等教育变革等环境变量，可勾勒出乌卡环境的概貌及其

给图书馆带来的挑战。 

美国大学和研究型图书馆协会 ACRL 发布的《2020 学术图书馆发展趋势

报告》引入“乌卡”概念作为学术图书馆发展趋势的重要背景，报告强调在充

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环境中，继续以变革为主体，关注并讨论图情界主动

推动、主动调整、主动驾驭的若干重要方向，包括：新领导力的新技能；演化

中的图书馆集成系统；学习分析；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开放获取；研究数据

服务；社会正义、批判的图书馆学与批判的数字教育学；流媒体及学生的利益

等九大主题。 

结合中国高校图书馆实际，提出发展策略建议：面向未来，构建新领导力

培养和学习的长效机制；融合智慧，构建驱动图书馆转型和创新的开放平台；

颠覆式创新，以人工智能为视角审视和重构图书馆业务和服务；深度融入，积

极参与驱动学术交流范式变革的全球开放获取运动；以研究数据为契机，拓展

图书馆新型资源建设和馆员能力塑造的新高地。 

 

（2）潘辉. 基于数据驱动的智慧图书馆阅读推荐服务模式研究 

图书馆,2021(8)，第 49-56页 

【内容摘编】   

在数据驱动下，从生态系统金字塔的研究角度，智慧图书馆阅读推荐服务

模型包括四大功能模块：用户行为感知模块、阅读资源数据模块、阅读知识组

织模块、阅读推荐服务模块。 

基于数据驱动的智慧图书馆阅读推荐服务模型运行机理包括：运行规则具

有生态性，服务模型由阅读推荐服务主体、服务本体和服务环境组成；运作原

理符合生命周期，服务模型经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作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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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向数据流，阅读资源数据从数据驱动力作用的起点——阅读知识元，到数

据驱动力作用的终点——阅读知识体系，形成正向作用的数据流。 

基于数据驱动的智慧图书馆阅读推荐服务模式，包括三个方面：技术服务

过程、内容服务的知识发现、读者服务的可视化 。 

 

（3）曹静仁．高校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调查研究——以华东地区 11所“双一

流”高校图书馆为例.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11)，第 104-109页 

【内容摘编】 

图书馆作为高校教学与科研支撑机构，开展学习支持服务，助力智慧图书

馆与“双一流”大学建设是其应承担的重要责任。通过网络调研、电话等方式，

调查华东地区 11 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学习支持服务开展情况，包括：

学习支持服务在图书馆主页的归类、空间服务、设备服务、信息素养服务以及

教参服务。 

调查结果表明：在服务归类上，60%的样本高校馆重组了机构，整合了业

务，在主页设立“教学支持”或“学习支持”一级板块，将文献、空间、座位、

信息素养、教参以及文化素养等服务整合，列为二级板块；在空间服务上，90%

的样本高校馆设有不同功能的学习空间，包括：学习共享空间，文化育人空间

或创客空间，技术增强型空间；在借阅设备服务上，6 所样本高校馆配备了电

子书外借设备和馆内阅读机；在服务项目上，样本馆开展了教参服务、信息素

养服务、专业认证支持服务、教学评估支持服务、论文写作指导服务和课业检

测服务等。 

调查发现，高校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存在的问题有：设置不规范；智慧化

程度不高；创新服务有待进一步挖掘；馆员团队有待加强。 

高校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完善策略包括：顶层设计发展战略；智慧技术引

领；深化学习支持和学习能力培养的嵌入度；智慧馆员团队建设；与校企、校

内多方联合合作，构建协同发展体系；重视学习支持服务效果评估。 

（流通阅览部  胡 芳） 

交流园地 

 

《放牛班的春天》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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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放牛班的春天》这部影片，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感谢图书

