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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金玉珍代表应邀在东城区人大作专题培训 
 

 

2013年 4月 26日，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人大代表社区联络员培训会，我

馆研究部主任、东城区 15 届人大代表金玉珍助理研究员主讲，东城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高桂强主持会议，170余位人大代表社区联络员（以下简称“联络员”

参加培训。 

会上，金玉珍代表结合履职实际情况，就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等内容进行了精彩

的演讲。 

 

  随后，代表联络室主任杨向弘就联络员的职责和任务提出要求。并根据人大

各街工委办公室会前收集到的联络员想要了解和学习的内容、问题，进行了说明

讲解。 

 

  最后，高桂强同志强调：通过培训，使联络员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代

表法的相关内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和理解，为下步做好人大代表社区联络员工

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为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当好桥梁纽带，发挥社区干部

的工作优势，真实反映民情、民意起到了积极作用。她要求：作为联络员，一是

要当好宣传员，在社区居民中宣传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宣传人大工作，宣

传代表工作。二是要当好信息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社情况民意，作到上情下

达，下情况上达，保障信息渠道畅通。三是要当好人大代表的联络员，为代表接

待走访选民提供服务，社区居民的难点问题可通过你们反映，请人大代表向有关

部门提出意见建议，促进问题解决。通过我们的三级服务网络，即：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机构、人大街工委、人大代表社区联络员，为人大代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

使人大代表，更好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通过我们共同努力把我区人大工作提

高到一个新水平，为国际化现代化新东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信息来源：东城

区人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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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分馆集中整理古籍库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籍书刊，5 月 10 日上午法学分馆对古籍库进行集中整理，

对分馆现有的所有古籍书统一更换函套，以保护这些珍稀资料。此次整理工作由

李宏副馆长主持，法学分馆图书资料部具体操办，我院图书馆指派了专业人士对

整理工作进行现场指导。（中国法学网记者报道） 

法学分馆举办 CNKI 机构数字图书馆培训 

 

5 月 14 日上午，法学分馆在图书馆阅览室举办了“CNKI 机构数字图书馆”
培训。此次培训活动由莫纪宏馆长主持，聘请了同方知网法律分公司项目经理张

洪千先生担任主讲人；两所科研人员及分馆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中张洪千先

生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两所 CNKI 机构数字图书馆（网页版）和个人数字图书馆的

内容、使用和建设情况以及中国知网新版检索平台功能，并与活动参与者进行现

场互动，莫纪宏馆长结合分馆工作实际情况作了精彩点评，培训活动取得了良好

效果。（中国法学网记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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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图书馆数字资源研讨会在法学所成功举办 

 

 

2013年 6月 4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主办、法学分馆承办、院

人文公司协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数字资源系列研讨会——走进法学

所” 在所图书馆楼三层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研讨会由法学分馆馆长莫纪宏教

授主持，院图书馆网络系统部杨齐主任主讲，数据商代表——汤森路透知识产权

与科技集团和 Taylor & Francis出版社——分别对各自的产品进行了演示。  

研讨会主题为全面介绍院馆数字资源，并结合汤森路透和 Taylor & Francis

两家国外数据库商产品研讨科研人员如何利用数字资源深化法学研究。讲座分三

个阶段进行：院馆数字资源概述，重点数据库讲解以及交流互动。院图书馆音像

部对会议进行了全程录像。 

杨齐主任指出，面对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带来的信息环境和读者信息需求

/行为方式变化的双重挑战，院图书馆的资源结构调整势在必行。目前，中央明

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等“四个同样重要”和“两个不可替代”，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

系建设、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已经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因此，在国

家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大背景下，我院创新工程的正式启动，亦为院图

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院馆自今年以来通过加大数字资源

引进力度、建立数字资源服务 QQ群等多种方式，加快了资源建设步伐，改变了

传统的服务模式，以为我院科研创新工作提供坚实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今

天的研讨会亦是院馆提供创新服务的最新举措之一。应法学分馆邀请，我们将研

讨会的第一站安排在法学所，希望今后加强总馆和分馆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随后，

杨主任围绕院馆数字资源内容及合理使用议题，从数字资源概况、如何提供服务、

如何查找资源、数据库合理使用、其他资源及服务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集团的客户经理史华雨简要回顾了 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历史、内容及主要功能。作为全球学术信息的重要供应商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创建于 1900年，以科学引文索引 SCI（1900）、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1900）和艺术人文引文索引 A&HCI（1975）三大引文索

引闻名于世，收录了 1.2万余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权威学术期刊，内容涵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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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领域。目前，SSCI收录

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总计 3100余种，其中 9种为中国期刊。借助 Web of 

Science全球化学术平台，学者可以迅速捕捉国际学术热点及研究社会科学中的

共性问题，提高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其研究成果亦可以进行有效的传播。史

华雨还介绍了期刊引证报告 JCR 的学术评价功能，以及参考文献管理工具软件

EndNote的使用方法。 

Taylor & Francis 数据库代表顾麒简要介绍了 Taylor & Francis SSH 期刊

和 Taylor & Francis eBooks电子书数据库的内容及使用技巧，特别是其中包含

的法学内容。作为一家拥有两个多世纪出版历史的老牌学术出版机构，Taylor & 

Francis SSH 数据库提供超过 1100种经专家评审的高质量期刊，其中近半数期

刊被汤姆森路透的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内容最早回溯至 1997年。SSH 还提供移

动访问路径，配置成功后，可直接使用 180天。数据库收录了 23种法学和犯罪

学期刊，内容涉及国际法、法律史、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以及司法理论、刑事

司法和社会偏差等领域。其中，Justice Quarterly在 50种犯罪与刑罚期刊中

排名第 11位。Taylor & Francis eBooks数据库提供来自全球知名出版品牌的

超过 3.1万余册电子书，其中，法学类图书 1,154册。全部电子书均可以整本下

载，其中的 25%受到 DRM保护。 

莫馆长针对上述演讲进行了精彩的点评。莫馆长首先感谢院馆和数据公司的

领导和代表为我们全面详尽地介绍了院馆数字资源的建设进程、服务内容和方

式，从而使我们更加有效地利用院馆购买的 100多个中外数据库。莫馆长指出，

相对于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法学研究整体尚处于一个相对封闭和保守的状态。

西方先进数字资源的引入，带来了全球化的研究视野和科学的研究方式，必将对

学界产生深刻影响。凭借海量的数字资源和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现代化图书馆

提供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与传统的服务方式相比，差距巨大。图书馆必须改变传统

建馆思路，赶上时代潮流。因此，分馆两年前开始建设 CNKI数字图书馆，目前

已初具规模。在大数据时代，分馆希望通过数字图书馆平台，汇集各类资源，建

立统一的检索和使用平台。为此，我们需要征求各方意见，汲取先进的信息处理

技术，清理、规范和优化数据，为读者提供一种简单高效的数据使用方式。 

在会议的互动阶段还进行了有奖提问活动，大家纷纷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

主办方进行了积极的交流。 

本次研讨会信息量大、参与面广，不仅得到两所学者及学生的热情支持，还

吸引了院图书馆、考古所、社科出版社和人文公司等专家的积极参与，特别是院

办公厅一退休学者专门从其住地方庄赶来旁听。 

在与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本次培训以研讨会深度讨论的方式进行，从而使

以往简单的数据库讲解和演示得到深化和提升，大大拓展了大家的学术视野，是

对数字化环境下图书馆的多维角色和复合功能所做的一次极为有益的探索和尝

试。（蒋隽供稿，中国法学网记者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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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分馆应邀参加第三届“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 

