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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图书馆通讯 
  2019 年 6 月      第三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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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京津图书馆参访团访问我校 

2019 年 5 月 27 日下午，台湾京津图书馆参访团一行三十
余人访问我校，与图书馆馆长杨晓景等进行座谈。 

杨晓景介绍了北外图书馆在设计理念、服务管理模
式、空间布局、自动化系统、多语种藏书建设等方面的
特色，着重介绍了图书馆在我校学术活动和多元文化交
流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双一流”学科建设背
景下北外图书馆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台湾
图书馆学会理事长柯皓仁代表参访团对北外图书馆的
经验分享和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对北外图书馆在阅读推
广、多元服务等方面所开展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加强两岸图书馆界和馆际间的交
流与合作。据悉，我校图书馆是台湾京津图书馆参访团此行交流访问的两所高校图书馆之一，另一所是
清华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宋天涛） 
︽︽︽︽︽︽︽︽︽︽︽︽︽︽︽︽︽︽︽︽︽︽︽︽︽︽︽︽︽︽︽︽︽︽︽︽︽︽︽︽︽︽︽ 

         北外《歌唱祖国》主题活动在图书馆拍摄 MV 

近日，以“青春，为祖国歌唱”主题的拉歌活动在全国范围唱响，
高校师生以别开生面的方式献礼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在收到西安交通
大学的邀请后，我校 13 个学院的千余名
师生校友以一首饱含深情的《北京外国
语大学：歌唱祖国，不止语言》，为祖
国歌唱，向祖国祝福。2019 年 5 月 2 日
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青春为祖国歌唱”高校师生网络

拉歌活动接力进行》为题，对北外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报道写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97 岁的老教
授和上千名师生校友一起，共同唱出对祖国的祝福。歌曲部分 MV 在我校图书馆拍摄。MV 中 103 岁新中
国英语教育开创者伊莎白教授在北外图书馆翻开新中国第一本英语教材。（本刊编辑摘编自北外新闻网）             
︽︽︽︽︽︽︽︽︽︽︽︽︽︽︽︽︽︽︽︽︽︽︽︽︽︽︽︽︽︽︽︽︽︽︽︽︽︽︽︽︽︽︽                

   北外图书馆举办 2019 年多语种图书展 

为满足我校教学科研需求，加强多语种藏书建设，北外图书馆特邀请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
公司到我校举办图书展。书展为期五天，所展图书总计 5000 余种，涵盖爱沙尼亚语、保加利亚语、立
陶宛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乌克兰语、德语、俄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波斯语、土耳其语、韩语、日语、阿拉伯语、越南语、英语等近 20 个语种。书展展品主题涉及文学、
历史、语言学、政治、跨文化、对象国研究等。此次书展，师生热情空前高涨，普遍认为此次书展的
图书质量较高、专业针对性较强，图书公司现场服务到位。教师和学生积极挑选图书，向图书馆推荐，
共计推荐好书约 2000 余种。许多师生表示，希望这种水平较高的书展以后继续举办。    

            (文献资源建设部 叶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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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北外读书季“阅读伴行• 书香润心”系列活动圆满举办 
近日，由图书馆举办的 2019 北外读书季“阅读伴行·书香润心”系列活动圆满落下帷幕。自 4 月

23 日至 6 月底，图书馆读书季活动历时近三个月，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受到全校师生广泛关注，包
括举办教授好书推荐（第五辑）展览、“阅读心声，书香润心”朗读大赛、参观国家图书馆、外文原版图
书展，以及发布“2018 年度北外图书馆阅读排行榜”等活动。 

在教授好书推荐（第五辑）展览中，图书馆在一层大厅展示了我校 12 位教授为广大青年学子分享的
好书和书评信息。从唐宋传奇到大国复兴、从数字化生存到科幻经典，这些书籍精选东西方人文社科和
自然科学经典之作，涵盖文学、历史、哲学、传播学、美学、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领域，视域宽广，富
含启发性。 

2019 北外“阅读心声·书香润心”朗读大赛共收到 150 余份参赛作品，分为中文、英语、小语种三
类。比赛采取线上投票和评审组评选相结合的方式，评审环节由专业评委老师、图书馆、研究生会和学
生会共同参与，采取匿名评选的方式，评出一等奖 3份作品，二等奖 6份作品，三等奖 15 份作品，优秀
奖 32 份作品。 

