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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
在呼和浩特成功举办
□ CASHL管理中心 朱本军

2 0 19 年 8月14日-17日，主 题

“图书馆与文献、出版、教育”以及

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东亚馆中文

为“图书馆与社会发展”的“第五

“图书馆与资源、企业、社会”等

部乔晓勤主任分别为一等奖、二等

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

三个分主题作了26个学术报告。报

奖获得者颁发证书。

在呼和浩特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

告中，各报告人对图书馆与社会发

本次学术研讨会在主办方的精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展、学术图书馆特色资源的使用与

心策划下，内容充实、量大质高、精

（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保护、少数民族文献资源的开发利

彩纷呈，取得圆满成功。“中美高校

Humanities Library, CASHL）、北美

用、图书馆信息素养、开放获取资

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 是CASHL和

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Society of

源以及版权服务等方面深入介绍，

SCSL为图书馆员学术交流而搭建的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s, SCSL）、

并提出了相应的看法与意见，与会

国际平台。论坛自2011年启动以来，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

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已连续举办五届，影响力不断提升，

会 联 合 主办。C A S H L 管 理中心 主

论坛共收到全球51个机构的57

参会人数和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也不

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教

篇征文，经过同行评审，18篇论文

断得到刷新。本次论坛对于转型中的

授，SCSL主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荣获一等奖，15篇荣获二等奖。会

中美高校图书馆提供了一次宝贵的

校东亚图书馆程洪教授出席会议并

议期间，CASHL管理中心主任/北

交流机会，将有利于继续推进中美图

致辞，来自海内外的图书馆领域的

京大学图书馆陈建龙馆长、SCSL主

书馆员在资源建设、学术研究和社

1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

会发展方面的深度合作与发展。2021

论坛在 “图书馆与社会发展”

程洪教授、CASHL管理中心副主任

年“第六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

主 题 下 围 绕“ 图 书 馆 与 学 术 ”、

/北京大学图书馆姚晓霞副馆长、加

论坛”将在中山大学举办。

www.cash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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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世览文名师讲堂”第 16 期成功举办
□ 武汉大学图书馆 廖莎

2019年10月29日19:00-21:00，
由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HL）主办，武汉大学图书馆
承办的“开世览文名师讲堂”第16
期《开罗会议与琉球问题》成功举
行。本次讲座邀请了武汉大学国际
问题研究院教授、武汉大学日本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林泉忠教授担任主
讲人，武汉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鹏
和张洪元两位老师共同主持讲座。
本次讲座采用现场+网络在线

福就琉球归属问题的立场之谜。听
众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讲座结束后，张洪元副馆长对
林教授精彩讲座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在互动提问环节，听众就“有

并向听众表达了诚挚的谢意。欢迎

关琉球的归属问题，当年清朝与日

大家持续关注开世览文名师讲堂，

林教授运用第一手外交档案资

本的谈判，最终并没有签署任何协

扫码回看学习。

料详细介绍了开罗会议与琉球问题

议，可不可以说琉球的领土问题，

相关情况，包括开罗会议前蒋介石

是‘悬而 未 决’？”、“开 罗会 议

指示下民国政府设置的国际问题讨

上，罗斯福再三问蒋介石要不要收

论会、就琉球战后地位问题进行激

回琉球，蒋不是回答要，而是‘中

烈讨论的来龙去脉及其结果与影响，

美共管’，蒋介石后来有后悔吗？”

全球瞩目的开罗会议前中国“琉球条

、“现在的琉球人或冲绳人究竟是

款”的出炉，以及开罗会议期间“蒋

如何理解琉球的主权问题的？”等

罗会”就琉球归属处置的讨论及其

提出问题，林教授都一一做出细致

影响，揭开众说纷纭的蒋介石对罗斯

的解答，得到听众一致好评。

直播形式开展，吸引近600余名听众
（现场+线上）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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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L 采购 Brill 电子图书持续增长
□ CASHL管理中心 章琳

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于1683年创立于荷兰莱顿，
专注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出版，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

续稳步增长。至2019年采购完成后，累计采购书量已达到
3,403册。

史，其出版物经过严格与高标准的同行评审，在学术界享
有高度专业的美誉。

CASHL采购的Brill电子图书以新书为主，近五年出版
的新书比例达到60%以上。采购重点多集中于博睿的优势

Brill 图书一直属于各高校图书馆重点收藏。自2016

出版学科，包括：亚洲研究、国际法、历史、古典研究、

年起，CASHL以集团采购模式引进Brill电子图书。集团采

文学与文化研究、哲学、教育学、语言与语言学研究等学

用共建共享模式，参加集团的各成员馆不重复订购、共

科领域。

享馆藏、对采购书目拥有永久访问权。经过四年的发展，
集团成员扩大到14家CASHL中心馆，集团采购图书亦持

由于电子图书方便易用，三年来，CASHL成员馆累计
下载量已超过30,000次。表1为最受关注的十本Brill图书。

表1：最受关注的十本Brill图书书目
e-ISBN

书名（主标题）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Rural
9789004322493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since
1949
Asia-Pacific and the
9789004310711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Sea
9789004329317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Shipping

The Challenge of Conflict:
International Law Responds
An Anthropological Lifetime in
9789004302877
Japan

书名（副标题）

中文书名

学科分类

1949年以来的中国农业改革与
亚洲研究
乡村转型
Regional Legislative and Policy
Approaches to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the Re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9789047408208

