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SL Newsletter                                                                                                                                                                                  Issue 9, February 2018 

 

SCSL Newsletter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通讯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  Soc ie ty  fo r  Ch inese  S tud ies  L ib r a r ians  

February 2018 

 辞旧迎新，回顾过去的一年，在执委会的带领下，全体

会员积极参与，踊跃贡献，取得了累累硕果！ 三月份在多伦

多与CASHL和多伦多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

作发展论坛是众多亮点之一。感谢多伦多大学东亚馆的同仁

们，特别是学术委员会主任乔晓勤不辞劳苦，从会议的整体设

计到细致的日程安排，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付出大量辛勤的

努力和心血，保证论坛取得巨大的成功。夏季的学术交流活动

更是丰富多彩。执行长和学术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的鼎力合作

筹办，为会员们创造了国际交流和专业培训的宝贵机会。总务

委员会默默奉献，保证学会顺利运行。信息委员会通过学会网站和通讯促进会员

联系，《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手册》专案小组辛勤工作写作了《手册》初稿，

为学会组织的基础建设作出贡献。本期通讯将展示会员们一年来学术专业各个方

面的成绩，执委会也将汇报一年来的工作。 

2018 年将迎来会刊《天禄论丛》创刊十周年。年会期间，我们将举办学术活

动，庆祝这一里程碑。今年又适逢学会执委会选举。希望会员们积极参

选，为学会贡献力量。 

最后，借此机会表达我个人对学会的诚挚感谢。 感谢大家的信任，给我

这个机会为学会服务，感谢执委会的大力支持，使我学到了很多。 展望

2018，我们满怀信心。祝愿学会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就！ 

        

        — 沈志佳 

学会主席新年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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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2017)在多伦多大学成功举办 

 

在2017年3月15日-19日亚洲

学年会期间，由中国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HL），北美中国研究

图书馆员学会（SCSL）和多

伦多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联合主办

的“第四届中美高校图书馆

合作发展论坛”在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成功召开。本次论

坛的主题是“高校图书馆知

识服务新方向”。来自北

美、大陆、港台地区多家图

书馆的专家、学者、图书馆

员约12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其中包括很多SCSL会员。 

 大会开幕式由SCSL主席沈志佳主持。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总馆长Larry Alford、CASHL管理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SCSL主席沈志佳和中国驻多伦多代总领事徐伟先后致辞.两位主旨报告人分别是多

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与文化研究系主任陈利博士和朱强馆长。他们的报告题目是《在大数据和数字

人文时代研究中国史的机遇与挑战》和《“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和面临挑战》。 

 大会主题报告由CASHL区域中心、中山大学图书馆程焕文馆长主持。来自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

的周欣平副馆长、CASHL学科中心/清华大学图书馆邵敏副馆长、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周原馆长、CASHL

全国中心/复旦大学图书馆严峰副馆长，分别介绍了二十一世纪高校图书馆面对学术研究新方式的知识服务与

创新；全域网络资源的发现与服务，清华大学可视化发现系统实践；技术发展对学术研究乃至图书馆变革的

推动，如何通过合作与共享适应变化；集服务、研究、教学为一体的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色资源规划、建设与

服务。 

 分会场报告总计有22个发言，与会者重点研讨了智库信息、特别是区域研究文献的保障与服务，特色

馆藏资源的数字化与服务策略，研究型图书馆知识服务新方向、中美高校图书学术合作与资源共享等内容。 

 在闭幕式上，SCSL主席沈志佳表示，此次会议能在多伦多举办，是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的一个里程

碑，成为连接双方学术图书馆的桥梁。会议同时宣布，2019年“第五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将在

中国大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刘实馆长代表下届会议承办方发言，热烈欢迎与

会代表届时光临。 

 本次论坛的大会报告及相关资料可以到CASHL网站访问阅读 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4/

index.htm 

（据CASHL报道整理） 

            

年会简报 

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4/index.htm
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4/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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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BIBF及系列“深度对话”活动 

 

 

 

 

 

 

 

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的第24届北京国际国际博览会（BIBF）于2017年8月23日至27日在中国国际展

览中心（顺义新馆举办）。本届BIBF场馆面积9.27万平方米，参展国家和地区89个。有来自国内外的2400余家展商

参展，海外展商达1460家。图博会展示了30多万种精品图书，其中，中图公司专门为中外学术图书馆量身打造的图

书现采平台“中文图书馆配区”，面积达1500平方米，精选了来自300余家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5万种，4万余册学术

