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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 CASHL）是在教育部的领导下,以“共建,共知,共享”为原则

,“整体建设,分布服务”为方针,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文献资源的

保障体系。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具体职责是组织具有学科优势、文献

资源优势、和服务条件优势的若干高校图书馆,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引进和收藏国外

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资源,借助现代化网络,采用集中式门户（http://www.cashl.edu.

cn）和分布式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为中国高校、研究机构和学者提供综合性的文献信息服务。中国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文献中心的资源服务体系由2个全国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7个区域中心（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

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8个学科中心（东北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

东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构成。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简称高校分会，是中国图书馆学会根据开展

活动的需要,依据图书馆事业在高等学校图书馆领域内形成的工作系统，而设立的专门

从事本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业务活动的机构。

高校分会坚持全国学会宗旨，根据全国学会的学术活动方针和总体计划，依据分

会业务范围所规定的内容，在高等学校图书馆系统内组织会员和图书馆工作者开展国

内外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发展，弘扬科学精神；反映会员和图书馆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维护其合法权益；举

荐人才，表彰、奖励在学术和学会工作中取得优秀成绩的会员和图书馆工作者；接受委托，承担项目评估、标

准制定、成果鉴定及专业职务资格评审；组织、举办专业展览，编审专业文献，提供专业咨询和专业服务；认

定会员资格，开展对会员和图书馆工作者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举办为会员服务的事业和活动；利用图书馆

阵地，面向社会公众组织开展科普教育活动等。

主办单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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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

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是由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CASHL）和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Society for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s）

（SCSL）长期合作、共谋图书馆在未来社会发展中起支撑作用的图书馆资讯研究论坛。自2011年第一届在

厦门大学举办、以“地区研究与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为主题的论坛以来，先后在兰州大学、四川大学、加拿

大多伦多大学分别举办了主题为“中国周边国家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共享服务”、“演变中的学术环境和

图书馆：资源建设新方向”、“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新方向”的第二届、第三届及第四届论坛。本论坛每两

年举办一次，并于2017年6月公开出版发行了会议论文集《书海同舟-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论文荟萃

（2011-2015）》(ISBN 978-7-5201-0419-7)。

本次会议为第五届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由CASHL和中国图书馆协会高校分会共同主办，论坛主题

为“图书馆与社会发展”。本次论坛将有力推进图书馆员在资源建设新方向上的深度研究、以及加强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人员文献保障方面的合作与发展。

会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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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安排

会议日期：2019年8月15日-16日

会议地点：内蒙古大学学术会议中心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

8月14日

全天 报到

8月15日  上午

开幕式

8:30－8:50

内蒙古大学校领导致辞 内蒙古大学校领导大学校领导

CASHLASHL���理中心理中心理中心������ 
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

��馆长
姚晓霞 研究馆员

CASHL�理中心领导致辞
陈建龙 
CASHL�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图书
馆馆长

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
（SCSL）代表致辞

程   洪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中
文部主任、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
主席

8:50-9:05 会议合影

主题一：图书馆与学术

主旨报告

9:05－9:45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战略布局
陈建龙 
CASHL�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图书
馆馆长 中山大学图书馆

何文平 馆长

9:45－10:25
美国高校图书馆目前的发展趋势与几
点反思

周欣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馆长
兼东亚图书馆馆长

10:25-10：40 会间休息

10:40-11:10 蒙古文数字图书馆建设
德力格尔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蒙古学部主任、研究
员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中国文献中心中国研

究馆员
何妍 女士 

11:10－11:40
Current Issues of East Asian 
Library

吴   宪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亚洲研究图书馆员
郑力人
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11:40-12:10 CASHL: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的助推器
姚晓霞
CASHL�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图
书馆��馆长 

12:10－13:30 午餐（地点：内蒙古大学餐厅）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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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 下午

主旨报告

13:30－14:10
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重读谢拉
《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原理》

党跃武
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

厦门大学图书馆
钞晓鸿 馆长

14:10-14:50

图书馆与社会发展：回顾与展望充满
挑战的十年
Libra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Challenging Decade and Beyond

程   洪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
中文部主任、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
学会主席

14：50-15:30

From "Collections-Centered" 
to "Learning -Centered" - the 
New Directions for Specialized 
Collections in American Academic 
Libraries

