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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教指委副主

任委员陈传夫教授主持会议 

3 月 18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召开了全国 29 个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出席会议并代表三部委讲话。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

副主任委员、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主任委员、财政部副部

长王军，分别代表各自指导委员会发言。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林蕙青主持会议。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成立全国金融等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通知》精神，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主任委员为国

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副主任委员为武汉大学陈传夫教授、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

委员由来自全国图书情报教学领域和实践领域的 11 位专家组成。 

18 日下午，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召开首次会议，会议由教指委副主任

委员陈传夫教授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章程》、研究

制订了《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讨论决定了教指委具体工作规则、2011

年度工作要点、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衔接、专业学位招生考试等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图

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是培养图书情报领域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有效途径，要着力构建符合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点的培养模式；图书情报教指委要主动作为，充分调动和利用各方力量，

争取政府及多方支持，逐步扩大培养规模，推动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的平稳建设和健康发

展。 

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是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领导下的专家组织，从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指导、评估认证和咨询等工作。 

 

【学术交流】我中心研究员出席 iConference2011 会议 

2011 年 2 月 8 日-2 月 14 日，我中心研究员陈传夫教授、方卿教授、李纲教授等一行出

席了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第 6 届 iConference 会议。在本次会议上，陈传夫教授应邀宣读了

题为 LIS Chairs’ Attitude Toward iSchool Movement in China: A Contemporary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的论文。陈传夫教授还参加了同期举行的 iConference核心小组 iCaucus会议。 

iSchool 是成立于 2005 年的全球信息学院联盟组织，致力于推进 21 世纪信息科学领域

的发展。iCaucus 是该组织的核心治理机构。迄今为止，该组织已经发展了来自全世界 8 个

国家的 31 家成员单位。其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是唯一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机

构。 

本次全球信息科学领域一年一度的盛会由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主办，共收到 300 余篇来

稿，录用论文 85 篇，展出论文海报约 90 份，出席会议人数 530 余人，其中投稿篇数和出席

人数均为 iConference 会议 6 年来之最。我中心研究员陆伟教授等的论文也被会议录用。 

会上，来自微软研究院的主讲嘉宾 Susan Dumais 做了主题发言，与会嘉宾就图书馆学、

信息管理、信息安全、人机互动、医学信息学、科学交流和电子政府等广泛议题展开了深入

地探讨。会议期间，主办方安排参观了西雅图公共图书馆；并组织会议代表前往微软总部举

行了为期半日的研讨会，来自微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就“密集数据科学（data-intensive 

science）”“科学研究成果的可视化”等前沿课题与会议代表们展开了交流。 

此次参会与访问进一步密切了我中心与世界高水平大学信息学院的国际交流，扩大了我

中心在国际信息科学领域的知名度，进一步推动我中心向国际一流信息管理研究基地的战略

目标迈进。 

 

【学术交流】马费成教授出席 2011 年北京国际科技信息委员会（ICSTI）夏季



大会”并作为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分论坛主席 

 2011 年 6 月 7-8 日“2011 年国际科技信息委员会（ICSTI）夏季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本次会议由国际科技信息委员会主办，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承办的高规格国际学

术会议。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著名学者和学术机构负责人出席了这一盛会。我中心马费成教授应邀担任第一分论

坛主席并在闭幕大会上做了《我国信息政策法规体系结构研究》的学术报告。 

国际科技信息委员会（ICSTI）是由各国的科技信息机构、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管理机构

共同组成的世界科技信息界权威的、最具影响的非政府专业性国际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并是其中一些组织的

成员。ICSTI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会员单位来自全球 60 多个国家，涵盖了重要的国家级科

技信息机构和图书文献机构。 

ICSTI 每年 6 月定期召开夏季学术会议，来自各国科技信息机构的专家、学者将结合科

技信息相关的会议主题做充分的学术交流和讨论。ICSTI 夏季学术会议每年都有来自十几个

国家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其会议规模以及国际影响力较大。 

本届会议主题为：迈向知识服务。会议共包括三个分论坛，其中分论坛一主题为：信息

资源建设与服务；分论坛二主题为：知识组织与知识发现；分论坛三主题为：信息环境构建。

分论坛邀请 3 名国外专家和 3 名国内专家作为分论坛联席主席主持会议（每个分论坛由 1

名国外专家和 1 名国内专家共同主持）。国外 3 名专家为：芬兰 VTT 技术研究中心 Kirsi 

Tuominen 女士、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科技信息研究所总干事 Pam Bjornson 女士和 ICSTI

