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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种图书捐赠仪式举行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多语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图书捐赠仪式在图书馆举行。北京崇学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余富文，校长彭龙，副校长贾文键出席捐赠仪式，仪式由图书馆馆长杨晓景主持。
余富文向我校图书馆捐赠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八个语种 ３２０ 本图书，贾文键代表学校接受赠书。
彭龙向余富文颁发了捐赠证书。
彭龙对余富文向北外图书馆捐赠多语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表示感谢。他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语种版本，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创下了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海内外发行的最高记录。多国政要、专
家学者向本国国民推荐过此书。该书全面系统回答了新的时代
条件下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其多语种版本的出版
发行，对全面准确地阐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
念和执政方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
外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这段时间内的
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 ７９ 篇，分为 １８
个专题。为帮助各国读者了解中国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
该书作了必要注释。该书还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各个时期
的照片 ４５ 幅，帮助读者了解他的工作和生活。《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全面系统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发展的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
寻找中国问题答案的一把钥匙。该书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出版，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由中国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
德、日等多语种出版发行。我校阿拉伯学院齐明敏教授参与了该书阿拉伯语版的翻译和审校工作。
（编目部 赵洪林 摘编自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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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非通用语种文献图书展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 １１ 月 ４ 日，为期五天的 ２０１６ 年非通用语种文献图书展，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图书馆一层展厅举办。此次书展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承办。书展旨在
加强图书馆非通用语种学科文献建设，丰富图书馆多语种专业文献。书展展品主题涉及文学、历史、语
言学、政治、经济、新闻传播、跨文化、艺术、对象国研究等。其中非通用语图书涵盖德语、法语、日
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泰语、印尼语、马来西亚语、匈牙利语、乌尔都语、蒙古语、白俄罗
斯语等 １０ 余种。
书展图书内容极为丰富，受到教师和学生的高度赞誉。
（文献资源建设部 叶玉珠）
---------------------------------------------------------------------------------------------------------------------------------------------------------------主编：杨晓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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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图书馆新增数据库资源介绍
为满足我校广大师生日益增长的文献需求，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推动我校学科和语种建设，图
书馆在广泛征询院系师生意见的基础上，通过招标流程，于今年新引进了一批中外文数据库。新增数据
库资源如下：
１． Ｅａｓｔ Ｖｉｅｗ 阿拉伯语电子书（第 ２ 集、第 ３ 集）
阿拉伯语电子书第 ２ 集：收录现代阿拉伯文艺复兴相关著作。本专集主要收录了来自埃及的作品并
不断增加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图书，
其中超过 ８０％的图书是难以订到的，甚至是珍稀印本。图书数量近 ４，０００
种。内容涵盖范围广泛，所涉及的主题包括：政治、文学、健康、媒体、心理学、誊本、科学、社会学、
哲学、经济学、神学、历史、艺术、家政学、法律、伊斯兰遗产、语言、学习与教育、文明社会、技术
与信息、报纸与杂志、文化、剧院、伊斯兰教、图书馆、基督教、热点话题、趣闻、企业管理、地理学
与地质学等。阿拉伯语电子书第 ３ 集：收录阿拉伯领导人、历史学家与哲学家著作。本专集内容包括从
１８２０ 年至 １９１４ 年整个伊斯兰国家出版的图书，并主要集中于埃及与叙利亚等热点地区。近 ３，０００ 种图
书涵盖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包括了如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Ａｂｄｏ， Ｇａｍａｌ ＥＩ Ｄｉｎ ＥＩ Ａｆｇａｈａｎｙ 和 Ｒａｓｈｉｄ Ｒｅｄａ
等多位作者，以及哲学、神学、文学、艺术、历史和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著作。
２． ＳＡＧＥ 研究方法在线
该库收录 Ｓａｇｅ 出版的 ８００ 本方法学读物，超过 ５７０ 个研究方法案例，１２０ 余个方法学数据集。
３． 牛津在线英语大辞典（ＯＥＤ）
该库为世界公认的最权威最全面的英语辞典，内容来自于 ２０ 卷的牛津英语辞典。
４． 牛津多语种在线大辞典（ＯＬＤＯ）
牛津大学出版社著名的双语辞典在线版本，提供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阿拉伯
语、葡萄牙语 ７ 种语言与英语的权威互译。
５．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数据库
该库收录荷兰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公司出版的学术期刊，包含语言学、经济、商业管理、心理学和决策科学五
个子库学术期刊。
６．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质性分析软件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质性分析软件为目前使用最广的质性分析软件，提供局域网 １００ 个用户访问权限。
７． ＭＡＸＱＤｐｌｕｓ 质性分析软件
ＭＡＸＱＤ 质性分析软件（网络版）
，最新版本 ＭＡＸＱＤＡ１２，本次引进了 １０ 个并发用户。
８．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德语电子期刊数据库
该库收录 １２０ 多种同行评审期刊，其中 １／３ 被 ＳＳＣＩ 和 Ａ＆ＨＣＩ 收录，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古典学
与历史、经济与政治、哲学、法律等，许多期刊均是在领域内最知名的德语期刊。
９． 汇雅电子书数据库
该库提供 １４０ 万种中文图书包库全文的深度揭示和检索，提供全部图书全文阅读。
图书馆数据库资源建设是我校师生获取学术资源的主要来源，也是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重要保障，希
望本次数据库资源的扩展能更好地满足我校师生教学科研需求，提升图书馆学术服务的能力。
（信息咨询部 孟璇）
………………………………………………………………………………………………………………………