何   妍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文献中心中
国研究馆员

15:30－15:45 会间休息

15:45－16:15

The Chinese Library will be the 
Indispensable Instrument of 
Scholarship”: American Sinologist 
Charles S. Gardner and the Chinese 
Collection at Brown University

王   立
美国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高级
研究馆员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中国研究馆员
吴嘉勋 先生

16:15－16:45
基于突变检测与共现分析的图书馆营
销新兴趋势研究

成志强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16:45-17:15

Trilateral Collaboration in 
Integrating Digital Scholarship into 
the Curriculum: Two Case Studies 
from US Academic Libraries

陈   晰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中
文研究馆员
陈   垚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学及语言学研究馆
员、北美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秘书长

17:15-17:35
浅谈图书馆特色资源与跨界学术研究
的相互作用——以清华大学图书馆特
藏文献为例

袁   欣
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研究
馆员

17:35-18:05
西部地区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的
发展探讨研究

顾淑彦
兰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宋   戈
兰州大学图书馆��馆长

18:05-18:20 集中问答

18:20-20:00 欢迎晚宴

8月16日  上午

主题二：图书馆与文献、出版、教育

8:30－9:00
Publishing without Wall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s 
Initiatives

蒋树勇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中
国研究馆员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党委书记

李晓娟 研究馆员

9:00－9:30 蒙医药灰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楠    丁
内蒙古医科大学图书馆
程    鸿
内蒙古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
馆员 

9:30－10:00

East Asian Studies Librarians 
in North America: A Preliminary 
Content Analysis of Job Postings 
from Academic Libraries in U.S. 
and Canada from 2008 to 2019

李   唐
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国研究
馆员

10:00－10:15 会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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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0:45
Library Strategic Directions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Columbia University

王成志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
负责人、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东亚图书馆中文部

乔晓勤 主任

10:45－11:15
古籍数字化务实与知识体系研究

肖   珑
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山西大学
图书馆馆长
姚伯岳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
院长

11:15－11:45

Making Connections between 
collections and users: "Library 
treasures" initiative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Library

Pat Polansky 
美国夏威夷大学汉密尔顿图书馆俄罗
斯研究馆员
倪冬云
美国夏威夷大学图书馆亚洲馆藏部主
任、中国研究馆员

11:45-12:00 集中问答

12:00-13:30 午餐

8月16日  下午

主题三：图书馆与资源、企业、社会

13:30－14:00 我国高校图书馆版权服务路径初探
向佳丽
厦门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兰州大学图书馆
宋戈 ��馆长

14:00－14:30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Cultural 
Literacy: North American Asian 
Studies Librarians and Wikipedia

柳  颖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中国研究
馆员

14:30－15:00
综合性高校图书馆在推进开放获取中
的对策研究：以复旦大学为例

徐   轩
复旦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研究馆员
王   乐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张   敏
复旦大学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兼理
工科学科组长，��研究馆员

15:00－15:15 会间休息

15:15-15:45

Transfor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Grants Program - a case study 
of Course     Enrichment Grants 
program at University of Virginia 
Library

王  维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东亚研究联
络馆员

美国乔治城大学图书馆
亚洲研究馆员

叶鼎 先生

15:45－16:15
新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比
较研究

邵  燕
北京大学图书馆汉学分馆主�、��研
究馆员

16:15－16:45

The Project of Contemporary 
China Village Database,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Discussion on 
Library’s Digital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Librarians’ Role

张海惠
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中
国研究馆员

16:45-17:15 集中问答

复旦大学图书馆
王乐 ��馆长

17:15-17:30 征文颁奖

17:30-17:45 总结发言
陈建龙 
CASHL�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图书
馆馆长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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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L嘉宾

陈建龙 Jianlong CHEN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信息�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藏大学原��校长、常务��校

长。主要研究方向：信息服务学、信息资源�理、信息化生态等。代表作有《信息服务学导

论》、《信息市场经营与信息用户》等专著和《信息服务模式研究》、《论大学图书馆信息服

务创新的细分与整合战略》等论文。

何文平 Wenping HE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主要研究领域有从事中国

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军事史、区域社会史、口述历史等的教学与研究；代表作主要

有《变乱中的地方权势：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孙中山史事编年》（第4

卷）等。

德力格尔 Delger Borjigin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人，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教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研

