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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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信息

hero8151：“http://rsc.fjnu.edu.cn/cd/ef/c140a118255/page.htm 百

万年薪 千万资助 福建师范大学面向全球招聘人才 一、招聘岗位......图书情

报与档案管理....”

叩天：“欢迎各位同仁给《信息资源管理学报》赐稿 http://manu03.magte

ch.com.cn:81/Jweb_xxzy/。发文主题以广义的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为主，创刊至

今对所有发表论文没有收取版面费。”

幸福的*：“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017 年招聘岗位为：1、图书馆学、

情报学（1人，硕士）；计算机应用（1人，硕士）。详见德州市事业单位招聘

启事。”

1.2 资源分享

图谋：“图书馆报 2017 年 1 月 13 日北京图书订货会特刊：《柳斌杰：提

高文化自信，建设书香中国》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1/1

3/A01/355600.shtml。”

图谋：“每日借阅 2.5 万册次，每天千人注册广州图书馆成‘世界上最繁忙

的公共图书馆’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1/13/A31/story/

43707.shtml。”

海边：“http://www.lib.dmu.edu.cn:8080/was5/web/detail?record=1&c

hannelid=38119 这是大连医科大学图书馆的 2016 年流通报告 。”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40 期 20170113）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1027333.html 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碧海潮生：“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报常见问题释

疑 http://url.cn/43fsB6U。”

tianart：“https://www.sinoss.net/2017/0113/75354.html2016 年度‘中

国十大学术热点’在中国人民大学发布。”

tianart：“网上选购书学校埋单还寄到家里读完 8本书可获 2个学分 我省

高校想方设法“拯救”大学生读书量 http://www.qnsb.com/fzepaper/html/201

7-01/12/content_604411.htm。”

图谋：“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rsc.fjnu.edu.cn/cd/ef/c140a118255/page.htm
http://manu03.magtech.com.cn:81/Jweb_xxzy/
http://manu03.magtech.com.cn:81/Jweb_xxzy/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1/13/A01/355600.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1/13/A01/355600.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1/13/A31/story/43707.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1/13/A31/story/43707.shtml
http://www.lib.dmu.edu.cn:8080/was5/web/detail?record=1&channelid=38119
http://www.lib.dmu.edu.cn:8080/was5/web/detail?record=1&channelid=3811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33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333.html
http://url.cn/43fsB6U
https://www.sinoss.net/2017/0113/75354.html
http://www.qnsb.com/fzepaper/html/2017-01/12/content_604411.htm
http://www.qnsb.com/fzepaper/html/2017-01/12/content_604411.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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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ClarivateTM Analytics 致力于通过为全球客户提供值得信赖的数

据与分析，洞悉科技前沿，加快创新步伐，帮助全球范围的用户更快地发现新想

法、保护创新、并助力创新成果的商业化。Clarivate Analytics（原汤森路透

旗下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拥有超过 60 年的专业服务经验。作为一家在全球

范围独立运营的公司，Clarivate Analytics 通过遍布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超过 4000 名员工，一如既往地提供专业、客观、敏锐的服务。延伸阅读：宁

笔.Clarivate Analytics来了，运营SCI的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更名.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408109-1007283.html。”

sonorous：“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全国管理中心对业务量排名前

五位的服务馆授予‘CASHL 馆际互借服务馆奖’，表彰名单有上海图书馆、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暨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图谋：“论点摘编：我国情报学理论的来源、应用及学科专属度研究.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668.html《情报学报》2016 年 11 期

刊发了南开大学王芳等《我国情报学理论的来源、应用及学科专属度研究》。该

研究的主要创新性贡献在于定义并计算了理论的学科专属度，标注并统计了我国

情报学理论的来源学科，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我国情报学理论发展与应用的

历史与现状以及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以期为我国情报学理论体系框架的构建与完

善提供借鉴和帮助。”

系统消息：“图谋 分享文件我国情报学理论的来源、应用及学科专属度研

究.pdf 下载。”

cici：“惊艳到没朋友的图书馆丨国图下的评论亮了 http://url.cn/43jll

d9。”

