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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内容概述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 关于编辑《圕人堂周讯》的讨论。图谋：“欢迎大家关注《圕人堂周讯》，宣

传推广《圕人堂周讯》。”洞庭水手：“这期的观点整理的好一些。”城市天空：

“整理的同志辛苦了。”图谋：“整理这期还真够辛苦的。我周三返回家中，相

关整理工作基本是利用小孩睡觉后的时间赶做的。”“个人期待《圕人堂周讯》

的整理工作有点现实意义。”麦子：“毕竟大量的对话要被滤掉，整理的工作量

太大。”金乌：“还有推荐博客呢。”图谋：“有些信息需要查证的，这个工作

量其实也不小。”“当前我算‘熟练工’，但整理这样一期周讯，大约得花 5

个小时以上。” 

2 关于台湾图书馆的讨论。图谋推荐赵美娣《管窥台湾的图书馆与书店》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18019.html）博文。麦子：“台

大图书馆的思路和美国相似，但内部还是比较现代。”图谋：“毕竟仍属于‘速

成’，个人认为还有很多不足，有待提升。”“个人也感觉，台湾同美国‘接轨’。

台湾的图书馆人，有较大比例具有接受过美国教育的背景。也许算得上影响因素

之一。”金乌：“图书分类，也受美国分类法的影响吗？”图谋：“那块属于相

互影响吧。”“黄建年老师专门研究过台湾的图书分类法，发表过相关论文。如：

革故鼎新 继往开来—《中国图书分类法》在台湾的承传与创新，发表于中国图

书馆学报 2009/03” 

3 关于圕时光网，图书馆人的网络社区建设问题的讨论。洞庭水手：“圕时光网 

图书馆人的网络社区 http://www.80stime.cn/。经过几天的奋斗，我把网站做

了下规划，采集了一些资料。有了一个简单的模样，现在继续寻找梦想合伙人。”

图谋：“摊子整的太大了。动人春色不须多。”洞庭水手：“只是想吸引更多的

人进来。”图谋：“感觉同当年不太安静做的很相似，甚至域名都相似。”洞庭

水手：“http://www.80stime.cn/zazhi/allqikan/目前重点就是这个期刊点评。”

“不太安静做的比较大，很多是手动的。我这里有些会议什么的，都是采集过来

的。导航做好之后，也不会有很大更新。”“我的这个内容做好之后，入口主要

靠后期的 SEO，做搜索引擎，让更多的图书馆人能找到。”图谋：“个人感觉定

位有问题。就说期刊点评这块，收集的期刊，让人一头雾水。”洞庭水手：“我

是根据目录来做的。”图谋：“有‘神经药理学报’，还有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工

作通讯（内刊），档案的也放里边了。”洞庭水手：“暂时也只能搭一个架子，

内容方面我不在行。”图谋：“我是用带‘批判’的眼光浏览，一般的用户，也

许早就溜之大吉了。”洞庭水手：“目前这个是无法吸引人的，包括设计都还没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18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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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去处理”。 图谋：“我的建议是不要一下子把摊子铺得太大，要循序渐进。”

洞庭水手：“内容方面我实在太差了，放在这里让大家评一下，做改进。”图谋：

“《图书馆报》这样的媒体，有些工作（比如业界动态的报道等）已经做得相当

好了，锦上添花即可，不必‘从头再来’。你目前采集的文字，处理方式是欠妥

的，涉嫌侵权。”洞庭水手：“都是非营利性的，尽量注明来源。”图谋：“一

般的要求是转载需要保留作者的署名及注明出处，如人家声明不许转载的不宜转

载。那同营利与非营利无关。”洞庭水手：“报道方面，不会去做。只会做一些

转载。”图谋：“在线投稿之类，个人建议还是别做了，除非人家授权你做。”

洞庭水手：“没做呢，都只是链接到官方网站。”洞庭水手：“网站首页的‘在

线投稿’是收集网友的资料信息，不是对杂志的投稿。”图谋：“那就存在误导。”

“我觉得要更好地做好你想做的那块工作，还有待进行进一步的优劣势分析，比

如同 E线图情、图书馆报、学会网站等。”洞庭水手：“那些都是高大上，我做

的是大众化的图书馆知识。”图谋：“当前的做法真的欠妥，比如与《中国图书

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 》中‘尊重知识产权，促进信息传播’ 这样的条文是

相悖的。”图谋：“举个简单的例子，CNKI 的不端检测系统信息源之一为网络

资源，你转载的信息（由于未正确注明作者及出处、缺乏必要的说明等），有时

可能会视作原创信息，侵犯作者权益。这类问题不能忽视。”洞庭水手：“非常

感谢图谋的意见。”图谋：“我看到的有些来源网址未填写，信息来源为‘网络’。

这样做可能真的是好心没做好事。”洞庭水手：“在正式公布出来之前，我再好

好处理一下。”图谋：“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那样的情况，导致近年的学术博

客等，很难见到原创性的东西。因为一旦发布，很可能就‘失控’了。”洞庭水

手：“看来我得先把网站关闭一下。”图谋：“就算‘内测’，也得适当说明一

下。直接公开是不妥当的，甚至可能会带来麻烦，比如我知道个别人是非常‘较

真’的。回头可能实在无法用‘非营利’来获得谅解。个人对你高效的工作、公

益热忱及所付出的努力，由衷敬佩！” 

4 关于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大雅相似度分析的讨论。  w.狼：“欢迎使用大雅

相似度分析，欢迎提出宝贵意见。”写意：“我测试了下大雅相似度分析，发现

重复都在参考文献，看来检测要去掉参考文献。”“过滤掉参考文献，居然说未

找到参考文献，可我的文章有参考文献。”写意：“我看了详细评测报告，发现

有一处我模仿别人论文给检测出来，其他的不少文章，我根本没看过，居然也有

一些相似文档。不过整体报告，做的还行。就是不知道大雅的相似率和 cnki 相

似率比，啥样了？”“还有大雅好像不能对毕业论文进行检测。”图谋：“机器

检测有其死板的一面，但有一定参考价值。当前的对比库，期刊资源不知道有多

大量？是否令人满意？”写意：“我测试过万方和 cnki，那不是一个级别。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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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非常全。”“我又测试另外一篇文章，发现还是无法检测出参考文献。”图

谋：“图书是大雅的强项。”写意：“有 2本书，我从未看过。”图谋：“各家

的检测信息源有差异，采用的相关标准与技术也有差异。”写意：“学校都是

cnki检测。学校的科技成果评定，都是以 cnki为准。”洞庭水手：“大雅不错，

提供的详细报告很有感觉。”xiaowei：“这个能试用吗？ 

http://dsa.dayainfo.com/#488109-qzone-1-2318-0bb5a81f97765d37521a7275

2f327de0” 写意：“能用，只能检测一般论文。毕业论文不行，要先注册下。”

xiaowei：“注册了，可个人用户登录页只有 VIP 与管理员登录。”写意：“邮

箱要验证，验证成功才能登陆。”xiaowei：“大雅检测好像登录时存在浏览器

兼容问题，firefox访问，登录只有管理员与 VIP登录，没有普通用户登录。IE

访问，则有普通用户登录。”写意：“万方的核心期刊存在错误，比如新世纪图

书馆，万方认为是核心，其实只是 cssci扩展版。”图谋：“你说的情况是因为

核心刊是动态的。”写意：“科技处不可能了解所有期刊，所以已经被核心剔除

的，也能算核心。”w.狼：“我可以把我们大雅的产品总监加进来吗？”图谋：

“产品总监加入，圕人堂欢迎。”w.狼：“徐老师，加入了，他是大雅以及机构

知识库，学科服务平台的产品总监，大家有啥问题可以多交流。”“徐老师，做

了多年的馆长，后来做产品，是产品的研发、设计总监，由理论到实践，从被动

接受服务到自己设计开发，有不少的经验，当然目前图书馆技术发展是多领域、

多角度、全方位的，希望能和大家共同进步，共同推进图书馆技术的发展。” 

5 关于 Latex。 老田：“我想问一下，一般图书馆的老师们懂 latex 的多吗？

国外的很多期刊要求 latex格式的。”写意：“不多，我学计算机的朋友向我推

荐这个。”图谋：“是什么用途的？”  写意：“排版，通过编程，一些指令，

只需要键盘就可以完成。”老田：“自动排版，不用像 word 一样后期调整格式

的。”写意：“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朋友强烈推荐我这个。”老田：写意：“这

款软件对公式编辑，图表都非常好用。”图谋：“与 word兼容吗？”老田：“可

以转换的，但是效果不好。”写意：“主要生成 pdf。”老田：“用这个写东西，

主要不好批注修改，老师也不爱接受。”洞庭水手：《LaTeX 新人教程,30 分钟

从 完 全 陌 生 到 基 本 入 门 》 .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117/11/2886802_260681908.shtml 

6 圕人堂群的发展壮大。2014-08-09 10:35:13图谋：“刚看了一下本群观员 381

人。”洞庭水手：“还算好。”图谋：“接近三分之二。”  洞庭水手：“69.9%。” 