究员、现代蒙古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协会地方民族文献委员会主任，联合

国游牧文明研究协会会员。兼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授课英语教学、中国国际蒙古学会议英文翻

译、英国伦敦大学访问学者。具有使用蒙、汉、英等三种语言文字进行教学科研的能力。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及建立其数据库》��主编，《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大藏

经）目录及建立其数据库》��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提要：内蒙古卷》常务��主编；《蒙

古学百科全书》（国外卷）主要编写者之一；2013年度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蒙古学信

息服务平台建设研究”主持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内外民国时期蒙古文学

史料集成与编年研究”之子项目《西方国家民国文学史料搜集与研究》主持人，2019年度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蒙古文古籍数字化回归与开发利用研究”主持人。

2015年被选入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人才库”学者；2016年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人才

库”学者。前后出版发表相关图书情报学、文献数字化、平台建设、蒙古学、英语教学等方面

的专著或论文100多部，其中有些作品曾获国家级或省部级多项奖励。

姚晓霞 �iao�ia �A� �iao�ia �A�
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理中心（CALIS）

��主任，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主任，国际图书馆联合会

（IFLA）文献传递与资源共享分会（DDRS）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图书馆联盟建设、资源

共建共享、资源服务评价，发表文章30余篇，主编专著2部。

报告人和主持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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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跃武 Yuewu DANG

1967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服务、信息

资源开发和大学文化建设，现任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四川大学公共�理学院教授，兼任教育

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

兼秘书长、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四川省文献影像技术协会理事长等职，曾任四川大学

信息�理系��系主任、四川大学信息与档案�理系��系主任、四川大学教务处��处长、四川大

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档案工作分会��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校史研究分会��理事长、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理事长等职，共出版专著、教材和论

文集40余部，公开发表论文20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信息�理导论》《现代信息机构�理》

《基于现代信息组织技术的档案资源开发》《档案文化建设》《张澜与四川大学》《四川大学

史话》《四川大学校史读本》《凤鸣锵锵：四川大学游览笔记》等。

钞晓鸿 �iaohong CHA� �iaohong CHA�
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图书馆馆长、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兼任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等。主要从事明清史、环境史、历史文献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

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著有《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明清史研究》等，学术成果曾获教

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六次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获得

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成志强 �hi�iang CHENG �hi�iang CHENG
2017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专业，�理学硕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馆员，主要从事读者服务、馆际互借等工作。已发表CSSCI论文2篇。研究方向：竞争情报、

知识服务、文献计量

袁欣 �in �UAN �in �UAN
现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研究馆员。毕业于清华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自2008

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特藏部以来，一直担任特藏部主任，见证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资源的

点滴成长和特藏工作的全面发展。以清华馆特藏为基础，曾主持整理、编辑出版《現代中國之

記錄 : 中國報刊情報集 一九二四-一九三一》、《林志钧<帖考>手稿》、《北云集》，参与主

编《余瑞璜传》等。

宋戈 Ge S�NG
兰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长期从事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图书馆�理与研究

工作。曾任甘肃省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秘书长；现任甘肃省图书馆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甘

肃省情报学会理事会理事，甘肃省古籍保护与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DRAA理事会理事，

CASHL西北区域中心、CALIS甘肃省中心、CADAL学科中心分�馆长，国家图书情报类核

心期刊《图书与情报》编委，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

会委员，九三甘肃省委员会常委，九三兰州大学委员会��主委。

    主持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4项，发表图

书情报专业学术论文40篇，主编或参编著作8部。获甘肃省科技情报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1

项、甘肃省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奖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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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淑彦 Shuyan GU
现为中国兰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先后毕业  于西南大学中文系和兰州大学历史系，获历

史文献学硕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图书馆3C服务，版本目录学、古典文献学、敦煌学等。最

近出版的著作有：《敦煌十六国至隋石窟艺术》。论文有：《敦煌莫高窟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画