执行委员会成员及特别顾问 Bernard Dumouchel 先生；国内专家为中信所总工程师武夷山先

生、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马费成教授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晓林教授。 

 

【学术交流】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叶步岚（Jon Janblonski）在我中心开

展为期半年的交流讲学 

中美富布莱特项目专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叶步岚（Jon Janblonski）在我中心

开展为期半年的交流讲学，讲授《参考咨询》与《图书情报全球视野》两门课程，并与我中

心师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学术交流】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 Roberta Stevens 女士来我中心访问讲学 

2011 年 5 月 24 号，美国图书馆协会（ALA）主席 Roberta Stevens 女士应邀来到我校

访问讲学，我校校友、美国旧金山市立大学图书馆梁奕教授陪同访问。访问期间，Roberta 

Stevens 主席愉快地接受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为 ALA 的国际机构成员，这也是 ALA 首次

接受中国的大学为国际成员单位。  

 Roberta Stevens 主席参观了信息管理学院和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对我院的发展历史、现

状及所取得的成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参观结束后，陈传夫院长和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汤旭岩

先生分别向 Roberta Stevens 主席赠送了礼物。 

随后， Roberta Stevens 主席为我院及中心师生作了题为“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Library Education and Librarianship”的精彩学术报告。Roberta Stevens 主席在报告中对比简

述了中美两国 21 世纪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环境，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的新问题；强调了从使

用者的角度考虑身为图书馆管理员所肩负的新使命；指明了图书馆服务和图书馆学教育发展

的新方向。与会师生针对学术报告内容以及有关图书馆服务转型、信息鸿沟和未来图书馆领

导者职业素养等前沿问题与 Roberta Stevens 主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据悉，美国图书馆协会（ALA）为全球最有活力、最有影响的图书馆专业组织之一，

在全球有近七万名会员。Roberta Stevens 主席是国际知名的图书馆资深专家，现任职于美国



国会图书馆，担任美国国家图书节项目经理达 10 年。该项目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与当时的第

一夫人劳拉·布什共同努力的结果，现任的荣誉主席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夫人米歇尔·奥巴

马。 

 

【学术交流】中心近期举行多场国际研究前沿学术讲座 

2011 年 5 月 30 日，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与信息学研究生院的 Lori S. 

Kendall 教授和 Jerome P. McDonough 教授，以及来自美国丹佛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

的胡箫女士来访，并分别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讲座。Jerome P. McDonough 教授的讲座以“虚

拟世界的数字信息保存：电脑游戏和数字保存”为题；Lori S. Kendall 教授讲座的主题是“个

人存档：图书馆与信息学的新兴领域”；胡萧女士则从音乐方面入手，为大家带来了题为“多

元化音乐情绪分类”的讲座。 

2011 年 6 月 9 日，美国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图书情报学院曾蕾教授，

为我中心师生带来一场题为“关联数据的发展以及图书馆和信息知识服务的前景”的讲座。 

2011 年 6 月 13 日，美国威斯康辛密尔沃基大学穆祥明博士为我中心师生带来一场题为

“Modality in medical image retrieval （医学图像检索的模式）”的讲座。 

2011 年 6 月 20 日，国际图联知识管理分会主席、美国艾莫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

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王雪茅，给我中心师生主讲“现在和未来的研究性图书馆工作方向转变对

信息学院学生培养目标的挑战”。 

2011 年 6 月 22 日，美国北德州大学信息学院任助理教授，副教授陈江萍博士来中心交

流，讲座题目为“图书情报研究及思索”。 

 

【资料建设】CASHL-----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资源共享绝好平台 

4 月 22-23 日， CASHL 管理中心、CASHL 华中区域中心（武汉大学图书馆）联合湖北

民族学院图书馆召开了“依托 CASHL 资源，服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宣传推广会议。来

自华中四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 30 多名代表聚集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共襄盛会。我

