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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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信息 

hero8151：“ http://www.lmu.edu.cn/shownews.asp?id=7572&tid=20133492247288  2016年下半年

黎明职业大学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通告。” 

 

1.2图情会议 

信手拈来：“第四届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通知  http://url.cn/2DEfN5h“ 

 

1.3 调查问卷 

竞一：“ https://sojump.com/jq/8950460.aspx 数据库采购订购方面的调查问卷。” 

1.4 分享推荐 

丹青：“自由的心灵更幸福——区图书馆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http://url.cn/2Co8dyn“ 

小鹂子： 

 

天天书香：“折节读书总不迟载（《藏书报》2016年 8月 29日第 8版）

http://www.lmu.edu.cn/shownews.asp?id=7572&tid=20133492247288
http://url.cn/2DEfN5h
https://sojump.com/jq/8950460.aspx
http://url.cn/2Co8dyn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r2g.html 。” 

罗维尔：“微微”来了，我在图书馆等你 http://url.cn/2BM6J43，2016迎新贴。” 

图谋：“开学季，大家挺拼的。不少图书馆使出洪荒之力迎接新同学。欢迎展示与交流！” 

青荷：“2016-04-08《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作者北大刘兹恒

教授。——新华文摘  第 13期 154_155页转载。” 麦子：

“ http://www.cssn.cn/ts/ts_sksy/201604/t20160408_2958297.shtml 。”广州书童：“值得关注！

谢谢告知。”青荷：“乐于分享。”青荷：“博尔赫斯诗曰：图书馆应该是天堂的模样。我

觉得，这十大趋势对于北上广深公共图书馆或者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有可能部分实现，一

般高校馆和公共馆，则只能视之为共产主义理想了。”麦子：“为什么? 是面积，藏书量，

还是装潢? 我看主要是里面人的服务理念。”青荷：“未来发展趋势技术和高科技设备是基

本支撑面，一般馆预算经费有限。掣肘。理念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麦子：“这不是未来

趋势，是现在做法。有些做了 10年都有。”星光：“指国内的趋势？”麦子：“是。”boson：

“吾与麦也。行业内的人看来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东东。”嘉懿：“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每本

期刊的每一期，都会有 XXX（美欧甚至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的实践与启示 类型的类似寻

找坐标的文章，说明还是图书馆发展的追赶者，还在继续‘睁眼看世界’。”cpulib*：“作

者没干过图书馆工作。要预测也把云，互联网+，大数据，数据管理，馆员转型，转岗，下岗

等弄进去。”青荷：“趋势不评价。但某些服务似‘云’服务，真正落地，路漫漫其修远兮。”

cpulib*：“绿色智慧无雾霾图书馆。”广州书童：“‘云’。”  

图谋：“《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电子报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09/02/node_1.htm《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为原

《中国图书商报》。可以按日期查阅 2013 年 6月至今各期的电子报。” 

刘*平：“【江南大学】高校最犀利的食堂与图书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A3NDIxOA==&mid=2650210612&idx=1&sn=b94253741283c338ce

c5e2120af3ab31&scene=1&srcid=0905QYpDZvisq57F4bzmSr4U#rd 。” 

图谋：“范运年.最是书香能致远.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18488-1000832.html  ‘一

本好书的产生，凝聚了作者、编辑、出版商的大量心血，一旦被盗版，作者、出版商的权益

无从得到保护，既打击了作者继续进行智力生产的积极性，也会打击出版行业的良性健康发

展，还会对整个社会诚信体系也造成严重的损害，进一步加剧社会基本道德体系的崩塌。一

味低价并不能对图书市场起到良性推动的作用，它是以牺牲作者、出版商的利益为代价的，

一味低价也不能阻断盗版的猖獗，因为盗版的成本会更低，价格更低廉。有人说，对于爱书

人而言，买书读书其实是最划算的投入。如果把阅读当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不会觉

得书贵，一本书买了，常读常新，怎么会觉得贵；反之，觉得阅读可有可无，还不如一斤肉

一顿大餐实惠，当然会觉得书贵了’。” 

图谋：“肖东发.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图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r2g.html
http://url.cn/2BM6J43
http://www.cssn.cn/ts/ts_sksy/201604/t20160408_2958297.s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A3NDIxOA==&mid=2650210612&idx=1&sn=b94253741283c338cec5e2120af3ab31&scene=1&srcid=0905QYpDZvisq57F4bzmSr4U#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A3NDIxOA==&mid=2650210612&idx=1&sn=b94253741283c338cec5e2120af3ab31&scene=1&srcid=0905QYpDZvisq57F4bzmSr4U#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18488-1000832.html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6-02/24/nw.D110000zhdsb_20160224_1-05.htm 《 中华读书

报 》（ 2016 年 02 月 24日   05 版）中国图书浩如烟海，要从中准确地选择哪些最能代表

中国文化特色并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书籍，是相当困难的。随着中国文化研究的深

入和广泛开展，这一选择无论是对初学者，还是对研究者来说，都将是有意义的。” 

郑图-：“图数小组招新了 http://blog.etc168.com/ 。” 

徐徐清风：“美国图书馆：借书逾期不还者或坐牢 30天  

http://m.iciba.com/read.html?detail=1574588 。” 

刘*平：“觅寻字里行间的美：京城书店书香书味 http://3g.k.sohu.com/t/n157382568 。” 

 

1.5 问题求助 

（1）《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电子版 

晴天：“哪位老师有《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这本书的电子版？”清凉桐影：

“同求。”Sparks：“应该没有电子的吧。” 

（2）免费视频会议软件 

牛牛：“请问大家用怎样的免费视频会议软件？”清凉桐影：“qq。”云朵：

“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08b6a591cbfef114a9092271.html 如何使用 QQ进行视频会

议。” 

（3）图书馆配备台灯 

Lee：“想咨询一下哪一个图书馆阅览桌配备了台灯？”蜂鸟：“好像北大清华有，以前有个

他们图书馆拍的短片。”Lee：“不知道有没有照片？”蜂鸟：“看看官网有没有阅览室的照

片。北大拍的短片，天堂图书馆第二集。还是双向的。” 

 

平湖晓色：“杭州市图书馆有台灯，我去过。” 

 

徐徐清风：“汕头大学图书馆阅览厅的台灯。”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6-02/24/nw.D110000zhdsb_20160224_1-05.htm
http://blog.etc168.com/
http://m.iciba.com/read.html?detail=1574588
http://3g.k.sohu.com/t/n157382568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08b6a591cbfef114a9092271.html


 

徐徐清风：“还有这种条型的桌灯。” 

 

 

牛牛：“我们好像有。学生自己带的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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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晓色：“装饰用的？怎么象桔灯，朦胧。”徐徐清风：“主要是装饰作用。

光靠台灯的亮度肯定不行了。”小淘可可：“学校图书馆台灯是嵌入到桌子上的，

当然，桌子是订做的。也是这种暖色调，亮度只够自己用，也可以看书啦。就是

下面装灯条。”梅子：“你们准备配台灯？@Lee 。”Lee：“参加一下。”梅子：

“可以定制的。”Lee：“你们有配备没有？”梅子：“了解过，还没确定下来。”  

（4）职称评定 

林科院尚*：“想咨询下各位老师，我单位没有评图书资料系列职称的资质，是

要拿到文化部去评吗。”Sparks：“是的。我们高级是文化厅。中级市文化局。”

林科院尚*：“是不是也可以找有资质的单位代评。”Sparks：“要学校出面。

自己找不认的。”林科院尚*：“我们是林业研究院的图书馆，几乎没项目，只

靠自己发几篇论文感觉评副高很难。坐标北京。”Sparks：“副高还好吧。”林

科院尚*：“之前听老师们说拿文化部挺难的，说人家都著作颇丰，我们一点竞

争力都没有，被吓住了。”Sparks：“我们这是到文化厅。著作其实也没有那么

可怕。副高还好，估计正高难度大。”cpulib*：“副高就不错了。”河北工大

安*：“现在评职称据说不用考计算机和英语了。” 

