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LF 2018 会议议程 

2018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 
 

09:00~18:00 注册报到，发放会议资料 
会展中心 
G 楼大堂 

 

201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四） 
 

09:30~10:00 开幕式 报告厅 

 主  持：何毅  中国上海图书馆 副馆长  

 欢迎辞：陈超  中国上海图书馆 馆长  

 嘉宾致辞  

10:00~12:00 主旨报告 报告厅 

10:00~12:00 主持：吴建中  中国澳门大学图书馆 馆长  

10:00~10:40 图书馆：变革的驱动器 

Glòria PÉREZ-SALMERÓN  国际图联 主席 
 

10:40~11:20 智慧与包容：重塑公共图书馆新愿景 

陈超  中国上海图书馆 馆长 
 

11:20~12:00 数字人文与中国学的信息基础架构 
Peter K. BOL  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  

12:00~13:30 大会午餐 职工餐厅 

   

13:30~17:10 大会报告 报告厅 

13:30~15:35 主持：王雪茅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图书馆 馆长  

13:30~13:55 改变 21 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进程的十大创新 

程焕文  中国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教授 
 

14:00~14:25 为威尔士所建的国家图书馆 

Rhodri Glyn THOMAS  英国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馆长 
 



 

14:30~14:55 皇后区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故事 

Nick BURON  美国纽约皇后公共图书馆 馆长 
 

15:00~15:25 智慧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以该馆绿色能源项目为例 

John FitzGerald  爱尔兰科克大学图书馆 馆长 

 

15:35~16:05 茶歇  

16:05-17:10 主持：程焕文  中国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教授  

16:05~16:30 阅读联盟：米兰“阅读协定” 

Stefano PARISE  意大利米兰图书馆 馆长 
 

16:30~16:55 图书馆数字人文中心新定位： 从学术研究服务模式提升到学术研究参

与模式 

王雪茅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图书馆 馆长 

James LEE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数字学术中心 学术主任 

 

16:55~17:10 新时代、新思维、新服务——智慧图书馆理念与服务创新 

叶艳鸣  中国上海超星实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8:00~19:30 晚宴 小南国 

 

2018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 
 

09:00~14:30 
分会场 Ⅰ 

数字学术与人文研究 
5204 会议室 

09:00~10:00 主持：王雪茅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图书馆  

09:00~09:20 文化遗产与文化技术：在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启蒙的本质 

Martin R. KALFATOVIC  美国史密森图书馆 
 

09:20~09:40 开放共享，自由发布与开放科学 

Simon MAHONY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数字人文中心 
 

09:40~10:00 数字人文与智慧数据 

王晓光  中国武汉大学 
 

10:00~10:40 主持：王晓光  中国武汉大学  

10:00~10:20 使用图像搜索进行信息发现：谷歌与品趣思的对比研究 

Paul NIEUWENHUYSEN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10:20~10:40 基于文献资源的电影本体设计 

林海青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 
 



10:40~11:00 茶歇

11:00~12:00 快闪报告

主持：夏翠娟  中国上海图书馆

参与者：

王军  中国北京大学

王宏甦  美国哈佛大学

赵宇翔  南京理工大学

王蕾  中国中山大学图书馆

王涛  中国南京大学

陈刚  中国南京大学

李旻  中国复旦大学

赵思渊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

杨敏  中国上海图书馆

陈涛  中国上海图书馆

熊泽泉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付雅明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数字人文中心 