馆观影活动的安排，使我又受到了一次良好的师德教育。 

1949 年马修为了谋生到一家叫“池塘底”的教养院担任代课老师，这个

学校由调皮的孩子，残忍的校长，冷酷的教师，严厉的制度构成。学校盛行的

教育方法是“犯错——惩罚”。这是一种以惩罚为唯一手段的教育方法，这种

方法似乎是建立在某种心理学理论基础上的：通过对学生的错误行为采用外部

强制的惩罚制裁，让学生产生痛苦的、恐惧的感受和记忆，从而遏制自身错误

行为的发生。表面看来这种理论很有道理，但实践证明效果很差，学生被任意

地打耳光、揪耳朵、关禁闭、连坐受罚，任意地剥夺娱乐、休息的权利。不科

学的惩罚必定会导致孩子在心理上发育不完全，甚至导致扭曲。学生并未由于

受到惩罚而变得文明，“以暴制暴”演变成了“军备竞赛”，学生受到的惩罚越

重，行为变得越恶劣，行为越恶劣，受到的惩罚就更重。 

惩罚虽然有威慑力，但没有触动学生的心灵，学生的行为受到遏制不是出

于内心意愿而是迫于外部的威胁。学生的内心是抵触的，随着年龄的增强，逆

反心理越来越强，其报复式的破坏行为也越来越激烈。蒙丹的纵火恶行就是一

个鲜明的例子：蒙丹被怀疑偷窃了校长的公款，遭到了极不人道的虐待：被校

长狂抽耳光，并在无证据情况下锒铛入狱。事后虽然无罪释放，但仇恨之火已

被点燃，终于演成一场熊熊大火，把学校宿舍烧成灰烬。 

而马修的做法恰恰相反。马修会“包庇”自己的学生。学生犯错他会替为

掩饰，这让习惯了“有错就受罚”的学生在惊讶之余充满感激。别的老师惩罚

手段不是打就是关，而马修的“惩罚”别出心裁：由于一个学生的恶作剧，一

位老师的眼角被刺伤了，马修让这个学生去照料这位老师直到痊愈以示惩治，

学生被受伤老师的仁慈、宽容感动了，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在校长哈珊眼

里，这群学生不是人，至少不是正常的人、平等的人，惩罚过程类似于驯兽；

在马修眼里，每个学生的错都是可以原谅的，不应该受到冷酷无情的肉体虐待、

精神摧残。在哈珊眼里，这群学生是社会的残渣、垃圾，未来的罪犯，这就是

明知证据不足还要把蒙丹送进监狱的原因；而在马修眼里，这群孩子虽然素质

差些，但每个人都有用，个别甚至是天才。他喜欢音乐，于是他便开始用音乐

来教化那些问题少年们，艺术的确有其自身的魅力，但尊重同样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在他的合唱团里，人人都有分工，一句都不会唱的佩皮诺做了他的“指

挥助理”，五音不全的孩子被光荣地任命为“乐谱架”，而皮埃尔，拥有天使脸

蛋、魔鬼心肠的皮埃尔，在马修这位伯乐的栽培下，日后成了法国著名音乐家。

我在马修与学生的相处中，读到了慈爱、尊重、宽恕和坚持。 

课堂上他蹲在课桌旁和学生讲话的那一镜头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

一小小的举动包涵着对学生的尊重，真正看到了平等的师生关系，而现实中的

我们又有多少人能蹲在课桌旁和学生讲话呢?而马修老师以其温和的作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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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什么，让整座学校师生之间的对立缓缓消散，除了那个刻板的校长，但在某

一刻他那冷酷僵死的心何尝没有松动过呢？这就是尊重的魅力、温和的魅力、

情感的魅力、爱的魅力! 马修对孩子充满了爱心，对犯错的孩子，也不是一味

偏袒，而是给予他们改过的机会，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每位孩子都拾回了他们

的自信，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在我们的教育教学中，要充分尊重学生，善待学生，要有一颗仁爱宽容之

心，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灵，得到孩子们的认可。应该看到每位学生都有自己

的优缺点，关键要看怎么去挖掘，怎么去教育。充分挖掘孩子的潜能和爱心，

孩子才能很好的成长起来。用心做老师，我们应该在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去尊

重、相信、理解、宽容他们。 

在学习的路途上，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无远弗介，一位坏的老

师，可以毁掉一个孩子的一生，反之，一位好的老师，往往一句温柔的鼓励，

一个肯定的眼神，就可以让他人眼中，毫无希望的坏学生，重新找到他们自己

人生的方向。 

当一位好老师如此重要，却非常困难，因为面对一群不同个性，不同资质

的学生，如何因材施教，实在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在我看来，“耐心”是一位

好的老师，最须要拥有的，对学生不要时常大吼大叫，甚至拳脚相向，不要放

弃任何一个学生，只要用爱心与信心，总有一天，学生们会蜕变成美丽的蝴蝶。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姬思炀） 

