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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副校长一行来访 

2014 年 1 月 13 日上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副校长约翰纳斯•布里茨

（Johannes Britz）教授、 研究生院院长大卫•余（David Yu）、信息研究学院院长 Wooseob Jeong

教授、迪特马尔•沃尔夫拉姆教授（Dietmar Wolfram）一行四人访问我校。常务副校长冯友

梅、本科生院院长陈传夫、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方卿、党委书记曾一昕、副院长黄如花、副院

长陆伟、外事办公室主任周力虹，在行政楼二会议室热情会见了该代表团，并对他们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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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热烈欢迎。 

席间，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并对未来双方的合作充满信心和期待。该代表团此行是

为了签署信息科学本科学位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从而推动双方在信息科学领域的本科生联合

培养项目上的国际合作。常务副校长冯友梅指出，双方的此次合作是一个里程碑，为日后的

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约翰纳斯•布里茨则表示，武汉大学是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

基分校的好伙伴，希望以后能有更广泛的合作机会。之后，冯友梅校长和约翰纳斯•布里茨

校长签署了信息科学领域的本科学位项目备忘录。 

协议签署后，约翰纳斯•布里茨教授为师生做了一场题为“Big data- an ethical reflection”

的学术报告，由资深教授马费成先生主持，现场座无虚席。 

Britz 教授指出，所谓大数据，即万物皆数据（Everything is Data）。过去 Francis Bacon

有句话是“Knowledge is Power”，现在看来，应该是“Datafication equals power”，大数据已经

深刻影响到运动、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大数据的到来，也意味着隐私的终结。通过 Britz

教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大数据，或者数据科学，是新兴的方向和产业，值得更多人投入

研究和利用。 

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条理清楚，现场的互动十分活跃，大家对大数据管理的相关

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座师生无不感到受益匪浅。 

 

【学术交流】马费成教授、方卿教授一行赴德参加 2014 年 iConference 

2014 年 3 月 4 日至 7 日，马费成教授、方卿教授、吴丹副教授和姜婷婷副教授一行出

席了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召开的第 9 届 iConference。 

       iConference 是全世界信息科学界的年度盛会，致力于通过跨学科交流不断扩展信息研

究的边界。对于新观点、新领域的开放态度是 iConference 的主要特点，参会的专家学者能

够感受到活跃的学术氛围，享受高质量的报告发言。 

        每年 iConference 均由 iSchools 联盟的成员之一主办召开。今年会议的主办方为洪堡大

学的柏林图书情报学院，协办方为哥本哈根大学的皇家图书情报学院。 

        此次是第一次在欧洲举办的 iConference，超过 450 位与会人员齐聚柏林，就信息行为、

人机交互、图书情报教育、信息系统、社交计算、信息政策、知识管理、信息检索、信息组

织、数字保存等领域的前沿主题进行了交流探讨。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会议期间，马费成教授带领学院及中心代表与其它 iSchools 的代表进行了密切的非正

式交流，对于多项合作事宜相互表达了意向，并且为学院及中心申请主办 iConference 作出

了积极准备。方卿教授出席了 iCaucus 会议，在长达 6 小时的会议中与数十位来自于美洲、

欧洲、亚洲的 iSchool 院长深入商议了有关 iSchools 组织管理与发展的多项议题。姜婷婷、

吴丹副教授分别宣读了论文

A clickstream data analysis of users’ information seeking modes in social tagging systems 和

Comparing IPL2 and Yahoo! Answers: a case study of digital reference and community based que

stion answering。姜婷婷副教授还应邀参加了讨论组

Where does originality end and plagiarism start? 

        此次参加 iConference 不仅进一步增强了我院及中心在全球信息科学界的学术声誉和知

名度，而且为我院及中心与世界一流 iSchools 加强合作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对于学院及

中心的长期战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咨询服务】合办第二期图书馆馆长及业务骨干高级研修班 

3 月 17 日，由我院及中心与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共同举办的

第二期图书馆馆长及业务骨干高级研修班顺利开班。院党委书记曾一昕教授，副院长彭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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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黄如花教授，图书馆学系主任司莉教授，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旅黄、

人民邮电出版社副社长李文院友出席开班典礼。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余名图书馆馆长及业务

骨干参加。 

曾书记代表学院对第二期图书馆馆长及业务骨干高级研修班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他简