亚太地区海洋法与其实施:
海洋法公约下的区域立法与 国际法
政策思考
气候变化和国际航运: 减少
国际法
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框架
冲突的挑战:国际法的回应

The Writings of Joy Hendry

9789004314306 English in Malaysia

Current Use and Status

9789004322998 Art and the Brain

Plasticity, Embodiment and the
Unclosed Circle

在日本，人类学的一生: Joy
Hendry作品集
马来西亚的英语语言研究:
当前的英语应用与地位
艺 术 和 大 脑 : 可 塑 性 ，体
现，和未闭合的圆

国际法
亚洲研究
语言与语言学
文学与文化研
究

9789004258082 Asian Women and Intimate Work

亚洲女性和亲密的工作

亚洲研究

9789004217584 Brill's Companion to Herodotus

博睿希罗多德手册

古典研究

博睿的出版物多以系列书的形式呈现，这些系列书

含了博睿许多非常经典的系列，例如：《历史唯物主义

大部分都在同一学科主题下，有很多系列由于选题、学

系列》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 Series）、《谟涅摩

术价值高而广受学者关注。在CASHL采购的图书中，包

叙涅古典语言文学研究》（Mnemosyne, Supplements）、

www.cash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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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顿汉学》（Sinica Leidensia）、《博睿思想史研究》

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吉

（Brill's Studi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等经典系列。此外，

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清华

在CASHL采购的图书中，还包含有美国图书馆协会杂志

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订购成员馆

Choice评选出的年度“杰出学术出版物”（Outstanding

用户可以通过合法IP直接访问，其他成员馆及注册用户可

Academic Titles）。

以通过CASHL门户网站——“开世览文”文献传递服务获

Brill电子图书订购成员馆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

取文献。

部分CASHL订购的获奖书目
Japanese Fiction of the Allied Occupation Vision, Embodiment, Identity

同盟占领时期的日本小说：视点、具现与身份
获得美国Choice杂志的2007年“杰出学术出版物”奖
作者：Sharalyn Orbaugh（密歇根大学）

Everyday Life in Joseon-Era Korea Economy and Society

朝鲜王朝的日常生活：经济与社会
获得美国Choice杂志的2014年“杰出学术出版物”奖
作者：Michael D. Shin（剑桥大学）

Fire over Luoyang A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23-220 AD

洛阳战火：东汉历史，公元23-220年
获得美国Choice杂志的2017年“杰出学术出版物”奖
作者：Rafe de Crespigny（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sian Women and Intimate Work

亚洲女性和亲密的工作
获得美国Choice杂志的2014年“杰出学术出版物”奖
作者：Ochiai Emiko（京都大学）

Marxism and Criminology A History of Criminal Selectivity

马克思主义与犯罪学: 刑事选择性的历史
获得美国Choice杂志的2017年“杰出学术出版物”奖
作者：Valeria Vegh Weis（纽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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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禽鸣早 尽可览文书
——2019年CASHL华北区域优惠活动总结
□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牛晓菲

基于“联动宣传，普惠用户”的工作出发点，2019
年6月10日-6月23日，CASHL华北区域中心如期开展了
“仲夏禽鸣早 尽可览文书”为主题的区域年度优惠活
动，活动特点总结如下：

注重联合，提升成员馆参与度
2019年区域优惠活动，除泛化宣传外，从初期的宣
传海报设计到活动总结的所有环节，邀请了不同成员馆
参与其中：海报主要由华北电力大学图书馆馆员设计而
成；活动开展期，邀请南开大学图书馆、北京外国语大

南开大学图书馆联动宣传

CASHL资源篇软广推文

学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
保定学院图书馆等做线上联动宣推，提升成员馆参与度
的同时，也有助于活动宣传效果的改善。

宣推资源充分利用，案例介绍自然软广
CASHL通过视频大赛、海报大赛，筛选出很多优质
宣推资源，有待充分利用；同时受北师大图书馆“小图
微课”的启示，认识到当前学生相比“硬广”，更愿意阅
读“软广”，“软广”也可以嵌入更多的操作或说明细
节，传达更多信息给用户。因此，两者相结合，使用两份
CASHL视频大赛获奖作品，以案例介绍的方式，设计了
CASHL服务篇与资源篇的推文，并共享给成员馆。

www.cash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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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工作方向，发展馆际互借成员馆
随着网络的发展、OA资源的增多等综合因素，用户获取期刊文献更加容易，CASHL文献传递量有所下降，馆际互借
量平稳上升。但在CASHL快速成长发展期间，很多成员馆只签订了CASHL文献传递服务协议，并未签订CASHL馆际互借
服务协议。为适应业务趋势，活动期间，尝试邀请3家华北区域成员馆开通CASHL馆际互借服务，其中华北电力大学图书
馆（保定）加入该协议，开通馆际互借服务。

保定学院 线下讲座

依据用户数据，挖掘潜在用户群体
面向本校读者的宣传， 依据后台数据，结合日常宣传工作，筛选出从未走入宣推，且可能是CASHL潜在用户的院系
群体，作为校内活动宣传重点对象。北师大图书馆联合学科馆员，面向法学院、社会学院，开展“CASHL资源与服务”为
主题的线下讲座，受到用户肯定。

走入社会学院宣传CASHＬ
通过以上不同方向的探索实践，丰富了本年度的CASHL华北区域优惠活
动，同时希望能够和同行交流更多的服务宣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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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契机 精准宣传
——CASHL东北区域中心2019年宣传侧记
□ 吉林大学图书馆 李爱华

