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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学术

——赴美参加 2019 年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年会出访报告

中国 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目的 / 意义］通过东亚图书馆的平台拓展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传播中国学术。［方

法 / 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王岚受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邀请，于 2019 年 3 月带团参加在美国

丹佛举办的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年会，并进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开放获取平台建设探索”主题发

言，介绍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反响热烈。［结果 / 结论］此次出访增强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

献中心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了中国学术的海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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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会背景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运用

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2016 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图书馆具体承建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正式上线。

目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整合了中文学术期刊、外文学术期刊和古籍等多种学术资

源，上线资源总量已达到 1800 多万篇，全部实现开放共享、免费使用。其中，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已成为我国最大的中文社科期刊开放获取数据库，上线的中文社科学

术期刊达 2000 余种，论文 1000 多万篇，覆盖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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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科，囊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 80 余种，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学术期刊近 200

种，700 多种期刊的数据回溯到了创刊号，最早回溯到 1920 年［1］。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达到前所

未有的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展形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贯彻落实这一

重要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充分发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量大、学术性强、使

用方便和开放获取等优势，积极向海外传播中国学术，拓展海外用户，努力做到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学术。2018 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王岚带队出访美国，访问了联合国总

部图书馆、美国图书馆协会、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多

家机构，积极宣传推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使其在北美地区取得了较大影响，目前已有

多家海外相关机构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机构用户。

2019 年 3 月，为进一步推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在北美地区的使用，加强与北美地

区图书馆的联系，应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王岚一行 3 人，赴

美参加 2019 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暨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年会。

2 会议概况   

2.1 会议总体情况

2019 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暨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年会于 2019 年 3 月下旬在美国丹佛

举行。美国   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是在北美举行的关于亚洲研究的最大规模会议，共有超过 3200 名

来自世界各地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参加，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加拿大、德国、新加坡、澳

大利亚、韩国等国家。本次大会共设 372 个分组会议，会议议程涵盖学术报告、圆桌讨论、研讨

会、展览等，超过 1800 名演讲者进行主题演讲，主题涉及亚洲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语

言等领域，堪称亚洲研究的世界级盛会［2］。

2.2 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情况

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简称 AAS）成立于 1941 年，其前身是“美

国远东协会”，1956 年改名为亚洲研究协会，是一个学术性、非营利性的专业协会，向所有对亚

洲和亚洲研究感兴趣的人开放［3］。AAS 在全球拥有约 7000 名成员，涵盖了亚洲所有地区和国家

以及所有学科的研究者，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亚洲研究组织之一。协会有中

国和内亚理事会、东北亚理事会、南亚理事会、东南亚理事会以及会议理事会五个理事会。编辑

出版《亚洲教育》《亚洲研究杂志》等刊物。

2.3 东亚图书馆协会情况

东亚图书馆协会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简称 CEAL) 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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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委员会［4］。它成立于 1958 年，当时名为美国远东图书馆资源委员会 (CALFRE)，1967 年更

名为东亚图书馆委员会，1995 年进一步更名为东亚图书馆协会［4,5,6］。东亚  图书馆协会的主要工

作内容包括：讨论北美东亚图书馆共同关心的问题；为北美东亚图书馆资源、服务以及各种信息

和知识系统的发展制定方案；促进北美东亚图书馆的馆际合作和国际合作［4］。北美的东亚图书

馆都是研究型图书馆，馆藏十分重要，有很多珍稀的古籍和档案资料，对国际汉学研究起着十分

关键的作用。东亚图书馆协会对于东亚图书馆的协同发展发挥了关键的催化剂作用，成功地制定

了相关标准，并鼓励和支持了国家和区域合作项目、培训和资源共享。东亚  图书馆协会目前除其

执行委员会外，还有九个常设委员会，包括中文资料委员会、韩文资料委员会、日文资料委员

会、图书馆技术委员会、公共服务委员会、技术处理委员会、会员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统计委

员会［5］。

东亚图书馆协会目前有 170 余家成员机构，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普林

斯顿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的东亚图书馆均为其成员。东亚图书馆协会有自己的期

刊——东亚图书馆杂志 (JARL)，每年 2 月和 10 月出版，内容主要是同行评议的文章、报告、书

评以及机构和成员的新闻［4］。

东亚图书馆协会年会作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的组成部分，于每年春季召开。各委员会主

