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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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第 142期 20170127 海边 整理

1.1新春祝福

图谋：“@全体成员，祝愿全体圕人:一生激扬智慧，一世精致服务，家家

吉祥如意，户户幸福安康!”图林胖虎：“谢谢图谋老师的祝福！祝全体成员新

春快乐！阖家欢乐！”天天有书香：“张怀涛以藏头露尾诗“雄鸡唱晓”“新春

似金”给您拜年！‘雄关风健吹日新，鸡迎旭阳冬含春。唱吟世情古今似，晓行

千里步步金。’”许继新：“祝大家：阖府安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鸡年大

吉!”jgs：“新年快乐！没有夸张的祝福语，没有华丽的台词，愿岁月静好，平

安、健康、和睦，新的一年，一切都好！”

1.2圕人堂发展篇

（1）梦想

图谋：“圕人堂有多个梦想。分享圕主题资源信息是其中之一。还有更多的，

比如形成圕主题知识库。一些较为常见的问题，直接‘调取’答案。”gaozy：

“Q&A？”图谋：“Q&A是一种形式，还可以有‘小百科’的形式。圕人堂 Q

Q群常见问题（FAQ）解答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2014

-12-29 ；应知应会图书馆知识简明问答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346

597.html2010-7-23 ；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知识简明问答 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213646-348433.html2010-7-30；上述形式，可以是第三种参考形式。圕人堂第

3个梦想是论点摘编。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中有参考样式。” 水秀：“很敬佩你

的各类分享，更希望我们能一起为图书馆事业做点事。”

（2）历程

图谋：“图谋写博客之前，常用的网名为‘a’，自 1999年启用，曾活跃于

寒网（寒心网络论坛）、学网（大学图书馆学报读者沙龙）、一网（网络图苑）、

e 线图情论坛等图情论坛。2014年 5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就是建圕人堂 QQ

群——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交流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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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群以来，有

幸得到了许多圕人的关爱与呵护。近期，试图在做进一步的努力，希望得到更多

圕人的关注与参与，让包括群成员在内的更多圕人切实受益。”水秀：“图谋的

想法很好，我也很想做点具有专业性的事。”图谋：“谢谢水秀！图谋喋喋不休

的‘告白’，或许算是一种信息公开，主要用意在意寻求知音，共同推动。”星

星：“中图学会和图书情报学会知道这个群吗？”图谋：“学会层面是否知道，

我还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部分学会成员就是群成员。甚至有成员还担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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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各类学会领导职务。圕人堂这样的空间，属于‘草根’的。圕人堂堂风：贴近

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浪子：“个人同感。”图谋：“寡人

图算是圕人堂结缘的，浪子则是通过大旗底下结缘的。个人与圕人结缘方式有多

种，前边说的寒网、学网、一网、e线图情，还有书社会、小木虫、科学网、图

书馆报、个人数本拙作、图情会议等。”寡人图：“机会很多的。”图谋：“个

人无论是‘a’也好，‘图谋’也罢，之所以有欣赏者、鼓励者，其根源也许在

于‘阳光常驻心田’，阳关无论多少，它能暖人心，既能自励，又能励人。”

（3）周讯

gaozy：“每周的周讯都很多干货，很多思想的闪光，我真替你们着急啊，

这么好的资源，真的要看。既有知识，又有思想。我觉得字里行间，能读出来很

多朋友的性格。真能交朋友。”图谋：“个人很赞同。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愿意投

入时间与精力的原因。有句广告词：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圕人堂周讯》是圕人

堂 QQ群的智慧结晶，目前出了 141期，期望她能够赢得更多关注与支持，明天

会更好。”碧海潮生：“祝愿圕人堂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好，碰撞出更多智慧的

火花。”图谋：“我联想起建群之初（2014年 6月 2日）提的‘三大法宝’。

圕人堂要持续保持活力，还得靠三大法宝：群成员、资源、服务。”

1.3招聘信息

hero8151：“黄淮学院招聘 http://u.eqxiu.com/s/VklRbZeP。”

1.4资源分享

图谋：“图书馆（学）在线课程联盟 http://lis.icourses.cn/ ，本联盟是由教育

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

会、‘爱课程’网联合发起成立、以建设与图书馆业务相关或图书馆学专业系列

在线开放课程（群）为主要目标的开放式协作共同体，旨在集聚业界 、学界资

源，优势互补，合力打造一批图书馆、图书馆学系列品牌课程，扩大图书馆与图

书馆学优质课程与资源的辐射面和受益面，更好地服务于图 书馆学专业教育、

图书馆用户教育、学科服务和继续教育培训，提升图书馆、图书馆学在‘互联网

+’时代的社会影响力。”

图谋：“ https://www.toutiao.com/i6379510689857274369/。武大版评价结果。”

碧海潮生：“看成南大的了。”图谋：“不同的评价标准与方法，结果是不同的。

数据源，权重赋值等，均是影响因素。”

朗月孤舟：““C刊”变“C扩” 一石激起千层浪 http://weibo.com/ttarticl

e/p/show?id=2309351000094066234122545527 。”

瑞比：“马格南摄影师用 40年时间，拍下了世界各地正在阅读的人们 http:

//www.jiemian.com/article/10776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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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art：“重磅！各学科高被引图书前三甲，你读过吗？ http://mp.weixin.q

q.com/s/yD6SHeiJij7NVDZNbPv2pQ 。” 武汉陈*：“@tianart 年报每年都出吗，

釆书可参考咯。电子版？”tianart：“印象里不是每年出的。”武汉陈*：“那就

是今年才出的？参考年报可购买一些各学科的经典书。”

碧海潮生：“图书馆杂志 2017年选题指南 http://url.cn/44B8Wcf。” 图谋：

“第二段的定位，说的挺好，个人比较期待能做成什么样。当前的学术期刊及其

评价体系，贴近实践的成果，难有立足之所。‘从 2017年起，本刊将加大对专

业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关注力度，进一步强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对图书馆事业的

指导作用。同时，继续秉承面向基层和 地方图书馆实践、关注普通图书馆员的

办刊特色，努力发扬图书馆学研究开放与创新的海派风格。’受当前主流期刊评

价体系的影响，学术期刊的同质化现象愈来愈严重。实事求是角度，当前图情领

域并不存在杂志类期刊。”河北芝麻：“杂志类的是什么风格的呢？”图谋：“作

为一行业或职业，成熟与否的标志，可以看其是否有杂志类报刊。美国《图书馆

杂志》是一种杂志。”

hanna：“双一流”建设实施细则正式发布 http://url.cn/44CCHVD。”

sonorous：“CINFO非通用语种数字资源推荐 http://url.cn/44DViy8。”

图谋：“2017 年 1月 27日图书馆报 http://url.cn/44DMJnz，跟随《图书馆

报》

的脚步走近秦皇岛市图书馆。本周《图书馆报》头版为秦皇岛市图书馆风彩。”

Rain：“为秦皇岛市图点赞。”

1.5日常讨论

（1）影响图书馆发展因素的另一视角

左右：“图书馆包容各色人才呀。”麦子：“转到图书馆像被处分一样。”

黑天鹅：“国内，很常见的一种人事安排。把那些教学岗位有问题或无法胜任的，

转移到教辅后勤岗位。”麦子：“这种做法其实是从制度上贬低图书馆从业人员

的地位。也就是间接说，没问题的人不去图书馆，去的人是有问题的。”黑天鹅：

“惯例如此。”gaozy：“国内高校通行做法是，教学研究不行的，想着塞进图

书馆。仅我知道的，我所在就有五人是能力不济，下放的。这么一说吧，可能也

会让一些人感觉不爽。完全没必要！因为图书馆门槛低，比如新书推荐，书库流

通管理，初中生都能干。认识到这点，就知道自己在图书馆完全是人才。”左右：

“厦大某潜规则女学生的博导后面好像也安排到了图书馆，国内处理类似问题都

成了惯例了。”水秀：“因为图书馆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其他都可忽略不计。”

rui：“很正常啊，各种犯错误的、各种有门子的都塞进图书馆。”豆*青：“换

个角度看，在为学校学科发展排忧。”rui：“说对了，中文博大精深就看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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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见过有人口灿莲花说得无比冠冕堂皇。”hanna：“国内高校通行做法，

