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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图书馆迎来荷兰王国 

             马克• 吕特首相 
2018 年 4 月 12 日下午，荷兰王国首相马克• 吕特访问我校。荷

兰驻华大使高文博、荷兰总务部总秘书长保尔• 霍耶慈、荷兰外交政
策和国防顾问大卫• 范• 维尔、荷兰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鄱佩德等陪同
来访。 

北外图书馆精心准备,迎接吕特首相的到来。校长彭龙在图书馆
举行仪式欢迎吕特来访，中国驻荷兰大使吴恳出席欢迎仪式，欢迎仪
式由副校长闫国华主持。彭龙对吕特首相在紧张的访华行程中专门抽

出时间访问北外表示欢迎和感谢，简要介绍了北外，特别是荷兰语专业的发展建设情况。他指出，北外
的荷兰语专业不仅是中国培养荷兰语人才的最主要基地，同时也正在成为从事荷兰研究、传播荷兰文化
的重要平台。吕特高度评价了我校荷兰语专业学 生的语言水平，感
谢北外在培养荷兰语专业人才、传播荷兰文化方 面做出的努力。吕
特对中荷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特别强调此次访 华成果丰硕，希望
中国在变化的世界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在吕 特的见证下，彭龙
校长与荷兰驻华大使高文博共同为北外荷兰研 究中心成立揭牌。
吕特与荷兰语专业学生和荷兰在华留学生进行 了轻松愉快的交
流，交流内容涉及文化、教育、经济、国际关系 等方面。在谈到教
育相关话题时，他指出，中荷两国教育虽然在形式上不尽相同，但都致力于在学习课本知识和勇于探索
新途径之间找到平衡。欢迎仪式开始之前，吕特在荷兰语专业师生的陪同下，骑自行车游览了北外校园，
并参观了中欧友谊花园。北外图书馆收藏 2636 种荷兰语藏书。         （本刊编辑摘编自北外新闻网）  
=========================================================================================             

   北外图书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馆藏多语种图书展”  

    2018 年 5 月 5 日，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北外图书馆在一层展厅举办“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馆藏多语种图书展”。本次展览时间为 5 月 5日-30 日，展
品为马克思著作及多语种译本、马克思经典著作导读、马克思与恩格
斯书信集、马克思诗选、马克思传记等藏书，共三百余册，其中包含
《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早期中译本。本次展览藏书语种丰富，
涵盖汉语、德语、英语、法语、俄语、波兰语、保加利亚语、阿尔巴
尼亚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阿拉伯语、泰语、韩
语、越南语、斯瓦西里语、日语、捷克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僧

伽罗语、印度尼西亚语、芬兰语、葡萄牙语和世界语等 25 个语种。同时，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展览还集中展出《共产党宣言》及多语种译本。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
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其思想和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本展览希望通过马克思经典
著作原著及多语种译本的展示，使读者可以一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并激励广大学子汲取
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伟大精神财富。                                         （信息咨询部 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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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外图书馆举办 2018 年外文原版图书展 
 6 月 4 日至 6 月 8 日，2018 年外文原版图书展，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一层展厅举办。此次书

展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承办。书展涉及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俄
语、蒙古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泰语、印尼语、
马来西亚语、乌尔都语、越南语、匈牙利语、捷克语、塞尔维亚
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阿尔巴尼亚语等 20 余个语种。五千
多种展品来自数十家国际知名出版社，涵盖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
书展旨在加强图书馆各语种文献资源建设,保持图书馆各语种文
献的专业性、完整性和连续性。此次书展展品极为丰富，受到教
师和学生的热烈响应和高度关注。下半年，我馆还将主办东南亚语种图书展，届时真诚邀请广大师生来
展挑选所需图书。                                                  (文献资源建设部 叶玉珠)            
********************************************************************************************************

   2018 助力科研——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系列工作坊开班 

2018 年 5 月 15 日-6 月 21 日，由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和图书馆联合举办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系
列工作坊”在图书馆开班。图书馆致力于为我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本次推出的系列培训旨在促进科学
研究方法在我校教师教学和科研中的广泛使用，提升大家对科研方法和多种分析工具的实际应用能力，
助力我校一流学科建设。 

5 月 15 日刘鼎甲博士为教师们带来“语料库工具 WordSmith 在外语
教学研究中的应用”课程的第一讲。人事处副处长、教师发展中心执行
主任姚金菊主持活动。刘鼎甲对何为语料库和语料库语言学，以及语料
库的缘起与发展做了阐述，对语料库基本术语、设计、采样与平衡性、
文本收集、标注等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了详细解释。结合实例，刘鼎甲
介绍了牛津大学出版的语料库加工与检索分析工具 WordSmith 及其三大

