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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 

搭建与读者交流的桥梁     

随着社交媒体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微信已成为大众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利器。顺应这一趋势，
图书馆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正式开通微信公众号。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致力于深度揭示和推荐馆藏资源，
大力宣传推广图书馆开展的各种学术和文化活动，并以灵活多样、图文并茂的形式加以展示，力求贴近
读者需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主要栏目包括馆藏资源推介、近期讲座、展览预告，以及读书季和毕业季
等主题活动。经过 5 个多月的积极推广，图书馆总计发布微信 70 余条，吸引订阅读者 1800 余人，深受
我校师生欢迎。 

除了信息推送，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还有强大的服务功能，读者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客户端方便快捷
地使用图书馆各项服务。经统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馆藏查询”、“研读间预约”和“北外学术搜
索”等功能模块使用率最高。 

为了充分了解读者对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使用需求，图书馆在宣传月期间开展了《北外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需求及使用情况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收到读者问卷 70 余份，对读者使
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意愿、频率、有效推送时段、希望了解的资源和服务以及
使用评价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充分调研。图书馆将根据读者意见和反馈进一步完善
微信公众号服务。  

图书馆希望利用多样化的新媒体服务和技术搭建与读者在线交流、互动的新
平台，拓展服务深度和广度，更有效地向读者宣传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更好地
为我校师生服务。                       （信息咨询部 孙琳）    （敬请关注北外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

      Gale 全球高级副总裁保罗• 贾泽罗一行访问北外图书馆 

     2016 年 3 月 9 日下午，全球领先的教育出版机构 Gale 出版社高级副总裁、全球业务总经理保罗
• 贾泽罗、国际部高级副总裁特里• 罗宾逊、亚洲总裁松村达生、大中华区销售经理李煜明等一行 6

人访问北外图书馆。北外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晓景和相关工作人员
出席了交流活动。双方就北外学术资源使用需求以及如何更好地使
馆藏资源服务教学科研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会上，杨晓景常务副馆长介绍了我校学科设置、特色语种建设、
国别和区域研究文献需求，以及电子资源利用现状。保罗• 贾泽罗
先生介绍了 Gale 与大英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
馆等全球顶尖图书馆的数字典藏合作项目和特色资源。双方希望加
强沟通合作，共同推进提升一流学术资源对教学科研的支撑作用。 
    Gale 出版社成立于 1954 年，是圣智学习集团（Cengage 
Learning）旗下专门为图书馆和和学术研究机构提供资源和服务的

出版商，以其精确、权威的参考工具书和数字信息集成服务闻名于世。目前，Gale 用户遍及世界 200
多个国家的 80000 多家学术机构，致力于为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提供有效的科研支持。 
                                                                     （信息咨询部 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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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好书为伴 与经典同行 —— 

 《21 世纪英语教育》报道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 “教授好书推荐”活动 

近日，《21 世纪英语教育》2016 年 6 月刊第 3版整版报道了由图书馆与宣传部共同举办的“教授好
书推荐”活动。该活动旨在通过邀请我校专家、学者分享对他们人生和学术道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籍，
引导和促进大学生阅读。《21 世纪英语教育》对参与本次图书推荐活动的英语学院谢韬教授和郭棲庆教
授进行了采访。两位受访教授充分肯定了“教授好书推荐”活动的积极意义，并分别从阅读经典对于语
言学习和写作的意义以及通过文学经典阅读指导人生两个方面分享了荐书理由。两位教授都呼吁大学生
们应该珍惜校园时光，多读书、读好书、认真读书。  

本次“教授好书推荐（第二辑）”共有 18 位专家、学者参与荐书，活动展览于“世界读书日”期间
在图书馆大厅举办，并通过学校官方微信、校报、校园宣传栏等多途径推广，在我校师生中受到广泛关
注和好评。 (详见第三版)  

文章链接: http://elt.i21st.cn/article/14171_1.html                     （咨询部 孟璇）            
*******************************************************************************************************