谁说中国家庭不能浪漫？ 

——《四个春天》观后感 

外国电影荧幕上呈现的夫妻，往往是情意绵绵，生活中常给对方惊喜，到

晚年依然能过着丰富甜蜜的二人世界。对比之下，中国荧幕上的夫妻却总是围

绕一个大家庭而忙忙碌碌，有温情有争吵，缺少点情趣——中国家庭不能浪漫

似乎被下了定论。 

2019 开春的礼物——导演陆庆屹用他手中简单的设备，记录下一个中国

西南小城家庭 2013-2016 年春天的故事。金马奖终评评审美国人白睿文看了该

片后特意发文：“这是我在金马影展所看的 34 部电影中最感动我的一部……有

太多的中国纪录片，把镜头对准了社会黑暗的一面，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部名为《四个春天》的家庭纪录片，打破了大家对中国家庭的固有观念。 

影片的主角是摄影师兼导演陆庆屹的父母，记录的不过是最稀松平常的生

活琐事，却感人至深。在这对相爱相守的夫妻身上，观众看到了什么叫“陪伴”，

那是一种温暖岁月的真实，是超过了五十年也不会嫌弃的柴米油盐。两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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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侧身，妻子在缝纫，丈夫在用电脑播放音乐——这是这对夫妇日常的一个片

段。妻子在清洗药材时，丈夫会捧着一碗豆浆或糊糊先喂妻子一口。临近孩子

们回家时，妻子打扫房子，“他时不时会跑来看我干活。”丈夫会为妻子染发，

妻子会为丈夫理发。两人搭把手走在山间，兴起时会扭起年轻时的舞步，大声

唱起年轻时的曲子。这样温情的画面有很多很多，并非因为镜头的存在而故意

表现。导演在映后交流时提到，母亲在得知孩子将记录做成了电影，还讪讪地

说自己头发乱糟糟的，早知道就穿好看一点了。丈夫内敛沉默，妻子活泼外放，

夫妻两人的性格反差，是一种十分美妙有趣的组合。 

在影片中，导演的父母没有畏惧镜头，将自己的日常不加修饰地表现出来。

那时候生活，几乎靠的都是体力，两人的结合，很多情况下只为了一口饭而已。

“其实那时候自己外公讲过，‘陆老师（导演父亲）人很好，就是太瘦了，怕

养不活我女儿（导演母亲）’。”导演说到。不一定是有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的

夫妻，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培养了共同的兴趣——镜头里的夫妻会在一起拉二

胡，一起抄写，一起编织，一起包粽子，还有一起学习如何使用微信。两人像

小孩一样互相发着微信语言，觉得新奇而开怀大笑。只要愿意，无论做什么，

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总能有乐趣。妻子说：“能陪几天就陪几天。”丈夫说：

“我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就等你答应了，明天就可以结婚。”这两句话中间，

隔了 50 年。“安逸”——是在这部片子里出自夫妻两人口中最多的感叹。夫妻

俩会找出很多很多的旧照片，戴着老花眼镜端详着，那段属于他们的青春时光。

这些照片，承载着几十年的时光，承载着几十年的浪漫。这是年少的欢喜，是

一生承诺的兑现，对于爱人，对于孩子，用心去爱，用力去爱。 

中国家庭的浪漫，很淡亦很真。镜头扫过西南小城的四个春天，看见那座

山，那片稻田，那个种满植物的天台，那个养了好多鲤鱼的天井……充满了自

然与人的气息的镜头，是一首饱含深情的歌。名为《四个春天》，实则浓缩了

一对夫妻超过 50 年的陪伴，亦是中国家庭纪录片的春天。 

（文学院    汪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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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图书馆大事记 

07.02 我校社会科学处一行人来馆学习交流，并赠予我馆首都师范大学部

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160 多册专著。石馆长参与赠书交接仪式。 

 

07.07 良乡校区规划建设办公室高雅老师带领设计人员就良乡新校区规划

到图书馆调研，石长地馆长、王硕副馆长、屈南副馆长、分馆建设

部刘霞老师参与座谈，双方就良乡新校区图书馆规划建设进行深入

交流。 

 

07.09 上午，第五届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国

际文化大厦第六会议室召开。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图工委主任

委员李小娟出席了会议，图工委委员、图书馆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

室负责人等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图工委副主任委员、图书馆

馆长石长地主持。 

 

07.14-07.18 由浙江大学图书馆主办的第 2 届全国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研讨

会在杭州举办。会议邀请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高校图书馆古籍

（特藏）部负责人参加。与会议同时举行的还有“册府千华：中国

与亚洲——浙江大学藏中外善本珍本图书”展览开幕式、《孙诒让稿

本汇编》首发式等活动。副馆长屈南、古籍部主任芦婷婷参会。 

 

