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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SCSL执委会会议(2012 SCSL Board Meeting )于3月16日（星期五）10点

-2点在多伦多 The Chestnut Residence and Conference Center召开。中国研究

图书馆员学会执委会工作报告如下: 

1.经过会员选举，新一届的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执委会于2012年3月产生。

执委分工： 

主席: 杨涛 (Rutgers) 

执行长: 徐鸿 (Pittsburgh) 

总务委员会主任: 张颖  (UC Irvine) 

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立  (Brown) 

学刊委员会主任: 李国庆 (Ohio State U.) 

信息委员会主任: 蒋树勇 (UIUC) 

专业委员会主任: 郑力人 (Cornell) 

  

2.执委会分工确定之后，相关执委即分头重组各自的委员会，此项工作已完

成。 

3.根据会员意见，执委会讨论了修改章程的事宜。相关决议，将另行公布。 

4.明年年会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5.以下是各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总务委员会 统计现有会员，计68人。 

学术委员会 已申请并获准在2013年的AAS年会上举办一个panel,题目是China's 

Publishing Soft Power: Trend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学术委员会由以下会

员组成（按姓名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陈肃 (UCLA)、潘铭燊  (Library of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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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gress)、乔晓勤  (Toronto)、王成志 (Columbia)、王国华 (Emory)、

王立、叶鼎 (Georgetown)。  

学刊委员会决定马小鹤(Harvard)和蒋树勇担任新一期学刊的主编。已完成约

稿，稿件正在编辑之中。 

信息委员会在逐步进行网页更新工作。刘静(UBC)负责主编会员通讯。 

专业委员会与广西师大出版社合办北美图书馆希珍资料数据化讨会,今年7月1-4日在桂林举行。 

这次多伦多会议的学术交流部分如下： 

1、赞助方台湾华艺数位公司代表致词 

2、马小鹤：燕京新入藏恒慕义档案简介 

3、乔晓勤：介绍该馆最近的研究工作 

4、王国华：介绍近两年她的研究工作 

5、周珞、鲍曙明：介绍杜

克大学和China Data Center

的合作项目 

6、蒋树勇：中美合作项目

进展 

7、杨继东：介绍北美东亚

馆与中国大陆机构和出版社

合作整理、影印出版古籍的

一点设想 

8、徐鸿：ACPSS年会介绍  

9、自由发言、讨论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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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发现中国学文献资源 

杨涛 

    今年初，多伦多年会的组织者约我介绍研究情况，我由

于个人原因不得不缺席，也就推掉了约请。不过这件事一直

挂在心上。SCSL是一个致力学术的组织，会员们交流各自的

研究情况，再自然不过了。作为本会主席，我更应该带头，

所以就有了这份小结，一来向经验和成果更丰富的前辈请

教，二来也希望对近年入行的同仁有所启发。 

    我原来是学考古的，考古研究要求进行田野发掘、接触

实物资料，对于坐守书城的人来说很困难。所以，我2003年

做图书馆员之后，适应图书馆工作的特点，将研究重点转到

了现当代（十九世纪迄今）的文献资源，包括数字化产品在

内。在耶鲁工作时，尝试着做过一些文献研究，真正比较系

统的研究工作，是2007年秋到Rutgers大学之后才开始的。

几年积累下来，成果不算多，也不算少。我的研究，如果用

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在北美发现中国学文献资源”。围绕

着这根主线，我研究了北美中文报刊、北美中国学博士论

文、档案资料、和数字资源。 

北美中文报刊 

    我在耶鲁时，调查过该馆收藏的中国出版的近代英文报

刊。到新泽西后，注意到本地华人报刊的兴盛，来了个180

度转弯，开始北美中文报刊的研究。对北美中文报刊的专门

研究，是由东亚图书馆界的前辈卢国邦（Karl Lo）和美国

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Him Mark Lai）共同开创的。在美国

图书馆界，罗德岛大学图书馆系教授马焰和本会同仁邱葵也

写过相关文章。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 

    Yang, Tao (2009). “Press, Community, and Library: A study 

of the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s published in North Ameri-

