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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科情报学能力建设与创新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综述

孔青青 1,2  顾娅婕 1A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 10073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732）

摘 要：［目的 / 意义］ 对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的主要内容进行归纳，探讨新时代

社科情报学能力建设与创新路径，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参考。［方法 / 过程］ 围绕本届年

会的主题“新时代社科情报学能力建设与创新路径”，对专家报告的内容进行综述。［结果 / 结论］本次会

议的内容主要包括关于新时代社科情报学研究新挑战的前瞻性思考，关于图书情报学理论层面、技术应

用层面、图书情报行业及其上游行业出版行业实践探索方面的思考，以及关于图书情报专业核心能力建

设的思考等内容，并从图书情报学专业角度阐述了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本届年会的召开

对于推动新时代背景下社科情报学核心能力建设和我国社科图书情报事业的转型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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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议概述   

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契合新技术环境下对我国社科情报事业的新要求，2019 年 11 月 23 日至 24 日，中国社会科学

情报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在天津市南开大学召开。本届年会主题为“新 时代社科情报学能力建设与

创新路径”，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主办、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承办，《情报资料工作》和《文献与数据学报》作为本次会议

的媒体支持单位，来自全国高校系统、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部队系统、新闻系统、公共图书馆

系统等从事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 180 余位专家学者及学会会员共同参加了会议。

［作者简介］孔青青（ORCID：0000-0001-8287-3523），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

副研究馆员，博士，研究方向为电子资源建设、数据管理与服务等，Email:kongqq@cass.org.cn; 顾娅婕，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图

书馆，硕士，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管理，Email:guyajie@cass.org.cn。

1 会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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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王岚和南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军分别为

大会致开幕辞，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蒋

颖进行大会总结，多位业内知名专家进行了学术报告、专题研讨以及精彩点评，会议内容丰富，

视角多元，反响热烈。

2 会议内容

2.1 新时代社科情报学研究的新挑战

新的信息技术环境下，社科情报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本次会议邀请华中师范大学

副校长夏立新教授围绕当前社科情报事业发展所面临的新变化进行主题报告。他在报告《新时代社

科情报学研究的新挑战、新举措》中回顾了信息链视阈下的情报学研究进程，指出当前社科情报事

业面临研究视角的转变、研究范式的转变、研究方法的转变及研究技术的转变四大新的挑战。在此

基础上，他进一步归纳出大数据及技术双重驱动下社科情报学研究的三大创新举措，分别是：第一，

满足新时代人文社科研究者对社科情报的深入需求，促进数据、技术及学术三者共融，推动人文社

科研究范式的转型；第二，整合人文社科学科优势，战略部署大数据，推动人文社科情报的协同创

新；第三，信息技术驱动下，实现人文学科和计算技术的跨界和融合，实现社科情报的共建共享。

2.2 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与应用

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始终是业内关注的重点。本次会议邀请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于良芝教授、王芳教授和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事信息与网络舆论系周军教授分别进行主题报告。

于良芝教授在报告《图书馆情报学的实践转向》中对“实践”的概念及内涵进行界定，指出

图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对实践理论的关注，具体包含关注信息实践和

关注实践中的信息等内容。由此提出，LIS 的实践转向具体表现为由认知转向、社会转向到经验

转向的变化过程，并提出 LIS 实践转向的建议，即需在厘清基本概念的前提下考虑实践转向，缩

小具象化信息的范围和缩小 LIS 研究对象的范围等。

王芳教授在报告《情报学理论：应用、创新与学科知识贡献》中主要对我国情报学应用理论的

分布来源、52 种期刊的理论应用学术影响力、国际情报学期刊的理论应用情况及以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为例对情报理论的扩散与发展等内容进行了阐述。此外，她结合南

开大学图书情报档案学科理论知识图谱网站构建情况进行介绍，并提出对情报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期望。

认知情报学是一门横跨认知科学和情报科学的新兴融合学科。周军教授在报告《关于认知情报

学研究的进展》中对认知情报学相关名词进行概念界定，并分析认知情报学与情报学传统用户研究

的主要区别，以及认知情报学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进程。同时，他详细介绍了国内外认知情报学研究

