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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外图书馆迎来丹麦王储 腓特烈 

9 月 27 日上午，丹麦王储腓特烈率团访问我校，出席北京
外国语大学丹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与丹麦语专业师生亲切

座谈。这是腓特烈王储第二次访问我
校，2017 年 9 月，腓特烈曾在我校出
席第三届“中国-北欧杯”足球邀请赛相关活动。 

  校长彭龙对腓特烈王储再次到访北外表示热烈欢迎，简要介绍了丹麦语专
业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并对丹麦高教科技部和丹麦驻华大使馆多年来对北外丹

麦语专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随后,在腓特烈的见证下，丹麦文化大臣梅特仩博克和彭龙共同为北京
外国语大学丹麦研究中心揭牌。梅特• 博克表示，中丹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离不开同时通晓两国语言
的人才，北外丹麦语专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丹麦研究中心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北外新闻网）             
⋯⋯⋯⋯⋯⋯⋯⋯⋯⋯⋯⋯⋯⋯⋯⋯⋯⋯⋯⋯⋯⋯⋯⋯⋯⋯⋯⋯⋯⋯⋯⋯⋯⋯⋯⋯⋯⋯⋯⋯⋯⋯⋯⋯              

我馆荣获 CALIS 颁发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项目建设二十周年“突出贡献奖” 

2018 年 12 月 4 日至 5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成立二十周年暨“从共建共享走
向融合开放”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我馆荣获大会颁发的 CALIS 项目建设二十周年“突出贡献奖”,全
国只有 25 所高校图书馆获此殊荣。作为 CALIS 成员馆，我馆多年来始终秉持 CALIS 共建、共知、共享
的核心理念，在“CALIS 三期全国外语院校共享域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子项目、本馆编目数据、特
别是小语种编目数据共享，文献传递服务等方面，为 CALIS 项目建设做出积极贡献。今后，图书馆还将
继续坚持“共建共享、融合开放”的服务理念，更好地服务本校和全国读者。        (副馆长 孙琳) 

我馆荣获 CASHL 与 BALIS 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多种奖项 

2018 年 12 月，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管理中心根据 2018 年馆际互借服务馆的
图书服务业务量情况，对业务量排名前五位的服务馆授予“CASHL 馆际互借服务馆奖”，我馆位列第二
名。我馆于 2016 年 12 月正式加入 CASHL 服务馆，以丰富的外文藏书为依托，为 CASHL 全国成员馆提供
高质量文献共享服务。此外，我馆还获得“BALIS 馆际互借服务先进集体”3等奖；“BALIS 原文传递
最佳服务奖”；李全荣获“BALIS 馆际互借服务先进个人”2 等奖；王芳荣获“2018 年 BALIS 原文传递
先进个人奖”。                                                        （信息咨询部 向海华） 
⋯⋯⋯⋯⋯⋯⋯⋯⋯⋯⋯⋯⋯⋯⋯⋯⋯⋯⋯⋯⋯⋯⋯⋯⋯⋯⋯⋯⋯⋯⋯⋯⋯⋯⋯⋯⋯⋯⋯⋯⋯⋯⋯⋯ 

我馆编目部再度获得 CALIS 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 2017-2018 年度排行榜奖 

在CALIS成立 20周年之际，2018年 11月 25-28日在厦门专门组织了“CALIS中西文编目员研讨会”，
会上隆重表彰了年度排行榜获奖的单位和个人，并颁发了奖状。我馆编目
部在 CALIS 联合目录西文书目数据上载量 TOP 20，CALIS 联合目录小语种
书目数据上载量 TOP 10，CALIS 联合目录俄文书目数据上载量 TOP 10 中
均名列前茅。编目部的谢涵、闫安、赵洪林在 CALIS 西文认证编目员书目
数据上载量 TOP 20 均榜上有名。 

我馆图书语种繁多，在丰富 CALIS 联合目录中心书目数据量的同时，
也能增加语种的多样性，填补了 CALIS 小语种书目数据的空白，为 CALIS 西文书目数据共建共享做出了
突出贡献。                                                                  (编目部 谢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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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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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个数据库。  
1.Taylor & Francis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数据库子库 