要介绍了武汉大学的历史沿革以及图书馆学专业学科实力与师资力量，祝愿广大学员在汉期

间学习进步、生活愉快。 

宋旅黄董事长和李文副社长先后致辞，各自代表举办单位热烈欢迎研修班全体学员，表

示一定紧密配合，为学员在汉期间的学习生活提供周到服务。 

本期培训班一共历时 5 天，陈传夫、肖希明、黄如花、司莉、冉从敬、吴丹老师参与授

课，武汉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洪元院友，来自台湾的陈建安博士等业界人士应邀在研修班上

交流经验心得。 

本科生院院长陈传夫教授、副院长彭海文研究员、图书馆学系主任司莉教授出席结业典

礼。 

 

【咨询服务】合办公共图书馆馆长高级研修班 

3 月 26 日，由我院及中心与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化学工业出版社共同举办的

公共图书馆馆长高级研修班顺利开班。院长方卿教授，副院长彭海文研究员、黄如花教授，

图书馆学系主任司莉教授，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旅黄、化学工业出版社总编

潘正安等出席开班典礼。 

方卿院长代表学院致欢迎辞，对高级研修班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他简要介绍了学院历

史沿革、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情况，祝愿广大学员在汉期间学习进步、

生活愉快。 

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旅黄、化学工业出版社总编潘正安先后致辞，各自

代表举办单位热烈欢迎研修班全体学员，表示一定紧密配合，为学员在汉期间的学习生活提

供周到服务。 

本次研修班历时三天，方卿教授、黄如花教授、肖希明教授、司莉教授先后授课，化学

工业出版社总编潘正安，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应邀与来自全国 10 多个省份的 20 余名公共

图书馆馆长开展同行交流。期间，高培中心组织学员参观了周恩来故居、湖北省图书馆等活

动。 

 

【学术交流】博士生余厚强赴美参加第四届杜克-北卡中国领导力峰会 

2014 年 3 月 28 日-30 日，武汉大学受邀参加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举办的第四届杜克-北

卡中国领导力峰会，我中心 2013 级情报学专业博士生余厚强和计算机学院 2010 级本科生刘

涵宇代表我校参加了此次峰会。他们是中国大陆地区仅有的两名参会成员，向世界传递了积

极的“中国声音”。  

此次峰会以“中国梦：当理想照进现实”为主题，有来自包括哈佛、耶鲁在内的美国 20

多所知名高校共 110 多名学生代表参加。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外交政策高级顾问 David 

Shambaugh 致开幕辞，会上 Bonnie Glasser、Issac Stone Fish 等多名资深中国研究人士做了

主题报告。与会者广泛讨论了中国近年国际地位、区域政治、劳工问题和台湾问题等热点话

题。会上，余厚强、刘涵宇两位同学积极参与了“中国梦”、“中美关系”、“中国政治”等问题

的讨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流利的语言表达，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学术交流】李永进研究员应邀到信息资源研究中心进行学术访问 

2014 年 4 月 10 日，应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信息资源研究中心邀请，北京市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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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李永进研究员来我院进行学术访问，双方就科研合作、人才培

养、产学研合作基地建设等事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前一阶段的合作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

肯定，并就双方未来的合作方向和合作方式达成了基本意向。 

2014 年 4 月 11 日上午，李永进研究员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报告——

“漫谈创新的动力和源泉”。李永进研究员首先从创新的内涵、形态和特征出发，说明了创

新思维对于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意义。接着，以“钱学森之问”为切入点，分析了教

育机构在创新思维人才培养方面的认知过程，并以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陈寅

恪和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耶罗的学术成长历程为例，说明了创新实现的内外因。李永进研

究员结合自己的体会，总结出创新实现基础条件：①创新是以自由的人的个体积累为基础；

②创新需要良好的制度化环境和物质基础；③创新范畴的东西需要插上思想的翅膀；④人才

成长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过程。最后，应同学们的要求，李永进研究员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

究院的人才培养政策和创新实践向大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欢迎同学们到北京市科学技术

研究院实习和工作。 

 

