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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1 会议信息

杨思洛：“第 16 届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大会（ISSI）大会网站开通，

欢迎投稿和参会-- http://www.issi2017.org 第 16 届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

计量学大会（ISSI）大会是由武汉大学、ISSI 和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共同主办。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国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专业

委员会和中国科教评价网（中国科教评价网-最权威的大学排名发布网站，免费

的考研咨询高考招生服务网站 ）共同承办的，将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20 日

在中国武汉大学举行。会议两年一次，为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科学计量学、

网络计量学等领域学术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国际会议。”

1.2 圕人分享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7 月 08 日

http://m.xhsmb.com/20160708/edition_1.htm 。”

中原劲草：“在古籍上盖收藏印要小心：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UzNjIyMw==&mid=2653383667&idx=1

&sn=5864aff3606e3a1fb70bca761a859420&scene=23&srcid=0708nnGUYJJZgdsIl

o8GFFLf#rd 。”

图谋：“图书馆学情报学 SSCI 期刊影响因子（201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9706.html 。”

克莱蒙：“SyncMind 《科学》杂志推荐夏季阅读书单：从嬉皮士到平行宇宙

http://url.cn/29mVKYs ，高级书单。”

图谋：“柯平：第六次评估是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2651682423&idx=

1&sn=e757f4ca483db30ffffe2cd7fe3cf855&scene=0#wechat_redirect 国公共

图书馆事业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体系化发展模式做了大量的实践探索

和理论研究，形成了很多成果。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柯平教授多年来一直

致力于图书馆战略管理、规划以及评估标准等领域的研究，对于公共图书馆体

系化发展颇有心得。为此，e线图情采访了柯平教授。”广州书童：“第六次

评估的标准就是柯教授负责制订的。”

tianart：“‘和平杯’第五届全国‘读书’漫画大赛征稿通知 2016-7-11 中图

学字〔2016〕65 号，联系电话：022-58535506 022-58535500 电子信箱：

http://www.issi2017.org
http://m.xhsmb.com/20160708/edition_1.ht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UzNjIyMw==&mid=2653383667&idx=1&sn=5864aff3606e3a1fb70bca761a859420&scene=23&srcid=0708nnGUYJJZgdsIlo8GFFLf#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UzNjIyMw==&mid=2653383667&idx=1&sn=5864aff3606e3a1fb70bca761a859420&scene=23&srcid=0708nnGUYJJZgdsIlo8GFFLf#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UzNjIyMw==&mid=2653383667&idx=1&sn=5864aff3606e3a1fb70bca761a859420&scene=23&srcid=0708nnGUYJJZgdsIlo8GFFLf#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9706.html
http://url.cn/29mVKYs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2651682423&idx=1&sn=e757f4ca483db30ffffe2cd7fe3cf855&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2651682423&idx=1&sn=e757f4ca483db30ffffe2cd7fe3cf855&scene=0#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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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mhds@sina.com 邮寄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60 号增 1 号，天津市和平

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全国读书漫画大赛组委会。邮政编码：300041 。”

诲人不倦：“【WOS 易主： 汤森路透正式宣布将旗下知识产权和科学业务卖给

了加拿大 onex 公司和霸菱亚洲投资有限公司】Thomson Reuters Announces

Definitive Agreement to Sell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 Science Business

to Onex and Baring Asia for $3.55 billion .Thomson Reuters

http://t.cn/R5DiJDl。”

hanna：“2020 年江苏将建 10所全国 50强高校 985、211 将成历史

http://js.qq.com/a/20160712/008823.htm?pgv_ref=aio2015&ptlang=2052。”

图谋：“李永泰：纪念李小缘先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237.html 图谋按：本文系

2007 年 5月 12 日在南京大学纪念李小缘先生诞辰 110 周年暨金陵大学图书馆

学系创办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录自李永泰: 《八十回眸》，2015 年自刊。

李永泰先生为李小缘先生长子，数十年来为纪念与传承李小缘先生做了大量工

作，图谋由衷敬服！”

图谋：“李永泰：图书馆运动的悲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240.html 图谋按：本文作者为

李永泰先生（图书馆学家李小缘先生长子），写于 2002 年 5 月。”

图谋：“柴钊.你真的了解影响因子吗？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6618-990380.html 根据汤森路透的官方

定义(可点击阅读原文链接查阅)：‘可被引文章’是指期刊文章分类为论文

(Article)，综述(Review)或会议论文(Proceedings Paper)这三种类型的，其余

均为"Editorials"材料，不计入‘可被引文章’类型。文章具有什么特征才算是

可被引文章呢？第一：描述性的文章题目。第二：标注作者及联系方式。第三：

摘要。第四：文章长度。第五：提供数据内容。第六：提供参考文献。第七：参

考文献的密度。”cpulib*：“汤森路透将成为历史。”

丹青：“阅读点燃梦想，伴我健康成长——重庆市合川区图书馆 2016 年暑期志

愿者在行动（果晓红）http://url.cn/28YCAEf 。”

图谋：“如何促进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成果的推广与普及？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763.html 图谋按：我是一名图

书馆员，同时是图谋博客撰写者、圕人堂 QQ 群创建者，10余年来，一方面在

进行实证研究的探索与实践，一方面在为推动图书馆学规范性研究的科学普及

略尽绵薄之力。今天，可以说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成果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已

显露出一个新问题：如何促进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成果的推广与普及？图谋以为，

http://t.cn/R5DiJDl
http://js.qq.com/a/20160712/008823.htm?pgv_ref=aio2015&ptlang=205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23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2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6618-990380.html
http://url.cn/28YCAEf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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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属于‘当代图书馆学人的学术责任’范畴，值得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图书馆人

关注与思考。本文‘聚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科学

发展观研究’(项目编号:06BTQ007)研究成果，希望‘一举多得’，既有助于该

成果科学普及，又能更好地促进对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成果的关注与思考……。”

图谋：“吴慰慈：当代图书馆学人的学术责任.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718.html 摘编自：徐建华等著.

科学发展观与图书馆员快乐指数.天津大学出版社,2014.7:序言。”

Lee 分享文件:开放获取进展与思考 2015.pdf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7 月 15 日

http://m.xhsmb.com/20160715/edition_1.htm 。”

图谋：“此方月.图书情报专硕就业怎么

样?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4a09cb0102x1gb.html 。”

1.3 问题求助

1）san san：“请问《大学图书馆学报》如何定义类型，有老师知道吗？例如是

标注 cssci 还是怎么定义？”Janet：“在我们学校是 D类期刊 我们将期刊划分

等级了 从 C 类到 G 类 由高到低。”

2）弋痕夕：“请教各位 ESI 里的 Mean Year 是什么意思啊。”gaozy：“平均

年份。”弋痕夕：“平均年份是啥意思。”gaozy：“平均年份，就是说引文发

表的平均年份越近，表示目前对这个主题开展的研究越多。平均年份离当前年份

越近表明这个主题就是当前比较热的或研究前沿。”弋痕夕：“Highly Cited

Papers 是什么意思呀，是引用了这篇论文的论文里，有几篇高被引论文吗？”

gaozy：“ http://esi.webofknowledge.com/help/h5papers.htm 。”cpulib：

“ESI 高水平论文分为：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用漏斗标示。”

1.4 日常讨论

1）高校馆电子阅览室的利用现状

海浪：“各位，你们电子阅览室都搞过哪些活动？”福蛙：“关门大吉，不用搞

活动了。我们关停了两年了，读者太少，机器太旧。”云朵：“以前我们是收费

的，搞活动也就是免费上网。现在新的电子阅览室建设中，还没开....”tianart：

“我们现在电子阅览室人也少，学生宿舍都有宽带了。”图谋：“学生宿舍校园

网覆盖么？有的学校为了省钱，学生宿舍无法上校园网。”云朵：“宿舍、食堂

都有宽带了。”cpulib：“我们教学楼，食堂等都是免费无线覆盖，导致，上课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718.html
http://m.xhsmb.com/20160715/edition_1.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4a09cb0102x1gb.html
http://esi.webofknowledge.com/help/h5pape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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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网都卡死了，学生都在用。”海浪：“学生都不来电子阅览室了，想着搞些