 
2013 年 6 月 11 日上午，第三届“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CAFLL）在

华东政法大学交谊楼盛大开幕。美国国会法律图书馆馆长 David Mao、斯坦福大

学法律图书馆联合主席 Sergio D.Stone、上海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庄琦、华东政法

大学校长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智强等列席本届开幕式。会议云集了耶

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众多名校的学者和嘉宾。开幕

式由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智强主持。 
开幕式上，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美方执行委员会联合主席、斯坦

福大学法学院 Sergio Stone 作为美方代表、庄琦秘书长分别致开幕词。    随后

的主旨发言环节由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馆长贺小勇教授主持。首先，同济大学副

校长江波以教育国际化与法律信息服务为切入点，详细阐述了图书馆事业在中美

法学教育中的战略性地位和现实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徐小冰副院长

则将目光聚焦于图书馆在法律人才培养上的地位和定位问题，切中时弊地指出法

律图书馆的建设是法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提升法律图书馆的地位、抓紧法

律图书馆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是当务之急。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馆长 Blair 
Kauffman 教授则从 21 世纪法律图书馆的机遇和挑战出发，在空间布局、图书馆

服务、共享馆藏、扫描服务等方面，对中美图书馆事业提出了 21 个富有建设性

的意见。最后，北京大学的周庆山教授以信息与法律的融合、互动为视角，指出

高校应当加强信息与法律之间的资源整合与运用，力促学科交叉点的优势互补，

在交流与合作中敦促中美两国的法制建设。 
法学分馆蒋隽副研究馆员应邀参加了此次论坛，并在第一天的分论坛

——“法律图书馆服务发展新趋势新理念”中，做了题为“我国法学院图书馆现状

调查报告”的演讲，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关注。“报告”分别从图书馆定位、基础设

施及资源、服务、合作共享机制等四个方面，对我国法学院图书馆现状进行了调

查与分析。“报告”认为，我国高校法律图书馆/资料室在硬件设施、文献资源和

服务内容上基本能满足本学院的教学和科研需求。虽然与国外同行相比，还存在

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考虑到图书馆行业目前在我国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地

位，特别是面对信息环境和用户信息素质变化的双重冲击，专业图书馆能有如此

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实属不易。作为非主流、辅助性单位，图书馆的发展历来受

到观念和制度的影响。院系图书馆尤其如此。思想上的轻视和资金人员投入的匮

乏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目前，全国法学院图书馆总体上还处于发

展的初级阶段，现代化程度极不均衡。少数比较发达的图书馆在硬件和服务上已

经不输于学校总馆，但大多数法学院图书馆的功能仍等同于资料室，与蓬勃发展

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不甚协调。（蒋隽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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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数字图书馆专家论证会成功举行 

 

2013年 6月 15日下午，两所数字图书馆专家论证会在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

部培训基地隆重召开。论证会由法学分馆馆长莫纪宏教授主持，院网络中心周世

禄副主任、院图书馆网络系统部杨齐主任、院人文公司张爱民副总经理和公司数

据部经理熊鹰、院数据中心代表朱红豆等领导以及法学分馆部分成员出席了会

议。 

莫馆长首先对院领导和各位专家牺牲周末休息时间、与会指导分馆数字化建

设工作表示感谢。随后，莫馆长详细介绍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背景、过程以及现

状，并现场进行了演示。 

莫馆长指出，五年前出长图书馆时，馆内传统纸质文献资源及相关业务已呈

急剧萎缩态势，以是对读者之引力亦直线趋弱。为扭转图书馆日渐边缘化之趋势，

分馆从纸质图书经费中拨出专项资金购置法律数据库。但由于数据库局域网使用

权限的制约，致使该库未获高效率应用与大范围推广。2008年 12月，本馆承命

组建法学分馆，实乃院馆之第一分馆。当年，分馆成立仪典甚盛，院馆乃以《国

际海牙演讲集数据库》奉分馆。但以远程访问平台有阙，数据库嗣后亦久为闲置。

以故，分馆渐起设统一数据库使用平台之议，俾其效用得以宏肆。兹议幸得武寅

副院长及院网络中心领导之首肯与鼎助。已而，经广泛考察和科学评估，分馆与

国内最大法律专业数据商——CNKI法律知识资源总库——成功合作，借助其庞

大的基础数据资源，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数字图书馆建设进程。截至 2010年岁杪，

两所数字图书馆已初具规模，机构馆、分馆及个人馆之三级体系用告成形。翌年，

在进一步完善机构馆之同时，分馆在两所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推广活动，

集中两个月时间，以研究室为单位，先后组织专门培训逾五期。然以效果论，实

不堪称佳，殊未副初规。究其因，仁智各见，莫衷一是，然其显者则大率如次：

一谓基础数据不全，不能产生规模效应；二谓机构馆数据格式呆板，缺乏吸引力；

三谓资源不得远程访问。鉴于此，2012年，分馆对机构馆行大幅之网页化改造，

化板滞为跳脱，并拓其功能，引入科研成果统计及评价指标。今年 5月中，两所

数字图书馆遂告正式上线，并开始试运行。两所数字图书馆在整合院馆及本馆所

购数字资源外，更实现了服务之统一性与即时性——中国法学网及两所工作平台

得以链接，“三网合一”最终确保科研人员可随时随地使用图书馆并获取“一对

一”式的个性化服务。自运行以来，数字图书馆广获学者之积极回应。当然，两

所数字图书馆建设之成功，实有赖于我院之强有力支持——院馆资源引进力度之

加大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数据，院内远程平台之建立提供了有效的使用路径。 

随后，莫馆长对两所数字图书馆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和精彩的演示。数字图书

馆建设的基本宗旨是传统和现代技术相结合，即纸质资源、数字资源以及现代化

服务手段的交互融合。因此，其在设计上更为注重人文关怀，充分利用网页之直

观性与交互性特征，特别设计了有声咨询平台，以增加亲切感。网页界面友好简

单，并提供多种服务方式，还标明每位馆员负责服务的对象，实行贴心服务。数

字图书馆聚合了多种资源——既有各类原始文献数据，又包含数据的统计和分

析，还提供全新之服务模式。因而，数字图书馆不仅是资源的提供者，更开始扮

演科研助手角色。 

数字图书馆首页分之板块构成如下：第一，图书馆管理集成模块，包括图书

馆指南、公告、资源检索等；第二，科研成果展示模块，包括两所科研成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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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科研产出能力全国对比和分析以及最新学术信息等；第三，服务平台模块，

提供常见问题、个性提问以及实时问答等三种咨询方式；第四，相关链接模块，

包括分馆和个人数字图书馆入口、网站导航等。其中，科研成果展示模块为科研

管理和评价提供了客观的数据支撑。学术成果的统计和分析，不仅反映了研究室

/学者个人的科研状况和研究方向，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在整个学科和机构

中的学术影响力。 莫馆长设想，未来的图书馆将是“内外合一”的一个大概念，

即网站与传统图书馆的融合。在两所数字图书馆的三级结构体系中，个人馆是今

后建设的重点，我们将进一步开放个人空间，使其不仅包含图书馆的资源及服务，

还可以对个人成果进行管理，并指导学生、进行交流。莫馆长指出，分馆的近期

发展目标有三：一是实现平台设计、管理的自主化，二是进一步整合资源，实现

资源和服务的统一平台，三是建立两所特色数据库，包括两所科研成果数据库、

专题资料服务分析等。 

莫馆长殷切希望与会领导及专家对两所数字图书馆的设计、系统和功能等提

出改进建议，并就数字图书馆是否达到院创新项目申报要求以及分馆的工作思路

及具体做法是否可在全院推广等问题进一步向领导征求意见。 

与会领导和专家对两所数字图书馆表示一致认可，称法学分馆在数据化建设

方面做了大量事，工作很扎实，走在了全院的前面。此外，针对两所数字图书馆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有关专家还提出了有益的建议、给出了有效的对策。 