为了完成“共享CASHL资源服务，尽在北国金秋十月——CASHL东北区域优惠活动”计划，CASHL东北区域中心
的同志未雨绸缪。在优惠活动到来之前，区域中心和成员馆一起积极行动起来，利用不同方式，开展CASHL资源与服
务宣传。希望通过区域中心和成员馆的积极互动和共同宣传，区域优惠活动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一、抓住契机，借助馆长会议宣传CASHL
2019年6月3日，在哈尔滨龙海世纪大酒店，举办了
2018年度黑龙江省高校图书馆馆长工作年会，会议的主
题是“扬帆远航、再创辉煌”，此次年会共有来自黑龙
江省的56所高校图书馆的馆长、书记、副馆长、馆员大
约100多位代表参加。
这 次 会 议 邀 请了C A S H L 东 北 区 域中心 —— 吉 林
大学图书馆李爱华老师做专题报告，借此契机，宣传

www.cash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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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L，为参会者讲述《CASHL特色资源与服务》。报

年的CASHL优惠活动，积极协调成员馆有针对性地对

告详细地总结了黑龙江省加入CASHL情况，CASHL的

CASHL优惠活动进行宣传。其中，利用教师节组织成员

特色资源，CASHL服务与优惠政策等，并提出了黑龙江

馆在本校宣传，取得不错的效果。如东北师范大学人文

省高校图书馆未来利用CASHL，共享CASHL资源的意

学院图书馆就是宣传的典范。

义和发展趋势，CASHL在资源共建、共享，助力科研方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CASHL优惠活动即将开始，

面的优势。通过专题宣传与详细讲解，一些参会者受益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图书馆为使本校读者借此机遇

匪浅，当场与其协商将加入CASHL，成为CASHL的成员

使用CASHL，适时准确地收到所需文献，及时在图书馆

馆。据调查，黑龙江省已经有多家参会高校图书馆提交

主页、微信公众平台、QQ群等平台发布通知，针对有

了申请要求加入CASHL，享用CASHL资源与服务。到目

需要的教师读者利用电话联系沟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

前为止，黑龙江工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分校、

效果。在这次优惠活动中，文献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社会

黑龙江财经学院、黑龙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这

学、文学、艺术、外国语、学前教育等学科，共收到请求

四所学校已经正式成为CASHL成员馆。

近700条，新增用户5人。

二、抓住契机，利用成员馆开展优惠活动
宣传
众所周知，宣传CASHL资源与服务，是CASHL每
年工作的一部分。今年，CASHL东北区域中心结合下半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图书馆，抓住优惠活动这次
契机，请求量比平时有很大的提升。另外，吉林医药学
院、长春建筑学院图书馆的宣传方式，亦值得区域中心
其他成员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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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攻玉，开世暖心
——CASHL心理学学科优惠活动报道
□ 浙江大学图书馆 谢敏

2019年10月8日—10月25日， 由浙江大学图书馆组
织的CASHL心理学学科优惠活动如期举行。此次活动

越多，优惠活动期间得到读者诸多良好的反馈。读者如
是说：

面向全国CASHL直通车用户，发挥浙江大学图书馆心理
学学科的馆藏资源与服务优势，让CASHL用户充分体验
CASHL高效便捷的文献保障服务，使CASHL更好地助力
广大师生的学习与科研。
为方便本校师生更好地了解CASHL的资源、享受
CASHL的优惠服务，浙江大学图书馆采用多
种宣传方式进行推广，除了以往的宣传渠道：
图书馆主页、邮件、讲座等，还充分利用QQ、
微信等新媒体开展生动活泼的宣传：拥有1300
余人的浙江大学图书馆读者QQ交流群多次发
布活动的通知，并有非常敬业的专职馆际互借
员及时解答读者在使用CASHL过程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这样高效的沟通让读者有良好的体
验；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CASHL的资源与服

工作人员认真解答读者的问题

务，获得读者的高度关注。浙江大学图书馆结
合本次优惠活动，为CASHL用户提供一定的礼
品，并设置了一、二、三等奖，得奖的师生高
兴地说：“免费借到所需资料还有礼品拿，这
服务太温暖了”，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高度的
认可。
此次活动期间本馆的CASHL新用户数
量、申请数量，特别是借书的申请量都有一定
的提升，关注CASHL的资源与服务的师生越来

www.cash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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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世览文 崇法明理
——CASHL法学学科馆藏资源优惠活动报道
□ 厦门大学图书馆 林奕纯

2019 年10月10日-25日，由厦门大 学组 织 策 划的

邮件、QQ群等方式向相关院系师生定向推送CASHL服务

CASHL法学学科馆藏资源优惠活动在全国CASHL成员馆

及优惠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厦门大学图书馆结合同期开

中展开。此次活动以“开世览文 崇法明理”为主题，向所

展的“CASHL集市”及“CASHL荐书”活动进行CASHL

有CASHL直通车用户提供CASHL馆藏法学学科的资源优

服务的线下推广，通过现场注册送好礼的形式，向读者发

惠服务，旨在推动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为“一带一

放文创好礼，把本次优惠活动推向高潮，短短1小时左右

路”倡议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法学研究、法律服务和法治

CASHL新注册用户达到150多人次。

保障。

通过系列措施，此次活动宣传达到了一定成效，活

作为此次活动的发起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精心制作

动期间本馆CASHL新用户数量及CASHL相关的服务咨询

了“CASHL账号注册及申请提交流程”，并嵌入活动通

量均有明显增加，扩大了CASHL在用户中的影响力。但后

知中，方便成员馆进行活动宣传。活动期间，厦门大学图

台数据显示，活动期间内活跃用户并没有显著提升，分析

书馆在大厅宣传屏幕上滚动播放了此次优惠活动的通知

其原因可能是，开学初期用户在教学科研外的任务及活动

及CASHL宣传视频，直观而生动地推广了此次活动。此

繁多，并非使用文献的高峰期。今后在学科活动的组织策

外，此次优惠活动时值厦门大学图书馆新生培训期及活

划时，我们将立足用户需求情况，科学地选择优惠活动时

动推广期，借此契机以学科馆员为中介，通过培训讲座、

间，以达到更好的服务推送效果。

大厅屏幕宣传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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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注册有礼”活动

