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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主办  网址： http://lib.bfsu.edu.cn 

17 世纪波兰来华传教士卜弥格生平

成就展在图书馆举办 
   6 月 15 日，由我校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欧洲语言文化学

院、图书馆和波兰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的《中国文化西传的使者——17 世纪波兰来华传教士卜弥格生

•平成就展》开幕式在图书馆举行。波兰驻华大使塔德乌什 霍米茨基、

•波兰驻华使馆文化处参赞蔡梦灵、教育处一秘马留什 皮特沙克，我校

副校长闫国华、海外汉学中心主任张西平、欧语学院院长赵刚、图书馆

常务副馆长杨晓景等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上，闫国华副校长和波兰驻

•华大使塔德乌什 霍米茨基分别致

辞，他们都高度评价了卜弥格在中

国文化西传中的重要贡献及其对

欧洲汉学研究的创立起到的奠基

性作用，希望通过本次展览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卜弥格以及他的杰

•出贡献。开幕式后，塔德乌什 霍米茨基大使及一行参观了展览，

并为展览留言。 

   《中国文化西传的使者——17 世纪波兰来华传教士卜弥格生

平成就展》以丰富的史料和大量图片，生动详实的再现了卜弥格的生平活动、主要成就，以及当前学术

界对其的主要研究成果，全方面多维度地展现了这位往返于中西之间的先行者，展示了中欧文化和政务

交流的历史，并还原了四百年前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盛况。 

本次展览是图书馆与院系和使馆开展深度合作的有益尝试，是图书馆在多元环境下发挥文化宣传、

学术研究和文献支撑作用的一次成功之举。                                  （信息咨询部 孙琳）                  

~~~~~~~~~~~~~~~~~~~~~~~~~~~~~~~~~~~~~~~~~~~~~~~~~~~~~~~~~~~~~~~~~~~~~~~~~~~~~~~~~~~~~~~~~  

图书馆举办馆藏特色文献展览 

    ----中国传统文化精品文献外译展活动 

   为促进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追踪中国文

化典籍外传的历史与轨迹，梳理中国文化典籍外

译的各种译本，图书馆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在一层展厅特别举办了馆藏中国传统文化精品

文献外译展览活动。 

   本次展览展出精挑细选的图书 528 册，主要

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涉及英语、俄语、法语、

德语、西语、葡语、日语、阿拉伯语、阿尔巴尼

亚语、保加利亚语、捷克语、爱沙尼亚语、匈牙

利语、波兰语等 27 个语种。此次展览受到广大

师生的好评，进一步激发了读者的阅读热情，更

好地展示了丰富的馆藏资源，使读书季宣传活动

更加丰富多彩。          （流通部  张国锋）           

韩震书记向图书馆赠书 

   近日，党委书记韩震向图书馆赠送一套丛书

和两部个人著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

词》丛书中英文版本各 12 册，由韩震书记担任

总主编。其所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论》一

书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含义、主要

内容、重要意义、建设途径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进行了全面介绍。《教育的价值与价

值的教育》一书是韩震在教育领域相关论文、报

纸文章、讲话稿以及个别访谈、书序的精选集，

跨度长达二十多年 （1988—2011）。全书分成

五编：教育的价值、价值的教育、思想品德教育、

哲学教育和教育管理。本书主题集中，思考深入，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国教育的状况，表达了

作者对教育问题的长期思考、体会和建议。 

   韩震多次向图书馆捐书，希望以此鼓励全校

师生多读书、读好书。     （信息咨询部 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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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图书馆读书季——人文艺术之旅” 

           系列活动圆满举办 