图谋：“杭州年纪最大的是 109 岁的吴芝英奶奶.http://www.19lou.com/f

orum-1971-thread-12101476062526248-1-1.html 吴奶奶 1930 年毕业于北京女

子师范大学（今北师大）英语系，毕业后随丈夫来到杭州的浙江省昆虫局，一起

从事相关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随丈夫到当时迁往贵州的浙江大学，之后又返回

杭州，在浙江大学夜校任教，1956 年起，在浙江农学院图书馆工作，1972 年退

休。圕人寿星吴芝英视频.http://www.56.com/u91/v_NTg0MjMxMDQ.html。”

圕坛刘*：“我在加拿大读情报学：零距离体验谍战 http://m.ftchinese.c

om/story/001070912?from=timeline。”图谋：“《我在加拿大读情报学：零距

离体验谍战》，作者为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国际事务专业研究生、助理

研究员。选修的课程为《情报学与特种作战》，涉及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教学

效果等诸多方面，介绍得很好。”

图谋：“刘炜：图书馆员作为一种职业.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08109-100728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08109-100728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66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668.html
http://url.cn/43jlld9
http://url.cn/43jlld9
http://www.19lou.com/forum-1971-thread-12101476062526248-1-1.html
http://www.19lou.com/forum-1971-thread-12101476062526248-1-1.html
http://www.56.com/u91/v_NTg0MjMxMDQ.html
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70912?from=timeline
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70912?from=timeline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7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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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46-1027747.html 图谋按：上海图书馆刘炜先生《图书馆员作为一种职业》

演讲堪称‘经典’，2009 年 5 月以来时不时进入视线，但通常是作者信息被处

理掉了。特此全文转载，让其更好地‘点亮图书馆员，影响图书馆员’。信息来

源：刘炜.图书馆员作为一种职业.http://www.kevenlw.name/?p=1135.”

hanna：“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历史解读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

/1110/17/11406352_328174359.shtml#0-sqq-1-70156-9737f6f9e09dfaf5d3fd1

4d775bfee85。” 图谋：“那篇文字的作者，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俞传正（游园）。

微信上传的东西，不少把作者信息‘省略’了，这种做法不合适。图书馆职业规

范中有一条：‘图书馆员承认并且尊重知识产权’。圕人堂强调群昵称或群名片

规范，因为周讯内容有一部分会收集进周讯。一来是体现承认与尊重发言者的知

识产权；二来也是适当约束发言者的言论，自身对自身的言论负责。”

图谋：“闲话图书馆员培训.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

27776.html。”

碧海潮生：“资讯｜浙财大图书馆：“你”借书，“我”埋单 http://url.

cn/43lseGl。” 平湖晓色：“这种模式是好，但也会给馆藏建设带来一系列不

可控的负面问题，比如某些快餐阅读类、应试阅读类，冷门个性阅读类进入采购。

这个采购问题不同的人认识不同，比如我们馆，学校领导必须要让教授选书，说

是这样才能采购高层次、高口味的书。”

sonorous：“CINFO 非通用语种数字资源推荐 http://url.cn/43mRJIA。”

豆洪青*：“学术论文的发表周期是否太长？http://url.cn/43nQza5。”

图谋：“老槐.八荣八耻之图林博客. http://oldhuai.bokee.com/4868340.

html。”

图谋：“书蠹精.读杨玉麟教授的新书《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http://

blog.sina.com.cn/s/blog_495d62640102wkt1.html 西北大学杨玉麟教授的新

书《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西部地区实施效果及问题研究》，西安交通大学

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出版。该书从系统论、资源共享理论、社会学、管理学等领

域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构建坚实的理论基础。课题对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与国内其他共享系统、中西部与东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西部内的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与国外相似共享项目进行比较研究，以

准确把握我国特剐是中西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建设目标、原则、特点等。

搜集中西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发展中一些成熟的建设模式和经验并将其上

升到理论高度。最后，对中西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施效果评估的相关理论

进行研究。”

陈福佑：“一分钟学会远程使用 Web of Sciencehttp://url.cn/43oGVi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747.html
http://www.kevenlw.name/?p=1135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110/17/11406352_328174359.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110/17/11406352_328174359.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110/17/11406352_328174359.s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77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776.html
http://url.cn/43lseGl
http://url.cn/43lseGl
http://url.cn/43mRJIA
http://url.cn/43nQza5
http://oldhuai.bokee.com/4868340.html
http://oldhuai.bokee.com/4868340.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d62640102wkt1.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d62640102wkt1.html
http://url.cn/43oG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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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圕夫：“关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