ca”. Featured Article in Chinese Librarianship: an Internation-

al Electronic Journal, No. 27.  文章首先描述北美华文报刊发

展的历史，然后介绍我所了解的美国纽约-新泽西地区和加

拿大多伦多的华文报刊出版状况，最后讨论与图书馆相关的

文献保存及使用问题。本文曾为传媒领域的研究文章和修信

息史课的学生研究项目所引用。  

    李美伦、杨涛 (2011). 《落地生根：新泽西华人参政

实录（1991-2010）》，汉光出版社，Edison, NJ. 这本书

是我从新泽西华人参与美国主流政治的角度，从全套二百多

期的《汉新月刊》中挑选近百篇文章编辑而成，内容涵盖新

泽西华人社区、政坛人物、言论、统计资料等。我的合作者

李美伦是新州《汉新月刊》的创办人和主编。与社会科学家

研究海外华人参政的书相比，本书的特点在于它完全是社区

成员自己的语言和观点，尤为难得的是时间跨度长达二十

年。我在本书的后记中对二十年来新泽西华人参政历程和

《汉新月刊》的贡献作了简单的小结。除了保存史料，本书

还有助于破除海外华人不关心主流政治的社会成见。 

    我目前在写一篇美国华人报刊史研究的概述，以便研究

者查找相关的英文著作，同时我也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新的学

术问题。 

北美中国学博士论文 

    我这方面的两篇中文文章, 都是应匹兹堡大学张海惠之

邀写成的。 

     杨涛（2006）. “西方中国学博士论文检索工具比

较”，《中国索引》，４卷二期，15-18页。文章比较了

Frank Schulman编辑的纸本的中国学博士论文系列目录和

ProQuest博士论文数据库，提出ProQuest数据库虽然具有很

多优点，但是还没有完全取代专门的纸本目录。 

    杨涛（2011）. “美国产生的中国学博士论文: 文献资

源概述和目录学之研究”，载于《北美中国学: 研究概述与

文献资源》（主编张海惠），896-906页，北京中华书局出

版。文章首次提出研究中国的博士论文在美国的起源，可以

追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算是一个新发现。本文还介绍了

各种相关目录，并且依据这些目录，估算了一百余年来不同

时期中国学博士论文的数量，为研究北美的中国学史提供了

一个定量分析的视角。 

与中国有关的档案资料 

    我在耶鲁时开始留意北美收藏的与中国有关的档案资

料。到Rutgers以后，根据本馆新发现的一批档案资料，发

表了一篇文章： 

        Yang, Tao (2011). “Rose Galaida and the Central China 

Relief Records, 1946: Discovery, Investigation, and Implica-

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No. 153: 1-19.   

        由于这批档案来历不明，我花了相当时间阅读原档，从

而查明了这批资料由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中文

简称联总）工作人员Rose Galaida带回美国，其中既反映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湖北省救济工作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到国共

内战爆发前后中原解放区的情况，颇具史料价值。这批资料

的数字化工作已经大体完成。本馆的这批资料，其实只是全

部联总中国档案的冰山一角。联总中国档案的数量和价值， 

学术活动汇报 



SCSL Newsletter                                                                                                                                                                                  Issue 4, December 2012 