i学堂系列讲座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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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开发，共建发展
——CASHL走进阿坝师范学院
□ 阿坝师范学院图书馆 艾胤江 四川大学图书馆 李禾

2019年10月11日，“四川省高校

军、CADAL管理中心秘书处陆国强

绍。在致辞中，凌校长充分肯定了

CALIS、CASHL、CADAL平台资源

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会议，电子科技大

CALIS、CASHL、CADAL平台的

服务与研讨会”在阿坝师范学院召

学、成都理工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

资源和服务对阿坝师范学院信息化

开，会议由CALIS 西南地区中心、

28个高校图书馆领导和工作人员60

建设工作、科研教学工作产生的积

CASHL 西南区域中心、四川省高等

余人参加会议。

极作用。四川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阿坝

会议开幕式由电子科技大学图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跃武

师范学院图书馆承办。阿坝师范学

书馆杜丽馆长主持。阿坝师范学院

教授在致辞中，向阿坝师范学院校

院副校长凌道明教授，四川省高等学

副校长凌道明教授致欢迎辞。凌校

领导、图书馆领导及工作人员对会

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

长在讲话中首先对远道而来的各位

议召开的大力支持和辛苦付出表示

书长、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党跃武

嘉宾领导表示欢迎，并对阿坝师范

感谢，对参会的同仁们表示欢迎和

教授，CASHL管理中心秘书长朱本

学院及图书馆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

感谢。

会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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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专 家 报 告 ”阶 段 由 四

做了阐述与展望。

阿坝师范学院图图书馆赵保华教授

川师范大学图书馆曹成建馆长主

三位专家对CALIS、CASHL、

以《以服务为中心提升管理与建设

持 。C A S H L 管 理 中 心 朱 本 军 以

CADAL平台资源服务与利用的

能力——奋进中的阿坝师范学院图

《CASHL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服

分 析 和 介 绍，加 深 了 与 会 人 员 对

书馆》为主题，回顾阿坝师范学院

务》为主题，从建设背景、平台内

CALIS、CASHL、CADAL平台的

图书馆自1978年建立至今的发展情

容、服务对象、发展规划四个方面

整体认识，也解答了各位图书馆工

况，阐述了阿坝师范学院图书馆在

对C ASHL的相关情况进 行了具体

作者在CALIS、CASHL、CADAL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

介绍。

平台的实际使用中可能会产生的问

文化传承创新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题和疑惑。

并对阿坝师范学院图书馆学生管理

CADAL管理中心金佳丽作了
主 题 为《 开 放 赋 能 ，守 正 创 新 ：

在四川省部分高校图书馆代

委员会团队建设、自助借还系统建

CA DA L 项目近期建设综述》的报

表工作经验交流分享阶段，由成都

设、阅读积分制度建设等工作发展

告，在报告中着重对CA DA L 近几

理工大学图书馆何政伟教授主持。

情况做了详细介绍。

年在各高校的发展情况以及各类合
作 情 况 进 行 介 绍，并 对 C A S H L 、
CADAL两个平台内容及性质的异
同做了分析阐释。
CALIS 西南地区中心、
CASHL 西南区域中心负责人党跃
武教授作了主题为《融合开发，共
建发展——四川省高校文献保障体
系建设20年》的报告，在报告中回
顾了四川省高校文献保障体系建设
2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就，并
就在新时代、新格局情况下四川省
高校文献保障体系的长期建设发展

www.cash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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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

音乐学院图书馆资源建设与利用》

来极大的促进与保障。

俊慧做了题为《高校图书馆文献信

推介了自建的特色资源，包括西南

专家交流结束后，由四川大学

息保障与服务建设——以四川师范

传统音乐馆、川渝汉族民歌馆、川

图书馆副馆长张盛强主持了四川

大学图书馆为例》的经验交流，从

剧艺术馆、蜀中古琴艺术馆、四川扬

省 高 等 教 育 文 献 保 障 系 统 项目 建

政策制定、需求调查、学科服务、特

琴馆等一系列自建的特色资源数据

设二十周年贡献奖颁奖仪式。四川

色资源、资源分布等方面阐释四川

库。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建设和开

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

师大文献保障系统的建设模式，并

发，丰富而多样的文化遗产，得到与

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十九所高校的

详细介绍了四川师大文献服务的实

会代表的肯定和认同。三人行，必有

图书馆获得了杰出贡献奖。阿坝师

践和经验。

我师，高校图书馆间建设经验的交

范学院、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攀枝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江雪娟主

流将有效地促进高校图书馆的协同

花学院等十所高校图书馆获得贡

任通过《共知、共建、共享——四川

发展，为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带

献奖。

颁奖仪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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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下午，在阿坝师范学院图