席根据需要决定主题并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邀约演讲者参会演讲，进行交流，也会邀请欧

洲及美国本土的图书馆界人士参加会议。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王岚在东亚图书馆协会年会上作主题报告

2019 年的东亚图书馆协会年会正式会议于 3 月 20 日、21 日两天召开，除了全体会议，中文

资料委员会、韩文资料委员会、日文资料委员会、公共服务委员会等都单独召开了特别会议。此

次会议吸引了来自美洲、欧洲及亚洲的图书情报专业学者 200 余人，会议期间围绕图书馆领域

“数字学术”“数字人文”等多个热点问题进行主题发言并展开讨论。

王岚馆长率团参加了相关分会会议，听取会议报告，参与互动讨论，同时宣传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文献中心。在 3 月 20 日的中文资料委员会会议上，王岚馆长作为特邀演讲嘉宾作了题为“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开放获取平台建设探索”的报告，重点介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反

响热烈，参会学者主动交流，探讨合作（见图 1）。

会议交流过程中，北美、欧洲地区多所知名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指出，他们一直在使用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中文期刊资源，海量的资源和开放获取的使用方式非常受欢迎，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已经成为他们东亚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资源平台之一（见图 2）。同时，包括

OCLC、欧洲汉学图书馆员协会（EASL）等机构都提出希望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用

户，并在数据资源上开展合作。此外，多家东亚图书馆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未来发展

提出了很多期待，如希望有英文版、能够建立海外镜像站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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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王岚在会议上介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图 2 与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学者交流

3 收获和体会   

王岚馆长率团参与会议期间，不仅进行了大会发言，还与当地多家东亚图书馆代表和相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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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沟通，介绍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相关情况，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文献中心未来海外拓展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就如何发挥东  亚图书馆在传播中国学术中的作用进行

了调研。此次活动对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海外推广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成效显著，不

仅加强了和海外东亚图书馆的联系，也为未来国际传播工作开辟了更广泛的渠道。

3.1 全面了解北美东亚图书馆的现状

近年来，北美地区很多机构建立了东亚图书馆，主要收藏中文、日文、韩文图书，还有少

量其他语种。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目前有 170 余家会员单位，其中具备一定规模的东亚图书馆有

50 多家。东亚图书馆多为研究型图书馆，收藏图书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主。

截至 2017 年，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的纸本书总馆藏为 2099 万册，电子书为 823 万种。总

的采购经费为 1354 万美元，其中中文资源采购经费为 568 万美元。各成员馆的工作人员总计约

433 人，包括专业馆员总数 180 人，其中中国馆员 72 人［7］。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北美东亚图书馆馆藏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地位。随着近年来中国的不断

发展，馆藏中文资源和中国馆员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总的来看，北美东亚图书馆馆藏已成为海

外最大的东亚文献收藏，也是海外中国文献的最重要收藏地。

3.2 东亚图书馆是中国学术海外传播的重要平台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渴望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研究中

国。从本次会议了解的情况看，东亚图书馆在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海外

学者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最直接、认可度最高的支撑平台之一。

目前，东亚图书馆是海外大学里中国文献信息资源收藏的主力，是支撑各大学和智库等

机构的教学、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重要力量。东亚馆藏的侧重点与其所在大学所设立的

课程与研究的专题方向基本一致，学术资料馆藏建设与各大学东亚研究学科的发展密切相

关［8,9］。

东亚图书馆是各个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根据自身的需求建立的，服务的人群也主要为东亚问

题研究的学者和专家［8,9］，是完全与当地环境融为一体并受到当地学者认可的，无论从传播对象

还是传播内容和渠道来看，都是中国学术海外  传播的最佳平台之一。

下一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将继续加深与东亚图书馆协会的合作，通过资源合作、项目

交流、业务研讨等方式，形成一定的常规合作模式，畅通与该协会成员机构的沟通渠道，通过平

台提供嵌入式的研究文献服务，从而增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影响力，促进中国学术的

