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主编：杨晓景    责任编辑： 闫 安  赵洪林    联系电话：010-88817900     电子邮箱：   tsgbmb@bfsu.edu.cn 
 
 

北外图书馆通讯 
  2017 年 12 月      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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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有中副校长解读十九大精神 
  12 月 8 日，副校长孙有中以“十九大精神与北外科研创新和一流学科建设”为题，在图书馆五层会
议室为分管联系单位的全体党员干部解读十九大精神。 
  孙有中指出，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并专门提到了“双一流”建设工作。“双一流”建设工作是学校当前的中心工作,全校各个部门要高度
重视、迅速行动，不断推进双一流建设工作；全校上下要形成合力，广泛凝聚师生的智慧和力量，培养
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学科，扎扎实实贯彻好十九大精神，为十九大提出的建设总目标做出北外的贡献。 
  孙有中认为，高等教育要为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
它应有的使命。高校学者要自觉把自己的研究同国家当下发展需要解决
的紧迫问题，同人类当前的状况关联起来，这是高等教育真正能够成为
一流的高等教育，能够培养出真正一流人才的关键。北外各相关研究机
构要认真领会国家的大政方针、积极响应国家重大关切，紧密结合十九
大提出的国家战略性的构想，重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重视
中国文化走出去工作的相关推进，精心设计课题，认真做好研究，力求
在关键问题上实现攻坚突破。 
  孙有中对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加强学习，加深理解。要认真读原文，原原本本、
原汁原味学好会议精神，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思考如何与自己工作相结合，推动学校工作更上一
个新台阶；二是脚踏实地，全力推进学校一流学科建设。要对照学校“十三五”规划和一流学科建设规
划所提出的各项建设任务，真抓实干，不断创新，强化主人翁责任感，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会议还设置了交流发言环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及教师代表结合本单位的工作实际，谈了对十九大精
神的学习体会以及本单位推进改革、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工作思路。  （编目部 赵洪林 摘编自北外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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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S 培训中心“中美高校图书馆交流座谈会”在北外图书馆举办 
9月 14 日上午，由 BALIS（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培训中心举办、北京外国语大

学图书馆承办的“中美高校图书馆交流座谈会”在北外图书馆举办。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 4 位专家与北
京地区 19 所高校图书馆近 40 位馆员进行了充分交流。会议由北外图书馆杨晓景馆长主持。 

座谈会首先由 BALIS 培训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张奇伟馆长致辞。然后，美方代表圣约瑟
夫柳梅特学院图书馆馆长陈琦博士，新泽西学院图书馆副教授及系统图书馆员
王永明先生、乔治亚南方大学图书馆副教授、电子信息服务馆员李立力先生，
新泽西州瑞德大学图书馆教授、图书系统管理员杨倩倩博士分别介绍了各自所
在图书馆的现状和特色。在交流研讨环节，中美双方参会人员就新一代电子资
源管理系统 Alma 使用情况和应用流程、创客空间开设情况、电子资源编目、特
色库建设、信息素养教育等图书馆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双方都

分享了在资源管理和新技术应用方面的经验和管理理念。通过近三小时的交流，中美双方馆员互动充分，
与会人员都觉得本次座谈会形式新颖、讨论深入、受益匪浅。                  (信息咨询部 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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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第六次年会在川外成功举办 

  10 月 26 日-27 日，由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主办，四川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承办的第六次全国外语院
校图书馆联盟年会在川外图书馆举办。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
图书馆副馆长陈凌、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长杨晓景等近 20 所外语联盟成员馆馆长及专家共 50 余人
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由川外图书馆何燕馆长主持。 

  开幕式上，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祝朝伟、重庆市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彭晓
东出席并分别致辞。CALIS 管理中心陈凌副主任、CALIS 联机编目中心喻爽爽
主任分别就信息时代高校图书馆发展现状和趋势、CALIS 小语种数据建设现
状与发展作了主旨发言。会上，与会专家围绕本次年会“合作、创新”的主
题，就多语种、多语境下的外语院校文献资源建设与评价指标、资源共享、
数据管理、图书馆空间再造、学科服务、嵌入式课程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研讨，并分享了所在馆的成功经验。 