（5）移动图书馆 

Lee：“再咨询一个问题：各位所在的图书馆有移动图书馆吗？如果有，自建的

还是购买的？谢谢大家。”刘*平：“用超星移动图书馆。”Lee：“一年一买还

是一次买三五年？”boson：“我见很多家买超星的，各集成商应该也有自己的

移动产品。自己开发也可以，需要他们的接口。”刘*平：“我们的资源，超星

的系统。”Lee：“自己开发我们自己没力量，购买的话，相当于买个包库，如

果不续费，等于就没有了，感觉划不着。左右为难啊。”Lee：“@刘*平,使用移

动图书馆的用户占全馆用户的比例是？” 

（6）高校图书馆建立科技信息（情报）研究所 

瘦身娃娃：“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各自所在的高校图书馆，是否有成立科技信息

（情报）研究所？研究所有多少专职人员？专职人员的工作量考核是多少？给领

导沟通，想方便些。”gaozy：“看各学校实际。我们原先设立过文献研究所，

作为馆内部门，啥级别没有，就两个人，一个北大，一个中大，研究来研究去，

什么成果都没有，不堪回首。”陕西 eric：“似乎不是图书馆的主业。现在图

书馆专业人员很有限，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瘦身娃娃：“我猜多数

有研究所的馆，要么就是空的，要么有几个人专职。”陕西 eric：“就现在的

体制和人员编制，设专职可能较难。”gaozy：“专职看人员水平。要不，不行

的。天天闲坐着，平台小的，人都废了。”陕西 eric：“现在觉得服务无至境，

要人如要命。很多事情找不出多余的人手来做。”瘦身娃娃：“有些事情是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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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以前是学院的人做，现在图书馆说，我们帮你做；学院的人没有想到的，

图书馆说，我们可以给你做这个。所以就忙起来了。然后，我们发现，有些事情

图书馆人做与学院人做是一样的，只不过图书馆在做的时候，学院的人可能在看

报了。”陕西 eric：“人事上能安排进的人你挡不住，需要的人进不来。” 瘦

身娃娃：“我们这边现在倒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安排进来的不能用的同志，都还是

比较能干的。专职就看带头人了，没有带头人，真心难坚持的。”gaozy：“√。

带头人和团队，要出成果。”小淘可可：“好的学校团队好些。所以啊，年轻人

找工作尽量去大馆。” 南师馆员：“我们好像也有情报研究所，不过一直有其

名无其实，一个人没有，更别说成果了。” 

（7）《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的投稿论文模板 

上海笨笨：“首次投稿，请问哪位老师哪里有没有《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的投稿

论文模板，网上好像无法下载。”挂机中：“去投稿说明里找。很多期刊都没有

标准模板。cnki 里下一篇看下。”上海笨笨：“我参考他的文章编辑过的，那

就放心了，谢谢。第一次，没经验，跟大家好好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8）图书馆管理员的英语写法 

素问：“请问，图书馆管理员的英语是怎么写的？”图谋：“Library Assistant

（图书馆管理员）。”素问：“谢谢！”城市天空：“我觉得用 library associate

更好。Library associates provide circulation, research and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to librarians.”麦子：“@城市天空，这我从来没看到这种说法。

除了沃尔玛。他们叫 associates。” 

（9）申报高级职称时的项目排名问题 

书香：“咨询下各位老师：评高级职称时,参加项目的排位一般只看前三吧，如

立项时的排位和结项时的排位不一样，评委主要看立项的还是结项的？”广东肥

羊：“结项。有结项证书的，以结项证书为准吧。”刘*平：“主要看结项排名。”

广州书童：“说是前三也不一定要前三。”书香：“正高一定看前三吧。”薄荷

叶：“我们这是省科技厅的前 7，其它是群前 5都可以的。”广东肥羊：“前三

是包括主持人在内的。”薄荷叶：“要有结项证书才行，立项不行。看原件。”

书香：“一般要主持和参与多少项才能参评。”青荷：“查本省本专业职称评审

文件。”cpulib*：“职称早过时间，现在讨论用不上啊。”薄荷叶：“我们这

9月开始报名，10 月送材料，11月评。”cpulib*：“原来各地时间差别很大。”

青荷：“各省送评时间不同，评审条件也不一样。最好好好研究下本省的评审文

件，不清楚的，打本省文化厅职称办电话咨询。”快乐人：“各省时间不同。”

雨过天晴：“我们这里，评正高课题必须是主持人，参与没用。” 

（10）2016 年 CSSCI 检索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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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香满衣：“请问谁家可以出 2016年的 CSSCI检索证明啊？”图谋：“关于‘出

2016年的 cssci 检索证明’，估计谁家也不敢说可以，包括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自身。因为来源刊刊发之后，进入数据库是有滞后的，这个滞

后的时间不确定。该中心提供开具 CSSCI 检索证明服务。”河北芝麻：“南大数

据中心，给出，只要知网有了就给出。但是，据说业务量大，着急的话，恐怕不

行。跟他们联系留给出报告。”gaozy：“这个好。”河北芝麻：“好啥啊？16

年的我们都查不了。整个 16年的数据都没有。”图谋：“2015 年的数据都是因

为学科评估才‘火速’弄齐整的。”Sparks：“CSSCI的数据过于滞后了。”图

谋：“依据知网开，实际是不大靠谱的。就算是源刊，CNKI有的信息，并不一

定 CSSCI 中有。源刊中有一部分 CNKI并未收录（比如《情报学报》等），还有

一种情况是源刊中还存在‘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的情况。因此，针对 CSSCI

的收录，刻意强调出具检索证明，不甚合理。” 

(11) 创意书吧 

粉晶草莓：“求助：谁有创意书吧的图片，多谢。” 米粒 MM：“@粉晶草莓 用

pinterst app，国外很多创意可供借鉴，图片流形式。” 

(12) 调研问卷原始数据的录入办法 

青荷：“请教各位同仁，对于某类调研问卷，原始数据的录入，除了笨方法，有

没有更好的方法？”gaozy：“纸质的？”青荷：“对。几百张，相当头大。”

闽南师陈*：“请志愿者。”信手拈来：“似乎没什么捷径，除非版式可以 OCR。”

青荷：“唉，现在终于明白，有的调研为嘛就搞 200份问卷。谁干谁知道。”牛

牛：“我干过。”青荷：“干过调研才知道：原始数据录入多头疼。” 

（13）密集书库里的期刊和报纸是怎么排架 

Jolly：“不知道群里同行，关于图书馆密集书库里的期刊和报纸是怎么排架的，

保证能查阅和继续下架的程度。”gaozy：“我们就堆着。”Jolly：“我们这集

中整理。想着按拼音排序，应该比按类拍要好，主要是，倒架弄得乱糟糟的，不

太好整理。”印度阿三：“我们是索取号分类排。” Jolly：“老师，这个是怎

么排法呢？能具体说一下嘛？效果怎么样呢。”Sparks：“知网有人发过一篇这

样的文章。你可以看看。” Jolly：“老师，您指哪一篇，我网上看了几篇，不

知道具体效果什么样，因为是集中整理，所以时间能够保证，就想细点把活做完

了。”印度阿三：“跟书排架差不多。看你们的索取号。”Jolly：“哦，这倒

是相对简单易拍，谢谢您了，明天我去看看情况！” 

（14）高校图书馆职责 

香草 2007：“有没有高校图书馆职责的样本？我校要求修改。”图谋：“以高

校图书馆规程为指导呀。具体的职责，当前高校馆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还得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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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出发。”香草 2007：“我们是一个省属高校，以前的只有八条。很简单。”