可以持续的活动，提高一下利用率，但是不知道哪些活动好。”图谋：“电子阅

览室需要用心经营的。否则，难以为继。“时下，很多高校的电子阅览室处于‘垂

死’状态。与此同时，也有少部分高校，运转良好。”cpulib：“关键现在有几

个领导在乎电子阅览室的，现在钱又不给图书馆。”满哥：“电子阅览室的功能

是什么？”2014：“我觉得搞电子阅览室不如把钱花到网络上。同学自己带电脑

来。”南大沈*：“电子阅览室是历史产物，会消亡的。这太正常。”图谋：“用

心经营，体现在：环境好、服务好（有资源、有资助打印等延伸服务）、可持续

（又投入也有产出，能够及时更新维护）。”南大沈*：“有一天，笔记本也会

进入博物馆。”2014：“电子阅览室机器几年就不行了，有多少学校随时能更换

机器？”海浪：“就目前电子阅览室的现状，怎样挖掘电子阅览室的使用价值。

能让学生来，并且对他们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南大沈*：“游戏网吧。这个会

有人来。”cpulib：“关键现在网吧也生存困难。”2014：“机器不行的话，学

生宁愿自己花钱去网吧哟。”南大沈*：“努力挽救电阅，就是在逆时代潮流。

图谋：“校情差异，比较大。有相当一部分高校，实际上是有存在的理由的。比

如因为校园网络基础设施较差，相关投入不足。”cpulib：“但不管怎样，电子

阅览室还会存在一段时间呢，最多是缩小规模。”hanna：“我们老早就没有电

子阅览室了，现在最火爆的是自助复印机。”南大沈*：“校园网络基础差，这

就是痛点，改进这个即可。”图谋：“也是一种平衡法。或者说权宜之计。”cpulib：

“取消电子阅览室暂时还是不太可行，还真有时会有一些老师来用。”满哥：“我

们主要是提供了一些电脑给学生用，也不叫电子阅览室。解决一下没带笔记本人

的问题。”南大沈*：“电阅就是九十年代的。”gaozy：“网吧都转型了，叫网

咖。超级重视用户体验。”tianart：“我们现在校园 wifi 只对教工开放，每

人每月 2G。”cpulib：“网吧服务可好了，专车接送。”tianart：“学生宿舍

是宽带。”图谋：“高校的网络设施水平，可能存在好多个梯队。”cpulib：“各

校有各校的情况。”图谋：“高校电子阅览室，与高校投入的数字资源经费相协

调，促进数字资源的利用。好些高校，还处于、正处于或应处于这个阶段。”宁

静：“对，很多学校，因经费紧张，还会将一些淘汰的电脑，用做图书馆电子阅

览室的设备。特别是一些高职，中职。”cpulib：“我们一口气买了近千台电脑，

每学期两个房间轮流开，现在成了教务处考试专用机房。”图谋：“2000 年代

建的馆，好些设置了一个或多个（且通常处于较好的位置），这样的空间如果废

弃或未加以‘转型升级’，怪可惜的。”印度阿三：“我们的电脑用了 10 年，

今年终于开始逐步更新了。”2014：“上机课，机考。”cpulib：“每次考试图

书馆都成了集市了。”图谋：“那也算物尽其用了。”河北工大安*：“很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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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专门的电子阅览室了，是把每个阅览空间都放几台电脑。”2014：“这种我

觉得合适些。” cpulib：“作为图书馆变成考试房间，确实也不好，那几天没

学生敢来图书馆复习了。太吵了。” 宁静：“我也觉的合适，但随之而来的会

有其它的问题。” 河北工大安*：“阅览桌上有电源、网口就行。一般都自带电

脑。”宁静：“应该说你们的学生都很富有。”河北工大安*：“现在的学生都

很富有吧。”

2）图书资产清查

节能：“我们资产清查快疯了。”印度阿三：“呵呵，我们已经结束了。”cpulib：

“我们早结束了，为什么你们都这么晚干呢？”节能：“馆里的书还好说。关键

是院系老师用科研经费买的书。”cpulib：“这个也算啊。”节能：“俺们学校

要求要不不清楚，要不天天变。是啊，麻烦就在这里。”cpulib：“这谁知道啊，

买书时也不备案。不像设备有备案号。”印度阿三：“我们是直接外面的审计事

务所来查的。”节能：“书都在老师手里，10 多年的啊。要确认这书还在不在。”

宁静：“是呀。”节能：“事务所来此查也一样不好差啊。”cpulib：“难道这

些书最后还得报废给学校？”印度阿三：“反正就是查完了。”cpulib：“我看

我们很简单嘛，就清点下，图书只清点部分，期刊清点全部。其他资产贴贴标签。

其他不在图书馆里的，一律不过问。”节能：“当时报销时学校提了人家固定资

产了。所以需要核实。盘库盘亏的要出明细吗？”节能：“所有图书资产归口图

书馆管理，账目上。实物书图书馆只管花图书经费自己买的。 所以难度更大。”

印度阿三：“不会啊，谁花钱买书，经费从哪来，最后谁拿走了都要明确啊，要

签字确认的。我们现在只要是走财政资金的，不管哪个来源，内部用的资料也要

由领用人签字的，反正到时候就去找他。”节能：“现在就是要去‘找他’啊。

十多年的都要找啊。”印度阿三：“你们是学校，太大了。”节能：“不是大，

是时间太长。他年年清查倒没事了。”印度阿三：“不可能要你一本一本去找吧，

会搞死人的。”节能：“目前没得到不这样做的指示。 领导争取去了，但愿带

回省事的办法。”印度阿三：“我曾经试过带着人满楼走了一天，一本一本找给

人家看，脚都走痛了。”节能：“这么多年，调走的，退休的……各种情况啊。

还有毕业的研究生用研究生经费买的…”印度阿三：“那你们就奇怪了，这些东

西干么要你们图书馆来管。”节能：“学校规定。还有啥好说的？”

3）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

图坛刘编：“《程焕文之问--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一年前，在程焕文先生支

持下，《图书馆论坛》开设‘'程焕文之问'专题研讨’栏目，直面数据商与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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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之间的那些事，试图重建津梁。一年过去，喧嚣犹在，矛盾仍存，解决之路慢

慢逼近。在程焕文先生再次支持下，遴选相关文章结集出版，供各方研读，我们

初心不改：重建津梁。”

图谋：“题目比较有意思。可以仿写一下：（1）图书馆凭什么如此羊？（2）图

书馆为什么如此羊?”印度阿三：“因为垄断和所谓的读者至上。”图谋：“数

据商长大了，进入了‘而立’之年。此消彼长。”印度阿三：“我一向觉得 cnki

还太便宜了，起码要再涨好几倍，涨到科研变成奢侈品就好了。”图谋：“某种

程度上，其实 CNKI 只能算是国内数据商的一个代表。而且‘痛点’主要是在外

文数据库。”hanna：“查新取消呢？是不是图书馆对数据库的依赖会少一点？”

嘉懿：“觉得是激励强度，在讨价还价方面，数据商和图书馆的激励强度是不一

样的。”图谋：“太看得起‘图书馆’了。”hanna：“图书馆还要靠数据库来

赚钱吧，读者用的还真不多。”印度阿三：“高校若是把数据库采购权交给某一

强势部门，如校办之类的，会发生什么情况。”hanna：“买数据库不用图书馆

自己掏钱，查新返还的钱可是进了图书馆的口袋里了。”Lee：“@hanna，不对

吧，花那么多大钱钱买数据库，‘赚’一点小钱，且不得不偿失？”hanna：“至

少在图书馆这边，没有去谈判的动力。”嘉懿：“其实，政府/公共部门(高校/

公共图书馆都算吧？)在采购其他物品时，和图书馆采购数据资源一样，面临着

大致相同的问题。”河北工大安*：“谈判是招标办谈 又不是图书馆谈。”hanna：

“数据库购买我们还没招标。只是图书招标了。”嘉懿：“图书馆有必要和数据

商拼命的讨价还价吗？数据商的目标只有一个——利润。图书馆购买数据资源的

目标确实多个——与学校更大的目标（比如服务于下列目标：建成 XX 名校；科

研产出；教学需求；环境压力—人家有我也要有；图书馆声誉；为纳税人省钱等

等），有时候图书馆的这些众多目标中，有可能恰恰省钱是最不重要的。”cpulib：

“很多有钱的图书馆每年都想着怎么把钱花出去，见啥买啥，哪在乎价格。”

tianart：“@河北工大安，我们学校今年采书都通过省采购中心招标了，你们呢？”

印度阿三：“前两天刚好听到说 cnki 采购的事，人家是一个片区每年要涨多少，

没有还价的余地。”cpulib：“总听我们采购说还有钱怎么花，不花就收回去了。

对于这种事，大馆说我不缺钱，小馆说这是让大馆去谈去。”Lee：“然而多数

学校图书馆是无钱可花。”嘉懿：“所以，两者的讨价还价的激励强度差别太大、

实现的目标差别太大。有时候，公共组织（图书馆也算之一吧？）还可能有一种

‘越大越重要’的心态，它占有/消耗的资源（人财物等）越多，它越重要。图

书馆拼命的花钱买数据资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目的？”hanna：“面子。”tianart：

