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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综述

□艾春艳　朱本军　肖珑∗

　　摘要　由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联合主办,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承办的第四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集中探讨了处于变革的学术环境下高校图

书馆知识服务的新方向.论坛就新兴学科与跨学科知识服务、人文资源的数字化与数字人文、区

域国别研究文献及“一带一路”文献建设与服务、全球视野下的智库文献信息建设与服务及中美

学术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等五个议题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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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及学术交流呈

现的新方式正在影响整个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大

生态,高校研究型图书馆如何更好地帮助学者迎接

学术研究环境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继在中国

厦门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举办了前三届“中美

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之后,为进一步展 合

作,深入探讨跨学科研究背景下文献资源建设与深

度服务,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７年３月,
由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AcademＧ
ic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Library,
CASHL)、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Societyfor
ChineseStudiesLibrarians,SCSL)联合主办,加拿

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ofToronto,UTL)承办

的第四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在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召 ,来自北美、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的多

家图书馆的１２０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
本届会议的主题是“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新方

向”,包括“学科、新兴学科与跨学科知识服务”“人文

资源的数字化与数字人文”“区域国别研究文献及一

带一路文献建设与服务”“全球视野下的智库文献信

息建设与服务”“中美图书馆的学术合作”等五个分

主题.为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探索研究与合作发

展,兹对会议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１　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跨学科知识服务与特

色文献服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在

题为“二十一世纪高校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与创新”的
报告中认为,本质上无任何事物不是跨学科的(EＧ
everythingismultidisciplinaryinnature):今天人文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是跨学科,网
络的核心基础结构也是多学科的[１].在这样环境下

发展起来的知识服务,一方面在广度上呈现出知识

网络(knowledgenetwork)的特点,另一方面又不断

向深度探索.
(１)跨学科知识服务能力.
针对图书馆的学科知识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图

书馆的宋姬芳副馆长提出“学科知识服务能力”的概

念,即图书馆利用自身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和服务人

员的优势,运用各种信息技术,整合各类学科资源和

服务,以增值的学科知识信息,满足学科用户教学和

科研所需知识信息的能力.学科知识服务能力是图

书馆和学科馆员共同形成的综合服务能力,需要从

多方面入手打造[２].
(２)特色文献服务的多元化发展.
本次论坛将特色文献的创造与服务作为一个主

要议题提出来:一是口述历史.历史应该是多元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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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的和多种角度的,不同种叙述方式和生命体验

会呈现不同的样式[３].口述历史资料是一种非常珍

贵的资料,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张海惠馆长和

达特茅斯大学图书馆的谢念林馆员认为,采集口述

历史,实际上将图书馆从原始文献的收藏者变为了

文献资源的 发者、创造者,比如两校合作的“CR/
１０项目”旨在搜集经历“文革”的普通人的记忆,以
及“文革”之后个人对此次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评

价[４].二是特色文献.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严峰教授

在题为“基于图书馆,超越图书馆———转型发展下的

特色资源规划与实践”的报告中,分享了复旦大学图

书馆面对双重挑战的发展对策,双重挑战指的是图

书馆界面临的共性问题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面临的个

性问题,主要做法是,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注重围绕

复旦大学的发展战略,着重“中国当代社会生活资

料”“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和“中文古籍资源”等特色

资源建设[５].

２　探索发展中的数字人文与人文资源的数字化

将数字技术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结合,可以将

人文学者从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

将时间和精力放在高层次的学术发现,是数字人文

的基本目标.
(１)人文研究的数字视野.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利博士在题为“大

数据和数字人文时代研究中国史的机遇与挑战”的
报告中,分享其十多年来在美国、英国、中国和加拿

大等多个国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做研究所体会到

的数字技术革新对当代历史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影

响,包括数字技术发展对中国史学研究者选择研究

题目的影响,对历史材料的收集和整理的影响,并改

变了历史学者 展研究的方式.提出了图书馆面对

的挑战和问题,以及如何通过数字人文项目帮助学

者迎接技术革新带来的挑战和机遇[６].
(２)数字人文项目.
在数字人文项目方面,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

校的张颖等分享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伯克

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起的一个数字人文项

目:整理明代各级官署及隶属关系,通过网络众包争

取不同机构的专家合作编辑出版中英双语明代职官

名辞典,实现从馆藏建设到知识创造[７].麦吉尔大

学图书馆的郑美卿所介绍的“明清妇女著作数字化

项目”,通过收录分散在各个角落的明清妇女著作,
并数字化作品,支撑了海内外妇女研究、性别研究以

及传记文学等方面的研究[８].