图谋：“所谓从实际出发，是得看学校实际让做什么？做了什么？下一步想怎么

做？”香草 2007：“今年换了馆长，今天下午把任务交给我，后天就要上交。

我只是流通部门一馆员，缺乏馆长视野。希望借鉴一下其他院校的。”图谋：“安

徽大学图书馆‘图书馆馆员守则’. http://www.lib.ahu.edu.cn/do/list.php?fid=103 

服务至上，读者第一。满足需求，服务要义。主动热情，解惑释疑。读者数据，

切记保密。尊重产权，传播信息。共建共享，馆际传递。 财物安全，数推第一。

防火防盗，千万警惕。上班期间，慎用电器。下班之时，门窗要闭。图书资料，

定期点计。一书一刊，勿要轻弃。 室内各物，勤加打理。消毒除尘，通风换气。

书刊有序，桌椅整齐。网络通畅，方便上机。缓步轻言，更莫嬉戏。静谧环境，

书香习习。 与人相处，莫失礼仪。言语和善，不愠不急。流言蜚语，不要传递。

打架斗殴，最伤和气。脏活累活，莫要回避。团结协作，共同利益。 开拓创新，

追求真理。勤奋好学，增长技艺。莫贪财物，做人根基。清正廉洁，公平正义。

各项制度，务必牢记。爱岗敬业，争创佳绩。”香草 2007：“谢谢！不是这样

的，职责 是 制定发展规划、编制图书馆经费预算之类。”图谋：“我并没有说

那是职责。”刘*平：“职责、规划、预算是三件事。职责基本长期有效、规划

是规划期的计划，预算一般为年度预算（很具体）。” 

（15）3M 永久磁条价格 

clf：“3M永久磁条价格大概多少？有买过的同仁麻烦说下。”小意达*：“3M

磁条大概 0.55一根。” 

（16）中国每年大概出版多少种书 

糖果：“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人了解中国每年大概出版多少种书？

适合高校采购的种类又大概占多大的比例呢？”素问：“以前新闻出版署好像有

数字。”素问：“适合高校图书馆采购的主要看学校的专业情况而定。”印度阿

三：“查新闻出版署的报告，官网上有，不知道有没有 15年的。” 

（17）国内阅读推广品牌 

Sparks：“现在国内阅读推广有没有形成品牌的。”图谋：“可关注《大学图书

馆学报》2016年第四期。”图坛刘编：“2016图林阅读推广英雄帖 

http://url.cn/293K1Qn ,今日天下英雄接帖，十月安徽铜陵论剑。上!穷行业，贵

州省图书馆，能一个点子 200字 3000元，够几篇文章版面费了，真的是求贤若

渴。点赞!” 

（18）随书光盘管理软件 

媛媛：“想请问一下，您馆使用的是什么软件管理随书光盘？我馆使用的是麦达

博云软件管理光盘。但领导想换，请大家帮忙指点。”琼琚：“畅想之星。”河

http://www.lib.ahu.edu.cn/do/list.php?fid=103
http://url.cn/293K1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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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工大安*：“麦达真心不好用。服务还不好。”媛媛：“使用费一年多钱？”

琼琚：“不清楚，我不负责数据库。”河北工大安*：“好像不太贵。”媛媛：

“麦达一年一万。”河北工大安*：“我们也用畅想之星。” 

 

1.6 圕人堂 

（1）摄影专题之图书馆的台灯 

圕论坛刘：“生清的这个摄影主题不错啊，若能以此做下去，完全形成风格，出

个摄影集，加油。”图谋：“生清老师《图书馆里的台灯》这组照片是以管理员

角色迁移群成员大窗交流中出现的，是挺有意义的工作。”圕论坛刘：“台灯，

寓意深。从摄影来说，创作空间大。是一个好的创意。” 

（2）微信群 

小土豆：“请问，这个群有相应的微信群吗？微信感觉更加方便些。”图谋：

“@快乐的小土豆，圕人堂目前没有另建微信群，但在努力构建开放的生态，促

进协作与共享：圕人堂尽可能开放自己的资源；用开放的心态整合和利用各种资

源；跨界融合，促进协作与共享；连接一切，通过圕人堂网络社群强化人、资源

与服务之间的连接。” 

小土豆：“今天看期刊文章时得知这个群，看了几篇文章和电子刊，很有收获！

感谢群主为图人搭建这样一个交流平台做了件好事！”图谋：“圕人堂 QQ群从

2014年 5月 10日建群至今，保持活跃，离不开诸位群成员的支持，尤其是管理

员团队成员的鼎力支持。这是有意义的，且其意义很可能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

到。由衷感谢大家！” 

 

1.7即兴讨论 

（1）一个生前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员 

图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AwNzI0MA==&mid=2651944665&idx=1&sn=102

648e613f60ff2ca332b81425be06f&chksm=bd0a0afe8a7d83e84eba191ef2a877e1f3de64da8c6

50b0c642a5bbea45877267e4508dd8205&scene=2&srcid=0903vhOelztKoGKjjDb5kxWn&from=t

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晨逍：“ http://url.cn/2CV47G2 。”

麦子：“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来推销自己。起码让社会上不要叫我们图书馆管

理员。估计把自己的遗产都捐了，而且平时很省，他最高工资估计也就 7，8万

一年。”Sparks：“值得尊敬。国外图书馆员，对我来说就是个神秘的职业。感

觉是超人。感觉国外图书馆员的地位，要比国内的好一些。”麦子：“这倒是，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AwNzI0MA==&mid=2651944665&idx=1&sn=102648e613f60ff2ca332b81425be06f&chksm=bd0a0afe8a7d83e84eba191ef2a877e1f3de64da8c650b0c642a5bbea45877267e4508dd8205&scene=2&srcid=0903vhOelztKoGKjjDb5kxWn&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AwNzI0MA==&mid=2651944665&idx=1&sn=102648e613f60ff2ca332b81425be06f&chksm=bd0a0afe8a7d83e84eba191ef2a877e1f3de64da8c650b0c642a5bbea45877267e4508dd8205&scene=2&srcid=0903vhOelztKoGKjjDb5kxWn&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AwNzI0MA==&mid=2651944665&idx=1&sn=102648e613f60ff2ca332b81425be06f&chksm=bd0a0afe8a7d83e84eba191ef2a877e1f3de64da8c650b0c642a5bbea45877267e4508dd8205&scene=2&srcid=0903vhOelztKoGKjjDb5kxWn&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AwNzI0MA==&mid=2651944665&idx=1&sn=102648e613f60ff2ca332b81425be06f&chksm=bd0a0afe8a7d83e84eba191ef2a877e1f3de64da8c650b0c642a5bbea45877267e4508dd8205&scene=2&srcid=0903vhOelztKoGKjjDb5kxWn&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http://url.cn/2CV47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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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图书馆总还是图书馆。”Sparks：“社会认同，对一个职业来说很重要。”麦

子：“这倒是，但我觉得在这点上中国也没差多少。”Sparks：“体验一下就知

道了。”麦子：“具体什么表现呢？” Sparks：“南开徐建华教授的图书馆员

快乐指数做的很详细。” 麦子：“有没有原文？”Sparks：“是本书。一系列

论文。”西北风：“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他的孩子，每一个同事和

领导都是他的亲人！”麦子：“其实，关键是这人是校友。而且是本科的校友。” 

西北风：“有这样的平常人中不平常的人作为自己的校友，让人感到光荣！” 

boson：“张益唐就是新罕的讲师吧，这个学校出神人啊。”麦子：“学校是一

般。” 

 

（2）公共图书馆开放时间 

小淘可可：“刚才去市图书馆，才发现人家晚上不上班，上的是行政班。大写加

粗的服务。周末不上班 晚上不上班 中午不上班 节假日待定。白跑一趟。”gaozy：

“人手肯定很少吧？”小淘可可：“不明白 搬来这个城市第一次去。再次感慨，

同样是图书馆，服务时间差别真大。八卦一下 公共馆开放时间有要求吗？它们

这周开放 40小时。”星光：“你们市图书馆读者少，晚上、周末读者没有，所

以嘛。”小淘可可：“只要开门就有人去吧，不能说没人就关门吧。我们图书馆

一般十点后才有人来，还不是八点就把门开着。”星光：“县图书馆不能晚上、

周末开放的。所以公共图书馆统一开放时间一刀切也许有问题。”小淘可可：“我

们不是县，是 300 万人的地级市。”星光：“二、三线城市图书馆这样蛮正常的。

二三线城市阅读需求不高。gaozy：“给市长打电话，问问看。或者给图书馆打

电话问问看出于什么考虑。”小淘可可：“想问问大家，公共馆图书馆开放时间

有文件规定不。”星光：“公共图书馆有不少于 40小时的规定，所以地级市这

样也合法呀。”小淘可可：“它们等于 40小时，那这个我没话说了。也不能因

为个别人就延长开放时间。”gaozy：“能不能换个思维来想问题，有时候，是

不是我们的服务做的太好了，所以我们的期望越来越高。”星光：“边际效应递

减？”小淘可可：“查了下，不低于 60 小时。”星光：“那么，你可以投诉了。”