再研究》、《莫高窟第296窟须阇提本生故事画新考》等。

楠丁 Ding NAN Ding NAN
现为内蒙古医科大学图书馆馆员。毕业于内蒙古大学, 获得应用语言学硕士和电子科学与技术学

士学位。作为学科馆员，负责蒙医药学的资料搜集和�理以及教学咨询工作。作为图书馆技术服

务部技术人员，负责蒙古文信息处理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特色数据库建设与�理工作。研究兴趣包

括：蒙古文信息处理在少数民族图书馆中的应用、特色数据库建设、少数民族语言数据库研究。

主编著作1部、��主编著作3部、参编著作2部。发表期刊论文10篇、会议论文3篇；其中会议论文

《蒙医药灰色文献初探》在“2018年第一届全国灰色文献年会”中获优秀奖、《智库背景下蒙医

药灰色文献研究》论文在“2019年第二届全国灰色文献年会”中获三等奖。

程鸿Hong CHENGHong CHENG 
现任内蒙古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内蒙古图书馆学会��秘书长、九三学社内蒙古

医科大学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献检索教学工作，组织创建蒙医药文献信息服务平台、内

蒙古医科大学学科知识服务体系及学科知识服务平台。主持并参与科研项目15项，编写著作

及教材8部，发表科研论文40余篇。2007年荣获内蒙古医科大学优秀教师称号；2017年荣获

CALIS医学文献中心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三等奖；2012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哲学社会科

学政府成果奖二等奖；2018、2009年荣获内蒙古医科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两项。

研究方向包括：蒙医药知识挖掘组织及数字化平台建设、学科服务及知识平台建设、数字图书

馆建设、信息检索及信息素养教学、医学查新工作。

李晓娟 �iaojuan LI
博士，研究馆员，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发表论文40余篇；参与编写专著、教材、

工具书10余部；主持、参与课题10余项。

肖 珑 Long �IA�  珑 Long �IA�珑 Long �IA� Long �IA�
北京大学图书馆二级研究馆员，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生导师，兼任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IFLA）知识�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山西高校图工委��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用户与研究

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社科情报学会常务理事，《图书情报工作》、《大学图书馆学报》、《情报资

料工作》、《晋图学刊》、《数字图书馆论坛》、《农业图书情报》等多个核心期刊/专业期刊编委等。

曾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CASHL全国�理中心��主任、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理

事会��理事长、CALIS全国文理中心��主任等。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社科基金、教育

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国家图书馆多项研究课题，已出版专著/教材16部，发表中英文论文90

余篇，完成1项国家标准，在国内外多次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

曾列名国家科技进步奖，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成果奖、北京大学、英国Emerald出版公司

的各类学术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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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伯岳 Boyue �A� Boyue �A�
1963 年生，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系任教，1999年初

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2018年作为引进人才调往天津师范大学任教。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古

籍保护研究院常务��院长、天津市特聘教授、天津市引进领军人才。长期从事古籍整理编目、古

籍版本鉴定、古籍保护等方面的教学、实践、科研与人才培养工作。著有《版本学》《中国图书

版本学》《黄丕烈评传》《燕北书城困学集》《惜古拂尘录》等书，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曾被

派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加拿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机构工作长达数年，鉴定整理其馆藏中国古文献。 

向佳丽 Jiali �IANG
现为厦门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作为采访馆员和学科馆

员，主要负责法学院等人文社科院系的中英文图书采购和学科服务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

资源许可等图书馆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多篇并参与多项课题研究项目。代表性论

文包括：《外文数据库订购合同中格式条款的法律分析》、《图书馆数据库订购合同的法律风

险防范》及《电子资源许可协议核心条款的分析与风险应对》。

徐轩 �uan �U
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研究馆员。2006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硕士毕业后一直在复

旦大学图书馆工作至今。先后从事信息素养教育、阅读推广、流通服务、文科学科服务等工

作。研究兴趣：开放获取与信息政策、信息素养教育、学科服务等。更多详情请参见：http://

www.library.fudan.edu.cn/30/list.htm。

王乐 Le WANG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图书情报工作》编委、中国图书馆

学会用户研究与服务专委会委员、上海情报学会理事。分�图书馆资源建设、资源组织、情报

研究、特藏建设、CASHL资源与服务等。

张  敏
复旦大学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兼理工科学科组长，��研究馆员。

邵燕 �an SHA�
北京大学图书馆汉学分馆主�，��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理系学士、中科院文献情报