院网络中心周世禄副主任特别指出：第一，两所数字图书馆的网页界面非常

友好，对用户很有吸引力；第二，在当今大数据时代，法学分馆突破传统观念，

转变服务方式，建立数字图书馆，充分利用海量数据，积极、主动地为科研服务，

这种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创新，可谓在全院信息化工作中先

行了一步，为全院树立了示范样板、提供了创新思路；第三，法学分馆的工作模

式科学化、规范化，具体流程细化、扎实、有效，尤其是馆员服务承包制可以说

是全院的一块创新“试验田”。他强调，社科院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且与中科

院的差距日渐拉大，而“三个强院战略” 又需要信息化建设的强有力支撑。法

学分馆则在无任何外来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积极主动、不计报酬、坚持不懈地推

进图书馆数字化建设，恂属难能可贵。周副主任最后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数据

的客观性、完整性尚需逐步完善，以进一步增强其科学性公信度；第二，数据平

台的技术架构对数据库的后续发展至关重要，务必予以高度重视，并同时对网络

中心正在建设的全院统一平台——社科院安全防护系统和网站发布平台——的

建设情况做了简要介绍；第三，目前，院里将“创新工程”中的信息化项目的评

审工作委托给网络中心，数据库建设项目的审批则委托给数据中心，而信息化项

目的内容包括网站建设、办公系统自动化等，网络中心则核准了 20多个创新项

目，故法学分馆应仔细研究申报表，以确定用何种形式申请为宜；第四，法学分

馆信息化建设模式的推广建议很好，他们将向院领导就此做专门汇报，因为推广

先进经验一直是院领导、尤其是伟光同志多次强调并高度重视的。 

院图书馆网络系统部杨齐主任认为，分馆的数字化建设思路和方式比较先

进，很多工作是院图书馆没有想到或还没有具体实施的，这方面法学分馆走在了

前面。基于 CNKI平台的两所数字图书馆，在知识服务方面做的非常好。杨主任

表示，院图书馆愿意积极配合并大力支持分馆工作，特别是对其数字化建设方面。

其实，院馆和分馆在这方面的合作已经开始。6月 4日院馆在法学分馆的培训非

常好，院馆希望走进研究所，与科研人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此外，杨主任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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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建设的许多具体问题提出了专业性建议，并介绍了院馆正在试用的一个

新的资源整合与发现系统——Primo学术资源发现平台。 

院人文公司张爱民副总经理认为，此次论证会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人文公司在图书馆资源建设方面尚无经验，仍需加强交流。他说，法学分馆确实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走在了前面，按照院领导的要求，人文公司的服务不仅止于资

源的采购，还将不断强化服务力度，深入参与到资源的建设进程中。对于两所数

字图书馆，张副总经理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两所数字

图书馆主要是从成果的数量上进行排序，而院里创新成果的评价指标则更加全面

和科学，分馆可增大质的方面评价权重；二是法学分馆数字图书馆首页不宜标识

中国知网之 Logo，知网资源毕竟只为数字馆内容之一部。 

最后，莫馆长对院四部门领导和专家牺牲宝贵休息时间为两所数字化建设出

谋划策再致谢荷。莫馆长指出，领导和专家的建议具有很高的建设性和很强的针

对性，拓宽了大家的思路，在认真听取上述各项建议的基础上，法学分馆将迅速

行动、逐一落实。莫馆长表示，院领导对法学分馆数字图书馆的肯定，既是对我

们过往工作成绩的确认，也是我们今后继续前行的动力。数字图书馆下一步的发

展目标是：在两所范围内有效推广使用的基础上，逐步融入全院大信息服务系统，

力争为全院科研服务。为此，莫馆长呼吁，在“三个强院战略”之外，增加“信

息强院”，进一步加强全院信息化建设。（蒋隽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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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分馆举办 Westlaw 数据库培训讲座 

 

2013年 6月 18日上午，法学分馆在图书馆楼一层阅览室成功举办 Westlaw

数据库培训讲座。讲座由馆长莫纪宏教授主持，美国汤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高级

培训师贾琼女士主讲。参加本次讲座的不仅包括两所学者、分馆部分成员，还有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学者。  

莫纪宏馆长首先致欢迎词。莫馆长指出，目前，图书馆正在进行数据化建设，

两所数字图书馆已经正式上线试运行。数字图书馆聚合了院馆和本馆资源，提供

了在线服务平台，欢迎大家使用并给我们反馈意见。Westlaw数据库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法律专业数据源，结构庞大，检索方法比较复杂，希望通过今天的培训使

大家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数据库。图书馆下一步工作的重心是加强数字资源的宣

传力度，提供其使用效率。为此，图书馆将于每周二举办数字资源推广系列活动，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随后，培训师介绍了汤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及其在线产品——Westlaw 

International和 Westlaw China——的使用方法。作为全球使用量最大的法律

检索在线数据库，Westlaw International拥有超过 2.7万个数据库， 1500余

种法学专业期刊。个别数据库的更新频次达 30分钟/次。根据检索目标的不同，

培训师详细讲解了数据库的四种检索方式：针对全部检索对象的主目录检索法

（Directory）、针对期刊和案例的引证检索法（Find Citation）、针对美国资

源的钥匙码检索法（Key Number）、针对专著和成文法的目录阅读法（Site 

Map—Table of Contents ）。培训师还介绍了 Westlaw International独有的

关键引用（KeyCite）功能。KeyCite是用来判断判例或者成文法是否有效的功

能，通过不同颜色的标志显示其效力。通过 KeyCite，可以显示该判例的诉讼过

程、对于该判例有负面影响的其他案件、以及与该判例有相同涉案双方和事实的

相关判例等内容。最后，培训师简要介绍了万律 (Westlaw China)的内容及特点，

特别是万律时讯、中文法律和法律词汇的英文翻译。 

此外，培训师还向大家演示了 Westlaw International新增加的 Business & 

News内容，用户可以实时检索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广播公司（ABC）、 美

国有线电视（CNN）、经济学家（Economist）、 福布斯杂志（Forbes）等报刊

文章。 

本次培训迥异于以往之处在于强调资源内容的揭示和实际使用步骤，简明实

用，故受到所内外学者的一致欢迎。（蒋隽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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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分馆举办北大法宝数据库培训活动 

 

6月 25日上午，为提高两所职工对中外法律文献的检索能力，法学分馆在

图书楼一层阅览室举办了北大法宝数据库培训活动。培训活动由法学分馆馆长莫

纪宏教授主持，聘请了北大法宝数据库高级培训师张佳先生担任主讲。培训中，

张佳先生重点介绍了北大法宝最新推出的“北大法宝 V5版”在线平台的使用方

法，包括法规、判例、法学期刊、专题参考、中国法律英译本和法律视频等内容

及检索技巧。部分科研人员及法学分馆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并与培训师进行现

场互动。培训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中国法学网记者报道） 

 

 

我馆田建设老师应邀参加“北京市法学会法律专家顺义公益行”活动 

 