“昨天上午会介绍说今年除了原有采书费之外，学校追加给‘双一流专项经费’，

今年 220 万，明年 300 万，激动得眼都红了，可是我们新馆没盖好怎么放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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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会，省委巡视组就巡视工作通报，省监察厅长，教育厅纪委书记都严肃地指

出单位那么多的问题，本来熬夜看球困得不行，越听越精神。本学期最后一天总

结：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清咖：“资源的占有是一个问题，资源的功用是另

外一个问题，图书馆的地位和这两者都密切相关，所以现在外加各种延伸服务，

开拓服务深广度成了主流。”图谋：“‘程焕文之问’，更多的是体现少部分图

书馆人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在当下是难能可贵的。”清咖：“资源的占有就

像现代建筑的物理空间，总要有一个限度，过去是蜗居，现代是别墅，但别墅再

大，也需要人去居住，总不能仅成为环境的一道风景吧。”嘉懿：“数据商年年

涨价（甚至幅度很大），但是图书馆也接受了——没有听说因为涨价有几个图书

馆停用的，尽管有象征性的甚至看上去很激烈的抵触与反抗。这种现象也需要解

释，‘程焕文之问’为我们指出了方向。为啥年年大涨，而图书馆在做了或有或

无的抵制之后，还是要照用不误？”图谋：“现阶段：‘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

谁让他们真爱了一场，狼爱上羊啊并不荒唐，他们说有爱就有方向’；努力方向：

‘狼爱上羊啊爱的风光，他们穿破世俗的城墙，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他们相互

搀扶去远方’。”清咖：“公益与成本在效用和商业原则之间本就是两套核算体

系。关键是公益的效用量化是困难的。我觉得图书馆抵制数据库商的根本还在于

联盟，但多个利益主体的联盟就像欧盟一样出现大量的功利算计，所以解体也很

正常。”嘉懿：“可能与数据库采购有关的各个主体，包括数据商，高校/行政

管理部门，图书馆，图书馆管理层、馆员、读者等，有着各自的目标，这些目标

并不总是一致。但习惯性的思维是，我们至少经常把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图书

馆，图书馆管理层、馆员的利益看做一致的。”清咖：“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

必合，合合分分遂成为历史云烟。”麦子：“我一直认为数据商和图书馆的关系

从根本上是共存的关系，伤了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并不利，所以，这种狼羊的说法

实在不妥。”清咖：“共存共荣，但又角逐冲突，各为其主吗。生态链上下游。”

麦子：“但是，数据商在国内的很多做法的确和图书馆的无能有关。”清咖：“切

中弊端，但图书馆为什么是无能的，这个就无法深究了。其实也不用深究，只是

无可奈何罢了。”嘉懿：“共存这样的说法肯定是对的，一个特定的市场，作为

一个整体的买卖双方是共存的。但是，这种共存并不是均衡的，一定有强势和弱

势的一方（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商和买房者、医疗行业中医院和患者等），我

们要解释，为啥在数据资源的交易中，也形成了强势弱势的局面？”清咖：“市

场的解释是比较容易的，市场的参与者依据各自资源的稀缺程度具有不同的定价

权。供需双方集合竞价的结果。垄断是最坏的结果，充分竞争的市场是最好的，

可结果是垄断也能称雄一时乃至一世。社会科学两层皮，正说反说皆有理，其实

是时也势也使然。人雄肯定不会如此。”嘉懿：“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很多钟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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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几年赞成一个事情，过几年就可能批判它，再过几年又赞成了。”清咖：

“天下熙熙天下攘攘。我一直觉得剥离社会科学的科学二字于意识形态之外，是

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4）经营与非“营”利

嘉懿：“记得很多年前，图书馆界的同仁，聚在一起讨论公共图书馆如何创收，

这些年我们严厉地批判了这种观点。不知道创收的观点，有没有可能再过若干年

又回来？”清咖：“穷得叮当响，就又可能回来。”hanna：“此一时，彼一时。”

图谋：“需要‘经营’是必须的。”清咖：“济公乞食为义学，呵呵。”图谋：

“当前提‘创收’，忒敏感了。”清咖：“凡事都有根本，如果定位为纯公益，

就像共和一定否定封建一样。宪之为宪，宗也。”图谋：“‘纯公益’与‘非营

利’原本是不矛盾的。”清咖：“经营二字适用度极高，作为管理策略可通神。”

图谋：“许多图书馆原本也有实力成为大大小小的‘数据商’，当前图书馆成为

‘数据商’的太小了点。”清咖：“但权变太甚，往往迷踪。”图谋：“前些年

如火如荼的特色数据库建设，大多熄火了。”清咖：“熄火的原因能略谈一二吗？”

图谋：“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属于‘经营不善’。投入与产出失衡，入不敷出，

难以为继。”清咖：“一般后台的事都不放到前台上来看。有多大的荷叶包多大

的粽子。军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行性软硬件条件是否具备，往往拍脑袋追潮流。”

图谋：“图书馆‘有偿服务’在当前的大环境下缩手缩脚，吊诡的是，生气盎然

的图书馆，一定程度上与有偿服务开展得不错密切相关。”清咖：“生气盎然是

和需求与供给的频次与规模相关。”印度阿三：“现在不是允许文图博可以经营

文产吗？”广州书童：“纯公益和非营利差别还是很大的。”图谋：“嘉懿之问：

‘不知道创收的观点，有没有可能再过若干年又回来？’个人的观察是，‘有偿

服务’（注：不提‘创收’这个敏感词）从未走远。”广州书童：“这次公共图

书馆法对图书馆定义为非营利单位，学界业界反对声四起。”图谋：“有压力了。”

印度阿三：“反正政策变来变去的，有钱就公益，没钱拨就经营。”广州书童：

“非营利的一年能收十亿美刀。”印度阿三：“现在看来，新常态下后者居多，

而且现在好多政府想把文化包出去。”清咖：“小政府，大社会。自己先去扑腾

着。”广州书童：“包出去，从管到办是趋势了。就看是包给有编制的，还是包

给企业了。”清咖：“死一批，活下去，看看是不是活得更好一点。”广州书童：

“三四流高校会死的最快。先死或者先剥离自收自支，然后剥离二类，最后再处

理一类。”清咖：“排好队，慢慢自己找饭辙。大财主不养食客了。”gaozy：

“从理直气壮做大某企来看，某人是全学当初的图书馆馆员做派，对笔杆子知识

分子下手，那是早晚的事。”麦子：“@广州书童，非营利其实就是一种税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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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我知道很多非营利的医院，每年收入可上百亿。说到这个话题，想起东北目

前的破落。其实美国这类例子很多，以前的钢城匹兹堡，也是一样，但现在那里

的最大行业是医疗和保健，就是开医院加推销医疗保险。我附近有个很大的凯撒

钢厂，但在 90 年代就把最后的炼钢炉低价卖给了包钢，现在是最大的非营利医

院系统，有 950 万会员，每年年收 560 亿。当时来了很多中国工人，欢天喜地地

把东西拆了去，那钢铁厂把地卖了，现在是个赛车场。”hanna：“非盈利还是

非营利？收入做什么去了。”麦子：“@hanna，反复扩大经营，把自己的东西做

得更好。”hanna：“像寺庙一样？要交税吗？”麦子：“@hanna，是像教会一

样，不交税。”麦子：“回到狼羊之争，图书馆界的大佬们与其参与这种可能永

远没有结果的争论，还不如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利用自己的号召力和掌握的资

源，自建一些强有力的数据库，来缓解甚至打破垄断，或者起码提供一些高质而

价廉的资源来造福于整个图书馆界。看看下面这个例子。William G. Bowen,

president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from 1972 to 1988, founded JSTOR.[7]

JSTOR originally was conceived as a solution to one of the problems faced

by libraries, especially research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due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existence. Most libraries found

it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in terms of cost and space to maintain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journals. By digitizing many journal titles,

JSTOR allowed libraries to outsource the storage of journals with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would remain available long-term. Online access and

full-text search ability improved access dramatically.Bowen initially

considered using CD-ROMs for distribution.[8] However, Ira Fuchs,

Princeton University's vice-president for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vinced Bowen that CD-ROM was an increasingly outdated

technology and that network distribution could eliminate redundancy and

increase accessibility. (For example, all Princeton's administrative and

academic buildings were networked by 1989; the student dormitory network

was completed in 1994; and campus networks like the one at Princeton were,

in turn, linked to larger networks such as BITNET and the Internet.) JSTOR

was initiated in 1995 at seven different library sites, and originally

encompassed ten economics and history journals. JSTOR access improved

based on feedback from its initial sites, and it became a fully searchable

index accessible from any ordinary web browser. Special software was put

in place [where?] to make pictures and graphs clear and readable.[9]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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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ccess of this limited project, Bowen and Kevin Guthrie,

then-president of JSTOR, wanted to expan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ting

journals. They met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nd an agreement was made[by whom?] to digitize 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dating from its beginning in 1665. The

work of adding these volumes to JSTOR was completed by December

2000.[9]The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funded JSTOR initially. Until

January 2009 JSTOR operated as an independent, self-sustain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ith offices in New York City and in Ann Arbor, Michigan.