图谋：“圕人堂群一晃建立 3月有余了，如何做大做强做长久，还真是个问题。

希望诸位成员有空帮琢磨琢磨，出工出力。” 书卷：“今天刚进来，发现这个

群的含金量很高，专业技术含量很高，希望真正的学术大家和有影响力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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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多关注，多支持，让这个群成为图书馆界最好的群。”图谋： “结合 3

个月的情况看，存在好些问题。一个小问题是，有少量成员使用多个 QQ 号同时

加入本群，个别成员，3月之内使用过 6个以上 QQ号。使用多个 qq号登陆的，

发现有‘伪装’情况，提供虚假信息加群。个人建议是，无特殊情况，最好是一

人一号。上述‘问题’，多半算是匿名问题带来的弊端。” 

7 关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数据收集。洞庭水手：“移动互联网来了，在新的环

境下，基于移动互联网，图书馆如何进行移动应用的数据收集、研究和分析工作？

采用什么工具？”麦子：“我们用 link resolver, SFX。”洞庭水手：“收集

移动应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麦子老师提到的两个工具，我都没有听说过。”

小丸子：“我们最多就是想办法搜集移动图书馆的应用数据。”洞庭水手：“我

们一般就是直接利用一些机构的报告。”“一般只能获取到的移动互联网的重要

基础数据：设备激活量及品牌型号分布情况、设备分辨率及联网方式、操作系统

及版本分布情况、无线互联网用户群体属性及地域分布、应用下载排行总榜及分

类榜单、应用下载量统计及监测（历史下载量统计、日/月下载量监测）、应用

使用情况大盘（日/月活跃用户数、日/月启动次数、日/月使用时长等）”萌芽：

“这个要如何获得，只有图书馆的系统技术员才能获得吧？”洞庭水手：“我们

现在讨论的是工具与方法。” 麦子：“SFX 是一种 link resolver。” 

8 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通过这篇图文并茂的博文，可以较好地了解木板水印技

艺，藉此增广见闻。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1e15e40102uyr9.html 

9上海大学 2015年信息资源管理博士研究生招生信息。1201J1 信息资源管理招

生简章信息资源管理博士研究生专业重点培养信息管理基础与技术基础扎实，能

够胜任国家机构、政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信息资源管理工作，及高等学校信息资

源管理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信息资源管理专业交叉学科博士点，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完整，该专业

涉及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

等学科领域，现有教师 35 名，教授 12 名，副教授 18 名，具有博士学位的骨干

教师 28 名。拥有上海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上海市研究生实践基地、上海研究

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上海市教育高地、国家精品课程、上海市精品课程、上海

大学重点学科、上海大学示范实验教学中心等；设有上海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

中心、上海大学情报研究中心等 8个研究机构。近三年来，本学科在研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6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0项，获得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奖和国家

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国内同类学科

领域中影响广泛。本学科理论研究与技术应用并重，欢迎具有信息资源管理、图

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计算机科学技术、文史等学科背景的考生报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1e15e40102uyr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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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01 档案信息化与记忆工程 02 数字信息资源组织与分析        

03 信息处理技术与应用 

  指导教师：金波教授（01方向）、 吕斌教授（02方向）、丁华东教授（01

方向）、于英香教授（01方向）、李国秋教授（02 方向）、刘炜教授（02 方向）、

邢建榕研究馆员（01 方向）、徐凌宇教授（03方向）、张博锋教授（03方向）、

张之江教授（03方向）、张新鹏教授（03方向）、邵炳军教授（01方向）等。 

  招生人数：10 

  考试科目：1. 英语 2.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与方法 3.档案信息化（01 方向）、

信息资源组织（02方向）、数字图象处理（03方向） 

  参考书目：1.赖茂生.信息资源管理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胡昌平.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3.王伟军,甘春梅

等.WEB2.0信息资源管理.科学出版社,2011年；4.杨公之.档案信息化建设导论，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 年；5. 金波.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学习出版社，

2014年；6.王芳.数字档案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7.金波，丁华

东.电子文件管理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年；8.王新才.档案学研究进展，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9.Taylor,Arlene G.信息组织，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年；10.甘利人.数字信息组织，科学出版社，2010 年；11.M.克斯罗蓬.信

息资源管理的前沿领域，科学出版社，2005 年；12.戴维民.信息组织，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4年；13.胡广书.数字信号处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14.A. 

V. Oppenheim.离散时间信号处理，科学出版社，2000 年；15.Kenneth. R. 

Castleman.数字图像处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刘炜（男），研究员，博士。专业：图书馆学、

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域：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元数据与知识本体。长

期从事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开发，密切跟踪国内外图书馆情报研究和发展前沿

领域。著有专著（参编）3部，发表论文近百篇。曾主持或参与中国国家实验性

数字图书馆项目、上海图书馆新馆计算机系统建设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上海市社科基金等项目。曾获得文化部创新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

等科研成果奖，并获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上海市领军人才及上海市劳动模

范等称号。现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   联

系方式：qq:736747020; E-mail: kevenlw@gmail.com 

10 关于就读博士期间学费问题的探讨。广州书童： “博士学费猛涨，读不起了。” 

老田：“我是中科院系统的，肯定没学费的。”燕山*圕：“我好像听说要收费

的，尤其是在职的。”老田：“在职必须收费吧。”图谋：“其实那块的情况很

mailto:kevenl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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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没有统一标准。”广州书童：“没有单位赞助读不起了。”图谋：“不同

的学校不同的专业，费用是不一样的，甚至相差很悬殊。”广州书童：“一年四

万五。”图谋：“毕业的要求也可能相差很悬殊，有的单位松，有的紧。”图谋：

“书童说的是哪儿的情况？”  广州书童：“中大，之前是两万五一年。”图谋：

“中大的图书馆学要这么多？”  广州书童：“现在四万五了，图书馆学博士。”

图谋：“过去，在职也有上公费的。”广州书童：“研究生单位现在可以合作培

养，报一半。前几年自己交钱学了。要读博士了，学费涨了，看看过两年会不会

单位委培报一半。”图谋：“上海大学的信息资源管理博士点，是 2014 年新增

的，还是前几年就有了？”橡皮擦：“不知道。”图谋：“南京农业大学的信息

资源管理博士点，好像是 2013年新增的。”橡皮擦：“应该不会是 13年的。”

free：“如果读中科院中职的博士要多少钱一年呢？”图谋：“好像所在学校去

年出台的政策，学校同意去上的，取得学位后，一次性补助 5万元。”free：“你

说的是在职还是脱产学习的补这么多钱？”图谋：“通常脱产为 1年以内，多数

人选择半年。全脱产的话，另有说法。”图谋：“没赶上趟的话亏大了，之前的

话，只要是学校同意上的，学校给掏钱，不管何时取得学位、有学位与否。当前

的政策是，假如拿不到学位，自己投入那笔钱就打水漂了。”xiaowei：“现在

研究生、博士全自费了，今年没有公费的。”竹林枫：“所谓自费，基本也是学

业奖学金冲抵了。”free：“以前还有定向读的，单位全包了，学费啥的，还保

留工资。”xiaowei：“非在职博士年补助大概 2.5-3W，在职的一分没有。”广

州书童：“博士一般至少三年毕业，在职的一般四年。”xiaowei：“定向的也

基本自己出了。” 

11 关于博士论文写作及发表问题的探讨。free：“现在拿到博士学位不容易，

不过，文科的还好，理工科的非得 2篇 SCI。”图谋：“其实这块的情况复杂的

很。比如有的是规定累计 SCI 影响因子达到某个数值。”麦子：“怪不得 SCI

大行其道。”图谋：“SCI在中国确实是大行其道，远远出乎加菲尔德所料。”

图谋：“free 提到文科博士的情况，其实也有很大差异。单单是图书馆学的，

差异就不小。”老田：“图情的研究方向相差太大。”图谋：“比如据说有的要

求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中图学报或 SSCI 至少发文一篇；有的要求 CSSCI 发文 4 篇

以上……如此。”  free：“我还以为只要求博士论文就行了。”图谋：“当前

的图情所涉及研究领域确实宽泛。”free：“难道除了博士论文还要 SSCI,或 CSSCI

吗？”老田：“国科图的图情博士要求是三篇 c刊就行。”图谋：“大多有相关

规定的。” free：“除了博士论文还要三 C 吗？”老田：“是。”图谋：“国

科图要求与博士论文相关么？”老田：“不要求，只要三个 c就行，这边硕士都

2个 c才能毕业啊。”free：“这个条件等于能够评上副高还不止。”图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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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必须发中图学报（或 ssci），好些人感觉压力山大。”老田：“不过因为国

科图有自己的期刊，一般导师通过了，考虑是自己的学生，都不会退稿的。”free：

“你们想呀，一个博士论文短小的最起码是相当于一 C，再加上三 C，就是某些

省的图书馆评副高条件呀。”图谋：“中图学报每年发文量也就 100余篇。”free：

“如果是 SSCI,或中图更加困难。”老田：“一般是综述发一个，核心部分发一

个，再弄一个就好啦。”free：“综述也不是容易的事。”老田：“选题好点应

该差不多吧。”free：“不过，读博士如果有牛导师，还有个好处：以后容易得

社科与教育部人文科学基金。因为评审基金的大多是博士导师。”free：“博士

如果碰到好导师，走了运，发 CSSCI,SSCI，都不成问题的，有人点拨蛮要紧的；

如果碰到了差导师，毕业还是个问题。”老田：“一般博导的名气都应该不错吧。”