Taylor & Francis 为世界领先的学术出版社之一，旗下 Routledge 在人文社科领域声誉卓越。我馆已
订购其人文与艺术、政治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子库，本次增订其余 12 个人文社科子库，共计 1470 种期
刊，回溯至 1997 年。附赠《Cold War East Europe 冷战时期的东欧第 1部分（1953-1960）》试用版。 
2.John Benjamins 电子期刊库过刊回溯 
John Benjamins 是著名人文社科出版社，尤以语言学和逻辑科学学术出版见长。我馆已订购其现刊库，

本次增订 7种知名语言学期刊（Target、Babel、Interpreting 等）的过刊内容，均回溯至创刊年。 
3.De Gruyter 语言学文学电子期刊集 
该库包括 88 种同行评审期刊，涉及语言学、文学、犹太研究、古典学与历史、经济与政治、哲学等学

科领域，其中许多期刊是领域内最知名的期刊。 
4.ASP 学术视频在线 

该库由美国 Alexander Street Press 出版社提供，收录来自数百家出版社的获奖记录片、考察纪实、
访谈、讲座、培训以及独家原始影像等 32000 部视频。 
5.AlManhal 阿拉伯语电子数据库–研究报告、学位论文 
曼哈尔出版社是全球领先的阿拉伯语电子资源内容服务提供商。我馆已订购其电子期刊库，本次增订

（1）中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及安全问题的研究报告库；（2）中东地区知名大学的博士与硕士
学位论文库。 
6.InCites 科研评估与分析数据库 

InCites 是在汇集和分析 Web of Science（SCI/SSCI/AHCI）权威引文数据基础上构建的科研评价工
具，综合各种计量指标和 30 年来各学科的国际标杆数据，实现实时跟踪机构的研究产出和影响力，以及
与全球科研产出比对等功能。 
7.HKMO（港澳博硕）优秀学术全文资源库 
该库为港澳地区著名院校的优秀博硕论文，另名为“港澳优秀博硕论文库”。本次订购其中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两大类资源，包含超过 86000 篇论文。 
8.知网中国高校科研成果统计分析数据库 
该库汇集国内 960 所本科院校科研成果，提供多维度科研成果统计分析和校际对比分析。 

(信息咨询部 韩秀华) 
******************************************************************************************************** 

北外图书馆积极应对占座问题 

    2018 年 11 月，临近期末，图书馆里的占座现象日益增多，同学们反对占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部
分同学不文明的占座行为，给广大想要自习的同学带来了不便，也浪费了图书馆宝贵的学习资源。针对
广大同学反映的图书馆占座不文明行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在积极与学生沟通协商、广泛征集并听
取学生意见后，出台了《图书馆关于阅览区读者占座不文明行为的暂行规定》。规定中对占座行为的界定、
处理、处罚都做了详细的阐述。根据规定，同学们进入图书馆后，如发现有使用物品占座的行为，可至
图书馆一层总服务台领取盖有图书馆公章的《图书馆关于清理占座物品的通知单》，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帮
助同学寻找座位并清理占座物品。此外，图书馆还将不定时检查占座行为，若发现以物品占座超过半小
时以上的情况，将按规定清理占座物品。 
   《图书馆关于阅览区读者占座不文明行为的暂行规定》自 12 月运行以来，图书馆流通阅览部作为执
行部门做了大量工作,耐心地为同学解释对于规定的疑问,每天多次巡视全馆，了解、统计占座情况，制
止占座行为,帮助同学寻找座位，清理占座物品,准备意见簿,了解同学们的反馈等。规定的运行也得到了
同学们的支持，大多数同学都能自觉遵守图书馆规定，文明使用公共资源。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图书
馆应对占座问题的措施效果明显，占座现象日益减少，为大家营造了一个良好、和谐的学习环境。  

              (流通部 张志耘) 
 

https://lib.bfsu.edu.cn/info/72962.j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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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组织 Aleph 自动化系统使用培训讨论会 

Aleph 自动化系统是艾利贝斯（Ex Libris, a 
ProQuest Company）集团提供的图书馆集成管理
系统，该系统提供图书馆业务工作所需要信息基
础架构，包括采访、编目、流通等。我馆自 2006
年全面实施 Aleph 系统以来，业务工作运转顺利。 