   为推动校园阅读文化，提升我校师生的人文艺术素养，2015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图书馆与人事处、

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合作举办了“2015 图书馆读书季——人文艺术之旅”系列活动。 

   图书馆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分别对绘画、电影、戏剧和音乐四大人文艺术门类中的重要流派和经典艺

术作品进行了深度解读和赏析。欧语学院麦克雷教授做了题为“西方艺术中最著

名的女性”的讲座，该讲座介绍了西方主流绘画作品中最著名的女性形象——圣

母玛利亚的相关艺术作品。乐评人陈骋先生做了题为“与历史对话—摇摆巴赫”

的讲座，该讲座对现代爵士乐与古典音乐的融合和碰撞进行了解读。 

  活动期间，图书馆还举办了馆藏中国传统文化精品文献外译展和“米兰——书香之城”展览，并播放

了 3场经典电影。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我校众多师生的热情参与。本次读书季不仅为师生们带来了一

场场异彩纷呈的试听盛宴，还提升了大家欣赏人文学经典的情趣和品位。今后，图书馆还将举办更多更

好的活动，丰富师生校园文化生活。                                       (信息咨询部 孙琳)                                       

……………………………………………………………………………………………………………………… 

图书馆举办 2015 毕业季主题活动 

   又到了依依惜别的毕业时节，为了表达对毕业生们的深切祝福，并给即将离校的毕业生营造一个温馨、

健康、向上的离校氛围，图书馆从 6 月 19 日开始推出了内容精彩、形式多样的“2015

毕业季主题活动”。本次主题活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活动一为“铭刻青春，放飞梦

想”毕业心语留言墙。毕业生们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母校、恩师的感念和祝福，对同

学们的不舍之情以及青春寄语。活动二为“放眼四海，行走八方”未来之路主题拍

照版。此项活动以世界名胜为背景，同学们可以在此合影留念。本项活动寓意同学

们无论是就业还是继续求学，都将以国际化视野，奔赴世界各地，发挥所学语言和

专业优势。活动三为“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毕业借书达人榜及达人好书推荐。此

项活动是图书馆根据在校期间借书总量等信息，评选出 10 位即将毕业的借书达人，

并邀请他们为在校的师弟师妹推荐三本好书，以此启发和激励师弟师妹们多读书、读好书。 

   图书馆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为校园增添一抹浓浓的书香雅韵，也祝福所有毕业生一路都有书香为伴，在

未来广阔的舞台上，书写更精彩的人生！                                     (信息咨询部 孟璇) 

……………………………………………………………………………………………………………………… 

        图书馆开展“我最喜爱的图书馆员”评选活动圆满结束 

   2015 年 6 月 9 日至 12 日期间，图书馆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我最喜爱的图书馆员评选活动”。同学们

参与评选活动的热情非常高，活动期间共收到读者选票 160 张。6 月 15 日图书馆召开了评选活动结果揭

晓仪式，由学生志愿者唱票和计票，老师负责监票，力求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最终评选出史天华、

李建华、于虹、刘应心、尤晓杰等五名工作人员为“我最喜欢的图书馆员”。本次活动在全馆范围内广泛

征求读者意见、了解读者满意程度，真实、客观地反映了馆内读者服务工作的实际情况，对每一位工作

人员都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促进作用。                                         (流通部 张国峰)  

书香校园馆未央 馆际互借书四方 

                                            ——举办《国家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讲座 

   为了落实 BALIS 馆际互借宣传月活动，更好地推广 BALIS 馆际互借服务，并配合北外图书馆 2015 年

“世界读书日”举办的学术资源获取与发现系列讲座活动，2015 年 5 月 14 日上午 10 点在图书馆三层学

术研讨厅成功举办了《国家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讲座活动。本次讲座活动由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部文

献提供中心组长赵星老师主讲。赵星老师从国图概况、网站指南、资源和服务、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