  在业务交流环节，与会成员馆代表积极发言，针对外语院校图书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存在问题与对
策，未来发展规划及合作共建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讨论。最后，北外杨晓景馆长提出了联盟未来在
采编及共享服务方面加强合作的工作设想。川外何燕馆长从新、大、全、情四个方面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会后，川外何燕馆长陪同与会专家和代表参观了川外图书馆和校园。 
  通过两天的交流、研讨，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第六次年会圆满落幕。本次年会的召开不仅增进了
联盟成员馆的凝聚力和合作精神，也为联盟未来合作模式、资源共建共享及如何更好地服务教学科研方
面做出了积极的规划和探索。                                              （信息咨询部 孙琳）            
、、、、、、、、、、、、、、、、、、、、、、、、、、、、、、、、、、、、、、、、、、、、、、、、、、、、、、、、、、、、、、、、、、、、、、、、、、、、、、、、、、、、、、、、、、 

图书馆举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图书展” 
为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推进十九大精神进校园，激发广大师生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情和加

深对其思想内涵的理解，图书馆于 11 月 20 日-12 月 31 日期间在一层展厅举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专题图书展”。本次展览内容包括： 
1. 图书馆特色馆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2 个语种藏书，包括中文、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俄语、日语、阿拉伯语、韩语、泰语、柬埔寨语、乌尔都语、乌兹别克语、意大利语、土耳
其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蒙古语、越南语，以及尼泊尔语等语种。展览还包括《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二卷）中英文版本。 
2.中央编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 2015 年联合国讲话、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等主题的多语种译
本，包括英语、俄语、德语、法语、阿语、日语、西语、葡语、韩语、越南语和波斯语等语种。 
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等近 20 家国内出版社出版的百余种专著和学术刊物，涉及习近
平重要讲话读本、十九大报告导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核心价值体系、反腐倡廉、深化改革、
中国梦等多个主题的研究成果。 
4.图书馆还通过主页、馆内各屏幕集中宣传展示由十九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为一体”总体布局
等思想内容制作成的宣传图片，以及央视制作的《“一带一路”大道之行》等宣传片。 （咨询部 孙琳） 
、、、、、、、、、、、、、、、、、、、、、、、、、、、、、、、、、、、、、、、、、、、、、、、、、、、、、、、、、、、、、、、、、、、、、、、、、、、、、、、、、、、、、、、、、、 

                   图书馆开通《北外读本》收录著作馆藏全文链接 

  《北外读本》（上、下卷）是为全校师生推出的精品通识教育读物，由彭龙校长和文秋芳教授担任总主
编。全书汇集校内外各个学科领域的数十位权威学者的智慧，共同甄选出各学科中经典作品 63 种，由专
家们亲自撰写导读、精选篇章选段，并辅以延展阅读书目。全书约 100 万字，分为历史与哲学、文学与
艺术、语言与传播、政治与外交、经济与社会、自然与科技六大模块。这些经典作品选篇极具北外特色，
对于我校师生提高人文素养，扩大学术视野、培养学术兴趣大有裨益。 
  为方便师生阅读原著，图书馆已将《读本》中收录著作的馆藏纸本索书号和电子版全文链接汇集在一
个页面。电子版主要来自图书馆引进的《读秀知识库》、《方正 Apabi 电子图书数据库》、《超星汇雅电子
书全文平台》及镜像版，以及《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                       （信息咨询部 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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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开通 NVivo 定性数据分析软件 

为服务教学科研，方便师生使用目前学术界
广泛使用的数据分析工具，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
与图书馆联合引进 Nvivo 定性分析软件。NVivo
由澳大利亚 QSR 公司推出，是一款支持定性研究
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的软件。它可以收集、整理
和分析访谈、焦点小组讨论、问卷调查、文本资
料等内容。NVivo 定性数据分析软件使用强大的
组织和搜索工具来管理数据，可以轻松便捷的查
询海量信息，并提供注释功能备注资料来源。图
书馆一层电子阅览区的电脑已安装此软件。欢迎
广大师生积极使用！          (图书馆 韩秀华） 