CALIS资源与服务体系介绍》为主题

馆员张妮作了以《他山攻玉，畅游书

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了“CALIS、

的讲座，对CASHL、CALIS资源服务

海——馆际互借与文献互借》为主

CASHL、CADAL资源服务与利用推

体系的发展过程、组成部分、服务对

题的讲座，着重介绍了馆际互借与文

广”讲座，参会代表及阿坝师范学院

象、资源内容等几个方面做了详细

献互借的情况，包括如何注册账号、

师生200余人到场。四川大学图书馆

介绍，并鼓励在场的师生积极使用

如何查找所需要的资源、如何使用馆

副研究馆员罗宏首先进行了以《共享

CASHL、CALIS平台资源与服务。

际互借与文献互借、相关资源的费用

资源，打开你的新视野——CASHL、

随后，四川大学图书馆副研究

讲 座 现 场 学 术 氛 围 浓 厚 ，与

气，推动高校教学、科研工作再上

习工作的视野，降低知识信息获取

新的台阶。

的 难 度 和 成 本 。这 次 四 川 省 高 校

会师生就使用中相关的疑惑和问题

等内容。

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专家耐心解

欲 穷 千 里目, 更 上 一 层 楼 。中

CALIS、CASHL、CADAL平台资

答。CALIS、CASHL、CADAL资

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共知、

源服务与利用研讨会在阿坝师范学

源服务与利用推广，将极大地促进

共 建 、共 享 和 服 务 保 障 体 系 的 建

院的顺利召开，是推动资源共知共

高校信息化进程工作的开展、推进

设 推 广 使 用，将 极 大 的 拓 宽 广 大

建共享工作的重要举措，取得了良

智慧校园建设、营造良好的学习风

师 生 获 取 学 术 资 源 ，开 展 科 研 学

好的成效。

www.cash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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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教育同力协契，漂流阅读书香致远
□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徐枫

继 2 0 1 8 年“ 三 师 教 育 齐 推， 读 者 览 文 汲 惠 ——

一、前期准备:

CASHL教育学资源优惠活动”成功举办后，北京师范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三校图书馆达成师范院

1. 图书准备

校“品牌合作”意向, 决定在2019年二度合作, 2019年10月

三师图书馆准备教育学相关中外文图书（含台湾

16日至30日期间，三校图书馆联袂举办“三师教育同力协

版）共计30册，用于图书漂流。由于用于漂流的图书有丢

契，漂流阅读书香致远—— CASHL教育学学科馆藏资源

失、损坏等风险，不能作为固定资产通过使用正常购书经

优惠活动”, 此次活动包括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为常规的

费来采购，本次30册漂流图书均是三师图书馆员通过拉赞

CASHL教育学科文献优惠, 第二部分是组织全国用户进行

助、拉捐赠等方式曲折获得，尽管过程艰辛，图书质量非

教育学科图书漂流的创新活动。活动详情如下：

常契合本活动主题，令读者十分满意。书单如下：

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年

1

生活课程：理论与实务

王真丽

2005

2

教育哲学: 理念、专题与实务

简成熙

2004

3

学习、发展和发现的神经学基础：科学和数学教学的启示

Anton E. Lawson

2007

4

教育改革的未来（论文集）

陈伯璋等

2002

5

教育发展研究

2001

6

课程发展与设计

2004

7

课程愿景

吳清山
Allan C. Ornstein & Francis P.
Hunkins
William E. Doll, Jr & Noel Gough

8

师资培训：职前教师教学系统发展

高熏芳

2002

9

师资培训：教学案例的发展与应用策略

高熏芳

2002

10
11

比较教育论述之形成
Abnormal Psychology and Modern Life

Jürgen Schriewer
James C. Coleman

12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 ideas, power, and violence in America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13

Reading in social psychology

Eleanor E. Maccoby

14

Cybernetic principles of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design

Karl U. Smith

1966

15

相伴与成长 : 我在教育的第一现场

季平主编

2017

16

教育是美的

柳袁照

2017

17

心平气和做教育

储朝晖

2017

2006

2005
fourth edition
1969
third edition

18

段光安诗选

段光安

2017

19

世界是平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

200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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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书名

作者

出版年

20

雅舍遗珠

梁实秋

2013

21

Great Expectations

Charles Dickens

2009

22

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

anni frank

1947

23

How to Win Friends & Influence peaple

Dale Carnegie

2017

24

Tuesdays with Morrie

Mitch Albom

1998

25

Educated: A Memoir Tara Westover

Tara Westover

26

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Carol Dweck

2007

27

Start With Why

Simon Sinek

2011
2012

28

教育心理与輔導

宋怡靜

29

三更有夢書當枕

琦君

30

劉墉心靈講堂：尋找心靈深處的感動

劉墉

2011

2. 礼品准备

3. 传漂人准备

为了鼓励读者积极参与本次漂流活动，三师图书馆

为方便活动开展、及时解答咨询并为全国CASHL用

为每位参与传漂的读者准备了一套丰厚的文创礼品，包含

户之间直接沟通建立桥梁，三师新建立了“CASHL教育学

CASHL扑克，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青花瓷书签，华东师范

用户交流群（211369346）”QQ群，群成员除了三师图书

大学图书馆镂空书签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笔袋和笔记

馆的读者，还包括辽宁、哈尔滨、河南、内蒙古、贵州等

本。 这套礼品兼具CASHL和三师图书馆特色，对加深读

全国各地的，包含但不限于教育学科的全国CASHL用户百

者对CASHL活动的印象，扩大CASHL的文化宣传产生积

余人，等待参与图书漂流。

极效果。

www.cash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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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宣传准备