 4 

其实可以和传教士档案相比，但是受重视的程度远不

及传教士档案，所以文章最后还介绍了联总中国档案

的总体情况，相信有助于学术界利用这一有待开发的

文献宝藏。 

数字资源 

我在耶鲁东亚图书馆工作期间，该馆开始积极

订购中文数字资源，我也花了很多时间从事数字资源

的选择、安装、和读者培训。根据自己的经验，我研

究了两种中文期刊数据库在美国的数字图书馆环境中

的可使用性问题。这项研究在2007年春的东亚研究图

书馆协会年会上作过报告（“Beyond Interfaces: A Usa-

bility Study of Chinese Journal Databases”），为后来的

研究文章所引用。 

我到Rutgers工作后，限于经费，数字资源建设

自然不能同大馆相比，所以开始留意开放存取或者免

费的网络资源。我发现两个堪称悖论的现象: 一是互

联网上存在大量的免费学术资源，但是想找到它们并

不容易；二是我们图书馆员都会在图书馆网页或者研

究指南上向读者推荐免费资源，但是在东亚研究领域

似乎没人有一个综合性的目录。所以2009年我在

Web2.0平台上创办了网络资源目录Free Open Resources 

for East Asian Studies （http://foreast.org）， 收入三百

多种开放存取的数据库、期刊和其他类型的数字资

源。作为一个新型的开放存取领域的参考工具，

FOREASt曾为Library Hi Tech News 所报道，并且被收

入ALA Guide to Reference。 

与数字资源相关的，是图书馆的网络服务。这

方面，我和Rutgers的一些同事合写了一篇文章

（“Celebrating Diversity, Welcoming the World”, CA-

LA OPS, No. 5），介绍我们为图书馆网站提供中文网页

的经验。 

今后打算和一些感想 

在现当代文献领域，我打算今后几年要做两方

面的工作。一是在广度上作必要的扩展，比如我目前

尚未研究过中文古籍，但本馆藏有百种左右的十九世

纪中文线装书，需要精确考订年代，按照古籍目录的

规范编撰目录，这是要做的一件事。二是在现有文献

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图书史和印刷文化、数字人文学

（digital humanities）的理论方法，进行更深层次的研

究。 

我还有一些个人感想，可以与新进同仁分享。

我近年的研究，因为完全和我的本职工作相契合，得

到馆内领导同事的理解和支持很容易。从发表的角度

来说，这类研究，因为非常专门化，确实不易在主流

的英文图书馆杂志上发表，但是，与东亚或中国有关

的英文图书馆杂志现在已经有好几种，包括本会学刊

在内的中文杂志就更多了，所以出版渠道还是很畅通

的。 

 现当代文献资源，当然远不止我研究过的这几

类。举凡重要的线装古籍、期刊报纸、丛书、档案、

数字产品，都有专门研究的价值。在北美工作的中文

馆员，研究这些文献资源，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资

料优势，又有中英文俱佳的语言优势，完全可以做出

独特的贡献，从资料的发掘、整理、保存、共享的角

度推动中国研究在太平洋两岸的发展。本会已经有相

当数量的会员在做这件事，盼望有更多的同仁投入到

这项志业中来。  

 

 

 

  

学术活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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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古籍文献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刘静 2012年11月 