图谋：“好多博士都具备博导资格，只是其中很大部分是缺乏机遇而已。”

woseicicp：“请问图书情报专业刊，哪个是 a，b，c？还是都是 c。”老田：“c

刊指的是 cssci的 18-19种刊。”free：“C 刊就是 CSSCI简称，是南大核心。”

广州书童：“我觉得要是读博士期间不能发几篇 cssci的都不好意思毕业吧？”

图谋：“3年整个 3篇毕不了业。” “博士论文开题一般得在第二年之后开始。

去掉第一年，两年得发 4篇。在职的就是时间保障这块，是问题。”“真正意义

上的研究型论文，一年做出一篇来，这个效率算不错的。” free：“我读博士

就是为了评职称呀，我们是 985 学校，学校规定以后评正高哪怕是图书馆的也

要博士毕业。”图谋：“我们这边博士，成果大堆上不了副高的大有人在，不是

因为水平不够，只是没有‘坑’而已。很多学校存在同样的情况。” 

12 2014 年 信 息 资 源 管 理 博 士 论 坛 及 征 文 通 知

http://www.tqd.shu.edu.cn/Default.aspx?tabid=13618&ctl=Detail&mid=241

57&Id=146007&SkinSrc=[L]Skins/dangan-1fen/dangan-1fen 

1.论坛主题： 数字信息资源与智慧城市（1）档案信息化与数字档案馆             

（2）大数据与竞争情报 （3）城市记忆与文化建设  2.报名对象： 全国各高校、

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博士生；与会人员需

提交论文 1 篇；回执与论文提交时间为 9 月 15 日前，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

zyongli1982@163.com。回执与论文格式要求详见附件。论文入选和参会名单将

于 10月 10日前在本系网站公布（http://www.tqd.shu.edu.cn/）。3.论坛时间： 

2014年 11月 7—10日。4.论坛形式： 专家报告、学术研讨。5.论坛地点： 上

海大学宝山校区 

13 关于高校图书馆的转岗问题。 老田：“高校图书馆的男老师，好转岗吗？”

图谋：“图书馆已在低层，转哪儿去呢？”老田：“没法转到行政岗或其他教辅

岗吗？” free：“教辅岗位除了图书馆就是后勤。”老田：“我还以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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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转到那些科研处、人事处的。”广州书童：“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只要干活出点

业绩，顺带写点论文就去评的。论文还只要是工作中某些问题的思考总结。” 

14 老田：“台湾论文好多都是文言文，读起来挺有文采。”free：“台湾论文

既有西洋文体，又有古典文风。” 

15 关于流动图书馆相关问题的探讨。 

 麦子：“这是自助出借机。旁边还有

一个打印收据的。”素问：“我上次

在哪个馆看到自助借还机，块头很大，

有点像银行的 ATM 机。”学者：“我

们流动车上最需要这样小巧的设备，

现在一直用上海阿法迪的，搬起来很

重。”“国内的设备故意弄得傻大黑

粗的，叫人觉得好像很值钱。”学者：

“借还机要用 3G 卡。”麦子：“读

者如何用它上网？”学者：“需要查什么就可以用，但用的不多，还是阅读的多。”

“城区看片的也不少。”麦子：“这主要面向农村还没有图书馆覆盖的区域。”

“一个馆有几辆车？”学者：“就这么一辆，大家轮流值班。晚间进社区、进农

村。”麦子：“时间如何安排的？”学者：“每周二到周五晚上，每次 5人，主

要在 5至 10月份。”麦子：“这个成本够高了，不过社会效益好。”学者：“宣

传效果最好，比实际现场借阅的效果好。”平平：“你们这个车多少钱？”学者：

“主要是车钱，然后是改造车厢钱，随车设备钱。这个在《图书馆报》有过报道。”

广州书童：“我们馆也有一部流通图书馆。我们白天服务，周末进社区，上班时

间进广场或单位。”学者：“我有关注广州市图书馆，首部智能流动图书馆。”

广州书童：“我们这部车也有几个专利。”“明年还会在买一部，准备专门做中

小学的。”“现在周末的情况还好，周一到周五差一些。一年借出去几万册次吧。” 

学者：“我们北方只能考虑怎么便宜怎么弄。” 麦子：“学者的比较平民化。”

广州书童：“我们平时两人，一个司机一个馆员。周末三到四人。”学者：“我

们小县区，用不起。司机都请不起。”广州书童：“南方那个在室外阅读的货车

是很难弄的。”学者：“我们就是街上常见的 4.2米长车厢的普通厢式货车。”

广州书童：“我们第一部车太大了，12.5米。第二部申请小了一点，10.8米。”

学者：“我们现在晚上进农村，大家也在叫苦，蚊子叮咬，飞虫乱窜。”麦子：

“什么时候结束？如果下农村的话当天回来？”学者：“当晚回来，一般 5点半

出发，到站用工作餐，然后摆布，9点返回。四个固定点循环。”广州书童：“我

们是周二、四、五、六、日。每天的 11:00-16:00五个小时是服务时间，除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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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外全年服务。服务量大的地方一个月两次，一般的话就一个月一次”。 素

问：“那你们汽车后面的电影是怎么选的呢？是点播还是馆员自己选的新潮片

子？”学者：“选的做准备，现场有建议再调换。” 

16 关于如何关注圕人堂。图谋：“我认为真关注，许多问题真不是问题，百度

也行，群查找也行......方法不少。” 佛图：“圕人堂充满关爱！”茹玉：“群

主是用心花费不少时间在汇编周讯的，请大家尊重群主的辛勤劳动。”  

17 关于博客中利用学术论文所涉知识产权问题的讨论。草苇：“学术论文，我

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上（原文转载），是‘合法’的吗？”图谋：“要分情况讨论。

1你的论文已正式发表，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中，且著名正式发表期刊的相关信息。

这种情况是合法，亦是合理的。”笨笨 99：“别人的有知识产权问题。”图谋：

“情形 2：你的论文尚未正式发表，你公开发布在博客中或 OA 期刊中，你若投

稿，期刊可能拒稿。补充一下情形 2的情况，是合法，但并不十分“合理”。他

人已正式刊发的论文，全文转载（包括原始作者、刊名等版权信息）至个人博客

中，少量无大碍，但超过一定量就属于“违法”行为。” 

18 阅读成长 QQ 群宣传推广。 哈哈熊：“有喜欢读杂书的同行么？欢迎加入最

大的阅读成长的 Q 群：287629166。”图谋：“圕人堂需要这样的服务。”哈哈

熊：“某种意义上，有阅读才需要图书馆。” 

19 2014年发布的 SCI影响因子。图谋：“我再次上传了今年发布的 SCI影响因

子，这个版本的数据比较全。Shawer 传那个涉及的字段比较少。新上传的基于

JCR 数据库所有数据，包括 Rank        Abbreviated Journal Title，ISSN，

Total Cites， Impact factor， 5-Year， IF ，Immediacy Index，Articles，

Cited Half-life，Eigenfactor&reg; Score    Article Influence&reg; Score。

往年下载的版本通常包含这些字段。因此上传到群文件，或许对一些成员有帮

助。” 

20  zzz：《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的“资讯管理研究”板块面

向社会征稿，论文主题不限，图书馆、档案、情报相关即可,采取二审制，不收

取版面费。《学刊》创刊于 1980 年，每季度发行，目前被国内 500 余所图书馆

与 cnki 等收录，虽然是内刊，但建议在《学刊》发表后不要另投他刊。也欢迎

有其他学科的同仁投稿其他的栏目，外校社科版的投稿邮箱为：

xiaopengsysu@126.com 希望大家支持。图乐：“《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

科学版）》办得不错，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口碑。” 

21 关于科技期刊的 ISSN、CN、CODEN。吉祥：“各位专家，请教一个问题，ISSN

与 CN 每个期刊都有。但 CODEN 是每个期刊都有的吗？”图谋：“首先问题的前

半部分的表述不准确。国内期刊，分很多种情况，并非都有 ISSN与 CN。有的有



圕人堂周讯（总第 14 期 2014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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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ISSN，但不见得有 CN。”吉祥：“公开发行的，这两个是必须有的吗？”图谋：

“国内公开发行的主要看 CN 吧？”  吉祥：“我看的是国内公开发行的科技期

刊右上角，ISSN,CN,CODEN 这三项，有时都有，有时有两个，有时只有一个。

ISSN,CN,封面没有，版权页也有。”图谋：“关于 CODEN，我未作过了解。以下

链接的是正确识别国内正式期刊的方法。 

http://www.med126.com/zhicheng/2012/20120625100507_589349.shtml。”吉

祥：“CODEN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图谋：“中国大陆现行刊号全称是“中国标

准连续出版物号”，包括“国际连续出版物号”（国际刊号）和“国内统一连续

出版物号”（国内刊号），两者缺一不可。”吉祥：“就是 ISSN与 CN不能缺。

但 CODEN 是不是有的公开发行的期刊可以没有。”图谋：“可以参考:CODEN 

http://shitou7630.blog.163.com/blog/static/32699536201261104018405/

（科技期刊代码）说明。”图谋：“CODEN （Code Number），为代码号，系美

国 ASTM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美国试验材料学会) 

