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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印召开课题研讨会：
《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体系研究》

介绍评价指标体系测试版 v1.0　梳理课题组下一阶段的工作思路和具体做法

　　今年 3 月，学校承担了中宣部委托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

评价体系研究》课题，5 月 26 日上午 9 点，学校在第一会议室举

行课题研讨会，中宣部出版局图书处处长何瑞、中国编辑学会副会

长乔还田，以及课题组全体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学校党委书记刘

超美主持。　　　　　　　　　　　■张雪娇　北印新闻网供图

搭建指标体系　形成调研提纲
深入企业调研　完善指标框架
征询专家意见　修订指标体系

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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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举办“中国最美图书书展”               
在一年一度的服务宣传月之际图书馆举办了 2003-2015 年“中国最美的书”获奖作品展。展览吸引
了 300 多人次的师生前来参观学习。

      中国最美的书”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书籍装帧年度评选活动，邀请海内外顶尖的书籍设计师担任评委，选出中国大陆出版的优秀图书 20 种左右，授予当年度“中

国最美的书”称号并送往德国莱比锡参加“世界最美的书”的评选。我校图书馆自 2010 年开始收集“中国最美的书”历年获奖图书。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收藏

150 余册获奖图书。由于“中国最美

《订单——方圆故事》（2016
年度“世界最美的书”金奖）
《文爱艺诗集》( 2012 年度
“世界最美的书”银奖 )
《中国记忆》(2009年度“世
界最美的书”荣誉奖 )
《蚁呓》（2008 年度“世界
最美的书”最美图书制作特
别奖）
《不裁》（2007 年度“世界
最美的书”铜奖）。

的书”奖项代表当今中国图书装帧

设计界的最高荣誉，反映我国书籍

艺术的最高水平，“最美的书”凝

聚了实力雄厚的出版社、中国顶级

的书籍设计者、先进的印刷技术，

故本次展览吸引了 300 多人次的师

生前来参观学习。设计艺术学院的

教师选择在图书馆开展《书籍设计》

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展览受到了

广大学生的欢迎，学生普遍认为是

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供稿：图书馆  文：王娟熔 彭俊玲 图：
王娟熔

新闻出版学院办                           
   2016 年考研情况通报暨经验交流会
     5 月 4 日下午，新闻出版学院 2016 年考研情况通报暨经验交流会在康庄校区 103

教室举办。大会首先由学工组丁伟芳老师通报了今年我院的考研情况，然后从近四

年考研的录取情况、考研成功专业分布、外校录取情况、升学人员绩点分布、学校

可提供的服务五个方面，梳理了近年来考研情况的大体趋势，为有意愿考研的同学

们提供了全面且有针对性的指导，使同学们做到心里有数。

     在之后进行的经验交流会上，学院邀请了近几年成功考取研究生的几名我院学生

代表进行了考研心得的分享。五位学生韩婷、王熙元、刘甜、柯莹莹、张安然分别

从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时间的统筹和安排、英语和政治复习、专业课复习、复试

这五个角度，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考研心得。他们还对即将准备考研的同学进行了

鼓励，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成功考取研究生。

      5 月 24 日中午，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党委召开了学生党员“两学一做”

部署动员大会。会议由慈妍妮老师主持，新闻出版学院党委书记高杨文老师作动

员讲话，新闻出版学院全体党员和发展对象参加了此次会议。

     高杨文在会上指出，此次学习教育的主体是党支部，各支部支委应带头学习党

章党规和系列讲话，广大党员要积极参与学习，并做好记录。他强调了“两学一做”

的内涵， 指出“两学一做”的基础是“学习”，督促党员同志要“读原著、学原

文、领原理”，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每个党员都做“讲政治有信念、

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的共产党员，并鼓励学生

党员能够在平时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显出来”，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在紧

急时刻“豁出来”的优秀党员。最后，高杨文强调不要把此次学习教育作为一次

活动，而要成为一种常态，作为传媒专业学生，要将政治理论学习作为日常，积

极关注热点时事和新闻，同时积极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身边普通同学。

    慈妍妮在会上部署了新闻出版学院学生党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具体实施

方案，以时间为轴介绍了学院每个月的学习活动主题，以支部为线介绍了新闻出

版学院各个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及与教工支部的结对情况，并鼓励大家在暑期

积极参与“弘扬长征精神，宣传先进文化”的实践活动。要求学生党员在校园学习、

工作、生活中亮身份，亮标准，亮承诺，做优良学风的践行者和学业提升的帮扶者，

人人展示“党员一面旗”，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引领作用。（校园新闻网供稿）

 新闻出版学院召开学生党员 
 “两学一做” 部署动员会

（供稿：校园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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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9 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商务部、教育部、信息产业部、中国贸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市贸促会承办的以“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为主