 2012年11月9日至12日，中山大学图书馆召开

“中文古籍文献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讨论

会”。中国研究馆员学会的数位会员，蒋树勇、李国

庆、刘静、徐鸿、郑力人参加了会议。UBC的刘静并在

会上发言。 

 会议旨在促进中文古籍的整理和利用。来自全

国各地以及港澳台、美国、加拿大等机构的百位中文

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

围绕古籍版本学，目录学，书志学，文献学等学术研

究专题进行了交流。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中

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中文古籍善本资料库主持人艾思仁分别在开幕式上

致辞。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原哈佛燕京图书馆

善本部主任沈津先生在闭幕式上作了大会总结。会议

主题包括：中文古籍文献保存与整理；中国古代典籍

流传史，海外中文古籍存藏，整理与保护；古籍版本

坚定理论的新发展；中文古籍善本目录研究与编撰；

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及其编撰等。会议期间，北美中国

馆员学会成员有机会与国内及港台的古籍专家和学者

交流切磋，增进了解和友谊，收益良多。此次会议也

有不少民间古籍收藏人士和古籍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共

同参与，为海内外中文古籍收藏与研究单位及个人搭

建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数字出版的盛会  

薛燕  2012年6月 

由清华大学图书

馆，香港大学图书

馆及同方知网联合

举办的2012年中文

书数字出版与数字

图书馆国际研讨会

（2012 Internation-

al Seminar on Chinese Digital Publishing and Digital Li-

brarian)于6月25至30日在中国昆明举行。来自中国内地

和海外15个国家和地区约26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

会议的主题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应用、中文数字资

源馆藏与服务、数字出版与服务的新模式、图书馆建

设与发展的新思考、中华文化数字图书馆建设、云出

版、云数字图书馆和云服务。 

 研讨会由主会场和四个分会场组成。出版社论

坛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同方知网分别介绍

了他们的数字出版新动向和新产品，其中同方知网的

海外云出版平台引起广泛关注。黄河的《中国回族资

源库》和商务的精品工具书库，世纪的多种新数字产

品都为中文数字馆藏发展作出贡献。多所大学图书

馆，包括东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香港

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介绍了各自数字图书馆的

新项目、新构想以及机构典藏库的发展。日本大阪大

学怀德堂研究学习中心所建立的《日本江户时代历史

资料数字图书馆》展示了数字化的书籍、印章、模型

和版术，精美的制作和便捷易用的界面令人赞叹。北

欧亚洲研究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台湾馆际联盟采购电

子资料库的发展为地区性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很

好的经验。  

 中国研究馆员学会有10名成员参加了此次会

议，其中乔晓勤、邱冬银、薛燕和郑力人作了大会发

言，邵东方和周原主持了其中的两个论坛。学会成员

与其他与会代表充分交流。 

学会及会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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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收藏机构 

联合会国际学术会议 

郑力人   2012年5月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收藏机构联合会在加拿大温哥

华（UBC）召开了以“华人美洲移民之路”为主题的第五届

国际学术会议。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收藏机构联合会成立于世纪之

交的美国俄亥俄大学，其宗旨在于促进学术界的两支重要力

量，即研究机构的学术人员与收藏机构的图书馆员和档案馆

员，在海外华人研究上的通力合作。联合会秘书处设于俄亥

俄大学图书馆邵友保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首届国际学术

会议（2000年）由俄亥俄大学图书馆主办；此后 历届会议

分别由俄大图书馆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2003年），新加

坡华裔网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05年），中国暨南大学图

书馆（2009年），

加拿大卑诗大学亚

洲图书馆（2012

年）联合举办。 

本届会议计有来自

美国，加拿大，古

巴。中国大陆，台

湾，香港，日本，

韩国，新加坡，马

来西亚，新西兰，

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152名正式代表

和32名列席代表出席。会议的两个主题报 告分别为卑诗大

学圣约翰学院院长余全毅教授的“广东跨洋移民与太平洋沿

岸移民国家 的形成”和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及南洋研究 

院院长庄国土教授的“以镸乐为例探讨世纪之交的美国福州 

移民”。提交大会的论文共101篇，分属28个专题组，就北

美华人的社会，历 史，文化，经济，教育，社区组织，社

区建设，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移民政策，移民模式，早期

移民，新移民，再移民，高技术移民，融合认同，多元文

化，族裔 关系，族裔通婚，华文文学，华文媒体，家庭问

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性别关系，文化传承，子女教

育，苦力贸易，排华法案，二战贡献，唐人街变迁，华人形 

象，慈善活动等论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交的论文

中还包括了家谱研究，归侨境遇，侨乡侨校，侨报侨刊，投

资汇款，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华人与全球化， 东亚，东南

亚，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以及其他地区华人社会的传统

主题。 

  