广州书童：“市级图书馆晚上不开，周末不来。可以关闭了。”小淘可可：“这

个地级馆如何理解？”广州书童：“就是设区的市。”小淘可可：“那么我们符

合。五个区呢。”gaozy：“公民意识觉醒了。”广州书童：“还不如发达地区

的街镇图书馆。”印度阿三：“图书馆是奢侈品，不是必须品。”小淘可可：“那

么反过来看，书童你们馆为什么要开放那么长时间？”广州书童：“国家的规范

有明确规定啊。”小淘可可：“很多馆从早上 9点开到晚上 10 点，节假日不休。”

广州书童：“而且图书馆开行政班意义何在？”小淘可可：“方便工作人员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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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多么人性化。”七色花：“我是县图书馆，晚上不开。但是周末节假日白

天都开馆的。”小淘可可：“刚才跟一个同学聊起，他说他们老家图书馆晚上节

假日就开一个库，其他也是上行政班。完全满足周开放时间 60 小时。就是说只

有一个报纸阅览室周开放时间 60小时，其他的周二到周五开门，朝九晚五。真

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真心疼大馆的同事，倒班倒到肉疼。”gaozy：“典型的

上有政策。”广州书童：“基本上图书馆发现可以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小淘可

可：“盖得好不好只是假象，服务得好不好才是根本。很少有人知道还规定有开

放时间。”星光：“首先可以向亲戚朋友发小同学们宣传普及。” 

 

（3）图书馆参与科研数据管理或服务 

无易：“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个图书馆参与科研数据管理，或者开展科研数

据管理服务的。”boson：“北大。”无易：“能知道他们参与的方式吗。”boson：

“他们搞了一个平台，由研究组提交数据，图书馆网站上有链接，但我现在上不

去。”小丸子：“科研数据管理图书馆能搞不？总觉得都是在炒概念。”boson：

“为什么不能搞？”小丸子：“需要其他部门配合吧。首先得说服老师们参与。

另外，图书馆在科研数据管理中究竟提供什么服务了呢？这个是我比较困惑的，

还请了解的同行指导下。”信手拈来：“只能说国内目前在起步探索，像北大那

样做有规划尝试的都还不多。真正谈实效，为时尚早。”胡萝卜：“武大馆曾做

过科学数据的项目，我参与过。知网上有系列文章。”小淘可可：“都是些实力

强的大馆。”小丸子：“文章看过，看其实看不出来真正实践的东西，可能还是

需要自己去实践才行，科学数据管理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是否有应用前景还

不好说。”boson：“其他部门配合是必要的，北大也不是图书馆一家搞起来的，

需要学校层面协调。”闽农林李*：“数据的版权如何界定？安全性如何保证？

使用权限如何分配？太多问题需要协调，光靠图书馆一个部门肯定无法完成科学

数据管理！”信手拈来：“机构知识库可以算是图书馆参与科学数据管理的一个

切入点，其所遇到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科学数据管理的人好好思考的。”cpulib*：

“大多图书馆还没有这个能力。”信手拈来：“没错，从 IR实践就可以看出来。

现行的运作机制下，图书馆做科学数据管理是有心无力的，也超出了图书馆的传

统定位。”cpulib*：“管理与技术是两回事，图书馆中心还在管理，技术真的

有点力不从心，要么就是花钱买现成的，但真的是鸡肋，很难个性化定制，也不

可能。”青荷：“科研教学数据管理：本校教师讲课用的 PPT，讲稿，课题申请

书，相关研究论文等等……图书馆能否有意识主动收集、整理、归纳、编目……

建立相应数据库？……也算是本校特色数据库，独一份。工作量巨大，人才匮乏，

而且，涉及知识产权，教师是否愿意出让……需要细水长流。” 挂机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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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会上交的。交了也是随便搞点东西应付下。”信手拈来：“图书馆的定位是

什么?不保持清醒认识，一味追求所谓创新，就容易好大喜功，难以持续。” 楼

上月*：“既然，科研教学数据管理相当复杂而且图书馆做的也不是很好（做的

好的大概占少数？），为什么我们还有一味的论证，这个工作就应该我们来做呢？

为什么不去证明，这项工作不应该由图书馆来做呢——这样可以节约整个社会的

资源，提高科研教学数据管理的效率。”cpulib*：“图书馆得找点新玩意做做。”

青荷：“除非是发表的东西，一般都不愿意把其他东西拿出来共享，比如课题申

报书。这个资源共享很难落地。”cpulib*：“就 PPT人家也不愿意公开啊。”

青荷：“是的。”小丸子：“国外为什么能做好呢，开放精神好？”楼上月*：

“很多组织（比如有的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等），盲目扩张边界、拓展

职能和领域，后来事实证明做不好，这样的案例很多。他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地

方的餐饮企业卖传统名吃很火，但去做房地产，后来餐饮和房地产都没有做好。”

青荷：“图书馆‘小妾’不认同心理比较严重。扶不正，心恐慌。”cpulib*：

“比如 PPT，有人就喜欢直接拿你的去用。”徐徐清风：“有道理。像教师课件、

发表的论文，很多大学的教务处和科研处都收集存档得比较完整，但这些部门并

不想公开。”青荷：“实质是‘阶级差别’造成图书馆的恐慌。”青荷：“教务

处和科研处没有公开的权力。个人没有授权。他们只是行政行为。”徐徐清风：

“如果教务处和科研处想积极建设机构库话，他们也可以做吧。”无易：“ 是

的，这个得从政策上取得支持。”徐徐清风：“他们想牵头做，有行政权力，更

容易。”cpulib*：“这种东西，图书馆参与是有优势，因为我们闲人多，如果

是教务处、科技处做纯粹就是花钱买。”无易：“实际上读者需要这些资料时往

往来求助图书馆。”楼上月*：“问题是，图书馆做这个工作能不能做好一说不

能做好，就说缺政策、资源、人才什么滴。问题是，如果有了政策、资源、人才，

干嘛非要拿到图书馆来做，其他部门一样做啊。”cpulib*：“我们有人有资源

有阵地。不过我们阵地已经丢了一些了。”挂机中：“你们闲人很多吗？”cpulib*：

“是啊，闲得成天闹事。”挂机中：“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这些闲人，你给他

安排活他也做不了什么。”楼上月*：“甚至后勤处都敢说，如果有了政策、资

源、人才，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做。”cpulib*：“是的。不干活还造事。”无易：

“科研数据也算是特种文献资源，图书馆对这些文献进行管理是不容争议的啊。”

gaozy：“想当然。”无易：“青荷说的对，可以借鉴机构库建设工作的得失。”

青荷：“别的不说，就说高级课题申报书，不是关系特别好的人，人家连瞅都不

给你瞅一眼___竞争越少越好，成功的越少越好，最好都不如自己。”无易：“课

题申报书我觉得有点困难，超出了科研数据管理的概念。”cpulib*：“申报书

肯定不会公开的，容易引起不必要麻烦。”青荷：“对知识产权缺乏必要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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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尊重，是不愿分享的本源。”cpulib*：“市面上也很少看到申报书。”无易：

“是的，生物和医学的一些实验数据共享更有意义，国外好多都是免费使用的。”

图谋：“科研数据管理论文小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0822.html ，图谋按：2016年 9月 4日