是，教学研究不行的，想着塞进图书馆。”印度阿三：“作为专门从事多元信息

载体多维度位移的专业机构，需要各方人才。” 云卷云舒：“图书馆在社会中

的地位有多低，可见。有些图书馆人，可笑的排斥所有好层次服务，可在一般人

眼里，流通阅览就完全有学生工或临时工可干。别人搞搞科研，他说没他工作态

度好，和图书馆不相关，说风凉话，搞科研拿点钱，在学院不算啥，可图书馆同

事能咬到校长那里，非要和他们什么都不干的一样多，让学校职能部门感叹，图

书馆真不一样，给他们骨干激励一下，大家不是羡慕，去都这么干，反而是眼红，

以后不发了。阻碍图书馆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图书馆的观念。”rui：“自己不

上进努力的，他过剩的时间精力都用在了拉别人下来。”水秀：“这个问题也取

决于馆长。因为图书馆有 80％以上的人没有上进心，或者是说没有科研能力。”

月夜：“图书馆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体力劳动，不需要科研能力。”天行健：“二

八定律，在这里也适用。”水秀：“是的，但是这些因素会阻止图书馆的发展。”

月夜：“图书馆是学术性质的服务机构，不是真正的科研教学机构。不需要人人

有科研能力。”水秀：“因为这种混日子的观念严重的影响了图书馆的地位。”

河北芝麻：“我觉得科研就是一种爱好，一种追求，想搞的就搞，不想搞得就不

搞。没必要互相羡慕。”水秀：“但现实很残酷。”

（2）国外大学优秀的机构库服务

hanna：“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7889-1022733.html，喻海良教授回

国后建个人主页时，介绍了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图书馆的服务。下面介绍一下学

校图书馆提供的服务：1）学校图书馆会定期自动收集学校任何一位老师的学术

论文，并帮助添加到每一位老师的个人主页上。同时，区分每一位老师是否在卧

龙岗大学工作，或者不在卧龙岗大学工作。以上图中第一篇学术论文为例，Yu

H、Lu C、Kiet T、Li H、Godbole A都是卧龙岗大学的教师，以蓝色进行标示，

点击任何一个人，就进入到相应老师的个人主页。2）学校图书馆当收集到老师

的学术论文之后，会给论文的通讯作者或者 相关联系人员写邮件，要求提供论

文的投稿文件，他们把这些论文上传到学校数据库，作为开源管理。由于学校图

书馆的周到服务，每一位老师对自己的发表记录都是相对清楚的，而且每一个老

师的个人信息也是相对全面的。或许，就是因为这些服务，我们才认为国外的老

师的成果都好多。”中南民谢*：“机构知识库有这个功能。”信手拈来：“国

内的机构知识库也在努力这么做，但大多还不能令人满意，探索实践中。”

（3）论文绩效考核

河北芝麻：“我们这评职是 c刊的分数，比北大核心多一倍。但是考核是按

北大核心来的。还是 c刊的分量重一些，投稿的时候就会首选 c刊。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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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研究》压了些时日的稿子，今年才发出来，是比较郁闷的。”印度阿三：

“幸亏公图没 C刊考核，不然俺们只好……”河北芝麻：“我们是副高和正高

有考核，按北大核心来。”印度阿三：“要几篇？”河北芝麻：“副高是三年内

两篇，正高是三年内三篇。”印度阿三：“如果没达标会怎样？”河北芝麻：“下

一年每月扣点工资，可能是两三百。” 海边：“普通馆员的绩效也必须有论文

吗？”河北芝麻：“副高，正高。”

（4）公共图书馆营销

小肥羊：“省立中山图书馆真热闹，我现在在海南的一个地级市图书馆里面，

加起来不超过 30个人。海南这边文化事业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事业非常落后，可

能比很多西部地区都要落后。”静安：“去过三亚市图书馆，还可以。”小肥羊：

“我也跟当地的一些朋友聊过，为什么不去图书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书。虽然

环境不错，但是在老百姓的眼中，图书馆还是必须要有书的，否则还是吸引不到

读者来。”图坛刘编：“关键是图书馆必须供给侧改革，环境，产品，服务，到

位了，不愁没有读者。正如商场，广州的正佳，太古汇，等等，人流汹涌，关键

是供给侧改革。” 小肥羊：“一个地级市图书馆，才有 4个工作人员，说是跟

上面打了报告，要求增加工作人员，没有获批。”图坛刘编：“广州图书馆，客

流过千万，是因为位置吗？关键是环境，产品，服务。”小肥羊：“绝对跟位置

有关，你把它放在从化或者南沙去，不要说千万，百万都成问题。”图坛刘编：

“就看你能否给个性价比了。比如，来一位，发个金币。”gaozy：“要考虑到

群众知识饥渴，他们哪怕跋山涉水，也要去看书学习。这样的人，可能也有。”

图谋：“小肥羊说的地级市不知道大概有多少人口?”图坛刘编：“读者选择去

图书馆还是其他地方，他是理性人，会精算。如果图书馆合算，自然就去。因财

务，图书馆就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为用户创造价值，为用户降低成本。”小肥

羊：“人口 104万，其中市区常住人口超过 30万。”印度阿三：“人流量才是

关键。”广州书童：“好与不好不是一个方面原因促成的。”图坛刘编：“举一

例，于幼军省长，年轻人，每周骑两小时，从远郊到广东省图书馆借一周的书，

长年如此。他觉得距离不是问题，关键是价值。”gaozy：“供给侧改革，是一

个需要定力的事情。我觉得，也要考虑需求侧，供给侧乱改，需求没有侧了。人

家是法学博士，我们是圕人啊。”图坛刘编：“再举一例，搞什么什么研究的，

非要远涉重洋，去美国某某图书馆。也是因为价值。”广州书童：“中国目前的

阶段，图书馆不会没有需求。关键是怎么激发和创造需求。”gaozy：“我昨天

在县城看了一圈，县图书馆名存实亡。”图坛刘编：“膜拜车火了，为何？就是

为用户创造价值。”印度阿三：“已经解决了生存需求，追求更高的精神需求，

然而这种人太少。应该很少有人特意开车或骑车来图书馆。” 图坛刘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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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时候，也是普通的中学教师。就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快速成长，才有后来。”

gaozy：“确实是。榜样！”gaozy：“书童，你在发达地区待久了，不知道有

的地方，你说有书，不会有人，你说来发个鸡蛋，人都挤破头。”图谋：“图书

馆有美女馆员若干，可能会增加人气?”图坛刘编：“可以搞营销，借几本书，

写个读书笔记，发几个鸡蛋。这叫培育市场。图书馆需要培育市场。”图谋：“逛

博物馆，科技馆等有个体会，帅哥，美女多，此外还有志愿者（青少年）若干。”

gaozy：“刘编，对。可是图书馆没书啊！借的多了，就空了。”图坛刘编：“空

了再买。公司不怕产品断货，图书馆不惊书库借空。”gaozy：“有道理。”图

谋：“若干人共读一本书的形式也可以有。具体操作，可以有多模式。”湖商陈

*：“图书馆就是固态思维，千年不变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图谋：“图书

馆的"图书"得与时俱进，针对低龄的，整绘本馆，针对青少年的，整学习空间，

针对乐龄的，整养身馆......”小肥羊：“前提是政府必须投入，没有投入，空有

想法，也做不了。”广州书童：“这个行业是政府主导，要烧钱的。”图谋：“鸡

蛋，诞鸡。蛋鸡下蛋诞鸡。”图坛刘编：“政府是一个因素。图书馆工作者也是

一个因素。很多馆的馆员，压力不够，动力不足。在市场企业，完全不同。所以，

需要珍惜，少些牢骚，更加主动。”图谋：“好些时候真是知易行难，鞭长莫及。

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大多有几分辛酸甚至悲壮。”远归：“在堂里人基本都是

体制内的人，如果你是政府购买的图书馆外包公司的员工，那看问题角度和做事

的态度肯定不一样了。客观地讲，在目前的体制和机制下，拿着事业编的员工工

作动力和活力是不足的，有时也是无奈的。”广州书童：“人越少越好？”

（5）图书馆学研究方法

boson：“上面的讨论涉及到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的问题，南开大

学柯平老师正在从事此问题之研究。各位如果想对此尽一份力，不妨抽出几分钟

填写 一份调查问卷。感谢您关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研究。‘我们希

望透过问卷得到您最真实的心声！更期待您能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农村卷：

https://sojump.com/jq/11654218.aspx 城镇卷： https://sojump.com/jq/11654649.asp

x 本问卷只用于学术研究。我们保证您的信息安全’。”月夜：“图书馆学大量

使用问卷调查，还有其他研究方法吗？”boson：“问卷法是社会科学常用的方

法，其他学科也大量使用。过去的图书馆学思辩性文章过多，也常因此为人诟病。

图书情报学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社科的 常用方法如问卷法、访谈法、实验法、

田野调查等图书情报学当然也会采用。”月夜：“但现在用得太多了。其他方法

很少见到。尤其实验法，极少见到。再就是文献计量法研究的多。”boson：“国

外多一些，说不定实验法的文章发 ssci倒是个捷径哟。”月夜：“介绍国外高校

图书馆或国内知名高校图书馆的案例的多。还有，将经济管理理论运用到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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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