07.20 根据数字校园中心有关首师微卡的实施工作部署，通过系统部老师

共同努力，图书馆率先完成了五个校区及相关院系资料室的“首师

微卡”实施工作。 

 

7月 教育分馆首次在暑假开放，7 月 12 日至 7 月 31 日期间共接待了 120

名读者。 

 

7-8 月 北一区图书馆四、五、六层新增书架，调整馆藏布局，改造共享空

间扩大阅览自习区域。 

 

完成网络阅览室地板更换工作。 

 

08.31 根据学校网络信息安全工作要求，系统部与资源建设部协作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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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系统软件和数据库产品相关信息的清查与上报工作。 

 

8 月 根据馆藏布局调整情况，系统部完成了二层自习 A 区（原共享空间

区域）230个自习座位的二维码的制作与更换，完成了北一区一层网

络阅览室的机位及计算机的调整。根据北一区一层、二层、四至六

层的调整，完成了手机端、电脑端、馆内大屏终端预约图及相关预

约参数的设置，保障了假期间与新学期开馆后预约服务的正常开展。 

 

系统部协助完成北一区网络阅览室、服务器机房管理区以及系统部

办公室的防静电地板更换工作，保障了室内用电与人员安全。 

 

09.08 历史学院院长刘屹就历史基地班图书馆需求到良乡校区图书馆调

研，石长地馆长、屈南副馆长陪同，就部分具体建设事项达成共识。 

 

09.09 下午，学校在实验楼报告厅举办第八届师德先进表彰大会暨“我的

育人故事”主题宣讲启动仪式。刘霞、冯菲被授予师德先进个人荣

誉称号。 

 

09.13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大学生读书节主办、图书馆承办的图书馆

阅读讲坛（第 9期）第 3讲在北一区图书馆报告厅开讲。书香中国·北

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制作人、

主持人，作家宏玖作了“阅读好声音：播音主持朗诵中气息的原则

和控制技巧”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图书馆副馆长屈南主持，近 30名

读者参加。 

 

09.15-10.15 举办了寻找 CNU 最美手抄书——图书馆第五期校园抄书接力活动，

共 55个团队、494名学生报名参加，完成了 400多万字的抄写。 

 

09.15-10.29 图书馆举办“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

展览。 

 

09.16 根据十四五信息化建设调研规划，针对数字资源校外访问、读者行

为分析等业务与服务需求，系统部邀请网瑞达公司来馆座谈，就电

子资源应用现状、校外访问模式、资源管理、读者数据收集等相关

问题做了细致的交流。 

 

09.17 召开 2021-2022 学年第一次外包工作沟通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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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硕副馆长、李金芳、刘倩、齐铮与资环学院副院长潘云就资环学

科学科表现、代表性成果，以及学院论文与高被引论文差距分析等

开展交流。 

 

09.23 下午，学校举行“永远跟党走”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校党委书记孟

繁华，校长方复全，副校长杨志成、李小娟、马力耕、雷兴山，纪

委书记李丽辉，党委职能部门负责人，各院（系）、单位党委书记，

以及 2021 级研究生代表现场参加，全体师生党员线上参加。董竹娟

主持颁奖仪式。综合各院（系）、单位答题的参与率和正确率，此次

知识竞赛共产生最佳组织奖 16 名，图书馆党总支名列其中。 

 

9-11 月 第九期阅读讲坛第 3 讲、第五期校园抄书接力活动、红色诗文朗诵

视频展播三项阅读推广活动纳入首都师范大学第24届全国推广普通

话宣传周系列活动。 

 

流通阅览部推出的“书山有径”栏目，基于社会热点，如诺贝尔文

学奖揭晓、冬奥会、双十一图书畅销榜单等，通过图书馆主页和微

信公众号发布 5 期专题推送，重点推荐馆藏图书 37 种，相关推文累

计关注量近 4000 人次。 

 

流通阅览部组织了第 4 期“共读一本书”活动，共读图书为《曾国

藩家书》。 

 

9-12 月 流通阅览部为第 6 期“光影首师”活动获奖读者颁发获奖证书及奖

品。继续开展第 7 期“光影首师”建党百年观影有奖活动，为读者

推荐四部党史主题类电影。此次活动读者参与共计 37 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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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名“优秀影评人”，5 名“优秀荐影人”。 

 

图书馆党总支牵头制定了图书馆实事项目《深入院系为师生做图书

馆资源推介与使用讲座》。 

 

完成文献传递的历史回款 BALIS 是 12121.50 元，CALIS 是 1741.8

元，共计 13863.3 元。 

 