现状。国外认知情报学研究发展主要分为个体认知研究阶段、社会认知研究阶段以及计算认知研究

阶段这三个阶段；国内认知情报学研究层次主要表现为从整个情报学学科角度探索认知与心理的重

要性、探索整体认知与心理结构对情报工作的影响以及探索具体认知活动对情报工作的影响。

2.3 新技术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场景

技术环境的变化对社科情报事业产生深刻影响。围绕这方面内容，本次会议邀请南京大学信

2 会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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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管理学院院长孙建军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黄水清教授和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

中心副主任王晓光教授分别进行主题报告。

数字化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区块链”等新技术发展及环境变化为人文社科的

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孙建军教授在报告《需求与能力导向的人文社科大数据研究与实践》中提出人

文社科大数据研究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人文社科大数据研究强调开放协作式创新，人文社科大数据

研究侧重量化思维与计算思维，人文社科大数据研究极富创造性。此外，他详细阐述新范式下的人

文社科“数据”保障能力，并结合南京大学人文社科大数据研究院的成立及发展情况进行重点介绍。

人工智能方兴未艾，机器学习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而语料库是保证机器学

习算法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计算机学习了语料库中的知识，才能对未知问题进行分析、决策。

黄水清教授在报告《新时代人民日报分词语料：语料库构建及性能测评》中详细介绍了新时代

人民日报分词语料（New Era People's Daily Segmented Corpus，NEPD）的基本情况以及主要特点。

该语料库作为最新版现代汉语通用语料库，是对北京大学 1998 年人民日报语料库的补充，是开

展与自然语言有关研究的有效工具和手段。本次会议是黄水清研究团队对 NEPD 的首次发布。

数字人文时代已经到来。王晓光教授在报告《建设面向数字人文的研究基础设施：方向与路

径》中指出，面向人文的数字研究基础设施重点包括数据和工具，即利用新的数据资源和信息技

术创新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和利用新的软件工具与开放平台支撑人文知识的生产、传

播与教学等。他提出大数据与认知计算是人文研究的新路径，云平台的产生和发展成为建设面向

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的新趋势。此外，他结合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关注的重点领域和主

要成绩，对敦煌智慧数据建设等项目进行了介绍。

2.4 图书情报上游产业出版行业的探索

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与其上游产业出版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围绕这方面内容，本次会议邀

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社长谢炜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武宝瑞研究员进行主题报告。

数字时代，学术出版生态面临学术知识需求、学术生产方式和学术出版供给主体三个方面的

变化。谢炜在报告《数字时代的学术出版与知识服务》中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构建人文社科知

识服务体系为例，探讨数字时代学术出版机构在困境下的转型路径，提出加强学术出版社与图书

情报机构的共生协作，共同推动数字时代下的学术发展。

学术期刊是最有活力的出版形态之一。武宝瑞研究员在报告《期刊业媒体融合发展的问题与对

策》中详细介绍了传统媒体融合发展及期刊融合发展的现实状况，如期刊融合发展定位不够精准、

融合成本较高及融合发展未达到预期效果等，并提出期刊行业未来发展的建议，包括选择融合发展

增强期刊生命力，把握住期刊融合发展的精准定位和内在规律，积极调动资源推进融合发展，坚守

内容为王的价值理念，努力推动期刊发展平台化思路，让期刊在互联网的浪潮中挺立潮头。

此外，《情报资料工作》编辑部和《文献与数据学报》编辑部作为媒体支持单位，分别围绕

期刊发展历程、办刊理念、选稿用稿策略等进行了介绍，并表示将立足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背

景，为推动图书情报学事业发展做好出版服务。

2.5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情报机构的发展实践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情报机构是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重要主体。围绕这方面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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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文献中心建设部副主任赵以安副研究馆员在报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最新进展》中，

围绕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平台建设成效、国内外机构用户服务、宣传推广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设