二、活动经过

在管理中心的支持下，获得CASHL宣传册若干，粘
贴在图书中，随书漂流，宣传CASHL资源和服务。
制作印有CASHL和三师logo和图书漂流卡，附在图书
后面，用于记录漂流过程和读者心得。

图书漂流活动时间预计为半年（2019年10月——
2020年3月），活动于10月16日正式开始，三师图书馆在
QQ群放漂图书后，群内读者热情参与，积极报名争取图
书，多次出现多人求漂同一本图书的情况（图3），活动依
照流程和规则有序进行（附1和附2）。在不到2个工作日
内，所有图书均被求漂成功，三师图书馆陆续寄送给求漂
人（图1）。截至11月20日，第一轮漂流已经接近尾声，已
有10余本图书进入第二轮漂流。QQ群内全国CASHL用户
通过求漂、预约、寄送、抒发感想等积极交流，已经相互
熟络，建立起友好的联系（图2和图4）。漂流活动仍在有
条不紊的进行，预计还要进行2轮漂流，活动将于2020年3

通过CASHL网页、CASHL官方微信以及各种可共享

月结束。

海报宣传本次活动，扩大活动的影响和关注度，很快获得
各种积极反馈和活动咨询，其中贵州师范大学和长春师范
大学的馆员将信息推送给本馆用户。

图1：读者抢漂信息和寄送地址

图2：图书漂流卡、投票寄语和读者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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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活动流程
① 在群里上报希望获取的漂流图书编号
② 三师图书馆将图书XX传给第一个报名希望获取此
书的传漂人
③ 传漂人使用图书XX后，在群里公布此书可进入下
一轮漂流
④ 传漂人将图书XX传给群内第一个报名希望获取该
书的求漂人
⑤ 循环③-④
⑥ 最后一名传漂人将图书XX归还三师图书馆

附2. 活动规则
图3：读者抢漂

① 每位传漂人承担向下一人传漂产生的运费
② 传漂人可持有图书的最长时间为40天
③ 传漂人须认真填写图书漂流卡
④ 传漂人须爱护图书，保持其清洁和完整
⑤ 如有遗失，请与三师图书馆协商解决

三、活动思考
1. “三师”图书馆的跨馆合作比2018年更为成熟和稳
图4：QQ群内读者互相交流

定，效应良好，目标一致，影响广泛，可以作为CASHL教
育学科活动的一个品牌，不断推出相应的活动。
2. 在活动中，增强读者参与感，馆员多与读者互动，
进行直接交流，倾听读者需求，满足读者愿望，有利于体
现CASHL的人文关怀精神，增强读者的粘度以及读者对
CASHL的好感度。
3. 读者与读者直接通过CASHL活动相互交流，建立
联系，有利于扩大CASHL影响，利用趋同效应，增加对
CASHL的认可度。

www.cash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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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CASHL 大型特藏资源
评审会议顺利召开
□ CASHL管理中心 王彬

评审会现场

评审会合影

2019年10月9日，“CASHL大型特藏资源订购评审会

承担65%、35%的购买经费。有69种因不符合《文专项目

议”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顺利召开。来自复旦大学、武汉

图书订购业务规范》大型特藏文献订购标准，或资源类型

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图书馆的

属于文摘、索引、工具书（年鉴、辞书等）、丛书，或资

CASHL文专馆藏发展小组专家出席会议，CASHL管理中

源在国内已有部分收藏，或资源售价较低，各馆可自行购

心姚晓霞副主任致辞并向专家致谢。

买，或资源收录内容庞杂、主题不突出，缺乏系统性，或

会议由CASHL文专馆藏发展小组组长/武汉大学图书
馆副馆长张洪元主持，对2019年CASHL中心馆提交的83种

资源已有数据库，或数据库中已有同类文献等问题，建议
不予采购。

大型特藏文献，从内容、文献类型、媒介、价格、馆藏情

最终决定采购的14种大型特藏均为各校学者推荐，

况等多方面进行了充分讨论和评审，形成评审评估意见。

涉及历史、政治、法学、教育、军事、区域研究等学科，

专家评审意见指出，在所提交的特藏文献中：有14种

英文、日文、法文等语种，包括图书及缩微资料等文献

符合《文专项目图书订购业务规范》大型特藏文献订购标

类型。

准，价格合理，建议采购，其中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东

截止2019年11月， CASHL大型特藏资源保障建设数

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提交的6种价格较高的特藏文

量已达236种，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提供强有力

献建议采取共建模式购买，CASHL管理中心和各馆分别

的原始文献保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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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CASHL 前瞻性课题与
特藏 ++ 深度服务立项通报
□ CASHL管理中心

根据《关于申报2019年CASHL前瞻性课题的通知》（CASHL管理中心字〔2019〕第003号）、《关于申报2019年
CASHL名师讲堂及“特藏++“深度服务项目的通知》（CASHL管理中心字〔2019〕第004号）的要求，各馆积极配合并按
期完成申报工作。综合各中心馆申报的情况，经管理中心组织评审，同意CASHL中心馆开展以下前瞻性课题与“特藏++”
深度服务项目。具体如下：
1、 CASHL前瞻性研究课题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学 校