（6）“移动”图书馆游

gaozy：“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风土人情涨知识。年底休闲不忘开展真

人图书馆活动，各自分享风土人情，趣事，开阔群友视野，每个圕人都是一个移

动图书馆。”图谋：“刚到一个县图书馆转了转，总共订了有 100种左右期刊，

其中有一种为?图书馆杂志?。体现的或许是图书馆人的一种专业情怀，该刊原来

有业务实践研究成果，很接地气，近年好像没有了。如果是为了体现专业情怀，

个人觉得，基层图书馆可以考虑订一份图书馆报，或者由有关部门考虑配送一份。

当前的"研究"貌似很繁荣。大都属于研究天鹅肉的一千零一种吃法。小绵羊介绍

海南某地级市图书馆状况，那种情形可能是一种较为广泛存在的现状。我去了一

家县图书馆，2013年评估定级时定为二级图书馆。该县有人口 50余万。图书馆

的状态实际上很可能只是对付一下评估定级而已。”

（7）第六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

广州书童：“开展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 http://zwg

k.mcprc.gov.cn/auto255/201701/t20170117_477673.html。”图谋：“我粗略浏览了

这个评估文件。那估计大部分指标都爆表了，可以直接定为特级。对于县级图书

馆层次，如果真要较真，能挂二级馆的其实非常有限。”广州书童：“一大半副

省级图书馆都要降级。4.5万，死一半。”图谋：“必备条件中的年外借，年财

政拨款额是死穴。”广州书童：“面积也不是等闲之辈。”图谋：“面积好糊弄

一些。东部，中部，西部，这三个声部怎么分，个人存疑。江苏估计属于东部，

苏南，苏中，苏北，其实又属于三个层级。”广州书童：“不能这样分吧。”图

谋：“具体怎么分不清楚，只是说一下个人困惑。假如依照事实数据评分，三级

图书馆才是大多数。第五次时评估时，三级属于少数派。县级图书馆年财政拨款

二级馆的最低标准是 120万元每年，也就是 2013-2016需要 480万元，这个数字

比较好统计。二级图书馆必备条件年外借量最低标准是 9万册次，对于好多馆可

能是天文数字。广州图书馆 2016 的外借量是 787 万册，日均 2.5 万册。一级标

准是 95万册。广东省的县区图书馆不够的。教育局发通知的形式，不少馆实际

无法操作。到实地看一眼就知道。有的馆实际书很少，可外借的更少。真是一目

了然。”广州书童：“我负责那部分业务都超过地级市标准了。看来这次评估真

是想促进建设啊！不是要挂牌，而是要排队。一级馆含金量大增。”图谋：“部

分馆可能以后选用 2013版的牌，弃用 2017版。以评促建，重在建设。过去大家

都是"一级"或"二级"，反而不利建设。因为"知足"了。真正要达到"以评促建，以

评促管，以评促用"的目的，这个评估或许需分两步走，先是合格评估，通过合

格评估的才有资格进行定等级。对于不合格 的需要限期整改，否则主管及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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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得打屁屁，对于上等级的或进步快的，需要发棒棒糖。”boson：“这个东

东东部西部。东部西部相差非常大。想不到的是，中部再一些指标上甚至落后于

西部。”图谋：“有"中部洼地"一说。”广州书童：“我其实想知道副省级的区

怎么算？”印度阿三：“县处级。”广州书童：“如果这样，那广州就全妥了。

第五次评估的时候，广州的区都参照直辖市的区也就是地厅级评，都全部一级。”

gaozy：“如同分化成先进和一般类似。绞杀机制下，各行各业都有类似。你们

已经很好了，所以还得好，那些不行的，就让他不行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根

本没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相对的，假的。”

（8）拜年短信

图谋：“书骨精、图匪编过很给力的拜年短信。王波发布的 2012 年图书馆

员职业版拜年短信： 祝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订购成功，采访幸福！分类快乐，编

目收获！流通仁义，传递友情！剔除不爽，储存健康！尊老爱幼，夫妻恩爱！官

民和谐，事业辉煌！人人都会情报学，家家都是图舒馆！”水秀：“真真切切地

读书上对天，实实在在地做人下对地。横批: 福满人间。”

（9）重庆合川区图书馆

丹青：“党的十八大以来，合川区图书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在各级上级主管部门的带领下，我馆自觉投入到开展＂全民阅读、书香合

川＂等一系列读书活动宣传服务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来，

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创新、富有成效的服务工作，通过举办多种讲座、培训、展览、

活动，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精神内涵，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

増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 2017年 1月 26日上午，

合川区图书馆与合川区文联、合川区文委、合川区文化馆、合川区美术馆、合川

区书法家协会在合川区人民公园联合开展了《我们的中国梦.送欢乐下基层》活

动，合川区图书馆文化志愿者，向人民公园的广大巿民宣传文明行为知识，向市

民免费发放创建文明城区的宣传资料与环保袋，向市民宣传多到图书馆看书学

习，同时，合川区图书馆将南城分馆的＂同筑中国梦，共度书香年＂楹联文化展，

巡回到人民公园向游客展示，受到观看游客、群众的欢迎，嬴得了群众的赞扬与

好评。〈果晓红〉。”

总第 143期 20170203 宋晓莉 整理

1.1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系统消息：“海边 分享文件 圕人堂周讯（总第 142期 20170127）.pdf 下

载。”

碧海潮生：“http://url.cn/44ISPVe 图书馆报停刊通知。”gaozy：“图书馆

报是我们圕人的报纸，值得每个人订一份，会永远长青。我仅代表自己及我所知

http://url.cn/44ISP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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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多关心图书馆报的同志们，祝图书馆报越办越好！全体编辑事事如意！代表

一名圕人祝群里所有图情相关期刊越办越好，编辑老师万事大吉！作为一名图书

馆代表，希望数据库从业者事业步步高升，市场不断开拓，让我们一起，为知识

进步与创新服务！代表自己及家人，祝圕人堂所有朋友新春佳节快乐！”

丫头：“http://url.cn/44JO1r5谢谢，有你在——佛山市图书馆新年致读者。”

图谋：“http://m.eqxiu.com/s/cnmxUzWO?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

=0。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的微信拜年，很好的图书馆营销创意，转一下。” 水

秀：“这个微信拜年不用花钱，自己可做，下 APP软件就能做。我们馆还做了

这种新生入馆教育内容的。”tianart：“那个软件是易企秀@水秀 。”水秀：“嗯，

我们技术部的做的。”

芷芸：“http://v.ifeng.com/history/renwujingdian/m/201604/01851fe9-e291-46e

c-9d9c-108c99205553.shtml名人面对面，专访陈志武。”

维 A：“http://rsc.zknu.edu.cn/s/7/t/168/p/31/c/5328/d/5332/list.htm周口师范学

院人事处博士研究生招聘条件。”

hanna：“http://bookdao.com/article/392735/ 盘点过去，认清未来—王思迅：

出版业的若干老问题。” “这个访谈主要从出版业的角度出发，所以他们考虑

更多的是书怎么样才能卖出去。”

hanna：“阎学通：特朗普执政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http://www.aisixiang.com/

data/102944-2.html 这一篇里面有一段拿图书馆打比方讲国际秩序，很有意思。”