本届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相当数量的图书馆员与会，就

研究资源的收集与保存，历史文物的研究，学术交 

 流与专业活动的组织， 海外中文图书馆的发展等主

题组织了多达7个专题分组，达到历届会议的最高水 平。另

一个特点是参加本届会议的有许多在学的研究生，10人提交

了论文，显示海外华人研究后 继有人。最后是早期华人移

民与印第安妇女的联姻问题进入了研究的视野，为北美的海

外华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加拿大举办的这届会议得到加拿大政府，卑诗大

学，和当地华社的重视和支持。加拿大总理哈珀在贺信中称

赞：“加拿大日益壮大的华人群体对加拿大国内外的成功发

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强调：“随着海外华人研究的发

展，资料的收集，保存，以及分享日显重要”。卑诗省长简

蕙芝在贺词中指出：“这次会议为图书馆员，档案馆员和学

者提供了极佳的互动机会以探讨有关华人跨国移民的课

题”。卑诗大学校长图普在贺词中称：“秉承致力国际交流

的传统，卑诗大学以首位加拿大东道主举办世界海外华人研

究与收藏机

构联合会国

际会议而自

豪”。两位

加拿大联邦

参议员关丽

莲和利 德

蕙参加主持

开幕式和闭

幕式，并提

交了她们各

自的论文。

卑诗大学所

在地的印第

安酋长也亲

临会场祝福会议的成功，并骄傲地告知与会代表，他也有华

人血统。当地华社，包括加华纪事，黄昂湛家族研究计划，

列文治公共图书馆，加华历史协会，亚裔传统月协会等对会

议提供了赞助。 

 会议期间，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收藏机构联合会举

行了工作会议，推举原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管李华伟博

士代表图书馆界担任联合会主席，中国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和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博士代表学术界担任联合会副主

席，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杰佛利仁先生担任联合会秘书长。会

议决定第六届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收藏机构联合会国际会议

将于2014年10月在厦门大学召开。 

 

学会及会员活动 



SCSL Newsletter                                                                                                                                                                                  Issue 4, December 2012 

 7 

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第十八届国际会议 

邹秀英  2012年10月 

Co-organiz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rofessors of 

Social Sciences in the U.S. (ACPSS), the East Asian Li-

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the Asian Studies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and the United Soci-

eties of China Studies (USCS), the 18th ACPSS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October 5-7, 

2012, with about 80 attendees. The theme for the 2012 con-

ference is: "Modernity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hanging China in a Globalized and Digitized World" (现

代化与文化发展：中国在全球化和电子化时代中的变

革). 

 
The conference started with an opening ceremony on the 

afternoon of October 7, at the  Pittsburgh Athletic Associa-

tion. After opening / welcome remarks by conference or-

ganizers and hosts, Dr. Rush G. Miller, Dean of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and Dr. Alberta Sbragia, Vice Provost for 

Graduate Studies and Professor in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Dr. Ge Jianxong  (葛剑雄), Pro-

fessor of History and Dean of the Libraries of Fudan Uni-

versity, delivered a very interactive and well-received key-

note speech entitled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Globali-

zation”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Follow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a reception dinner was 

held featuring Dr. Thomas Rawski,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with a keynote 

speech entitled “Why Didn’t China’s Boom Begin in the 

1870s Rather Than in the1970s?” and a music performance 

by The Travelers, a folk music band from Lijiang of Yun-

nan Province of China, whose music blends traditional 

Mongolian and Tibetan sounds with modern influences 

such as Bob Dylan. 

 

Panel discussions took place the whole day of October 6 

and in the morning of October 7 in Posvar Hall,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ore than 60 schola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resented their papers on various aspects of Chi-

na’s modernity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ed 

and digitized world.  

 
Several SCSL member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including 

Luo Zou,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 at Duke. Hong Xu, 

SCSL Executive Director, and Head of the East Asian Li-

brary a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co-chaired the conference 

organizing committee. Lireng Zheng, Hong Xu, and Guo-

qing Li presented their papers entitled  

 

 

“Digitization and China Studies”, and “Reflections on Chi-

na’s Developmental Experimen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

tury “.  As members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Haihui 

Zhang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 Pittsburgh) and Xiuying 

Zou (Public Services Librarian, Pittsburgh) received great 

appreciation from the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and the or-

ganizing committee for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ful im-

plementation of all conference program activities. 

 
SCSL, along with ACPSS and 6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5 

institutions, constitute the United Societies of China Stud-

ies (USCS). At the conference, Guoqing Li wa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USCS, effective January 2013.  