中心资料室主任傅西平老师也应邀参加会议。 

为使基地研究人员充分认识、了解 CASHL，更好地利用 CASHL资源和服务，服务于科研

教学，现就 CASHL 做一简要介绍。 

CASHL 简介 

 CASHL 是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的简称，本着“共建、共知、共享”的原则及“整体建设、分布服务”的方针。在教育

部统一领导下, CASHL 已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文献保障的服务

体系，同时 CASHL 也是全国性的唯一的人文社科文献收藏和服务中心，建立 CASHL 的最

终目标是打造“国家级哲学社科资源平台”。 

CASHL 中心 2002 年在北京初创；2004 年 3 月 15 日正式启动，形成全国和区域中心；

2006 年启动学科中心，吸纳了 10 个示范中心；2008 年 CASHL 的门户网站“开世览文”

（ http://www.cashl.edu.cn/portal/index.jsp）创建，从此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文献资源的窗口；

2009 年 CASHL 协调采购图书，成员高校达到 500 家，文献服务突破 40 万件；2010 年，开

展跨区域多馆际借书服务和西部馆员交流项目，支助四个成员馆.，文献服务更是突破 50 万

件，现已收藏有 11796 多种国外人文社科领域期刊，其中核心期刊 3586 种，资源量是启动

时的 5 倍，52 万种文科专款引进的外文图书，分藏在 70 个文专图书成员馆。 

如何获取 CASHL 资源 

      加入 CASHL 原文索取,可以个人用户注册，也可以集团用户名，若个人不注册，可直接

键入网站 http://www.cashl.edu.cn/portal/index.jsp 界面，然后在“个性化服务”下方显示的用户

http://www.cashl.edu.cn/portal/index.jsp
http://www.cashl.edu.cn/portal/index.jsp


名和密码两项中填写给定信息即可检索，CASHL 管理中心受教育部社科司委托，特地为各

基地设立了专门用户名和密码，信息资源中心也有专门的用户名和密码，在“开世览文”主页

填写后，就进入文献查询页，可见期刊、图书、文章、数据库、大型特藏文献、学科特色资

源等多个可选项目，若选查外文期刊，则点击进入刊名浏览页面，点击所需刊名，可见该刊

所有的卷期，选择自己所需或浏览最新一期点击，可见诸多篇名，需要全文就点击该篇名，

进入发出文献请求界面，再点击一个图书馆作为提供文献传递服务点，然后选择文献传递方

式，建议使用 Email,可在邮箱处更改为个人的电邮地址，几天后（一般三个工作日）就可以

收到所需的外文原文，笔者近日切身体会了一把，非常方便快捷，武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帮您

检索，并传递原文发到用户邮箱，当然还可以选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这三所学校图

书馆代为查找，或手工键入所需信息，提交 CASHL 中心在国内代为查找。 

 CASHL 优惠多多收费低廉 

      2008 年创建的门户网站“开世览文”资源丰富，目前服务满足率达到 90%，CASHL 提供

文献查阅完成的时间通常是 3 天以内，加急 24 小时内，但要收取 10 元加急费，文献传递服

务收费低廉，一篇外文文献均价 3-5 元，具体参见“开世览文”主页。 

      值得一提的是从 2011 年 4 月 18 日到 30 日，CASHL 在华中四省开展两周免费活动，活

动期间，四省注册用户，获取 CASHL 馆藏的期刊论文均可享受 100%补贴。无优惠期间，

按 CASHL 管理中心补贴方案享受半费补贴。 

      眼下中心还为每个基地账户提供 100 篇免费的 CASHL 馆藏文献（不包括代查代检），有

效期到今年年底。“开世览文”主页经常更新 CASHL 发展动态，更多信息请登录开世览文网

页饱览。（资料室） 

 

【科学研究】推动数字技术融入人文社科研究  全国首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落

户武大 

日前，我国首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在武大问世，中心将数字技术应用在人文资料处理与

存储上，致力于使人文社科研究学者从繁杂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中解脱出来，专注于高层

次的学术发现，从而提升研究效率。 

中心是依托信息管理等学科的独特优势，整合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有关力

量，在充分酝酿、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心主任、信息管理学院教授马费成介绍说，

数字人文的产生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其目标是将现代信息技术融

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过程中，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获取、标注、比

较、取样、阐释与表现的方式，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全面升级和创新发展。中心成

立后，将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全新的研究方法、工具和平台，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