制定的科技期刊代码系统。它是国际公认代码，已经被 CA、IPA、Compendex、

Ulrich国际期刊指南 等国际检索系统采用；Compendex 在审查新的来源期刊，

还包括 CODEN。科技期刊，原则上该有。假如没有，不会被国际检索系统认可。

科技期刊是一种发表自然科学及技术的杂志。” 

22 读 博 士 要 面 对 25 个 极 度 痛 苦 的 问 题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2323&do=blog&id=81

9002   

23《圕人堂周讯》编辑补助问题的讨论。图谋：关于《圕人堂周讯》编辑补助的

说明：近期我打算结算一次圕人堂编辑补助。按之前说的每期 200元的标准给每

期的负责整理的人员（图谋除外。助理算“义务”劳动）。我的打算是发完由让

让、宋晓莉二位老师负责的 10 期之后，因为此项资费尚无着落暂停发放。暂停

发放期间，希望该项工作能继续得到二位老师的支持，一旦有机会，我会争取继

续补助。华农*云：“支持！”图谋：“多少有点出乎意料，由于工作不力，化

缘不力，可能面临‘断炊’危机。”华农*云：“经费一直是问题。”图谋：“原

本我对化缘工作有一定信心。从近期表现看，似乎是自信过头。”“按照我的设

想中的其中一种经费来源：圕人堂支持特定科研项目研究（比如配合做问卷调

查），相应项目负责人给予适当费用作为反馈，该费用纳入‘圕人堂发展基金’。

迄今为止，没成事实。”洞庭水手：“作为调查问卷的发布者，他也不清楚该群

的推广效果。还不如这样：发布一条调查问卷，整理到周讯，直接给多少钱。”

图谋：“前提是圕人堂得有一定影响力。”洞庭水手：“你看很多发调查问卷的，

都是丢在群里，让大家填，很少懂得反馈的。”图谋：“通过议题式交流机制则

http://www.med126.com/zhicheng/2012/20120625100507_589349.shtml
http://shitou7630.blog.163.com/blog/static/32699536201261104018405/
http://shitou7630.blog.163.com/blog/static/3269953620126110401840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2323&do=blog&id=81900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2323&do=blog&id=819002


圕人堂周讯（总第 14 期 2014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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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 

为有效提升圕人堂影响力途径。”洞庭水手：“对于高大上的研究，要看群的影

响力与效果了。”图谋：“而是一种适当的回馈。”洞庭水手：“群的效果可跟

踪性与回溯性比较差。”图谋：“个人折腾圕人堂，大概也算是一种回馈，因为

或直接或间接受惠于诸多‘圕人’。” 洞庭水手：“最近我个人也在思考我的

APP的发展走向。”图谋：“提升圕人堂的影响力，扩大圕人堂的受益面，倒算

是一直在做努力。”洞庭水手：“需要时间的沉淀。”图谋：“近段时间，书社

会的人气和风气有所好转，有较为正常的学术交流与争鸣。原因就是：有‘人’；

有‘需求’。”“ 有‘人’是指有那么一群有心人；有‘需求’是指有共同的

旨趣，有交流的愿望。” 

24 free：“我问下：SSCI，第 2 作者与通讯作者，你们图书馆认可吗，有奖励

吗？”图谋：“一般高校只认第一单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情况主要是针对导

师指导研究生：通讯作者视作第一作者。但政策是人为制定的，话语权掌握者，

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 

25 佛图：2014 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组委会委托协会中国期刊年鉴杂志

社承办 2014 年度“中国最美期刊”遴选活动。http://vote.zazhipu.com/。感

兴趣的同行可以浏览。 

26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共 享 服 务 网 . 

http://npd.nsfc.gov.cn/granttype1!index.action，可以供个人学习参考，也

可作为科技查新重要信息源之一。 

http://npd.nsfc.gov.cn/projectDetail.action?pid=70973118 武夷山 .

发达国家科技期刊建设同经济实力、科技发展的关系暨期刊语言选择的历时性研

究及其借鉴意义。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

819252武夷山科学网博文:我主持的一项自科基金项目结题报告可全文获取  

http://npd.nsfc.gov.cn/projectDetail.action?pid=70773086 马费成.

基于 Web2.0的信息自组织与有序化研究。 

http://npd.nsfc.gov.cn/projectDetail.action?pid=70833005 马费成.基于

生命周期理论的数字信息资源深度开发与管理机制研究。 (重点项目) 

http://npd.nsfc.gov.cn/projectDetail.action?pid=70673040 于良芝.

信息贫困与脱贫机制的整体性研究：以我国农村为例。 

图谋：“其中武夷山的可以看到结题报告全文。该网站的信息著录及信息呈现效

果有问题。多数‘查看结题报告全文’链接不可用，‘成果’最好是按 F5 键刷

新一下，否则显示的可能为历史检索结果。”图谋：“较过去有显著进步，且算

是权威科技成果库，在同类数据库中算最好。少量可看结题报告全文。” 

http://npd.nsfc.gov.cn/projectDetail.action?pid=7097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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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项 目 成 果 鉴 定 和 结 项 办 法 . 

http://www.sinoss.net/2008/0918/9617.html 

28关于男子挎包存储物柜被盗，向图书馆索赔 20万元问题的讨论。素问：“刚

才看新闻，发现这两条。男子挎包存储物柜被盗，向图书馆索赔 20 万元。

http://news.ifeng.com/a/20140813/41554177_0.shtml 图书馆称自己没有责

任 http://news.ifeng.com/a/20140813/41561969_0.shtml。”杨*（农大）：

“我看的时候，图书馆表示双方都有责任。”素问：“公共图书馆发生的意外情

况。要是高校也对社会开放，这类事情也免不了。恐怕高校图书馆还应对不过来。” 

草苇：“莞城图书馆是个镇街图书馆。” 广州书童：“东莞没有区和县，你把

他认为街道也没错，不过他确实是一个区，按照县级图书馆参与评估。” 图谋：

“一般的区县图书馆遇上个 20万索赔，真得吓死了。” “莞城图书馆那事，除

非破案了，否则够焦头烂额的。” 素问：“那个人有意思，到图书馆呆那么久，

还带些收藏，十几张银行卡。” 草苇：“贵重物品还存那。” 图谋：“幸好监

控设施没失灵，否则更头大，遭人讹一把也有苦说不出。” 

29 关于广州图书馆幼童摔伤事件的讨论。广东*羊：“广州图书馆关于幼童摔伤

事件的声明。为广州图书馆的做法点赞。” 林中小鸟：“今天一早看到广图微

信发的这个公告，也觉得应该点赞。”广州书童：“其实那个妈妈是公务员，扣

除公费给到部分之后 只是花了 1200多元。但是一开口要赔偿几十万，小孩摔倒

马上要小孩找人认人看谁碰到她，而不是打电话送医院，还是图书馆协助呼叫

120的。” 广东*羊：“我支持广州图书馆的申明，图书馆已经尽到自己责任的

情况下，为什么要赔？” 广州书童：“图书馆有公众责任险，有视频，有目击

证人当场证明不是志愿者碰倒，而是志愿者去扶了小孩。并且目击证人还留下电

话说以后有需要作证的话打可以打电话找他。”广东*羊：“也为这样的目击证

人点赞。” 广州书童：“小孩住院，图书馆前前后后也去慰问了几次，赔偿的

事情交个保险公司，图书馆已经仁至义尽了。”广东*羊：“广州图书馆购买了

应对各种公众意外伤害的保险，这个不知道国内的公共图书馆是否普遍购买了。

非常赞赏广图的处理方式，厘清责任，交给专业机构去处理，而不是在舆论压力

下去谈赔偿问题。” “发生了事情交给保险公司来处理应该是比较专业的做法”

“广图官方微博下的留言都是力挺广图的，公道自在人心。” 广州书童：“我

们馆当时就说了，真是志愿者碰倒了也是我们图书馆的责任。让那人不要去找志

愿者。那个人就是不依不饶要找志愿者出来，要人家赔偿。跟志愿者有一毛关系？

只要在图书馆的地盘帮我们干活，我们就对她负责，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不干

还有图书馆。轮不到志愿者出门，再说人家也是未成年人呢！这个问题很简单！

馆员碰倒了，馆员是工作时间履行职责，当然代表图书馆。当然是图书馆承担责

http://news.ifeng.com/a/20140813/41561969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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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麦子：“其实应该通过法律手段禁止此人和孩子入广州图书馆下的各馆。” 