３　“一带一路”文献信息服务成为区域与国别文献

保障研究的新方向

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产业、法
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历史、地理、军事、外交、教
育、科技等方面的多学科、跨学科、多面向领域.尽

管在美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但时至今日仍是一个

方兴未艾的领域.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一带一路”
作为新时期我国协调内外、统筹陆海、兼顾东西的重

大战略部署,不仅将有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外部环

境,也将对优化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起

到重要的推动作用[９].“一带一路”的区域国别研究

战略意义重大,如何加强相关研究的基础文献保障

与知识服务,是值得图书馆探索和实践的新方向.
(１)区域国别研究文献信息服务.
北美林立的东亚图书馆、东南亚图书馆,是美国

区域国别研究文献信息的重要来源.近些年,我国

高校已经在探索适合于本校和本土的区域国别研究

文献信息的保障与服务.厦门大学图书馆的陈小慧

对该校东南亚研究和台湾研究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

的情况作了评介,认为图书馆与从事区域国别研究

的院系共建一体化的区域研究文献实体馆藏与存储

空间是一种不错的做法,而在区域国别文献信息服

务方面,比较有效的做法,一是通过中国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平台和厦门大学校内平

台提供文献信息服务,二是加强区域研究文献资源

的编目与共享,三是 发构建一些区域国别特色文

献,四是创建类似“厦大人文讲坛”的区域国别特色

文化品牌服务,五是参与题为“南海导报”的资料收

集与整理,提升区域研究的学科服务水平[１０].云南

师范大学刘坚副校长和殷国聪馆长以“服务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云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研

究”为例,提出云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的建设方案,
探索面向南亚、东南亚 放的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

的建设路径[１１].
(２)“一带一路”文献信息服务.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贯穿

欧亚非大陆,除特定区域外,还涉及复杂的经济及历

史文化问题,除区域研究文献外还需要综合性的文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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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支持.高校图书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

支撑机构,通常在区域文献收藏方面具有一定的资

源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及区域研究的核心建

设单位,提供区域研究文献保障与多元化服务.如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６５个国家,仅官方语言就多达

５３种,涉及９大语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针对涉及国

家语言种类多、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状况复杂等情

况,创新服务模式,提出非通用语种文献保障策略,
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方面资源的组织与深度揭示[１２].
鉴于海外６０００多万华侨华人广泛分布于世界１９８
个国家和地区,国内侨乡归侨侨眷达３０００万,暨南

大学图书馆建设了“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华侨华人文

献资源,史小军介绍了通过加强华侨华人历史文献

信息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加强侨刊乡讯等文献建

设;筹建“一带一路”涉侨数据库; 发“一带一路”涉
侨智库资源;整合“四华”(华侨华人、华文文学、华文

教育、华语传媒)文献资源,建设实体分馆———“世界

华侨华人文献馆”等一系列措施契合“一带一路”进
程中各类文献信息需求[１３].此外,武汉大学图书馆

的王新才馆长以边界与海洋研究资源门户建设为

例,探讨了区域性、专题性的研究资源门户建设的专

家需求分析、文献资源保障与建设、门户资源组织和

运行体系[１４].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建设了海上书

籍之路的汉籍特色馆藏,并通过充分利用学者资源、
办展览、 研讨会等形式扩大域外汉籍的普及,促进

了日本、韩国等汉文化圈的研究与交流[１５].