2018 年 11 月 12 日上午，艾利贝斯集团中国
支持团队技术支持经理张光玉来我馆开展 Aleph
自动化系统使用培训，采访部、编目部、流通部
和技术部相关业务的老师们参与培训和讨论。张

光玉向大家介绍和演示了 Aleph Web 综合服务，
包括订单管理系统、单册管理系统、图书标签打
印服务等。与会老师们一起讨论了在业务工作中
的相关问题：如中文、俄文著者号自动获取、外
文文别号自动生成、种次号最大值查询等问题。
通过本次 Aleph 自动化系统使用培训讨论会，大
家了解了当前 Aleph 自动化系统同行中的进展，
进一步思考和讨论工作中的问题，梳理和提升了
图书馆业务工作。           （技术部 周静怡） 

∞∞∞∞∞∞∞∞∞∞∞∞∞∞∞∞∞∞∞∞∞∞∞∞∞∞∞∞∞∞∞∞∞∞∞∞∞∞∞∞∞∞∞∞∞∞∞∞∞∞∞∞ 

参加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图情专业基础知识提升研讨会”有感 

2018 年 9 月 27 日-9 月 28 日，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ALIS）培训中心举办了“北
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图情专业知识提升研讨会’”，本次会议旨在加强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交流，提升馆
员的图情专业知识素养，推动各馆进一步提升业务和服务水平。会议主题是“图情专业基础知识提升”，
针对“非图情专业馆员”进行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的培训。 
    研讨会聘请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子舟、张久珍，清华大学图书馆杨慧和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的黄国彬 4 位老师，内容涉及图书馆事业历史与未来、图书馆业务实践与理论、信息资源描述和信
息检索的相关内容，基本涵盖了图书馆学最为核心的课程，重点介绍课程的核心概念、核心理论、研究
方法、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4 位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实践经历，将学科理论与自己掌握的实践案例
紧密结合，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令人受益匪浅。作为一名日语专业出身的非图情专业馆员，通过参加
这次会议，我不仅加深了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的了解，更对图书馆事业有了更深层
次的感悟。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基础是“以人为本”，如何为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服务，是每一所图书馆都
要面对的永久性问题。两天的培训学习，我觉得受益很多，理论和学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提高专
业素养的同时我还要具备开拓创新的精神，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信息咨询部 宋天涛） 
⌒⌒⌒⌒⌒⌒⌒⌒⌒⌒⌒⌒⌒⌒⌒⌒⌒⌒⌒⌒⌒⌒⌒⌒⌒⌒⌒⌒⌒⌒⌒⌒⌒⌒⌒⌒⌒⌒⌒⌒⌒⌒⌒⌒⌒⌒⌒⌒⌒⌒⌒⌒ 
图书馆全体馆员收看“纪念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现场直播 

    2018 年 12 月 18 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会议表彰了
100位对改革开放有杰出贡献的各界人士和10位
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人员。习近平总书记在大
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图书馆直属党支部组织全
体馆员在我馆四层会议室收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
播。大家热切关注大会盛况，认真学习领会大会
精神。                      （编目部 闫安） 
感受榜样的力量：图书馆全体党员 

学习收看《榜样 3》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下午，图书馆直属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学习收看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榜样 3》专题节目。该节
目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通过先进

代表访谈、典型事迹再现、嘉宾现场互动、分享
入党初心等多种形式，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
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图书馆
党员们备受榜样力量的鼓舞，纷纷表示要不忘初
心，努力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编目部 闫安）      
图书馆 2018 年秋游简报 

为了丰富职工
的业余文化生活、加
强同事之间的交流
与沟通，图书馆工会
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周六)组织馆员前往怀柔的百泉山风景区游
览。秋游的时间并不长，但秀美的风景、充实的
内容、严密的组织、愉快的过程，给大家留下了
美好的回忆。                （流通部 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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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好书推荐（第四辑）书评书目集锦 
每一次的阅读，都是一场遇见。翻开书页，书香氤氲，指尖翩跹。喧嚣尘世中，阅读使你不流俗。