“我想说的是，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完全是两个事，根本不存在相等于、约等于。

你到图书馆去，图书馆的体系包括管理员，就是我们说的国际行为体；图书分类

有分区，这就是国际格局；然后有借书规定、还书规定，这是国际规范。这是图

书馆的体系。有没有秩序，从国际关系来讲是指有没有战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

都可能有战争，也可能没战争。不存在这个国际体系就有战争、那个国际体系就

没战争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同样的图书馆，都是管理员在管理，管理规则和管

理图书分类一样的情况下，有的图书馆有秩序，有的图书馆没秩序。这样我们就

分清了什么是国际体系，什么是国际格局，唯一的重叠就是国际规范。” hann

a：“把我们图书馆都讲到国际层面了。”城市天空：“感觉这个人不懂图书馆，

讲的很不专业，把图书馆硬套到他的学科。”水秀：“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样

的图书馆，同样的图书分类法，都是馆员管理，有的馆有秩序，有的馆就没有秩

序。”“比如，有许多高校馆的经费基本一样，管理系统都使用的汇文系统，中

图分类法，calis数据交流，部门设置及也不缺馆员，副研究馆员，但是情况却大

不相同。”星星：“因为人不同、管理模式不同。”水秀：“没想到能用图书馆

管理打比喻。”

http://url.cn/44JO1r5
http://m.eqxiu.com/s/cnmxUzWO?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m.eqxiu.com/s/cnmxUzWO?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v.ifeng.com/history/renwujingdian/m/201604/01851fe9-e291-46ec-9d9c-108c99205553.shtml
http://v.ifeng.com/history/renwujingdian/m/201604/01851fe9-e291-46ec-9d9c-108c99205553.shtml
http://rsc.zknu.edu.cn/s/7/t/168/p/31/c/5328/d/5332/list.htm
http://bookdao.com/article/392735/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944-2.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94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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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m：“王云才的科学网博客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

ce&uid=303458。”

图谋：“http://url.cn/44UOvpZ陈平原：人生得意须读书。”

南开图：“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27/c_129421928.htm《全

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发布。”

1.2期刊临时装订夹

此图片由凤凰提供

凤凰：“各位，这个期刊装订工具叫什么名称？有图书馆使用的吗？效果如

何？这个是我在国图看到的。”这个那个：“临时装订。”凤凰：“好像是专利

产品，第一次见到。@这个那个 你们在用？”这个那个：“也是参观看到的。”

二木：“我只是觉得临时成册用这种套子成本有点高。”图谋：“期刊合订夹，

看样子不错。有一定应用价值。代替长期保存装订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塑料易老

化，铁夹易锈。作为期刊打捆及期刊流通等有一定应用价值。”凤凰：“群里如

果有使用过或正在使用的老师，请指点下。”图谋：“各馆的管理模式与服务模

式不尽相同，若能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借鉴挺好的。当前，期刊及报纸的管理与服

务，在实践中比较伤脑筋。”水秀：“这个架子可以代替装订吗？”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345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3458
http://url.cn/44UOvpZ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27/c_1294219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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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片由图道提供

图道：“这种期刊夹感觉也不错。”贫尼爱*：“哪里买？”图道：“不清

楚，在香港看到的。”海边：“打孔了，骑马缝部分的内容，看不到了。”

1.3 春节期间在文化战线上辛勤工作的人们

广州书童 2017-01-27 15:14:59：“今日接待公众访问量（统计时间为 8:00

至 15:00）为 4569人次。”木：“大年三十还开放，辛苦辛苦。” 公共小*：

“过年值了三天班，都没捞着回家。”脂砚斋：“我们就大年三十闭馆。”小洋：

“我们这边公共馆都是国家法定的休。”脂砚斋：“我们节假日一般不会闭馆的，

一年到头只有大年三十那天。”广州书童：“我们除了周三闭馆，其他时间都不

闭馆，只是时间可能不同。”小洋：“看来每个地方情况不一样。”

biochem：“央广网合肥 1月 30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

除夕夜万家灯火团圆时，合肥一家 24小时营业的新华书店，不仅继续让无家可

归的流浪者和拾荒者过夜，还为他们特意准备了水饺，播放了春晚的直播，让人

们心中暖暖的。这家书店此前就曾经因为收留特殊人群免费过夜而走红网络，感

动了无数网友。”鐘大倌*：“这个新闻我好像几年前看过，还受过李克强的表

扬。也在合肥，不知道是不是一家书店。”碧海潮生：“合肥市长江路三孝口新

华书店（原科教书店）。”biochem：“我去年还去合肥开会。”碧海潮生：“前

几年重新装修升级改造的，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书店，合肥图书城改造后比三孝

口书店更气派，中科大的英才书苑是和安徽万品图书公司联合共建的，集典藏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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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体。”

1.4 中国诗词大赛百人团中的阅读推广人——王子龙

涟漪：“刚看完中国诗词大赛。很精彩！”水秀：“我也才看完，喜欢。王

子龙是百人团里唯一的图书馆人代表。”水中的鱼：“阅读推广人。”水秀：“他

同时也教大学语文。所以图书馆做阅读推广，到底应该如何开展，还值得研究。”

惠涓澈：“王子龙？阅读推广人？”水秀：“将阅读疗法工作推向新高度 中国

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天天有*“@石家庄学院王子龙 央视搭台诗芳芬，

从容答题满场春。心中常怀书香梦，出彩阅读推广人。”水秀：“那个王子龙不

是图书馆的人，但是热衷于做阅读推广。”惠涓澈：“好，还有王子龙热衷于做

阅读推广的个例我收藏了，谢谢你。”水秀：“你也在做阅读推广吗？我准备开

学了在图书馆成立一个小组。”惠涓澈：“嗯，近 3年边做研究边实践。”水秀：

“那比我有经验，向你学习！如有这方面的交流研究会议请告知。”惠涓澈：“中

图学会网站会有。我们阅读推广群也会有。”悦览树：“我也看了，王老师把阅

读推广做到了新高度。”

天天有*：“出彩阅读推广人——观‘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 http://blog.sina.

com.cn/s/blog_dbc3ff2b0102wx6a.html序：2017年 1月 29日（大年初二）晚，中

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开播，这实际上是媒体利用其优势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建设书香社会、促进全民阅读的好形式。1月 31日（大年初四）晚，

人称‘万词王’的石家庄学院大学语文教师兼图书馆阅读推广人王子龙老师表现

出色，圆满答对了全部题目，但是却因赛制规定暂离赛场。王老师留下了精彩的

一句话，颇具其阅读推广人的本色：‘我会继续努力，在阅读推广的道路上，让

不爰读书的人爱上读书，让喜欢读书的人找到好书’。图书馆界同仁纷纷予以点

赞。央视搭台诗芳芬，从容对答满场春。心中常怀书香梦，出彩阅读推广人。王

老师参赛视频链接：http://tv.cntv.cn/video/VSET100325703685/16d5ad4a72754a2f

ae7fe2b7c8510caahttp://tv.cctv.com/2017/01/31/VIDEY4UGkicof4IQoilCNzjp17013

1.shtml2017-01-31。”水秀：“说到读书的苦与乐，估计是要看读书读到什么层

次了，如果能对到蒲松龄写的读书读到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成度，那就是快乐的读

书。”

1.5发表在增刊上的论文在晋升职称等方面有用吗？

碧海潮生：“请教各位同仁，《图书情报工作》发行的增刊收取版面费吗？

谢谢！”诲人不倦：“收。”碧海潮生：“费用高吗？刚才看知网上《图书情报

工作》出版的增刊收录的文章也不少，不知道增刊上发表的严格来说算不算学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x6a.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x6a.html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325703685/16d5ad4a72754a2fae7fe2b7c8510caahttp:/tv.cctv.com/2017/01/31/VIDEY4UGkicof4IQoilCNzjp170131.shtml2017-01-31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325703685/16d5ad4a72754a2fae7fe2b7c8510caahttp:/tv.cctv.com/2017/01/31/VIDEY4UGkicof4IQoilCNzjp170131.shtml2017-01-31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325703685/16d5ad4a72754a2fae7fe2b7c8510caahttp:/tv.cctv.com/2017/01/31/VIDEY4UGkicof4IQoilCNzjp170131.shtml2017-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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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有的地方文件有说明增刊文章不计入学术科研成果，这样说的话是不是意

