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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图书馆通讯 
  2014 年 6 月      第二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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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葡语言文化合作交流联合体”成立仪式

在图书馆一层大厅举行 

5 月 16 日上午，“中葡语言文化合作交流联合体”成立仪式在图书馆一层大厅举行，葡萄牙共和国

•总统卡瓦科 席尔瓦到访，并发表主题为“今日葡萄牙”的演讲。 

• •葡萄牙外交部长鲁伊 马塞特、科技与教育部部长努诺 克

拉多、葡萄牙卡蒙斯学院主席林宝娜、葡萄牙驻华大使安若热

• • • •托雷斯 佩雷拉、里斯本大学校长安东尼奥 克鲁斯 塞拉，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黄松甫，国家汉办

副主任静炜，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生建学，我校党委书记韩震、

校长彭龙、副校长闫国华以及联合体成员院校代表等出席仪式。 

席尔瓦高度评价了北外在人才培养，尤其葡语人才培养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从政治、历史、经济、外交、语言、文化等方

面详细地介绍了葡萄牙以及与世界的交往。他表示，葡萄牙与

中国的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葡建交 35 周年，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日益紧密。两国在 2005 年也签

署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席尔瓦表示，大学之间的交流可以

加深两个国家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希望两国的学术机构不断加强交流与合作，希望在座的老师和同学能

够成为中葡交流的参与者，为中葡两国的友好交往做出贡献。 

•总统夫人玛丽亚 席尔瓦也随同到访，并在图书馆一层展厅为

葡萄牙语专业的同学授课，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出席了葡萄

•牙著名诗人索菲娅 安德雷森的诗集《在狂风中生活》（Viver em 

Pleno Vento）葡汉双语版本首发式；参观“Encontro das Línguas”（语

言的交汇）的汉译葡萄牙文学作品展。 

席尔瓦的访问受到国内各大媒体的关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人民网、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报、中

国网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图片源自校园网）   （编目部 赵洪林） 

≈≈≈≈≈≈≈≈≈≈≈≈≈≈≈≈≈≈≈≈≈≈≈≈≈≈≈≈≈≈≈≈≈≈≈≈≈≈≈≈≈≈≈≈≈  

图书馆开展“我最喜爱的图书馆员”评选活动 

2014 年 5 月 19 日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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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是进一步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岗位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主动接受读者的监督与评估，实现图

书馆资源的有效利用。 

为了便于读者评选，图书馆制作了宣传展板，公布了评选标准，同时附上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照片，

供读者评选，按照爱岗敬业，乐于奉献；诚实守信，业务精通；文明礼仪，为人师表；方便读者，优质

服务等多方面进行无记名投票，共收到选票 182 张，为感谢读者对图书馆工作的关心，图书馆为每一位

参与活动的读者准备了精美的礼品。5月 27 日，图书馆召开了评选活动结果揭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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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个小时紧张有序的工作，最终评选出余健、

杜艳、于虹、史天华、尤晓杰 、李建华、刘应心等七名工作人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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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阅览部 张国峰） 

       本 期 要 目 

“中葡语言文化合作交流联合体” 

成立仪式（1 版） 

 Philobiblion·爱读书（2 版） 

第三届多语种图书展 （3 版）         

乐黛云赠书（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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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biblion·爱书·爱读书” 

     2014年图书馆读书季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鼓励阅读，引导阅读，让学生爱上阅读，是大学图书馆不变的使命。每年的 4月，图书馆都会借“世

界读书日”之机，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季活动。今年 4月 22日至 5月，图书馆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不仅