想等进行详细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技术保障室主任郑光辉副研究馆员

在报告《全国党校系统图书馆业务发展特色概述》中，从总体格局、组织机构、空间布局及馆藏资源

等方面介绍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的基本情况，并重点对其特色资源建设现

状进行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馆长王砚峰研究馆员在报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

馆的特质和定位》中，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特质，归纳出研究机构专业图书馆的

特质和基本定位主要表现为复合型、研究型的专业图书馆，要求研究机构图书馆要在充分满足多种文

献服务需求的前提下，进一步充实学科和智库建设，助力科研管理和成果转化，服务科研，服务社会。

2.6 图书 情报专业核心能力建设 

近年来，图书情报事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的核心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围绕这方面内容，本次会议邀请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初景利教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王世伟研究员进行主题报告。

关于图书情报教育所面临的重大变革，初景利教授在报告《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生的职场竞争

力》中概括为：学科定位从文献走向数据、知识、智能与智慧；图书情报教育与管理学科、计算

机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学科体系正在从文献整理拓展到数据整理、知识组织、知识管理、智能系

统和智慧服务；学科壁垒正在打破；毕业生就业领域从图书馆、情报所延伸到企业知识管理部门、

政府信息部门、社会舆情分析部门及各类智库机构等。他从用人单位对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研究生

的评价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为推动图书情报教育的未来发展，应该推动新时代图书情报专业的能

力变革，加快未来学科核心能力体系建设，强化协同培养机制，如大学与用人单位的有机衔接等。

当前，智库研究与智库服务能力是图书情报专业重要核心能力之一。对此，王世伟研究员在

报告《科研与智库成果的选题、撰写与特点》中，结合自身丰富的科研与智库的选题案例，针对

高校、科研机构和图情事业机构的教学和科研人员所遇到的研究选题困惑，归纳关于选题应当思

考的若干切入点，包括：在发现萌芽状态的问题和趋势提出新研究命题，在交叉学科和交叉领域

中思考选题，在全局的战略视野中发现问题，在实地和文献调研基础上形成选题等。他进一步强

调在撰写科研与智库成果的选题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要在选题题目中提供最重要的信息；在

谋篇布局中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引用一手、权威、新颖的文献资源；文字表述中要开门见山和

优雅流畅；提出决策建言要具有创新性、可操作性、针对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学理性的思考。

3 会议结论

新时代，意味着新变化、新挑战和新机遇。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环

境的深化，对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

主题“新时代社科情报学能力建设与创新路径”，与新时代特征接轨，内容丰富，发人深思。不

仅 有关于新时代新挑战的前瞻性思考，也有关于图书情报学领域理论层面、技术应用层面、图书

情报行业以及相关行业的思考，核心问题是探讨如何加强图书情报专业核心能力建设。这些观点

3 会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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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讨论对于推动新时代背景下社科情报学的核心能力建设、促进我国社科图书情报事业的转型与

创新具有较好的启发和借鉴价值。此外，本届年会举办期间还邀请专家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在图书情报领域的贯彻落实进行专题研讨，成为本届年会的亮点活动。此次研讨对于图书情

报行业更好地学习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学科发展和事业发展，以及提升行业自

信、专业自信和职业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The Capacity Building and the Innovation Path 
of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cs in the New Era:The 
Review of the 2019 Academic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Information Society of Social Sciences

KONG Qingqing1,2 GU Yajie1

(1.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Library, Beijing 100732, China;
2.Internet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2019 academic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Information Society of Social Sciences, to explore the capacity building and the innovation 
path of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cs in the new era,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omestics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related fields. ［Method/process］Focusing on the theme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and the innovation path 
of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c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the contents of the expert reports. 
［Result/conclusion］ The contents of this conference include the prospective thinking on new challenges i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cs in the new era, the thinking of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the tech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thinking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its 
upstream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 thinking of the core capacity building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o expou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from 
the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convening of this year’s annual conference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promote the core capacity building of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hinese Information Society of Soci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c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nferenc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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