中心图书馆学硕士，毕业后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先后负责用户服务与�理、数字图书馆建设

与服务、数字图书馆共建共享与全国推广等相关工作，后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汉学分馆

主�，主要负责汉学图书馆日常�理与服务。个人研究兴趣：用户研究、信息素养教育、数字

图书馆服务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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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L嘉宾

程 洪 Hong CHENG 洪 Hong CHENG洪 Hong CHENG Hong CHENG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历史学博士、中国学博士后、

历史学及图书馆信息科学硕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学士。1997年至2005年曾任洛杉矶加利

福尼亚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图书馆馆长， 2005年起任美国洛杉

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中国

社会经济文化史、史学理论、图书馆�理理论。主要编著有《当代海外中国研究》、《见证二战：

从上海到太平洋战场》等，及其他中英文论文。现任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主席，美国大学

研究图书馆学会专业发展委员会委员，亚洲学会附属东亚图书馆协会中文资源委员会委员。

周欣平 �inping �H�U �inping �H�U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馆长兼东亚图书馆馆长、北美东亚图书馆学会前主席、武汉大

学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周欣平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香槟校区，获得语言学博士和图书馆学及信息科学硕士学位。他编辑出版了十余部中英文学术

著作，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信息�理、图书馆学、大数据、数字图书馆

及海外汉文文献的分布, 包括数字人文、北美汉学文献收藏史等。他曾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和美国

匹兹堡大学工作和任教，并多次获得美国教育部、美国联邦政府图书馆和博物馆委员会“国家领

导计划(National Leadership Grant)”等基金奖励，亦作为国际专家参与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

煌”等重要数字化项目的论证和咨询工作。

何 妍 �an HE 妍 �an HE妍 �an HE �an HE
目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全球资源中心下属的中国文献中心工作，负责中国研究的文献搜

集和参考咨询服务。她之前担任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并在

柏林自由大学从事近三年的博士后研究。本科和硕士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于北

京大学历史学系。除此之外，她还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学与信息学硕士学位以及印第安纳

大学地理学硕士学位。她在历史学和图书馆学领域发表了多篇著述，其研究得到一些知名奖学金

的资助，包括德意志研究会研究基金、肯尼迪总统基金会研究奖金、约翰逊总统基金会穆迪奖金

和斯塔尔基金会奖金等。

吴 宪 �ian WU 宪 �ian WU宪 �ian WU �ian WU
目前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担任亚洲研究图书馆员。早年在复旦大学求学和任教，来美后获

图书馆硕士学位，自2003年起一直在大学图书馆工作。

王 立 Li WANG 立 Li WANG立 Li WANG Li WANG
现任美国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高级研究馆员。曾兼任布朗大学宗教学系助理教授、艺术

史系硕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客座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外高级研究员等。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后赴美获西肯塔基大学人文学硕士、爱荷华大学图

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哲学博士（宗教学）等学位。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爱荷华大学、布朗大学，

并应邀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

大学、密歇根大学等中美知名学府讲学。研究领域及著述涉及比较宗教学、中国宗教哲学、道教

内丹学及养生修炼、文献典籍史、图书馆资讯�理、中华武术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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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嘉勋 Jia�un WU Jia�un WU
现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南加州大学及圣何塞州立大学， 

获得历史学硕士和信息暨图书馆学硕士。作为学科研究馆员，负责中国研究，东亚研究的中英

文资料搜集�理，及教学咨询工作。研究兴趣包括：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史，图书馆学

及文献书目。曾获得十余个奖状证书，包括优秀学术成就奖。 曾主持多个国际和国内的学术

会议，多次在学术会议上提交论文，曾被邀请作为学术讨论会上的唯一主讲人。发表了十余

篇论著。主要包括：汉初政治思想论，论章太炎辛亥革命时期的国家学说，论梁启超1899—

1903年间的国家学说，The Internet vs. Library— A Survey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American Recognition on China’s Rise—with Special Attention on Bibliographic 

Study. 积极参与各种协会委员会活动，曾担任主任，��主席，主席等职责

陈 晰 �i CHEN 晰 �i CHEN晰 �i CHEN �i CHEN
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中文研究馆员，东亚馆藏策略员及地区研究协调员。先