图书馆开展《学术资源发现和获取现状问卷调查》
为更好地了解我校师生对学术资源的发现和获取现状，２０１６ 年秋季学期，图书馆通过纸质和网上
问卷调查方式，开展了学术资源发现和获取现状问卷调查活动。共回收有效问卷 ４０６ 份，本科生 ３３３
份，硕士生 ５７ 份，博士生和其他 １６ 份。来自我校 ２４ 个院系研究机构的老师和同学们认真参与了此
次调查，问卷结果真实反应了大家学术资源发现和获取的现状。
通过对此次问卷调查的分析总结，为图书馆进一步开展学术资源发现和获取服务提供了新思路，图
（技术部 周静怡）
书馆将会继续努力向大家提供更优质的学术资源，满足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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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外图书馆多媒体资源介绍
北外图书馆多

浏览的功能，可以快速找到所需要的资源。

媒体资源为北外图书馆自建的多

系统内容仅供教学研究使用，校内访问。

媒体特色数字资源管理系统，提

利用该系统方式：点击图书馆主页

供在北外图书馆开展的讲座、展

（ｈｔｔｐ：／／ｌｉｂ．ｂｆｓｕ．ｅｄｕ．ｃｎ／）右下角的

览等的视频、图片，以及特色的

“多媒体数字资源”图标后，选择“北外

教学资源、影视资源和北外原创

图书馆多媒体资源”，即可利用该系统。

的视频和图片。系统提供检索和

（技术部 周静怡）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庆活动之
世界珍稀钱币展
钱币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人们交往的重
要载体。通过外国钱币了解世界，汲取世界各
国的宝贵文化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就成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渠道。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外交部老

干部集邮集币协会于 ９ 月 １６ 日－２８ 日在北外图
书馆联合举办世界珍稀钱币展览。本次展出该
协会成员在多年收集和积攒的基础上，精选部
分珍贵币、稀有币，以及材质、面值、形制、
功能特殊的钱币，聊为青年学子拓宽视野、增
（咨询部 孟璇）
长知识尽绵薄之力。

乌克兰民族文化及绘画展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３０ 日，北京外国语大
学乌克兰中心在图书馆展厅举行乌克兰之旅系
列活动之“乌克兰民
族文化及绘画展”。展
览由乌克兰驻华大使
馆和北京卡秋莎画廊
协办。本次展览共分
为两个部分：第一部
分为当代乌克兰画家的精品画作，第二部分为
乌克兰艺术家叶卡捷琳娜• 别列吉娜绘制的乌
克兰不同地区的民族服装精美插图。乌克兰驻
（咨询部 孟璇）
华大使莅临现场并致辞。

“见证平凡传奇”——斯洛文
尼亚图片&视频展

１２ 月 ６ 日－１４ 日北外图书馆一层展厅举办
“见证平凡传奇”斯洛文尼亚图片与视频展。
本次展览是国际斯洛文尼亚文化节的重要
组成部分。展览相关图文信作品取材于斯洛文
尼亚各行业中的普通人，反映他们为自己平凡事
（咨询部 孟璇）
业奋斗的传奇故事。



图书馆 2016 年秋游
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加强同事之间
的交流与沟通，图书馆工会精心准备组织馆员 ９
月 ２４ 日来到延庆玉渡山
风景区秋游。同事们走在
平缓的山路上，呼吸着山
间清新的空气。大家三五
成群，边走边看边聊，不
时驻足拍照，洒下一路欢
声笑语。馆工会还在相对
平缓的路段内组织大家进行了小型的徒步走比
赛，更增添了旅游的乐趣。登山旅游活动共进行