基本功能，并指导参与教师上机操作实践。6 月 11 日至 12 日，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宋毅副教授在图书
馆为教师们带来“定量研究方法入门”。宋毅从统计分析基本原理、如何
科学抽样、问卷设计与数据分析三个方面展开课程，讲解常用的 SPSS
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分析方法，宋毅结合具体的问卷调查实例，指导参与
教师完成数据整理、输入和上机操作练习。参与教师表示初步掌握了量
化研究原理及 SPSS 统计分析软件的使用方法，收获颇丰。6 月 19 日-21
日，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张虹副教授为参与教师带来历时两

天半，主题为“质性研究中的数据收集与分析、NVivo 质性分析软件学习”的系列讲座。 张虹从何为质
性研究、质性研究中的数据收集、质性数据整理与分析、NVivo 质性
分析软件应用四个方面展开课程。并通过实际案例介绍了质性分析软
件 Nvivo11 的使用方法。张虹还向参与教师介绍了质性研究中伦理道
德的重要性，分享了自己从事质性研究，以及在国际和国内期刊发表
相关论文的经验，参与教师纷纷表示收益良多。 

我校共有来自29个院系和职能部门的近154名教职员工参加了系
列课程。为了充分了解培训效果并进一步征集教师意见，图书馆作了
培训效果与需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教师普遍对本次工作坊的内容安排、组织形式及培训效果非
常满意，认为对其教学和科研帮助非常大，希望主办方今后还能继续举办类似活动。 

                                                                       (人事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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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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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引进 10 个数据库。 
一、新增数据库 
1. Taylor & Francis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数据库 
  Taylor & Francis 为世界领先的学术出版社之
一，拥有 200 多年的出版历史。 
2. John Benjamins 电子期刊数据库 
 荷兰 John Benjamins 出版社为著名人文社会科
学出版社，以语言和逻辑学领域的学术见长。
3. OBOR Collection 一带一路数据库 
  OBOR 数据库由 iGPublishing 推出，旨在收集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的区域政治、经济、
文化、发展策略等领域最完整电子资源。 
4. Gale 数据库十九世纪作品在线：亚洲与西方 
  该库收录 19 世纪有关亚洲和西方之间国际关
系的珍贵原始资料，包括政府报告、外交信函、
期刊、新闻、条约、贸易协议等。 
  5. Points of View Reference Center 思辨能
力训练数据库 
  该库旨在为学生提供一系列时事问题的多角度
评论文章，为思辨能力训练提供分析路径和素材。 

6. 易阅通中外文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 
  “易阅通”是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自主研发
的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覆盖人文社科、自
然科学、STM 等众多学科领域。 
7. 中国基本古籍库 
  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中文
古籍数字出版物，精选先秦至民国历代重要典籍。 
8. 列国志数据库 
  列国志数据库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点打造
的国内首个国别国际问题学术科研平台，包括国
家库、国际组织库、世界专题库和特色专题库 4
大子库。 
9. 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子库 
  该库收录 160 余种专业法学刊物，包括 58 种法
学核心期刊，超 20 多万篇法学文献，是国内覆盖
年份最完整、更新最快、使用最便捷的专业法学
期刊库。 
10. NVivo 定性数据分析软件 
  NVivo 是一款支持定性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
法的软件。它可以整合用户导入的各类形式的文
件资源，并进行全面的统计与分析。本订购为局
域网版本（10 个并发用户）。                  
                         （咨询部 韩秀华）            

                  图书馆举办“教授好书推荐（第四辑）”展览 

  4 月 23 日，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由图书馆举办的 2018 北外读书季“教授好书推荐（第四辑）”
展览在图书馆一层大厅开展。 
  活动共邀请到我校 11 位教授为广大青年学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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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荷马史诗》到大数
据,这些书籍贯通古今，采撷东西方文明瑰宝；视域宽广，精选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领域经典之作。 
 “教授好书推荐”活动已连续举办四届，广受师生好评，共有 65 位教授、专家参与荐书活动，总计推
荐了 200 余种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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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学术视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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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党员和群众手拉手活动之观看《厉害了，我的国》 

  为了深入学习、理解和践行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图书馆直属党支部多次组
织党员集体学习、讨论党的十九大会议报告和习书记系列讲话。并在 2018 年 4
月 3 日、4 月 9 日分两批组织图书馆党员和群众手拉手活动——观看大型记录

片《厉害了，我的国》。活动当日的阴雨连绵丝毫没有阻挡大家的观影热情。《厉害了，
我的国》以磅礴的气势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设的新局面。观影后大家为祖国的发展震撼和自豪
的同时，想到自己的责任，纷纷表示作为基层党员和群众，拥护党，认真做好工作，为祖国的建设贡献 
自己的力量！  （编目部 闫安）                                                                         
 