图书。约30位SCSL会员参加了本届国际书博会，并在“中文图书馆配区”采选图书。 

在BIBF书博会期间，会员们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活动，包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礼暨

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会，由中图公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共同主办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

数据库‘易阅通’‘一带一路’推广发布启动仪式”，“2017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发布礼，以及“海外

图书馆界与中国出版界高端论坛”。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中国资源委员会主席乔晓勤、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郑力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馆员王成志等代表北美图书馆界在以上系列活动中作了发言。 

在国际书博会活动正式开幕前，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中文资源委员会与中图公司于8月21日和22日联合举办了“北美

东亚图书馆协会中文资源委员会工作坊深度对话 2017：出版者、书商和学术图书馆”三个系列专题活动，包括与中

国方志出版社关于“中国方志对北美图书馆馆藏趋势的影响”的讨论会，在中图公司举办的关于“高质量、高效率

的精准服务：书商与学术图书馆”、 “电子出版和数字化资源”和 “少数民族研究的文献资源”三场交流对话，

以及在故宫出版社举行的“美术与考古学术资源”研讨会。 

会员集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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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书博会和深度对话交流活动，会员们还参加了在国家图书馆国图书店会议室举行的超星集团公司期刊域出版和流

媒体推介与培训活动。超星公司培训部业务员陈曦为大家演示了新开发的超星期刊手机版平台，并回答了大家的提

问。（何剑叶文  乔晓勤图) 

会员集体活动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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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L会员参加“2017年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融合发展国际研讨会(CDPDL)” 

 

由中国知网联合清华大学图书馆和香港大学图书馆举办的第八届“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融合发展国际研

讨会(CDPDL)”于2017年8月17日至18日在山西太原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转型升级、跨界融合、创新

发展”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互联网+大数据环境下的学术出版，新业态、新服务；面向

数字出版环境的刊网融合与发展；开放获取的趋势与未来；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创新；图书馆资源发现与跨

学科知识服务；馆藏资源数字化；机构知识管理与协同创新。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届研讨会。约1000位海内外图书馆和出版界嘉宾参会，包括来自北美、欧洲、澳洲

和亚洲等23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专家学者。20多位SCSL会员参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副馆长、

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郑力人，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王立，克莱蒙特学

院亚洲图书馆馆长邹秀英，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乔晓勤，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李国庆，在会

上做了报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亚洲研究馆员杨玉蓉和乔治城大学亚州研究与语言目录学馆员叶鼎参与

主持分会。论坛结束后，部分会员又前往北京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2017CDPDL具体会议日程请见：http://gb.oversea.cnki.net/Seminar/2017Seminar/gb/2017Reports.html 

 

-- 杨玉蓉 

会员集体活动 （续） 

http://gb.oversea.cnki.net/Seminar/2017Seminar/gb/2017Reports.html


SCSL Newsletter                                                                                                                                                                                  Issue 9, February 2018 

 

会员集体活动 （续） 

SCSL会员参加2017北京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徐鸿 

2017年9月19日－20日，以“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文化”为主题的方志文化国际学

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本学会会员、昆山杜

克大学图书馆馆长徐鸿博士负责组织与协调海外东亚图书馆界学者参会事宜。中国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地

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冀祥德主持开幕式。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了世界各地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在150余人的参会者

中，既有方志研究学者，又有编纂者，以及方志馆、图书馆专业工作人员。 论文选题

广泛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研究方法多元新颖，对目前世界各地方志研究的特点，未来

中国方志文化如何配合“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宣传中国方志文化，增强中华文明的亲和

力和影响力的举措等作了探讨和介绍。 

SCSL会员程洪、李国庆、潘铭燊、彭慰、邱颀、王晓燕、徐鸿、薛燕、邹秀英和哈佛大

学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与会，或作为嘉宾、专家在开幕式上致辞、主持专题会场、在

闭幕式上做会议总结，或作为报告者作论文发言。作为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代表，李

国庆先生在会议总结中表示希望今后能继续交流合作与中国的同行共同研讨方志文化，

他还代表国际参会者对会议期间主办方热情完善的会议服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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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集体活动 （续） 

会后，大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中国方志馆和北京地方志馆，对

中国方志文化的历史，方志馆的建设、馆藏、和发展有了进一步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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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个人风采 (一） 