西苑*祥：“家长的这样的行为只能让图书馆以后的服务大打折扣。” 广东*羊：

“现在很多媒体都在这样的事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直以来的维稳思维，

使得只要一闹就不管有没有理都要赔钱。” 广州书童：“羊城晚报只是听了他

妈妈的意见没有采访广图！”  winwin：“图书馆还可以向这个晚报提诉讼。”

广州书童：“而且用这样的标题！难道他是法院？可以判决是志愿者踩到！” “律

师的意见是比较强硬的，我们从公益服务机构的角度出发，发出一个低姿态的声

明。” “今天应该会给羊城晚报发律师函。” winwin：“图书馆还应当为名誉

而采取行动。” 西苑*祥: “必须要媒体给个说法, 不能忽悠读者。” winwin：

“作为公共服务部门，确实必须要媒体正声。” 素问：“不负责任的媒体有时

候就是来搅局捣乱的。”西苑*祥：“这以后谁还会好好的服务？必须让媒体拿

出点实际行动来。” 图谋：“近期两期事件，监控‘帮’了图书馆。估计近期

图书馆采购监控设施的力度会加大。” “作为一位观察者的视角，两起事件读

到的是：图书馆方面很‘强硬’，高举‘法律武器’。” &ANGLEWORM&：“看来

图书馆还得防范各种风险。”藏经阁：“这种事情最悲惨的结局就是强化社会大

众的印象：老实人吃亏。而且最终结果往往如此。如果不讲法律，有法不依，拿

什么来保护一线工作人员？” 图谋：“也许可以说，近几年，广州图书馆成就

了一批图书馆危机管理专家。” 广州书童：“还有立法专家、规划专家。” 茹

玉：“孩子的家长——监护人应当承担起监护的责任啊！” 鲁图小卒：“真佩

服广州馆的勇气！没有被读者牵着鼻子走。” winwin：“高校图书馆在向社会

开放时,很有必要考虑这个事件的可能性。” 图谋：“如果图书馆的地滑，摔了

一跤，该当何责，也真不好说。”  诲人不倦：“公共服务就得承担此类风险。” 

茹玉：“做家长、图书馆工作者、志愿者、记者大家讲责任心就好，爱心凭良心

做人，凭良心做事。” 广州书童：“微博评论，认为 A 广图有责任的 7% B 责

任在家长的 62%。” 图道：“只要不是图书馆内工作人员造成的，周围设施无

不当，图书馆尽到了提醒义务，图书馆应该无责。 那如果在大街上摔倒，她找

谁负责呢？” 

29 关于求职与招聘信息，建议利用好群论坛功能。杨*（农大）：“我是个学生，

开学就要找工作了，目标是进西安市高校图书馆，各位老师同学若看到相关的招

聘信息，还望在群里共享。”图谋：“你需要提供多一些信息。群里西安高校馆

的成员本身有一些。” “关于求职与招聘信息，建议利用好群论坛功能。比如

把自身大致情况做个介绍，表达求职意愿或招聘需求，留下可以进一步交流的方

式方法。” 杨*（农大）：“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求职。各位老师好，我

刚把个人资料发到群论坛了，格式稍微有点变化，但影响不大。各位老师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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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提提意见和建议。http://qgc.qq.com/235231304/t/19。” 图谋：“我的

建议是，就业范围可以考虑拓宽些，这样机遇也更多。” 杨*（农大）：“高校

图书馆是首选，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了才会选择其他。但也是暂时的，最终肯定还

是会努力进高校。” 图谋：“你当前的表述有歧义。西安市高校与位于西安的

高校有区别。后边的关于图书馆社会实践内容，也存在歧义。”笨笨 99：“西

安市高校是省属院校，西安的高校有部属院校，985，211 学校一般没有省属院

校。” 图谋：“你的条件挺好 ，注意这样的细节有助于心想事成。” “其它

有求职意愿的同学，圕人堂同样努力助力。” 

30 2009-2013 年 两 岸 图 书 馆 学 热 点 及 其 成 因 比 较 研 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9481.html 摘编自：王念祖,隋鑫. 

2009~2013年两岸图书馆学热点对比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 2014(4): 14-25.  

31 8月 15日的《图书馆报》.http://m.xhsmb.com/20140815/edition_1.htm 

32 关于美国的图书馆学专业。素问：“麦子老师美国还有多少所学校有图书馆

学专业呢？要是某人想读这个专业，本州没有这个专业，那是不是要花更多的学

费到其他州去读？” 麦子：“现在还有大概 60 多，基本每州都有，如果没有

的州，到附近州也有享受本州学费的协议。”素问：“那这些学校的专业资格，

是不是要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呢？” 麦子：“都要认证，否则学位没用。” 

(=^.^=)：“今天看到 UCLA的博士近十年毕业率为零……申请人也只占总申请者

的百分之一。”素问：“中国是教育部认可。” 麦子：“其实硕士的项目这 25

年来还是比较稳定的。博士读的人太少，我估计除了中国留学生，当地人很少愿

意读这个。” (=^.^=)：“我现在是情报学硕士，觉得出国再读硕士划不来，可

是读博士压力又好大。”麦子：“Ucla其实已经早就不是图情系了。” (=^.^=)：

“他们好像在信息科学。” “可是回国的话想进高校现在门槛也都提到博士了。” 

素问：“国内博士如过江之鲫，博导多如牛毛。” 麦子：“我一直觉得是社会

资源浪费。” (=^.^=)：“可是现在的国内现状就是这样。” 橡皮擦：“图书

馆的工作真正需要博士吗？”麦子：“不需要，我觉得硕士都有点浪费。” 橡

皮擦：“参考咨询是需要高层次点的。”素问：“先申请一个项目，搞点钱，然

后请公司的人做，这也是科研项目。其实，有时候是伪科研。”橡皮擦：“上海

图书馆把图书馆和情报所合并，搞的很好。” Free：“如果图书馆学硕士到图

书馆，最好到什么部门好，比较有技术含量呢，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阅览室的工作，

没有任何成就感。” 米粒 MM：“如果把图书馆比成一家中介服务型企业，那么

用户教育就是核心产品，图书馆员就是市场营销专家、教育专家、技术专家，要

努力做最好的资源，并且广而告之，培养用户习惯，吸引越来越多的用户，最终

实现企业价值，因此用户教育绝非不足挂齿。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学

http://qgc.qq.com/235231304/t/1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9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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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才成为专家，但是图书馆核心产品的设计没有迎合用户需求，就会被其他的教

育提供者甩掉。比如阅读指导，图书馆员即便是专家，可能也面临不知用户想得

到什么的尴尬吧？那非专家馆员们更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质量了。馆员们设计好

产品服务需要各种资源的整合，或者干脆做成阿里巴巴这样的平台了。” 图谋：

“有深度有内涵的思考。” 

32 关于用户教育的讨论。 图谋：“静静的子夜，抛到思考题出来。‘国家科学

技术图书馆承担着提高国家技术类图书馆工作人员专业知识水平的重任，为具有

中等教育基础的工作人员制订教学计划，进行岗位培训 。图书馆只对本馆工作

人员进行目标明确、针对性强的培训；而对读者， 比如读者如何利用图书馆等

等相关问题从来不进行任何指导，听之任之， 这一点颇有意思。图书馆认为这

项工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早

已经形成了个人习惯，图书馆的指 导性工作只能是干扰，画蛇添足而已。’（信

息 来 源 ： 马 骊  编 译 . 捷 克 最 酷 的 图 书

馆.http://m.xhsmb.com/20140815/news_22_1.htm）思考题：阅读指导近年在国

内图书馆界比较火，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和高校 图书馆两种类型图书馆更甚。据

笔者了解，高校中分管图书馆的校长（可 能还不少），也有持类似捷克国家科

学技术图书馆观点的。用户教育（包 括入馆教育、文献检索与利用教育、阅读

指导等）原本属于图书馆的重点 工作，时下，真的不足挂齿了么？如何‘不抛

弃不放弃’？” 素问：“我认识的几个工科生（不是我们学校的）似乎对图书

馆的检索教育不怎么感兴趣，可能对于现在年轻人，只需要稍微介绍就可以了，

他们自己可以去解决一些问题。他们不知道了，自然会来问。”橡皮擦：“现在

普遍学生有作业了，有论文要写就用 CNKI。平时不会意识到信息检索的意义。”

米粒 MM：“如果把图书馆比成一家中介服务型企业，那么用户教育就是核心产

品，图书馆员就是市场营销专家、教育专家、技术专家，要努力做最好的资源，

并且广而告之，培养用户习惯，吸引越来越多的用户，最终实现企业价值，因此

用户教育绝非不足挂齿。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学成才成为专家，但是

图书馆核心产品的设计没有迎合用户需求，就会被其他的教育提供者甩掉。比如

阅读指导，图书馆员即便是专家，可能也面临不知用户想得到什么的尴尬吧？那

非专家馆员们更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质量了。馆员们设计好产品服务需要各种资

源的整合，或者干脆做成阿里巴巴这样的平台了。” 