 
2018 年 6 月                                      北外图书馆通讯                                     第四版 

  2018 北外图书馆电子资源推广宣传月系列活动圆满落幕 

   由图书馆举办的“2018 北外图书馆电子资源推广宣传月”系列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推广活动历
时一个月，既有场面火爆的现场资源推介与展示，还有一系列精彩的学术资源讲座，深受我校师生欢迎。    
  4 月 18 日的推广活动中，我馆邀请了 Elsevier、Springer、Taylor & Francis 、OCLC、Gale、Proquest、
Emerald、Brill、CINFO、知网、超星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 12 家国内外著名出版社和数据库商与北
外师生进行现场交流、资源推广和数据库使用情况调查。在推广我馆已有学术电子资源的同时，通过现
场交流，也使图书馆和数据库商深入地了解了我校师生对资源和服务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此外，本次推广月期间，我馆馆员及特邀的科睿唯安、Elsevier、OCLC、
知网、方正、爱琴乐之技术有限公司等出版社和数据库商的资深培训师，
还为我校师生精心准备了 9场讲座。该系列讲座在介绍 WorldCat、SSCI、
NoteExpress、ScienceDirect、中国知网和全球高端智库等数据库使用方
法的同时，还分享了学术论文投稿、课题开题、学术资源发现与获取、馆
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文献搜集等方面的经验与技巧。讲座现场气氛热烈，
与会师生收益良多。     
   学术类电子资源业已成为科研、论文写作的重要资料来源和研究利器。

本次电子资源推广宣传月活动得到了我校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不仅增进了师生们对我馆电子资源的了
解，也为教学、科研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电子资源推广活动虽已落下帷幕，但图书馆将继续以读者为中
心，紧密围绕师生教学科研需求，进一步加强电子资源建设，将宣传、推广渗透到日常工作当中。   
                                                                     （信息咨询部 韩秀华）  
 ········································································································ 

2018 北外读书季系列活动之经典著作导读：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 

    5 月 8 日下午，由图书馆举办的“2018 北外读书季”系列活动之经典著作导读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
我校英语学院耿力平教授作了题为“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的讲座。
讲座由图书馆馆长杨晓景主持。讲座开始前，耿力平将分别在美国和加拿
大出版的两部著作（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Novels of Scottish Writer 
Henry Mackenzie 和 Swamp Angel: A Critical Edition）赠与图书馆。 
  简﹒奥斯汀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二百
年过去了，奥斯汀的小说经久不衰，她无与伦比的小说艺术，对理性与情
感辩证关系的深度思考，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当代青年依然有着重要的
启迪作用。整场讲座，师生们都沉浸在奥斯汀的作品之中，意犹未尽。会后，师生们就感兴趣的问题与
耿老师进行了交流探讨，并深感受益良多。                                 （信息咨询部 孙琳）

书香气韵• 不负流年—2018 北外图书馆毕业季活动圆满落幕
  六月，炎热的季节；六月，毕业的季节。每一届北外毕业生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毕业记忆。在这个依
依惜别的时节，图书馆举办的“书香气韵·不负流年”2018 毕业季活动圆满结束。 
  本次图书馆毕业季活动包括，图书漂流、书迹忆书香 ·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书单、忆往昔许未来 · 毕
业心语留言墙三项活动。在漂书流香活动中，有 45 名毕业生积极赠书 430 余册。在打印书单活动中，图
书馆为有需求的毕业生打印了在大学期间阅读图书的精美书单。在温馨的留言墙上，毕业生们写下了对
母校的深深感念，对授业恩师的衷心感谢，对多年同窗的依依惜别，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祝愿。 
  至此，图书馆毕业季活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吸引了众多毕业生参与，为毕业生们的北外之旅留下了
难忘的回忆。图书馆在此衷心感谢所有毕业生们对图书馆的关注和陪伴，祝愿所有毕业生以梦为马、在
未来广阔天地展翅飞翔。                                                 （信息咨询部 宋天涛） 


	版面一
	版面二
	版面三
	2018年图书馆新增数据库
	图书馆举办“教授好书推荐（第四辑）”展览   4月23日，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由图书馆举办的2018北外读书季“教授好书推荐（第四辑）”展览在图书馆一层大厅开展。   活动共邀请到我校11位教授为广大青年学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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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荷马史诗》到大数据,这些书籍贯通古今，采撷东西方文明瑰宝；视域宽广，精选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领域经典之作。  “教授好书推荐”...


	版面四
	2018北外图书馆电子资源推广宣传月系列活动圆满落幕
	2018北外读书季系列活动之经典著作导读：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