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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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图书情*：“2017年全国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征文与会议通

知：http://124.16.154.130:8080/lis/CN/model/index.shtml2017年 4月 5-8日在沈阳

市召开‘全国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将邀请国内图书馆服

务领域重要专家学者与一线工作者共同探讨和研究新形势下图书馆新型服务能

力提升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总结和分享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过去几年在新型服务

方面所做的成功探索，分析和解决当前和未来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面对新问

题与新挑战。现面向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征文。”图谋：“个人建议会议信息在

群文件分享的同时，大窗中来条‘简讯’，尽可能简短扼要。这样周讯中会收录，

科学网中会发布，扩大影响面。‘图情会议信息’的分享，圕人堂一向重视。《圕

人堂周讯》中‘图情会议信息’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板块。”图书情*：“4 月初

沈阳会议通知有了更新，添加了专家和报告题目及住宿酒店，请大家下载了解并

帮助宣传一下，谢谢。”

豆洪青*：“http://www.zjnb.lss.gov.cn/rsgl/gkzp/zpgg/201703/t20170302_2939

15.html。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公告。4 图书馆参考咨询

员 专技 2 负责图书情报、参考咨询相关工作 本科阶段为：图书馆学、信息资

源管理专业。研究生阶段为：图书情报一级学科或情报学、图书馆学二级学科专

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 通过大学英语 CET-6考试（或成绩

425分及以上）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2017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2、

历届生，年龄 35周岁以下。”

春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图书情报信息中心招聘启事 为适应学

院不断发展的需要，2017年我院图书情报信息中心计划调入工作人员 2名，现

将条件公布如下：1.要求具有事业编制，两年以上图书馆工作经历，图书资料系

列中级及以上职称；2.具有良好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遵纪守法，无不良记录；

3.有志于长期从事图书馆事业，作风正派，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4.

年龄在 40岁以下，男性优先，特别是有新馆建设和规划经验者优先；5.本科及

以上学历，图书、情报或计算机相关专业；6.英语四级及以上水平，具有较强文

字写作、组织策划、人际沟通能力；7.熟悉计算机操作，熟悉网站建设与维护。

待遇：录用人员按照事业专项政法编制调入，享受同级警察警衔相关待遇。联系

人：政治部人事处 李姝丽 电话：15640517513图书情报信息中心 刘文东 电

话：15640517211 2017年 3月 2日。”

http://124.16.154.130:8080/lis/CN/model/index.shtml
http://www.zjnb.lss.gov.cn/rsgl/gkzp/zpgg/201703/t20170302_293915.html
http://www.zjnb.lss.gov.cn/rsgl/gkzp/zpgg/201703/t20170302_2939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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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47期 20170303）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213646-1037311.html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gaozy：“周讯都是交流的精

华，我觉得每期看都很有看头，有时候还忍不住开心一笑。” 图谋：“147期

周讯日期应为《圕人堂周讯（总第 147期 20170302）》，是我犯的错误，下期

中说明一下。可能的原因是，我的助理工作，提前一天准备，误写了当天的日期。

抱歉！”

sonorous：“http://url.cn/45Z3Uhj。缩微文献典藏推荐——1850年前关于中

国的西方图书”

香草娃娃：“http://url.cn/45STzNJ。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图谋：“http://url.cn/45ZyXHC。抢鲜看！华师图书馆全新空间即将惊艳亮

相”。

梦里不*：“http://url.cn/45fBzL7。学院想改名为大学? 难! 教育部划出今后

高校改名红线(附近 6年全国改名高校名单)”

笨笨 99：“http://url.cn/45fIKGC。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怎么评？【中

国科讯】”

图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用户服务协议.http://www.nssd.or

g/terms.shtml协议中所列条款内容的最终所有权、解释权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

馆（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以下简称‘图书馆’）所有，图书馆完全遵守并执

行本协议所列条款及图书馆发布的其他操作规则。您只有在完全接受本协议并完

成注册程序，才能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以下简称‘期刊数据

库’）的注册用户，享受期刊数据库提供的用户服务。一旦用户注册成功，则用

户与期刊数据库自动形成协议关系，用户应当受本协议及操作规则的约束。请您

认真阅读本《用户服务协议》，并接受或不接受本协议。”

biochem：“有一种焦虑叫‘渴研’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

pace&uid=213646&do=blog&id=1037529。”“群主的科学网精选博文。”

图谋：“IGI Global电子期刊数据库中的图情期刊信息辑录 http://blog.scien

cenet.cn/blog-213646-1037818.htm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订购了 IGI Glo

bal电子期刊数据库（InfoSci-journals）171种期刊的访问权限，NSTL用户可向

NSTL申请 IGI Global电子期刊数据库的免费使用。本文辑录该数据库中图书馆

信息科学与技术（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学科信息。”

hanna：“http://m.bookdao.com/Article.aspx?id=393855。永远被模仿，从未

被超越——邹进：解读人天档案”

天天有*：“阅读推广的空间拓展《高校图书馆工作》2017 年第 1 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731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7311.html
http://url.cn/45Z3Uhj
http://url.cn/45STzNJ
http://url.cn/45ZyXHC
http://url.cn/45fBzL7
http://url.cn/45fIKGC
http://www.nssd.org/terms.shtml
http://www.nssd.org/terms.s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3752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3752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781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7818.html
http://m.bookdao.com/Article.aspx?id=39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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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yek.html [摘 要]图书馆阅读推广的