式革命，促进跨学科研究发展，以及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中心将集中力量在数字人文基础理论与方法、数字人文相关技术与标准、数字人文通用

软件和平台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并将在全校范围内全力倡导和推动各类数字人文项目与交

流。 

据悉，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数字人文知名研究中心已有多家，如斯坦福大学人文实验室、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国际上已形成两大数字人文研究联盟，分别为国际

数字人文机构联盟和数字人文中心网络。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数字人文研究兴起以来，各类

数字人文项目已在语言学、文学、历史、文艺学、民族学等多个人文领域全面展开，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创新，以及国家文化传播和软实力提升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效果。 

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发展步伐的加快，借助跨学科联合研究，将现代信息技

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深层融合，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武汉大学数字

人文研究中心的成立，必将助力于我校跨学科研究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http://www.cashl.edu.cn:8000/search/specsearch.asp?artifact=6AF45E7DC156B7F0%3AgktcidtcfbtdddCTCAS%25%2525FD6F2C5688B2A9FDE10AEA
http://www.cashl.edu.cn/portal/portal/media-type/html/group/whutgest/page/cashlxkts.psml
http://www.cashl.edu.cn/portal/portal/media-type/html/group/whutgest/page/cashlxkts.psml


 

【咨询服务】罗紫初教授支教新疆大学载誉归来 

2011 年 5 月，我中心研究员罗紫初教授作为武汉大学第三批对口援疆老师，在新疆大

学圆满完成支教工作，载誉归来。 

 支教期间，罗紫初教授全程讲授了专业课程《出版学基础》，辅助该校编辑出版专业教

研室老师成功申报 1 项省部级课题，并针对人文学院师生、新疆大学师生、新疆大学出版社

员工开设了 3 场不同的讲座，为新疆新闻出版行业负责人作多场学术报告，帮助新疆大学出

版专业实现了业界与学校的沟通，为新疆大学编辑出版专业首批学员实习与就业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 

经历支教后，他深刻体会到，新疆的发展急需人才，而培训培养人才的师资，意义更为

重大。支教期间，他着力于帮助新疆大学出版专业培养师资力量，从资料的提供、备课的辅

助、课堂的讲授等各方面对教师进行培训。另外，罗紫初教授还经常应邀赴各族老师家中，

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感慨道：“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再次被派遣到新疆大学去工

作。” 

在罗紫初教授结束支教、离开新疆前，他授课的所在班级的 24 名学生联合签名表达了

对罗老师的不舍和感激：“您不远万里来到新疆大学给我们传授知识，在这春风和煦的四月，

我们因为您的到来，增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更坚定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时光转瞬即

逝，现在您要回去了，我们心中有万分的不舍，不舍您与我们之间的一份特殊的师生情”。 

罗紫初教授以高尚的师德、精湛的业务、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各种困难。他不但高标准

完成了承担的教学任务，还通过指导科研等方式，把武汉大学的先进教学理念带到了当地，

展示了我校的教学科研实力，扩大了我校在新疆大学乃至新疆区新闻出版界的影响，受到新

疆大学领导和师生的充分肯定和欢迎。 

 

【基地刊物】《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创刊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季刊）（Journa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于 2011

年 6 月创刊。该刊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教育部科技司主管，由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

报研究会及武汉大学主办，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承办。 

作为国内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内的第一本专业学术期刊，该刊立足信息资源管理及信息工

程管理学科，服务于该领域内的学术研究，指导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的各类信息资源管理及信

息工程管理的实践活动。刊物秉承“智慧与服务”的文华精神，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办刊

宗旨，关注中国社会信息化热点问题，为管理决策层提供智力支持，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信息

咨询服务。 

该刊拟设以下重点栏目：特约稿、理论前沿、技术进展、实践研究、政策法规、域外一

览等。 

 

【科学研究】简讯 

我中心新增 2 项基地项目，分别为罗紫初教授承担的“数字化出版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

与利用研究”、陆伟教授承担的“面向细粒度的网络信息检索模型及框架构建研究”； 

新增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分别为胡昌平教授承担的“国家创新发展中的信息服

务跨系统协同组织”、张玉峰教授承担的“企业竞争情报智能分析模型与方法研究”、査先进

教授承担的“信息资源配置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研究”； 

新增 1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该项目为黄先蓉教授承担的“出版产业国际竞争力研

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