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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共和国总理齐普拉斯在北外图书馆 

为北外希腊研究中心揭牌 

2017 年 5 月 12 日下午，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希腊共和国总理阿莱克斯•

齐普拉斯（Alexios Tsipras）访问我校，并在图书馆为北外希腊研究中心揭牌。 
彭龙校长代表全体师生向齐普拉斯总理和各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彭龙表示，北京外国语大学被

誉为“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教授 84 种外语语种，其中包括欧盟
28 个成员国的全部 24 种官方语言。学习希腊语言和文化，对于中
国青年一代更好地了解希腊，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北外希腊语专业开设于 2007 年，创办十年来，在中
希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北外希腊研究中心
成立后，将在原有希腊语言、文化教学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现当
代希腊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中希
关系的研究，为两国关系健康、顺利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齐普拉斯总理希望年轻人能够利用好希腊研究中心这个平台，
使两国人民更全面、更深入地相互理解。中国的年轻人不仅要了解

古希腊文明，还要了解现代希腊的发展。希腊和中国，我们不能只有共同的辉煌历史，还要有一个面向
未来的共同梦想。而实现这个梦想，离不开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这一目标与北外希腊研究中心的任务高
度契合。学习希腊语，发掘希腊文明，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国家间的关系。他对北外希腊研究
中心的成立表示完全支持，欢迎年轻学子们到希腊去，学习那里的文化和文明，并感受希腊人民的热情
好客。齐普拉斯总理和彭龙校长共同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揭牌。 

（编目部 闫安 摘编自北外校园网） 

++++++++++++++++++++++++++++++++++++++++++++++++++++++++++++++++++++++++++++++++++++++++++ 

图书馆新版主页本学期上线运行 
图书馆主页是读者使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重要平台，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充分和全面的图书馆资

源与服务、更好的使用体验，图书馆在本学期开学伊始，推出新版主页。旧版主页不再更新，可在新版
主页下方点击“旧版主页”访问。 

新版主页以读者为中心、友好实用为原则，主要栏目以中英双语呈现，整体沿袭
旧版主页的红色色调，简洁大方，导航清晰，内容直观。页面支持各移动设备访问。  
检索区域包括：馆藏目录（OPAC）：查找我馆中外文纸质图书、纸质报刊和部分电子
图书；北外学术搜索（Discovery）：一站式查找和获取馆藏纸质资源、电子资源（电
子期刊、图书、学位论文、多媒体资源等）、网络资源等；数据库（Database）：按
名称、首字母、学科、语言、文献类型和订购状态等查找数据库； 电子期刊：整合
检索和获取电子期刊资源；新闻动态：提供图书馆发布的信息公告、资源动态和活动
信息；资源服务：全面系统提供图书馆的各项资源、服务、概况和帮助；二维码：提
供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和移动图书馆二维码；快捷通道：提供常用资源或者服务的快捷
链接。欢迎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我们会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技术部 周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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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北外读书季”活动之中西方经典著作导读系列讲座 

为了配合我校第三季“教授好书推荐”活动，鼓励、引导读者深度阅读，北外图书馆在 2017 年 5
月特别推出“2017 北外读书季”之中西方经典著作导读活动。我校陈国华、丛立先、何明星三位教授应
邀参加,三场讲座均由图书馆馆长杨晓景主持。讲座视野宏阔，内容丰富，贯通古今。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陈国华教授详细介绍了《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的生平，该书成书背景及
其在语言学界的深刻影响。通过对比分析该书文法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法理论的区别，陈教授解读
了马建忠的“通• 理”观，提出该书为中国第一部按照西洋文法模型写成的汉语文法。我校法学院党总
支书记丛立先教授的“社会契约与当代中国法治”讲座,以 18 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先驱代表人物卢梭的《社
会契约论》为核心,结合自身体会，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以现实问题为着眼点，围绕近年来我国社会的
热点法治事件或问题，与在场师生分享了自己的见解与思考。我校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
任何明星教授的“四大名著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讲座, 何教授用翔实的书目数据，丰富的背景知识，
系统梳理了近三四百年来四大名著在东西方的传播和影响。讲座不仅扩大了师生们的学术研究视野和研
究思路，也为从事相关研究的师生获取文献资源，以及图书馆建设特色资源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途径和方
法，令与会师生收获良多。                                                 (信息咨询部 郝静雅) 
、、、、、、、、、、、、、、、、、、、、、、、、、、、、、、、、、、、、、、、、、、、、、、、、、、、、、、、、、、、、、、、、、、、、、、、、、、、、、、、、、、、、、、、、、、 

我馆组织北外师生“走进国家图书馆”  

为了更好地向我校师生推介国图的资源与服务，让更多的读者高效、快捷、免费获取国图丰富的学
术资源，“2017 北外读书季”宣传活动期间，在 BALIS（北京地区高等教育文
献保障系统）馆际互借管理中心的协调下，北外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开
展了“走进国家图书馆”国图资源讲座和实地参观活动。 