Then JSTOR merged with the nonprofit Ithaka Harbors, Inc.[10] -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unded in 2003 and "dedicated to helping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ake full advantage of rapidly advancing information

and networking technologies."[1]。”麦子：“有几个有头脑的人，拿到 Mellon

基金会的首批基金，成立了一个非赢利机构，建了个超级的回溯文库。我们是买

他们所有的东西，质量一流，但价格低廉。”www：“@麦子，国内这个做得不错，

但好像现在没有向市场化发展 http://www.cadal.zju.edu.cn/ ，文献也是以回

溯为主。”图谋：“CADAL 数字图书馆我们用不了。当前服务范围似乎仍局限于

‘CADAL 项目成员馆’？”小白兔：“都可以用。我们用了很久了，只是民国期

刊那部分必须成员馆。其他的都可以。”图谋：“我这边不行。刚刚还试了。”

www：“本来就是政府出钱的项目，应该开放用。而且采取按章节的虚拟借阅模

式。完全可以按照非盈利模式的商业运作。就如麦子老师讲的那样。”

5）圕人堂期待技术高手之间多合作

扣肉：“今天[在培训班上]发现某 ILS 在中科院里的市场份额很可观。我认识的

几个馆都在用。”图谋：“其实市场份额客观，也正说明人家有可取之处。”扣

肉：“据说中科院现在正在研制自己的 ILS。很有前途。图书馆界用的很多。”

朗月孤舟：“是的，确实不错。”图谋：“这方面的培训，比较适合做公开课。

圕人堂比较期待能有人弄起来。相关产品与服务，欢迎到圕人堂宣传、推广。”

扣肉：“这是讲网站建设的，跟图书馆没什么直接关系。”图谋：“其实这块做

了很多年。有公司面向图书馆人搞了 N期培训班。关系是建立起来的。图书馆人

当中，亦不乏高手高高手，种种原因，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没能得到更好的施

展。”扣肉：“是的。”图谋：“圕人堂群中有不少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高手、

能手，如果能够携手合作，兴许可以创造出许多价值来。”刘*平：“技术控合

作可以鼓捣点实用的应用，期待有这样的合作。”图谋：“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转

http://www.cadal.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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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产品与服务。群成员中有这方面的人才。”西北风：“似乎有这样一种规律：

进图书馆的人大多比较窝囊，但一旦出了图书馆的人，各个好像都成了英雄好

汉！”扣肉：“我觉得大家可以联合收集一些 Z39.50 的服务器。这是可以做的。”

图米：“内功深厚。”图谋：“圕人堂中有的成员本身就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研发经理、产品经理、销售经理等等。”

6）套号书

扣肉：“谁帮我鉴定一下我发现的套号书。题名：赵沨文集（？） 出版者：北

京大学出版社。好像是叫序言集。现在想不起了。一本书上四个 ISBN 都不一样。

CIP 编号查出来也不是这本书。版权页上有两个 ISBN，封底上有条形码的，还有

文字的 ISBN。四个都不一样。关键是还是作者赠送的。用条形码 ISBN 在国图好

像能搜出来。也是另外一本书。其它的 ISBN 好像是压根搜不出。按理说不管是

几位的 ISBN，中间应该是一样的吧 。它中间就不一样。”图米：“也可能作者

明知道不是正经出版。怎么也算是自己作品的印刷品。伪书。”扣肉：“关键赵

沨是我们的老院长。编者是另外一个人。孔夫子上还有二手书交易。作者还不至

于那么傻。”图米：“也可能有意收藏，给图书馆没考虑这个。”扣肉：“现在

的问题就是我手里这个是不是正版。因为 ISBN 对不上。”图谋：“这块的情况

很复杂。”扣肉：“首先 J6E2.5 肯定是我们学校的分类号。然后就是我在国图

用四个 ISBN 都查不到这本书。现在我全录在 010z 里。因为不知道哪个是正确

的。我只能把所有的 ISBN 都录在 010z 里。然后添加了一个一般性附注，注明

CIP 对不上。”图谋：“CIP 本身也是问题多多的。”扣肉：“封底条形码扫出

来的东西，是另外一本书。碰巧我们还有。我是用 ISBN 查重的时候发现的。”图

米：“赵沨文集之二 序言集 7-301-07572-3 这书号对应的书是 网站策划与设

计。”扣肉：“对啊。所以……”图米：“我还发现另外一本书 赵沨的故事。

7-209-03285-6。也写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个书号是山东人民出版社的书号。

编者也是吴锡麟。”

7）某人被 cssci 收录文章的数量如何查

雨裳：“知网可以查，某人被 cssci 收录文章,的数量吗？”刘*平：“@雨裳，

虽然可以查，但结果容易不全面、有时欠准确。”雨裳：“怎么查呢，在哪？”

gaozy：“@雨裳，不可以查。即便查出来，也不算。”雨裳：“我正在试。没找

到。”gaozy：“那只能以刊物为线索。知网有收录类型。但检索等并不完善。”

雨裳：“那如何评价教师成果。”雨裳：“@gaozy，刊物，没有人。”刘*平：

“以姓名单位检索，返回后看那些期刊是 Cssci 期刊（红色标），然后逐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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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做也可能有遗漏，有可能 cssci 期刊没有标红。”雨裳：“人物+c刊。”

雨裳：“没有这个式。

就是说。没有这个组合。只能去 c 数据库。”刘*平：“检索人脑子里有 cssci

直接用姓名，返回后看期刊就可以。”雨裳：“那工作量太大了。”刘*平：“不

是人物+c刊。”雨裳：“有些机构库是不是可以查呢？”刘*平：“要做全校的

统计吗？”雨裳：“嗯。”刘*平：“全校这样做效率低。”雨裳：“那怎么办

呢？学校没买 sci，cssci。”刘*平：“有机构库的单位大概直接在机构库中就

可以完成。”扣肉：“不能让老师提交期刊么？”雨裳：“能。但时间太久。”

刘*平：“科研处估计原始数据的。”雨裳：“对。”雨裳：“图书馆在这方面

有发展空间吗？”刘*平：“若有，用科研处数据就可以了。”雨裳：“科研处

可以要求老师提供。”扣肉：“我倾向于既然其它部门有这样的需求，那就要跟

学校说，我们要买相应的刊物电子版。你们要给我追加电子资源的经费。”雨裳：

“有道理。”扣肉：“因为知网上也不是权威的数据来源。”雨裳：“是的。”

扣肉：“只有看到期刊原件，那才是权威数据来源。”雨裳：“机构库也不准。”

刘*平：“用科研处数据做机构库（有全文），和 CNKi 互通后自动采集，人工审

核更新。”扣肉：“实际上你是给人事处干活。”雨裳：“这个最准。”雨裳：

“@刘*平，全文来自? 怎么和 cnki 互通？”扣肉：“CNKI 有机构库的功能。”

刘*平：“CNKI。题目等值自动采集。”雨裳：“Cnki 让吗？” 刘*平：“试验

过，这样 CSSCI 准确性不够。”图谋：“只是提供一个参考。存在的问题大致有：

（1）含 cssci 来源刊扩展版；（2）含 cssci 来源刊的增刊、年刊等；（3）不

含 cnki 未收录的期刊（比如《情报学报》）；（4）其它问题，比如收录某种刊

是否收齐了？CSSCI 数据库本身，为了配合教育部学科评估工作，今年下了功夫

进行完善。当前，1998-2015 年的数据是比较全的（尚无 2016 年数据）。检全

检准方面还需要下功夫。比如‘某人被 cssci 收录文章’，存在同名问题、机构

署名问题（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可能署不同机构）……。”

8）一号多书与一书多号

hanna：“一个号对应几种书，一种书对应几个号，情况都常见。社科文献出版

社有段时间一个号对一堆书。”节能：“一种书对几个号怎么理解 ？”hanna：

“老一点的，作者包销的，这类情形少一些，但也有。我们下游总想把事情理顺、

标准化，但其实上游是复杂混乱的，完全没有章法。不在办公室，没法举例子了。”

节能：“不是举例，是说什么 道理啊，想不通。”节能：“一号多书有道理可

循。号错了，或者是重印的时候再给一个号，其实还是同一种书。”节能：“重

印算一种书吧。”hanna：“比如教材多次印刷，版本不变，印次改变。”节能：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4期 20160715）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15 -