务四个方面，对国家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进行了详细全面的介绍，并着重介绍了国家图书馆与 BALIS 馆

际互借服务的合作。                                                    （信息咨询部 韩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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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北外外学学术术搜搜索索  ----------  学学术术资资源源发发现现系系统统  

学术搜索(Discovery System，又称为发现系统)是近年来在学术领域兴起的一种学术搜索引擎，类

似于 Google scholar，其在简单友好的界面下，进一步结合了本地资源，更加符合本地用户需求和使用。

通过学术资源发现系统，读者可以通过一站式检索获取到所有相关学术资源（本馆纸质资源、电子资源、

网上资源等），并且对于有访问权限的全文（已经购买或者免费使用），可以直接获取全文。 

图书馆经过前期的调研、配置、调试和测试，北外学术搜索即北外学术资源发现系统（访问地址：

http://discovery.bfsu.edu.cn）目前已投入试运行阶段，为广大师生读者提供一站式学术资源发现和

获取服务。目前，该系统可检索的学术资源（截止 2015 年 5 月）包括：本馆的纸质书刊，电子书（书生，

超星，Myilibrary 等），电子期刊 ，学位论文，多媒体资源，数据库，以及其他学术资源等。系统的功

能特点包括：无缝融合 OPAC 服务(预约请求、馆藏地查询、评论/标签、虚拟书架、二维码)；定制检索

结果排序(快速定位可能需要的文献)；FRBR 以及题名归组(聚类显示不同版本/分册、不同来源的记录)；

丰富的分面（按照主题、作者、来源、出版日期、文献类型、语种、出版物等），以便更快找到所需要的

文献；丰富的 Web2.0 服务（发表评论、贴标签、二维码等）；开放链接服务（直接获取原文）等。 

北外学术搜索涵盖了丰富的学术资源，采用了新颖的技术手段（分面、归组、排序、web2.0、开放

链接等），提高了读者发现学术资源中的体验，更好帮助读者获取所需的学术资源。该系统的运行，提升

了我校在学术资源和文献信息的发现、获取和利用的服务水平。                 （技术部 周静怡） 

********************************************************************************************************

 关于北外馆自助服务的一些小技巧 

针对读者提出的在使用我馆自助服务中遇到

的比较典型的问题，技术部提供一些小技巧以帮

助读者更好地使用图书馆的各项自助服务。 

首先介绍一下自助打印复印及扫描服务。第

一个常见问题是打印文档在电脑上显示正常，但

打出来却是乱码。这是由于读者打印的文档是直

接在网页上选择打印，由于不同网页的编码一般

都不相同，造成系统没法正常识别，打印出的文

档自然是乱码。读者如果需要打印网页上的内容，

最好下载到 word 中在打印。第二是给读者介绍一

个省钱又方便的方法，图书馆现有打印机都提供

扫描功能，同样一张纸打印要 1.5 角，而扫描只

需要一分钱，扫描结束后可以通过网络拷贝，既

环保又省钱。  

下面介绍一下研读间预约的技巧。经常有读

者反应研读间没法预约，其实系统是正常的，这

是因为现在的浏览器种类太多，而研读间系统除

了对 IE 浏览器支持程度较高外，对其他的浏览器

支持效果都不是很好，页面显示经常出现问题。

读者最好使用 IE 浏览器登录研读间系统，进行预

约。我们也会和公司沟通，对系统升级，更好地

为读者提供服务。          （技术部 单铁柱） 

    电电子子扫扫描描  --------  图图文文揭揭示示图图书书信信息息    

新馆建成后，为满足读者的需求，提供更为

直观的书目信息，图书馆引进 I2S 扫描仪。通过

扫描小语种图书的封面、题名页、目次页，然后

编目员在 Aleph 系统书目信息中加入 856 字段，

图文并茂地揭示图书信息。目前在做的图书包括

阿拉伯语、俄语、泰语、丹麦语、冰岛语、法语

等十多种语言。这项工作给读者带来了便利，读

者在电脑上即可看到此书的载体形态，也可通过

目次可以了解书的具体内容。(编目部 赵洪林) 

   

   我馆馆员参加 CALIS 日文培训 

2015 年 5 月 4-8 日,我馆馆员参加了 Calis 

（全国高等院校文献保障体系）在农大举办的日

文书刊联机合作编目培训班。本次培训以日文图

书和连续出版物的编目规则为核心,以 MARC 格式

为主线,全面介绍了日文编目所采用的编目标准、

规则、编目工作流程和联机合作编目软件的使用

方法。清华大学等图书馆也介绍了他们编目经验。

这次学习,为今后我馆日文编目工作,以及日文书