味着被增刊录用的文章质量就比较差，换句话来说，在增刊上发文就一点意义都

没有呢？”广东小*：“@碧海潮生 在科研评价中，增刊一般是不认可的。”碧

海潮生：“那有部分核心每年出几期增刊，且发文的作者也不少，这些作者发增

刊纯粹凑数量？”水秀：“增刊上的文章特别是核心刊的增刊文章还是不错的，

但是不算数。”碧海潮生：“没有看出版的增刊中的文章，不知道实际情况和一

般刊物差距有多大，之前也收到被增刊录用通知，一直没发增刊，电询编辑，编

辑回复增刊就是一般普刊，同一篇文章在增刊和专业普刊上比较发表，不知道增

刊的影响力是不是连普刊都不如呢。”水秀：“是的。”碧海潮生：“@水秀 不

算数每期也收不少文章，作者在明知增刊不算成果的情况下，还会交版面费在增

刊发表而不愿意改投不错的普刊？”广东小*：“@碧海潮生 在科研评价中，普

刊还可以算数，增刊连算数的资格都没有。”碧海潮生：“@广东小肥羊 那就

相当于可发可不发充数的了？”广东小*：“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发增刊。”

rui：“得看本单位怎么认定吧，有的地方增刊也算数所以发吧。”碧海潮生：

“刚在知网上看了几个核心收录的增刊文章目录，看选题和作者单位也比较有分

量，没弄清楚既然不认可怎么还有很多同仁愿意去发表。”水秀：“也有人看中

了核心刊的名头。”空山：“上班第一天，接到退稿邮件。说不适合他们刊建议

改投他刊。投的是图书馆核心期刊，是一篇书评。有什么图书馆核心期刊可以刊

发书评呢。”广州书童：“书评？可以试试论坛。”空山：“图书馆论坛?”书

图同归：“爝火书评。”空山：“那不是图书馆核心。”广州书童：“图书馆论

坛不是核心？谁和你说的？”书图同归：“图书馆论坛可是核心的核心了。”空

山：“爝火书评。我说的是这个不是。”鐘大倌*：“书评也不能算科研论文啊。”

rui：“我校书评不算科研成果。”水秀：“是核心刊。”鐘大倌*：“出版类的

期刊貌似有些会发书评。”rui：“跟刊物无关。”广州书童：“不管书评算不

算科研成果。但是核心期刊的栏目不算核心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水秀：“书评，

综述之类的文章我们学校都不算数。”rui：“我们也是。”空山：“懂了，那

就改投。”

总第 144期 20170210 生清 整理

1.1 新春祝福

tianart：“今天 23时 34分，将迎来农历鸡年第一个节气——立春。这是冬的结

束，春的起始。‘立春一日，百草回芽’，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陟负冰，大

自然万物复苏。春争日，一年大事不宜迟。一年之计在于春，改变，永远从当下

开始！加油！今日立春，最美祝福送给大家，祝大家春风得意，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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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源链接

系统消息：“自由战士分享文件，圕人堂周讯整理稿（总第 143 期 20170203）.

pdf 下载。”自由战士：“感谢关注周讯，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丰富周讯

的内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收看周讯，关注圕人堂的发展。”

广州书童：“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15-16年报 http://www.lcsd.gov.hk/de

pt/annualrpt/2015-16/sc/cultural/public-libraries/index.html。本署负责营运香港公共

图书馆网络共 68间固定图书馆和 12间流动图书馆。年内，全港 80间公共图书

馆外借的书籍及其他图书馆资料数目逾 5156万项。”

hanna：“教育部：提倡高校间同一地区人才设‘顶薪’http://edu.gmw.cn/2017-

02/04/content_23627622.htm。”

惠*澈：“湖南省‘一校一书’阅读推广网 http://hnyxys.hnu.edu.cn/。”

cici：“俞敏洪：纸质书 or电纸书？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I5O

TMxNQ==&mid=2650561621&idx=1&sn=6aaef98743277d0ba7cff4e39280b53e&c

hksm=878f2c89b0f8a59fa35e8aa1915f7586a6271c7766e668c2b725c926ab8897b227

dd5e34aa93&mpshare=1&scene=1&srcid=0205UDUTsZDa0ICIpNj4ztE2#rd”

惠*澈：“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所有问题，这篇文章都能解答 http://mp.we

ixin.qq.com/s?__biz=MzA4NTkzMTgwMA==&mid=2654926150&idx=1&sn=074a

658108cfdd95d3eb755ba9522d81&chksm=841a3731b36dbe27c2f1e31d171e6f5d4ac

9982c963227495d58d1d3c0338312cf880412cbbc&mpshare=1&scene=23&srcid=02

077ZJ4eKJWRdq0jhnSqzfc#rd！”图谋：“仅此而已分享的见闻挺好的，可供部

分图书馆的文化创意实践与探索参考。”

鲲鹏展翅：“这名诗词才女亮相央视才惊四座，一年读二三百本书 http://so

ciety.cnr.cn/news1/20170207/t20170207_523565319.html?hao123给学渣看《中国诗

词大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http://mt.sohu.com/20170205/n479955989.shtml 。”

夏雪：“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的

通知 http://zwgk.mcprc.gov.cn/auto255/201701/t20170117_477673.html。”

sonorous：“查询期刊是否被 SCI、SSCI、A&HCI收录，并获取影响因子？方法

在这里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YyNjYwNg==&mid=224748379

8&idx=1&sn=82ae219d978cb70bb677a1df2576e983&chksm=a695611791e2e80118

6f87a4d9aa762b2b6d8f33331175f460bf7f8e42c81bc287662e254109&mpshare=1&sc

ene=23&srcid=0209bvD3zsWW2vHlWknelHz9#rd！”

1.3 问题求助

（1） 《图书情报研究》是内刊吗

http://www.lcsd.gov.hk/
http://www.lcsd.gov.hk/dept/annualrpt/2015-16/sc/cultural/public-libraries/index.html
http://www.lcsd.gov.hk/dept/annualrpt/2015-16/sc/cultural/public-libraries/index.html
http://edu.gmw.cn/2017-02/04/content_23627622.htm
http://edu.gmw.cn/2017-02/04/content_23627622.htm
http://hnyxys.hnu.edu.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I5OTMxNQ==&mid=2650561621&idx=1&sn=6aaef98743277d0ba7cff4e39280b53e&chksm=878f2c89b0f8a59fa35e8aa1915f7586a6271c7766e668c2b725c926ab8897b227dd5e34aa93&mpshare=1&scene=1&srcid=0205UDUTsZDa0ICIpNj4ztE2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I5OTMxNQ==&mid=2650561621&idx=1&sn=6aaef98743277d0ba7cff4e39280b53e&chksm=878f2c89b0f8a59fa35e8aa1915f7586a6271c7766e668c2b725c926ab8897b227dd5e34aa93&mpshare=1&scene=1&srcid=0205UDUTsZDa0ICIpNj4ztE2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I5OTMxNQ==&mid=2650561621&idx=1&sn=6aaef98743277d0ba7cff4e39280b53e&chksm=878f2c89b0f8a59fa35e8aa1915f7586a6271c7766e668c2b725c926ab8897b227dd5e34aa93&mpshare=1&scene=1&srcid=0205UDUTsZDa0ICIpNj4ztE2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I5OTMxNQ==&mid=2650561621&idx=1&sn=6aaef98743277d0ba7cff4e39280b53e&chksm=878f2c89b0f8a59fa35e8aa1915f7586a6271c7766e668c2b725c926ab8897b227dd5e34aa93&mpshare=1&scene=1&srcid=0205UDUTsZDa0ICIpNj4ztE2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kzMTgwMA==&mid=2654926150&idx=1&sn=074a658108cfdd95d3eb755ba9522d81&chksm=841a3731b36dbe27c2f1e31d171e6f5d4ac9982c963227495d58d1d3c0338312cf880412cbbc&mpshare=1&scene=23&srcid=02077ZJ4eKJWRdq0jhnSqzfc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kzMTgwMA==&mid=2654926150&idx=1&sn=074a658108cfdd95d3eb755ba9522d81&chksm=841a3731b36dbe27c2f1e31d171e6f5d4ac9982c963227495d58d1d3c0338312cf880412cbbc&mpshare=1&scene=23&srcid=02077ZJ4eKJWRdq0jhnSqzfc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kzMTgwMA==&mid=2654926150&idx=1&sn=074a658108cfdd95d3eb755ba9522d81&chksm=841a3731b36dbe27c2f1e31d171e6f5d4ac9982c963227495d58d1d3c0338312cf880412cbbc&mpshare=1&scene=23&srcid=02077ZJ4eKJWRdq0jhnSqzfc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kzMTgwMA==&mid=2654926150&idx=1&sn=074a658108cfdd95d3eb755ba9522d81&chksm=841a3731b36dbe27c2f1e31d171e6f5d4ac9982c963227495d58d1d3c0338312cf880412cbbc&mpshare=1&scene=23&srcid=02077ZJ4eKJWRdq0jhnSqzfc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kzMTgwMA==&mid=2654926150&idx=1&sn=074a658108cfdd95d3eb755ba9522d81&chksm=841a3731b36dbe27c2f1e31d171e6f5d4ac9982c963227495d58d1d3c0338312cf880412cbbc&mpshare=1&scene=23&srcid=02077ZJ4eKJWRdq0jhnSqzfc
http://society.cnr.cn/news1/20170207/t20170207_523565319.html?hao123
http://society.cnr.cn/news1/20170207/t20170207_523565319.html?hao123
http://mt.sohu.com/20170205/n479955989.shtml
http://zwgk.mcprc.gov.cn/auto255/201701/t20170117_477673.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YyNjYwNg==&mid=2247483798&idx=1&sn=82ae219d978cb70bb677a1df2576e983&chksm=a695611791e2e801186f87a4d9aa762b2b6d8f33331175f460bf7f8e42c81bc287662e254109&mpshare=1&scene=23&srcid=0209bvD3zsWW2vHlWknelHz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YyNjYwNg==&mid=2247483798&idx=1&sn=82ae219d978cb70bb677a1df2576e983&chksm=a695611791e2e801186f87a4d9aa762b2b6d8f33331175f460bf7f8e42c81bc287662e254109&mpshare=1&scene=23&srcid=0209bvD3zsWW2vHlWknelHz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YyNjYwNg==&mid=2247483798&idx=1&sn=82ae219d978cb70bb677a1df2576e983&chksm=a695611791e2e801186f87a4d9aa762b2b6d8f33331175f460bf7f8e42c81bc287662e254109&mpshare=1&scene=23&srcid=0209bvD3zsWW2vHlWknelHz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YyNjYwNg==&mid=2247483798&idx=1&sn=82ae219d978cb70bb677a1df2576e983&chksm=a695611791e2e801186f87a4d9aa762b2b6d8f33331175f460bf7f8e42c81bc287662e254109&mpshare=1&scene=23&srcid=0209bvD3zsWW2vHlWknelH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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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兔：“麻烦问下《图书情报研究》是内刊吗？”碧海潮生：“不算内刊，