【咨询服务】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出版发行培训班顺利举办 

4 月 13 日上午，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培训班在我校顺利开班。副

院长彭海文研究员，出版科学系副系主任张美娟教授，培训班班主任吴永贵教授，沈阳教授

等出席开班典礼。 

副院长彭海文代表学院热烈欢迎培训班全体学员，他简要介绍了我院学科特色、人才培

养特别是短期培训等方面的情况，祝愿全体学员在汉期间学习进步、平安愉快。张美娟教授

代表出版科学系讲话，希望全体学员珍惜学习机会，学有所思，学有所成。 

本次培训历时 13 天，学员集中学习了出版市场研究与营销管理、出版政策法规与应用、

国际数字出版现状与趋势、出版编辑策划、新媒体产品开发与营销、出版业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消费者心理学/行为学等专题，开展了多场专题讲座、小组讨论与参观交流活动。 

4 月 25 日下午，举办了结业典礼。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培训学院执行

院长胡建勇，人力资源部部长胡勃，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培训学院副院长蒋雪湘，副院长彭

海文研究员，出版发行系主任徐丽芳教授、副系主任张美娟教授为每位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 

院长方卿教授在结业典礼前会见了胡建勇一行，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洽谈。 

 

【咨询服务】承办工信部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系列活动 

4 月 26 日，工信部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系列活动在武汉大学人文馆顺利开

启。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处长周健等，江西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吴治云等，湖北省经信委、中小

企业局等有关部门领导，我校副校长谢红星，校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甘泉，院党委书记曾一

昕、副院长彭海文出席活动开幕式。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副书记张晓峰主持。 

副校长谢红星代表学校热烈欢迎各级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企业家朋友。他简要介绍了武

汉大学的悠久历史和办学实力，感谢社会各界对武汉大学的关心支持，对中小企业领军人才

培训班的有关工作给予肯定。 

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处长周健介绍了领军人才培训班的相关情况，对武汉大学领军人才培

训的特色与成绩给予赞赏，表示将为中企业领军人才争取更多资源与平台。江西省、湖北省

等相关部门领导相继讲话，表达对中小企业及企业家的关心支持。 

据悉，本次活动系 2014 年领军人才商业思潮巡回周的重要一站，期间举办了首届中小

企业珞珈山论坛、工信部领军人才武汉大学培训班一期、二期结业典礼和四期开班典礼等活

动，200 多名优秀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参训。本次培训除专家授课外，来自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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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办学机构学员，赴东湖高新区和东西湖区交流考

察。 

2011 年 9 月，工信部与国务院国资委启动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计划，主要针对

成长性良好、在区域或行业中处于龙头骨干地位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及高级职业经理人，

每年培训 1000 名领军人才，旨在培养一批具有战略眼光、开拓精神、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

感的优秀企业家，为中小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武汉大学是该培训项目指定实施机构，具体承办工作由我院及中小企业领军人才项目办

公室承担。学院高度重视项目实施工作，从人员、政策、场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项目负

责人朱晓驰老师付出大量辛勤劳动。该班至今已成功举办 3 期，累计培训企业家 114 人，第

4 期培训班（江西班）已正式开课。 

 

【学术交流】王雪茅教授率研究团队到信息资源研究中心进行学术访问 

2014 年 6 月 10 日上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图书馆馆长王雪茅教授、加拿大麦克玛斯特

大学图书馆馆长 Vivian Lewis 教授、美国莱斯大学方德伦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中心主任

Lisa Spiro 教授来到信息资源研究中心进行学术访问。此次访问的目的是了解在不同语言、

文化环境下，“数字人文”的发展情况。 

三位学者与信息资源研究中心马费成教授、董慧教授、陆伟教授、历史学院院长陈伟教

授、文学院副院长于亭教授以及其他年轻学者进行了座谈，就“数字人文”展开了广泛的学术

讨论和交流。 

马费成教授首先对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和数字人文中心的基本情况、机构特点、

人员组成进行了简要地介绍。随后，王雪茅教授谈到此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了解数字人文研究

中心在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中心的教学和研究对“数字人文”的传播和发展产生的影响；中

心对“数字人文”在当地（国家或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产生的影响；中心对“数字人文”在国际

上的传播和发展产生的影响。 

为了让三位学者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中心与“数字人文”相关的研究，参与座谈会的各位

教授和年轻学者对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陈伟教授介绍了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

心简帛研究的成果；于亭教授介绍了自主开发的《古音汇纂》数据库的研究进展；汪超博士

后介绍了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的建设情况；徐雷博士介绍了中华史籍分析系统的研究

成果以及敦煌文化保护项目的研究情况。在每位的介绍之后，三位外国学者从项目参与人员

知识结构、人员培训情况、成员间合作交流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提问。在介绍和访谈中，三位