（2017-2018）目录》的公示 http://url.cn/43oIZeC。”

谈天：“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统一标志征集评选 http://www.gzlib.gov.cn/v

ote.jspx?voteId=422。”

hero8151：“2017-2018CSSCI 拟收录公示，各学科变化情况汇总 http://u

rl.cn/43oHIJQ。”

西北圕夫：“CSSCI(2017-2018)拟收录来源期刊及扩展版分省统计 http://

url.cn/43ouj3p。”

sonorous：“WordSmith 语料库软件 http://url.cn/43pdVWG。”

碧海潮生：“简讯 | “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师

范大学举行 http://url.cn/43pvxg5。”

碧海潮生：“《高校图书馆发展蓝皮书(2015)》各图书馆可以通过当地馆配

渠道或是上高教社网上书店购买，网购链接为：http://www.hepmall.com.cn/i

ndex.php/product-25092.html 。”

左右：“南大核心全部期刊的投稿方式在这里！http://url.cn/43rPMl2。”

sonorous：“20 世纪全球视角！http://url.cn/43raTB7。”

碧海潮生：“2017 年《图书馆杂志》第 01 期目录 http://url.cn/43rpmuK。”

图谋：“高校图书馆十三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摘编 http://blog.sciencene

t.cn/blog-213646-1028200.html。”

梦里不*：“苗怀明：一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说“核心刊物”现象 ht

tp://url.cn/43tIxVU。”

sonorous：“CSSCI 来源期刊发布 • 图情档 http://url.cn/43tBMPz。我把

影响因子统计了，用的知网的数据。” 鐘大倌*：“上次 cssci 公开了自己的评

价体系及权重，但是后来又撤销了那个网页。它貌似只计算被 cssci 收录期刊的

被引次数，自引的上线是 30%。如果 cssci 自引上线 30%，被引只统计 cssci 期

刊的话，意味着 c刊较普通刊，评选是有 30%的优势，普刊要想上来，要有多难。”

惠*澈：“7位顶尖童书大咖推荐的“2017 寒假书单” 值得收藏 http://ur

l.cn/43tLIjD。”

图谋：“图书馆报 2017 年 1 月 20 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

b/2017/01/20/A01/355633.shtml。”

南农研*：“组织认同对馆员创新行为的影响调查问卷 https://sojump.com

/jq/11732517.aspx 调查对象：高校图书馆员。调查目的：了解国内高校图书馆

的组织认同与馆员创新行为的关系，以便为图书馆管理和组织氛围的改善提供更

加客观和有效地决策指导或建议。恳请支持，感谢支持！”

http://url.cn/43oIZeC
http://www.gzlib.gov.cn/vote.jspx?voteId=422
http://www.gzlib.gov.cn/vote.jspx?voteId=422
http://url.cn/43oHIJQ
http://url.cn/43oHIJQ
http://url.cn/43ouj3p
http://url.cn/43ouj3p
http://url.cn/43pdVWG
http://url.cn/43pvxg5
http://www.hepmall.com.cn/index.php/product-25092.html
http://www.hepmall.com.cn/index.php/product-25092.html
http://url.cn/43rPMl2
http://url.cn/43raTB7
http://url.cn/43rpmuK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820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8200.html
http://url.cn/43tIxVU
http://url.cn/43tIxVU
http://url.cn/43tBMPz
http://url.cn/43tLIjD
http://url.cn/43tLIjD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1/20/A01/355633.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1/20/A01/355633.shtml
https://sojump.com/jq/11732517.aspx
https://sojump.com/jq/1173251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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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顧力仁. 吳文津館長與美國東亞圖書館: 吳著《美國東亞圖書館發

展史及其他》讀後.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New Books: Recent and Forthcom

ing Publications in Taiwan, ROC (Monthly) ), December 2016: 44-48.htt

p://isbn.ncl.edu.tw/NCL_ISBNNet/C00_index.php?PHPSESSID=b606u4vgr32h9

rkhfa13ii5ag3&Pfile=3605&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width=900&heigh

t=650.” 图谋：“我的‘读后’是，吴文津先生堪称图书馆员榜样人物，致力

于将‘智慧与服务’贡献给图书馆事业，令人敬服不已！”