5 月 10 日下午“国家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讲座由
国图参考咨询部李迓熹主讲，我校共有 30 余名师生参
加。李迓熹从国图概况、网站指南、资源和服务、馆际
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四个方面，对国图馆藏资源和特色
服务进行了详细全面的介绍。与会师生都表示该讲座对发现和获取国图丰富的学术
资源与服务帮助很大。下午，国图刘婷婷等三位工作人员陪同我校师生参观国图新、
旧两馆的主要服务空间和阅览室，深入了解国图藏书特色和服务功能。随后，我馆

还特别组织师生们参观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的两个大型展览，一是“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博
物馆的珍宝”展览，二是“从《诗经》到《红楼梦》这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览。(信息咨询部 韩秀华）            
、、、、、、、、、、、、、、、、、、、、、、、、、、、、、、、、、、、、、、、、、、、、、、、、、、、、、、、、、、、、、、、、、、、、、、、、、、、、、、、、、、、、、、、、、、 

   北外青年教师学术沙龙在图书馆成功举办 

    2017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由北外工会青年教职工工作委员会主办、图书馆协办的“北外青年教
师学术沙龙系列讲座”在我校图书馆成功举办。该系列讲座旨在通过搭建青年教师交流、研讨的平
台，展示青年教师的活力和学术风采，促进青年学者之间，以及师生之间交流。 

日语系宋刚副教授作了题为“日本当代动漫文化及其对我国青
少年的影响”的报告。他梳理了日本动画发展简史，概观日本当代
动漫文化之流变，深入探讨其对我国青少年受众的影响。国际关系
学院康晓副教授作了题为“软权力漫谈”的报告。他解读了西方国
际关系理论中的软权力概念，深入探讨了文化和软权力的关系。中
文学院白亮老师作了题为“网络时代的文学书写”的报告。他指出
随着网络文学这一新媒介文学形态的迅猛发展，诸如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如何调整自己的
文化定位和研究方法，以及如何从更广大的文学史脉络中重估网络文学的价值等文学基本问题，需
要重新思考。三场讲座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现场互动充分，气氛热烈。       （信息咨询部 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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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教授好书推荐” 
  4 月 23 日，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由图书馆和宣传部共同举办 2017 北外读书季“教授好书推
荐（第三辑）”展览在图书馆一层大厅开展。 
  本次活动共邀请到我校 22 位教授推荐对他们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书籍。专家们还为所
推荐图书写下了简短凝练、富有深度和启发性的推荐理由。这些书籍中西兼顾、贯通古今，涉及文学、
语言学、社会学、法学、历史、政治、经济、外交、戏曲理论等多个学科领域。 
  “教授好书推荐”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届，广受师生好评，共有 54 位教授、专家参与荐书活动，总计推
荐了 190 本书（本次共推荐 49 本书）。该活动对于加强大学生通识教育，引导大学生多读书、读好书,
开阔视野，提升自身阅读品味和人文修养大有裨益，已成为我校阅读推广的品牌活动。(信息咨询部 孙琳) 
  详细书目如下： 
《平凡的世界》 《社会学》 《江村经济》 《最好的辩护》 
《社会契约论》 《拉奥孔》 《观看之道》 《美的历程》 

《昆曲与明清社会》 《古典诗词讲演
集》 

《人文传统》（全三
册） 《翻译乃大道》 

《西南联大英文课（英汉双
语版）》 

《人类的群星闪
耀时》 《欧洲文明的进程》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

和平》 

《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 《哈佛中国史（全
六卷）》 《现代世界体系》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带刀飞行的困惑：当代中
国法治观察笔记》 

《威廉·燕卜荪传
（第一卷）：在名
流中间》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
期的英国》 

《永远的异乡客：战时上海
的一个犹太家庭》 

《世界的演变——19 世纪
史》 《历史的教训》 《论犯罪与刑罚》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

取向》 
Style:Lessons in Clarity 
and Grace 《中国文化要义》 《国际刑法导论》 《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

角色的生成》 

《中式英语之鉴》 《金融的逻辑 1》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
转型》 

《齐如山回忆录》 《历史深处的忧
虑》 《大外交》 《莎士比亚故事集》 

《洪业——清朝开国史》 
《撒马尔罕的金
桃——唐代舶来
品研究》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 

《中国哲学简史》 《海国图志》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
述》 《马氏文通》 

2017 年图书馆新增数据库 
  为满足我校广大师生日益增长的文献需求，更好地服务教学科研，同时确保数据库采购经费更加高效、
合理使用，图书馆在广泛征询院系师生意见的基础上，本年度新引进 11 个数据库。 