但缺少 CN。之前做过一个问卷调查，他们反馈，说自己不是内刊。”空山：“我

觉得是内刊，我们单位接收过没有出版号。”碧海潮生：“是有 ISSN，没有 C

N。”

（2） 微信答题为啥没有反应

燕大鄂君：“诗词大会，微信答题，有人遇到过点击确定没有反应的情况

吗？不知道是网络问题还是答题系统的问题。”空山：“应该是并发数限制。”

（3） 求十三五图书馆数字化图书资源建设规划

456：“求十三五图书馆数字化图书资源建设规划，谢谢。”图谋：“数字图

书馆论坛，图书情报研究 2016年刊发了若干图书馆的十三五发展规划，可参考，

具体到数字化图书另立个专门规划的可能性不大。”

广州书童：“图书馆数字化图书资源建设规划，是不是约等于数字资源建设规划？

还是字面上的意思图书数字化？”gaozy：“应该不能约等于，数字化图书资源，

我想他们规划的时候不外乎直接电子版和馆藏数字化。但时至今日，显然，图书

馆再做馆藏数字化需要真有特色资源。”广州书童：“一个绝大多数藏书别人都

有的图书馆把图书数字化，意义何在？”

水秀：“超星早就把许多馆的书数字化了，没必要重复。”碧海潮生：“超星数

字化图书和谷歌数字计划在合理使用之外存在不同吗？”水秀：“就是认为我们

行业内的重复性工作太厉害。”海边：“超星数字化的出版物比较旧吧。”中原

劲草：“新的还在版权保护期，你敢扫描？”燕大鄂君：“现在有公司做电子书

了，跟出版社合作的，哪个公司忘记了。”朗月孤舟：“三新吧。”kaNig*：“人

天也做。”

1.4 日常讨论

（1） 图情投稿信息

Sparks：“1.《中国图书馆学报》http://www.jlis.cn/jtlsc/ch/index.aspx

2.《图书情报工作》http://124.16.154.130:8080/lis/CN/model/index.shtml

3.《大学图书馆学报》http://www.scal.edu.cn/bjcb/dxtsgxb

4.《情报学报》http://qbxb.alljournals.net.cn/ch/index.aspx

5.《图书情报知识》http://manu03.magtech.com.cn:81/Jweb_tsqb/CN/volumn/c

urrent.shtml

6.《情报资料工作》http://qbzl.zlzx.org/CN/volumn/home.shtml

http://www.jlis.cn/jtlsc/ch/index.aspx
http://124.16.154.130:8080/lis/CN/model/index.shtml 
http://www.scal.edu.cn/bjcb/dxtsgxb
http://qbxb.alljournals.net.cn/ch/index.aspx
http://manu03.magtech.com.cn:81/Jweb_tsqb/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manu03.magtech.com.cn:81/Jweb_tsqb/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qbzl.zlzx.org/CN/volumn/home.s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142-144期 201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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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图书与情报》http://www.tsyqb.com/index.html

8.《情报杂志》http://www.qbzz.org/

9.《情报理论与实践》http://www.defenseonline.com.cn/qbll/top.htm

10.《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http://manu44.magtech.com.cn/Jwk_infotech_wk3/

CN/2096-3467/home.shtml

11.《情报科学》http://manu12.magtech.com.cn/Jweb_qbkx/CN/volumn/current.

shtml

12.《图书馆杂志》http://www.libraryjournal.com.cn/CN/volumn/home.shtml

13.《国家图书馆学刊》http://gtxk.nlc.gov.cn/ch/index.aspx

14.《图书馆论坛》http://tsglt.zslib.com.cn/CN/volumn/home.shtml

15.《图书馆建设》http://www.tsgjs.org.cn

16.《图书馆学研究》http://www.jlplib.com.cn/tsgxyj/

17.《图书馆》http://www.library.hn.cn/gbkw/tsgzz/

18. 《现代情报》http://221.8.56.50:90/Jwk_xdqb/CN/volumn/home.shtml

19. 《档案学研究》http://www.idangan.com/JournalX/authorLogOn.action

20. 《档案学通讯》投稿邮箱为 daxtx@X263.net。”

米米：“《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C刊里这个是新上的吧？”小洋：“这个是

原来的《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改名了。”空山：“这个主要发情报类的，大数据

啥的。”米米：“这名字不大好记。”空山：“这个杂志也不好通过。”鐘大倌

*：“图书情报技术，现在直接变成情报的了。”Sparks：“除了学报类期刊，

这个期刊名字够长。”

（2） 大学之问：图书馆该去哪儿？

天涯海角：“大学之问：图书馆该去哪儿？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

5MjIzNzAxNw==&mid=2653049973&idx=1&sn=564aa5c7ddfd01d73705ee8bec671

7ba&chksm=8ba6c9c3bcd140d5ceb163e956fcf1dd31520c0a2f56541a3e81e2d5bd1c

824c73da3d148b1e&mpshare=1&scene=23&srcid=0203NLm3MOcl0xeSZBoWp4m

3#rd”

水秀：“搞信息技术的人比做图书馆的人更努力，图书馆便会逐步让位。”雨过

天晴：“我倒是觉得图书馆会越来越回归人文，技术不过是手段。”脂砚斋：“支

持此话。”空山：“可以拉近图书馆与读者的心里距离。”雨过天晴：“是的，

以后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加强主动服务，个性化服务，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

离。”

小肥羊：“技术是图书馆发展的驱动力。”空山：“但个性化服务需要大量

http://www.tsyqb.com/index.html
http://www.qbzz.org/
http://www.defenseonline.com.cn/qbll/top.htm
http://manu44.magtech.com.cn/Jwk_infotech_wk3/CN/2096-3467/home.shtml
http://manu44.magtech.com.cn/Jwk_infotech_wk3/CN/2096-3467/home.shtml
http://manu12.magtech.com.cn/Jweb_qbkx/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manu12.magtech.com.cn/Jweb_qbkx/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www.libraryjournal.com.cn/CN/volumn/home.shtml
http://gtxk.nlc.gov.cn/ch/index.aspx
http://tsglt.zslib.com.cn/CN/volumn/home.shtml
http://www.tsgjs.org.cn
http://www.jlplib.com.cn/tsgxyj/
http://www.library.hn.cn/gbkw/tsgzz/
http://221.8.56.50:90/Jwk_xdqb/CN/volumn/home.shtm
http://www.idangan.com/JournalX/authorLogOn.actio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IzNzAxNw==&mid=2653049973&idx=1&sn=564aa5c7ddfd01d73705ee8bec6717ba&chksm=8ba6c9c3bcd140d5ceb163e956fcf1dd31520c0a2f56541a3e81e2d5bd1c824c73da3d148b1e&mpshare=1&scene=23&srcid=0203NLm3MOcl0xeSZBoWp4m3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IzNzAxNw==&mid=2653049973&idx=1&sn=564aa5c7ddfd01d73705ee8bec6717ba&chksm=8ba6c9c3bcd140d5ceb163e956fcf1dd31520c0a2f56541a3e81e2d5bd1c824c73da3d148b1e&mpshare=1&scene=23&srcid=0203NLm3MOcl0xeSZBoWp4m3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IzNzAxNw==&mid=2653049973&idx=1&sn=564aa5c7ddfd01d73705ee8bec6717ba&chksm=8ba6c9c3bcd140d5ceb163e956fcf1dd31520c0a2f56541a3e81e2d5bd1c824c73da3d148b1e&mpshare=1&scene=23&srcid=0203NLm3MOcl0xeSZBoWp4m3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IzNzAxNw==&mid=2653049973&idx=1&sn=564aa5c7ddfd01d73705ee8bec6717ba&chksm=8ba6c9c3bcd140d5ceb163e956fcf1dd31520c0a2f56541a3e81e2d5bd1c824c73da3d148b1e&mpshare=1&scene=23&srcid=0203NLm3MOcl0xeSZBoWp4m3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IzNzAxNw==&mid=2653049973&idx=1&sn=564aa5c7ddfd01d73705ee8bec6717ba&chksm=8ba6c9c3bcd140d5ceb163e956fcf1dd31520c0a2f56541a3e81e2d5bd1c824c73da3d148b1e&mpshare=1&scene=23&srcid=0203NLm3MOcl0xeSZBoWp4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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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精力人力，却是主流。”小肥羊：“新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图书馆个性化服