10.09 古籍部芦婷婷、吴雪梅、朱红参观考察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

组修复场地、设备、工具、设施等，并进行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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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爱国热

情，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图书馆党总支组织党员集体观看了爱国主

义教育电影《长津湖》。 

 

10.13 上午，图书馆在北一区会议室召开退休馆员慰问座谈会。馆领导班

子成员及退休馆员代表共十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总支书记杨娜

主持。 

 

10.18 图书馆阅读讲坛（第 9 期）第 4 讲: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演变与价

值在北一区图书馆报告厅和企业微信同步举行。讲坛由屈南副馆长

主持，357 名师生参加。 

 

10.20 南京昆虫软件公司到馆宣讲“下一代学院图书馆门户”相关内容，

以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为例，详细介绍了该学院图书馆网页门户内

容设置、资源收录、学科导航和使用方法，为下一步图书馆与院系

共建提供了较好的范例，熊丽副馆长、资源建设部相关老师参会。 

 

10.21-10.27 在良乡校区图书馆组织开展了“七天挑战 爱上阅读”——图书馆第

四期读书挑战赛活动，共有 19 位学生报名参加。 

 

10.27 在王硕副馆长的带领下，系统部与国际文化学院、数字校园中心在

国际文化学院第八会议室举行业务服务座谈会，就国际文化学院九

类学生的数据信息、数据同步、外借流程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沟通，

并就一些关键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10.28-10.31 BALIS 资协中心及专委会委员参加在辽宁大连市召开的“文献信息

资源建设规划与关键问题”学术研讨会。 

 

11.04 为迎接新生开学季，帮助新、老读者尽快熟悉北一区图书馆馆藏新

布局，提高馆藏资源利用率，流通阅览部在北一区图书馆举办了第 1

期“书海寻踪”闯关赛。 

 

11.05 系统部信息化建设工作小组召开项目申报论证会，对 2022 年图书馆

拟申报的“分类发展－设备购置－图书馆设备购置”类信息化项目

进行申报前论证表决。 

 

11.08 针对我馆智慧图书馆大数据集成平台（简称“智图平台”）现存问题

与建设规划，系统部邀请联创公司到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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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根据北京市高校辅导员工作“做精、做细、做实”的要求，结合燕

都学院学生工作、教学工作实际需要，燕都学院需了解该院学生的

图书借阅情况。根据信息系统数据安全使用申请及审批规定，系统

部按要求向燕都学院提供了该学院 2018——2020 级学生的图书借

阅数据，并在数据支持的基础上协商进一步合作。 

 

11.10 根据数字校园中心网络信息安全工作安排，基于学校“资产风险管

理系统”，系统部完成了图书馆主要信息化系统的台账梳理与建设，

依托“资产风险管理系统”配合数字校园完成了我馆信息化系统的

网络安全监测、漏洞扫描与系统安全加固工作。 

 

11.11 保卫处处长方煜东、副处长刘溢恒、田今朝到馆进行调研，班子成

员参加了调研座谈会。 

 

11.12 为号召读者多读好书，对爱读书、爱买书的同学予以肯定和鼓励，

流通阅览部以双十一购物节为契机，组织第二期晒“双十一”购书

清单有奖活动，向广大读者征集“双十一”期间的购书清单。 

 

11.18 下午，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图书馆党总支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韩华教授为图书馆

全体馆员作了题为《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专题报告。会议由党总支书记杨娜主持，全体馆员

通过观看视频直播的方式参加学习。 

 

11.19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卢芳玉来我馆鉴定拓本《张猛龙碑》及《首都

师范大学图书馆碑帖拓片草目》。 

 

11.22-12.05 在良乡校区组织了馆际互借有奖注册、有奖借书活动，共有 227 名

同学注册，成功借书 25 册。 

 

11.23 根据十四五信息化建设调研规划，在第一阶段深度测试的基础上，

系统部邀请恒通博联公司到馆就“电子资源统一访问云系统 ”与“统

一认证中心”两个平台建设进行技术交流。在统一认证平台与读者

数据中心的数据对接机制、数字资源统一访问云系统的部署模式、

读者行为数据采集与统计分析、移动服务模式拓展等关键问题上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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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党总支书记杨娜、馆长石长地、副馆长熊丽、资源建设部主

任张芳、分馆建设部主任刘霞赴外国语学院与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李灵、院长王宗琥座谈交流。 

 