Web of Science 平台资源介绍 

Web of Science 支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艺术与人文学科的文献检索，数据来源于期刊、
图书、专利、会议录、网络资源等。我馆用户可
以访问 Web of Science 平台如下数据库： 
1、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多学科的
学术文献文摘索引数据库，我馆订购了其中 2个
期刊引文子数据库：(1)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6

年至今）收录了 3,000 多种社会科学领域的世界
权威期刊。(2)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艺术人文引文索引，2006 年至今）
收录了 1,700 多种艺术与人文领域的世界权威期
刊。提供基本检索和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2、KCI-Korean Journal Database 韩国期刊数
据库(1980-至今)。由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管
理，包含了在韩国出版的学术文献的题录信息。 
3、 SciELO Citation Index (1997-至今) 收录
拉丁美洲、葡萄牙、西班牙及南非等国在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领域的前沿公开访问
期刊中发表的权威学术文献。 
4、Russia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2005-至
今)收录超过 500 份科学、技术、医学以及教育
领域期刊中由俄罗斯科研人员编写的学术论文的
题录信息以及引用情况。 
5、MEDLINE® (1950-至今)美国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NLM®）的主要生命科学数据库。 
6、 Endnote Online 网络版参考文献管理工具，
其主要作用是帮助用户有效组织已获取的文献信
息，查看已有的文献信息。   （技术部 周静怡）

········································································································ 

我馆小语种编目工作对 CALIS 贡献突出 

经过我馆小语种编目人员的共同努力，在一
年一度的 CALIS（全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
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年度排行榜上，小语种书目
数据上载量多年名列第一。编目部谢涵、赵宏伟、
闫安、赵洪林、梁瑶在西文书目数据共建共享工
作中表现优秀，连续多年荣获 CALIS 联合目录优
秀西文认证编目员奖。 随着学校不断开设新语
种，小语种编目的数据量每年也在上涨，并呈现
多样化趋势，如乌克兰语、菲律宾语、阿姆哈拉
语、约鲁巴语、阿非利卡语、白俄罗斯语、拉脱
维亚语等等。这些新增语种，在弥补 CALIS 小语
种书目数据的空白的同时，也丰富了 CALIS 联合
目录中心的书目数据量，增加了语种的多样化。
为 CALIS 西文书目数据共建共享做出了突出贡
献。                      (编目部 赵洪林) 
我馆荣获 BALIS 原文传递最佳服务奖 

我馆在2017年BALIS原文传递报务工作中表
现优异，荣获“BALIS 原文传递最佳服务奖”和

“BALIS 馆际互借服务先进集体”二等奖。咨询
部王芳在2017年BALIS原文传递工作中表现突出
荣获先进个人奖，李全荣获“BALIS 馆际互借服
务先进个人”一等奖。（信息咨询部 王芳 李全）

图书馆直属支部党员参观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2017 年 11 月 6 日，图书馆直属党支部

组织党员与群众代表赴北京展览馆参观 “砥
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旨在领略 “十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非凡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深化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熏陶， 推进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贯彻。党员们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先后参观了“序篇”践行新发展理念、引
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等 10 个主题内容展区和特色体验展区。
展览直观而立体地展示了一个奋发前行的中国。
置身其中，党员们为国家自豪、点赞的同时，纷
纷表示要立足本职岗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编目部 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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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爱读书之二  编者手记：书影暗香，回味悠悠。
青春激情常有书香为伴。读书笔记是深度阅读的好习惯，在这里
我们以选登优秀读书笔记的形式鼓励读者的深度阅读。  

《保卫马克思》读后感 

《保卫马克思》这本书是阿尔都塞在 1961-1965 年期间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合集，为他的主要学说奠定
了基础，使他获得了广泛声誉，而这些理论文章的写作和出版有着极为特殊的时代背景。阿尔都塞既反
对“阶级”范畴的滥用，却更深忧马克思被装扮成胡塞尔、黑格尔或者提倡伦理和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
思。当两个马克思“自相残杀”，青年马克思看上去充满创造力生命力，而成熟马克思似乎僵化而保守，
又受到了新的冲击，而行将垮台和被彻底打倒。所以阿尔都塞要保卫马克思，保卫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
义，保卫以《资本论》等后期著作为代表的那个成熟马克思主义。在《保卫马克思》中，他是站在他所
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面对两个马克思的辩论，他的理论之剑直指他的对手（主张用青年马克
思代替或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于是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处境，在左派那里自己太右，而
在右派那里却又太左了，而这似乎也是大部分有良知和原则的学者在面对理论与现实的永恒博弈时不得
不坚守的思想阵地。                                            （国际关系学院 2016 级 董亦辰） 