芸芸众生里，阅读使你不消泯。独立于世，聆听先贤的思想与自己的见解相遇、碰撞、激荡、回响。衷
心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们的好书分享，让我们一同拿起书本，循着文字的指引，感知经典的力量，
给自己的心灵一次洗涤，一次沉淀。读书，我们永远在路上。下面请跟随北外教授踏上阅读之旅吧！                                                  
▲ 任卫东 教授 研究方向：德语文学 
推荐 1.《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古希腊）荷马著，罗念生、王焕生译; 2.《圣经故事》（美）阿瑟·马 
克斯威尔著,杨佑方等译。欧洲文化的巍峨殿堂，有两根最坚实的支柱：一是古希腊，二是基督教。欧
美各国的文化艺术成果，都大量取材于古希腊和基督教文化。因此在迈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千里之
行的第一步时，请一定带上《荷马史诗》和《圣经故事》。 
▲ 王继红 教授 研究方向：语言接触与汉语语法、佛经翻译 
推荐 1.《大唐西域记》（唐）玄奘、辩机著:本书既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历史、地理和考古文献，又是
一部重要的佛教史、民俗史史料。推荐中华书局董志翘教授全注全译本，将文言原文与白话译文逐句逐
段准确对应，有助于广大读者流畅阅读理解这部名著。2.《撒马尔罕的金桃》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著：薛爱华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唐代研究乃
至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本书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 
▲ 顾钧 教授 研究方向：美国汉学史、近代中西文学交流史 
推荐 1.《诗经译注》程俊英译注：《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其影响之大，
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2.《文心雕龙今译》周振甫译注：齐梁间刘勰（465 ？～ 521 ？）所著《文
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杰出的著作。鲁迅曾经将《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并称，
予以高度的评价：“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 李雪涛 教授 研究方向：全球史、中国学术史 
推荐《严复与科学》沈国威著:沈国威将严复译著中的词汇问题放在中国近代史，乃至近代欧亚知识迁
移史的大背景下去分析。本书中所展示的方法论，对近代概念史、严复研究都极具启示。 
▲ 何明星 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书刊史、对外出版传播史、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效果评估 
推荐《启蒙运动的生意》（美）罗伯特·达恩顿著:作者通过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
印刷、发行的全过程勾连，展现了法国启蒙运动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运动。这是多么巧妙的一个视角！
我将此书推荐给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学们，一是希望更多的同学们加入到书籍史的研究当中，二是希望
告诉同学们，不管手机的各类 APP、微信公众号等信息是多么的丰富，都赶不上拿起一本书读下去。 
▲ 张剑 教授 研究方向：现代派与传统研究、当代英国诗歌研究 1980-2010、浪漫主义批评史 
推荐 1.《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赵毅衡著:本书讲述了美国二十世纪诗歌从中国古代文
学和古典著作中吸取营养的故事。本书获得了中国比较文学协会颁发的比较文学研究一等奖。2.《停滞
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阿兰·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二百年前，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
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作者对该外交事件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并探讨一个
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一直在各个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在最近 1000 多年会落后、挨打，或者停滞不前？ 
▲ 耿力平 教授 研究方向：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及文献学 
推荐 1.《劝导》Persuasion（英）简·奥斯汀著，孙致礼译：简仩奥斯汀（1775-1817）是英国最著名
的小说家 , 其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是《劝导》。这部作品再次辩证地剖析理智与情感的关系，对当
代青年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2.《女孩与妇人的生活》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艾丽丝仩芒罗（1931～）
是当代加拿大著名作家,2013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作品通过贴近生活，真实而细腻地记录女主人
公自然而复杂的生理和心理成熟过程，是一部耐人寻味的新现实主义经典作品。 
▲ 章晓英 教授 研究方向：英国传媒、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 
推荐 1.《中国传播思想史》金冠军、戴元光主编：本书既是一张中国传播思想的历史名片，又是中国传
播思想的“写真”集——5000 多年来中国人关于传播的认知、理解和思想。2.《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麦克卢汉将传播媒介作为主要动因，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解释历
史。他邀请我们抛弃旧的思维习惯，采纳和感知知识的新标准。                                              

                                        （本刊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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