凸显了读书、爱书的重要性，而且鼓励我校学子始终不忘阅读，

永葆初心。 

   “Philobiblion·爱书·爱读书”系列读书季活动，由我校汉学中心

李雪涛教授的讲座和藏书展拉开帷幕。4月 22日，李雪涛教授在

图书馆为全校师生举行了名为《藏书与治学》的讲座，吸引了众

多学子前来听讲，

这也是图书馆“名

师讲堂”系列的第

二讲；随后，在彭

龙校长及著名德国

汉学家顾彬教授等

文化学者的见证

下，李雪涛教授的藏书展“Clavis Sinica（中国之匙）—一

个多世纪德语世界中的中国（1846-1982）”正式开展，展

品为李雪涛教授多年来积累的德国汉学方面的书籍，计四

十余本，具有珍贵的史料和研究价值，李教授还专门为每

本书撰写了简洁但不失深入的介绍，展出时间近一个月，

本校众多师生及部分校外师生和学者前来观看了展览，读

者纷纷留言表示受益匪浅。 

在讲座和展览等传统文化展现形式之外，图书馆还开

展了两项竞赛活动，引起了广泛关注，参与度颇高。“【镜

头中的图书馆】超星·图书馆视频/照片征集大赛”旨在以新

馆投入使用一年为契机，调动读者的积极性，发现和展示

每个人心中不同角度的图书馆；“SAGE 杯图书馆有奖知识竞赛”则是从使用角度出发，以涵盖图书馆多

种资源和服务的十九道题，让读者更深入的了解图书馆。两个活动共吸引了二百余位读者参加，产生了

七十位获奖者，颁奖仪式于 6月 26日午间隆重举行。 

图书馆希望通过一系列人性化的、充满文化气息的活动，让读者更加热爱读书，从而过上书香相伴

的幸福人生。                                                           （信息咨询部 全慧）

 

  毕业季 ： 

 —图书馆留言墙剪影 

2014年 6月毕业季期间，

图书馆内第一次竖起了“留言

墙”，欢迎即将离开母校的学子

们留下想对学校、对图书馆、

对老师和同学说的话。  

   这面留言墙迅即成为图书

馆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短短一周时间，已有数

百人将自己的心声写在

纸条上、贴到墙上，来

到“墙”前拍照的毕业生

更是络绎不绝，为持续

了半个学期的图书馆读

书季&毕业季活动画上

了温馨隽永的省略号。 

  图书馆希望毕业生们

就算离开校园，仍能热

爱读书，过上书香相伴

的幸福人生。            （信息咨询部 全慧） 

爱读书, 读好书 

恋上图书馆, 光阴不虚掷 

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在美好的图书馆里, 邂逅一本本美好智慧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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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外图书馆第三届多语种图书展 
为进一步丰富图书馆馆藏，助力教学科研，提高学生阅读兴趣，2014 年 6 月 20 日-27 日，北外图书

馆第三届多语种图书展如期举办。 

此次书展，为广大师生提供了现场选书的机会。展品均为最新学术类图书，涵盖阿拉伯语、俄语、

法语、日语、英语、越南语；涉及哲学、社会学、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等多个学科，展出品种达 6000

余种。展出图书所属出版社包括： John Wiley&Son、Macmill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Franics、 World Scientific、 

Peter Lang、 Brill、 Edward Elgar

等众多世界知名出版社。 

书展期间，教师、学生积极挑选图

书，向图书馆推荐，共计推荐好书约

1500 余种。书展受到本校师生热烈的欢

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同时，此次

书展也受到二外教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

的高度赞誉。                                                      (文献资源建设部 叶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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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举办《印记——法国文化在中国（1900-1949）》展览 

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由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法国蒙达尔纪市法中友好协会主办，北京市档

案馆协办的《印记——法国文化在中国（1900－1949）》展览在我校图书

馆举行。                                                                     

本次展览分为“中国的启蒙——新文化运动”“中国人远赴法兰西”

“教育• 艺术• 生活——法兰西印记在中国”等三部分，展览通过图片

和实物展品，从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多方面展示了新文化运动时

期中国对法国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呈现出近现代中法文化交流发展的基

本脉络。 

自 3 月 31 日开展以来，《印记》吸引了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我校中

外专家及其他师生前来参观，并赢得大家的好评。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副院长、欧洲科学院院

士、法国著名汉学家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于 4月 2日下午专程来馆参观，对本次

展览予以高度评价。图书馆表示今后将拓宽渠道，挖掘和组织更多的文化艺术展览，充分展示北外多元

文化交融的特色。                                                            （咨询部 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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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日语系共同探讨资源建设 

