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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Canadians, Cooki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Role of Christine
Jacobs
作者：Heather Ebbs
单位：Indexing Society of Canada / Sociétécanadienne d’indexation
摘要：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ndexing, the name of Christine
Jacobs is writ large. Or it would be, were indexers not such an unassuming lot.
Christine Jacobs has guided bo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Indexing
Society of Canada / Société canadienne d’indexation (ISC/SCI) in matters
large and small since the early 1990s, a few years after she joined the society
in 1985. She was the representative for Eastern Canada on the executive from
1992 to 1996, and served as society president from 1995 through 1997. As
past president she remained as a guiding hand for the executive, and in 1998
she became the society’s first official international liais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was a new one, because it was 1998 when the idea for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amongst all the societies was con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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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ndexing: a Perspective from an
AusSI/ANZSI Member
作者：Glenda Browne
单位：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ociety of Indexers
摘要：Indexers in Australia and elsewhere benefit from relationships with indexers
around the world. These include formal tie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Representatives of Indexing Societies (ICRIS), and informal
tie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t is the history of these informal
connections, as we have experienced them in Australia, that I wish to consider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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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The father of British Indexing: Henry Benjamin Wheatley
作者：J. D. Lee

单位：Society of Indexers
摘要：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of H. B. Wheatley’s How to make an index,
facsimile reprints of his two bestknown works on indexing have been
published. This article looks at the life and work of this very prolific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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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The foundation of the Society of Indexers
作者：Rosemary Dear
单位：Society of Index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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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评《罗素自传》和《罗素传》汉译本索引——兼谈汉译传记索引的编制
作者：鲍国海
单位：上海大学图书馆
摘要：从索引词类别、参照系统以及索引排序三方面对《罗素自传》和《罗素传》
汉译本的索引进行评价，进而对改进汉译传记索引的编制略述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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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顾颉刚日记》索引评价
作者：鲍国海
单位：上海大学图书馆
摘要：对《顾颉刚日记》索引进行了评价，指出缺少词目笔画目录，参照系统有
待完善，词目类型应当增加，索引质量应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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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凌鸿勋先生访问记录》内容索引评价
作者：鲍国海
单位：上海大学图书馆
摘要：对《凌鸿勋先生访问记录》的内容索引进行了评价，指出存在索引词遗漏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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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亚当·斯密传》汉英索引评价
作者：鲍国海

单位：上海大学图书馆
摘要：对《亚当·斯密传》汉英索引进行了评价，指出缺参照系统、索引词排列
错误和缺二级索引词等问题，提出汉译传记索引编制应注意的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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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年谱索引编制刍议——兼评《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人名索引
作者：鲍国海
单位：上海大学图书馆
摘要：对《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人名索引进行评价，指出存在缺少人名词目
参照问题，认为，年谱索引还应增加谱主作品、机构和地名等词目，加强
索引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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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中日合作编制古籍图书索引的体会——《白氏文集》索引编制概述
作者：王雅戈，李炜超，王杰，郝建华
单位：1.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2.苏州大学社会学院；3.常熟理工学院生物与食
品工程学院
摘要：文章介绍了《白氏文集》在日本的影响和已有《白氏文集》索引的编纂情
况；介绍了本次《白氏文集》索引编纂所依据的版本；介绍了索引编者的
学术简历；说明了《白氏文集》索引的编纂进展和编纂体会；论述了古籍
索引编纂的不足和可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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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国外索引类数据库知识服务趋势分析
作者：颜佳
单位：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摘要：提升索引类数据库的知识服务能力一直是图书馆与数据库服务商的追求目
标，也是广大索引数据库用户的迫切需求。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语义技
术、知识本体技术的日益成熟，为提升索引数据库知识服务能力提供可行
性。在整个索引数据库行业的发展中，国外涌现了很多成熟的、优质的数
据库服务商。本文通过调研国外主流及有特色的索引库数据库，找出这些
数据库知识服务的可借鉴的地方，分析知识服务背后的原因，得出它们的
共同点，形成当今国外索引数据库知识服务的趋势分析，以期为国内同类
数据库的知识服务能力的提升提供宝贵经验。

12
题名：中国引文索引的现状与思考
作者：赵蓉英，李丹阳，李新来
单位：1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2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3 武
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从平台发展现状和文献研究现状两个维度对中国引文索引的现状进行
了分析。在平台发展现状方面，从内容和功能两方面加以阐述；在文献研
究现状方面，利用可视化软件分别对主题、作者和机构等维度进行分析并
做出相应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引文索引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
引文索引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13
题名：基于 DCI 的中美数据论文计量比较分析
作者：姚啸华
单位：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摘要：本文以中美两国数据论文为研究对象，将《数据引文索引》（DCI）作为
数据来源，从发文总量、被引频次、合著度、论文专业度、学科分布等角
度和指标对中美两国近 10 年的数据论文进行计量比较分析，并通过构建
两国学科领域共现网络对两国数据论文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关系以及关键
的学科领域节点进行分析，从而了解我国数据论文出版的现状以及同国外
科研强国之间的差异，为我国数据论文出版乃至科学数据共享、出版和研
究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