 

徐泓馆长的开幕词： 

 匹城山环水绕，曾是美国最大的内河港口

之一、著名的传统工业城市，经过华丽的转身，

如今经济上以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机器人制

造、医疗健康、金融而领先，文化上以教育、休

闲、人文艺术而闻名，是美国城市经济成功转型

的典范。我们在此探讨全球化和电子化环境下的

中国在其现代化和文化发展方面所出现的一些现

象，不亦宜乎？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conference website 

and ACPSS website:  

 
http://www.library.pitt.edu/libraries/

ealACPSS_Conference_2012.html 

 
http://www.acpssus.org/ 

 

 

学会及会员活动 

http://www.library.pitt.edu/libraries/eal/ACPSS_Conference_2012.html
http://www.library.pitt.edu/libraries/eal/ACPSS_Conference_2012.html
http://www.acpss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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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及会员活动 

 

文本中国：Texting China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elebrating the Life of 

T.H. Tsien and the Open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

go’s Mansueto Library 

周原， 2012年5月 

This symposium brought together an international as-

semblage of scholars who use the entire span of pre-

modern Chinese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ir research as 

well as librarians and cura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care 

of these materials to discuss issues of common con-

cern. In addition and in particular, it brought together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experts from China and 

the West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to develop 

plans for futur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preservation of pre-modern Chinese books. The sym-

posium featured three themes: 1) manuscripts and 

manuscript culture; 2) printing and print culture; and 

3) preservation, conserv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books and manuscripts from pre-modern China.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web page: 

http://textingchina.lib.uchicago.edu/ 

 

 

 

 

 

 

 

 

 

中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研讨会 

李唐， 2012年6月 

 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

工作研讨会”于6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加

拿大和中国的图书馆、档案馆界代表，以及史学界专家学者

等约70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围绕中国国家图书馆策划的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旨在促进中美图书馆、档案馆

界对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的交流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

展具体合作项目，以促进“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全面实

施和深入开展。 

 研讨会由专题报告和分组讨论组成。哈佛燕京图书

馆、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多伦多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北美地区8家

东亚图书馆，以及来自上海、重庆、南京、浙江、山西等图

书馆和档案馆界代表作了专题报告，介绍各个图书馆民国文

献的存藏情况以及对民国文献保护、整理和利用前景的展

望。中美各参会代表通过交流和讨论在此次研讨会上达成共

识，将以“加强交流、合作保护、共享资源”为原则，合作

普查、促进共知、建立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统一规划、

加强共享、有效推进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和利用，以及策划课

题项目，共同开展研究，促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 

 中国研究馆员学会有10名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其

中邵东方、程健、郑力人、周欣平、乔晓勤、陈肃和李唐作

了专题报告。邵东方同时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北美图书馆界

致辞，并主持了第一组分组讨论。周欣平在大会闭幕式上代

表第一组分组讨论成员作了总结报告。学会成员通过此次研

讨会与国内图书馆、档案馆同仁得以充分交流，收益匪浅。  

媒体报道：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2-06/20/

content_15514727.htm (China daily) 

http://news.sohu.com/20120621/n346249747.shtml (Sohu)  

http://m.xhsmb.com/20120622/news_3_6.htm (图书馆报)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2-06/20/content_15514727.htm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2-06/20/content_15514727.htm
http://news.sohu.com/20120621/n346249747.shtml
http://m.xhsmb.com/20120622/news_3_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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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高等学校图书馆文献资源 

建设工作研讨会报告 

西南交通大学新闻网 

10月10日，第九届全国高等学校文献资源建设工

作研讨会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拉开帷幕。此次研讨会邀

请到了全国高校图书馆馆长参加并作相关学术性讨论研

究，为未来做好研究性图书馆打下坚实基础。 

会议之初，马小鹤先生利用来自武汉大学的助理

崔琼与其共同整理的资料，就来自哈佛—燕京大学的恒

安石的生平，作了细致的剖析和讲解。马先生以恒安石

的成长经历为线索，通过其出生、幼年与其保姆学中

文、青年时在美国读书、毕业后漂泊不定的生活，一直

到在中国经历二战和最终成为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中国

大使的一系列经历，让一个较为立体的恒安石的形象在

短短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活跃在在座的各位图书馆馆长

眼前。马晓河说道：“恒安石能把他生平如此珍贵的资

料捐献给我们，十分不易和可贵。作为图书馆文献资源

建设工作人员，我们有义务把它做得更好。” 