后毕业于美国南达科他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拥有高等教育�理硕士和图书馆

信息学硕士学位。作为学科研究馆员，负责中国研究的馆藏建设，�理，以及教学咨询工作。

服务的学科涵盖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学，音乐，电影研究。研究兴趣包

括：中国近现代及当代史史料学，档案学，图书馆读者服务和资源建设，图书馆馆际合作和图

书馆信息学教育。近期出版的作品有：Visualizing Early 1970s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 Friendship Delegations, 地区研

究图书馆员的知识构成和队伍建设，康保罗与孔祥熙关系探寻：以欧柏林山西协会及康保罗档

案为例，二战期间孔祥熙与铭贤欧柏林托事部的往来信函，发掘瑰宝 - 探寻美国文理学院中的

“中国”特藏，美国欧柏林大学档案馆藏来华传教士档案使用指南，孔祥熙留学美国史料与相

关史实，近代初期台湾史学界的重要工具书——早期台湾历史文献研究书目。

陈 垚 �ao CHEN 垚 �ao CHEN垚 �ao CHEN �ao CHEN
语言学硕士、图书馆学硕士。现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学及语言学研究馆员、北美东亚图书

馆委员会秘书长。负责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学及语言学学科的馆藏建设，教学咨询及科研支持。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数字学术、信息行为、国际学生服务等方面。最近出版的作品有： A Full 

Range of Support for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peri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书章）；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藏《坤舆万国全图》札记（期刊）；Killing Two Birds with �ne 

Stone: Data-driven Storage Selection and Collection Analysis （期刊）

蒋树勇 Shuyong Jiang Shuyong Jiang
蒋树勇博士是美国厄巴纳 - 香槟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伊大图书馆，东亚太平洋研

究��教授。她担任该职位长达15年。 蒋博士拥有美国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信息与图书馆学硕士

学位和中国文学研究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图书馆学中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历史，文化

和语言差异如何影响知识知识的组织和传播，以及这些差异对信息获取的影响。 她是许多研究论

文的作者，学术期刊和书籍的编辑，包括《北美中国研究》和《天禄论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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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唐 Tang LI
现为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2008年7月至2017年6月曾任职于耶鲁大学东亚图书

馆，担任公共服务馆员，并先后兼任中国研究馆员以及韩国馆藏馆员等职务。 本科毕业于复旦大

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生先后毕业于美国马里兰大学艺术史系和信息研究学院，获得中国艺

术史硕士学位和图书馆学硕士学位。作为南加州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负责中国研究的资料搜集和

�理以及教学咨询工作。研究兴趣包括：图书馆读者服务、馆藏建设和�理，目录学和文献学，数

字人文，明清绘画艺术等。出版的论文有: A Chinese Christian Leader Revisited: the John Sung 

Papers at �ale Divinity Library (Journal of 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Information，2016），

�riginal Editions of Chinese Gazetteers in the �ale East Asia Library （Collection Building，

2013），Integrating Social Media into East Asia Library Services: Case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nd �ale University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2013）等。

王成志 Chengzhi WANG Chengzhi WANG
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兼任韦棣华基金会董事。最

近发表的作品包括“二战时期费正清与美国图书馆中文馆藏”(图书馆和信息历史，34, 4, 2018)。

报告题目：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战略方向探析

报告摘要：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CUL）从2015年秋季开始实施战略方向的流程，以阐明哥

大图书馆的愿景和制定新的未来发展方向。战略方向确定为：致力于包容、提升知识、激发探

索、促进发现、塑造话语、以及赋予员工权力。本文试图介绍和分析制定和实施战略方向的过

程、结果和成就。本文同时介绍北美大学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方向的趋势，并涉及战略规

划和实施的不可预见的因素和结果。

乔晓勤 Stephen �IA� Stephen �IA�
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学士，文化人类学硕士、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馆信息学硕士。曾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讲师、��教授，匹兹堡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美国德克萨斯州科技大学图

书馆亚洲研究、人类学研究舘员，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亚洲艺术研究舘员,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东亚图书馆代理馆长。现任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中文委员