４　智库文献信息建设与服务的全方位拓展

智库是指由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
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

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机构或个人.本次

论坛涉及智库基础信息服务、智库深度知识服务和

竞争性情报分析三个议题.
(１)智库的基础信息服务.
智库的评定标准并不统一,如何搜集官方认可

的全国智库信息(含智库组织机构、智库专家、智库

活动、智库成果、智库需求等),并提供快速索引是一

个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南京大学图书馆的袁晓园在

题为“‘中国智库索引’系统(CTTI)数据管理平台的

实践与运用”的报告中提供了案例[１６].
(２)智库的深度知识服务.
目前智库为何特别受重视,智库提供了何种非

同寻常的信息和知识服务?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

馆的王成志博士以 “美中政策基金会 (USＧChina
PolicyFoundation)”为例,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无论

是中国国内现在所提倡的“新型智库”还是美国成立

已逾百年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EnＧ
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成立于１９１０年)
和布 鲁 金 斯 学 会 (BrookingsInstitution,成 立 于

１９１６年)都将会对中美外交政策的制定起关键性作

用.在知识创造和服务方面,“美中政策基金会”主
要通过中国论坛(ChinaForum)等多种媒体的专题

讨论、出版题为«华盛顿现代中国»的(Washington
JournalofModernChina)年刊、专著及促成中美

民间交往等形式,为中美政策决策者以及普通民众

提供信 息 和 知 识 服 务,追 求 中 美 理 解、交 流 与

合作[１７].
(３)竞争性情报分析服务.
高校新型智库建设是我国高等院校服务国家

“新型智库体系建设”战略的一个新方向.从本次论

坛的报告情况来看,除了对全国智库编制索引,图书

馆的智库角色主要体现在为本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提供建议.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举措:为海

洋工程领域提供简报简讯(含国内动态、环球视野、
科技前沿、学术会议、专家观点、趋势分析等)、人才

建设和研究前沿分析;为本校的城市科学研究院提

供“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１８].再如山东大学图书

馆通过机构知识库,较准确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前

瞻性预测和警戒,实时报道学科发展 新动态,客观

评价学科和人才发展现状以及提供个性化的深层次

学科领域分析报告[１９].

５　中美学术图书馆合作交流的规模和深度日渐

加强

本次论坛发现中美高校图书馆在资源建设和文

献保障方面正面临许多相似问题,具有广阔的交流

空间与合作潜力,新的合作交流形式正在不断产生,
规模和深度日渐加强.

(１)合作科研,促进学科知识服务.
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肖珑、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图书馆的马陈碧华通过中美翻译与研究美国

电子资源标准规范合作项目这一案例,提出创新标

准规范与产业行业发展并行的研究思想,为中美高

校图书馆的学术研究合作发展提供了框架[２０].加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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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的柳瀛、加拿大英属哥伦

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的刘静通过“印度洋世界:在人

类环境互动的背景下实现首个全球经济”“读写中国

梦:重塑中国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这三

个均由多国学者成功合作的项目,以及加拿大英属

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合作创新教学,阐明

了合作与共享对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作用[２１].
(２)共同 启知识服务的新方向.
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长周原认为“合作

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更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
共享已成为一种常态,而且不仅限于藏书和文献资

源,需要推进、发展新的合作关系,包括行内行外、国
内外的合作[２２].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Ｇ
LIS)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
本身也是学科知识服务共享合作的基础.中国高等

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建设以中国高等教育数

字图书馆为核心的教育文献联合保障体系,实现信

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以发挥 大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其作为“文献、数据、设备、软件、知识、
人力”等全方位共享机制和全球信息服务机构协同

服务平台,必将促成图书馆联合相关行业共同发展

的“新业态”,建立高校图书馆发展的“新模态”[２３].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以“共
建、共知、共享”为原则,以“整体建设,分布服务”为
方针,组织具有学科优势、文献资源优势和服务条件

优势的若干高校图书馆,有计划、有系统地引进和收

藏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资源,为中国高校、研究机

构和学者提供综合性的文献信息服务,是中美高校

图书馆合作的重要组织者.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

障系统(CALIS)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HL)的带动下,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将进一步扩

大共享与合作,促进学科知识服务的发展.

