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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理采拉尔 

在北外图书馆发表主题演讲并赠书 
    11 月 25 日，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理采拉尔（Miro Cerar）率团访

问我校，并在图书馆五层报告厅向校师生发表了题为“当代欧盟面临的

挑战的演讲”。演讲活动由闫国华副校长主持。演讲中，采拉尔向我校

师生详细介绍了斯洛文尼亚，以及欧盟倡导的价值观，并基于此阐释了

当代欧盟面临的三大挑战：一是如何解决大量难民及移民的涌入给欧盟

国家带来的人道主义及安全方面的问题；二是如何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

并提高就业率；三是如何在国际市场上与他国竞争。他针对上述三个问

题提出了应对方法，指出要在欧盟内部加强团结协作，相互沟通包容，

践行共同的价值观，避免地域冲突，

寻找自由与安全的微妙平衡；在与中国合作方面，要增进相互了解，

加强相互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最后，采拉尔强调要克服恐惧，保持

乐观，只有这样才能创新，才能变革，从而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随后采拉尔回答了我校同学们的提问。他感谢北外学生对斯洛文

尼亚的喜爱，并对同学们的斯洛文尼亚语水平高度赞扬。他强调，希

望斯洛文尼亚能够借“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合作，使

多方获益。  

   会后，采拉尔向我校图书馆赠送了他本人的著作和斯洛文利亚有关书籍 15 种，内容涵盖文学、历史、

宗教、建筑艺术等方面，这些书籍收藏在图书馆四层多语种书库斯洛文尼亚语图书区。 

（编目部 闫安 摘编自校园网） 

^^^^^^^^^^^^^^^^^^^^^^^^^^^^^^^^^^^^^^^^^^^^^^^^^^^^^^^^^^^^^^^^^^^^^^^^^^^^^^^^^^^^^^^^^ 

外 国 语 大 学 校 长 论 坛 在 图 书 馆 举 行 

   11 月 15 日下午，外国语大学校长论坛在图书馆五层会议室举行，我校党委书记韩震、校长彭龙，

来自中外 20 所外国语高校的校长和负责人参加论坛，贾文键副校长主持本次论坛。 

   韩震在致辞中对参会院校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当前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交流和融合比以往

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广泛。现代大学必须适应全球化与国际化的趋势，通过国际化汲取新的能量，实现

新的发展，才能真正培养出复合型、高层次、通晓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人才。 

   在论坛中，各大学校长议定签署《“全球外国语大学联盟”成立倡议书》。彭龙指出:“全球外国语

大学联盟”的成立对于推动全球语言战略规划，促进不同文明互容互鉴具有重要意义，是新时期探索语

言教育与研究发展规律，创新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交流与合作平台。通过建立“全球外国语大学

联盟”，促成包括许国璋先生在内的世界知名教授、一流专家的重要思想智慧和文化成果共享，弘扬外

语教育领域著名教育家、先行者高尚的品格精神，激励更多优秀学者投身语言教育事业。 

   参会高校作为首批加入单位，承诺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努力开创中外大学交流合作的

优秀范式，为扩大交流与合作、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的共同繁荣更好地携手共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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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目部 赵洪林 摘编自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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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S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共享域服务中心 

         第五次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年会顺利召开 

   2015 年 10 月 19-21 日，第五次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年会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召开 ，来自三十余

所高校的 46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执行主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晓景作联盟年度工作报告， 

介绍了“一带一路”背景下非通用语文献建设的变化；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主任喻爽爽以“CALIS联机

合作编目现况与发展”为题作了报告，详细介绍了小语种编目建设、采编一体化协作系统；上海外国语大

学图书馆副馆长白晓梅介绍了本馆的多语种网络资源平台建设，通过此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了图书

馆多语种文献资源的不足；西安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高建斌以“小语种文献资源建设及读者需求”为

题，主要阐述了本馆小语种文献资源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以后要努力的方向；我馆采访部的叶玉珠

和编目部的赵洪林分别以“小语种文献建设现状与服务”与“小语种编目的实践及问题”为题作了发言，

充分结合我馆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了小语种文献建设的重要性、存在的问题，以及小语种编目的常用途

径、解决的方法。之后，针对以上发言，参会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各抒已见，为图书馆的发展，联盟以

后的工作方向建言献策。 

   最后，北外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晓景作下一步工作设想计划，希望大家优势互补共同推进联盟的各项

工作；大外图书馆馆长刘日升作会议总结，此次会议获得所有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成员馆的大力支持，并

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馆与馆之间的交流，不断完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       （编目部 赵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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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和人事处共同举办电子资源宣传推广活动 