题的第十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北印应邀参展。此次展览，北印

共展示了绿色印刷、印刷电子、3D 打印、包装科技、学生创新等 5 个领域的前沿技术与应用成果。

     展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等领导参观了北印展区，北印校长罗学科详细

介绍了参展的绿色印刷设备及材料、水性油墨等方面的前沿优秀科技成果，并表示北印在引领印刷转型

升级和助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郭金龙对北印在绿色印刷等领域取得的成果给予了

充分肯定。

     绿色印刷展区展示了绿色印刷材料、绿色印刷工艺技术以及绿色印刷检测、绿色印刷标准等一系列

的研究成果。印刷电子展区展示了学校近年来在印刷电子材料及其应用、印刷电子工艺及装备以及新型

印刷电子器件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适用于各种印刷方式的纳米金属导电油墨，通过优化印刷方

式制备得到的 RFID 标签。3D 打印展区展示了北印在 3D 打印的模型设计、材料研发、装备制造等方

面的应用研究，以及在文化创意、动漫衍生品、制板技术、生物印刷等方面的部分成果。学生创意展区

展示了学生的创新创业成果：地磁感应智能车，摇臂式 3d 打印机，身份证快速复印装置，pm2.5 空气

质量检测装置，印刷电子皮肤压力传感器等。包装科技展区展示了包装设计、包装材料、包装工艺及绿

色包装和智能包装等方面的科研成果。（供稿：校园新闻网文：肖剑 | 图：何劲松）

北印应邀参展第十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5 月 18 日上午，由北印设计艺术学院承办的中国学院

奖第四届数字绘画大赛颁奖典礼暨数字艺术教育论坛在综

合楼会议厅隆重举行。出席本届颁奖典礼的有中国学院奖

委员会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人大原常务委员、中

国著名音乐家王立平及夫人，校长罗学科，副校长田忠利，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卫国，中国流行色协会副

会长朱莎，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娄晓琪，中国

学院奖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易，中国学院奖委员会副

秘书长龙平，以及获奖师生代表、设艺学院部分师生、政府、

企业和新闻界的嘉宾。颁奖典礼由设计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杨虹主持。

       本届大赛征稿历时三个月，80 多所来自全国包括清华

大学、中央美院等在内的艺术院校参加，收到作品一千余

件。此次征稿的作品水准较往届整体水平有所提高，竞争

尤其激烈。经过严格的初评和复评共计评出各类奖项一等

奖 1 件，二等奖 3 件，三等奖 6 件。北京印刷学院在本届

活动中取得丰硕成果，北印设计艺术学院摘得两项大奖，

分别获得最佳艺术表现和最佳技术表现奖一等奖、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7 名的好成绩，并获得本届的优秀组织奖和

优秀指导教师奖。（供稿：设计艺术学院 文：梁晓宁      张晓

东   图：王蒙 ）

中国学院奖第四届数字绘画大赛颁奖典礼暨数字

艺术教育论坛举行

        5 月 20 日至 21 日，由北京印刷学院北京文化安全研究基地主办，北京印刷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
文化产业安全研究院承办的“北京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研究论坛”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以“文化安
全与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为主题。论坛的主旨是通过汇聚专家智慧，积极推动新常态下文化产业发
展与转型，实现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国家文化安全。
   来自北京印刷学院、南京师范大学、黑龙江省委党校、解放军理工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的 8
位青年学者和专家围绕相关的研究课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和交流。在专业建设座谈会环节，来自北京
印刷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等 6 所高校的教师代表就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中的
专业特色与定位、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设计、实践环节安排以及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等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和交流。
         出席本次论坛的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解放军理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山西农业大学、临沂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北华航空工业学院、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运城学院、浙江台州学院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等 26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代表，来自中国新闻出
版传媒集团、中国地图出版集团等文化与出版企业界代表，来自学校党委宣传部、人事处、科研处、
研究生处的主要领导以及来自学校社科部、机电工程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师生代表
等共计 120 余人。光明日报、新华网、中国教育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国文化报、《中国出版》
杂志社、《现代出版》杂志社等媒体应邀出席大会。
（信息来源：校园新闻网   文：田志虹 | 图：范文静）