目数据共享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编目部 赵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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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汉字国粹 弘扬华夏文明 

           ——《汉字》进校园北外巡展及观后感征文活动 

2015 年 3 月 16 日-26 日，我校与河南省文物局、中国文字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汉字》进校园北京

外国语大学展”在北外图书馆举办。此次展览以《汉字》展为主要内容，采取了

多元素展览模式，目的在于传承中国的汉字国粹，弘扬华夏文明。本次展览在师

生中产生极大反响，为进一步推动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进师生们对博大精深

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图书馆同时开展了《汉字》展观后感征文活动。本次活

动共收到来自 14 个院系师生的 38 篇作品。经宣传部、学生处、科研处和图书馆

对全部作品共同评审，综合考虑文章的文笔、思想性、行文逻辑等因素，优中选

优，共选出 1等奖 2名、二等奖 4 名和三层奖 8 名。优秀征文选登如下,以滋读者。  （咨询部 韩秀华）   

                    

           长   信   

   从洪荒铺开来的大地上，记录着和日与月一

样古老的图形。女娲手中的土，先抟成了人，余

的便成了陶。半坡陶盆上的彩绘，大汶口的斧

钺图画，龙山和仰韶的符文，像未得到应和的

呼喊，未找到曲谱的音符。于是有仓颉，观鸟

迹，造书契。“造化不能藏其密，灵怪不能遁其

形”，故仓颉出，天雨粟，鬼神夜哭。西人亦有

传说：子民欲通天，造巴别塔。上帝惊惧，于

是巨塔倾坍，尘灰至今蒙蔽人眼。隔着数个纪

元、地缝合线和洋流，中国的符文和埃及的纸

莎草、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与西奈山的羊皮卷

遥相致意。单凭此，我们的先祖的国，便堪为

世界的东都。 

   曾涂抹在陶土上的象形符文，刻入龟背牛

骨，依旧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清晰得像仍在

跳动的脉搏。从甲骨图画对自然童稚似的模仿到

殷商血气翻涌的尖利执着，再到周金的圆浑沉雄，

中国的先民从原始蛮荒的血与火中锻造出美与

智；从“有虔秉钺，如火烈烈”的巫术狂舞中提

炼出赫赫威仪与煌煌典章；从孩童的纯净走向战

士的强力，又从之升华出了哲人的中和与超然。 

   隋唐兴摹拓之术，又兼历代君王推重背书，文

字之态，真正气象万千，各有襟怀。盛世包容万

象之气度，由此可知。正书由《九成宫醴泉铭》

之“清和秀健”，渐至颜柳之“锋绝剑摧，惊飞逸

势”，方寸之间，满目山河。此后宋元明清的笔墨

情韵，则又是另一番造化了。 

   三十几个世纪的书写，换今朝一句“见字如

晤”。若无此信，安知吾国与吾民，究竟曾渡过何

等的汪洋，历经怎样的沧桑？  

   阅毕方知，这一封长信，落款是“中国”。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黄子珮） 

    好的翻译家去哪儿了      

--汉字展览偶有所想  

在一个素以外语见长的学校提出这个问题似

乎容易激起众怒，只是最近所读中译本，晦涩难

懂有时竟甚于原本，而自己在笔译练习时又往往

千般滋味在心头偏偏不知如何下笔，不得不问一

句是什么让我失去了好好说话的能力。 

外语学子，嘒彼小星三五零星之时便开始诵读

外语，有时梦中呼出竟也是外文，其苦其艰，不

足为外人道。点滴积累，或许外语水平可谓高矣，

然而要用中文说出却是千万般难。翻译本来就是

两种语言的舞蹈，而我们往往在追逐外语技巧的

时候将中文抛诸于脑后。外文经典之所以流传，

不仅仅是因为内容的深远也必有原作者字字雕琢

的心血,而我们往往在追逐外语技巧的时候将中

文抛诸于脑后，译作中文单单变成掰开了揉碎了

的事实论句，索然无味。不禁反问自己，大学看

过几篇中文经典？零星的几篇战国策，窗台上半

开积灰的庄子，在四书经典课堂昏睡的场景此时

仿佛都在嘲笑着我。是啊，大学以来，已经失去

了静下来体味经典的心境，如今“已亭亭如盖矣”

的潸然，“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

畅然，“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的磅礴大气更

是渐行渐远。 

当摩挲着青铜上深深浅浅的刻字，当为古人的

造字法连连称奇时，我好像感受到了这个民族最

遥远的心跳，这一份厚重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

在各种语言包裹的氛围里，让外文的精彩和中文

的浩瀚在笔下流淌成一片肆意汪洋。也许有一天

我终会明白，好的翻译家，就在生活里，好的翻

译家，就是作家，就是诗人。 

（国际商学院 曾一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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