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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院长 Per Hasle 教授来我中心访问并讲学 

12 月 28 号下午，正在我中心访学的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院长 Per Hasle 教授给大家

做了一场题为” Two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 with some Implications for Design”（与信息相关

的两个概念及对设计的影响）的学术讲座。  

      在讲座过程中，Per Hasle 教授以其深厚的语言学背景，首先从逻辑学和修辞学的角度来

解构现实世界和数据、信息、知识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现实世界由对象和对象之间的关

系组成，对象又经由事实表达，简单事实可以通过组合构成复杂事实，同时，语言由句子组

成，而句子又是由一系列词汇组成，现实世界与语言之间通过相同的逻辑结构而统一。接着，

Hasle 教授从修辞学的角度解析事务由不同的维度构成，维度之间的组合形成对事务的表达。

最后，Hasle 教授重点讲解了“劝说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 PD），他表示过去人们只关

注信息的表示，却不注重信息的影响。劝说技术通过与人机交互技术、web2.0 和 e-learning

之间的交叉，将事物的属性进行分析组合，来满足并影响人们的决策和选择。 

 通过 Hasle 教授的激情演讲，大家收获良多。讲座结束时，同学们围绕“劝说技术”这一

新理念争相提问，Hasle 教授都一一给予了热情解答。 

 



【学术交流】“第三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会议启事

与征文通知 

自 2000 年首届和 2006 年第二届“数字时代中美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创新与发展国际研

讨会”成功召开之后，图书馆与数字化实践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专

业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尤其是近几年国际一流图书情报学院发起的 iSchool 发展迅速。时

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九十周年华诞，“第三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国际研

讨会”(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拟于 2010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由武汉大学与伊利诺依

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美国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协会联合会（ALISE）、iSchool 领导小

组（iCaucus）合作主办。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武汉大学

图书情报国际合作研究院承办。 

会议旨在加强图书情报学教育领域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探

讨新环境下图书情报与档案教育的变革与创新问题，同时加强我国图书情报教育界与美国

iSchool 联盟、ALISE 等机构的交流合作。本次会议还将进一步促进图书情报档案学教育与

实践之间的联系。 

一、 会议内容和议题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探讨新信息环境下的图书情报学教育面临的挑战与职业未来

（Challenge and Professional Futur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New 

Environment）。会议将围绕下列问题开展研讨。 

（1）新信息环境下图书情报学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模式 

（2）iSchool 联盟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变革与创新 

（3）iSchool 运动对亚洲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影响 

（4）新信息环境下图书情报职业的未来 

（5）泛在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员的教育 

（6）当今的图书情报学院如何开展优质的面向职业需求的图书情报学教育？  

（7）图书馆学教育如何促进中国信息社会的形成和全民信息素质的提高？  

（8）召开中美图书馆学系主任圆桌会议，讨论新信息环境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未来与

合作方向建议。 

（9）iSchool 研究生教育的未来。 

会议规模为 120人。主办方诚邀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领域的专家、图书情报学

院院长、系主任，中美各类型图书馆馆长、专家和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学生参加会议。 

二、会议时间、地点与会务费用 

2010年 10月 8日报到，9-11日开会 

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大学珞珈山庄（武汉大学内） 

本次会议属公益性质，不收会务费。除大会统一安排外的交通与食宿费用自理。 

会议将出版会议论文集。会议由武汉大学 211 项目资助。 

三、征文要求与截止日期 

论文是否选用由大会学术委员会评审决定。评审的标准是：（1）是否为有意义的选题；

（2）论述是否深刻并具有原创性；（3）资料是否翔实、可靠以及具有普遍参考价值；（4）

论文文字表述；（5）是否已经公开发表过。中英文均可。正式论文长度一般不超过 8千字。



每篇文章内的名词术语、公式符号统一。论文纸型设计为 A4，以中文 Word 2003 或 Word 

2007 制作。论文按如下顺序排列：论文标题、作者、单位及邮编、中英文摘要、中英文

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作者简介。请提供便于通信、编辑和出版的电子版本。具体格

式可参考《图书情报知识》论文，或者浏览会议网站。 

论文截止时间：2010 年 9 月 1 日 

四、会议联系人 

联 系 人：查荔，肖希明，黄如花  

通讯地址： 武昌珞珈山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68754541（查荔），18971378988（肖希明） 

13720116276（黄如花） 

传 真：（027）68754541 

E-mail: irc@whu.edu.cn （ 查 荔 ） , xmxiao@sina.com （ 肖 希 明 ） , 

ruhua2003new@yahoo.com.cn（黄如花） 

会议网站：http://www.csir.whu.edu.cn 

 

拟报名参加研讨会的回执 

姓名  年龄  性别  职称  职务  

通讯地址（含邮政

编码，单位地址与

单位名称） 

 

E–mail  Fax  

联系电话（含区号） O 办  宅  手机  

是否安排住宿 是（）    否（） 

您对会议的建议 

 

 

 

 

 