In 2017 the most important project I worked on was no doubt “Chinese Dance: National Movements 

in a Revolutionary Age, 1945-1965,” a library exhibition co-curated with Professor Emily Wilcox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n displa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M) Library 

from March to May, this multi-media exhibition was entirely based upon the Asia Library’s unique Chinese 

Dance Collection, the largest in North America.  The “Dancing East Asia” conference was held to coincide 

with the exhibition, bringing leadi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to U-M.  In addition, the “Pioneers of Chinese 

Dance” digital archive, a digital photograph collection designed to make th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Chi-

nese dance accessible to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along with the exhibition.  The ex-

hibition soon became very popular after its opening, drawing a large size of audience from U-M and Ann Ar-

bor, as well as scholars from across the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visitors.  It also attracted a great deal of 

media attention.  Within the U-M, a beautifully illustrated story was released by Global Michigan and promi-

nently featured on the U-M homepage for an entire week in May. The exhibition project was also widely cov-

ered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 on many digital news platforms, in print, and on TV. 

In February, “Above Ground: China’s Young Feminist Activists and Forty Moments of Transfor-

mation” was released.  It is a digital exhibition of images curated by Media Monitor for Women Network (a 

Beijing-based NGO), presenting digital photographs of protest actions undertaken by Chinese feminists 

working to combat sexual assault, gender discrimination, LGBTQ rights, and much more.  In addition to the 

images, I collaborated with my colleague to contribute additional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such as translations 

of protest signs, explanations of idiomatic language, and a bibliography of relevant sources to facilitate use in 

the classroom. 

The year of 2017 was truly a year of exhibi-

tions for me.  Later in the summer I curated 

another exhibition titled “Small Ball’s Big 

Rol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Ping-

Pong Diplomacy,’ 1971-1972,” which was 

on display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Before moving to the Asia Library, the exhi-

bition was debuted at the U-M Power Center 

for Performing Arts as part of a large-scale 

public event to celebrate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Ping-Pong Diplomacy. 

Another memorable event of the last year 

was an intellectually curious trip to the UK.  

Thanks to a faculty research grant awarded 

by the U-M Lieberthal-Roge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 returned to London, Ox-

ford, and Cambridge during the summer.  In 

a blog post, I share with you stories behind 

three keywords of this trip: index, exhibition 

(again?!), and useful knowledge.   

 

 

   ---Liangyu Fu 傅良瑜,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ttps://www.lib.umich.edu/events/chinese-dance
https://www.lib.umich.edu/events/chinese-dance
https://ii.umich.edu/lrccs/news-events/events/conferences/dancing-east-asia--conference-and-exhibition.html
https://quod.lib.umich.edu/d/dance1ic
https://quod.lib.umich.edu/d/dance1ic
http://global.umich.edu/newsroom/creating-a-world-class-chinese-dance-collection/
https://www.lib.umich.edu/blogs/notes-asia-library/everybodys-talking-about-our-chinese-dance-collection
https://www.lib.umich.edu/blogs/notes-asia-library/everybodys-talking-about-our-chinese-dance-collection
https://www.lib.umich.edu/online-exhibits/exhibits/show/aboveground
https://www.lib.umich.edu/online-exhibits/exhibits/show/aboveground
https://www.lib.umich.edu/blogs/notes-asia-library/small-balls-big-role-sino-american-relations-and-ping-pong-diplomacy-1971
https://www.lib.umich.edu/blogs/notes-asia-library/small-balls-big-role-sino-american-relations-and-ping-pong-diplomacy-1971
https://www.lib.umich.edu/blogs/notes-asia-library/small-balls-big-role-sino-american-relations-and-ping-pong-diplomacy-1971
https://events.umich.edu/event/42042
https://events.umich.edu/event/42042
https://www.lib.umich.edu/blogs/notes-asia-library/intellectually-curious-trip-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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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个人风采 (二） 

     李国庆的二〇一七 

《通讯》主编约稿，假日亦难懒觉。也好，也好，借机梳理汇报。 

敝人主编和参与翻译的丛书《亲历中国》，本年因故，没出新书。一本旧译（跟余静娴合作）《西山落日》，

恢复原名，《一位美国工程师的中国行记》（An American Engineer in China by William Barclay Parsons,），收入商务印