图谋依据 CNKI检索篇名中含有‘科研数据管理’的论文，从 30条记录中遴选

20条记录输出。希望藉此有助于管窥相关研究与实践概况。”boson：“说两句

科学数据管理的事情。国外很多基金、出版社已经要求研究数据开放，我国自然

科学基金也有这个要求（不知是否已实施，即使未实施也即将实施）。北大的项

目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北大管理科学数据中心合作，作为国家自然基金的一

个子课题。科研部、社科部、学工部门、各院系等校内多家机构合作参与建设。

《图书馆情报工作》上《基于 Dataverse 的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建设》、

《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建设:探索与实践》两篇论文可以参考。” 

 

（4）刘兹恒：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 

图谋：“[转载]刘兹恒：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0942.html 信息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

报,2016 年 4月 8日 13版.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04/08/content_13_2.htm  (据圕人堂成

员青荷提供的信息，该文被《新华文摘》2016 年 13期 154-155 页全文转载。)

关于图书馆发展的未来趋势，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第六届全国文献采访工

作研讨会’召开之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邀馆界资深研究方家、北京大学信

息管理学院教授刘兹恒撰写预测文章，从信息技术的发展、政策环境及其他人

文因素等方面对我国图书馆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与展望。作者在自己长期研究

图书馆的学术基础上，参考国内外一些图书馆学家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外图书

馆的实地调研，总结归纳出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图谋评述：刘兹恒教

授发表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的《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一文，被《新

华文摘》全文转载。这是一件对图书情报界非常有益的事情，他有利于社会各

界及及图书情报界进一步了解图书馆角色性质的转变，促进图书馆尽快找准自

己的定位，重新适应新的角色，值得进一步关注。同时，该文的全文转载对《中

国出版传媒商报》也是一种激励。”嘉懿：“‘这是一件对图书情报界非常有

益的事情，他有利于社会各界及及图书情报界进一步了解图书馆角色性质的转

变’群主说的好，这对图书馆界确实很难得啊。但真正实现这样的效果，吾辈

任重道远，继续努力。”图谋：“《新华文摘》属于人文社科领域权威学术文

摘刊物，在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被其转载之后，通常会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082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0942.html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04/08/content_13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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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关注度。”Sparks：“我们学校认可度很高。有的学院有非常可观的奖

励。”图谋：“提及奖励，某高校的政策是：《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

文摘》全文转载论文奖励力度为‘权威期刊、SSCI源刊论文、全国社科规划办

《成果要报》’的 2倍，相当于两篇《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奖励力度。”青荷：

“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是一般研究者，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从此就奠

定了 TA 在学界的位置。”Sparks：“一般研究者被转载的概率比较低。”图谋：

“有群成员的成果被全文转载过，原文发表在《山东图书馆学季刊》。”2014：

“牛！”图谋：“与研究主题有一定关联。图情类被转载主要集中在该刊的‘读

书与传媒’栏目。”Sparks：“被转载的文章，在知网中能查出来吗。或者说

在知网里能体现出来吗？”  

 

（5）投稿那些事儿 

pillpill：“请问《图书馆理论与实践》这个期刊收版面费么？高不高？”Sparks：

“不收。”pillpill：“哦，真好。现在是 C扩了，是么？”Sparks：“是的。

北核，c扩。”pillpill：“系统里显示的是‘’已录用‘’，但没发邮件，是

什么情况？”挂机中：“刚被采用了一篇，等了快 40天。”Sparks：“应该是

录用了。好像不发邮件的。”挂机中：“我的也显示已采用。”pillpill：“是，

等了快 50天了。那不发邮件是不是不用修改了？”挂机中：“你的怎么是已录

用？”pillpill：“已采用。打错了。”挂机中：“这个不要版面费吗。”cpulib*：

“恩。”挂机中：“我怎么看投稿系统里有版面费管理啊。”琼琚：“会有纸质

录用通知寄给你，时间很长。见刊周期十个月。”Sparks：“不要钱的都长。”

挂机中：“那要到明年了。”cpulib*：“以前还是邮寄稿件呢。”Sparks：“是

的。”cpulib*：“要钱的也很长。”Sparks：“收费的快一些。”pillpill：

“不用改稿了？等着就行了？”琼琚：“显示已采用后面就不用管了。等着就行

了。”pillpill：“哦，真好。”Sparks：“《图书馆建设》见刊挺快。”挂机

中：“那是大牛们发的地方。”pillpill：“图书馆建设增刊能发么？”pillpill：

“是不是增刊都没用？”挂机中：“增刊评职称没用。看你们那里怎么规定。”

Sparks：“增刊评职称，有关系可以糊弄的。见过有人用增刊糊弄副高的。”挂

机中：“被人举报就惨了，那样很没面子。”广州书童：“增刊这个东西 中级

以下就可以的 。”cpulib*：“可能审核的人没看到增刊两个字。”2014：“还

是要看每个单位的规定吧，毕竟首先是在单位过呀。”pillpill：“增刊还要钱

不少呢。”cpulib*：“这也是个好办法。” 

 

（6）查重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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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机中：“我们这里就有人举报著作抄袭。”2014：“而且送出去之前还要公示

材料，审核的一时没看清，应该也会在这一环节被揭穿吧。”广州书童：“我们

这边送出去还要附上 cnki检索页。”挂机中：“被举报了就没意思了，竞争那

么激烈。”广州书童：“被举报属实就延迟三年。”河北芝麻：“我们这都要对

论文查重了。”Sparks：“如何查。”挂机中：“发文的时候不查吗。”Sparks：

“天津好像是查的。上次天津开会，徐建华教授说的。”cpulib*：“不是很多

期刊一开始就查重吗。”广州书童：“期刊查重和职称评审查重是两码事。”Sparks：

“是的。”河北芝麻：“人事处查。”河北芝麻：“要论文的电子版。”boson：

“职称评审查重？查内容？”Sparks：“据说有的老师在职称评审查重上栽了。”

2014：“职称评审查重是查什么呀？”boson：“人事处有什么资格对内容指手

画脚？”Sparks：“问芝麻老师。他们应该执行了。”河北芝麻：“人事处管评

职啊。”挂机中：“发表后被人抄袭怎么办？”2014：“撕抄袭者。不过感觉学

术论文被抄了好象很多人也没怎么样……”广州书童：“被抄袭说明你的文章有

价值。”2014：“要是在参考文献中注明一下出处，好象原作者就更不容易生气

啦。”2014：“之前我同事有篇文章被抄了，她找编辑部了。结果怎么样我不清

楚呢。”挂机中：“查新的时候，见过一篇同样的论文被 3个人分别发表，不知

道谁抄袭谁。”2014：“看单位没有？” 挂机中：“看了，单位也不同。”广

州书童：“都是从论文商店买的。”2014：“我查资料的时候遇到过一篇文章，

小改一下，同一个团队的不同两个人分别发了。”  

 

（7）资源购买、利用与目的 

hero8151：“请看民国时期的一段新闻：’清华每年肯出购书费四万元，但管理

员方面，薪水则不肯加多。‘  中国传统看重财物，不重人才，至今仍是如此。”

楼上月*：“怪不得，那时清华、北大有的临时馆员，都转行干其他工作了。”

图谋：“当前，图书馆界存在一种较为常见地现象：重买资源（包括图书、数字

资源、信息技术设备），轻实际利用，较为严重地缺少相应的人力投入。这是个

人的一点‘观感’。”gaozy：“其实，就是宁可为公浪费，绝不让个人私肥，

哪怕个人劳苦功高，但要‘确保公平’。”甬图万：“说得太对了。”美好的*：

“最终的结果是都不干活，没积极性。”gaozy：“图书馆如此，其他都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高呼以人为本，因为，缺啥补啥。”apple：“现在很多时候

资源买回来就放那里了。么有推广。有没有很重要，干不干不重要。”楼上月*：

“但是我们要反思，为啥出现了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对谁来说是合理的甚至是有

益的，以至于恰恰需要造成这种状态？”gaozy：“推动 gdp。”图谋：“很多

时候是只因身在此山中，身不由己，推波助澜。”河北芝麻：“反正是买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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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就不管了。”图谋：“经常要统计各种类型的馆藏资源及其利用情况，实际