“书号就是和版次联系，不和印次联系吧？”hanna：“重印算一种书。”高教

张：“重印应该不算新书的。”节能：“内容不变也算？好象不算吧。”高教张：

“只有修订版算。关键是书号是否新的。”hanna：“有的号会变，有的出版社

书号多。”节能：“这个就不懂了，社里的给号原则 。”高教张：“变书号的，

一般内容会有一定的改动。不然就是瞎搞了，那没底线了。”节能：“如果只是

改错别字的可以算重印，不给新号。是吗？”高教张：“我们社是规定，修订版

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改动。”hanna：“正好问一下@高教张，高教社的好多教材

有的重印了几十次，版本没变，时间跨度很大，请问这类书要不要重新给书号？”

高教张：“只要不改动，不会变书号。”节能：“那内容改动 30%以下，是不给

重印，还是重印不给新号？”高教张：“一般就不让修订了。”hanna：“那很

老的书呢？2006 年以前的？”节能：“再老内容不动也不是新书，是吧？”节

能：“明白了，谢谢！”高教张：“我们 88的书还在重印呢。”hanna：“加个

978，算不算新号？”节能：“不算吧，这只是书号发展变化 ，后面的都没变呢。”

节能：“你不看咱们系统查重时是 10位和 13位兼容查重？”hanna：“加个 978，

最后一位会有变化。”节能：“我们系统进行查重时，能识别出最后那个校验位

的。所以我觉得不算变了。”高教张：“固体物理学，现在还有订的，当教材。”

9）2016 年 CSSCI 来源期刊

图谋：“问：2016 年 CSSCI 来源期刊在哪儿查啊？答：首先需要知道‘在新的

来源期刊目录更新前，2016 年数据库收录继续按 CSSCI（2014-2015）来源期刊

（含扩展版、学术集刊）目录进行数据采集入库。’（见：关于调整 CSSCI 来

源期刊目录更新时间的说明

http://cssrac.nju.edu.cn/a/xwdt/2016/0111/1131.html ）方法 1。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站 http://cssrac.nju.edu.cn/CSSCI 来源期刊目录

(2014-2015 年）

http://cssrac.nju.edu.cn/a/cpzx/zwshkxwsy/20160329/2701.html 方法 2：

http://cssci.nju.edu.cn/ （此法需要拥有 CSSCI 数据库访问权限。部分高校

购买了该数据库，在校园网IP范围内或者学校提供的VPN登录方式可以访问。）。”

图谋：“上述问题是常问问题，特此简单梳理一下。由于网站服务功能不完善，

好些信息不好找。作点补充：委托查询服务.

http://cssrac.nju.edu.cn/a/zlxz/20160330/2735.html ‘1. 委托查询服务

指用户委托我中心代为查询 CSSCI 数据库并由中心出具查询报告。2. 委托查询

对象可以是个人、机构、期刊；委托查询内容可以是发文篇数、被引频次、影响

因子及指标排名。……’。”

http://cssrac.nju.edu.cn/a/xwdt/2016/0111/1131.html
http://cssrac.nju.edu.cn/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4-2015年
http://cssrac.nju.edu.cn/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4-2015年
http://cssrac.nju.edu.cn/a/cpzx/zwshkxwsy/20160329/2701.html
http://cssci.nju.edu.cn/
http://cssrac.nju.edu.cn/a/zlxz/20160330/27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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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斋主墨宝引发的讨论

图谋：

远方：“竹帛斋主就是程焕文，程院长吧。”左手边：“是的。”远方：“程院

长是外表风流倜傥，内心古道热肠。”图谋：“缩写是：人以书传。有一批叫士

人，有一批叫土人。无论士人、还是土人，均为世人。士人以书传，土人以尘灭。

前世似如此，后世当如何？书非昨日书，人非今日人。人以书传，或将成为传说。”

图谋：“斋主字写的挺好。就内容‘发散思维’一下。” 印度阿三：“求教。”

图谋：“人终为尘土，书将以传世。不过俺当前的书写顺序，似乎可以有多种排

列组合方式。”印度阿三：“传将土为人，世以书尘终。”图谋：“传世将以土，

书为尘人终。”图谋：“人为土将传，终尘书以世。”印度阿三：“从这句话来

看，人是泥巴做的，当这个世界的书变成尘土之后，世界就终结了，这充分说明

图书馆是多么的重要啊。”图谋：“还可以有很多断句法。”

11）图书馆标识系统设计

2014：“我想问下有没有老师手上有图书馆标识系统设计的文档？可以给我一份

吗？领导叫我做新馆的标识系统设计，完全没头绪……”蜂鸟：“广告公司应该

有吧。”扣肉：“我们学校有一套完整的 VI 规范，院办掌握。学院所有的设计

都是按这个规范。包括学校 LOGO 的颜色，网站的配色。你所说的标识包括什么？

就是指示牌么。”2014：“应该不是吧。”扣肉：“不同物料有不同的设计规范。”

2014：“我看领导的意思是，包括进门的地图，办公室门牌，桌牌，书架的标牌，

每层楼的示意图，这类的东西。领导就给我说了一句叫我设计，我觉得应该是规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4期 20160715）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17 -

划要有哪些东西，什么内容，然后才交给广告公司制作。”扣肉：“一般而言，

VI规范包括了颜色 字体 版面留空的规范。”2014：“是呀，那个是广告公司

来做吧。叫我做也做不好啊。但是有些什么内容，要做什么东西是我们提供。”

扣肉：“比如卫生间，那么卫生间图标的选择中西文字体，标牌的颜色，以及整

个标牌各元素的布局。这是 VI 规范。”闽农林李*：“我们学校有一整套 VI

规范，我们设计前是要按照学校规范做的。”星光：“这个不熟悉，好像是图书

馆办公室做这个。”2014：“我只管提供内容。广告公司要做的话按学校规范做。”

田*林：“自己做好像更有特色。”扣肉：“是的。”2014：“我就是想看看图

书馆要做的到底有哪些东西。”扣肉：“一般而言，公共区域只有指示牌。”田

*林：“那些牌子都是必须的早就应该有的，只不过是馆长才开始想而已。”2014：

“我们新馆还没搬呀。”扣肉：“这个新馆的装修，应该是基建的事情啊。你得

看哪些没有。这个比较关键。假如卫生间、配电室这些也由你做，这个可太多了。”

田*林：“学生来了得有提示，这些提示虽然小，但是反映了一个馆的领导管理

到不到位，能不能想到这些。”扣肉：“当时我们新教学楼的这些标牌就都是我

做的，由于跟图纸相差太多，我最终是一个一个数的。”田*林：“您是用什么

做的？”扣肉：“校长办公会已经确定了中标厂家和设计方案。”扣肉：“我只

负责告诉他，什么样的标牌要做多少。”2014：“是呀，我们新馆房子还没交，

这一块是要另外招标的。也还没招。我想先做一个规划，就是有哪些项目，要做

牌子，大概是多少块。”扣肉：“指示性标牌有两种，一种是路线式，就是告诉

大家你往哪里走，能去哪里，这种根据现实情况，有悬挂式的，也有贴在墙上的。

另外一种是目标式，直接贴在卫生间门旁边的墙上。”2014：“领导估计是不放

心设计公司，觉得他们不懂图书馆，所以要我先做。”扣肉：“你首先是要搞清

楚，建筑物里有多少门。”2014：“……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而且我们搬了新

馆可能要调整部门，现在领导也不肯说部门有几个，怎么安排。”扣肉：“每个

门都要有贴在墙上的门牌，对于只能由一侧开的门，门的内外两侧都有推拉的标

识。不用管门牌上写什么。”2014：“这种门我们基本没有。”扣肉：“办公室

的门也是两面开么？”2014：“就是一层楼有柱子，整个都是通的。没门。”扣

肉：“这种门不常见。”2014：“办公室不是玻璃门。”扣肉：“这跟质地没有

关系啊。”2014：“不是玻璃门就不用推，拉了呀。”扣肉：“凡是推拉有别的

门，必须指示大家是推还是拉。你从外面是拉，从里就是推。”2014：“木门的

办公室上班时间不都得开着么。”扣肉：“那也得写。”2014：“表示这里有人

上班。”扣肉：“这个事情我非常确定。不然消防不合规。不合格。”2014：“这

种木门的办公室只能朝一个方向开呀？那应该是楼道防火门吧？”扣肉：“不是

的。”2014：“办公室的木门写个这个不是很奇怪？”扣肉：“这件事我非常清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4期 20160715）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18 -

楚，你可以完全相信我的。当办公室发生火灾的时候，门的打开方向相当重要。”