11.30 经过为期半年的测试上线运行与性能调优，于 11 月 30 日正式推出

新版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导航系统！新版导航系统与学术发现系统在

资源建设上共建共融，目前包括中外文资源约 130 万种。其中，电

子期刊约 13 万种，电子图书约 44 万种，学位论文约 73 万种。 

 

李金芳、王莲、徐晓艺、田琳与学生处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赵凯就

创新性课程建设经验开展学习与交流。 

 

11 月 华北地区高等学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对华北地区高校图书馆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共评选出 2016-2020 年度华北地区高校图

书馆 67 个先进集体和 245 名先进个人。我馆馆员屈南、王莲、汤谷

香被授予“华北地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11-12 月 流通阅览部对“重温党史守初心，百年传承铸辉煌”红色诗文朗诵

比赛获奖作品进行统一录制，并分两期进行展播。 

 

12.03 王硕副馆长线下参加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主办 “数据驱动、智慧赋

能—图书馆服务新生态”学术研讨会暨 2021 年度北京地区高校数字

图书馆年会，并代表我馆承接 2022 年度北京地区高校数字图书馆年

会。 

 

12.06 筹建古籍修复室，委托馆外古籍修复专家在馆内开展古籍修复工作，

总计委托信札 1 册 164 幅、拓片 60 张、拓本 3 件。 

 

12.08 下午，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图书馆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员参加研讨，

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加春列席。 

 

12.09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于 9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 周年

之际正式发布。图书馆第三党支部积极响应，决定以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作为主要内容，开展本学期普通党员讲党课活动。11 月 11

日，图书馆第三党支部书记刘霞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形成与

发展”为题，为支部党员讲党课，汇总了各个时期的伟大精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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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们系统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12 月 9 日，图书馆第

三党支部两名普通党员以“弘扬红船精神 传承初心使命”和“弘扬

井冈山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为题为大家讲述“红船精神”和“井冈

山精神”。 

 

图书馆第三党支部组织开展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交流。活动

由图书馆第三党支部副书记张柯主持，图书馆党委书记杨娜列席。 

 

12.10 图书馆移动服务--微信应用“我的微图”通过微信公众号上线测试运

服。 

 

12.16 下午，学校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采用线上线

下结合方式召开。118 名妇联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杨娜、张晓敬、

董玉莹和魏代香作为图书馆妇联代表参会。 

 

12.23 图书馆第五届职代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图书馆 2021 年行

政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本届工会及职代会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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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以现场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

生图书馆第五届职代会、工会委员会委员。图书馆第五届职代会委

员会由汤谷香、刘倩、张民民、肖婵、吴雪梅、陈晓曼、项式桔七

位同志组成；图书馆第五届工会委员会由朱红、方林、齐铮、李梁

瑜、张泼、袁子晗、戚大洲七位同志组成。 

 

12.24 下午，副校长雷兴山率 2021 年全面从严治党（党建）工作考核集中

第三检查组莅临图书馆检查指导工作。 

 

12.30 下午，召开 2021 年度领导班子及领导班子成员述职测评会，全体馆

员参会。 

 

下午，图书党总支在北一区图书馆一层会议室召开党支部书记抓基

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会议，组织部副处级专职组织员董艳出席

会议，党总支委员、党支部支委及党员、群众代表二十余人参加了

会议。孙书霞、李金芳和刘霞三位支部书记依次述职，党总支书记

杨娜对支部书记述职情况进行了逐一点评，董艳在会上讲话。 

 

12 月 图书馆获得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共青

团北京市委员会主办的第十一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大学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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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节最受欢迎的阅读推广组织奖，副馆长屈南被授予十佳阅读推广

指导老师称号。 

 

2021 年 本年度，我馆推荐学生参加全国或市级竞赛获奖多项。在上海市图

书馆学会主办的“印象·论语”同一本书全民阅读创意作品征集展

示系列活动中，推选的三名学生作品全部获奖，1 项一等奖、2 项三

等奖；在第二届全国图书馆杯主题图像创意征集活动中，推选的作

品获得星级设计作品奖 1 项；在北京阅读季主办的“爱阅跑：青春

绽放在冬奥”系列短视频大赛中，推选的作品获得最佳创意作品 2

项、优秀传播作品 2 项。 

 

历史学院 6313 盒缩微胶卷及 14 个恒温恒湿柜移交给图书馆，集中

存放在北一区图书馆 J118 房间。 

 

资环学院移交给图书馆文献 11393 册/件，这些文献全部调拨到了各

阅览室及良乡待剔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