   为促进我校广大师生和北京市教师发展基地研修学员深入了解重要学术性电子资源的使用方法，帮助

解决学术写作选题和投稿等方面的疑难，图书馆和人事处于10月中下旬合作举办了大型电子资源推广活

动。活动主要分为现场推广和系列讲座两部分。 

   现场活动共邀请到Sage、Wily-Blackwell、Gale、Oxford、OCLC、Emerald、WOS、中国知网、超星和

HeinOnline共十余家知名出版社和数据库商来现场推广，包括开展资源宣传、现场咨询、数据库使用问卷

调查等活动。现场活动气氛热烈，吸引了千余名师生参与。 

   系列讲座共分八场，由上述出版社和数据商中的专业人士主讲。讲座主题包括：Gale参考工具书的使

用，超星移动图书馆和数字资源利用，中国知网在学术科研领域中的应用，HeinOnline数据库对法学学术

研究的帮助，Sage与人文社科学术写作，借助SSCI和A&HCI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Emerald助力科研与学

术发表等。本次活动更有幸邀请到英国约克大学哲学系主任Greg Currie先生到场与师生们分享如何在国

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系列讲座共吸引了数百名师生参与。师生们纷纷表示这些讲座对于深入了解高质量电

子资源内容和使用方法，特别是利用电子资源解决学术写作和投稿中的疑难有很大帮助，将在今后的学习

和研究中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咨询部 孟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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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召开“三严三实”民主生活会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下午，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召开“三严三实”民主生活会。孙有中校长莅临会议听

取图书馆建设中的意见与建议，并做出重要工作指导。 

   会议中图书馆安国成书记针对习主席提出的“三严三实”汇报了图书馆整改项目及落实情况。杨晓景

馆长对照“三严三实”及分管工作首先进行自查，结合图书馆特色馆藏、质量建设提出将“三严三实”

与个人事业精神结合起来是种意义感。安国成书记认为“三严三实”互为关联，有着重要意义，要用“三

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实现“三实”。孙有中校长对图书馆近年来的工作表示肯定，强调图书馆领导干

部践行“三严三实”要有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要努力营造开放的图书馆文化。              

                                                                       （编目部 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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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新增数据库资源,助力教学科研 

为配合我校学科建设的发展，丰富以语言、文学、文化为主要资源的特色馆藏，图书馆于今年采购了

一系列中外文数据库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优化文献信息资源，并为读者提供更高层次的信息服务。 

本年度新增数据库资源如下： 

1.SSCI+A&HCI。Web of Science是获取全球学术信息的重要数据库平台，SSCI共收录3000多种社会科学领

域的世界权威期刊，覆盖了56个学科领域；A&HCI共收录1700多种艺术与人文领域的世界权威期刊，覆

盖28个学科领域。 

2.英国圣公会差会期刊。本数据库资源属于亚当马修历史档案系列，圣公会差会期刊来自英国总部及南美

传教士协会的19世纪至21世纪的出版物。 

3.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非洲，1834-1966。本数据库属于亚当马修历史档案系列，此档案库全部来自英

国外交部自1834年以来有关非洲的全部官方机密档案。 

4.英国外交部档案：印度、巴基斯坦与阿富汗，1947-1980。本数据库属于亚当马修历史档案系列，资料

来源于英国外交部档案馆，是研究这一时期印度、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政治和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 

5.MUSE电子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本数据库资源收录了569种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专著。 

6.意大利与电子期刊（El0 Journals）。本数据库收录了源自意大利的90多家著名学术出版社出版的170

种人文科学学术期刊、学术论文等内容，涵盖宗教、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

多个学科。 

7.意大利语电子书（El0 Monographs1 & El0 Monographs2）。这两个数据库分别收录了4866种和4736种高

品质的意大利语学术电子书，内容涉及历史学、哲学、古典文学、语言学、比较文学、政治学、社会学

和宗教学等多个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主题，内容十分丰富。 

8.古希腊语语言和语言学百科全书。本数据库收录了有关古希腊、古希腊语言学、其他印欧语系语言学、

圣经文学等方面的文献资源，内容涉及历史、思想流派、方言、教学方法、翻译技巧、语义学分析等，

共有超过500个词目，归于古希腊研究和历史提供了一种系统而全面的文献资源集合。 

9.俄罗斯与乌克兰现代艺术史。本数据库收录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艺术史方面的相关文献，包括文学批

评、绘本、艺术期刊等内容，收录了诸多知名艺术家们的蚊子、艺术团体的出版物，以及一些有影响力

的评论家的作品，汇编集包括158部专著和57部系列丛书。 

10.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库+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库包含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32个领域/行业，拥有我国所有中央级、省级及其主要地市级统计年鉴和各类统计资料；