读书季期间，根据大数据统计结果，图书馆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2018 年度北外图书馆阅读排行
榜”，揭晓了 2018 年度读者入馆次数和借阅排行前三名、年度热门中外文图书借阅排行、热门中外文数
据库和期刊排行，4000 余读者浏览了该排行榜。 

     (热门借阅中文期刊前五)                  (热门借阅外文期刊前五)              (热门借阅外文图书前十) 
 图书馆读书季系列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是我校书香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校园阅读推
广品牌活动。                                                          （信息咨询部 杨宇轩）            
⋯⋯⋯⋯⋯⋯⋯⋯⋯⋯⋯⋯⋯⋯⋯⋯⋯⋯⋯⋯⋯⋯⋯⋯⋯⋯⋯⋯⋯⋯⋯⋯⋯⋯⋯⋯⋯⋯⋯⋯⋯⋯⋯⋯⋯ 

              “2019 北外读书季”之国家图书馆参观活动    

   “2019 北外读书季”宣传活动期间，为了更好的宣传 BALIS 馆际互借服务，让更多的读者高效、快
捷、免费获取国图丰富的学术资源，北外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
作开展了国家图书馆参观活动。5 月 7日下午，我校师生一行 19
人前往国家图书馆参观学习，国图的刘婷婷老师和陆承老师负责
接待参观并现场讲解。师生们参观了国图总馆南北两区的主要服
务空间和阅览室，如网红打卡的回字大厅、印象数图展区、视听
服务空间、数字共享空间、缩微阅览室和各种特藏室，深入了解
了国图藏书特色和服务功能。此外，国图老师还与大家分享了微
信版的国图参观攻略，参观后有问题也可通过微信群交流。通过

本次实地参观活动，使师生们更生动、直观的了解到国图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优质共享服务，为今后教学、
科研和学习提供便利。                                                  (信息咨询部 韩秀华)  
⋯⋯⋯⋯⋯⋯⋯⋯⋯⋯⋯⋯⋯⋯⋯⋯⋯⋯⋯⋯⋯⋯⋯⋯⋯⋯⋯⋯⋯⋯⋯⋯⋯⋯⋯⋯⋯⋯⋯⋯⋯⋯⋯⋯⋯       

参加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第二届科研评价服务研讨会 

    2019 年 5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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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科研评
价服务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图书馆负责本馆科研评价工作的四
位专家，结合本馆工作实践，介绍了各馆开展科研评价服务当前进展、总体思路和实践案例，同时还介
绍了相关工作具体流程、操作方法和实用技巧等。通过参会，我对科研评价服务和当前国内高校图书馆
开展的科研评价服务进展有了全面的认识，希望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以致用，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  
                                                                        （技术部 周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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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系列工作坊”（第二期）圆满结束 
    为促进科学研究方法在教学和科研中的广泛使用，提升教师对科研方法和多种分析工具的实际应用
能力，5 月中下旬，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和图书馆联合举办了“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系列工作坊”（第
二期）。本期工作坊包括定量研究、语料库应用、质性研究等三个主题课程，每个课程均为系列讲座。人
事处副处长、教师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姚金菊教授主持了工作坊开班活动。 
    5 月 9 日，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宋毅副教授主讲“定量研究方法和数
据分析”系列课程。课程中，宋毅介绍了量化研究分类和一般量化研究过
程，着重介绍了研究问题与假设、变量类型与变量架构等核心概念，对不
同变量类型对应的常用数据分析方法及量化方法设计进行了详细讲解，并
用大量研究案例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同时，宋毅结合 SPSS 统计分析软件的
使用，指导参与教师完成数据整理、输入、分析等上机操作练习。 

    5 月 15 日至 16 日，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刘鼎甲老师主讲 “语
料库与语料库语言学概述”系列课程。课程中，刘鼎甲介绍了语料库的
基本概念、分类和主要用途，讲解了语料库语言学的基本术语、文本收
集和语料库加工方法，介绍了文本检索、搭配等语料库信息抽取方法，
以及频数统计等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刘鼎甲结合多种语料库工具软件的
使用，指导参与教师完成语料数据收集处理、加工、语料库标注、分析
等上机操作练习。 