上很大程度上是‘不计其数’。应对式呈现的数字，其真正含义，可能永远不懂。”

楼上月*：“买和用之间的关系确实不是直接相关的，甚至是关系不大特别是对

于组织来说，这压根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图谋：“尤其是对于不健全的

组织。”楼上月*：“有时候一个组织占有某种资源，可能是一种合法性的象征，

一种制度安排，不一定为了实际运用。比如古代的三宫六院制度，甚至存在‘ 闲

坐话玄宗’的白了头的宫女，但这种资源是皇室制度的特有安排，以显示皇家威

仪，不是为了传宗接代。”星光：“听上去像炫富呢。”星辰：“社会是前进的，

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徐徐清风：“图书馆资源，你用不用，它就在那儿。不

去用，是读者的问题。”星光：“多，就是好的代名词。”徐徐清风：“宫女不

用，又不准别人用，那是皇帝的问题。”gaozy：“其实类似，宫女被别人用，

她就得消失。资源经费被别人用，以后也没有这部分经费了。如你订购的资源经

费，用不完，说明工作没搞好嘛。”星光：“人嘛，都有浪费粮食的时候。”gaozy：

“宫女也是被全部使用的，虽然从男权角度来说，核心功能发挥的不足。”徐徐

清风：“所以宫女闲置和图书馆资源闲置不能对比啊。图书馆资源买来了，一定

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用。用得人少，要么就是太高大上了读者水平不够或这方面

研究学者太少，要么就买错了根本没这方面的读者需求。像大众资源，cnki，超

星，图书馆不去推广，读者也会大量使用。”星光：“浪费资源，是人的弱点。”

gaozy：“宫女不可能闲置，只是用的少或用在别的地方，你懂的；资源也是，

买来读者用的少或用来单纯做炫耀。我想插句发散的感想：给我分几十个宫女，

这样你采访我，你幸福吗？我会说，幸福。”天边：“宫女好象纸质书，不能由

不同读者同时使用。” 天边：“电子资源可以多个读者同时使用。”徐徐清风：

“一些专门学科的资源，对高校来说，本来就是小众，针对特定学科用户，跟这

一研究领域的学者研究层次和研究生数量密切关系，用得少，不代表发挥的作用

小。” 天边：“有这个差别，则两者没有可比性 。”gaozy：“这不能比，也

不能被不同读者不同时间使用啊。那乱了。”楼上月*：“仅仅是一个例子，它

包含的意思是有限的，童鞋们不能这么推理下去了，越推越薄，就没有意义了。”

gaozy：“意义只要总结，都会有的。”天边：“不同的资源，要求图书馆采取

不同的使用策略。”挂机中：“不用全部放进去吧。”gaozy：“其实，是资源

订购的原则与标准在实践中没有执行。选择标准都有，可是……”刘*平：“特

色资源是一种文献保障，有不少保障性资源，只有很少人使用，但这些文献是应

该购买的。”gaozy：“其实，资源的客观评价，本来就不容易。反正，我的看

法是，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刘*平：“特色资源的采购和把握得长期修炼，

不是简单用数据说话的活。”apple：“资源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但是，我们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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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资源的目的是什么？现在的资源采购有木有远离我们的初衷。”apple：“重

建设轻利用的现状能不能引起我们的反思。”青荷：“除了保存、传播、利用，

还有仪式问题。”刘*平：“购买资源的目的是最大程度满足利用的要求。”刘*

平：“通过各种服务设计，提高资源利用满足率和特色资源的保障能力。”楼上

月*：“一个组织比如图书馆的行动比如购买资源的目的，可能要实现多个目标，

这些目标之间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相互冲突至于哪个目标会被凸显、哪个目标

会被边缘化，这可能取决于制度和力量的对比。”青荷：“这个说得好。有显性

还有隐性，隐性多为意外之得。马克思说：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而是人

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______求‘意识’和‘社会存在’解读（内涵）。” 

 

（8）论文他引的业界规范 

浮云：“我咨询个问题：问一下论文他引的有业界规范的界定吗？‘文献被除作

者及合作者以外其他人的引用’这句话最初是出自文献计量学吗？”2014：“我

前两天看到有个学校的他引还有两种数据可以选呢。”浮云：“我是从一个老师

拿的教育部的申报材料中摘录下来的‘文献被除作者及合作者以外其他人的引

用’，还摘录了另外 2 种他引，总觉得出处有问题。”浮云：“好几年前一个老

师给我看的申报材料。”2014：“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有点疑惑。之前我是想查一

下各图书馆出收录引用证明的相关规定。搜到了[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这个 

http://lib.ustb.edu.cn/Article/ShowClass.asp?ClassID=97 ，（2）引用情况：关于

自引和他引，目前国内有如下两种区分方式： □如果被引文献与引用文献作者

有相同者为自引，否则为他引； □如果引用文献有被检索作者为自引，否则为

他引。”平湖晓色：“自引、他引都属于引用，这个比率限制不同机构要求不同，

一般论文好象不能超过 30%基金成果（报告、专著）不能超 20%，有的不能超 15%。”

2014：“就是想讨论下他引的界定。”浮云：“没在清华上找到出处，现在一般

用这 3种。”2014：“清华图书馆咨询台

http://vrs.lib.tsinghua.edu.cn/pub/FAQ_View.asp?id=685，用百度，他引 

site:lib.tsinghua.edu.cn，就是这个检索式。”浮云：“如果教育部呢？”2014：

“检索词 site:moe.gov.cn。像我想查图书馆类网站上的东东，就用 inurl:lib

因为图书馆网站的网址里面一般都有 lib。”海边：“SCI对他引的界定是，如

果两个文章，只要两组作者有任一交叉，不论第几作者，都算自引。即欲被引用

的论文（A）作者中的所有人，不能出现在论文 B的作者中。”浮云：“这个他

引有出处吗？”海边：“这个是 SCI平台自己规定的。”浮云：“理解错了，你

刚才说的类似我说的：‘文献被除作者及合作者以外其他人的引用’。”海边：

“嗯，是这个意思。两组作者不允许有一个重现。应当以教育部规定为准。所以

http://lib.ustb.edu.cn/Article/ShowClass.asp?ClassID=97
http://vrs.lib.tsinghua.edu.cn/pub/FAQ_View.asp?id=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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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知道教育部如何界定。”浮云：“教育部真的有年申报界定了，老师拿申

报材料来的，后来就没见过。然后，就不知道出处了。”浮云：“不允许重现，

也有课题组分几波的。”海边：“那就好算了。不会有异议。但课题组成员在报

成果时，通常会提交一系列论文。在计算他引时，没人去查是不是成员的。只查

两组作者群有没有重现的。”2014：“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里面有个去除

自引的被引频次，但我觉得那个数据并没有做到‘两组作者有任一交叉，不论第

几作者，都算自引’。”海边：“这个数字今年平台有问题。以前我查过是排除

了。”浮云：“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他引计算有问题。跟那个定义都对

不上。”2014：“去年我没查过引用，但我以前查过的这个数据也不对。因为以

前我也是想直接用那个数据，结果文章导出来一看不对嘛，只有手工来排除。”

海边：“这个平台的数据质量，感觉越来越糙。”浮云：“我们一直手工排。”

2014：“唉，现在卖掉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啊……” 

 

（9）SCI 平台数据异常变化 

海边：“ESI论文，现在只是 Article 和 Review两种 DT？”2014：“这个我不

清楚，问下他们工作人员呢？”浮云：“上周还发现半小时数据变化了不少，晕

死我了。”2014：“这种问题之前也出过。有老师之前查得到的文献，过段时间

查不到了。”海边：“JCR报告的数据，也会有变化。今年 IF发布两次。”2014：

“这个我还不知道呢。”浮云：“啊？影响因子还发布 2次。”海边：“有些期

刊第一次发布时没有数据，有些期刊 IF 值第二次稍有提升。这类消息 ESI平台

能有。需要留心。”2014：“第一次发布时没有数据 是统计掉了吗？”海边：

“是缺少数据。第二次发布时，是个网页通知，有一列会写明更正原因。通常是

miss ...，所以我们不仅仅查 JCR，还要留心 IF值有没有变化。”2014：“我

都是直接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然后直接点期刊名看 IF。难道他们更正

之后都不会在 JCR 里面改吗？”海边：“不知道，现在查，是没改。” 