             跨 界 与 融 合 ： 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 

 2016 年 5 月 21 日，我馆咨询和技术部馆员参加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的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
论坛”《跨界与融合：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会议主题包括：数字人文的概念、实践与反思，语言学
与文本处理、知识探索，史学与大规模史料的深度挖掘，数据可视化呈现与人文艺术。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分校 J.Stephen Downie 教授介绍了 HathiTrust 项目，HathiTrust 成立于 2008 年，由加利福尼
亚大学系统发起目前有多所大学和机构参与，通过向公众提供数字化资源长期保存和获取的数字图书馆
平台，资源来自 Google，Internet Archive，Microsoft 和参加这个项目的机构。平台提供免费的全文
和书目检索功能。哈佛大学徐力恒博士介绍了欧美高校数字人文建设的经典案例，介绍了由哈佛费正清
中国研究中心、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联合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该库可以搜索
各种维度的人物数据（如人名、时间、地址、官职、著作，事件等），该平台通过免费开放方式供公众使
用。通过此次会议，系统了解了当前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实践进展，图书馆可以利用到的相关资源和服务，
以及图书馆工作参与到数字人文的实践方向。                            （技术部 周静怡）
********************************************************************************************************
“两 学 一 做”专 题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召开“两学一做”

启动会暨第一次学习会 

2016 年 5 月 27 日，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召开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启动
会暨第一次学习会。会议由图书馆安国成书记主
持。安书记首先传达了学校“两学一做”会议精
神与总体部署，宣布了图书馆党支部的学习计划。
之后图书馆全体党员共同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
总纲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安书记与杨
晓景馆长分别强调了这次“两学一做”是针对每
一位党员提高自身党性修养的重要学习，号召每
一位图书馆党员结合自己的业务工作认真学习，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编目部 闫安）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党课 
  暨第二次集中学习 

2016 年 6 月 27 日，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安国
成书记讲党课暨第二次集体学习。安书记就 1945
年8月抗战结束到1946年8月全面内战爆发这段
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史做了精彩的讲解。随后，图
书馆各位党员就自学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读本》前三章进行交流发言。党员们分别结
合中国梦谈个人梦，表示要脚踏实地，做好图书
馆工作，做好读者服务工作。   （编目部 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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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教授好书推荐”书目 
蔡连侨  副教授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从 0 到无穷，数学如何改变了世界》（From 0 to Infinity in 26 Centurie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Maths) 
郭棲庆   教授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 
贾文键   教授  《致加西亚的信》《罗伯特议事规则》《中国人》 
柯  静   教授  《德里纳河上的桥》《梦幻宫殿》  
李雪涛  教授  Geschichte des Westens: Von den Anf仩ngen in der 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梅仁毅   教授  《贞观政要全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马会娟   教授  《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   
彭  龙   教授  《21 世纪资本论》《世界秩序》 
孙晓萌   教授  《中国哲学简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经济的发展》《想象的共同体：民族

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陶家俊   教授  《东方学》《容安馆札记》《历史研究》 
汪剑钊   教授  《诗海——世界诗歌史纲》《唐诗三百首》（名家集评本）  
王建斌   教授  《我的人生》（Mein Leben）《我还想要说的话》（Was ich noch sagen wollte）  
谢  韬   教授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大国政治的悲剧》《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徐一平   教授  《艺道与日本国民性——以茶道和将棋为例》 《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  
闫国华   博士  《在彼处——大使演讲录》《胡适英文文存》  
赵  旻   研究员 《老子的帮助》《教育哲学》
张继红   教授  《中国人的修养》《自由在高处》《查理·芒格的智慧：投资的格栅理论》(第 2版）  
章晓英   副教授 《The Pursuit of Reason: The Economist  1843-1993 》《国际传播：延续与变

革》《大众媒介研究导论》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流通部推出“读者借阅排行榜” 

读书是个永恒的话题，人们在阅读中追寻人类薪火相传的文明足迹，从书籍中陶冶情操、汲取智慧与
前行的力量，因此，读书应该成为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读书也是提高大学生个体文化素养的
重要举措。在推广“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下，图书馆流通部于四月份在“世界读书日”活动中推出“读
者借阅排行榜”，让读者了解身边的阅读趋势，提倡大学生多读书，读好书。以下节选部分中文书排行榜。