  1.Elsevier ScienceDirect 数据库，我校订购该库中社会科学、经济、商业管理、心理学等专辑（回
溯 4年数据） 2.SAGE 研究方法在线 3.牛津在线英语大辞典（OED） 4.牛津多语种在线大辞典（OLDO）  
5.De Gruyter 德语电子期刊数据库 6.East View 阿拉伯语电子书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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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000 种，涵盖政治、文学、媒体、心理学、社会学、
经济学、哲学与神学、历史、艺术、法律、语言、宗教等学科和主题。（2）阿拉伯语电子书第 3集：收
录 1820 年至 1914 年整个伊斯兰国家出版的图书近 3000 种，涵盖哲学、神学、文学、艺术、历史和政治
学等学科著作。7. WordSmith 质性分析软件  8. MAXQDplus 质性分析软件   9.超星汇雅电子书数据库  
10.中华数字书苑--数字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  11.Al Manhal阿拉伯语电子数据库,目前平台上期刊种数
是 408 种，超过 45,000 篇期刊文章。电子期刊包含了 12 个系列，与阿拉伯世界 120 家优秀出版社合作，
语言涉及：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希伯来语、马来语和西班牙语。             （信息咨询部 韩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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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韶华，青春悟语——2017 北外图书馆毕业季活动 

    原以为四年会很漫长，怎知时光匆匆，入校时的青涩刚刚褪去，一转眼已要各奔更加美好的前程。
青春还未走远，回忆溢满心田。在这依依不舍的毕业时节，图书馆为毕业生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希望记录青春与梦想，留下感动与感悟，为大家的北外生活再添一份美好的回忆。 

活动一、悦读• 悟语    阅读感言征集 

    如果你爱读书，如果你爱分享，如果曾经有一些书或一些话深深地影响过你，欢迎来分享你的阅读
感言。那些或对你启迪深刻，或使你豁然开朗，或让你彻夜难眠的文字与瞬间⋯⋯那些难忘的阅读感受
与体会，你是否愿意，与我们分享？ 

活动二、青春• 印记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书单 

  图书馆的书架前，寝室的台灯下，教室的书桌旁，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沉浸在浩瀚书海中的情形？你曾
读过什么书？每本书的背后都有些什么故事？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书单，因为书单不仅记录了曾经读过
的书，更是记录了读书时的美好回忆。 

    看书一事，多数时候是消遣，一时笑泪，不足挂怀；少数时候是内省，与己独处，机会
难得；若偶有妙悟，便是如普希金所言“我那间学生时代的禅房，突然被照亮”的神秘瞬间，
幸甚至哉。(姚俊娜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已经忘记当初是什么驱动自己去阅读，是因为对世界的好奇或是对于知识的渴望。书读
多了，很多东西自然改变。许多时候，以为自己看过的书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但是
慢慢才发现，这些书仍是潜在的，在谈吐里，在气质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
生活和文字里。珍惜可以静心读书的日子，不负韶光。(陈文力 英语学院) 
    每当拿起一本书时，我就开始了我最从容的时光。在读书时，我最清楚

我是谁，正在阅读的文字告诉我自己我喜欢什么，我认同什么，我愿意做一个怎样的
人。在读书时，我感到平静而充实，印入脑中的文字告诉我前人经历了我所体验过的
各种酸甜苦辣，抚平了由于自负自卑迷茫寂寞而躁动的内心。在读书时，我感到乐观
而自信，书中揭示了隐蔽内心中的种种黑暗，也描绘了我能想象的一切美好，我真实
地体验着这白纸黑字勾勒出的世界。(孔德然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毛姆曾说，读书应该是一种享受，书籍将使你的生活更丰富、更充实、更圆满
而感快乐；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
的灾难。读书和音乐都曾带给我莫大的慰藉和感动，而书籍曾经解答过我人生中不
同阶段的困惑，使我极少感到寂寞。生命因为书籍和艺术而变得美好，尽管很多时
候，它们并不能帮你谋生糊口。自己曾经天真地犯过“尽信书”的错误。阅读时切
忌盲从别人的观点，要具有批判性思维，学会独立思考。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与众

不同的一面，无需复制他人的观点与生活。(高明哲 英语学院) 
    “读者变成书；而夏夜，犹如书的有意识的生命。”图书馆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写论文的资料库，它
更像是一种温暖的陪伴，让求知的心有了停泊的港湾。而阅读也不仅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它应该成为
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让我们的生活不断丰富充盈，从而获得内心真正的安宁。(黄越 中文学院) 
    书籍来源于对生活的思考，而阅读的意义当 然也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对我而
言，文学阅读最重要的意义有两点。其一，自我 的成长。在阅读中，很多模糊不
清的情绪都在前人的书写中得到回响，这些共鸣 会成为陪伴我前行的力量。其二，
他者的发现。人生多歧路，在我们的生活之外， 还有很多精彩而艰难的可能。我
们无法悉数体验，却能彼此欣赏。在即将踏出校 园的时候，希望学弟学妹们博学
杂收，同时精读深思。（刘小乔 中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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