会主席。著作有：《区域互动框架下的史前中国南方海洋文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

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现代人类学》、《民族考古学初论》等，并在国内外各类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多篇。主要研究方向：图书馆学、中国古籍与文献学研究、文化人类学、中国考古学、

艺术史等。

帕特里夏·�兰斯基 Patricia Polansky·�兰斯基 Patricia Polansky�兰斯基 Patricia Polansky Patricia Polansky
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汉密尔顿图书馆俄罗斯研究馆员。1969年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学硕士毕业

后一直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工作至今，是我馆的资深馆员。曾任夏威夷大学俄罗斯亚洲地区研

究中心主任。专长于图书馆历史、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及其亚洲地区的出版方面多

有著述，成果颇丰，获得多种荣誉表彰。一手创建了我馆俄罗斯亚洲区域特藏，其中包括许多

少见的1900-1950期间在华出版的俄文图书。更多详情请参见：http://manoa.hawaii.edu/

library/research/collections/russia/background/patricia-pola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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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冬云 Dongyun NI Dongyun NI
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图书馆亚洲馆藏部主任、中国研究馆员。主要负责亚洲部的行政�理工

作，亚洲和中国研究方向的馆藏建设，为师生提供参考咨询服务，同时根据教研的需要，针对

不同研究领域提供专业的学术资源方面的指导和建议。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 计算机科学硕

士。曾任编目图书馆员多年。研究兴趣包括Social Informatics、馆藏系统性分析与评估、特

藏保存与整理。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东亚图书馆协会（CEAL）和中国研究图书馆

员学会（SCSL）会员。 现担任SCSL信息委员会主席和 �CLC CJK Users Group的主席。

柳 颖 �ing LIU 颖 �ing LIU颖 �ing LIU �ing LIU
现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先后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获得应用语言学硕士和图书馆�理科学硕士学位。作为学科研究馆员，负责东亚研究，语言学，

宗教学的资料搜集和�理以及教学咨询工作。研究兴趣包括：图书馆读者服务，资料资源配置，

目录学，图书馆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中的角色，及图书馆间的国际合作。最近出版的作品有: �heng 

He's maritime voyages (1405-1433)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Indian �cean world : a 

multilingual bibliography  and "Reference Services for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Academic Libraries" in Navigating the Sea of Books: Selected Articles from the 1st, 2nd, 

and 3rd Sino-American Academic Library Forums on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王 维 Wei WANG 维 Wei WANG维 Wei WANG Wei WANG
现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东亚研究联络馆员。 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士，美国衣阿华大学图书

馆信息科学硕士。负责东亚语言文学文化系和东亚中心的教学、研究、图书馆资源咨询工作。

报告题目: 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创新实践案例研究Transfor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Grants Program - a case study of the Course Enrichment Grants program at 

University of Virginia Library

张海惠 Haihui �HANG Haihui �HANG
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及中国研究馆员。主要出版物包括主编“北美中国学：学术概述与

文献资源 ”（北京：中华书局，2010）; 著有一天又一天：六七十年代北京人生活素描（北

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中美大学教育体验与比较 - 美国知名华裔学者访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等。近年来致力于数字人文项目的开发。

叶鼎 Ding �E Ding �E
现为美国乔治城大学图书馆亚洲研究馆员。先后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夏威夷大学, 获

得语言学学士，中国思想史硕士和图书馆�理科学硕士学位。2006年入职乔治城大学。作为

学科研究馆员，负责亚洲研究，语言学，社会学的资料搜集和�理以及教学咨询工作。研究兴

趣包括：天主教教会大学图书馆发展史，中国明清思想史，图书馆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中的角

色，及图书馆间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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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到及住宿
● 报到时间：

2019年8月14日 8：00-20：00

不在上述时间内报到的嘉宾请于8月15日会场报到

● 报到及住宿地点：博曼海航大酒店

酒店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鄂尔多斯大街中段(内蒙古师范大学南门)