系统消息：“图谋 分享文件 吴文津《美国东亚图书馆发展史及其他》读

后.pdf 下载。”

1.3 问题求解

（1） 广图高人气现象背后原因的探寻

远归：“广图高人气现象背后的因果是什么？”图谋：“简答：事在人为。

脑筋急转弯：图输馆。广州图书馆高人气是因为：一方面积极谋求输入，一方面

积极谋求输出，输入输出形成良性互动。大多数图书馆处于较为尴尬境地，或许

是因为：（1）输入与输出很不协调；（2）‘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远归：“那还是多方力量形成合力，特别是广图的领导和馆员团队强。”清凉桐

影：“广图经费多，广州人民文化素养高，这也是重要的原因。”广州书童：“都

有，天时地利人和都有。”

（2） 图书馆学常用的研究方法

芝麻：“请教一个问题：图书馆学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呢？如果要建立一

个模型，是否需要明确说明用什么研究方法吗。” tianart：“研究方法有哲学

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 、专门研究方法 3个层次，不过于良芝老师的观点不拘于

此。调查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系统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型法、定量或定性

分析等等，太多了，图书馆学研究法兼容并包。” boson：“我理解，如果是一

般的论文没必要说用什么方法，但写申请书或是学位论文里面要求写方研究方

法。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一般的社科没什么区别，@tianart 老师好像没说实

验法，社科研究也会用到。我好像在本群传过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是经典

之作，可以看看。”

（3） 如何看待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和文献“热度”

碧海潮生：“知网改版了？增加了‘计量可视化分析’和文献‘热度’，怎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C00_index.php?PHPSESSID=b606u4vgr32h9rkhfa13ii5ag3&Pfile=3605&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width=900&height=650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C00_index.php?PHPSESSID=b606u4vgr32h9rkhfa13ii5ag3&Pfile=3605&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width=900&height=650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C00_index.php?PHPSESSID=b606u4vgr32h9rkhfa13ii5ag3&Pfile=3605&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width=900&height=650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C00_index.php?PHPSESSID=b606u4vgr32h9rkhfa13ii5ag3&Pfile=3605&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width=900&heigh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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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看待这两点？”gaozy：“计量可视化分析原先就有，只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提

出来。热度，有引文库，下载次数等统计，”图谋：“CNKI 的改版，个人粗略

体验了，有些‘知识服务’、‘知识发现’味道了。”

（4） 图情类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有哪些

张小懒*：“在某文件里读到‘省部级或全国性学术团体’……请问咱图情

类的全国性学术团体都有哪些啊？”Sparks：“中国图书馆学会。”图谋：“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学会 http://www.cast.org.cn/n17040442/n17042572

/index.htmlE-07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E-08 中国图书馆学会。”

（5） 文献灾难预案

Color：“图书馆有专门的文献灾难预案吗？”图谋：“关于图书馆危机管

理，刘兹恒等人有专门研究。所谓‘文献灾难’，拓展一下，很多内容是相关的。”

我徂东山：“文献灾难预警国外有，忘记是美国还是苏联的。一个实际作用的

案例是发生火灾后直接用水浇，然后把书冷冻，然后用特殊的技术处理，结果基

本恢复如初。数字资源的方案在银行领域很成熟了。” 小洋：“以前听讲座，

有个伊利诺伊州大学的老师讲过。还给我们看了一张表，有灾难级别及相关处

理。”

1.4 圕人堂发展

（1） 群名片规范公告

图谋：“圕人堂群计划于成员达到 1900 名之后，移除群昵称或群名片不规

范者。群昵称或群名片规范属于圕人堂的基础工作，恳请诸位成员支持。当前仍

有部分成员尚未调整到位，特此再次提醒。根据群规范‘成员昵称。圕人堂成员

昵称实名与否，自行选择，但以方便交流为宜，不能用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

昵称或不文明、不健康的昵称。’请群成员中显示的昵称或群名片存在以下情况

的尽快修改：1、重名；2、特殊字符；3、生僻字。届时群昵称或群名片不规范

者，将被移除出群。可以重新申请加群，但加群之后请规范一下。”