B 类（哲学、宗教）      F 类（经济）            I 类（文学）        11.三体 
1.向前一步                1.国富论                  1.盗墓笔记           K 类（历史、地理） 
2.自控力                  2.牛奶可乐经济学          2.平凡的世界         1. 明朝那些事儿 
3.诠释学                  3.西方经济学              3.蒋勋说红楼梦       2.全球通史 
4.理想国                  4.变革中国                4.天龙八部           3.點校本二十四史 
D 类（政治、法律）      5.激荡三十年              5.藏地密码           4.阿拉伯通史 
1.德国发展报告             H 类（语言、文字）     6.偷影子的人         5.非洲通史 
2.中国外交                 1.新实用汉语课本         7.射雕英雄传          
3.大外交                   2.莎士比亚全集           8.挪威的森林 
4.文明的冲突               3.新实用汉语课本         9.嫌疑人 X的献身     （流通部 张志耘） 
5.国际法                   4.博雅汉语               10.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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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举办印记·青春 

        —2016 毕业季活动                                             

   转眼又是一个温热的六月，又是一场难忘的离别。临别之际，图书馆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
活动，为毕业生们记录此刻最美的时光，珍藏此时绽放的青春，并描绘他们对母校的深深眷
恋与感恩。  

图书馆于 6月 18 日推出了精心打造的主题为“印记·青春”的 2016 毕业季活动。本次活动主要分
为三个主题。主题一为青春印记，打一份属于自己的书单。图书馆将根据毕业生们的申请，将其在大学
期间所借书目整理成精美书单（电子版），留下属于自己青春的印记。“We are what we read”，无论未
来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你会发现，曾经读过的书，会成为你内心坚韧的力量。主题二为青春与梦想，毕
业心语留言墙。在即将离开充满欢声笑语的校园，离开陪伴多年的老师和同学们，离开曾经静心阅读的
图书馆之前，再来一次图书馆，在书山前留下靓丽身影，在留言墙上写下眷眷心语。主题三为书韵绵长，
毕业生借书达人榜及达人好书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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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邀请每位上榜达人分享阅读感言，同时向师弟师妹们推荐三本好书。希望北外学子们都能够像
他们一样热爱阅读，充分利用图书馆藏书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书香传递，余韵绵长。 

本次毕业季活动吸引了众多毕业生的热情参与。岁月淘沙，淘不尽大学的青春年华；时光飞逝，磨
不掉绵绵的真挚情谊；眺望远方，停不住奔跑的寻梦脚步。青春散场，而我们每个人还都在路上。在追
逐梦想的道路上，图书馆全体员工真诚送上满满祝福。愿所有毕业生一路都有书香为伴，在未来世界更
广阔的舞台上，书写精彩人生。                                            （信息咨询部 孟璇） 
 
^^^^^^^^^^^^^^^^^^^^^^^^^^^^^^^^^^^^^^^^^^^^^^^^^^^^^^^^^^^^^^^^^^^^^^^^^^^^^^^^^^^^^^^^^^^^^^^^^

 “2016 北外读书季”活动圆满结束 
历时一个月，由图书馆与宣传部、人事处共同举办的“同好书为伴、与经典同行——2016 北外读

书季”系列活动圆满结束。 
活动期间，在图书馆一层大厅举办了“教授好书推荐（第二辑）”展览。共有 18 位知名教授、学者

分享了对他们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产生重要影响的书籍。展览内容还通
过北外校报、北外官方微信、校园宣传栏等方式同步宣传推广。本次
活动还邀请了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陈国华教授、欧语学院麦克雷教
授、中文学院张洪波副教授对《国富论》、《约婚夫妇》、《红楼梦》等
经典著作做了精彩的赏析与深入的解读。此外，图书馆还通过微信公
众号发布了多学科“2015 年度北外图书馆图书借阅和读者借阅排行
榜”，并在线调研了我校读者对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使用需求。 

本次读书季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受到师生们广泛关注和好
评，有近万人次阅读了北外官方微信和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读书
季相关活动内容。本次活动通过专家推荐阅读、精品导读、借阅排行
榜等方式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深度阅读推广，对于大学生开拓视野，
启迪思维大有裨益，同时也为建设书香校园，营造校园阅读氛围，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起到了很好
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信息咨询部 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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