2013年 6月 28日，“北京市法学会法学法律专家顺义公益行”活动在北京

正式启动，中国法学会、北京市法学会、北京市相关部门领导及顺义区相关部门

领导出席启动仪式。作为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分会成员之一的我

馆副研究馆员田建设同志应邀参加了启动活动。 

    启动仪式上，顺义区与北京法学会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双方将以“服务区域

发展 共建法治顺义”为主题开展法治共建系列活动。据悉，“法学法律专家基

层公益行”项目是北京市法学会近年来服务社会的优秀公益行项目，获得了北京

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的大力支持，是由北京市法学会组织首都法学法律专家

积极为基层人民群众、企事业单位以及基层组织提供法制宣传、法律培训、法律

援助、政府决策前瞻性法律服务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提高基

层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几年来先后在丰台、海

淀、平谷、昌平等区和亦庄经济开发区、中关村以及多所学校展开系列活动，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中国法学网记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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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共建共享模式*∗

 《全国图书协调方案》 １９５７年９月６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５７次会

议批准 

 

                       欧阳晨红  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前言 
一、过去--法律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的历程 
二、现在—目前图书馆共建共享的模式 
三、将来—法律图书馆共建共享将遇到的问题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来，各方面都注意改善为科学研究

服务的图书条件，图书馆工作有了不小的进步，可是，也还存在着很多的

缺点。如积压的图书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多余的复本图书和不合理的收藏

还有很多没有交换和调拨；采购外文书刊和古旧书有很大的盲目性；专题

联合书目和新书通报还很少编制出来；复制工作还做得很少。为了克服这

些缺点，改进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图书条件，决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

下设图书小组，由文化部、高等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地质部、

北京图书馆的代表和若干图书馆专家组成，负责全国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图

书工作的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目前首先要进行下列的工作： 
    一、建立中心图书馆； 
    二、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  
 <b>文献共建共享的时机</b> 
 1、知识（信息、文献）量的成倍增长； 
 2、科学技术的支持与推进； 
 3、读者服务理念的提升； 
 4、政府加大了对文化事业的投入；  
<b>协作委员会名称的演变</b> 
 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图书馆馆际协作委员会 
 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馆际协作委员会 
 法律图书馆联盟？ 
<b>我国法律图书馆的成员结构</b> 
 1、五所政法大学图书馆 
 2、综合性大学法学院图书馆 
 3、部属或地方的政法学院图书馆 

                                                        
*本文为作者于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主办的“第三届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 CAFF”的主题发言 PPT，
编者仅做格式的调整，参见 http://cafll2013.ecupl.edu.cn/download.asp 。 

http://cafll2013.ecupl.edu.cn/download.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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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政府机构所属的法律图书馆 
 5、其他 

<b>五大政法院校参加共建联盟</b> 
 1、华东--上海教育网络图书馆； 
 2、西南--重庆市高校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 
 3、中南--湖北地区文献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 
 4、西北-陕西省文献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 
 5、法大--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6、CALIS—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b>法律图书馆的特性</b> 
 1、馆藏建设政策上的共性--法律图书馆文献收藏的重点基本一致，将政

治、法律类作为图书馆的收藏重点，文献覆盖学校所有的学科和专业，形

成了以政治、法律、经济类为主，人文哲社等为补充的藏书体系。 
 2、馆藏现状的共性与个性--馆藏资源有一定的趋同性。但同时个性也比

较强烈，它主要反映在各校学科建设的差异；馆藏建设的历史；文献收藏

的地域性等等。 
 3、用户群体的共性—法律图书馆大部分读者是从事法律学习与研究的。 

<b>一、法律图书馆共建共享的历史渊源</b> 
 国内政法院校相互合作，团结共建历史到今年整三十年。1983 年 11 月在

司法部教育司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图书资料工作

座谈会。当时参加的有八家政法院校单位。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除了交流

贯彻执行《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的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图书

资料工作外，还对如何开展和加强馆际协作进行了探讨。其后出台的司法

部部属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章程中的第二条提出了协会的宗旨之

一是组织馆际之间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 
<b>1、编印各馆年度大事记、简报和政法院校联合书目 
2、采购协调、外文原版书刊协调 
3、编辑出版协作委员会会刊 
4、主编《法律检索与利用》教材 
5、外文电子图书共建</b> 

2010 年 4 所法律图书馆（CLLC）与中科签订 CLLC MyiLibrary 电子书集团

采购方案，共享 372 册外文电子图书。 
<b>二、目前图书馆共建共享的模式 
卓却联盟</b> 

 “卓越联盟”，是中国 10 所具有理工特色的重点综合性大学组成的“卓越人

才培养合作高校”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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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卓越联盟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平台覆盖的资源有：图书书目

330 万种，期刊 85621 种，中文期刊 7155 万篇，外文期刊 10872 万篇，

开放学术资源 3700 万篇 ，数据库 503 种。 
         卓越联盟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平台主要实现了以下功能： 

      1. 实现了馆藏数据（图书、期刊和学位论文）的挂接； 
      2. 实现了电子资源的整合； 
      3. 实现了图书、期刊和数据库的导航； 
      4. 实现了联盟内部的资源共享，用户可以查看到“卓越联盟”高校的馆藏

资源。 
<b> “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ALIS）” </b> 
 BALIS 是北京高校图工委领导下的北京地区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之一。其宗

旨是,在北京市教委的领导下，把国家的投资、现代图书馆理念、先进的技术手

段、高校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人力资源整合起来，建设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联合保障

体系，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它设有五个中心：  
      1、原文传递管理中心；  
        2．馆际互借管理中心；  
        3．资源协调中心；  
        4．培训中心；  
        5．联合信息咨询中心。  
<b>联盟技术平台（统一图书目录检索系统）</b> 

 <b>卓越</b>--卓越联盟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平台是卓越联盟图书馆资源

的联合搜索和导航，由超星公司负责研发。 
 <b>BALIS</b>--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由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系统部和北京

邮电大学图书馆技术部托管。  
<b>资源协调</b> 

 BALIS 资源协调中心的宗旨： 
         探讨资源建设中的馆际合作和市场合作，实现图书馆用户文献利

用和图书馆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促进图书和数据库市场的繁荣稳定；

实现数据库商和图书馆的双赢。 
 BALIS 资源协调中心的任务： 

         1、沟通文献生产、发行、采集、保存和使用； 
         2、组织、协调成员馆进行文献特别是数据库的调研、论证和集

团采购等，为高校图书馆文献采购提供服务，实现文献资源共建与共享； 
         3、针对在文献资源建设中大家所面临、所关心的问题，进行研

究探讨。 
<b>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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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ALIS 馆际互借经过了读者图书自取和第三方帮助传递两个阶段。由

于经费问题，现在 BALIS 提倡自取方式，让读者不仅能够获得 BALIS 共

享体系内的纸质文献资源，而且还可以获得 BALIS 共享体系内其他图书

馆现场服务环境的体验。BALIS 希望在将来自行提取占 60%。 
   2、图书自取方式为办卡的形式。自取自还的方式在借出馆是可控的。 
   3、BALIS 原文传递系统到 2012 年年底已有 11191 人注册，原文传递

成员馆达到 89 家；馆际互借达到 77 家。2012 年 BALIS 加强了与 CALIS、
CASHL、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业界单位的联系。原文传递已开始

与 CALIS 融合，这是联盟之间的合作，是一个创新性的发展。 
<b>联合参考咨询</b> 

 1、聚合联盟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优势。 
 2、采用集中式门户平台和分布式服务结合的方式。 

<b>三、共建共享将遇到的问题</b> 
 1、共享联盟平台 
 2、管理体制 
 3、经费和人力资源 
 4、资源协调 
 5、版权 

<b>管理体制的架构</b> 
 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从 2000 年司法部不再领导后变成了一个