（2） 圕人堂新浪微博

图谋：“圕人堂新浪微博.http://weibo.com/libseeker?is_all=1 当前的

主要功能是推送《圕人堂周讯》信息，欢迎转发。每期推送到全体成员的周讯信

息，亦欢迎分享。”

http://www.cast.org.cn/n17040442/n17042572/index.html
http://www.cast.org.cn/n17040442/n17042572/index.html
http://weibo.com/libseeker?is_a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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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圕人堂的大牛

远归：“希望群主能把业界的大牛，请到‘图人堂’进行‘真人图书馆’活

动，这样‘堂会’龙门阵的层次肯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图谋：“希望大家能

稍微体谅一下‘群主’，圕人堂的‘群主’，实际上只是‘群辅’，要钱没钱，

要才没才，只好寄希望于群成员，群成员才是真正的群主。作为图谋的角度，圕

人堂确实希望能提供一个交流平台。‘真人图书馆’可以 24*7 不打烊。”寡人

图：“必须的，图书馆法即将出台，对于图书馆从业者，是一大福音。”图谋：

“还有一个实际是，据个人的观察，我不知道‘业界的大牛’是什么标准，但我

心目中的‘大牛’或‘准大牛’，已有不少在圕人堂群中。希望圕人堂的氛围能

激发他们进一步参与交流与分享。圕人堂成员中，有一定比例真算是我邀请来的。

种种原因，我觉得问心有愧，对不住诸位的‘捧场’。良好的交流氛围是，各取

所需，各得其所，各有所乐，各有所为。要达到这种境界，不易。刚有成员问我：

‘方便说一下都哪些大牛在群里吗，不用说哪个是哪个。就说一下都有谁，我们

好有个数。’我的回答是：U。” cpulib*：“每个人标准不同，但都值得学习。

图书馆馆员标杆更重于学术大牛，毕竟群里的大多还是以实践工作为主。”

1.5 日常讨论

（1） 图书馆数据库资源免费开放

碧海潮生：“国家图书馆免费开放 175 个数据库 http://url.cn/43gu0Tv。”

boson：“第几次看到了？这个是否已经确凿证伪了？还是真假参半？”图谋：

“不真不伪，过于夸张。这个提法本身也有问题。某校图书馆为该校师生免费开

放 n个数据库，如果这样表述，更易发现问题。”碧海潮生：“这样大范围的免

费开放如何规避用户在资源利用中的侵权风险？”图谋：“国家图书馆有其特殊

性，原本是主动服务迈出重要一步。过度宣传之后，后遗症恐怕不轻。这实际还

是一个度的问题。过犹不及。”星星：“每天只能下载几篇文章做侵权限制吧。”

tianart：“查阅国图官方网站，到国图办读者证，就可以使用 175 个数据库。

网站上实名注册，可以使用 70 个。无代办书证一说。”图谋：“上海图书馆对

注册读者提供的远程访问服务确实做得挺好。有机会到上海图书馆的可以办一

个。外地读者可以到上海图书馆办，很便捷。上图 99 种数字资源提供远程服务。

有的省级图书馆，设施很好，未提供数字资源远程访问服务。”清凉桐影：“并

不是所有的数字资源都提供远程访问的，肯定在购置资源的时候签过协议。能够

远程访问的都是按照协议开通的。”图谋：“公共图书馆基本是朝公图理念方向

努力。公共图书馆宣言，这些年卓有成效。”清凉桐影：“是啊，不仅仅流于形

http://url.cn/43gu0Tv


圕人堂周讯（总第 141期 201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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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式，而是真真正正的让读者得到了实惠。” 云卷云舒：“有高校图书馆馆长说

国图开放资源了，有的数据库就可以有选择性的不订或者有选择性的订购了请问

是真的吗。” gaozy：“这个问题的出现可以讲完全是外行。并不存在这样的情

况。我们这里专业解答多次。我简单讲两个原因，一，数据库商不可能允许这种

情况出现，二，即便允许，那么大的用户群体，想必使用效果也是令人头疼。”