2019QZ001

基于Google Book Search与Hathitrust运行模式的CASHL转型发展策略研究

兰州大学

2019QZ002

张美琦

2019QZ004

基于CASHL应用的非遗传承人特色库建设探究
清华大学
基于国际研究前沿可视化探测的学科服务模式拓展研究——以学校心理
北京师范大学
学为例
CASHL微信知识服务运营变革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2019QZ005

CASHL新系统电子资源馆藏数据更新策略的研究

孙博阳

2019QZ006

基于学科用户画像的CASHL营销策略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利用开源平台ArchiveSpace对特藏资源提供深度服务——以《希腊铭文集
复旦大学
成》、《希腊铭文补编》等大型特藏为例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基于CASHL资源的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影响力评价体系
四川大学
设计
基于用户画像的CASHL用户行为分析与服务策略研究
浙江大学

2019QZ003

2019QZ007
2019QZ008
2019QZ009

北京师范大学

课题主持人
魏清华
张坤竹

牛晓菲
徐枫
李彦霖
党跃武
孙晓菲

2、 CASHL“特藏++”深度服务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源类型

主持单位

主持人

2019TC001

“中国大陆教会期刊汇编”深度揭示与服务

缩微胶卷

北京大学

邹新明

2019TC002

数字人文视角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资料集》的
深度服务

缩微胶卷

北京师范大学

龙世彤

2019TC003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缩微胶卷数字化加
工与深度服务

缩微胶卷

浙江大学

韩子静

2019TC004

《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缩微胶片特藏》资源揭
示与服务

缩微平片

南开大学

赵 麟

2019TC005

民国期刊目次整理与揭示项目（二期）

期 刊

复旦大学

王庆浩

2019TC006

《东洋陶瓷》深度服务

图 书

清华大学

于 婷

www.cash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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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L 前瞻性课题 2018 年结项情况汇总
□ CASHL管理中心

按照《关于开展2018年CASHL前瞻性课题与特藏++项目建设的通知》
（CASHL管理中心字〔2018〕第014号）的要求，2019年7月底对2018年各单位申请
的CASHL前瞻性课题进行了结项检查。现将各项目进展情况公布如下：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组成员
（第一位为项目负责人）

结项单位

结项情况

2018QZ001

数字人文服务专题信息平台
及培训工作坊建设

于亚秀、周健、宋振世、陈枝清、
程静、鲁丹、张毅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已结项

2018QZ002

CASHL大型特藏文献增值
性服务研究

魏清华、宋戈、孙林、张继忠、薛
小婕、胡文静、王海花

兰州大学

研究报告，已结项

2018QZ003

基于CASHL文献信息数字
化服务的知识产权若干问题
研究

李修波、姚传义、程蓓、薛冰（莱
商银行）、李瑛、芮晓晨、宋西
贵、董晓华、刁为民、贺志刚

山东大学

研究报告，已结项

2018QZ004

基于CASHL的学科深度联
合服务研究与设计

张玲、牛晓菲、韩丽、孙媛媛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已结项

2018QZ005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业务发
展对策研究

陈永英（复旦大学图书馆）、
林奕纯（厦门大学图书馆）、
陆尧（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唐东羚（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罗利玲（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孙林（兰州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

研究报告，已结项

2018QZ006

CASHL文献信息数字化服
务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隆茜、李雪锋、胡文华、陈枝清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报告，已结项

2018QZ007

科学运用CASHL共享资
源，致力于人才评价咨询服
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
校人才评价咨询服务体系研
究

刘姝、王静、李峰、王怡玫

北京大学

研究报告，已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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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项摘要 —
◆ 数字人文服务专题信息平台及培训工作
坊建设

的多样化发展，以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专业化的文
献信息需求。

课题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课题成员：于亚秀、周健、宋振世、陈枝清、程静、鲁
丹、张毅

◆ 基于CASHL文献信息数字化服务的知识
产权若干问题研究

课题摘要：

课题单位：山东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专门的、专业性的优质

课题成员：李修波、姚传义、程蓓、薛冰（莱商银

服务是图书馆的重要任务之一。数字人文研究的活跃，

行）、李瑛、芮晓晨、宋西贵、董晓华、刁为民、贺志刚

对图书馆的人文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文研究者普遍

课题摘要：

存在数字技术欠缺的短板，不仅体现在不会使用技术，

一般而言，CASHL文献信息数字化服务是指对有高度

还体现在不会用数字人文的思维方式思考人文问题，相

价值的文本、图像和科学数据等文献信息收集、加工、整

当多的图书馆正积极思考如何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服务

理后，通过CASHL和图书馆之间的网络互动，为用户提供

支持。

服务的一种模式。CASHL文献信息数字化服务促使文献信

基于高校图书馆旨在从事文献收集整理、咨询服务

息在CASHL成员馆之间流通，使文献信息需求者不出所在

以支持本校教学研究需要，课题组在开展图书馆数字人文

学校，就可以通过CASHL文献传递系统及时、有效地获得

服务研究与实践过程中遵循了既不偏离图书馆主要职能，

文献信息的代查、代借、代复制、定向、定题等服务。这些

也不脱离数字人文客观需求的原则，围绕图书馆在资源建

服务，涉及到知识产品的发表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

设、信息素养咨询培训等方面展开研究。

权等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使，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有着紧密
而复杂的关系。对世界各个国家、国际组织的知识产权制

◆ CASHL大型特藏文献增值性服务研究

度中有关法律和规定进行研究，不管对CASHL文献信息数

课题单位：兰州大学图书馆

字化服务的开展，还是CASHL管理中心的管理，都具有非

课题成员：魏清华、宋戈、孙林、张继忠、薛小婕、胡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静、王海花