         《西线无战事》读后感 

《西线无战事》是德国作家雷马克的一部经典著作，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它出版于
一战结束后，在当时就引起了社会的震动与人们的广泛讨论。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一位德国青年从普通学
生到被召入伍再到魂断疆场的故事。该著作结合了作者自身在一战中的经历和体验，用生动而真实的笔
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而又极为残酷、可怕的战争画面：野战医院里充斥着伤员们痛苦的呻吟
声，截肢成为了最普遍的“治疗”手段。书中的描写细致入微，让人读来感到身临其境。掩卷沉思，我
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如今，不论是打开电视，还是点击网页，我们不难看到多如牛毛的关于战争的报
道。在战乱地区，人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眼神里写满了不解与无辜。这时我更加意识到和平是多么
的可贵，和平的生活又是多么的幸福。因为有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因为人民军队的忠诚守护，我们才
能安安心心地工作、学习，感受生活的美好。我真心希望那些关于战争的画面能够永远成为历史，也希
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和平的福祉。我们不仅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更要用努力去维护好这
种幸福的生活。                                                      （德语系 2016 级 戚德鑫） 
         人间草木 饕餮珍馐 ——读《诗经》有感 
  我们生活的这片大地拥有这个星球上几乎最丰富多姿的自然景观，平原，山林，草地，江河，海岸
线。《诗经》时代的先民，在这片蕴含传奇的土地上，为了得到这份自然的馈赠，一边采集、捡拾、挖掘、
收获食材，收获喜悦，一边用两千五百年前甚至更为久远的华夏口语，唱出古朴恬静纯真的歌。这歌声
和着草木的清香，古典唯美而又直抵人性温暖之处。在那个遥远到有些飘渺的时代，还未经过机器轰鸣
的污染，未有当下的喧嚣躁动，一草一木却是欣欣向荣。最早出现在我们视野之中的是“荇菜”，它随着
水流轻轻荡漾，直荡漾进心窝里。我们为《关雎》低吟的情歌心悦，我们为《硕鼠》讽刺的官场心怒，
我们为《七月》描绘的生活心慕，到现在，返朴归真一般的，冒着人间烟火气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却更能
让我为之动容，那些隐匿在诗篇中的嫩绿的字眼让我仿佛触到了两千年前田野山林间的清新空气。渐渐
的，她再也不只是一个流传千年的带着厚重的历史风尘的典籍，她是那样鲜活，鲜活又可爱。她将一个
时代铭记于身，在字里行间中，我仿佛看到那个时代正徐徐向我走来。(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6 级 童堃)            

                    《浮生六记》书评 

    抱着翻译能力的心态，偶然闯进了沈复的浮生梦卷。“浮生”二字典出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
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翻开卷一《闺房记
乐》，所记所叙虽然都是日常琐事，然真纯率真，让我惊羡于清代文人的闲情雅趣，又感慨于沈复和妻子
陈芸相敬如宾的真挚感情。沈复爱小酌，无酒不欢，不喜多菜。妻子自制“梅花盒”。启盒视之，一盒六
色，如菜装於花瓣中。文豪林语堂先生也夸赞陈芸，“集古今各代女子的贤达美德”，大概林语堂也羡慕
沈复此生有幸，能得此知己。酣畅之时，一气呵成，读到后来，“芸仍执余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
世’二宇，忽发喘口噤,两目瞪视,千呼万唤已不能言”。痛泪两行,涔涔流溢⋯⋯我站在书架间也不禁泪
流满面，叹其才思隽秀，却福泽不深，令人痛惜。                           （英语学院研究生 王凤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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