【学术交流】马费成教授成功访问日本多所大学 

    3 月 23 日至 4 月 3 日，我中心主任马费成教授参加了在日本立命馆大学举行的第二届

亚太数字人文中心网络（2nd Asia-Pacific DH centerNet Meeting）会议，并应邀访问了日本京

都大学研究生院和北海道大学，洽谈了国际合作项目事宜。 

数字人文是近年来随着各种信息技术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一个新型交

叉学科。数字人文中心网络（centerNet）是面向数字人文研究与协作的国际性科研组织，由

美国马里兰大学在 2007 年创建，目前全球已有两百多家学术研究中心加入了该中心网络。 

本届亚太数字人文中心网络会议的议题是推选今年 7 月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举行的国

际数字人文研究峰会的亚太区代表。经过各国与会人员的共同协商，中国、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和台湾地区将作为亚太区代表参加 7 月份的伦敦峰会。在本次会议上，马费成教授代

表中国介绍了大陆和香港地区的数字人文发展状况，受到与会人员的普遍关注，并被选举为

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代表。 

在参加完第二届亚太数字人文中心网络会议后，马费成教授还应邀访问了日本京都大学

研究生院情报学研究科和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信息科学研究科，宣传介绍了信息管理学院和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的各项基本情况，并详细了解了这两个同行机构的科研方向、在研项目、

教学特色和国际交流规划。通过友好会谈，双方都同意在未来加强院国际间学术合作与交流，

其中京都大学情报学研究科表示欢迎我院和中心的优秀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申请日本 GCOE

项目赴日研修。 

此次访问不仅首次建立了我院、中心与日本高水平大学信息科学学院正式的国际交流关

系，扩大了我院和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在国际信息科学领域的知名度，还成功树立了我院、中

心在数字人文学科领域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推动了我院和中心向国际一流图书情报学院战略

目标的迈进。 

 

【简讯】我中心顺利通过教育部评估 再次被评为优秀基地 

近日，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次评估结果揭晓，武汉大学资源研究

中心再次被评为教育部优秀重点研究基地。 

       武汉大学资源研究中心自建立以来，紧紧围绕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五项功能开展工作，

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建设、咨询服务、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等方面均

取得了突出成效，产出了系列标志性成果。2004 年中心顺利通过教育部专家组严格评审，

在第一轮建设中被评为优秀基地。通过重点研究基地两轮周期的建设，本中心已成为“211”、

“985”工程平台建设的核心和支撑，不断开拓信息资源管理的前沿领域，正在向国际一流学

科迈进。 

       据悉，此次全国高校共 151 个重点基地参与了此次评估。本着“客观公正、标准公开、

程序透明、以评促建”的原则，教育部组织专家对全国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进行了严格评

估，经过基地管理数据库系统填报、评估申请书上报、证明材料报送、基地标志性成果评审、

基地管理工作网上互评等多项竞优评估工作之后，共评选出优秀重点研究基地 25 所、合格

重点研究基地 105 所、进入预备期的重点研究基地 5 所。 

 

【科学研究】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召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9 年

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 

2010年 3月 19日，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举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9年度重大项目“面向决策的企业信息资源集成研究（项目批准号：2009JJD870002）”

和“面向公众需求的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项目批准号：2009JJD870001）”开题报告会，

该两课题分别由唐晓波教授和周耀林教授组织的研究团队承担。 

开题报告会开幕式由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昌平教授主持。武汉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朝阳、平台建设处副处长刘金波到会指导。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

中心主任马费成教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平台建设处副处长刘金波、武汉大学信

息管理学院院长陈传夫教授先后作了重要讲话，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方卿教授、李

纲教授、王新才教授等领导与会。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系主任王伟军教授、夏立新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资源中心主任、国家科学图书馆资源工作组组长曾建勋研究馆

员、湖北省档案局档案保管处处长刘晓春研究馆员等校内外专家及课题组成员共计 50 余人

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后两课题组分别设立分会场继续进行深入研讨。第一分会场“面向决策的企业信

息资源集成研究”由唐晓波教授主持。唐晓波教授就本项目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意义进一步进

行了介绍，建议在本项目中，对信息集成的研究能形成自身的特色，造成一定的影响力，打

出自己的品牌。项目组其他核心成员也对项目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课题组专家及成员

在轻松的气氛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重新审定了

各个子课题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路线，并决定举行研讨会，加强课题组成员之间以及与国内外

专家、国家信息部门和企业的沟通。 

第二分会场“面向公众需求的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由周耀林教授、朱玉媛教授

共同主持。该课题本着从当前国家档案工作大局出发，以国家档案局档案工作中心的转移为

契机，以直接切入国家档案工作重大问题为路径，以系统研究“两个体系”为内容，以形成

系统化、专门化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为目标，对我国档案资源建设和服务的问题进行系统化专

门研究。据课题组介绍，该课题分为五个子课题进行研究，内容涉及到公众需求为导向的档

案资源建设与服务的理论研究、机制研究、技术实现、保障体系的研究和实证研究。会议上，

专家们对本课题的选题及其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子课题的划分科学合

理，形成了规范的研究体系，同时，专家们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进度方面提出建议

和要求。在场师生向专家们和课题组成员进行了提问，就课题中涉及到的诸多问题展开热烈

讨论，现场气氛活跃。会议结束时，朱玉媛教授指出，专家们的意见十分客观、中肯，对课

题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同学们的提问富有启发性。本次开题报告会有利于课题研究

内容的改进，有利于课题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