了两个多小时，大家都陶醉于这清幽的世外桃源，
流连忘返。
（流通部 许斌）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参观“旗帜”主题展览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６ 日，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组织全
体党员来到民族文化宫参观主题展览“旗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展览从马克思恩
格斯与中国梦开始，系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 ９５
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
通过这次参观活动，图书馆党员们对马克思
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加深刻
的理解，备受鼓舞，认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梦的征程中会书写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编目部 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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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 · 爱读书
编者手记：倡导读书 推广阅读
深度阅读 欣赏阅读。
读书笔记是
深度阅读的好习惯，这里我们选登三篇我校本科生读者优秀的读书笔记以兹鼓励深度阅读。

《月亮与六便士》读书笔记
“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含着多少卑鄙，或者，即
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
——题记
《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是英国作家毛姆在 ２０ 世纪的经典之作。整本书的故事情节取材于法国后印
象派画家高更的生平。本书的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先生原本是位证券经纪人，中年时舍弃一切到南太平洋
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获得灵感，创作出许多艺术杰作。小说以斯特里克兰出走作为开始，以
其死亡作为结束，以他追求艺术的后半生为主线，讲了作者对于画家斯特里克兰的所有了解，可以说是
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而在整个过程中斯特里克兰先生执着的追求艺术，而对其他的妨碍都想尽办法抛
弃。这种追求理想的魄力，让我非常的羡慕。这本书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刻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选择。
全书阅读完，本以为在原文里应该会出现“月亮”、“六便士”这样的字眼，没想到全文中并没有任何一
处提及到这些。仔细想想，其实虽然没有明说，但是题目所暗指的意义已经贯穿了全文。月亮与六便士，
理想与现实，这正是斯特里克兰和其他人观念上的矛盾之处，也是全文企图探讨的内容。每个人都有追
求理想的权利，每个人也有各自所必须担负的义务。理想和现实也正是因为这样而
对立。其实我们不能说追求理想和顺应现实哪一种是正确的，因为无论是追求理想
和自我利益最大化，还是勇于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接受现实，都是自己的选
择。 给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希望大家能够看看另一种人的生活。当我们长大，当我
们深陷在多项事务之中无法自拔，做的一切事务都是为了六便士之时，我们需要这
样一本书来提醒我们抬头看看月亮。在追求现实时，不要忘记理想，在理想和现实
（摄影 编目部陈毓红） 之中做出妥协和负责任的选择，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周李俊卿 国贸 ２０１５ 级）
…………………………………………………………………………………………………………………

《人类学透镜》
人类学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意义？这是我在
看这本书之前的两个疑问，我相信其他读者在阅
读这本书之前也会有这两个疑问。
作者在第一章节的开头部分就提出“人类生
活应被视作一个整体——一个有许多方面和许多
力量编制而成的结构，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文化构
建而成的。”巧妙地概括了整本书的内容。人类学
是一门学术学科，不过它坚持在生活的混乱和困
惑中进行学习，有时它还会参与解决一些世界性
的问题。阅读这本书后，读者能够了解文化对于
人类学和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人类学
的意义。文化是社会的，它是大家共享的。在没
有哪个个体想要去完成或计划它的情况下，一个
群体就建立起其成员所共同拥有的规则、行为规
范、价值观和习俗惯例。共有的文化超越了个体
的控制，它自己掌握自己的力量。
我相信读者在阅读完这本书后，能够对文化
和社会人类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能够充分感
受到文化带给一个民族的力量和重要性。而且书
中里面的一些实践方法（比如说田野工作）也能
够带给读者一些用处。 （徐启航亚非系 ２０１６ 级）

孤独的长跑者
常常迷茫人在无常的世事中究竟扮演着怎的
角色？或许三毛的《孤独的长跑者》一书给了我
一个答案：人自从出生起就是孤独的长跑者。有
时就像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的那样，只
是觉得人的内心苦楚无法言说，人的很多举动无
可奈何，而我却没有百年的时间参透。三毛给予
我人生的慰藉：虽然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成就不了
盛名与利禄，但活着的真正价值在于要有一个饱
满的人生，在于把属于自己的一段富有情致的人
生传奇流传下去。就像双目失明的汉密尔顿为什
么还能坐在黑暗之中写着十四行诗。忽然领悟：
孤独并不等于寂寞，孤独是对于人生不化缘只随
缘的大气与从容。
正如三毛女士所言：我自然也是一群又一群
长跑者中的一员，既知这漫长的人世与这短暂的
人生最后终将归于一点，那么我惟有微笑地踏上
这未知的荆棘路，不再在这一刻有所挣扎，谨怀
赤子之心，对爱的人执著感激，越跑越开阔，或
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那份真正的生之自由自会与我
（蒋彪 西葡语系 ２０１６ 级）
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