12:00~13:30 午餐 职工餐厅

13:30~13:40 CBDB 关联数据应用发布 

Peter K.BOL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刘炜  中国上海图书馆 

朱厚权  中国中文在线集团研发中心

13:40~14:30 互动与争鸣：由术而道——数字人文中的方法与工具

主持：Peter K. BOL  美国哈佛大学 

嘉宾：王雪茅、Simon MAHONY、林海青、王晓光、许鑫、王军、赵

宇翔、王涛

5204 会议室 

09:00~14:30 
分会场 Ⅱ

公众服务与阅读推广
5205 会议室 

09:00~10:30 主持：王丽华  中国上海大学

09:00~09:20 荷兰鹿特丹公共图书馆：聚焦年轻读者

Theo C. M. KEMPERMAN  荷兰鹿特丹图书馆 

09:20~09:40 北美和国际市场数字图书馆的最新进展——挑战与机遇 
Steve POTASH  美国 OverDrive 公司 

09:40~10:00 如何吸引年轻人来图书馆——图书馆服务的新视角 

Paweł BRAUN  波兰罗兹市图书馆 

10:00~10:20 新时代，新阅读——中图易阅通数字资源服务创新 

牛怿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数字发展中心



 

10:30~11:00 茶歇  

11:00~12:00 主持：吴嘉勋  美国芝加哥大学  

11:00~11:20 联系社区 与时并进 - 看新加坡图书馆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方面的最

新实践 

高小行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11:20~11:40 学校图书馆政策和阅读材料对尼日利亚三个社区六年级学生阅读文化

的影响 

Katamba Abubakar SAKA, Jibril Attahiru ALHASSAN  尼日利亚明娜联

邦技术大学 

 

11:40~12:00 图书馆的跨界合作实践——以静安区“灰引力”基层文化服务点为例 
宋晓平  中国上海静安区图书馆  

12:00~13:30 午餐 职工餐厅 

13:30~14:30 主持： Thobela NGIDI  南非德班市特克维尼大都市图书馆 5205 会议室 

13:30~13:50 移动环境下嵌入院系的信息素养教育：案例研究 
郭劲赤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Jie HUANG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图书馆 
 

13:50~14:10 图书馆人机协同的智能参考咨询模式探索——以上海图书馆微信平台

智能问答系统为例 

冯霄  中国上海图书馆 

 

14:10~14:30 老馆，新面孔，更好为大众服务——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发展成多

功能服务中心 
吴宪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09:00~14:30 
分会场 III 

信息技术与智慧图书馆 
5206 会议室 

09:00~10:30 主持：YI Hua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马科斯分校  

09:00~09:20 走在时代前沿的后勤：技术采购部引领皇后图书馆的蜕变 
姚虹  美国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  

09:20~09:40 图书馆的馆藏发展与知识组织：以维尔纽斯犹太公共图书馆为例 
Žilvinas BELIAUSKAS  立陶宛维尔纽斯郡犹太公共图书馆  

09:40~10:00 远程教育学生的泛在学习：通过移动技术开展实时在线图书馆教学课

程划的经验 
Leo F.H. MA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YU Ling Ling  中国香港大学 

 

10:00~10:30 自由讨论  



 

10:30~11:00 茶歇  

11:00~12:00 主持：Nien Lin L. XIE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  

11:00~11:20 全球本地化与区块链：图书馆在网络化世界中最新的非中心化理念与

方法 
程洪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 

 

11:20~11:40 从泥板文书到互联网时代：图书馆的功能转变 
Ajegbomogun Fredrick OLATUNJI, Ekeh Esther MOTUNRAYO  尼日利

亚联邦农业大学 
 

11:40~12:00 从特藏资源看早期加拿大华人的生存状态 
乔晓勤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  

12:00~13:30 午餐 职工餐厅 

13:30~14:30 主持：James KALUNDU  纳米比亚温得和克市政府 5206 会议室 

13:30~13:50 大元数据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秦健  美国雪城大学  

13:50~14:10 中国政府出版物与图书馆藏书的新进展：概述 
Susan XUE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14:10~14:30 共享的下一代图书馆集成系统及高校图书馆联盟：趋势、机会和挑战 
刘国英  加拿大温莎大学 
傅平  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 

 

   