学者对中心在“数字人文”的传播和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有了全面的认识。 

 

【人才培养】2014 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暑期学校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6 月 22 日上午，2014 年全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暑期学校开学典礼在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新大楼三新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出席开学典礼的嘉宾有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

院长、培养处处长夏义堃老师，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方卿教授、党委副书记王华老师、副院长

彭海文研究员、黄如花教授、陆伟教授等。受邀嘉宾、授课专家代表及来自全国 30 多所高

等院校或科研院所的暑期学校学员 100 余人齐聚一堂，参加了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信息管

理学院副书记胡伟老师主持。 

研究生院副院长夏义堃老师发表致辞。她首先代表武汉大学对各位学员和嘉宾的到来表

示欢迎，并进一步指出学术交流活动、学术氛围对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意义。她表示，武汉

大学一直非常重视研究生教育，尤其是武汉大学近期共将举办 16 场暑期学校和论坛，以此

促进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她进一步提出了暑期学校对学员参与活动的学术领导力培养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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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最后，她预祝本次暑期学校圆满成功，希望暑期学校的学员能够通过暑期学校建立学术

纽带，为专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信息管理管理学院院长方卿教授发表讲话，他以非常风趣、诙谐的语言欢迎各位学员来

参加暑期学校。方卿教授回顾了信息管理学院的发展历史，介绍了信息管理学院人才培养的

成果，对参加学习的学员提出了学习要求，希望学员能够珍惜参加暑期学校这场学术盛宴的

机会，认真学习，加强交流，砥砺思想。最后他祝愿暑期学校能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谈伟同学作为学员代表进行发言。他对能够入选此次暑期学校感到

非常荣幸，并向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表示诚挚的谢意。他用自己对“一组毕业照片，一位

长者-刘道玉老校长，一支队伍-武汉大学辩论队，一个学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四个一

来概括自己对武大、对信息管理学院的感受，阐述了自己对武汉大学和武大人所彰显的自立

与自强、担当与情怀、哲思与才情的认识。最后，他代表与会学员表态，将珍惜这次学习机

会，力争圆满结业。 

据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排名第一，拥有专业领域

最为权威的师资力量，2012 年曾经举办第一届全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暑期学校，

此次已是第二次举办研究生暑期学校。暑期学校期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从南京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国内兄弟院校和科研院所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顶

尖学者为学生传授专业知识，除此之外还安排了三新书业、红麦软件等知名企业的领导和负

责人从抓住市场脉搏的角度出发为学生讲授创业知识和理念，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视野。 

 

【咨询服务】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战略高级研修班顺利举办 

6 月 24 日上午，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战略高级研修班顺利开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副局长孙寿山、数字出版司司长张毅君、人事司副司长蒋茂凝等，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

长张良成等，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传中教授，院党委书记曾一昕教授、副院长彭

海文研究员，出版发行学系主任徐丽芳教授、副系主任张美娟教授、班主任姚永春副教授出

席开班典礼。典礼由院长方卿教授主持。 

王传中教授代表学校致欢迎辞，感谢总局领导和业界朋友对武汉大学的关心支持。他简

要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和出版发行学的学科优势，祝愿全体学员学有所获、生活愉快。 

张良成局长代表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致辞，向学员们介绍了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行业

的基本现状、发展态势和优势特色，欢迎广大学员到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单位交流研讨。 

孙寿山副局长做重要动员讲话。他代表总局对参与研修班筹备工作的全体同志表示慰问，

对武汉大学和湖北省局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他从“深刻把握数字出版发展态势、努力提升

数字出版创新发展能力、争做推进产业发展的排头兵”等三个方面向与会学员提出殷切期待。

他要求全体学员端正学风，遵守纪律，更新知识，提升能力，为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业的跨越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院长方卿教授代表学院感谢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表示将高度重视研修班的各项工作，

为全体学员在汉期间学习生活提供周到服务。 

校党委书记韩进在开班前会见了孙寿山副局长一行，与会人员就行业发展动态、人才培

养、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了愉快的交流，表达了进一步加强联系和深化合作的共同愿望。 

据悉，此次研修班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总局武汉大学高级出版人才培养基地

承办，来自全国 40 余家新闻出版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将开展为期一周的学习研讨。出版发行

系精心设计了研修方案和课程体系，相关老师付出大量辛勤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