书馆《世界著名游记丛书》第三辑再版。  

《亲历中国》今后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我跟邓赛合译的《羊城漫步：同治年间的广州》 （Walk in the 

City of Canton by John Henry Gray）已交稿；跟邹秀英和王晓燕合译的《在广州的十四个月》（Fourteen Months in Can-

ton by Mrs. Gray）也已经完成初稿，都计划在明年出版。 

敝人主编和整理的《中国研究外文旧籍汇刊-中国记录》出版了第9辑（10种，2017年1月，ISBN: 

9787549590315）。第10辑10种已付印，明年3月当可出版。从2009年至此，本丛书已出满10辑共100种。其中八

辑为本人整理，第五、第七两辑由同仁吴宪整理。 

跟徐鸿合作主编的学刊《天禄论丛》第7卷于年初出版了， 本人在该卷发表了小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

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钤印订考>。此外本年还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是<慕学勋及“慕氏藏书”初考 （《文

献》， No. 1, 2017: 179-191）和<现代杂剧作家程曦生平及著述考略>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 V. 46, No. 2, 2017：133-141）。 

跟陈晰和蒋树勇合写的旧作《地区研究图书馆员的知识构成和队伍建设》 很荣幸被收入郑力人、肖珑等主编的

《书海同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20104197 pp： 186-229） 

今年最主要的工作是协调帮助编辑中小馆的古籍书目，作为《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一部分

出版。第一批本馆和美南三馆书目的已于6月出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

目录》中华书局，2017-06-01 ISBN： 9787101123289。《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

录，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中文古籍目录，美国湾庄艾龙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中

华书局，2017-06-01 ISBN： 9787101123906）祝贺周珞、黄熹珠和朱润晓！谢念林和程红

编的《达特茅斯大学中文古籍目录》、杨玉蓉编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中文古籍目录》、

王晓燕编的《宾汉姆顿大学中文古籍目录》、张颖和倪莉编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文古籍

目录》都已交稿，明年当可出版。截止于本月，柳瀛编的《维多利亚大学中文古籍目录》、

吴宪编的《密歇根州立大学中文古籍目录》、郑美卿和骆耀军编的《加拿麦吉尔大学中文古

籍目录》、蒋树勇编的《伊利诺伊厄巴纳香槟大学中文古籍目录》、傅玉波编的《堪萨斯大学中文古籍目录》也已

基本完成，亦将争取在明年出版。 

此外，去年受邀翻译一本书籍史著作，为此请了邹秀英、邱葵、柳瀛和刘倩合作。《牟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

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 （11th – 17th Centuries） 

by Lucille Chia）现已完成，按合同将于明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也参加了不少会议，相关游踪在中国研究馆员微信圈发过，此不赘述。做过的演讲包括“海外珍稀中国古

典小说经眼录”（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会议，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Sept. 12 ）、“北美中小图书

馆藏中国方志初探”（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Sept. 19）和“海外

中文古籍书目的编纂进展和建议”（the 23r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rofessors of Social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CPS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igh Point University, October 22） 。 

在上述最后一个会议上，敝人有幸被推举为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理事会主席，大概是因为我筹划多年并联络成

功的《海外华人学者中国研究文丛》项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这一职位任期两年，我要做的主要也就是协调这个项

目。跟这个项目相关的信息见附件。本会是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八大组织之一，希望同仁也积极利用这个出版平

台，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 

回顾年来所积，多拜同仁之力。感激，感激，期望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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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2017年夏学术活动简记 

2017年8月13-14日，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在北京举行了“商务印书馆与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

术研讨会。王立应邀参会并宣读他的论文《王佐良先生与商务印书馆》，通过对其先父生前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成

果的简要回顾，缅怀前辈学者和学术出版人共同致力于奉献高水准中英文译作，辛勤耕耘优秀人文教育园地的思想

和实践。 

然后王立于8月16日在山西太原举办的“2017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融合发展国际研讨会（CDPDL）”上做了

“使命与愿景：北美大学研究图书馆知识服务新战略” 的报告。他还参加了会议期间组织的五台山文化考察活动。

正巧在三十年前，王立任教于北大宗教学专业时曾到五台山开会参访和带学生社会调查，还在《五台山研究》上发

表了《略谈五台山佛教的特点》一文。这次重游佛国故地，他感触颇多，就把“又见五台山”的所思所感也写进即

将在《天禄论丛》发表的《初探知识创新，又见佛境典藏 — 记2017中国文化之旅》一文中。 

王立还和学会一些同仁在北京再次参加了中图公司等主办的2017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和相关的一系