 

（10）高校学位论文电子版的获取 

wu：“文献求助一硕士论文……，不知道是万方没全文，还是我馆没买。”悠然：

“看了知网也没有。”中原劲草：“应该有的啊，2010年和 2014 年的毕业论文。”

悠然：“没找到，估计没购买。”wu：“万方看到了数据，但是没有全文。文献

传递系统有问题，暂时登录不了。老师要得有点急。”中原劲草：“见到当年学

位办的把纸本的邮寄出去给扫描的，电子版的好像校外只能看前 16页。不过刚

才试了下，万方里确实找不到电子版的。不过阿帕比的可以在线阅读。”wu：“这

个只能在线吗？”中原劲草：“另外 2014 年那篇查不到，但纸质的是有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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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两篇都是有的。拿个数码相机把纸本的拍下来发邮件就可以了，电子版的估计

只有其本人和学位办有，图书馆都不一定有。”wu：“@中原劲草，纸本是在哪

找到的，是全文吗？”中原劲草：“学位论文库里啊。是全文。让他们文献传递

吧，分分钟的事。电子资源不是万能的，纸本起码还能起到补充。以前很多学生

毕业时来不及或者忘了提交电子版的，但纸本的是必须要交 3 本的，起码图书馆

能保证有一本。” 

 

（11）SCI 的结果分析选项选择 

栀子花：“请问，SCI的结果分析选项，机构、机构扩展 的区别是什么？”海

边：“一个是 AD 字段，一个是 OG字段。前者没有标引。ESI 论文只收有扩展标

引的。”栀子花：“是针对同一个结果，机构、机构扩展的不同分析结果， 两

者怎么使用比较好？那能合并分析吗？好像很麻烦。”海边：“AD是作者自写

的词，一个是 SCI 标引的。我们一般只用扩展。”栀子花：“那意思是如果想说

哪个单位的论文，就选扩展？”海边：“是的。但有的机构 SCI 分不清，标引到

三个 OG。比如北京的阜外医院。”栀子花：“那通常要以机构扩展来检索具体

单位的论文，而不用机构？它的选项有点迷惑人。”海边：“我检索时是两个都

用。OR。”栀子花：“那怎么合并？” 栀子花：“对，用 OR 合并。不过这个分

析结果怎么看，手工合并？”海边：“平台上的字段分析时，手工合并。工作量

挺大。看你的结果集要分析几个机构。”栀子花：“嗯，这手工工作量……”海

边：“如果少，且准确性要高，就在已得的结果中再做机构检索。即不依赖平台

的分析功能。其实，基金那个分析，平台的分组更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它至

少分到 10个组。”栀子花：“即分析中机构对应检索中 AD，分析中机构扩展对

应检索中 OG，想精确，检索时两者用 OR 连接，分析时，手工合并两个选项，才

能得出比较全面准确的机构收录情况。是这么理解吧？”海边：“分析时，我是

手工区分机构名，不用平台的。”栀子花：“EXCEL导出后手工区分？”海边：

“是的。”栀子花：“好认真细致。”海边：“平台分析页面上的表格复制。有

些机构被 SCI分散了。”栀子花：“常态啊，作者们写自己单位时随心所欲。”

栀子花：“各种写法。”海边：“是的。事关学校的 ESI机构排名，学校对写法

有规定。”栀子花：“可能近些年好一些，但是历史数据……”海边：“那没办

法。好在以前没现在发文这么疯，数量少很多。”栀子花：“那倒是。老师不易

做，图书馆员也不易做。”挂机中：“sci会帮忙做机构归并的。”海边：“怎

么帮忙法？我提过我校一个部门的论文数据 OG标引有问题，他们改过来了。”

挂机中：“就是把不通名称的分支机构合并到单位下，这样统计 esi就不会出错。”

海边：“@挂机中，这是 ESI公布值有变化的原因吗？”海边：“比如，我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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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临床医学学科下论文 1000篇，7月公布是 1200篇。实际这两个月我们没新增

有 200那么多。是机构标引补了旧的数据。”栀子花：“海边这一说，就好理解

了。”海边：“分析不能较真，后台老变，以其时发布值为准。第三方评价机构

也只看 OG，不看 AD。”栀子花：“嗯，分析结果只对特定时间点负责。” 

 

（12）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工作前景 

小淘可可：“图书馆的研究生真可怜，还找什么工作。”青荷：“研究生来了就

看门，流通啊。激励他们学习，搞科研，不能呆废掉了。”Sparks：“只能也这

样。”青荷：“所以，那些大咖们天天云端呆着……天天图书馆东西南北的……

没地气。”Sparks：“职业规划很重要。图书馆想做点成绩不容易的。”素问：

“图情系老师大咖为什么不在图书馆入馆门槛上做点文章？自己的学生不好找

工作。”Sparks：“他们管不了。中国特色。”cpulib：“图书馆守旧思想严重。”

素问：“问题是，好像图情系老师还很认同其他专业的人士在图书馆占优势。”

Sparks：“这确实。特别是计算机之类的。理工科。”cpulib：“事实呢。”素

问：“要不就是图情学生培养有问题，要不就是图书馆工作有问题。”Sparks：

“培养有问题。”青荷：“公共馆现在发展势头还比较好，毕竟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这春风还得继续刮一阵子。”cpulib：“我们技术部直接被信息中心并购。”

素问：“确实，有些理论类的太多了。”Sparks：“但说实话，图书馆学专业在

图书馆确实没有优势。”素问：“虽然贵为研究生，科研怎么好，但是实际工作

完全不一样。”素问：“那图情教授，大咖该反思了。”cpulib：“他们的研究

图书馆用不着。太深奥了。”素问：“平常巴拉拉巴拉拉说的云遮雾罩的。比如

图书馆学史研究应不算图书馆学专业。又不是图书馆研究所。”Sparks：“现在

图书馆学专业的科研估计也一般。”青荷：“这可是去年的重大课题。”素问：

“这么多的课题，一个门槛问题都解决不了。”cpulib：“那有东西写。搞应用

怎么写？想到一个创意，研究背景没法写。”青荷：“我们这现在好像只能进研

究生了，‘后’们不要了。自然减员。”素问：“不过不光是图书馆学专业，其

他专业也差不多，遍地都是科研人员。”Sparks：“其实关键看个人的悟性。”

青荷：“不搞科研，没职称，穷得估计饭都吃不上。”素问：“像文献类的硕士

很不好找工作。本来也不需要这么多科研人员。做科研人员培养，结果毕业又找

不到科研工作，连科研的边缘工作也进不去。”Sparks：“前期必须做苦行僧。”

素问：“我们图书馆有 2个文献类硕士实习或者当临时工，指望着可以应聘，结

果这两年指标压缩，图书馆没有进人指标。他们出去以本科生名义到处找工作。”

cpulib：“这专业坑人。”Sparks：“图书馆学专业的前景也是堪忧。”Sparks：

“东南的图情专业设置也是够大的。”麦子：“没有入职门槛是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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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文献类，史学类等等没有实用性的专业，不是特别爱好、有特别悟性或

者在职读，真的不要去沾边，除非家里有背景。”Sparks：“好像叫图情档。”

挂机中：“看人吧。”青荷：“也是奇怪。这么多年，这些图情牛人，为什么连

一个门槛问题都搞不定呢？”麦子：“因为没有门槛，外专业也可以进，这样瓜

分了有限的职位。”青荷：“我就是外专业。”挂机中：“什么门槛领导淌不过？”