    2014 年 4 月 21 日，图书馆与日语系召开座

谈会，就日语资源建设、共同促进我校日语教学

研究发展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座谈中，日语系主任邵建国详细介绍了我校

日语系学科专业设置情况，分析了国内重点院校

日语师资和资源配置情况，提出了我校日语系师

生对文献不同层次的需求。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

了我校日语相关馆藏资源和服务开展的情况。图

书馆常务副馆长杨晓景表示:通过交流，图书馆加

深了对院系需求的了解，今后将针对日语系提出

的需求，加大对现有资源和服务的宣传推广力度，

扩大日语藏书学科范围，保持与院系师生的沟通，

不断推进深层次的个性化服务。图书馆采访部、

流通部和信息咨询部主任，日语系党总支书记殷

悦、副系主任徐涛参加了座谈。 

                       （咨询部 孙琳） 

 流 通 部 服 务 新 举 措 

图书馆自开馆以来，周末时间由于大部分工

作人员休息，读者遇到问题不能及时处理，为了

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从 2014 年 3 月底开始，图书

馆流通阅览部实行周六日（9:00—11:30  14：00

—17:00）主任带班及周一至周五（8:00—11:30  

14：00—17:00）主任现场值班制度。该举措实施

以后，及时解决了许多读者的困难，获得了好评。 

                 （流通阅览部 张志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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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生导师乐黛云教授欲将其收藏的图书、期刊及珍贵手稿以及工艺

品捐赠给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2014 年 6 月 19 日，这批珍贵资料中部分已从密云运抵图书馆。这批

资料的到来会更加丰富我们的馆藏，特别是在比较文学和多元文化领域，惠及读者，服务于全国从事此

领域研究的读者。 图书馆将在六层设立乐黛云比较文学资料中心，工作人员会尽最大努力将其分批整理

上架,以期及早与读者见面。                                          （文献资源建设部 付桂珍）    



 

   中外文核心期刊查询系统 
 

核心期刊是指在当前发行期刊中，将期刊内

容进行定性分析和期刊的相关文献计量学指标进

行定量分析结合，遴选出的一部分期刊，形成核

心期刊评价体系。目前，国内采用较多的主要是

以 下 七 种 核 心 期 刊 评 价 体 系 ： Web of 

Science(SCIE,SSCI,A&HCI) 、 Ei Compendex 、

MEDLINE、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中

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CSCD)。 

 “中外文核心期刊查询系统”（基于 Ex 

Libris 公司的 SFX 产品开发）将以上提到的七种

核心期刊评价体系进行整合，将不同数据库或期

刊评价体系设立的不同类目和评价方式有机地整

合在一起，如果一个期刊同时被几个数据库收录

或评价体系评价，可以在该期刊的记录中同时查

看相应的影响因子或排名信息。 该系统还针对中

文核心刊评价体系保留了原有的学科分类，分别

给出各自的分类检索途径。 

    系统主要功能包括浏览期刊、检索期刊、查

看期刊信息、查看期刊最新目次、查看期刊投稿

指南、全文收藏查询与链接等。 

使用方法：     

在图书馆主页（http://lib.bfsu.edu.cn/）

检索区域选择学术资源门户，下方点击“核心期

刊查询”，即可利用该系统。   

全文收藏查询与链接：点击查询到的期刊名

称右侧的“哪里有全文”链接，可以查看二十多

家 SFX 用户中哪些馆收藏了该刊电子版。系统还

在每种期刊信息下列出了清华大学、国家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图书馆的全文

服务链接。如果北外馆未收录某刊，全文可以通

过北外馆与其他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获取。 

                     （技术部 周静怡） 

 

公公  开开  课课  资资  源源  库库  推推  介介  

   目前，互联网上有许多公共课资源免费为大众

开放，部分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1.Coursera (www.coursera.org) 免费大型

公开在线课程项目，口号是“在网上免费学习全

世界最好的课程”。目前开设 675 门课程，课程

来自世界 110 所知名大学合作院校，包括斯坦福

大学、密歇根大学等美国知名高校。已经推出 ISO

和 Android 版本。最近开设的课程有“成为写作

高手的途径和方法（基础英语写作）”MSJC 等等。 

   2.MOOC 中国（www.mooc.cn）归纳整理众多学

校和机构在互联网上对外免费发布的课程。包括

耶鲁、哈弗、麻省理工、剑桥、北大、清华等高

校的公开课。最近推出“大学英语口语”等课程。 

   3.学堂在线（xuetangX.com）清华大学发布

的中国大陆第一个由高校主导的 MOOC 平台，发

布清华大学原创以及其他国内外优质 MOOC 课程。

最近开设“创业管理”等课程。     

   4.网易公开课 (open.163.com) 内容包括

Coursera 官方中文学习区、北大、复旦等中国大

学视频公开课。最近有“肖邦的华尔兹”、“游戏

化：学习的未来”等课程。     (编目部 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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