务的水平。”雨过天晴：“技术当然很重要，但只是手段，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是

人文。比如手机电脑不断的升级换代，是为了给使用者更好的体验，没有这个目

的，纯粹的为技术而技术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图书馆的发展得着眼于研究‘人’，

怎样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怎样让大家爱上读书，爱上图书馆，诸如此类。”

广州书童：“先做好基本，再搞个性化。基本服务没有做好，追求个性化就

舍本逐末了。我觉得中国有百分之十的高校图书馆，百分之五的公共图书馆能够

做好个性化服务就不错了。”

（3） 2017 年国家图书馆年俗文化展

丹青：“‘品书香 赏年俗’2017年国家图书馆年俗文化展，展览内容主要

有中华民族年俗文化贴春联、放鞭炮、包饺子、闹元宵、猜灯谜等。因春节是中

华民族最隆重、最盛大、最丰富的传统节日，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和群众对过年习

俗有更多的了解，让大家从浩瀚的典籍中窥得年节习俗文化的传承与流变，重温

扎根于心底的年味印记。

该图片展系国家图书馆提供资源，由合川区文化委主办、合川区图书馆承办。

展出时间是 2017年 1月 26日至 2月 26日，在合川区图书馆南城分馆展出。展

出图片有 36幅。该展览于 2017 年 1月 26日正式启动，对人们了解春节传统文

化习俗，探索创新都有深邃的思想内涵与价值。

展览展出后读者和群众观看的反映效果好。有的读者对图书馆工作人说：‘合

川图书馆，近几年举办的展览的确不错，内容很丰富，很有看头，让我们在图书

馆就可以了解世界新变化，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太好了！’。”

（4） 图情刊物投稿经验谈

空山：“C刊初审超出预计时间快 10天了，没有下一步提示，是不是退稿。”

惠*澈：“适逢过年，稍安毋躁。”空山：“编辑初选状态后，一直是责任编辑

初审，显示估计完成时间是元月 25日，然后就没状态了。”惠*澈：“过年去了，

耐心等待。”空山：“懂了，谢谢惠老师。”惠*澈：“投稿人不容易，过年都

牵心结果，祝愿顺利！”空山：“谢谢惠老师鼓励，一定继续努力。”

燕大鄂君：“投出去一篇文章，大家都希望快点知道结果，录用了就省心了，退

稿的话，尽快转投。”小洋：“是的，我上个月 2号的投了一篇，15号收到录

用通知，过年都喜滋滋的。”燕大鄂君：“才十三天，真是快啊，稿子质量杠杠

的。”空山：“什么杂志审稿这么快。”小洋：“一般的刊物。”

米米：“各位请问《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一般审稿多久？退稿的话一般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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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碧海潮生：“一般一个月左右。”米米：“退稿也要这么久吗？”碧海

潮生：“经初审、复审、专家外审再到返回，一般一月左右，如果中间如果没有

通过会发退稿通知，主要取决于稿件，快的半个月一个星期到，长的要一月。”

米米：“但这些审稿过程都不显示吧？只有刚到新稿和退稿（或录用）两个状态

吧？”碧海潮生：“对，他们稿件初审通过后都是纸质送审，系统不显示进度。”

米米：“那审稿的中间过程中是不是一直显示‘刚到新稿’？”碧海潮生：“不

是，通过后系统显示‘初审通过送审’。”米米：“那我稿子 24号投的，现在

还显示新稿，是还没开始审还是初审还没结束呢？”碧海潮生：“‘新稿件’就

是稿件还没处理中，等等吧，毕竟刚刚上班。”米米：“是不是得催催。”碧海

潮生：“那倒不必，现在的学术期刊审稿周期较以往已经大大缩短了。”

燕大鄂君：“外审专家一个月了还不审稿，是什么情况呢。卡在外审环节，

我是不是也不能咨询编辑部呢，好为难。”书图同归：“是不是到过年了，外审

难找。”书图同归：“只要不退稿，耐心等等应该就好。”燕大鄂君：“看样子

像，就是外审没有接。就怕晚了，有类似的论文出来类似选题。”空山：“我那

篇也在外审。”书图同归：“祝愿你们旗开得胜。”燕大鄂君：“我觉得外审，

一般有两周就差不多了。”书图同归：“如果不是跨年或者跨节，应该都会很快

的。”空山：“去年《图书馆学刊》外审就 28天。”燕大鄂君：“我的是一月

初就外审的，快 40天了。希望能快点吧，录也好，退也好，早点有结果最好。”

空山：“不过《图书馆学刊》终审很快，三天。”书图同归：“这样的话，还是

打电话问一下比较好，有时候有可能是系统问题。”Lee：“图书馆学刊审稿很

快，我的从初审到录用仅仅花了 9天。”燕大鄂君：“稿子杠杠的啊。”海边：

“《图书馆学刊》普刊，也这么热门？”碧海潮生：“主要是审稿快，不过版面

不便宜。”海边：“版面费多少？三页的样子。”碧海潮生：“前段时间投的九

千多字符收 1000版面。”海边：“不算贵。有家普刊，6千的要 1100呢。”

碧海潮生：“建议投《图书馆研究与工作》，装帧精美，编辑很认真负责，主要

的是不收版面费。”海边：“浙江出的？”碧海潮生：“对。”

碧海潮生：“那是《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收审稿费，50元/千字。每期出的文章

也比较多，期刊比较厚，官网有 oa出版，按折合版面收费。”

空山：“有投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杂志》的吗？初审已审回是啥意思。”碧海

潮生：“初审已经通过，下一步一般都是进入复审或外审。”空山：“这个杂志

审稿时间长不。”燕大鄂君：“反正一般是越久越有希望，好事多磨。”米米：

“拖的久久的才给你退稿才气死人，以前我记得初审通过就录用了，不知变了

没。”燕大鄂君：“就怕这样的，我有过这经历。我以前都是直接退稿，上次录

用的，一直初审，然后录用，打电话问，就说在审着，没更新，那时候好像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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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在改造。”kathy：“这个刊初审审回，一般是录用的意思。”cpulib*：“没

有吧，只是通过初审而已，网页上有说明。”碧海潮生：“现在期刊都要三审的，

有的刊物在系统里不显示后期审稿状态的，耐心等待吧。《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初审回也有很多退稿的。”空山：“初审已审回下一步是啥？”cpulib*：“该刊

外审可能还是纸质稿。”碧海潮生：“初审通过后，他们后续审稿都是纸质送审。”

空山：“是他们打印吗。”碧海潮生：“是的。”空山：“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杂

志，你们投的从初审到初审已审回多长时间。”燕大鄂君：“20多天吧。”