作为东道主的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的高凡馆长，

也发表了题为《全国“211工程”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发

展状况区域性对比研究》的报告。高凡馆长首先向大家

展示了近年来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的前期成果。之

后，又巧妙地以图表、图形的形式，从“统计指标的选

取”、“年度经费状况”、“统计区域划分”和“数据筛选”等

几个方面，呈现了图书馆文献资源区域发展状况，并指

出：东部地区发展处于前列，西部地区发展迅猛，而东

北地区有待提高，除此之外，我们全国文献资源建设水

平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来自四川大学图书馆的李

咏梅馆长，又就“基于使用分析的中文图书采访评价研

究”，以四川大学图书馆为例作了相关报告。 

北大图书馆馆庆及国际会议   

蒋树勇 

 2012年11月4-6日，“变革与走向：重新定义

大学图书馆的未来”国际会议及环太平洋数字图书馆

联盟（PRDLA）2012年年会在北大图书馆举办。来自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波兰、印度、新加

坡、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国家以及香

港、澳门、台湾、大陆地区的高校图书馆和图书馆学

系代表300人参加了会议。 我会有10多位会员出席。

亚利桑那大学图书

馆司徒萍的《利用

变革和挑战组织振

兴美国大学图书

馆》、华盛顿大学

沈志佳就其与台湾

合作善本书数字化

项目的演讲获得好

评。 

 
                 

  

 

 

 

 

学会及会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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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及会员活动 

 

Open Access Movement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陈肃， 2012年10月 

The UCLA Library was proud to host this online panel 

discussion about open access movements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on Friday, October 26, 2012. Three 
distinguished speakers discussed how open access in 
East Asia differs from open ac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w the open access movement affects 
their respective academic communities.  
 
Dr. Wang Yingku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CAAE) 
and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for the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Scienc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enter 
of CAAE. He was editor-in-chief for two major jour-
nal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is an ad-
vocate for open access in China, and has published 
widely on this subject. 
 
Maureen Donovan is a professor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where she has served as the Jap-
anese Studies Librarian for the past 34 years. Prof. 
Donovan co-teaches a course on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focusing on the global 
networks that increasingly shape knowledge creation 
and sharing, including the open access movement. 
 
Dr. Jeong-Wook Seo is a professor and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in the College of Medi-
cine at th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e is a member 
of the board directors of Creative Commons Korea 
and Open Access Korea , which are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dedicated to improving 
knowledge sharing for public interest.  

Video access: http://youtu.be/eK0Moi_zx2g 

Conference for the East Asian Librarians of 
Ivy League and Ivy-Plus Institutions  

李唐 2012年12月 

 

Sponsored b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Yeching Library organized a two-day conference for 
the East Asian librarians of Ivy League and Ivy-plus 
institution from December 6-7.  All Ivy League librar-
ies (Harvard, Brown, Columbia, Cornell, Dartmouth, 
Princeton, UPenn, and Yale) and one Ivy-plus institu-
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with a total of 43 participants. The conference theme 
is “Sharing of Library Resources and Cooperation: 
Where we can cooperate and how; and where we 
cannot cooperate and why”. 
 