“北京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研究论坛”召开

     5 月 11 日下午，新闻出版学院广告学生党支部主办的爱

心支教活动在大兴辛店村行知学校开展。

    与行知学校进行阳光支教活动是广告学生党支部坚持长

期进行的活动之一，所以小朋友们和学生党员们都很熟悉，

彼此相处的也很融洽。支教内容包括创意图形比赛，以及

充满趣味的“思维创意课”。同学们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

教孩子们发散思维，把基本的思维导图等思维创意常用的

方法进行延伸。最后，学生党员将小礼物分发给在场的每

一位同学，并且与同学们一起合影留念。

    本次活动的宗旨是通过和支教地的孩子们开展交流，温

暖和关怀打工子弟，帮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同时也将

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支部活动结合起来，提升党员们的思想

觉悟，激励他们服务社会的热情   （供稿：校园新闻网）

“阳光支教 爱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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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和何小勇的事情被批斗，剃头，站

街。许三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指指点

点下毅然决然的送饭给妻子还把肉藏在

白米饭的底下。读到这的时候我不禁对

这三角八分钱的爱心生敬佩。最后许三

观老了，他的血卖不出去了，还被讥讽

只能用他的血去刷家具，许三观哭了，

用血喂养出来的儿子们嫌他，只有徐玉

兰懂他，懂他年在花甲不能靠卖血去保

护这个家的不安。风风雨雨他的这几十

年，磕磕绊绊他们的这几十年。

　　曾经的我以为爱情是轰轰烈烈，可

歌可泣的像泰坦尼克号上的一见钟情，

生离死别，或者是廊桥上的浪漫邂逅，

相思一生，至少也要像李清照和赵明诚

一样情投意合，相濡以沫现在我明白了

还有一种爱可以以八角三分钱开始，以

无价来结束。

　　很多人说许三观浑身散发着小市民

愚昧的气味。我不否定，在初读这本书

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厌恶他的粗鲁和无

赖，每次献血前要喝水喝个肚歪，喝不

下去就吃盐，以为血会被稀释可以多卖

点。但是在评价他的做法之前不禁要想

想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想帮家里渡过难

关。我想说这种思想固然不好，但是却

体现出来许三观身上其他难能可贵的品

质。他淳朴，善良，有责任感。

许三观卖血让全家吃上了饱

饭。他虽然不表现出来，

但是他其实是个非常有责

任感的男人。面对每一次

的家庭困难他都没有退缩。

我能想象出来每次许三观

在胜利酒店大声喊着猪肝，

　　　　　　■英子涵

　　有没有那么一段回忆不会被时间所

抛弃，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不会被岁月所

遗忘，有没有那么一本书经得起时间的

推敲？我想一定会有的。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看完了《许三观

卖血记》，这本书薄薄的看完以后我的

心却沉沉的。这本书讲的就是一个叫许

三观的丝厂工人买了 11 次的血用来组

成一个家庭，维护一个家庭。　　

　　许三观去卖血，并不全是因为缺钱。

他第一次去买血是因为想证明自己身体

健康，无意中参加了阿方和根龙的卖血

队伍，并用卖血的八角三分钱娶到了妻

子。开始我只是觉得可笑，许三观和徐

玉兰这三角八分钱的感情都不能称之为

爱情，没有约会，没有甜言蜜语的告白，

只有许三观充满勇气和些许无赖的一句

反问：“你什么时候嫁给我，你花掉了

我八角三分钱”，啼笑皆非的就成了一

家人。后来我才慢慢发掘他们之间的八

角三分的爱情有多么的真挚，多么的热

烈，却又多么的如行云流水般的平淡。

得知妻子不贞，一乐是何小勇的儿子的

时候，他也是暴跳如雷骂天骂地，但是

他还是用第二次卖血的钱赎回了方铁匠

拉走的全部家当，他一定是不能看到自

己和徐玉兰辛辛苦苦经营的家变成这个

样子。当徐玉兰从父亲家哭诉完了，回

到家中看到被拉走的家当又完好无缺，

原原本本放在了老地方还有坐在桌子旁

边的许三观的时候，他们之间一定有一

种看不见的火花在两人身体，目光，灵

魂之间相互碰撞。文化大革命徐玉兰因

他的这几十年（节选）

局限性：追风报道，这点在影片后面也有体

现。从细节来看：人物的服装，造型，说话

方式都很专业，还原记者日常。

　　正如题目所言，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关

乎真相与信仰矛盾的故事，又是一个展现了

真相与信仰相同的故事。当人们遇到了自己

信仰的神职人员的阴暗面，他们开始思考信

仰，真相与自我。而这一切是那些以正义为

信仰的记者揭示的真相所形成的。或许，看

完这部电影，你会对于那些信奉的宗教产生

怀疑。我想，信仰存在在心中，不能将希望

完全依赖他人。你的行动听从你的信仰……

　　　■刑晓艺

　　《聚焦》称得上是一部十分优秀的剧情

电影，人物情感饱满，表现丰富且故事节奏

性强又经得起推敲，可谓是一部有情怀，有

内涵的高质量电影。

　　从人物表现来讲，电影中的人物分为几

部分：调查者，犯罪者，受害者，包庇者普