国际传播。

3.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在东亚图书馆资源配置中的重要地位

本次会议中，绝大多数东亚图书馆代表和学者都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表示欢迎和认

可，很多馆员不仅自己使用，还自发地向身边的人推荐使用。与会馆员普遍反馈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文献中心是他们最需要的中文资源之一。

东亚图书馆馆藏大多偏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提供的中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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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术期刊，种类多、覆盖学科广、回溯时间长、数据更新快，是社科研究中最核心的资源，与

东亚图书馆需求一致［10］。同时，东亚图书馆的采购经费普遍紧张，面对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美元的商业资源，往往无力采购。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开放获取的中文期刊资源，解决

了东亚图书馆的经费难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已经成为各个东亚图书馆必备的一项资源，

已经链接到了绝大多数东亚图书馆的网页上。

3.4 拓展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传播中国学术

会上，王岚馆长作为特邀演讲嘉宾所作的题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开放获取平台建设

探索”的报告，全面介绍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资源、服务和未来发展方向，多个机构

代表主动交流，希望加强馆际合作，共同推动中国优秀人文社科学术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与

使用。

会议期间，王岚馆长代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授权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 170 余家

成员成为机构用户，初步授权欧洲汉学图书   馆员协会的 126 家成员成为机构用户。同时，与

多家东亚图书馆加强了联系，解答了数据库使用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探讨了未来合作的方向。

通过参加本次会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海外拓展工作得到了全面提升，尤其是在

海外东亚图书馆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2000 余种中文社科学术期刊，1000 余万篇学术论文，

可以通过东亚图书馆的平台迅速传播到上百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海

外传播。

3.5 加强海外合作，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与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和欧洲汉学图书馆员协会等机构的成功合

作，为今后海外推广开辟了一条良好的道路，形成了可以借鉴的模式，积累了经验。

今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不仅要与海外图书馆合作，还应积极拓展与美国

亚洲研究协会等国外研究机构的直接合作，将中国优秀学术成果直接传递给更多亚洲研

究学者，让世界了解中国、让海外学者了解中国学术，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

响力。

【参考文献】

［1］ 国 家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中 心 学 术 期 刊 数 据 库 用 户 关 注 度 报 告 (2018 年 度 )［J］. 文 献 与 数 据 学

报 ,2019,1(01):9-20.

［2］AAS.2019 AAS Conference Stats［EB/OL］.［2019-05-25］.https://conference.asian-stu- dies.org/conference/.

［3］AAS.ABOUT AAS［EB/OL］.［2019-05-25］.http://www.asian-studies.org/About/About.

［4］SHEN Z.Welcome to 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CEAL)!［EB/OL］.［2019-05-25］.https://www.

eastasianlib.org/newsite/about/ .

［5］陈同丽 . 北美的东亚图书馆协会——链接东方图书馆的桥梁［J］. 图书馆 ,2011(06):6-8+11.

［6］吴文津 , 张寒露 . 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J］. 图书情报知识 ,2011(02):4-12.



127

中国 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学术［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19，1（2）：121-127.

［7］DOLL V, LIU W. 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statistics 2016-2017 for north american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2018(166):Article 16.

［8］王立 , 郑美卿 , 司徒萍 . 北美地区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历史、现状和前瞻［J］. 国际汉学 ,2015(02):189-

199+207.

［9］张芳 , 李刚 . 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43(06):80-98.

［10］沈志佳 . 数字学术时代东亚图书馆的创新角色［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18-11-15(7).

Report of CASS Library Delegation on the 
Annual Meeting of 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2019)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issmin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achievements, 
we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to extend the services of the Nati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NCPSS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the platform of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CEAL).［Method/process］ At the invitation of CEAL, Wang Lan, the chief librar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brary (CASS Library) led a delegation to attend its annual meeting 
and delivered a speech, The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of Open Access Platforms for Journal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SS) in China on March, 2019. He introduced NCPSSD to the council and 
got hearty responses.［Result/conclusion］ Through this visit, NCPSSD gained in popularity abroad and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achievements was also promoted.
Keyword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NCPSSD);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CEAL);East asian libraries;Chinese academic achievement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brary(CASS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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