2014：“不过这个简单，贴个字就可以。成本也不高。”扣肉：“你不要想用纸

写。用纸贴上的东西，消防验收通过不了。”2014：“话说我都不知道办公室有

几个。”扣肉：“一个是要搞清门的数量。另外是要搞清走廊有几个转弯。在转

弯的地方都必须放置路线指示性的标志，或者悬挂，或者贴在墙上。而且每个密

闭的空间里，靠门的地方，必须有紧急疏散路线图。”2014：“我们没走廊呀。

一层楼只有柱子，摆上书架和桌椅。整个一层大阅览室。”扣肉：“如果面积超

过多少，那疏散图就要做好几个。这个做标牌的公司都知道，有国家标准。”2014：

“好的。那这个我就写个项目就可以了。”扣肉：“馆长让你干，那你就要问他

有几个门。这个很关键。”2014：“现在房子还没交。”扣肉：“卫生间每一个

隔断的门也算的。因为卫生间隔断的门一般都是向外开的。要写推拉。这都有图

纸。”2014：“有图纸呀，看不出来卫生间有多少隔断啊。”扣肉：“不可能。

顶视图上要有坑位的。设置几个坑位。这需要上下水配合的。当你从坑位出来的

时候，门必须是向外推。凡是需要拉的门，都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当有人在隔间

里晕倒需要救助的时候，如果闷是向里开的，那会对救援产生极大阻碍。”2014：

“我们现在的都没有这个标志呢。”素问：“我问一下，你们大馆的推拉门是不

是有个装置：人走的时候直接走，不用手带关也不发出什么巨大声音的？”扣肉：

“阻止门出声的东西，一般是在门的上方加装防撞装置。一个类似液压滑轮的东

西，抵住门。”素问：“是的啊，我们没有装，没有注意大馆的推拉门是不是装

了。”kaNig*：“我们图书馆卫生间的门没装这个吗？”素问：“不是卫生间，

是比较大的门，比如阅览室的门。”2014：“阅览室的门不也一直开着么？”扣

肉：“阅览室的门，设计成自动门比较好。”素问：“卫生间的门响就响了，反

正声音对排便没有什么影响。”扣肉：“卫生间的门，一般是对外开，能开到

180 度。主要就是方便救援。以及打扫卫生。自动门的话，声音比较小。”2014：

“我们是这种门呀，本来就没啥声音。而且门不是一直都开着的么。”扣肉：“开

门，冷气会跑啊。”2014：“阅览室的门不用开开关关吧。跑还不是跑到图书馆

里面。人家走到图书馆就觉得很凉快，不好啊？”扣肉：“而且你那么多玻璃隔

断不是门，没有贴防撞条，也是不符合要求的。”素问：“冬天我们就是和商场

一样搞那种厚塑料门帘，但是用不了多久就是脏兮兮的样子了。”2014：“那边

是玻璃窗，下面半截是墙。”扣肉：“哦，那可以。”2014：“应该不会有人撞

上来。”扣肉：“对于指示图书排架的悬挂式指示牌，比如你图里的外文工具书。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用 LED 屏。这样倒架之后可以直接改。而且很醒目。不过成本

略高。”2014：“这个倒的确是。”扣肉：“再进行紧急疏散的时候，还可以指

示疏散路线。”2014：“反正给领导提吧。”扣肉：“另外，还有楼道和电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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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牌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般消防通道的门是要求两个方向都能开。推拉都

可以。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当时也不知道是谁负责的楼道指示牌，二层的楼

层指示牌贴在一二层楼道中间的拐弯处。上楼的时候倒提前知道了，下楼全错

了。”2014：“消防通道的应该是。”扣肉：“吊牌应该是双面的，这个你知道

吧。做的时候，都要根据施工位置，确认每一面的内容。”2014：“恩。”扣肉：

“我们做吊牌的时候，工人就蒙圈了，把两面粘反了。把两个吊牌的 AB 两面粘

混了。”2014：“囧，想像不出来。”扣肉：“我就把他们的设计师叫来，说你

觉得这吊牌能用么？一个吊牌两面左手都指的是东。”2014：“哦，明白了。”

田*林：“@2014，越简单越好。”扣肉：“从图纸上可以看出有多少门，这是基

建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再变的。”2014：“我看图纸，没什么门。除了一楼门多

点。我准备不数牌牌。反正先写要做哪些东东。具体数量不写。我百度找到一个

比较现成的，在 CNKI 也找到不少图书馆标识系统的论文。”刘*平：“@2014，

标牌是细致的事情，需要数每个门，按照原设计门的打开方式标示，弯口也需要

数好，做指引标示。马虎做每天都有问题的。”2014：“等交了房子就按群里各

位老师所说，去现场看看。”

12）何谓省级刊物？

胡萝卜：“请教下，省级刊物是怎么定义的？各学科的省级刊物在哪里找？”图

谋：“其实那是一个‘自定义’的概念。参考答案：1、问：如何认定论文是被

省级刊物录用，何为省级刊物？答：认定省级学术刊物的原则为：1．在由省（部）

级业务主管单位的、有正式出版刊号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2．全省大行业学会

和省直厅局主办、经省级以上出版部门批准登记的学术期刊。3．省部级大报理

论版。4．一般大学学报。5. 在国家二级学会、省级主管单位主办的学术会议上

宣读，并被有正式出版刊号的论文集收录的论文。2、问：如何认定论文是被国

家级学术刊物或核心期刊录用？答：认定国家级学术刊物的原则为： 1．在国家

级（由国家级部门主办或主管）期刊上发表的论文。2．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学术

会议上宣读,并被有正式出版刊号的论文集收录的论文。3．在国家一级学会召开

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被有正式出版刊号的论文集收录的论文。4．正常是标

记为核心刊物的杂志（科技核心北大核心等），也被列入国家级刊物。参考答案

只供参考，具体情况以自身所在机构职能部门的定义（或其认可的定义）为准。

网上提供的答案，很可能只是特定机构制定，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逄*东：

“@胡萝卜，各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标准，像我们学校几年前就要求省级刊物必须

是学报和本专业学刊。”图谋：“这个 xx 级，假如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新华文摘》转载或转摘，在部分机构是可以连升 N 级的。”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4期 20160715）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20 -

13）中外文纸本期刊订购收藏的趋势

守望书林：“咨询各位老师，你们馆中外文纸本期刊订购情况，目前发展趋势是

大量减少还是有停订趋势？”小肥羊：“这个提问不太好。”gaozy：“我的思

路是停订中文学术类期刊，外文期刊均为数据库查重后保留一些，增订各类文学、

阅读类的期刊。不知道是否正确，求教于群内达人。”小淘可可：“如果你是馆

长，我支持你这样做。”伊丰：“维持现状，逐渐减少中文。”annl：“@gaozy,

你的思路很理想，虽然期刊利用率很低，但图书馆中刊好多是从创刊号开始订的，

延续了很多年，半截停掉，原来的是处理还是保留？保留着没有什么意义了，新

的都不要了，还要旧的吗？可是，谁有勇气处理这些馆藏呢？”守望书林：“阅

读类期刊，保存价值不大，随着电子资源发展，学术类纸本期刊老师们阅览是比

原来少多了，但也有老师来查阅过刊的，订购与否有些纠结，尤其纸本外刊，一

种就上万，甚至好几万，确实有点资源利用不足现状。”印度阿三：“在传承与

革新之间选择总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也曾经讨论过多次期刊要不要装订保存的

问题，在最终决定之前还是按照以前的办法操作。公图和大图不一样。”扣肉：

“首先，我们馆长是非常支持少订刊。少订纸本刊，多订电子刊。因为现实情况

是，很多杂志来得晚。外刊得半年。连人民音乐这种刊，也得一个月之后才来。

老师很有意见。杂志不像书。”印度阿三：“我们多，但经费不增加，所以就每

年就停。”gaozy：“有时候没有壮士断腕的革新勇气，图书馆随波逐流，因循

守旧，只有越来越被读者抛弃的命运。。”扣肉：“书籍走馆配商可以，是因为

时效性不高。月刊晚一个月，实在说不过去。”印度阿三：“哈哈，反正不是剁

你的手，说起来轻松。”gaozy：“去中介化，是必然要进行的。图书馆这个中

介，在某些方面，功能注定要淡化。”守望书林：“少订纸本，多订电子，现在

比率如何掌控，高级别学校馆探出路子否？很愿意借鉴。”扣肉：“首先，外刊

的电子版一般比较贵。我记得那次看的一本杂志，一期纸本的是二十多块，电子

版的反而一百多。因为你是不能以个人身份订的，你是以机构身份订，就比个人

贵好多。这还是杂志社直销。”hanna：“国外的纸本有时是和电子版配套赠送

的，电子比纸贵。”扣肉：“但是涉及到你是不是可以把电子版的向读者传播。

如果没有这个授权，恐怕是不能传播的。机构订阅电子版，在授权协议下，给自

己机构的读者阅读，是可以的。”2014：“我也觉得中文纸本刊真的可以停了。

以前的收藏起来也有用呀。数据库查不了太早以前的全文。”gaozy：“@2014 知

网的世纪期刊。最早到哪一年，我忘记了，但是绝对比大多数图书馆的馆藏获取

起来更加方便。”2014：“已经收藏的不敢丢嘛。”gaozy：“对的。”广州书

童：“我觉得涨价不涨价，就让市场主体在根据市场规则进行博弈。该涨就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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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就跌。如果是垄断那就罚款分拆了事。”守望书林：“刊商就这么一家，估计