青荷：“不过，主要还是后弟们占的多，麦子老师。”Sparks：“但图书馆只靠

图书馆学是不行的。”Sparks：“主要后面太多。”素问：“因为现在推行科技

查新学科服务，所以非其他学科才有底气。”麦子：“有了门槛，对领导限制就

大，会影响个馆利益，人家当然不愿意。”素问：“还是培养问题吧，美国图书

馆为什么就可以呢？”Sparks：“其他专业到对图书馆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推动的。”

素问：“另外，还有就是不招图书馆专业的硕士，正好可以安排馆长的硕士啊。

图书馆专业的会干什么？又不懂专业。”Sparks：“确实方便安排自己的学生。”

素问：“所以，以学科服务，科技查新的名义排除掉图书馆学专业硕士。”麦子：

“其他专业来没有问题，但读一个图情硕士再说。”Sparks：“赞同。这个模式

最好。”hanna：“设了门槛，那些人才家属往哪放呢。”麦子：“@hanna 很简

单。管理员。” 黑天鹅：“图书馆  也不是医院。就算医院，国内从业资格认

定也没那么严格或高标准。八年制医学教育也没多少年。图书馆，专业化程度，

至于么？”青荷：“麦子老师，一个馆就给那么多人，临工也算名额的。”Sparks：

“国内都差不多吧。”黑天鹅：“体制问题。”青荷：“还一直在减员。”麦子：

“这到处都一样，拟总要想办法吸引人嘛。”素问：“我在校车上听说，我们学

校明年也没有编制了。”青荷：“我们硕士好几年前就没编制了。估计有 4年了。”

麦子：“@青荷，只有博士才有?”Sparks：“编制越来越紧。”青荷：“对。”

hanna：“我们博士也没有。”青荷：“博士不给不行，虽然没有岗，也许诺。

不然，人家不来。”黑天鹅：“编制，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该被清除了。一律

聘任制。” 

 

（13）ILS 

清风：“图书馆都用的什么系统。”cpulib：“我们这汇文为主。”清风：“领

导好像受现在的系统商气了，想换系统。”cpulib：“用的啥？。”清风：“跟

妙思差不多的系统，哪个比较像，不想再摸索系统操作了。”cpulib：“能正常

用就行呗。换系统折腾，老同志难适应。系统用久了，供应商也懒得理你呢。”

清风：“汇文有试用的系统没有，想先看看操作。”cpulib：“这要找销售商吧，

或者你找附近馆看看，反正这类系统用法差不多，都是互相套用框架。我们来图

书馆工作都是自学的，没人教用系统。”清风：“想试试汇文顺手不顺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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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流程。”cpulib：“我看过他们做的，也就是熟悉 MARC 就行了，采编基本

的。”海边：“直接联系汇文呗，他们会给你试用版。”Sparks：“之前有视频

的。”cpulib：“请示领导去南京考查呗。”海边：“或是上附近的图书馆实习

一个月。”清风：“试用版是单机的吧，可以模拟操作？”Sparks：“其实汇文

的服务也是一般。”海边：“感觉比其它家好。”cpulib：“都一样，用上了后

期都不会太理你的。”小淘可可：“我们都是自己摸索。”芷芸：“江苏的高校

都用的汇文吧。”青荷：“我们以前用的是媌思，用的挺习惯，去年还是今年换

了汇文，一开始不习惯，道道多，找到捷径就好用了。看视频自学，在机子上摸

几遍就会了。”Sparks：“是的。视频不错的。”cpulib：“图书馆管理系统都

是成型的工具，界面多年不变。”青荷：“来培训的人，自己都解决不了你的问

题。这个东西，要自己上手练几次。” cpulib：“汇文属于古董级了。”清风：

“三大系统吗?口碑保持的算最好的吧。”cpulib：“比较稳定。基本不出问题，

就是细节上无法改进。” 扣肉：“今天汇文的工程师来我们馆。大家对汇文的

软件觉得很满意。”BSxuyb：“呵呵，工程师展示的时候一般都满意，自己用的

时候才会知道合适不合适。”扣肉：“不是的。我们是按照自己的使用方式，让

他展示的。”天外飞仙：“好像大家对汇文的感觉都比金盘好。”BSxuyb：“汇

文相比金盘的优点在哪里呢？”天外飞仙：“只是大家的感觉，金盘使用过程中

觉得不太方便。小问题较多。” 惠*澈：“金盘小问题较多。”草苇：“大家馆

里论文提交系统用的哪家的？”扣肉：“汇文是这么跟我们说的，网上有现成的

开放源代码软件可以用于提交论文。他们自己改了改，可以送给我们。因为不是

他们自主研发的，所以也没法卖。我估计也是基于 dspace 的。”cpulib：“汇

文已经很成熟了，图书就那点玩意，基本没啥新颖。”扣肉：“但是在一些细节

上，确实汇文很重视。”cpulib：“图书馆也没必要在这上花大钱。”扣肉：“那

是你们没有用过金盘。。。当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发现被 ILS 所限制，这

是很难受的。”天外飞仙：“曾经加金盘的一个服务群，提了一些意思，被 T

出群了。”Lee：“估计人家把你当成踢馆的群众了。”天外飞仙：“我只说了

一句，好的软件会多写几千代码帮用户实现，而不是让用户走许多弯路来实现。

结果就悲剧了。”刘*平：“天外飞仙一句实在话都无法接受，如何发展？如何

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扣肉：“反正不同的厂商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扣

肉：“这个咱们管不了人家公司。但是我们可以管得住我们自己的钱包。”天外

飞仙：“当时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了怎么实现，但是很复杂，我就说你们应该

改进一下。”扣肉：“反正呢，大家在有话语权的时候，选择一个好的 ILS，能

够改善自己的工作效率。总之我觉得，多跟不同的厂商接触，尤其要跟每个厂商

多个部门的人接触，你就会大概知道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心里总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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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较。”Lee：“国内图书管理系统服务和软件功能前三甲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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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提供的微信服务 

2016-9-7 10:04 

当前许多图书馆提供了形式多样的新媒体服务，其中微信服务影响较大，

用户欢迎程度较高。共同点均是以“资源”和“服务”为中心，提升图书馆的

服务效益。各有所长，百花齐放。本文介绍 4 家图书馆微信服务的一级、

二级类目。 1 微信公众服务号： 1.1 南京农业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 我：

我的信息；我的 ... 

213 次阅读|没有评论 

[转载]刘兹恒：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 

2016-9-5 09:07 

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   ■刘兹恒（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关于图书馆发展的未来趋势，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值此“第六届全国文

献采访工作研讨会”召开之际，本报特邀馆界资深研究方家、北京大学信

息管理学院教授刘兹恒撰写预测文章，从信息技术的发展、政策环境及其

他人文因素等 ... 

506 次阅读|1 个评论 

科研数据管理论文小辑 

2016-9-4 16:48 

图谋按：2016 年 9 月 4 日图谋依据 CNKI 检索篇名中含有“科研数据管理”

的论文，从 30 条记录中遴选 20 条记录输出。希望藉此有助于管窥相关

研究与实践概况。 1 题名 康奈尔大学嵌入式科研数据管理服务探析 作

者 徐菲; 王军; 曹均; 丁海容 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摘要 ... 

368 次阅读|没有评论 

有一种幸福叫遇上好读者 

热度 1 2016-9-3 00:18 

作为作者，有一种幸福叫遇上好读者。 9 月 1 日晚，一位图书馆同行读

者给我发来《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12）一书的阅读笔记。长达 1 万 5 千余字的笔记，给了我一种“震撼”，

我见过认真的，但从未见过这么认真的。审阅非常仔细，指出了书中存在

的许多问题， ... 

579 次阅读|2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2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137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0137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094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0094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00942#comment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082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0082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04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0048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00486#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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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16年 9月 5日图谋收到《图书馆报》稿费 433元汇款单，9月 8日转

给圕人堂发展基金，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15169.37元。 

（2） 2016年 9月 9日 14:00，群成员达 1706人（活跃成员 278人，占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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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