（5） 由主题餐厅议图书馆服务

甬图万：“今晚到西直门的凯德 MALL 逛了逛，逛饿了准备去吃南京大排档，

结果在必经之路上又一次路过了那家厕所主题的餐厅，我忍不住往里面瞅了一

眼，立刻神清气爽。

这家餐厅里面的所有的元素都是厕所的元素。首先，客人的座位都是抽水马

桶，我在想如果客人太入戏，进入了所谓的‘宾至如归’的感觉，那一定会拉出

来的。其次，盛菜的盘子都做成洁白的旱厕状，有的菜也故意做成便便状，结果

一桌人还吃得津津有味。另外一桌上只坐着一个人，是位端庄的美女，樱桃小嘴，

正细细品尝着堵了一旱厕的粥，那个画面实在是。太美我不敢看。

经过几秒钟的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我终于越过便便餐厅，来到南京大排档，

不过似乎还没吃就已经饱了。

这种厕所主题的餐厅最初是本科室友告诉我的，他说广东东莞有一家这样的

餐厅，我当时就嗤之以鼻，不过在北京一直没见到，今年年初路过这里的时候第

一次看到，这辈子真算是没白活。我一直怀疑厕所主题的餐厅的潜在客户群有多

大，直到前一段时间跟一朋友聊天，提到这个餐厅，他竟然非常兴奋地说：‘在

几层？我也要去吃！’

书上说：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

完全适应，需要大力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一直搞不懂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到底有多难满足，不过在看到厕所主题餐厅的火热之后，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转自搜狐）。”米米：“明白什么了？”图米：“是啊。我

也想问。”

甬图万：“图书馆服务的路还很长。”海边：“不能完全跟风吧，图书馆还有一

个文化导向功能。”图谋：“图书馆主题餐厅，有条件的还真可以尝试一下，估

计真可以双效。”甬图万：“我们这里有个机器人餐厅，生意很好。”海边：“机

器人当跑堂，这个不算文化吧。餐厅红火，是顾客为了睹这个‘人’，而不是吃。”

空山：“这个和阅读的关联是？”海边：“我觉得不算文化，所以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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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阿三：“饮食文化。”

张小懒*：“图书馆主题餐厅，重庆有，一直没来得及去打卡。书酒馆 http://wei

bo.com/u/5904578664?is_hot=1。吃饭喝酒的地方，也会组织一些读书活动。”海

边：“跟诗人的酒会一样啊。”张小懒*：“厕所主题的那个应该是便所？2011

年的时候重庆曾经开了好几家而且风靡一时，我承认我口味比较重。”米米：“怎

么吃的下去。”张小懒*：“右下：招牌便密黑干屎。就是冰激凌，味道不错。”

空山：“都是高手，我是吃不下去的。”海边：“有好奇心就没问题了。”

gaozy：“图书馆主题餐厅，与书有关，若高雅，必然曲高和寡，赔本赚哟呵。

辅之以亚文化，如包厢定制男女音的‘你吃饭我读书’，欧美亚洲风‘视频在桌

边’，低头吃饭可欣赏近万部低成本动作大片，各类亚文化图书杂志触手可及；

‘阅读导师伴你行’精选俊男靓女阅读导师；从真人图书，语音听书，自我看书

等多个角度吸引食客。想来必定是生意火爆，雅俗共赏。打出一个再常见不过的

口号：这，不仅仅是个餐厅……”海边：“它还是以餐厅主业为主，图书馆不能

本末倒置。”gaozy：“虽然我每去一个地方，都喜欢去图书馆看看，但没有图

书馆，我觉得，阅读，学习也不会停止。图书馆，就是锦上添花的，没有，行不

行？我觉得，没有，也行。”

图谋：“其实处处留心皆学问。有些图书馆本来就有餐厅，加点图书馆元素，使

得互利互惠，皆大欢喜，未尝不可。”gaozy：“有时候，刻意强调，反而凸显

其可有可无。每个餐厅都会播放音乐，似乎没听到音乐餐厅之类的。”gaozy：

“餐厅有书，和有音乐，应该是一样的。图谋：“图书馆元素，餐具，家具，宣

传画，陈列等等军可以动脑筋，馆史图片，馆舍风貌也可以。”gaozy：“情怀

不能当饭吃。锤子手机就是例子，搞来搞去都是锤子。有情怀的人，一般都不把

钱当钱。”

海边：“边吃边看书，也不是好习惯吧。”刘*平：“书籍上沾上饭菜食物比较

麻烦。”图谋：“凡事过有不及。图书馆主题餐厅的用意，更多的是放在图书馆

推广，展现图书馆人的"智慧与服务"。如图书馆界外搞，侧重其商业价值之余，

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社会效益，或许可以互利互惠。”gaozy：“耳边响死了熟悉

的旋律：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

的理由……红色之旅的图书馆大酒店深思言犹在耳，十年后，难道图书馆和大酒

店可以拥抱啦？”

图谋：“印象中，那个所谓图书馆大酒店中的‘图书馆’只是一个地名而已。如

果用意放在推广图书馆，提升图书馆，值得期待。图书馆主题酒店 https://m.bai

du.com/from=1001192k/bd_page_type=1/ssid=0/uid=0/pu=sz%401320_1001%2Ct

a%40iphone_2_4.4_3_537%2Cusm%401/baiduid=571E490773ECC7167C49901260

http://weibo.com/u/5904578664?is_hot=1
http://weibo.com/u/5904578664?is_ho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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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C09C/w=0_10_/t=iphone/l=3/tc?ref=www_iphone&lid=12515456779499140329

&order=7&fm=alop&tj=www_normal_7_0_10_title&vit=osres&m=8&srd=1&cltj=cl

oud_title&asres=1&title=以图书馆为主题的酒店&dict=30&w_qd=IlPT2AEptyoA_

yk5tx9d5eK63SFSdmMbwyUYfxa&sec=18750&di=b3c44a84d285a5bc&bdenc=1&t

ch=124.0.140.1812.3.1073&nsrc=IlPT2AEptyoA_yixCFOxXnANedT62v3IEQGG_y

RRBzq8nE3hgvHkE26oHDD5LTrIBSfws8H0sqcCwnyj_nh8mdID&eqid=adafd5a19

7ccf80010000005589c1068&wd=&clk_info=%7B"srcid"%3A"1599"%2C"tplname

"%3A"www_normal"%2C"t"%3A1486622852437%2C"xpath"%3A"div-a-h3"%7D&

qq-pf-to=pcqq.group”

甬图万：“能作为商业卖点，说明社会对图书馆认识更深一步。”图谋：“斋主

当年批评的图书馆大酒店是另外一回事 http://m.elong.com/lvyou/4681503/tour/a0

48rh7b.html?ssid=0&from=1001192k&uid=0&pu=usm@1,sz@1320_1001,ta@iphon

e_2_4.4_3_537&bd_page_type=1&baiduid=571E490773ECC7167C499012600AC09

C&tj=www_normal_1_0_10_title。”水秀：“图书馆应该就是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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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吉：春节归家所想

2017-2-13 10:39

（注：本文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内容，发布圕人堂成员通过提供的各类较为规整的

信息。欢迎圕人堂成员供稿，经选用信息，略致稿酬。） 春节归家所想 文/梅
吉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世界硒都，那里拥有着最最秀丽、最最静谧美好的自然景

致，连绵起伏的大山，奔腾而去的大江，蜿蜒曲折的小河，潺潺流动的小溪，那

里会让你 ...

77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共分享 17个文件。

http://m.elong.com/lvyou/4681503/tour/a048rh7b.html?ssid=0&from=1001192k&uid=0&pu=usm@1,sz@1320_1001,ta@iphone_2_4.4_3_537&bd_page_type=1&baiduid=571E490773ECC7167C499012600AC09C&tj=www_normal_1_0_10_title
http://m.elong.com/lvyou/4681503/tour/a048rh7b.html?ssid=0&from=1001192k&uid=0&pu=usm@1,sz@1320_1001,ta@iphone_2_4.4_3_537&bd_page_type=1&baiduid=571E490773ECC7167C499012600AC09C&tj=www_normal_1_0_10_title
http://m.elong.com/lvyou/4681503/tour/a048rh7b.html?ssid=0&from=1001192k&uid=0&pu=usm@1,sz@1320_1001,ta@iphone_2_4.4_3_537&bd_page_type=1&baiduid=571E490773ECC7167C499012600AC09C&tj=www_normal_1_0_10_title
http://m.elong.com/lvyou/4681503/tour/a048rh7b.html?ssid=0&from=1001192k&uid=0&pu=usm@1,sz@1320_1001,ta@iphone_2_4.4_3_537&bd_page_type=1&baiduid=571E490773ECC7167C499012600AC09C&tj=www_normal_1_0_10_title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329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3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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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圕人堂 QQ 群相册，“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文件夹中，群成员分享河北

省图书馆、河北省唐县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馆的照片数十张。

(2) 2017年 2月 10日 14:00，群成员达1899人（活跃成员378人，占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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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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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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生清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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