酒店服务电话：0471-5855555

酒店wifi：咨询酒店�家中心，电话81666。

2、就餐安排
报到日及会议期间用餐全部由会议统一安排。详情见下表。

用餐 时间 形式 地点

8月14日中餐 12点-14点 自助火锅，凭餐券 博曼海航大酒店（住宿酒店）二楼西厅

8月14日晚餐 18点-19点30分 自助餐，凭餐券 博曼海航大酒店（住宿酒店）三楼西厅

8月15日早餐 7点-9点 酒店住宿含，凭房卡 博曼海航大酒店（住宿酒店）二楼西厅

8月15日中餐 12点-13点30分 自助餐，凭餐券 桃李湖宾馆（会场校区）一楼大厅

8月15日晚餐 19点 桌餐，集体前往 博曼海航大酒店（住宿酒店）三楼三阳开泰厅

8月16日早餐 7点-9点 酒店住宿含，凭房卡 博曼海航大酒店（住宿酒店）二楼西厅

8月16日中餐 12点-13点30分 自助餐，凭餐券 桃李湖宾馆（会场校区）一楼大厅

8月16日晚餐 18点-19点30分 自助餐，凭餐券 博曼海航大酒店（住宿酒店）一楼西厅

会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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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场交通：
分别于8月15日、16日早8点在酒店大堂集合，统一乘车前往会场。

4、会场网络（Wi-Fi）：
网络名称：eduroam

用户名及密码：嘉宾所在学校网络的用户名及密码。如右图

5、会务联系人

CASHL管理中心：高桂英

联系电话：010-62767165，13671279103

电子邮件：gaogy@lib.pku.edu.cn

温馨提示

尊敬的来宾：

欢迎您来到呼和浩特参加第五届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报到及会议期间，请您关注以下事项：

1. 会议住宿统一安排在博曼海航大酒店，住宿费及住宿期间的杂费（押金、洗衣服、房间酒水等）均自

理，离会时请自行办理退房手续。退房时间不超过下午14点。14点-18点之间退房加收半天房费，18点

之后退房加收一天房费。

2. 住宿和会议在两个地方，往返有车接送，请注意乘车时间和地点。

3. 市内部分地区因修路导致路况不好，且单行线较多，如需出行请尽量选择在白天。如晚上出行，请尽量

结伴而行。

4. 在街道上行走请遵守交通规则。市中心交通繁忙，司机驾驶速度较快，过马路时请务必注意来往车辆。

5. 呼和浩特今年夏天多阴雨天，请准备好雨具。白天最高温度可达33度左右，夜间温度可降至17度左右，

请注意防晒及夜间的适当保暖。

6. 到会当日请自行前往入住酒店并报到，本次会议不安排嘉宾接送站。后附公共交通路线指南供参考。

祝所有嘉宾参会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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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到达酒店交通指南：

一、机场抵达

从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抵达，距酒店（博曼海航大酒店）18公里

1.乘坐出租车：交通正常状况下约需半小时，费用约35元。

2.机场巴士2号线：博曼海航大酒店方向，50分钟，费用15元。

温馨提示: 机场巴士早9:00至晚21:00根据航班降落情况随时发车,上车点：航站楼到达厅出口对面机场巴

士乘降点

二、从火车站抵达

（一）从“呼和浩特站”抵达，距酒店（博曼海航大酒店）6.2公里

1.乘公交34路、18路、60路：（无直达的公交车，出站上车从金地商城站或南门外小学站下公交车后步

行约700米），需时45分钟，费用1元/人。

2.乘坐出租车：交通正常状况下约需时20分钟，费用约15元。

（二）从“呼和浩特东站”抵达，距酒店（博曼海航大酒店）14公里

1.乘公交83路、59路：（无直达的公交车，步行800多米到火车东客站上车，到东瓦窑批发市场站下公交

车后步行约500米），需时1小时20分钟，费用1元/人。

2.乘坐出租车：交通正常状况下约需时25分钟，费用约25元。

温馨提示: 公交车市内常规线路：首班车6：10分发车，末班车21：00发车

三、从长途客运站抵达

从呼和浩特长途汽车站抵达，距酒店5.7公里

1.乘公交34路、18路、60路：（无直达的公交车，出站上车从金地商城站或南门外小学站下公交车后步

行约700米），需时45分钟，费用：1元/人。

2.乘坐出租车：交通正常状况下约需时20分钟，费用约15元。

温馨提示: 公交车市内常规线路：首班车6：10分发车，末班车21：00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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