民间组织，它没有权威的上级协调机构，没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力。各馆之

间不论在资源上、队伍建设上还存在很大差异。 
         联盟的资源协调合作一切靠平等、互利、自愿。如何加强协作机

构的凝聚力，保持协作项目的可操作性和持久性需要建立一整套的管理体

制和合作服务评估制度。 
<b>经费来源与专人管理问题</b> 

 全国政法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没有资金来源。各地区的文献资源共建共

享平台政府投入了相当多的经费，以广东省的共享平台为例，十多年来广

东各级政府对广东省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投入了十多个

亿。法律图书馆联盟如何争取除校拨经费外的资金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联盟建立后需要有专人管理，应设立专职人员负责联盟平台的维护、馆

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联盟项目的规划与实施等。 
<b>资源建设的个性化与资源协调</b> 

 1、保持各馆资源的个性化建设 
 2、中外文图书期刊的协调 
 3、古籍图书电子化的协调 
 4 、电子资源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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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建立本校学术资源库 
<b>遵守著作权与权利限制</b>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容易与版权法发生磨擦。如何在遵守知识产权法的基础

上共享资源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法律图书馆联盟应该是守法的模范，要积

极寻找遵守法律并共享资源的途径。 
<b>用户培训与共享机制的宣传</b> 

 法律图书馆是我国从事法律学习与研究用户聚集最多的地方，法律图书馆

应为广大法律师生提供法律文献服务，用户的需求是图书馆提高服务质量

的动力，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也是馆际之间开展共建共享的动力。 
  共建共享机制需要向读者推介，提高用户的信息素质是图书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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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法律的交叉融合与跨学科研究 ∗

• 词语有并列关系、偏正关系等。 

 

 
周庆山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信息与法律的交叉领域 

• 一般来说，信息法律和法律信息在语用中是偏正关系，即前者是修饰语后

者是中心语。 
• 因此，信息法律是信息的法律问题，法律信息是法律的信息问题。 
• 信息与法律的交叉形成了两个研究领域 
一、法律信息学 
• 法律信息资源收集获取、加工处理、组织整序、标引检索、咨询服务、信

息系统建设、知识发现与情报分析、开发增值利用与相关管理及政策等问

题的研究。 

 
二、法律的信息属性 
• 法律从其文本形式上来说，是一种包含价值、知识、预测、警示、公共等

属性的信息。 
• 1、价值性：卓泽渊认为，法的价值实现的四个面向--政治性工具、规制

经济的本性、契约的社会存在模式及文化本质论。 
• 2、知识性：法律的形式是一套规范性知识符号系统。 
• 在现代国家之中，这些应然语句通常是以正式法律文献（法典、判决书）

的形式予以呈现，并且，由特定国家机构通过强制力加以执行。 
• 3、警示性：王海南认为，法律规范在“语义”层面上，其意义主要是通过

应然语句来传达，亦即，通过禁止（prohibition）、（积极与消极）容许

（permission）与命令（obligation）三种应然语句，表现其规范的内容。 
4、公共性：公民信息知情权，法律意识，法律的信息需要传播、共享和认

知。 

 
三、信息法学研究 
• 信息法学 
• 研究信息活动及相关法律关系问题。 

                                                        
∗ 本文为作者于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主办的“第三届中美法律信息与图书馆论坛 CAFF”的主题发言 PPT，
编者仅做格式的调整，参见 http://cafll2013.ecupl.edu.cn/download.asp 。 

http://cafll2013.ecupl.edu.cn/download.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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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信息社会的后现代立法 
• 信息科学中的法律元素，信息管理方面将信息政策、法规等作为信息宏观

管理的重要领域。 
• 此外，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法律文件的电子签名。信息技术条件下的赛博法

问题 

 
四、信息的法律属性 
• 王志荣在《信息法概论》书中指出，信息的法律特征即研究法律调整的信

息所具备的的基本属性，认为包括可管理性、价值性和法定状态性。 
• 娄耀雄认为：信息空间的三个主要法律特征是: 法律主体的去中心化、法

律关系的虚拟化、信息财产权的阶层化和多样化。 
• 信息的基本属性有很多不同观点，这里结合一般研究提出的观点概括为:

公共属性、商品属性、人格属性、客观属性、非物质性、媒介依附属性、

普遍属性、国家主权属性等。 
• 这些属性反映了信息的主体对于信息在社会活动意义上的利益诉求以及

矛盾冲突，并且需要从法律规范角度加以确认和规制。 

 
1. 公共与共享属性 

•公共属性是指信息作为人类的认知、交流与决策的基本资源，具有影响人的价

值观和态度的意识形态特征。 

•信息对于公众来讲是满足普遍信息需求，信息表达自由是基本人权，因此，应

该避免全部被市场和经济控制，从而失去自由、公开、平等共享。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就是信息的知情权、表达自由、合理使用等权利，最早以

信息命名的法律就是注重信息知情权和公开信息义务的美国 1967 年的《信息自

由法》。 
2、商品与价值属性 

•信息的资源稀缺性：财产、商品性 

•信息是一种商品已经毋庸置疑，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变化最主要的体现就是

信息最终取代物质和能量成为社会基础经济资源。从土地法到物权法再到信息

法。 

•信息的所有者的权利属性：信息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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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利益冲突问题：信息价值冲突的法律协调规范 

3.信息的人格属性 

•信息的人格属性主要基于信息依附于自然人，不可分割性地对于公民的人格尊

严、人格利益等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 

•信息的识别性：个人信息是个人法律属性的映射 

•这其中涉及到法律保护公民避免因信息诽谤、侮辱、侵扰、披露、非法使用等

行为，包括了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知识产权等方面。 
4.客观而可伪属性 

•信息论的创立者申农把信息定义为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 

•信息本身具有客观性，但是由于认识局限和人为干扰，使得大量主观的、虚假

的、错误的信息存在。 

•因此需要制定完善的信息虚假与错误信息的制裁法律，如广告法、反诽谤侮辱

法律、防止虚假新闻和传播错误信息的法律。 
5.信息本身的非物质性 

•我们正从 A 到 B，即原子世界进入比特世界，也就是从物质进入非物质世界。   

•非物质性改变了物质世界的法律规则。 

•同时，信息的非物质性也逐步形成了赛博空间法律的新体系。如电子商务法、

电子签名法等。 
6、信息的媒介依附属性 

•信息作为传播内容借助不同的媒介作为工具和载体交流，媒介演变也带来了信

息法律的演变，从出版法到广电法再到网络信息法。 
7、信息的普遍性 

•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和基本属性，信息产生于物质的相互作用，又以物质为

载体进行贮存和流动；有物质即有相互作用，有相互作用即有信息，信息与物质

是共存的，信息并不是只存在于人类社会中。 

•普遍性也反映了信息法律是信息社会的基本保障。因此，很多国家制订了信息

的基本法律。 



 21 

8、信息的主权与意识形态属性 

•信息在当今世界虽有普适性价值，更有主权价值属性，国家信息安全利益具有

重要的法律意义。 

•同时各国的宗教、文化习俗、意识形态差异也会体现在信息的表达与影响上，

从而为多元意识形态冲突的法律规制问题提出了挑战。 

 
五、学科融合问题 

• 信息与法律的融合将会形成信息社会的新型互动机制 
• 信息领域的研究与法律研究的互动将会推进学术的新生长点和跨学科合

作。 
• 本次大会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平台和机制，把信息、图书馆与法

学联系在一起。 

 
问 题 
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整合问题，是属于传统法学范畴还是信息科学的

特殊研究领域？ 
是否越界？研究信息法学是信息管理领域学者的问题还是法学学者的问题，

很多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学科学者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面临的专业困惑。 
– 法律信息学是否需要法学背景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石世豪对传播法学的研究看法 
• 关于法学与传播研究如何对话的问题，作者个人倾向于朝更基础的方向，