The conference consisted of five sessions: collection 
development, consortium acquisitions, sharing of li-
brary resources and the Borrow Direct Program, tech-
nical services, and future of the East Asian collections. 
The participating libraries shared a number of their 
current and upcoming collaboration and outsourcing 
projects, such as 2 CUL (Columbia/Cornell), consorti-
um purchase group of Chinese databases, collabora-
tiv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of outsourcing and shar-
ing of technical services, etc. There were also heated 
discussions on concerns, issues and problems particu-
larly on collaborativ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balance 
of print and electronic materials, open access, and 
tre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n collections. 
Two projects were proposed at the end: coordinating 
the purchase of expensive items among Chinese, Jap-
anese and Korean bibliographers, and creating a col-
laboration website with all resources related to East 
Asian studies and digitization projects. It was also pro-
posed that such a conference for the East Asian librar-
ians among Ivy League and Ivy-plus institutions will 
take place every two years in the fu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agreed to host the next one in 2014.      
 

Some SCSL member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Yuan 
Zhou, Tang Li (with her colleague), Liren Zheng, and 
Jim Cheng moderated each of the five sessions. All 
SCSL member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and 
shared their valuable thoughts at th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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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holarly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 in 

English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将由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出

版。该书共收录21篇文章，绝大部分是《北美中

国学》一书的英文原稿。《北美中国学》于2010

年11月出版后，收到来自在中国大陆之外从事中

国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及学生关于出版英文版的建

议，并积极推荐给AAS. 根据该书的特点和功能，

AAS同意以电子书及开放存取(open access)的形式

于2013年3月出版。参与这本书编辑工作的有张海

惠、薛昭慧、蒋树勇，以及匹兹堡大学图书馆的
Lance Lugar.  

 

 

周欣平主编《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

1868-2008》，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出版。共 422 页。  

 

 由东亚图书馆界30位同仁撰写，由本会会

员周欣平博士主编的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史一书

的中文版已经出版，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的评介

是"这本专著开启了了解北美东亚图书馆的门径，

资料有据，记述信实，具有权威性。可谓是洞悉

美国汉学发展的剪影，探寻东学西渐历史的见

证，共享东西文化交流的平台。"复旦大学葛剑雄

教授的评价是"它们并非天禄石渠，收藏也未必都

是琳琅秘籍，但无不成为典籍的渊薮,学术的津

梁，展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窗口。北美东亚图书

馆的记录

就是一部

汉学的发

展史、中

西文化的

交流

史。" 

  

《经典英文老童

谣》（英中对照，

全三册，童趣、动

物、游戏）Classic 

English Nursery 

Rhymes (English-

Chinese) [US] Junlin 

Pan and Guoqing Li   

[美] 潘俊林 李国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300-16023-8 

 

 

《袁同礼纪念文集》 

国家图书馆2012年4月出版,包括学会成员作品: 

 袁同礼先生与抗战期间ALA的“捐书中国”活

动 / 周原（201）  

 袁同礼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次演讲 / 潘铭

燊（235） 

 袁同礼先生和哥伦比亚大 / 王成志（239） 

 道德伟绩耀海外——袁同礼先生与俄亥俄州立

大学东亚图书 / 李国庆（249） 

 袁同礼和他的

《西文汉学书

目》/ 周欣平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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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成员新作 

SCSL Newsletter Subcommittee  

Chair and Editor-in-chief: Liu Jing 刘静 (UBC) 

Zhou Luo  周珞(Duke) 

Li Tang  李唐 (Yale) 

 

Newsletter Design: Susan Xue 

Seal Design: Zou Xiuying 

2012年9月底，由

中国地方志指导

小组办公室、中

国地方志协会和

宁波市人民政府

地方志办公室共

同编纂的《首届

中国地方志学术

年会 方志文献国

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一书由中

华书局正式出版

发行。ISBN：978-7-101-08757-4 精装 16开 

学会会员程洪、薛燕、李唐、潘铭燊 、何剑叶和

王成志的论文发表其中。  

   

李唐, 研究新加坡

华文文学的重要工

具书 — 《新加坡

华文文学编年书目

（1965-2009）》          

中国索引 2012/02   

许晔 

第一部杰出的英

文中国小说家传

记工具书 —

《中国小说家传

记辞典 1900-

1949》,  

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 2012/1 

 

 

 

 

 

 

 

 

 

 

马小鹤, 从“五明性”到“五明大供”   

史林 2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