09:00~14:30 
分会场 IV 

空间设计与服务创新 
5207 会议室 

09:00~10:30 主持：赵星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09:00~09:20 图书馆空间规划：斯里贾亚瓦德纳普拉科特大学的框架 
Nayana Darshani WIJAYASUNDARA  斯里兰卡里贾亚瓦德纳普拉大

学 
 

09:20~09:40 跨界合作、创新开拓，共奏图书馆服务新乐章---甘肃省图书馆服务创

新实践探索 
李芬林  中国甘肃省图书馆 

 

09:40~10:00 建造未来的图书馆：当数字载体遇见真人与场所 
Jane WEE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10:00~10:30 自由讨论  

10:30~11:00 茶歇  

11:00~12:00 主持：赵星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11:00~11:20 “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的转型与创新服务  



 

谢娟  中国湖北省图书馆 

11:20~11:40 21 世纪作为创意产业平台的图书馆 
Natalia TURCINOVA（代表 Ivan CIGLAN 发言） 斯洛伐克国立科学图

书馆 
 

11:40~12:00 十大高校联盟（BTAA）图书馆的馆长们：对领导力开发与获得的探索

性研究 
Binh P. LE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2:00~13:30 午餐 职工餐厅 

13:30~14:30 主持：Žilvinas BELIAUSKAS  立陶宛维尔纽斯郡犹太公共图书馆 5207 会议室 

13:30~13:50 加紧步伐：为我们的社区重建新加坡的图书馆 
Soh Lin LI（代表 Tay Ai CHENG 发言）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13:50~14:10 从马萨林宫到“图书馆-博物馆-长廊”，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士留馆址的

古今变迁 
裴程  法国国家图书馆 

 

14:10~14:30 城市更新中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的图书馆建设——以杨浦区图书馆新馆

（原旧上海图书馆）建设为例 
潘立敏  中国上海杨浦区图书馆 

 

   

09:00~12:00 
分会场 V 

图情出版与专业交流 
——合作，开放，共赢：国际图情出版的未来 

5304 会议室 

09:00~10:00 主持：黄柏楼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09:00~09:20 国际图书馆学报——一个双盲评审的全英文学术期刊 
刘国英  加拿大温莎大学 
汪方民  加拿大瑞尔森大学 

 

09:20~09:40 中加作者图情论文合作：案例研究 
Kristi THOMPSON  加拿大温莎大学 
殷沈琴  中国复旦大学 

 

09:40~10:00 中美英文学术出版合作：案例研究 
阮炼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10:00~10:15 茶歇  

10:15~11:00 主持：吴澍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报》  

10:15~10:40 图情出版近年热门话题 
刘国英  加拿大温莎大学  

10:40~11:00 如何在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Kristi THOMPSON 加拿大温莎大学 
傅平  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 

 

11:00~12:00 圆桌会议：图情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与共享  



 

主持：金晓明  中国上海图书馆、《图书馆杂志》 

      吴澍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报》 

参与期刊和机构：IJoL（国际图书馆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馆

杂志》《国家图书馆学刊》《图书情报工作》《知识管理论坛》《图书情

报知识》《图书与情报》《图书馆论坛》《图书馆建设》《数据分析与知

识发现》JDIS（数据与情报科学学报）DIM（数据与信息管理）《图书

馆理论与实践》《情报资料工作》《复印报刊资料 图书馆学情报学》《高

校图书馆工作》《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四川图书馆学报》，OCLC 北京

代表处等 

12:00~13:30 午餐 职工餐厅 

 

 
  

14:40~15:20 闭幕式 5304 会议室 

 主持：林  峻  中国上海图书馆 副馆长  

 播放“第九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集锦  

 参会代表发言  

 闭幕式致辞：周德明  中国上海图书馆 副馆长  

15:30~17:30 
文化参观 

集合地点：知识广场 

上海杨浦区图书

馆（新馆） 

 

会议地点：上海图书馆报告厅、5204 室、5205 室、5206 室、5207 室、5304 室、会展区域 G 楼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1555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