列研讨会及参访交流活动等。 

在BIBF书展期间，《图书馆报》（China Library Weekly）

于8月25日 以一个整版篇幅刊登了对王立的访谈录，题

为《王立：图书馆人要成为跨文明交流的使者》。内容

包括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历程、馆藏规模特色、

资源建设、经费支持、北美东亚馆员构成和要求、研究

合作项目等话题。还对图书馆与高校教研活动之间的关

系，以及个人从业经验和心得等，都做了简要说明。最

后他谈到：我认为图书馆员不仅应是文献信息的管理者

和教育者，而且作为中国研究的学者，应特别要成为跨

文明交流的使者，努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利国际

人文交流和理解。 我们在布朗大学举办过几次馆藏展

览以宣传中华文化，都很受欢迎。近年来，王立还在图

书馆做过一系列演讲，报告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

这次返美后他又做了最新的报告，题为“文化中国之旅

2017”。访谈录链接：

https://748548.kuaizhan.com/87/65/p4572682771e493 

王立和郑美卿、司徒萍合作的论文《北美大学东亚图书

馆的历史、现状和前瞻》，又被选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7年出版的《书海同舟：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

论坛论文荟萃（2011～2015）》。 

    (Jenny Li) 

会员个人风采 (三） 

https://748548.kuaizhan.com/87/65/p4572682771e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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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近代史资料》总136号上发表了SCSL会员王国华（Emory University，

爱默蕾大学）翻译的《林乐知演讲稿一篇》。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是爱默蕾大学1858年毕业生，曾经在华传教47

年，期间曾办报、办学和撰书译文。本篇是林乐知1906年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南方卫理公会教会大会上的演讲。

本文对了解和研究林乐知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原件藏美国爱默蕾大学图书馆。（王国华） 

王成志 陈肃 王晓燕 何剑叶 何妍 倪冬云 编. 

《中国抗日战争北美历史档案文献提要》 

= The Sourcebook of North American 

Historical and Archival Resources o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hanghai :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431p. ISBN: 

9787309129205 

本书是由学会2013-2015学术委员会主席王成

志组织、多位学会成员共同参与的学术出版项

目成果，于2015年完稿。该项目获得了上海市

文化发展基金会出版基金资助。经新闻出版部

门，特别是依照新规定，经军委政治部宣传局

审查通过，得以于2017年出版。中国著名历史

学家杨天石、吴景平教授欣然为该书作序。本

书收录北美多家机构所藏与中国抗日战争有关

的重要历史档案文献提要。所收档案虽类型、

规模不一， 但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为学者

专家提供新的史料和视角，推动学界对抗日战

争的研究。作为项目负责人的王成志接受了

《中华读书报》和“澎湃新闻”的专访，就本

书的编写初衷、档案的选取、新资料的发现等

作了详细的回答。两篇相关报道“学界抗战研

究又揭新篇章”和“大批中国抗战史料散落北

美，这本特别的工具书为学者指南”可参见相

关网络公开版：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7-12/20/

nw.D110000zhdsb_20171220_2-19.htm 

http://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1912667 

（王成志，倪冬云） 

《明代职官中英辞典》（初版）正式线上出版 

2018新年到來之際，由张颖领头，薛燕，薛昭慧，倪莉参与的

开放性，学术性合作项目《 明代职官中英辞典 》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Ming Government Official Titles

（初版）正式发布在eScholarship. 与此同时，编撰《辞典》

所开发的专家级众包翻译系统源程序也在 GitHub上开放共享。

多家微信群，微博及其他网站紧跟传播，其中包括广受关注的

学术资源发现传播微博陆浑戎微博以及东亚文史研究网。 

该项目历时两年多，后期获得Mellon Foundation - 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Innovation Grants for East 