课题以CASHL文献信息数字化服务中经常涉及的知

课题摘要：

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作为切入点，对CASHL文献信息数

在日趋成熟的数字化环境中，特藏文献资源数字化

字化服务过程中的侵权和行使权利，合法与非法，权利和

是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

限制等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并为CASHL文献信息数字化服

数字化建设，可以为用户提供CASHL特藏文献的目次检

务挖掘合法性建议，以规避CASHL文献信息数字化服务过

索与浏览、全文搜索、在线预览、多语种在线翻译等增值

程中存在或潜在的法律风险。

性服务。通过数字化等手段促进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服务

www.cash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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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反推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及其违法性。该课题从我国

的不断变化，给CASHL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和侵权行为的法律构成出发，来研究

为此，对国内外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现有业务情况的梳理

CASHL文献信息服务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这对有效避

和分析，理清该业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未来发展进行

免知识产权侵犯行为的风险，更有参考价值。

研究和预判，并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有助于保持CASHL
的生命力，激发CASHL更大的活力。

◆ 基于CASHL的学科深度联合服务研究与
设计
课题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 CASHL文献信息数字化服务知识产权问
题研究

课题成员： 张玲、牛晓菲、韩丽、孙媛媛

课题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课题摘要：

课题成员：隆茜、李雪锋、胡文华、陈枝清

双一流方案实施以来，以学科为抓手深化服务成为

课题摘要：

各高校图书馆强化、深化学科服务的方向，也为高校图书

图书馆文献传递数字化服务是最容易产生知识产权

馆联合开展学科深度服务提供了契机。CASHL自2012年

风险的服务之一。本研究梳理了版权信息服务比较完善

起就开始尝试基于学科的文献传递服务宣传推广模式，

的欧美国家（英国、美国）以及国内版权法中与文献传递

近几年也在不断尝试基于学科的深度服务。本研究拟系

数字化服务相关的条款，综述了国内外图书馆界关于文献

统梳理CASHL已尝试的深度联合服务，并广泛调研国内

传递数字化服务的立场与观点，调研了英美国家及我国高

外高校图书馆联盟联合服务的实践，从而为基于CASHL

校图书馆合理规避文献传递数字化服务的版权风险的方

的学科深度联合服务提供建议，以期为CASHL的学科深

法，针对国内高校图书馆文献传递馆员版权素养现状，提

度联合服务提供参考，推动CASHL体系中的中心馆、服

出我国高校图书馆文献传递数字化服务过程中版权风险

务馆、成员馆提升业务能力，更好地适应新形式、新环境

的合理规避策略，以期为高校图书馆开展相关工作提供

的变化。

借鉴。

◆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业务发展对策研究

◆ 科学运用CASHL共享资源，致力于人才

课题单位：复旦大学图书馆

评价咨询服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人才

课题成员：陈永英（复旦大学图书馆）、林奕纯（厦门

评价咨询服务体系研究

大学图书馆）、陆尧（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唐东羚（华

课题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科技大学图书馆）、罗利玲（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孙

课题成员：刘姝、王静、李峰、王怡玫

林（兰州大学图书馆）、

课题摘要：

课题摘要：

人才评价咨询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的一种创新服务形

CASHL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业务自2004年正式启动

式，该课题分析了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人才评价咨询服务

服务以来，已经经历了15年的发展历程，作为高校人文社

内容、一般服务流程、服务宣传、保障机制等，建立了一个

科文献资源强有力的保障平台，助力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

图书馆支持人才评价咨询服务的模型，并以全球顶尖人才

研究和创新，CASHL已经成为国内高校非常重要的名片。

挖掘具体项目为例，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为图书馆等情

但是随着网络环境、文献载体、数据库资源以及用户需求

报机构开展人才评价咨询服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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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讲堂各期预告
序号

讲座名称

学 校

讲座时间

1

比较文学变异学
主讲人：曹顺庆（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
授，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持人：党跃武（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

四川大学
图书馆

2019年11月

2

“丝绸之路”的词源学解说
主讲人：王冀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
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宋戈（兰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兰州大学
图书馆

2020年3月

3

革命的对手方：清政府与革命党
主讲人：安东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山
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
主持人：待定

中山大学
图书馆

2020年3月

4

“江南认同”是如何形成的？
主讲人：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
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委
员）
主持人：周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华东师范大学
图书馆

2020年4月
上半月

5

基于韩国汉文典籍视角的中韩关系研究
主讲人：刘宝全（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朝鲜韩国系教授）
主持人：姚传义（山东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山东大学
图书馆

2020年4月
下半月

6

关于箕子朝鲜的几个问题
主讲人：李德山（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
馆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持人：邹云龙（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馆

2020年5月
上半月

7

“中立主义”的挑战：冷战前期美国对印尼的外交政策
主讲人：高艳杰（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印尼研究中心副教授、兼侨
务与外交系副主任）
主持人：钞晓鸿（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

厦门大学
图书馆

2020年5月
下半月

8

17-18世纪中国与英国的地方治理术
主讲人：高仰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史教研室副教授）
主持人：宋姬芳（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

中国人民大学
图书馆

2020年6月

9

东北亚地区地缘环境与地缘政治特性主讲人：刘雪莲（吉林大学东
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禹平（吉林大学图书馆馆长）

吉林大学
图书馆

2020年9月

10

国学、汉学、中国学——中国研究的三个世界
主讲人：程章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史梅（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南京大学
图书馆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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