例如：普同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诠释学（hermeneutic）、科学

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或知识论（epistemology），甚至，形上学

（metaphysic）或哲学寻求共通的语言；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深

入法学与传播研究各自专精的领域，藉以朝向分工合作、相互印证的方向，

发展学科之间的理想互动模式。 

 
信息与法研究的双向建构模式 
• 交叉点优势互补：信息领域的资源集成与信息组织与技术应用优势，法学

领域的规范知识优势的结合。 
• 方法融合：如采用内容分析法、计算机建模、实验研究分析信息法律问题，

用法学的方法研究信息的问题。 
• 协同研究与跨学科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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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双学位，专业硕士的跨学科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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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为何不读研究生？∗

晚年钱锺书被学界誉为“文化昆仑”，但以他毕业清华、留学英法的学习经

历，学历背景又为何止于“学士”呢？当然，不是所有学问大家都要“博士”头

衔，很多人并不热乎于此，陈寅恪即为典型。只是观照民国浓厚的留学读洋博士

 

 

                                                      钱之俊 

                                                        
∗ 本文选自《中华读书报》2013 年 3 月 13 日第 7 版，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3-03/13/nw.D110000zhdsb_20130313_1-07.htm。 

http://mcr.nccu.edu.tw/0058/09.html�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3-03/13/nw.D110000zhdsb_20130313_1-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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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钱锺书从清华到牛津也一直有机会取得更高的学位，但他为什么选择放弃

呢？ 

  为何不读清华研究生？ 

  1933 年夏，钱锺书从清华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证书为： 

  学生钱锺书系江苏省无锡县人，现年二十三岁，在本校文学院外国语文系修

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得称文学士。此证。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教务长张子高 

文学院长冯友兰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可见此证既为毕业证书也是学位证书。 

  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一书附有“辅仁中学的《本校历届毕

业生》名单”，其中第八届（1929 年）中第一位是“钱锺韩”，其次就是“钱

锺书”，介绍钱锺书时写为“北平清华大学肄业”。钱锺书既然已经从清华拿到

毕业证为何还是“肄业”呢？个中原委从吴世英《毕业五十年杂感》中可略知大

概：“1933 年夏，钱锺书快要毕业的时候，华北局势恶化，日军侵犯热河，学

校当局为了顾全学生的安全，提前放假，紧急疏散，第五级同学未经大考、毕业

考，也没有任何仪式即毕业了。”（转引自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第 88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也就是说，钱锺书这一年毕业，清华什么都没举行，

毕业论文估计也没写。后来在《围城》中，方鸿渐的一句话正道出了钱锺书本人

的真实经历：“那么，她毕业的那一年，准有时局变动，学校提早结束，不用交

论文，就送她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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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钱锺书当时的水平和成绩，他一毕业就直接到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当毫无

争议。外文系老师也确实有这个意愿，但他还是弃清华选光华，从而引起了后来

的种种猜测。其实钱锺书之所以不在清华读研究生，主要原因是他想出国留学。

在清华读书时他就流露出这种想法。他的清华同学石璞教授（著名外国文学学者、

四川大学教授）回忆道，她和钱锺书同学三年，大学时代的钱锺书很有思想和追

求，除了上课以外，把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他们有一次在闲暇时交流学习心得，

钱锺书无意间流露出了毕业以后到英国求学的想法，“没想到我们毕业后的第二

年，钱同学就去了伦敦”。（石先生 2007 年 7 月 8 日百岁生日会上的回忆，引

自豆瓣网钱锺书小组） 

  国人留学海外肇始于 1872 年清朝政府派遣留美幼童，此后至上世纪中叶，

先后掀起几次留学热潮。与钱锺书有深交的许渊冲曾说：“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

代的梦想，多是考入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的梦想，多是出国留学；而留学回国

后的梦想，多是成名成家。”（许渊冲《一弦一柱思华年》，《记钱锺书先生》，

第 60 页，大连出版社 1995 年版）说出了当时很多青年人的真实想法。季羡林

说，“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便身价百倍。”（《季

羡林留德回忆录》，香港中华书局，1993 年版）时局维艰，有个洋学历成了名

利双收的事情。刘半农当初以中学都未毕业的身份就北大教授，就因受不了学院

派教授的歧视，而发奋赴海外求学位，终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同样未接受过现

代大学教育的钱穆，在得知钱锺书报考留英考试后，对他说一定要考上，“出洋

镀金后大家自会另眼看待”。（《夏鼐日记》1978 年 10 月 4 日）钱穆此语似

有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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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钱锺书这样想出国留学的毕业生来说，如在清华继续读研究生，有一点很

要命，可能没有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么钱锺书从清华一毕业为什么不就去参

加公费留英考试，而是在两年之后呢？钱锺书毕业这一年，留英庚款公费生考送

刚开始，到 1944 年结束，历时 8 年，每届少则 9 名，多则 30 名，共考送 177

名。国民政府教育部制订有《国外留学规程》，对出国留学有很严格的规定，除

强调学习科目以理工农医为主外，还规定公费生的条件，必须是国内专科以上学

校毕业，同时要有两年以上专业工作经历。（《中国留学史萃》，第 291 页，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 年版）从后来考取庚款名单的资历一览表可以看出，其

中除一位任公职外，其他均在各大学任教职。这也是钱锺书一毕业就去光华大学

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锺书蓄意投考中英庚款奖学

金，而中英庚款规定，应试者必须有服务社会两年的经历，所以他急要去教书，

取得应试资格。”（《听杨绛谈往事》，第 84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而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韩与他同时大学本科毕业，为什么参加了当年的公费

留学考试呢？这是因为钱锺韩当年从国立交通大学毕业时，“成绩为全校之冠”，

“以成绩特优，未经服务，保送应江苏省第一届公费留学生考试，成绩亦冠全军，

录取第一”,“由江苏省公费送英留学”。（钱基厚《孙庵年谱》，《钱锺书评

论》卷一，第 335－336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由于成绩特优，

两年的服务期免了。可惜的是，钱锺书在清华毕业时，学校未举行毕业大考，故

无成绩可据。秦贤次《钱锺书这个人》说，钱曾两个学年得到甲上，一个学年得

到超等的破纪录成绩，最后一个学年无记录，“因时势动荡，学生纷纷离校，俱

未参与毕业考试”。以他的成绩，如无意外，被保送考试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钱锺书没有在清华读研究生，多少和他父亲也有点关系。刘桂秋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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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夏，钱锺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得文学士学

位。当时钱基博在上海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因此钱锺书拒绝了进

清华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建议，来到光华大学任讲师，讲授诗学、英文学。（《无

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第 190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 