33 关于招聘馆员的讨论。麦子：“我们如果应聘馆员，日程从早上八点半排到

晚饭，精确到 5分钟，而且每一段都有人负责，包括一个节目完了以后，由谁负

责把应聘者送到什么地方。”素问：“我们聘馆长副馆长（当然他们是学校其他

部门来的），有一道程序是到图书馆来演讲，每人 5分钟或者 8分钟，然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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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提问的环节根本没有。”麦子：“我们馆员大约有 8个回合，其中有一小

时的演讲加回答问题。其余的是和招聘委员会（2次），所在部门，馆长，副馆

长，图书馆员协会，等单独面试。另外就是到达那天的晚饭，面试日的中饭和晚

饭。其实这都是面试，看看你在一般情况下是怎样的人。”图谋：“国内的形式

主义风气比较重。有些工作，对实效考虑偏少，甚至未予以考虑。” 素问：“国

内现在的情况太注重学历学位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不懂管理的人太多，包括馆长

等各级领导。他们还把思维放在行政发号施令上来做。” 

34 关于公共馆长最大任务的讨论。广州书童：“公共图书馆的馆长最大的任务

是什么？” 图谋：“对得起上级组织的培养。组织还是被某个或某几个领导代

表的。国内的是这样子，国外的回答不上来。公书及大家有更好的答案么?” 广

州书童：“最大的任务是搞钱做好后勤。第二个任务才是战略规划指引方向。要

搞钱还是要领导出面，还不能搞经费，要搞人头费。”图谋：“我浏览了一下公

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通常有分管财务（搞钱）及分

管后勤的馆领导，搞钱这事，馆长可作为的空间太小了。馆长不等于馆领导，馆

长甚至不一定代表得了馆领导。当前基本为就米下锅。我理解公共图书馆法未提

馆长任务之类。因为情况实在太复杂了。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省级图书馆馆长、

基层图书馆馆长，他们的任务大不同。个别馆是真的不差钱，不少馆是真的太差

钱。从这点上，任务也大不同。” 麦子：“搞钱是主要的。我认识 UIUC的前馆

长，她 3 年里募到了 4500 万，这是真本事。我最讨厌管日常业务的馆长。”图

谋：“搞钱，主要是针对美国。在美国好像是共识，公共馆是这样，高校馆也是

这样。我们的现状还需要考虑：馆长搞钱，书记干啥？美国是没有书记的。”麦

子：“那么，书记搞钱，馆长搞关系。” 

35 关于图书馆法的讨论。笨笨 99：“公共图书馆法本身就不合法，它就涵盖公

共图书馆，那么高校和科研系统图书馆可以不用这个法的。应该是图书馆法这样

只要是图书馆就必须依法办事。”笨笨 99：“就是文化部所管辖的图书馆，管

辖和科研系统，文化部管不了，所以提了有 10年还没有通过。” 广东*羊：“高

校图书馆，教育部的高校图书馆章程正在修订之中。” 图谋：“万丈高楼平地

起，分步走没什么不对。”“图书馆法的努力，至少 30 年以上，多少人投入了

多少精力。应该说人家更贴近现实，关照现实。” 笨笨 99：“因为这个图书馆

法是要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大法，不可能随意更改，而且必须包括所有的图书馆

行业，不分公共、高校、科研系统的。”广州书童：“目前最新版本的图书馆法

定义公共图书馆：本法所称公共图书馆，是指由政府设立，开展文献信息资源的

收集、整理、保存，向公民提供信息与知识服务，促进终身教育的公益性文化服

务机构。”图谋：“真的关注图书馆法，可以关注《国外图书馆法律选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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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出版社出版，预计定价 160元。封面、目录及序言已由许*传到群空间。” 

36 杨*（农大）：“ALA 新出了本论文集，Planning Our Future Libraries: 

Blueprints for 2025。从前言和目录来看，编纂者强调图书馆的趋势是参与式

的，鼓励用户参与和创造，更多地响应他们生活中的需求。文章涉及了对未来图

书馆服务模式、空间建筑、创新机制和经费资助的构想，其中有不少新颖而具体

的观点。下载地址：http://www.alastore.ala.org/pdf/leeder_sample.pdf。”

群文件中已分享全文（Planning Our   Future Libraries.pdf）。 

37 关 于 sci-e 收 录 的 讨 论 。 王 * 峰 ：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

D 这里可以查找最新的 SCIE 名单，每年有变化，在七月份左右。留意一下 JCR

和影响因子更新时间。 

2 其它相关信息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2009-2013年两岸图书馆学热点及其成因比较研究  

2014-8-14 14:52  

摘编自：王念祖,隋鑫. 2009~2013年两岸图书馆学热点对比研究 . 图

书情报知识, 2014(4): 14-25. 原文下载地址： 

http://manu03.magtech.com.cn:81/Jweb_tsqb/CN/article/download

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67 王念祖,隋鑫以文献计量学中

的“内容分析法”、“关键词共词分析”与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7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推介  

2014-8-13 22:40  

图谋简评： 该网站的信息著录及信息呈现效果有问题。多数“查看结

题报告全文”链接不可用，“成果”最好是按 F5键刷新一下，否则显

示的可能为历史检索结果。“成果”部分，目前未提供全文，给了题录，

或许是规避知识产权问题（尤其是境外期刊的）。 较过去有显著进步，

且算是权威科技成果库，在同类数据库中算最好。可以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68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948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81948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819481#commen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19320&handlekey=lsbloghk_81932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932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8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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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3 个文件。 

3.大事记 

（1）近期圕人堂打算结算一次编辑补助。按之前说的每期 200 元的标准给每期

的负责整理的人员（助理算“义务”劳动）。计划为发完由赵生让、宋晓莉负责

的 10 期之后，因为此项资费尚无着落暂停发放。暂停发放期间，希望该项工作

你们能继续支持，一旦有机会，圕人堂争取继续补助。赵生让、宋晓莉二位老师

虑及圕人堂尚未成气候“强烈抵制” ，此事暂时搁置。 

（2）2014年 8月 15日 18:56，群成员达 550人，本群容量为 1000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总第 13期 2014080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8106.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12期 2014080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7522.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期 2014072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752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810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752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75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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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总第 10期 2014071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7517.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9期 2014071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7516.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8期 2014070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9083.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7期 2014062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7134.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6期 2014062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5126.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5期 2014061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162.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4期 2014060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1047.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期 2014053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9067.html 

圕人堂周讯（20040523）（注:总第 2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7053.html 

圕人堂周讯（20140516） （注:总第 1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488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751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751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908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713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713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512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512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16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16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104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104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906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906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705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705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48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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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晓莉 整理 图谋 助理） 