６　结语

高校图书馆无论是 展新的知识服务,还是提

供跨学科服务、特色文献服务,都需要图书馆做一些

改变.首先,是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建设.周欣平

介绍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未来五年战略规划,
包含三个知识服务与创新方面的举措:学术资源的

发展、支持新兴学科和学术研究新模式、建设一个灵

活的不断学习进取的组织文化,他同时强调了图书

馆评估的重要性.随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

馆的何剑叶和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陈垚通过实证

研究说明图书馆知识服务的价值,并通过本科生拓

展服务实践,“鼓励交流跨学科的共同问题和教学理

论,成为图书馆在指导与本科生教学相关的重要问

题的核心小组,和图书馆创新有效地服务于学校使

命的跳板”[２４].其次是学科馆员服务能力建设.中

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宋姬芳还指出学科领域或相关

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与用户良好交流沟通的能力、
推广学科服务的能力、娴熟的信息发现和文献检索

技能、整理/分析和提炼用户所需学科信息的能力

等,是学科馆员从事学科知识服务的核心能力.而

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的李国庆、加州大学圣迭戈

分校图书馆的陈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

校图书馆的蒋树勇以中国研究馆员为例,通过分析

其主要职能和知识结构,讨论了北美高校专业馆员

的知识构成和队伍建设,认为必须通过合作,应对预

算紧 缩 情 况 下 学 科 馆 员 职 责 范 围 的 扩 大 和 多

元化[２５].
本次会议是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HL)第一次走出国门,与北美学术机构联合主

办的会议.不仅学术交流活动内容丰富,中方还与

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等深化或初

步建立了合作关系,与海外东亚图书馆加强了联系.
“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将继续为中美高校

图书馆的学术交流搭建平台,为增进中美高校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１　周欣平．二十一世纪高校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与创新．[EB/OL]．

[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Ｇ
rum４/reports/２/１－周欣平－二十一世纪高校图书馆的知识服

务与创新．pdf．
２　任树怀,高海峰,季颖斐．基于图书馆２．０构建学科知识服务平台

[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７,２５(３):５８－６２．
３　钱文忠．口述历史在中国成为了一项社会文化运动．[EB/OL]．[２０１６

－１１－１１]．https://wx．abbao．cn/a/１７８０９－２bf０６９９７ca２ada２５．html．
４　张海惠,谢念林．从原始文献的收藏者到 发创造者．[EB/OL]．

[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Ｇ
rum４/reports/３/０１－张海惠等－从原始文献的收藏者到 发创

造者．pdf．
５　严峰．基于图书馆 超越图书馆．[EB/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Ｇ

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４/reports/２/４－严峰

－基于图书馆 超越图书馆．pdf．
６　陈利．在大数据和数字人文时代研究中国史的机遇与挑战．[EB/

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４/
reports/１/１－陈利ＧStudyingChineseHistoryintheAgeofBigData
andDigitalHumanitiesAdvantagesandChallenges．txt．

８

“第四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综述/艾春艳等
NewDirectionsinKnowledgeServiceforUniversityLibraries/AiChunyanetal．



2017

年
第4

期

７　张颖,薛燕,薛昭慧．从馆藏建设到知识创造:借助专家众包翻译

系统编辑出版中英双语明代职官名辞典．[EB/OL]．[２０１７－０３－
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４/reports/４/
０１－张颖等－从馆藏建设到知识创造:借助专家众包翻译系统编

辑出版中英双语明代职官名辞典．pdf．
８　郑美卿．麦吉尔大学的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一个成功的院系与

图书 馆合作的数字人文项目．[EB/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Ｇ
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４/reports/４/０５－ 郑

美卿等－麦吉尔大学的明清妇女著作数字化项目．pdf．
９　王辉．一带一路,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EB/OL]．[２０１５－０７

－２４]．http://www．drc．gov．cn/xscg/２０１５０７２４/１８２－４７３－
２８８７９６４．htm．

１０　陈小惠．厦门大学区域研究文献保障与多元化的服务模式．
[EB/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Ｇ
tal/saalForum４/reports/３/０２———陈小惠－厦门大学区域研究

文献保障与多元化的服务模式－１．pdf．
１１　刘坚,殷国聪．联盟与 放———服务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

云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研究．[EB/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
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４/reports/３/０４－
刘坚等－联盟与 放———服务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云

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研究．pdf．
１２　孙琳．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文献资源保障策略．[EB/OL]．[２０１７－

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４/reＧ
ports/４/０６－孙琳－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文献资源保障策略－以

北外图书馆为例．pdf．
１３　史小军．一带一路视野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EB/OL]．

[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Ｇ
rum４/reports/４/０４－史小军－一带一路视野下华侨华人文献

