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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实践培训研讨班”的通知 

 

 

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是对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问题进行分析、

概括、总结和归纳，为图书馆学的发展起到推动和导向作用，也为图书馆的实际

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创新依据。近年来，图书馆学术领域非常重视基础理论

的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资源建设、文献整理、读者服务、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教育、阅读推广等方面，都有一批专著和大量的研究文章问世。各主要图

书馆期刊发布的 2017 年选题指南，也大多列有“基础理论研究”专题。 

    但是，如何才能把握图书馆基础理论的最新研究方向，如何将图书馆的实践

进行理论化的提升，又如何把理论正确应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还需要图书馆界

的专家给我们指引和提供方法。因此，为进一步探讨图书馆的基础理论，通过源

于实践的理论研究，指导图书馆的工作，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

同时，也为进一步提升图书馆馆员基础理论研究的能力和论文写作水平，由上海

市图书馆学会、上海市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并在长三角高校

图书馆联盟的积极推动下，将于 2017年 4月 11－14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实践培训研讨班”。 

本次培训研讨班邀请到吴建中、王子舟、叶继元、吴志荣四位图书馆专家作

专题报告和培训。欢迎各馆选派从事相关研究、实践的图书馆馆员报名参会。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上海市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图书馆杂志》 

《信息与管理研究》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协办单位：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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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程安排 

4月 11日  会议报到 

4月 12日 

时间 内容 发言人 发言主题 单位/职务 

08:30-09:00 

开幕式 

主持人：刘民钢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

作研究》主编、上海师范

大学图书馆馆长） 

金晓明 致开幕辞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秘书

长，《图书馆杂志》常务副

主编 

陈  进 致开幕辞 

上海市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委员会秘书长，上海交通

大学图书馆馆长 

09:00-09:30 拍集体照（茶歇） 

09:30-11:30 主题报告 

主持人：陈 进 
吴建中 

现代图书馆发展的

十个新话题 

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

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

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图书

馆行业协会会长、上海市

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长 

11:30-12:00 提问及交流互动 

12:00-13:30 午餐 

13:30-16:00 

主题报告 

主持人：林皓明 

（上海市高校图书情报

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上

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

长） 

王子舟 

谈“读者资源建设”

的几个理论问题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兼博士生导师，系副主任 

16:00-16:30 提问及交流互动 

17:30 晚餐 

4月 13日 

09:00-11:30 主题报告 

主持人：金晓明 
叶继元 

文献计量学对文献

整理的作用与展望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 

11:30-12:00 提问及交流互动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主题报告 

主持人：任树怀 

（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

馆馆长） 

吴志荣 

图书馆学研究应该

回归本位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

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15:30-16:00 提问及交流互动 

16:00-16:30 

闭幕式 

主持人：蔡迎春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

作研究》执行主编、上海

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金晓明 颁发培训证书 

刘民钢 致闭幕辞 

17:30 晚餐 

4月 14日外地代表返程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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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讲专家 

吴建中：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十个新话题 

1978 年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毕业，

1982年攻读该校图书馆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2年获英国威尔士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2005 年－2016 年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

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先

后担任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会长，中国图书馆

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图书馆

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两届委员

（2001 至 2003年，2003 至 2005 年）、出版委员

会和专业委员会（2001 年至 2003 年）委员，国

际知名专业杂志《Libri》和《Library management》编委，日本《终身教育与

图书馆》杂志编委。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政治学院兼职教授，硕

士和博士生导师，2012 年 1月被增选为政协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出版有《21 世纪图书馆新论》、《世博会主题演绎》、《转型与超越：无所不

在的图书馆》、《人的城市：世博会与城市发展》、《知识是流动的》等著作 20 余

部，论文 200余篇。 

 

王子舟：谈“读者资源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 

1985 年－1988 年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

院读硕士，1996 年－1999 年在武汉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读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

授兼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主要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包括