跌只有政策约束，靠市场难。”gaozy：“垄断不垄断是图书馆这个行业能确定

的？这足以说明教育部不作为！”扣肉：“知网实际上是一家出版社。是不是国

有企业也不好说。”hanna：“前身是清华同方光盘杂志社。”扣肉：“现在好

像也是。合同上还是什么光盘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光盘版杂志社。类似

这个名字。”图谋：“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http://cnki.net/gycnki/gycnki.htm 这里有发展史介绍。‘中国学术期刊(光

盘版)电子杂志社’。1998 年 6 月 12 日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正

式成立，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系统工程全面启动。 。”

14）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

图谋：“据悉，新一届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 23 人，其

中 6 人为圕人堂成员。”嘉懿：“基础理论搞好了，图书馆学才会枝繁叶茂行稳

致远。其实，经常跳出来的、能见度高的只是跃出水面的小鱼大鱼大牛都在深海

潜着。”图谋：“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广州书童：“努力为 圕人堂抬轿，提高人气。”图谋：“‘研究’为了啥？图

个啥？”广州书童：“我觉得我们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之余研究一些实践问题，

解决一些实务就差不多了。基础理论研究，前沿研究，看学院派教授和中科院，

国图上图的大牛去了。”图谋：“‘研究’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印度阿三：“不

要小瞧公图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今年弄了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顾*：“其

实对大学图书馆也是如此。国家社科基金就一定牛？还是将有关材料公开出来大

家评头论足一番再下结论。很多事情到底如何，专家的评审意见要公开，让业内

人士有评头论足的自由，然后结论自明。现在的问题是，行业内大家关注的是项

目或课题的等级，期刊的档次，但是对论文本身却少有讨论。这样的项目也好，

课题也好，论文也好，其实意义有限。” woseic*：“新一届中国图书馆学会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中图林五散人就有 2 位。”

15）关于论文造假的讨论

图坛刘编：“揭秘论文造假黑色产业链：营销靠网络 抄袭变原创

http://url.cn/29P0rB6。”素问：“买卖论文，早就这样了！多少年前就有了。”

刘*平：“@图书馆论坛刘编，杂志社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编造胡掰的论

文畅通无阻的发布，但常常有面向实际问题的论文很难发表，杂志社在这种取舍

上是有责任的。”晨逍：“好多杂志社都发这种文章，没中间机构的文章根本不

会发。”图坛刘编：“@刘*平，据我观察，基本不为专业杂志所为，而是什么文

学等非专业杂志干的。从真正的学术专业杂志而言，不会如此。责任在职称和学

http://cnki.net/gycnki/gycnki.htm
http://url.cn/29P0r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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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评审之上。”晨逍：“不过比较好的期刊还是不会砸自己的牌子，全部这样

做，但穿插几篇还是可能的。”gaozy：“确实如刘编所言。”图坛刘编：“专

业杂志，尤其是实行真正的同行评议，在一个小圈子里，可谓熟人社会，谁干得

如何，干了什么，大家非常清楚。事实上，是整个社会病了，但我们总认为自己

没病，病的是他人。”晨逍：“要不正规发文章的都排好久之后了，但代发的基

本两三个月搞定。”印度阿三：“每个评职称的人都是有故事的。”gaozy：“专

业杂志，主编都会有最低要求，即便是‘关系户’，但是最起码的标准一定要达

到。我也相信专业杂志编辑里面有一批有理想有坚守的人才。不要被那些新闻迷

惑。不要认为每个评职称的人都有故事。不要以己度人。”晨逍：“也接到过待

发的电话，不缺听到那些所谓的好期刊名字。”图坛刘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表明人民生活的艰辛，挣扎在生存边缘。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衣食足而知荣辱。”

晨逍：“估计理工科好点，毕竟不容易杜撰。有钱去代发的，一般不停留在温饱

线上。”gaozy：“理工科更甚更容易，说明@晨逍 还是太年轻啊。”印度阿三：

“很现实的原因是收入在减少，不评职称加不了工资。”晨逍：“制度问题，有

市场才有需求。”tianart：“理工科可以伪造实验数据或者推理算法，@晨逍 。”

图坛刘编：“整个社会病了，但开的方子似乎仅仅是治感冒，或者是治猪病，鸡

病的方子。”印度阿三：“龙芯不是几个民工磨出来的么？”晨逍：“呵呵，也

是，存心作假，总有方法。”图坛刘编：“据我观察，很多待在图书馆的战友，

很多是女战友，并非是来赚工资，不过是一个还可以的清净地方，工作好好干，

职称晋级最好，不晋级也无所谓。自己的生活质量，自己的江湖地位，自己的人

生自信，并不靠图书馆这个职称。这部分人，对职称淡然。”晨逍：“鸡汤喝多

了，什么事情都心静如水，这社会就更没法发展了。”印度阿三：“当年同一位

同事聊过职称的事，他说你既然在这一行混，职称意味着对自己的肯定，顺带拿

点工资。”晨逍：“@图书馆论坛刘编，总结到位，真是这样。有时间有精力就

写写，看看能不能发，还真懒得花上万去买一篇文章。”图坛刘编：“我们想想，

同一个地球，为啥这事我们不能深究 ，否则是妄议。世道再乱，自己守身如玉 ，

这才重要。”老马识图：“深究，无非就是权力带头这样做，或者是权力没有有

效制止这些事，不作为。”图坛刘编：“@老马识图，非也。”老马识图：“难

道是我们的图书馆人或者我们科研队伍的素质差？”晨逍：“规则制定和规则执

行的问题。”老马识图：“现有的政策、制度，还是充满正能量的。”gaozy：

“正能量，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gaozy：“喊得伪光正，净干连人都

不会干的事，这样的人居然位高权重，你们说说，怎么办？是哪里出了问题？智

商正常的人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怎么办？”湘农图：“我可以弱弱的说一下，

对于这种病态的现象吗都是被环境逼的吧，为了学历，造假；为了职称，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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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啥造假独善其身吧，自己不造假，但是保证不了别人不造假啊。有时间自己

独立思考思考，不造假也能出来的，是吧。”gaozy：“那你说，乌鸦能生出金

蛋吗？有时候，有的人一思考，连我们都会笑。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再思考，

也出不了什么成果。”湘农图：“好吧，思考要看人，有境界才可能。”gaozy：

“祝你们职称顺利。也祝愿群里所有评职称的朋友们，都能有好的结果。”湘农

图：“功夫会不负有心人的，好好努力肯定是会有个好结果的，如大家所愿不一

定为了职称吧，可以为了美好的职业操守么。”tianart：“@图书馆论坛刘编 刘

总编总结的女图人状态，特别符合我。”

华夏：“论文造假黑色产业链：涉 500 多所高校 要价几千到几万 博士也买学位

论文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7/351021.shtm 。写手更改

表述方式‘抄’论文 检测软件查不出 对于写手来说，一篇 5000 字的职称论文

通常只要一天就能交稿，写手为什么能够如此高效呢？他们的秘诀就是‘抄’，

不过，他们需要‘换汤不换药’、‘改头换面’地‘抄’。 国内目前学术期刊

和高校鉴别论文真假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用查重软件来查文章的重复率，郑经理

说，他们的论文在查重率方面绝对会过关，因为天下论文一大抄，虽然抄的内

容一样，但他们的表述方式却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天晚餐吃了番茄炒蛋’，

他就会说‘我今天晚上食用了鸡蛋炒番茄’，或者是‘西红柿炒鸡蛋作为我的

晚饭’。”嘉懿：“制度为人们获取资源的行动提供的激励，是塑造人们行动

的母体结构，职称制度对于职称者/学生毕业具有这样的意义。于是他们会依照

制度提供的激励和约束进行资源投入，以实现他所需要的目标。而论文是这一

制度的核心要素。除了道德谴责加强惩戒，较为根本的出路可能还是改变激励

结构，降低论文‘一锤子买卖式’获取职称/学历的比重？”咖啡：“根本出路

是不要将职称同论文数量挂钩。甚至有很多高校，你几年不发论文就把你解雇

掉。有需求才有论文产业。消灭的是挂钩论文的绩效考核制度，而不是消灭这

个产业。”