	1 圕人堂本周讨论内容概述
	1 关于编辑《圕人堂周讯》的讨论。图谋：“欢迎大家关注《圕人堂周讯》，宣传推广《圕人堂周讯》。”洞庭水手：“这期的观点整理的好一些。”城市天空：“整理的同志辛苦了。”图谋：“整理这期还真够辛苦的。我周三返回家中，相关整理工作基本是利用小孩睡觉后的时间赶做的。”“个人期待《圕人堂周讯》的整理工作有点现实意义。”麦子：“毕竟大量的对话要被滤掉，整理的工作量太大。”金乌：“还有推荐博客呢。”图谋：“有些信息需要查证的，这个工作量其实也不小。”“当前我算‘熟练工’，但整理这样一期周讯，大约得花5个小时以上。”
	2关于台湾图书馆的讨论。图谋推荐赵美娣《管窥台湾的图书馆与书店》（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18019.html）博文。麦子：“台大图书馆的思路和美国相似，但内部还是比较现代。”图谋：“毕竟仍属于‘速成’，个人认为还有很多不足，有待提升。”“个人也感觉，台湾同美国‘接轨’。台湾的图书馆人，有较大比例具有接受过美国教育的背景。也许算得上影响因素之一。”金乌：“图书分类，也受美国分类法的影响吗？”图谋：“那块属于相互影响吧。”“黄建年老师专门研究过台...
	3 关于圕时光网，图书馆人的网络社区建设问题的讨论。洞庭水手：“圕时光网 图书馆人的网络社区http://www.80stime.cn/。经过几天的奋斗，我把网站做了下规划，采集了一些资料。有了一个简单的模样，现在继续寻找梦想合伙人。”图谋：“摊子整的太大了。动人春色不须多。”洞庭水手：“只是想吸引更多的人进来。”图谋：“感觉同当年不太安静做的很相似，甚至域名都相似。”洞庭水手：“http://www.80stime.cn/zazhi/allqikan/目前重点就是这个期刊点评。”“不太安静做的比...
	4 关于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大雅相似度分析的讨论。  w.狼：“欢迎使用大雅相似度分析，欢迎提出宝贵意见。”写意：“我测试了下大雅相似度分析，发现重复都在参考文献，看来检测要去掉参考文献。”“过滤掉参考文献，居然说未找到参考文献，可我的文章有参考文献。”写意：“我看了详细评测报告，发现有一处我模仿别人论文给检测出来，其他的不少文章，我根本没看过，居然也有一些相似文档。不过整体报告，做的还行。就是不知道大雅的相似率和cnki相似率比，啥样了？”“还有大雅好像不能对毕业论文进行检测。”图谋：“机器检测...
	http://dsa.dayainfo.com/#488109-qzone-1-2318-0bb5a81f97765d37521a72752f327de0” 写意：“能用，只能检测一般论文。毕业论文不行，要先注册下。”xiaowei：“注册了，可个人用户登录页只有VIP与管理员登录。”写意：“邮箱要验证，验证成功才能登陆。”xiaowei：“大雅检测好像登录时存在浏览器兼容问题，firefox访问，登录只有管理员与VIP登录，没有普通用户登录。IE访问，则有普通用户登录。”写意：“万方的核心期刊存...
	5 关于Latex。 老田：“我想问一下，一般图书馆的老师们懂latex的多吗？国外的很多期刊要求latex格式的。”写意：“不多，我学计算机的朋友向我推荐这个。”图谋：“是什么用途的？”  写意：“排版，通过编程，一些指令，只需要键盘就可以完成。”老田：“自动排版，不用像word一样后期调整格式的。”写意：“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朋友强烈推荐我这个。”老田：写意：“这款软件对公式编辑，图表都非常好用。”图谋：“与word兼容吗？”老田：“可以转换的，但是效果不好。”写意：“主要生成pdf。”老田：...
	6 圕人堂群的发展壮大。2014-08-09 10:35:13图谋：“刚看了一下本群观员381人。”洞庭水手：“还算好。”图谋：“接近三分之二。”  洞庭水手：“69.9%。” 图谋：“圕人堂群一晃建立3月有余了，如何做大做强做长久，还真是个问题。希望诸位成员有空帮琢磨琢磨，出工出力。” 书卷：“今天刚进来，发现这个群的含金量很高，专业技术含量很高，希望真正的学术大家和有影响力的图书馆同行，多关注，多支持，让这个群成为图书馆界最好的群。”图谋： “结合3个月的情况看，存在好些问题。一个小问题是，有...
	7 关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数据收集。洞庭水手：“移动互联网来了，在新的环境下，基于移动互联网，图书馆如何进行移动应用的数据收集、研究和分析工作？采用什么工具？”麦子：“我们用link resolver, SFX。”洞庭水手：“收集移动应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麦子老师提到的两个工具，我都没有听说过。”小丸子：“我们最多就是想办法搜集移动图书馆的应用数据。”洞庭水手：“我们一般就是直接利用一些机构的报告。”“一般只能获取到的移动互联网的重要基础数据：设备激活量及品牌型号分布情况、设备分辨率及联网方式、...
	8 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通过这篇图文并茂的博文，可以较好地了解木板水印技艺，藉此增广见闻。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1e15e40102uyr9.html
	9上海大学2015年信息资源管理博士研究生招生信息。1201J1 信息资源管理招生简章信息资源管理博士研究生专业重点培养信息管理基础与技术基础扎实，能够胜任国家机构、政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信息资源管理工作，及高等学校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信息资源管理专业交叉学科博士点，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完整，该专业涉及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学科领域，现有教师35名，教授12名，副教授18名，具有博士学位的骨干教师28名。拥有上海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上海市研究生实践基地、上海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上海市教育高地、国家精品课程、上海市精品课程、上海大学重点学科、上海大学示范实验教学中心等；设有上海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情报研究中心等8个研究机构。近三年来，本学科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
	学位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01 档案信息化与记忆工程 02 数字信息资源组织与分析　　　　　　　 03 信息处理技术与应用
	指导教师：金波教授（01方向）、 吕斌教授（02方向）、丁华东教授（01方向）、于英香教授（01方向）、李国秋教授（02方向）、刘炜教授（02方向）、邢建榕研究馆员（01方向）、徐凌宇教授（03方向）、张博锋教授（03方向）、张之江教授（03方向）、张新鹏教授（03方向）、邵炳军教授（01方向）等。
	招生人数：10
	考试科目：1. 英语 2.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与方法 3.档案信息化（01方向）、信息资源组织（02方向）、数字图象处理（03方向）
	参考书目：1.赖茂生.信息资源管理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2.胡昌平.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王伟军,甘春梅等.WEB2.0信息资源管理.科学出版社,2011年；4.杨公之.档案信息化建设导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5. 金波.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学习出版社，2014年；6.王芳.数字档案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7.金波，丁华东.电子文件管理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8.王新才.档案学研究进展，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刘炜（男），研究员，博士。专业：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域：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元数据与知识本体。长期从事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开发，密切跟踪国内外图书馆情报研究和发展前沿领域。著有专著（参编）3部，发表论文近百篇。曾主持或参与中国国家实验性数字图书馆项目、上海图书馆新馆计算机系统建设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上海市社科基金等项目。曾获得文化部创新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等科研成果奖，并获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上海市领军人才及上海市劳动模范等称号。现...
	10 关于就读博士期间学费问题的探讨。广州书童： “博士学费猛涨，读不起了。” 老田：“我是中科院系统的，肯定没学费的。”燕山*圕：“我好像听说要收费的，尤其是在职的。”老田：“在职必须收费吧。”图谋：“其实那块的情况很复杂，没有统一标准。”广州书童：“没有单位赞助读不起了。”图谋：“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费用是不一样的，甚至相差很悬殊。”广州书童：“一年四万五。”图谋：“毕业的要求也可能相差很悬殊，有的单位松，有的紧。”图谋：“书童说的是哪儿的情况？”  广州书童：“中大，之前是两万五一年。”图...
	12 2014年信息资源管理博士论坛及征文通知http://www.tqd.shu.edu.cn/Default.aspx?tabid=13618&ctl=Detail&mid=24157&Id=146007&SkinSrc=[L]Skins/dangan-1fen/dangan-1fen
	1.论坛主题： 数字信息资源与智慧城市（1）档案信息化与数字档案馆             （2）大数据与竞争情报 （3）城市记忆与文化建设  2.报名对象： 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博士生；与会人员需提交论文1篇；回执与论文提交时间为9月15日前，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zyongli1982@163.com。回执与论文格式要求详见附件。论文入选和参会名单将于10月10日前在本系网站公布（http://www.tqd.shu.edu.cn/）。3.论坛时间：...
	13 关于高校图书馆的转岗问题。 老田：“高校图书馆的男老师，好转岗吗？”图谋：“图书馆已在低层，转哪儿去呢？”老田：“没法转到行政岗或其他教辅岗吗？” free：“教辅岗位除了图书馆就是后勤。”老田：“我还以为图书馆能转到那些科研处、人事处的。”广州书童：“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只要干活出点业绩，顺带写点论文就去评的。论文还只要是工作中某些问题的思考总结。”
	14 老田：“台湾论文好多都是文言文，读起来挺有文采。”free：“台湾论文既有西洋文体，又有古典文风。”
	15 关于流动图书馆相关问题的探讨。
	麦子：“这是自助出借机。旁边还有一个打印收据的。”素问：“我上次在哪个馆看到自助借还机，块头很大，有点像银行的ATM机。”学者：“我们流动车上最需要这样小巧的设备，现在一直用上海阿法迪的，搬起来很重。”“国内的设备故意弄得傻大黑粗的，叫人觉得好像很值钱。”学者：“借还机要用3G 卡。”麦子：“读者如何用它上网？”学者：“需要查什么就可以用，但用的不多，还是阅读的多。”“城区看片的也不少。”麦子：“这主要面向农村还没有图书馆覆盖的区域。”“一个馆有几辆车？”学者：“就这么一辆，大家轮流值班。晚间进...
	16 关于如何关注圕人堂。图谋：“我认为真关注，许多问题真不是问题，百度也行，群查找也行......方法不少。” 佛图：“圕人堂充满关爱！”茹玉：“群主是用心花费不少时间在汇编周讯的，请大家尊重群主的辛勤劳动。”
	17 关于博客中利用学术论文所涉知识产权问题的讨论。草苇：“学术论文，我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上（原文转载），是‘合法’的吗？”图谋：“要分情况讨论。1你的论文已正式发表，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中，且著名正式发表期刊的相关信息。这种情况是合法，亦是合理的。”笨笨99：“别人的有知识产权问题。”图谋：“情形2：你的论文尚未正式发表，你公开发布在博客中或OA期刊中，你若投稿，期刊可能拒稿。补充一下情形2的情况，是合法，但并不十分“合理”。他人已正式刊发的论文，全文转载（包括原始作者、刊名等版权信息）至个人博客中，...