（2） 图书馆学研究方向探讨

温情小*：“对于没有什么经费技术和相关实践项目的中小馆人员，是不是

从人文方面研究比较现实一些。”月夜：“其实图书馆学研究好的不少人并不是

图书馆学出身。因为图书馆学是交叉学科。比如郑永田，他研究美国图书馆史，

就是不错的方向。如果研究图书馆技术，很难脱颖而出。”温情小*：“月老师

研究的方向？”月夜：“目前还在学步阶段。距离人家还有差距。目前只是看书，

再想个研究方向 。不过现在研究阅读推广的很多。要打开知识面，先要有宽度，

才能有深度。但看看台湾同行写的东西，能给人启示。他们的文章，往往选题小

且独特，写起来很有意思。跟大陆的不一样。引用国外文献很多。一遍文章针对

一个问题，写得很细致。一般都是针对工作中急需解决的小问题。”惠*澈：“实

践中思考，阅读学习拔高，找到切入点或契合度。”书图同归：“台湾的学术类

文章，感觉他们调查很详细，不管是文献调查还是事实调查、数据调查。”

（3） 图书馆员的三个境界

风萧萧：“做好一个图书馆员有三个境界，第一你需要‘做你自己’，第二

你应该‘点亮他人’，第三你可以‘影响社会’。做你自己，其实就是做一个真

实的人，说来简单，也不简单；点亮他人，就是点亮读者，当然你首先需要换位

思考，假如你是读者，你希望得到怎样的服务；然后才是做一个图书馆员，以一

种职业精神和行业的力量，影响社会。”印度阿三：“工作，职业，事业。三重

境界。”闲在心上：“精神上的回报，是物质无可比拟的。事情做好了，自己开

心。” 碧海潮生：“不论是你选择了图书馆这个平台还是图书馆选择了你，既

然选择了就应该在本职工作上兢兢业业地将浮躁喧嚣的内心沉浸起来，做好本质

工作。”

（4） 图书馆不需要科研？

图书馆不需要科研’，这句话很可能完整的意思是：‘图书馆没有硬性任务’。

有些高校，当前搞目标管理，对二级学院有硬性考核要求。”雨过天晴：“ 嗯，

确实二级学院是学校的科研重点。”图谋：“武汉大学图书馆十二五期间的科研：

‘图书馆不断重视科研工作，不断完善科研管理办法，增设了馆内自创科研项目，

科研项目立项的级别、数量及科研经费不断提高，科学研究的队伍日益壮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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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五年来图书馆职工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

文社科基金、湖北省科技厅以及武汉大学的纵向横向科研项目 59 项，科研项目

经费总额 700 余万元。在各级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91 篇，出版著作 26

部。’。江苏大学图书馆十二五期间的科研：‘5 年来，主持承担了包括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重点项目等各级各类课题 30 余

项，取得了市、校级科研成果、教学成果奖 30 余项，授权专利 2 项，软件著

作权 3 项，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刊登在核心期刊的有 140 余篇。学

科点建设卓有成效，‘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2013 年再次获批成为校级重点（培

育）学科，2 届研究生班被评为省先进班集体，3 人获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国内外学术交流积极推进，多名馆员赴国外大学图书馆进修访问；国内外专家学

者来校访问交流 34 人次。《图书情报研究》学术期刊获批国际刊号，刊物特色

日益显现，影响力稳步提升。‘信息行为分析实验室’建设初具规模。’。”

（5） 引文的讨论

鐘大倌*：“按照前段时间南大公布的评价体系，上一届的核心期刊比普通

期刊在自引上有 30%的优势。因为自引可以最多占 30%。而普通期刊这自引 30%

就没有用。”cpulib*：“太注重引用也会出问题，有的学校鼓励自引。”水秀：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自引符合专业研究规律的。”鐘大倌*：“cssci 只承认

cssci 期刊的自引，而且最多可占 30%。”cpulib*：“应该研究研究中国人对国

外论文引用频次的贡献度，高产出论文也带来国外论文的高被引。”鐘大倌*：

“其实这根本不是 cssci 的问题，是引文分析理论的问题和不足，应该去找加菲

尔德。引用数据中除了自引，还有负面引用和中性引用。这些其实都应该剔除。

但是目前做不到，我曾经想过一个方法，即在引文中添加标识符，表明这条引用

是正面引用，负面引用和中性引用。”图谋：“其实这块早有人研究过。1990

年代，中国图书馆学报。关于引文的研究，具体篇名我没记住。”鐘大倌*：“我

那个时候看叶继元老师的全评价体系觉得激灵了一下，但是理论性太强，不好操

作。”鐘大倌*：“现在一谈到评价，就定量和定性相结合，都成套路了。叶老

师的全评价体系，已经大大的进步了。”海边：“如果对每个引用都标记正中负，

那工作量也太大了。”鐘大倌*：“引文标记让作者自己投稿时候标，工作量不

大。”图谋：“引文的情况，其实挺复杂的。可参考：王正兴. 引文支持分析研

究论纲[J].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04):77-81.”鐘大倌*：“其实图书馆学文