工具书包含汉语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辞典、百科全书、语录、传记等类型，不低于3000册。 

11.拉丁文学和语言在线。拉丁语在线百科全书（拉丁语在线词典）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第一个拉丁语词典，

且内容最为广泛详尽，可追溯至公元600年前古典时代所用词条，是适用于研究和教学的理想工具。 

                                                                           （咨询部 孟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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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大数据支撑下的图书馆服务创新”学术研讨会参会纪要 

2015 年 11 月 5-6 日，我馆馆员周静怡参加了高校图书馆“大数据支撑下的图书馆服务创新”学术研

讨会。大会共有 43 所图书馆、137 位馆员参加，包括 12 个大会主题报告，14 个案例报告。 

随着 Web2.0 技术、云存储技术和移动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时代的产生以及对图书馆服务产生的影响。

本次会议围绕大数据支撑下的图书馆服务创新进行了研讨，大会主题报告与时俱进，丰富紧凑，主要包

括：利用新媒体推广学科服务，学科定量评价分析，技术发展对全民阅读的推动，科学数据进展，下一

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信息安全，图书馆员新的挑战和能力要求等等。大会案例报告

贴近工作，学习借鉴性强，包括：图书馆主页改造，新书选购平台建设，课程学习平台建设，微信公众

号和移动服务 APP 建设，Altmetrics 在 Primo 中的集成等。 

会议内容符合新形势下图书馆发展的需要，对当前工作的开展具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有利于促进日

常工作的改进。                                                             （技术部 周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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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纪念念世世界界反反法法西西斯斯战战争争胜胜利利七七十十周周年年系系列列展展览览活活动动  

之一俄语学院、图书馆和俄罗斯驻华使馆共同举办战争胜利图片展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我校俄语学院、图书馆和俄罗斯驻华使

馆共同举办“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图片展”。本展览于 8月 31 日在图书馆正式启动，展

期为两周。本次展览共展出近 70 幅图片，展示了 1945 年 8 月苏联声明对日宣战后移师中国东北边境，

以歼灭日军主要作战力量关东军为目的，援助解放中国东北地区和北朝鲜等地区的重要历史图片。本次

展览史料图片丰富，对于我校师生铭记二战历史，加深对中俄友谊的了解有重要意义,是一次很好的爱国

主义教育。本次展览全部图片由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提供。                      （咨询部 孟璇） 

之二““北北京京外外国国语语大大学学————带带着着红红色色基基因因凝凝力力前前行行””专专题题展展览览  

   为直观形象地展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办学创业的艰辛历程和老一代北外人怀揣理想、不屈不挠的精神

追求，学校走访北外抗战老同志、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整理了大量珍贵详实的历史文物及照片。校党

委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开始在图书馆大厅举办“北京外国语大学——带着红色基因凝力前行” 专题展览

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编目部 闫安 摘自校园网） 

 

之三图书馆举办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七十周年专题书展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图书馆

于2015年9月在一

层大厅设置了专题

图书展区，本展区

共展出图书 1100

册，内容涉及中外

反法西斯的历史、

人物传记、战争史

料记录等。这些图

书充分展示了中国

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段波澜壮阔的

历史。                    （流通部 张志耘）                                       

之四纪纪念念抗抗战战胜胜利利 7700 周周年年影影片片展展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图书

馆于 9月中上旬在四层

学术报告厅举办“纪念

抗战胜利 70 周年影片

展”。本次影展主要展播

国内外两部优秀的抗战

纪录片和系列电影，一

为大型纪录片《东方主

战场》，二为《血战太平

洋》系列影片。希望通

过本次影展使我校师生

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咨询部 孟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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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家 大 剧 院 歌 剧 电 影 进 北 外 

   2015 年 11 月 18 日晚，“图书馆人文艺术之旅暨国家大剧院歌剧电影进北外”首场展映活动在图书馆

四层学术报告厅举行。国家大剧院“百场歌剧电影进校园”项目执行人景鹏宇主持活动。北京大学艺术

学院副教授刘小龙为歌剧电影《费加罗的婚礼》做了映前导赏，详细介绍了该剧的剧情、创作和演出背

景。在之后的两场放映活动中，著名乐评人沈祺先生分别对歌剧电影《图兰朵》和《假面舞会》进行了

映前导赏并积极与在场师生互动，回答了很多有关歌剧电影的问题。导赏活动结束后，现场的近百名师

生共同欣赏了精彩的歌剧电影。                                                （咨询部 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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