  这种说法和后来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而入国立师范学院的缘由颇为类似。但

不是主要原因。钱锺书到光华大学之后，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考研”。据

沈毓刚回忆说，1933 年，他开始读中学，当时他的国文老师就和钱锺书住一个

宿舍，钱锺书“在大学部教英文，刚从清华毕业，在做去牛津大学的准备”。（《钱

锺书先生与晚报》，《新民晚报》1998 年 12 月 26 日） 

  1935 年，钱锺书参加英庚款第三次留学生考试。钱基厚《孙庵年谱》：钱

锺书“得分独多，全榜第一，以西洋文学系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他是 24

名录取学生中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留学生。从当时及此后公费留学的趋势来看，

文科留学的名额是越来越少。如 1938 年国民政府制订的《限制留学暂行办法》

规定，“凡往国外留学者一律暂以军、工、医各科与军事国防有关者为限，资格

规定为公私立大学毕业后从事 4 年以上研究成绩突出者”。（《中国留学史萃》

第 292 页）如果再向后推迟一两年，他就可能没有机会公费出国留学了。 

  为何不在英法读研究生？ 

  1935 年钱锺书与杨绛结婚后，夫妇二人同赴英伦。钱锺书被安排上牛津大

学埃克塞特（Exeter）学院，攻读文学学士（B.Litt.）学位。作为庚款留学生，

他不需要入学考试。“当时规定中英庚款留学生必须读 B.Litt.学位。”“这是很

清贵的学位，都是大学毕业后去念的。所以有人译作硕士或博士，其实相当于

M.Phil.（Master of philosophy）。”（《一代才子钱锺书》第 136、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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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也是牛津毕业（自费），比钱锺书低两级，开始读的也是学士学位。他在

《漏船载酒忆当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中回忆道，“那年头，

一个亚洲或非洲学生想要进牛津，很难。他们的机会仅仅是竞争在某个学院里的

一两个名额而已”。（第 38 页）“那时在牛津大学各个学院就读的中国学生加

起来为数也不满一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中国上完了大学，到牛津来攻读高级

文学士学位（B.Litt.），或拿到一张证书，这只需一至两年就能完成。”（第 51

页）这说明初进牛津读学士学位是普遍的要求。杨绛说钱锺书对攻读文学学士“不

甚乐意”。（《我们仨》第 71 页） 

  钱锺书在牛津第一年的课程都是预备性质，有的课不必考试，有些课必须经

过严格考试，及格才能提论文题目，第二年才专写论文。论文提出后，口试及格

即授予学位。从杨绛的回忆中可以发现，钱锺书读这个学位读得并不轻松。他当

时最头痛的两门功课是古文书学（Paleography）和订书学，古文书学因为粗心

还补考过。杨绛当时申请在牛津旁听。她在《我们仨》中说，她“既不是正式学

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锺书说

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

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工夫。不过，严格的训练，

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

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第 70－71 页）钱锺书想继

续读研究生的心此时开始动摇。 

  1938 年夏，钱锺书顺利通过论文口试，领到一张文学士文凭。“锺书通过

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赦。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

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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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

锺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我们仨》，第 90-91 页）钱锺书就此完全

打消继续读学位的想法。“锺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杨

绛《〈钱锺书手稿集〉序》，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此时国内国际局势日趋紧

张，担心迟了回不了国，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在巴黎大学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

年 8 月就动身提前回国。留学生涯到此结束。 

  在没有拿到牛津学士学位之前，钱锺书是打算继续读研究生拿更高学位的。

在牛津的第三学期之后的暑假，他们到巴黎、瑞士走了一圈，在返回牛津之前，

他们托在巴黎大学的同学盛澄华为他们代办了进巴黎大学注册入学的手续。“那

时我们打算在巴黎大学读博士学位，需有二年学历，所以及早注册入学。”（杨

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文集·文论戏剧卷》，第 391 页，人民文

学出版社 2009 年版）“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

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

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我

们仨》，第 83 页）通过杨先生在《我们仨》中的介绍，当时在巴黎大学读博士

学位似乎很容易，博士论文甚至都有人找枪手代做。顺便一说，钱锺书此时对盛

澄华颇有好感，因为他“不同于一般留学生唯学位头衔是务”。（王辛笛《君子

之交其淡如水》，《记钱锺书先生》，第 20 页）可以看出他对求学位者的一些

态度。但钱锺书在领到牛津的学位证书后，却失去了在巴黎大学读研究生的兴趣，

“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我们仨》

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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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如果继续在牛津读硕士、博士是不是同样很困难呢？按照杨先生的介

绍，当时在牛津读研究生比本科要容易得多。她说“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

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

吃饭比上课更重要。据锺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B.A.Honours）之后，

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我

们仨》第 72 页）这就是上文杨绛所说的“吃饭制”。这种说法在杨宪益、朱光

潜等人的回忆中也有类似表述。1940 年，因为平时没用功，杨宪益的毕业考试

只是勉强通过，得了个四等荣誉学位，成了“稀有动物”（得四等荣誉学位的人

很少）。他说，当时在牛津，读满四年又取得荣誉学位的毕业生只要多付 20 英

镑住宿费，无需再次考试就能获得一个额外的硕士学位。“我交了那 20 英镑，

拿到了硕士学位”。（《漏船载酒忆当年》，第 77 页）这难道就是世界顶尖大

学培养人才的方式？这和那些卖假文凭的野鸡大学又有什么区别？实在让人匪

夷所思。想起陈寅恪早年对吴宓说的一句话：“吾留学生中，十之八九，在此所

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 8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如果“再吃两年饭就是硕士”，那钱锺书要在牛津得此学位当时时间上已不

允许了。因为到 1938 年，他的奖学金最多只能延期一年（《我们仨》第 94 页），

这也是他们提前在巴黎大学注册的原因。如果时间宽裕，钱锺书是不是会重新考

虑在牛津继续读研究生呢？从杨先生的文章和小说中隐约能看出，她还是希望钱

锺书读到更高学位的。杨先生第一次在文章中谈及钱先生的学位，是名文《记钱

锺书与〈围城〉》，当时写作“副博士”，很快就被人指出错误，此后她自己也

予以了更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出了本小说《洗澡》，其中男女主人公颇似钱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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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的写照。书中写道，许彦成在美国毕业后随老师去了英国，杜丽琳希望许彦

成读个博士学位，但他只顾钻研他喜爱的学科，不看重学位。这说的不正是钱锺

书吗？ 

  通过对钱锺书在英法留学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没有继续读研究

生，主要是因为当时为了得一个文学士学位，读得很辛苦，很不开心，为了这个

学位，要读很多自己不感兴趣的书，浪费了时间。还有一点，如果他继续读研究

生，时间、时局和经济上已经不允许了。这次不长的留学经历，他虽然没有载“誉”

而归，以博士还乡，但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回国在即，他脚还没踏上内地的土地，

已有外交部、清华大学、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以及上海西童公学等处有意

聘请他去就职，在以后的求职、任职、讲学、著述中，他的这段留学经历更是成

了别人眼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招牌”。也许，留学的俗世目的已经达到了——

虽然钱锺书本人“始愿不及此”。 

  钱锺书的学位观 

  学识与声名如钱锺书，是不是博士其实并不重要。但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社

会的势利与一般世人狭隘的视阈，可能多少会让以“学士”之身回国的钱锺书感

到些许郁闷。这些郁闷的集中发泄是在《围城》之中。 

  《围城》所描述的三十年代的民国，正是钱锺书出国时的背景。方鸿渐以学

中国文学的身份游学欧洲几年，兴趣很广，心得全无，什么学位都没拿到。回国

前遇到了烦心事： 

  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

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

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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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代。

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

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

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钱锺书发挥到：“这一张文

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

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

有包裹。”钱锺书似有切身体会。为了应付父亲和岳父的虚荣心，方鸿渐无奈辗

转从爱尔兰人手中买了个所谓的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后来方鸿渐与唐晓芙谈到留学时说道： 