信息建设．pdf．
１４　王新才．区域研究资源门户建设－以边界与海洋研究资源门户

为例．[EB/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
portal/saalForum４/reports/４/０７－王新才－区域研究资源门户

建设－以边界与海洋研究资源门户为例．pdf．
１５　胡晓明．东亚汉籍特色馆藏建设的成就．[EB/OL]．[２０１７－０３－

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４/reports/４/
０２－胡晓明－东亚汉籍特色馆藏建设的成就．pdf．

１６　袁晓园．中国智库索引系统数据库管理平台的实践与运用．
[EB/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Ｇ
tal/saalForum４/reports/３/０７－袁晓园－中国智库索引系统数

据库管理平台的实践与运用．pdf．
１７　王成志．美中政策基金会及其非凡的信息服务和知识传播．

[EB/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Ｇ
tal/saalForum４/reports/３/０８－王成志－美中政策基金会及其

非凡的信息服务和知识传播．pdf．
１８　潘卫,申雅琪．智库信息服务模式探索－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为例．[EB/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
portal/saalForum４/reports/３/０５－潘卫等－智库信息服务模式

探索－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例．pdf．
１９　杜保国．学科智库理念下的机构知识库建设．[EB/OL]．[２０１７－

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４/reＧ
ports/３/０３－杜保国－学科智库理念下的机构知识库建设．pdf．

２０　肖珑,马陈碧华．中美高校图书馆学术研究合作发展．[EB/OL]．
[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Ｇ
rum４/reports/５/０１－肖珑 马陈碧华－中美高校图书馆学术研

究合作发展１６０３．pdf．
２１　柳瀛,刘静．合作加强研究与教学:中国研究领域加拿大教师馆

员合作案例．[EB/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tp://www．cashl．
edu．cn/portal/saalForum４/reports/３/０６－柳瀛等－合作加强

研究与教学:中国研究领域加拿大教师馆员合作案例．pdf．
２２　周原．变革中的图书馆与图书馆服务的变革．[EB/OL]．[２０１７－

０３－１７]．ht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４/reＧ
ports/２/３－周原－变革中的图书馆与图书馆服务的变革．pdf．

２３　姚晓霞．CALIS资源共享之路．[EB/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Ｇ
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４/reports/５/０７－姚

晓霞－CALIS资源共享之路．pdf．
２４　陈垚,何剑叶．拓展创新服务,评估服务质量:北美研究型高校图

书馆的本科生经验．[EB/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tp://www．
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４/reports/５/０４－ 拓 展 创 新 服

务,评估服务质量:北美研究型高校图书馆的本科生经验．pdf．
２５　李国庆,陈晰,蒋树勇．北美高校专科馆员的知识构成和队伍建

设———以中国研究馆员为例．[EB/OL]．[２０１７－０３－１７]．htＧ
tp://www．cashl．edu．cn/portal/saalForum４/reports/５/０２－李

国庆等－北美高校专科馆员的知识构成和队伍建设———以中国

研究馆员为例．pdf．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８日

NewDirectionsinKnowledgeServiceforUniversityLibraries
—ConferenceReviewof“the４thSinoＧAmericanAcademicLibraryForumon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

AiChunyan　ZhuBenjun　XiaoLong

Abstract:The４thSinoＧAmericanAcademicLibraryForumon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wasorganＧ
izedbyChinaAcademicSocialSciencesandHumanitiesLibraries(CASHL),SocietyofChineseStudiesLiＧ
brarians(SCSL)andtheUniversityofTorontoLibrarywhohoststheforum,discussedthenewdirections
inknowledgeserviceforuniversitylibraries．Fivetopicswerediscussedontheforum:knowledgeandservＧ
icestodisciplines,emergingdisciplinesandinterdisciplinary;digitizinghumanityresourcesanddigitalhuＧ
manities;literatureresourcesconstructioninforregionalstudiesandonebeltoneroad;buildingthinkＧtank
resourcesanddevelopservicemodelinglobalvision;collaborationamongtheacademiclibrariansinChina
andNorthAmerica．

Keywords:SinoＧAmericanAcademicLibraryForum;KnowledgeService;ConferenceReview

９

“第四届中美高校图书馆合作发展论坛”综述/艾春艳等
NewDirectionsinKnowledgeServiceforUniversityLibraries/AiChunyane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