16）评职称取消论文等要求

鱼雷：“人社部：基层技术人才评职称取消论文等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将改革基层专业

技术人才评价机制，对论文、科研等不再做硬性要求，可用能够体现专业技术工

作业绩和水平的工作总结、教案、病历、技术推广总结、工程项目方案、专利成

果等替代。同时，参加职称评审时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可不作要求。《意见》

要求完善符合基层实际的评价标准。坚持德才兼备，突出以品德、能力、业绩和

贡献为主的评价导向，建立体现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工作实际和特点的评价标准。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7/35102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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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唯学历、唯论文等倾向，提高履行岗位职责的实践能力、工作业绩、工作年

限等评价权重。建立以同行评价为基础的评价机制，灵活采用考试、评审、考评

结合、考核认定等不同评价方式，严格规范评价程序，加强评价全过程监督，提

高评价质量和公信力。对长期扎根农村基层、艰苦边远地区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业绩的专业技术人才，可破格参加职称评审。《意见》还要求完善和落实职称倾

斜政策。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保证有关

倾斜政策规定落实到位。”予曦：“鱼雷老师说的那个《意见》的原文：人社部

加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_国务院部门政务联播_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6-07/08/content_5089572.htm?plg_nld=1&plg

_uin=1&plg_auth=1&plg_nld=1&plg_usr=1&plg_vkey=1&plg_dev=1&from=group

message&isappinstalled=1 。”hero8151：“注意基层二字。”鱼雷：“我们

不是基层，难道是高层？”诲人不倦：“一般指的社区医院和中小学。”鱼雷：

“中小学有专门的条目。（六）完善和落实职称倾斜政策。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

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保证有关倾斜政策规定落实到位。结合工

程技术、农业技术、科学研究等专业技术领域职称制度改革，研究制定对基层专

业技术人才倾斜支持政策。鼓励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建立‘定向评

价、定向使用’的基层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管理制度，完善岗位聘用、工资待

遇、离开基层后资格转评确认等具体管理办法。”鱼雷：“以工作业绩为主，这

是对的！”cpulib*：“在图书馆工作业绩就难说了。好事都让关系户去做，普

通馆员就是值班，能有多特殊业绩。连一个馆内课题都使手段。”鱼雷：“别的

馆我不知道，至少我们馆现在不是这样的。”

17)视频库的版权

gaozy：“有朋友需要做一个视频教育库。”扣肉：“教育视频库这个东西，你

必须有授权的。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确实不需要授权就就可以转载。但是大家

看的都是央视的版本。你就必须从央视获得授权。或者这么说，国家主席的公开

讲话，你自己去录，可以毫无限制的传播。但是你用的是央视的版本，就要获得

授权。现在对于版权的控制是，只看视频文件的物理存储在谁的服务器上，谁就

要获得授权。”

18)高校馆是否收藏少儿图书

gaozy：“我不知道大家高校图书馆有没有少儿图书？”生清：“我们没有，因

为少儿图书不符合本馆资源建设要求，采购中都会尽量避免。”闽农林大李*：

“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有附属小学和初中，所以大学图书馆的文艺库中有着

http://www.gov.cn/xinwen/2016-07/08/content_5089572.htm?plg_nld=1&plg_uin=1&plg_auth=1&plg_nld=1&plg_usr=1&plg_vkey=1&plg_dev=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1
http://www.gov.cn/xinwen/2016-07/08/content_5089572.htm?plg_nld=1&plg_uin=1&plg_auth=1&plg_nld=1&plg_usr=1&plg_vkey=1&plg_dev=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1
http://www.gov.cn/xinwen/2016-07/08/content_5089572.htm?plg_nld=1&plg_uin=1&plg_auth=1&plg_nld=1&plg_usr=1&plg_vkey=1&plg_dev=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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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童话故事和科幻小说、民间故事、文学名著等，对于我的成长确实起到了

很大影响！”远方：“馆有部分外文少儿图书，可供幼教专业 参考。”gaozy：

“这个也是老馆长的一个做法，意欲在新馆里就一个少儿书库。现在换人了，思

路也换了。在讨论时，大多数人赞同取消。”闽农林大李*：“而且每年一到假

期，大学文艺库的图书都是被基本借光的。家家户户都为自家孩子借书！”gaozy：

“现在看来，如重庆大学图书馆就做了卡哇伊的装修，新闻也报道了，社会效果，

实际效果也很好。”闽农林大李*：“可惜啊，随着岁月变迁和校长更替，文艺

库中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图书越来越少！”gaozy：“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孩子。孩

子的图书，有多少常识是我们不知道的？”闽农林大李*：“直到本科评估开始，

干脆给采编人员定了规矩，所有中小教育相关图书不得入馆……这简直就是宁可

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做法！时至今日，我们图书馆再也找不到任何一本可

以给中小学生阅读的图书了，我心疼啊……真以为大学生就一定都了解和掌握中

小学知识吗？”gaozy：“我知道，群里很多朋友觉得高校图书馆不应该有少儿

图书。”gaozy：“@闽农林大李* ,我觉得我们都是一名少儿图书的读者。”闽

农林大李*：“在我小时候，家严上班时就将我独自丢在图书馆里，直到下班方

才接回。就是这样，我才得以在弱冠之年就博览群书。这对我而言是多么开心的

一段记忆啊！可惜，我家闺女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cpulib2009：“但是我

们就因为有一些期刊像高中生看的，被学生直接投诉到学校去了。图书估计还好，

一般也不在意。”闽农林大李*：“我那时候看书，还真是无意中做到了好读书

不求甚解。因为年纪小，我是一手抱着新华字典一手抱着书的……”gaozy：“@

闽农林大李*,文字中，我感受到了透过屏幕的才气。”闽农林大李*：“那真是

我幼年最快乐的时光！”薄荷叶：“我校招的有小中专期刊订的就像给高中生看

的。”闽农林大-李*：“@gaozy 过奖！确实是因为幼年时期受到图书馆太多影

响了……童年时期的快乐，总是令人难忘！”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如何促进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成果的推广与普及？

2016-7-15 08:55

图谋按： 我是一名图书馆员，同时是图谋博客撰写者、圕人堂 QQ群创建者，

10余年来，一方面在进行实证研究的探索与实践，一方面在为推动图书馆学规

范性研究的科学普及略尽绵薄之力。今天，可以说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成果已取得

了一定成绩，但已显露出一个新问题：如何促进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成果的推广与

普及？图谋以为，亦属 ...
160 次阅读|没有评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76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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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慰慈：当代图书馆学人的学术责任

2016-7-14 22:34

摘编自：徐建华等著.科学发展观与图书馆员快乐指数.天津大学出版社,2014.7:
序言 学术责任是学术质量的内在因素，增强学术责任意识，是净化学术风气、

提升学术水平、培养创新性人才的重要推动力，图书馆学科也不能例外。 当代

图书馆学人应当担负的学术责任，主要有六 ...
292 次阅读|没有评论

李永泰：图书馆运动的悲哀

热度 1 2016-7-12 19:24

图谋按：本文作者为李永泰先生（图书馆学家李小缘先生长子），写于 2002年
5月。 (一) 某日，一位图书馆学教授对我讲，现在一些学者说：“令尊大人李小

缘先生的图书馆学理论仍很先进，并没有过时。”这一句话，使我想了多日，是

这样的情况吗？为什么？ 我回想起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我国一批

图书馆学界 ...
361 次阅读|1 个评论

李永泰：纪念李小缘先生

2016-7-12 19:13

图谋按：本文系 2007年 5月 12日在南京大学纪念李小缘先生诞辰 110周年暨金

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办 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 ,录自李永泰:《八十回眸》，2015
年自刊 。 李永泰先生为李小缘先生长子，数十年来为纪念与传承李小缘先生做

了大量工作，图谋由衷敬服！ 各位领导、图书馆界俊彦、同学们、朋友们：你

们好！ 这次南 ...
248 次阅读|没有评论

图书馆学情报学 SSCI期刊影响因子（2015）
2016-7-10 08:42

信息来源：Journal Data Filtered By: Selected JCR Year: 2015 Selected Editions:
SSCI Selected Categories: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Selected Category Scheme: WoS Rank Full Journal Title Total Cites Journal Impact
Factor Eigenfactor Sco ...
306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5 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71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071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2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024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024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23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023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970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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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2016 年 7月 15 日 14:00，群成员达 1679 人（活跃成员 427 人，占 25.45%），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辑录”（第 1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

动态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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