	18阅读成长QQ群宣传推广。 哈哈熊：“有喜欢读杂书的同行么？欢迎加入最大的阅读成长的Q群：287629166。”图谋：“圕人堂需要这样的服务。”哈哈熊：“某种意义上，有阅读才需要图书馆。”
	19 2014年发布的SCI影响因子。图谋：“我再次上传了今年发布的SCI影响因子，这个版本的数据比较全。Shawer传那个涉及的字段比较少。新上传的基于JCR数据库所有数据，包括Rank        Abbreviated Journal Title，ISSN，Total Cites， Impact factor， 5-Year， IF ，Immediacy Index，Articles，Cited Half-life，Eigenfactor&reg; Score    Article Inf...
	20  zzz：《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的“资讯管理研究”板块面向社会征稿，论文主题不限，图书馆、档案、情报相关即可,采取二审制，不收取版面费。《学刊》创刊于1980年，每季度发行，目前被国内500余所图书馆与cnki等收录，虽然是内刊，但建议在《学刊》发表后不要另投他刊。也欢迎有其他学科的同仁投稿其他的栏目，外校社科版的投稿邮箱为：xiaopengsysu@126.com希望大家支持。图乐：“《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办得不错，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口碑。”
	21 关于科技期刊的ISSN、CN、CODEN。吉祥：“各位专家，请教一个问题，ISSN与CN每个期刊都有。但CODEN是每个期刊都有的吗？”图谋：“首先问题的前半部分的表述不准确。国内期刊，分很多种情况，并非都有ISSN与CN。有的有ISSN，但不见得有CN。”吉祥：“公开发行的，这两个是必须有的吗？”图谋：“国内公开发行的主要看CN吧？”  吉祥：“我看的是国内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右上角，ISSN,CN,CODEN这三项，有时都有，有时有两个，有时只有一个。ISSN,CN,封面没有，版权页也有。...
	http://www.med126.com/zhicheng/2012/20120625100507_589349.shtml。”吉祥：“CODEN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图谋：“中国大陆现行刊号全称是“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包括“国际连续出版物号”（国际刊号）和“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国内刊号），两者缺一不可。”吉祥：“就是ISSN与CN不能缺。但CODEN是不是有的公开发行的期刊可以没有。”图谋：“可以参考:CODEN http://shitou7630.blog.163.com/blog/s...
	22读博士要面对25个极度痛苦的问题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2323&do=blog&id=819002
	23《圕人堂周讯》编辑补助问题的讨论。图谋：关于《圕人堂周讯》编辑补助的说明：近期我打算结算一次圕人堂编辑补助。按之前说的每期200元的标准给每期的负责整理的人员（图谋除外。助理算“义务”劳动）。我的打算是发完由让让、宋晓莉二位老师负责的10期之后，因为此项资费尚无着落暂停发放。暂停发放期间，希望该项工作能继续得到二位老师的支持，一旦有机会，我会争取继续补助。华农*云：“支持！”图谋：“多少有点出乎意料，由于工作不力，化缘不力，可能面临‘断炊’危机。”华农*云：“经费一直是问题。”图谋：“原本我对...
	24 free：“我问下：SSCI，第2作者与通讯作者，你们图书馆认可吗，有奖励吗？”图谋：“一般高校只认第一单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情况主要是针对导师指导研究生：通讯作者视作第一作者。但政策是人为制定的，话语权掌握者，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
	25佛图：2014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组委会委托协会中国期刊年鉴杂志社承办2014年度“中国最美期刊”遴选活动。http://vote.zazhipu.com/。感兴趣的同行可以浏览。
	2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 http://npd.nsfc.gov.cn/granttype1!index.action，可以供个人学习参考，也可作为科技查新重要信息源之一。
	http://npd.nsfc.gov.cn/projectDetail.action?pid=70973118武夷山.发达国家科技期刊建设同经济实力、科技发展的关系暨期刊语言选择的历时性研究及其借鉴意义。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819252武夷山科学网博文:我主持的一项自科基金项目结题报告可全文获取
	http://npd.nsfc.gov.cn/projectDetail.action?pid=70773086马费成.基于Web2.0的信息自组织与有序化研究。
	http://npd.nsfc.gov.cn/projectDetail.action?pid=70833005马费成.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数字信息资源深度开发与管理机制研究。 (重点项目)
	http://npd.nsfc.gov.cn/projectDetail.action?pid=70673040于良芝.信息贫困与脱贫机制的整体性研究：以我国农村为例。
	图谋：“其中武夷山的可以看到结题报告全文。该网站的信息著录及信息呈现效果有问题。多数‘查看结题报告全文’链接不可用，‘成果’最好是按F5键刷新一下，否则显示的可能为历史检索结果。”图谋：“较过去有显著进步，且算是权威科技成果库，在同类数据库中算最好。少量可看结题报告全文。”
	2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鉴定和结项办法. http://www.sinoss.net/2008/0918/9617.html
	28关于男子挎包存储物柜被盗，向图书馆索赔20万元问题的讨论。素问：“刚才看新闻，发现这两条。男子挎包存储物柜被盗，向图书馆索赔20万元。http://news.ifeng.com/a/20140813/41554177_0.shtml图书馆称自己没有责任http://news.ifeng.com/a/20140813/41561969_0.shtml。”杨*（农大）：“我看的时候，图书馆表示双方都有责任。”素问：“公共图书馆发生的意外情况。要是高校也对社会开放，这类事情也免不了。恐怕高校图书馆还...
	29 关于广州图书馆幼童摔伤事件的讨论。广东*羊：“广州图书馆关于幼童摔伤事件的声明。为广州图书馆的做法点赞。” 林中小鸟：“今天一早看到广图微信发的这个公告，也觉得应该点赞。”广州书童：“其实那个妈妈是公务员，扣除公费给到部分之后 只是花了1200多元。但是一开口要赔偿几十万，小孩摔倒马上要小孩找人认人看谁碰到她，而不是打电话送医院，还是图书馆协助呼叫120的。” 广东*羊：“我支持广州图书馆的申明，图书馆已经尽到自己责任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赔？” 广州书童：“图书馆有公众责任险，有视频，有目击证...
	29 关于求职与招聘信息，建议利用好群论坛功能。杨*（农大）：“我是个学生，开学就要找工作了，目标是进西安市高校图书馆，各位老师同学若看到相关的招聘信息，还望在群里共享。”图谋：“你需要提供多一些信息。群里西安高校馆的成员本身有一些。” “关于求职与招聘信息，建议利用好群论坛功能。比如把自身大致情况做个介绍，表达求职意愿或招聘需求，留下可以进一步交流的方式方法。” 杨*（农大）：“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求职。各位老师好，我刚把个人资料发到群论坛了，格式稍微有点变化，但影响不大。各位老师也可以给我...
	30 2009-2013年两岸图书馆学热点及其成因比较研究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19481.html 摘编自：王念祖,隋鑫. 2009~2013年两岸图书馆学热点对比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 2014(4): 14-25.
	31 8月15日的《图书馆报》.http://m.xhsmb.com/20140815/edition_1.htm
	32 关于美国的图书馆学专业。素问：“麦子老师美国还有多少所学校有图书馆学专业呢？要是某人想读这个专业，本州没有这个专业，那是不是要花更多的学费到其他州去读？” 麦子：“现在还有大概60 多，基本每州都有，如果没有的州，到附近州也有享受本州学费的协议。”素问：“那这些学校的专业资格，是不是要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呢？” 麦子：“都要认证，否则学位没用。” (=^.^=)：“今天看到UCLA的博士近十年毕业率为零……申请人也只占总申请者的百分之一。”素问：“中国是教育部认可。” 麦子：“其实硕士的项目这...
	32 关于用户教育的讨论。 图谋：“静静的子夜，抛到思考题出来。‘国家科学技术图书馆承担着提高国家技术类图书馆工作人员专业知识水平的重任，为具有中等教育基础的工作人员制订教学计划，进行岗位培训 。图书馆只对本馆工作人员进行目标明确、针对性强的培训；而对读者， 比如读者如何利用图书馆等等相关问题从来不进行任何指导，听之任之， 这一点颇有意思。图书馆认为这项工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早已经形成了个人习惯，图书馆的指 导性工作只能是干扰，画蛇添足而已。’（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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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关于公共馆长最大任务的讨论。广州书童：“公共图书馆的馆长最大的任务是什么？” 图谋：“对得起上级组织的培养。组织还是被某个或某几个领导代表的。国内的是这样子，国外的回答不上来。公书及大家有更好的答案么?” 广州书童：“最大的任务是搞钱做好后勤。第二个任务才是战略规划指引方向。要搞钱还是要领导出面，还不能搞经费，要搞人头费。”图谋：“我浏览了一下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通常有分管财务（搞钱）及分管后勤的馆领导，搞钱这事，馆长可作为的空间太小了。馆长不等于馆领导，馆长甚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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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杨*（农大）：“ALA新出了本论文集，Planning Our Future Libraries: Blueprints for 2025。从前言和目录来看，编纂者强调图书馆的趋势是参与式的，鼓励用户参与和创造，更多地响应他们生活中的需求。文章涉及了对未来图书馆服务模式、空间建筑、创新机制和经费资助的构想，其中有不少新颖而具体的观点。下载地址：http://www.alastore.ala.org/pdf/leeder_sample.pdf。”群文件中已分享全文（Planning Ou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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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事记
	（1）近期圕人堂打算结算一次编辑补助。按之前说的每期200元的标准给每期的负责整理的人员（助理算“义务”劳动）。计划为发完由赵生让、宋晓莉负责的10期之后，因为此项资费尚无着落暂停发放。暂停发放期间，希望该项工作你们能继续支持，一旦有机会，圕人堂争取继续补助。赵生让、宋晓莉二位老师虑及圕人堂尚未成气候“强烈抵制” ，此事暂时搁置。
	（2）2014年8月15日18:56，群成员达550人，本群容量为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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