章的真正正面引用的很少，大部分都是中性引用。” boson：“叶继元及其学生

王岚、赵青对引用性质和引用深度有过研究。基于内容的引文分析法，如上下文

分析，全文本分析也是近年来的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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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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网十年，俺相随八载

热度 1 2017-1-20 00:36

我是 2009年 2月 9日，移情别恋，恋上了科学网。入住第 1天曾写了篇博文《科

学网，轻轻地我来了》，开头一句为“选择实名制的科学网博客，需要很大的勇

气，似乎还需要几分运气。”，结尾有“鄙人对科学网是十二分敬畏的。科学网高

人云集，俺一正宗草根，是否不利和谐？科学网侧重自然科学，俺偏好人文社会

科学 ...

242 次阅读|1 个评论

高校图书馆十三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摘编

2017-1-17 16:18

1 武汉大学图书馆举措 摘编自：武汉大学图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
2020) . 图书情报研究,2016,(03):46-55. 面临的问题：“在队伍建设方面，应对信

息化、数字化建设挑战的拔尖人才匮乏，青年馆员和部分高学历馆员队伍不稳，

流失较多，部分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亟待提高。” ...

397 次阅读|没有评论

图谋博客十二周年

2017-1-16 19:36

2017年 1月 28日为图谋博客十二周年，巧合的是，那一天为春节。 大约从两

周年开始写几行字“纪念”，每逢周年纪念一下。其实我自身亦未曾料想，可以这

样年复一年的纪念下去，且行且珍惜。 图谋博客大致分为三阶段：

2005.1.28——2009.2.9，主要是在博客网写博客；2009.2.9——2013.1.30， ...

382 次阅读|没有评论

闲话图书馆员培训

2017-1-15 18:39

关于图书馆员培训，近期或主动或被动，频频受关注。索性来篇闲话。 江苏省

的图书资料高级职称评审表中有“继续教育情况（国内外培训、进修或考察情

况）”，有同行向我咨询“一定搞出平均每年都得 72学时？”，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这块是“模糊处理”的。或许我算是比较幸运者，我自认为 ...

364 次阅读|没有评论

[转载]刘炜：图书馆员作为一种职业

2017-1-15 15:51

图谋按：上海图书馆刘炜先生《 图书馆员作为一种职业》演讲堪称“经典”，2009
年 5月以来时不时进入视线，但通常是作者信息被处理掉了。特此全文转载，让

其更好地“点亮图书馆员，影响图书馆员”。 信息来源：刘炜.图书馆员作为一种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871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2871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2871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820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2820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99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2799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77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2777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7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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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http://www.kevenlw.name/?p=1135. 2009年 5月 1日，“迎世博、讲传统、做

先锋 ...

408 次阅读|1 个评论

论点摘编：我国情报学理论的来源、应用及学科专属度研究

热度 1 2017-1-15 08:38

摘编：王芳，陈锋，祝娜，杨京.我国情报学理论的来源、应用及学科专属度研

究.情报学报,2016(11):1148-1164. 《情报学报》2016年 11期刊发了南开大学王

芳等《我国情报学理论的来源、应用及学科专属度研究》。该研究的主要创新性

贡献在于定义并计算了理论的学科专属度，标注并统计了我国情报学理论的来

源 ...

355 次阅读|1 个评论

研究的脚步

2017-1-14 08:35

近期，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申报启动。有动员申报项目的，有邀请做项目组成员的，

还有各种与项目申报相关的咨询。 领导动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我有 N个不申

报的理由。大致可以有：（1）力不从心。我当前承担有教育部项目，就算我申

报下来了，我哪有这么多精力做？领导说可以让课题组成员做，我 ...

528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6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2774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2774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66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2766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2766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74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2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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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17 年 1 月 16 日缴纳 QQ 年费超级会员费用 228 元，有效期至

2018-5-19。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11063.57 元。

（2）2017年1月20日14:00，群成员达1896人（活跃成员502人，占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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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梦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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