图书馆学原理、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比较

图书馆学等。 

主要著作有：《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图书馆学是什么》《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图书馆新制度建

http://baike.baidu.com/view/56238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89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89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3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3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89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75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36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36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9.htm


 4 

设》《民间力量建设图书馆的政策与模式》。 

教授的课程主要有：图书馆学概论（本科）、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硕士生）、

图书馆学研究法（博士生）、图书馆学经典释读（博士生）、图书馆学前沿讲座等。 

 

叶继元：文献计量学对文献整理的作用与展望 

    1981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

学专业；1991 年获史学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大

学特聘教授，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图书

档案系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

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信息

检索；期刊、学术评价与文献计量学；咨询与

决策；图书馆学情报学实践与理论研究 

已完成《全国高校外文期刊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方案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学

术规范与评价系统研究》等 5项省部项目，正进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研制与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立

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研究》。 

 

吴志荣：图书馆学研究应该回归

本位 

1981 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

院图书馆学专业，1987 年华东师

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研究

生毕业，获硕士学位。2002年聘

为研究馆员，1993 年－2012 年

任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馆长。 

曾任上海图书馆学会编译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完成教育部基金项目“基于标

准书目分析的高校哲社类馆藏发展实证研究”、上海市教委重点科研项目“数字

图书馆理论语实践”等。至今发表论文 60余篇，专著 2部，编著 2部。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68187/26818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68187/26818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6457/146457.htm
http://www.baike.com/sowiki/%E6%96%87%E7%8C%AE%E8%AE%A1%E9%87%8F?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wiki/%E5%85%B1%E5%BB%BA%E5%85%B1%E4%BA%AB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4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97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97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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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参会回执 

备注：外地馆员请于 3 月 31 日，上海馆员于 4 月 7 日前填写会议回执发送到会议邮箱：

shtq@shnu.edu.cn。 

 

 

报到地点及交通引导 

报到地点：上海师范大学（徐汇）西部校区外宾楼 
 

 

 

 

 

 

 

 

 

 

 

 

 

 

 

 

 

 

姓 名 单  位 性别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是否

住宿 

       

       

       

       

mailto:shtq@s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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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引导 
 

1.虹桥机场——上海师范大学 

地铁 10 号线 ——（陕西南路站）转地铁 12 号线——桂林公园站下车（4 

号口出），沿桂林路步行至上海师范大学（10 分钟左右） 

地铁 10 号线——宋园路地铁站（2 号口出），打车至上海师范大学（20 元

左右） 

地铁 10 号线——宋园路地铁站，转上朱线/上朱线/909 路公交。 

打车（南出口，60 元左右） 

 

2.虹桥火车站——上海师范大学 

路线同虹桥机场。 

 

3.浦东机场——上海师范大学 

机场 7 线——上海南站（20 元），转上朱线/上朱线区间/上嘉线——上海

师范大学 

地铁 2 号线东延伸段——广兰路站转地铁 2 号线——世纪大道站转 9 号

线——桂林路地铁站，1 号口出转 909 路公交线至上海师范大学（3 站） 

地铁 2 号线东延伸段——广兰路站转地铁 2 号线——世纪大道站转 9 号

线——桂林路地铁站，1 号口出打车（起步价） 

磁悬浮——龙阳路站，换成地铁 7 号线——龙华中路，换成地铁 12 号线

——桂林 

公园站，4 号口出，沿桂林路步行至上海师范大学（10 分钟左右）。 

 

4.上海火车站——上海师范大学 

地铁 1 号线——漕宝路路地铁站，1 号口出换成 43/166 路公交——上海

师范大学 

地铁 1 号线——漕宝路路地铁站，换成地铁 12 号线——桂林公园站，4 号

口出，沿桂林路步行至上海师范大学（10 分钟左右）。 

打车（50 元左右） 

 

5.上海南站——上海师范大学 

南广场出站，上嘉线/上朱线/上朱线区间——上海师范大学 

北广场出战，763 路公交线——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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