Asian Librarians  的资助。除了专门从事明代制度史的两位

学者（中国的高寿仙教授和美国的Thomas Nimick教授）,两位

东亚图书馆同仁兼明史专家，Martin Heijdra 和 Tai-loi Ma 

也受聘为学术咨询顾问。多位学会同仁，包括叶鼎，王晓彤和

Cathy Chiu还为辞典贡献诸多翻译条目。马小鹤在项目初期的

构建和数据整理中，也贡献良多。该项目得到海内外众多明史

专家学者的支持，为项目网上众包翻译系统提供翻译和咨询的

学者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及中国。这是一个跨界

跨领域， 集合学术专家，图书馆员，IT技术新锐通力合作的成

功尝试。 

目前，初版辞典包括3,236条明代正式职官官名，主要来源于哈

佛大学Peter Bol教授和他的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

base）团队对中研院数据库的文本挖掘和本项目小组从原始文

献，包括《明史》和《大明会典》的人工提取。《辞典》收录

的官名按其所属官署，从中央到地方分三级排列。辞典附录还

包括了非正式官名的妃嫔，藩王，爵位及科举考试类名称表。

项目团队将根据使用者反馈意见，征求专家评议，进一步完善

辞典的编排和翻译。希望同仁不吝赐教。本项目成果也将成为

CBDB明代人物的检索、发现的必要工具。 

辞典下载地址：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2bz3v185 

众包网站地址：https://mingofficialtitles.lib.uci.edu/#/ 

会员出版成果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7-12/20/nw.D110000zhdsb_20171220_2-19.htm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7-12/20/nw.D110000zhdsb_20171220_2-19.htm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12667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12667
http://escholarship.org
https://github.com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2bz3v185
https://mingofficialtitles.lib.uc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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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ng the sea of books - selected articles from the 1st, 

2nd and 3rd Sino-American Academic Library Forums on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书海同舟- 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论文荟萃（2001-

2015） 

主编：郑力人，肖珑，薛燕，朱本军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011-2015年，为促进中美图书馆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国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和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

员学会（SCSL）共同在厦门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分别

举办三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本书系三届论坛论

文选编而成。本书主要分四个主题：学术演变环境下的馆藏

发展和分享、特色资源的建设、地区研究资源的建设、周边

国家文献资源的建设。所收20篇文章中有15篇为海外中国研

究图书馆员学会会员所作 （杨玉蓉，王晓燕，王立，郑美

卿，蒋树勇，李国庆，郑力人，黄洁，何妍，周欣平，余

东，刘静，柳瀛，司徒萍，陈晰） 。文后6篇附录提供了有

关中国高校图书馆、北美东亚图书馆以及美国地区研究中心

的基本情况。 

Song, Yuwu:“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抗日战争

（1937-1945）地图文献 [The Sino-

Japanese War (1937-1945) Related Map Col-

lection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天禄论

丛Journal of  Society for ChineseStudies Li-

brarians 7 (2017): 108-121. 

 

 

As the recipient of 2016 Pacific Rim Research Libraries Alliance (PRRLA)’s Karl Lo Research Award, Xi Chen of UC San Die-
go Library gave a poster presentation titled “From Serendipity to Treasure Hunt: Building the Digital Collection of Commit-
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 Delegations” at PRRLA’s 2017 meeting in Hangzhou on Oct 18, 2017, reporting 
on her research endeavor to develop the CCAS digital collection during the past year. Her collecting and research efforts 
have resulted in three outcomes: 

·       a digital collection (lib.ucsd.edu/ccas) launched in January 2018; 

·       a publication titled “Visualizing Early 1970s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 Friendship Delegations” (https://cross-currents.berkeley.edu/e-journal/issue-23/chen) on 
June 2017 issue of Cross 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       an online resource guide (https://ucsd.libguides.com/CCAS) 

 
A public event to launch the collection will be joined by CCAS delegates and project contributors, Prof. Paul Pickowicz and 
Prof. Williams Joseph on January 18, 2018. (Xi Chen) 

会员出版成果 (二） 

会员得奖 

http://pr-rla.org/wp-content/uploads/03_KarlLoPoster_XiChen.pdf
http://pr-rla.org/wp-content/uploads/03_KarlLoPoster_XiChen.pdf
http://lib.ucsd.edu/ccas
https://library.ucsd.edu/dc/collection/bb12319849
https://cross-currents.berkeley.edu/e-journal/issue-23/chen
https://cross-currents.berkeley.edu/e-journal/issue-23/chen
https://cross-currents.berkeley.edu/e-journal/issue-23/chen
https://ucsd.libguides.com/CCAS
https://ucsd.libguides.com/CCAS
http://libraries.ucsd.edu/blogs/blog/ccas-friendship-dele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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