    5 月 21 日下午至 23 日，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张虹副教授主讲“质
性研究：理论﹒方法﹒案例”系列课程。课程中，张虹介绍了民族志、扎根
理论等主要质性研究范式，强调了质性研究中伦理道德的重要性，通过丰富
的数据示例详细讲解了访谈、教学反思等多种常用质性研究数据收集方法，
并着重介绍了国际质性研究领域最新的数据编码方法。同时，张虹简要介绍
了质性分析工具 NVivo 的使用方法，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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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工作坊中，主讲老师不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参与教师掌握相关理论、方法和工具，
还分享了大量进一步研习的资料和推荐书目。课程结束后，为了充分了解培训效果并进一步征集教师意
见，主办方作了培训效果与需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教师普遍对本系列工作坊的内容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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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良多。        (图书馆副馆长 孙琳) 
⌒⌒⌒⌒⌒⌒⌒⌒⌒⌒⌒⌒⌒⌒⌒⌒⌒⌒⌒⌒⌒⌒⌒⌒⌒⌒⌒⌒⌒⌒⌒⌒⌒⌒⌒⌒⌒⌒⌒⌒⌒⌒⌒⌒⌒⌒⌒⌒⌒⌒⌒⌒ 

2019 北外图书馆电子资源推广系列活动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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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图书馆举办的“2019
北外图书馆电子资源推广”系列宣传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推广活动既有场面火爆的现场资源推介与
展示，又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学术资源讲座，深受我校师生喜爱。 
    4 月 17 日中午的现场推广活动中，我馆特邀请了 Taylor & Francis 、Gale、OUP、EBSCO、Elsevier、
Emerald、Sage、CINFO、知网、超星、方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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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数据商在发放宣传资料、解答同学们咨询问题的同时，还给大
家准备了精美的小礼品。此次活动现场读者参与度高，热情高，在宣传我馆已有学术电子资源的同时，
也进一步深入了解了其他资源和服务需求。                                 （信息咨询部 韩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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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好书推荐（第五辑）书目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位知己；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邂逅。岁月悠悠，书香浓浓；文字无声，纸墨含
情。愿你慢慢赏读，细细品味；书香氤氲，掩卷而思。漫步文山，感受墨香；徜徉书海，品味人生。世界
读书日，在这里遇见好书。 

                                                
▲ 袁军 教授 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媒介研究、媒介素养教育、健康传播 

《数字化生存——20 周年纪念版》 
《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 
《野葫芦引》全四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 李洪峰 教授 研究方向：法国外交、非洲法语国家社会文化 
《历史意识的维度》 
《非洲史》 

▲ 李雪涛教授 研究方向：全球史、中国学术史 
《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 
《欧洲：1453 年以来的争霸之途》 

▲ 李英桃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性别研究、联合国研究、和平学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 
《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说》 

▲ 米良 教授 研究方向：东南亚法律文化研究 
   《东南亚史》 
   《东南亚文化发展史》 
▲ 任文 教授 研究方向：口译研究、翻译研究、跨文化研究、外语教育 
   《三体》三部曲  
▲ 尚会永 教授 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企业理论 
   《共产党宣言》 
   《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卷本） 
▲ 谢庆立 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史、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新闻采编业务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 
   《美是自由的象征》 
▲ 杨慧玲 教授 研究方向：中西文化交流史、汉外双语词典史、世界汉语教育史、中国基督教史 

《西南联大行思录》 
《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 

▲ 姚燕 教授 研究方向：跨文化研究和翻译 
《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 
《中国哲学简史》 

▲ 王炎 教授 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发明因特网》（Inventing the Internet ） 

▲ 佟加蒙 教授 研究方向：斯里兰卡国别研究、中国南亚文化交流 
《唐宋传奇集》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伊甸园之河》 

 
    读一本好书，或增长知识，或豁人耳目，或净化心灵，或启迪人生。衷心感谢教授们的好书分享，
让我们用心去读，用心去品。一书一世界，一卷一人生。                           (本刊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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