通民众等，不同的人物具有不同的思考角度

与表现形式。主要群体为聚焦栏目组的成员，

他们是这个事件的调查者，也是这个故事的

主线索，他们跟受害者了解事件真相，说服

包庇者帮助他们一起对抗犯罪者的同时还要

提防同行搅乱他们的步伐。而作为普通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情感，他们憎恨罪恶，同情

弱者又希望自己的家人不要因此而受到心里

冲击，但是为了能够挖掘出教会里更深的犯

罪者，他们默默压抑自己的情感，等待公之

于众的真相。多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又由栏

目组的不同成员来展现，将人物性格饱满的

体现出来。

　　从剧情构造来讲，按故事发展为主，分

角度展现。小组里每个成员都有不同的分工，

不可能展现在同一画面上，因此电影分出几

个场景片段，以全面的展示当时记者的工作。

场景以挖掘的信息连接，自然且紧凑。

　　当然，这部片子之所以让人觉得震撼，

是因为这是个真实事件还原度超高的电影。

时间上的还原：这个调查过程中掺杂了 9.11

事件的时间，而剧中也提到了其他媒体的注

意力都在 9.11 上。从这里也能看出媒体的

一个关乎真相与信仰的故事（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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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时间：2015 年

导演：托马斯·麦卡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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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是由托马斯·麦卡锡执导

的剧情片。影片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

在美国上映。

　　该片根据《波士顿环球报》中一篇

新闻改编，以美国神职人员奸污和猥亵

儿童的丑闻为背景，讲述了几位记者为

了找出事实真相历经艰难的过程 。

　　该片于 2016 年 2 月在第 88 届奥

斯卡金像奖获得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原创

剧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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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于 1995 年创

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许三观靠着

卖血渡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战胜了命运

强加给他的惊涛骇浪，而当他老了，知道自

己的血再也没有人要时，精神却崩溃了。它

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

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

望。

　　余华曾经被认为是”小说革命的先锋拓

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他在现实力量

的感召下，创作了《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

他真切地体会到描写现实比形式探索有着更

为感人的力量。余华通过《许三观卖血记》

这样的文本回击了文学界对于先锋作家所谓

的现实失语和玩弄形式的指责，确立了自己

的能力和价值。

黄酒的样子，然后还会傻傻的认真的显

得非常老道的说黄酒热一下。都说血浓

于水，那超乎血缘的爱呢？也许亲情真

的不止存在于血亲之中。包括请二乐队

长吃饭喝酒那次的卖血弄得我神经紧绷

为许三观和徐玉兰担心，生怕许三观献

了血又喝酒出点什么意外。但是也许就

是这份父亲的责任和对于孩子的爱让他

硬生生的撑下来。许三观父亲形象也非

常的伟大，那些不好的品质也不能掩盖

这些。就是因为许三观人格上的不完美

才让我倍感这个人物的真实。

　　法朗仕有一篇小说叫圣母的杂耍艺

人，讲的是一个虔诚的杂耍艺人变成了

教徒进到了教堂。其他人都有一技之长

来表达对圣母的爱，杂耍艺人苦于寻找

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对于圣母感情，

最后他想到了自己最擅长的杂耍。他每

天都在圣母像面前表演，终于变得满足

而自信了。就好比许三观，他只是个有

着少的可怜的工钱的工厂工人，但是他

爱他的家庭，所以他用自己的血哺育自

己三个儿子，所以他用自己曾经引以为

傲的事情来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所以他

用自己擅长的事情去帮助自己的家庭走

过中国那动荡不安，礼崩乐坏的年代。

血让他感觉到安心，只要有血卖，家就

不会亡。

　　余华不在书中炫技，只是静静地以

第三者的角度给我讲了许三观的那几十

年，正如他说的：

“一个人的一生，犹如盘

起来的绳子，被叙述慢慢

拉出，拉倒了路的尽头。

我反复咀嚼，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