  “唐小姐，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

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

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

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

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

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念念不忘

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

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 

  显然，这些话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钱锺书的观点。 

   除在《围城》中集中表达了自己对学位的看法，钱锺书在其他著作及不同场

合也多次谈及。在《谈艺录》中，他对学业与举业，多有议论：“古代取士有功

令，于是士之操术，判为两途。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



 32 

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

矣。人或偏废，而事常并行。”（《谈艺录》，第 353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他还认为，不管是用朱注《四书》取士，还是其他文本，只要和功名考试联系起

来，就会变俗：“官学功令，争为禽犊；士风流弊，必至于斯。即使尽舍《四书》

朱注，而代之以汉儒之今古文经训，甚至定商鞅韩非之书、或马迁班固之史、若

屈原杜甫之诗骚，为程文取士之本，亦终沦为富贵本子、试场题目、利禄之具而

已，‘欲尊而反卑之’矣。”（第 359 页）可谓一针见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获得美国博

士学位，回国后钱锺书笑着对其说：“这下好了，你‘痘’也出了，可以安心读

书了。”（黄梅《和钱锺书先生做邻居》，《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第 175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这是他延续在《围城》里的一

贯看法。 

  从钱锺书的著作以及言谈可以看出，他认为所谓博士及其论文根本不必过于

重视，真正有学问的人，有学术价值的书，都不是因为是博士才会出现，学位与

真正的学术是两码事。出过洋，拿到学位，增强了“免疫力”，获得了一个进入

较高领域的通行证，受到一定的学术训练，也就可以了。他极其讨厌那些没有真

才实学而徒有博士头衔、喜欢到处招摇炫耀的伪学者，学位在他们只是一块“遮

羞布”而已。在钱锺书的学位观念形成上，他早年海外求学的那段经历，显然产

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钱锺书的学位观也表现在他归国之后的一些行为中。1938 年，钱锺书从欧

洲还没到国内时，已经应聘清华的教职（联大同时发了聘书）。在西南联大任教

授一年之后，他又转往位于湖南的国立师范学院。而这两所学校，“海归”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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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都不小。西南联大与国立师范学院里的“海归派”，对钱锺书应该是有影响

的，至少直接影响了他创作的《围城》。西南联大成立时，179 名教授和副教授

中，只有 23 人未曾留洋。即使是国立师范学院这样很不起眼的高校，虽然学生

很少，但“海归”教师也不少。如，院长廖世承是美国勃朗大学哲学博士，虽然

廖院长与钱基博是至交，可与他儿子钱锺书关系却不太好（李洪岩《钱锺书与近

代学人》，第 93 页，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教务主任兼生物学教授汪

德耀是法国巴黎大学理学博士；英语系教授汪梧树是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教

育系主任孟宪承是华盛顿大学硕士；教育系教授罗睿是美国希腊古大学教育硕

士；谢承平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王克仁是留美教育硕士；高昌运是

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有趣的是，钱锺书进入国立师范学院后，他与父亲

钱基博成了英语系与国文系职位最高而学位最低的人。两人同是系主任，钱锺书

只是学士，而钱基博什么都不是。但父子二人在学院里的威望还是非常高的。在

这样一个虚名林立、名不副实的小环境下，谁能说钱锺书能淡定处之呢？吴忠匡

说钱锺书在国立师范学院时，看不起那些所谓的教授。（《记钱锺书先生》第

131 页）已经被许多人公认的是，国立师范学院里的人与事，后来多被写进《围

城》里的三闾大学。据当年曾就读国立师院的陈思卓先生回忆，学校曾聘请两位

美国籍博士来教授英文，钱公认为这事为何不先征得他这个系主任的同意，因此

不予接纳。校长说：他们都是博士啊！钱公说：博士又怎样？博士究竟算得了什

么！于是便把他们两人都请来谈话，大考了他们一阵，弄得这两位洋教授瞠目结

舌，哑口无言。于是钱公说：“只有这么一点水平，配做教授吗？只能做学生呢！”

这两位洋人只好卷起行李怏怏离去了。结果廖世承校长也弄得十分尴尬。（刘衍

http://bk.gmw.cn/index.php?doc-view-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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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漫话钱锺书先生》，《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第 102-103 页，上

海三联出版社 2000 年版） 

  1949 年后，钱锺书自己也没料到，他也被当起研究生导师，带起研究生。

1949 年 8 月 26 日，抵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锺书教什么课我已

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们仨》第 123 页）即使一年后调任进城翻

译毛选，他仍兼管研究生，每周末回清华指导他所负责的研究生，直到毕业。但

如今敢自言是钱锺书研究生的人几乎没有。据许渊冲说:“在清华教书时，钱先

生还指导过一名研究生，他就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黄爱（雨石）。”

（沉冰《许渊冲眼中的钱锺书》，《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第 237

页，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 年版）黄雨石确实是钱锺书的研究生。他毕业后也来

到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给老师打下手。他说：“说来惭愧，我真不配做钱锺书

的学生，钱先生却百分之百地有资格当我的老师。”（《听杨绛谈往事》第 255

页） 

  与钱锺书曾同在一起工作的郑永晓在回答钱为何不招研究生时说，“钱先生

有言，先把《说文解字》读通了再考研究生不迟；字都认不全，读什么博士？”

(潘小松《钱锺书先生轶闻》,《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第 325 页）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钱锺书似乎带过博士生，应是“博导”。可以确定的

是，钱锺书带研究生的时间不长，他本人很不愿意带研究生。1985 年刘永翔去

三里河拜访时曾问及是否带研究生，他干脆地回答：“不带。研究生不是害你的，

就是借你的名字卖野人头的。”（刘永翔《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翰墨缘》，《文化

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第 13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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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早年未读博士，晚年却有海外大学主动送上门来。1979 年访美归来后，

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等大学都要求授予其荣誉文学博士学

位，并邀请他赴美讲学。张炯回忆说，钱先生在哈佛大学演讲，他的典雅英文和

生动演讲内容赢得了哈佛师生的崇敬。之后，哈佛大学给他寄来要授予他名誉博

士的通知，由于没有接到回信，对方以为他没有路费，又汇来 3000 元美金，也

被他原封不动退回了。（《风范长存烛照学界——社会科学界部分学者追忆钱

锺书先生》，《光明日报》1998 年 12 月 22 日）1981 年，普林斯顿大学曾以

荣誉文学博士头衔和薪金之外另赠四千美元价值书籍为饵邀钱锺书前往讲学，先

生辞却了。（《钱锺书评论》卷一，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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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and Privacy Controls for Federal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Organizations 

 
This publication provides a catalog of security and privacy controls for 

federal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organizations and a process for selecting 

controls to protect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including mission, 

functions, image, and reputation), organizational assets, individuals,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the Nation from a diverse set of threats 

including hostile cyber attacks, natural disasters, structural failures, 

and human errors (both intentional and unintentional). The security and 

privacy controls are customizable and implemented as part of an 

organization wide process that manages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privacy 

risk. The controls address a diverse set of security and privacy 

requirements acros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derived from legislation, Executive Orders, policies, directives, 

regulations, standards, and /or mission/business needs. The publication 

also describes how to develop specialized sets of controls, or overlays, 

tailored for specific types of missions/business functions, technologies, 

or environments of operation. Finally, the catalog of security controls 

addresses security from both a functionality perspective (the strength 

of security functions and mechanisms provided) and an assurance 

perspective (the measures of confidence in the implemented security 

capability). Addressing both security functionality and security 

assurance ensures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built from those products using sound systems and 

security engineering principles are sufficiently trustwor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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