空间不只在自己馆内，而是触角延伸到哪里，空间就在哪里。空间条件不足会影

响阅读推广作用的发挥。阅读推广的空间拓展路向主要包括面向空间建构的拓

展、面向空间范围的拓展、面向空间形式的拓展、面向空间主题的拓展。阅读推

广的空间拓展方式主要包括内部空间拓展方式、外部空间拓展方式。参考文献

17。[关键词]阅读推广空间拓展、拓展路向、拓展方式。”

hanna：“正在看大图学报这一篇《书目数据的跨行业共享实践与研究——

以‘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图书的书目数据共享为例》。”小洋：“哦，我以

为你是在 APP上看到的。”hanna：“看的是纸本。”

朗月孤舟：“http://url.cn/45kTrlr。‘中国十大名校’之争，缘何让百度气急

败坏封贴？”

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 年第 1 期阅读推广系列。王新才，谢鑫

《阅读行为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实施阅读学分制的动力研究》；胡陈冲《“推-拉

理论”视角下高校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动因分析》；茆意宏，朱强，王波

《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现状与展望》；李薇《高校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品牌及

其常态化发展》。”

嗯 冰*：“http://www.chinaxwcb.com/2016-11/03/content_347311.htm高校图

书馆支撑科研评价和科研管理专题研讨会。”

星星：“http://url.cn/45lugC2。《退休之际的废话》。一位终身四级教授的

感言。”biochem：“这位四级教授为什么不干一辈子助教呢？”远归：“张鸣

老师是一位让人尊敬的好老师。临别赠言也是一家之言。在一个多元化时代，坚

定捍卫每一位说出真心话的权利。”biochem：“‘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出自

《孟子》的《离娄章句下》。孟子说：‘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

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 hanna：“张鸣的书看一两本就差不

多了。”biochem：“拿再多的课题，写再多的论文，出再多的书，拿再多的奖，

有时也不能说明你的贡献。”

图谋：“ACRL发布 2017年高等教育环境扫描报告 http://www.ala.org/acrl/s

ites/ala.org.acrl/files/content/publications/whitepapers/EnvironmentalScan2017.pdf E

very two years, the ACRL Research Planning and Review Committee releases

an environmental scan of higher education, including developments with the po

tential for continuing impact on academic libraries. The 2017 environmental sca

n provides a broad review of the current higher education landscape, with spec

ial focus on the state of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The document builds

on earlier ACRL reports, including the Top Trends in Academic Libraries. (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yek.html
http://url.cn/45kTrlr
http://www.chinaxwcb.com/2016-11/03/content_347311.htm
http://url.cn/45lugC2
http://www.ala.org/acrl/sites/ala.org.acrl/files/content/publications/whitepapers/EnvironmentalScan2017
http://www.ala.org/acrl/sites/ala.org.acrl/files/content/publications/whitepapers/EnvironmentalSca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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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件中已分享 EnvironmentalScan2017.pdf )。”

图谋：“《数字图书馆论坛》2017年第 2期 http://www.dlf.net.cn/articleshow.

asp?goods_name=2017%C4%EA%B5%DA2%C6%DA。”

海边：“ESI数据三月版已经发布。”“Current Product Source DatesThe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 database from Clarivate Analytics (formerly the

IP&S business of Thomson Reuters) has been updated as of March 9, 2017, to

cover a 10-year plus 12-month period, January 1, 2006 – December 31, 201

6. Data is updated bi-monthly (six times a year). This is the sixth bi-monthly

period of 2016.”

燕大鄂君：“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天津图书馆主办，从 2017年第一期开始，

给作者发放稿酬，还比较丰厚，这个刊已经开始行动了。”诲人不倦：“，可惜

不是南核了。”燕大鄂君：“估计是不是南核了，刊社想的一个吸引稿件的办法。”

“图情刊分为几类：第一类，不要版面费，给稿酬，第二类，不要版面费，不给

稿酬，第三类，收版面费，给稿酬第四类，收版面费，不给稿酬。”空谷幽兰：

“如果再有详细的刊名，报酬与核心与否等分类就好了。”北极：“是扩展板。”

图谋：“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刊投稿信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846563.html。”“圕人堂对于公益类的事情，会酌情支付稿酬。图谋本人

所做的事情，至目前皆是附赠品。”“关于投稿方面的信息不用车轱辘式地反复

‘再现’。”“圕人堂这样的空间，读者、作者、编者均在场，共知共建共享。”

1.3图书馆问卷调查

冰清玉洁：“各位前辈们好，我是武汉大学 14级的硕士，目前毕业论文在

写‘科研数据机构库联盟运行风险研究’，当前这个联盟还没有正式建立，需要

熟悉机构库或者科研数据的学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

经验对联盟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预判和评估。得知群里都是图书馆的资深馆员和

优秀学者，想请熟悉这方面的前辈们抽空帮忙填写一下问卷，多提提建议，万分

感谢啊！这是问卷地址 https://sojump.com/jq/12364231.aspx，麻烦大家了！”图

谋：“图谋认为冰清玉洁同学这种发放问卷调查的方式比较可取。说明了调查背

景、调查目的、调查对象，且有礼貌（体现于语言、红包）。凡利用圕人堂平台

（包括开展讨论、开展调查、引用《圕人堂周讯》等等）所形成的可公开的理

论或实践成果，欢迎在圕人堂进一步分享（可通过群文件或者提供导读信息等形

式）。这有助于形成良性回馈机制。”

Color：“麻烦大家帮俺填一下问卷，本人在读，实在是太难找图书馆调研

了啊，不得已只有在群里发了。谢谢 https://sojump.com/jq/12389912.aspx。”月

http://www.dlf.net.cn/articleshow.asp?goods_name=2017%C4%EA%B5%DA2%C6%DA
http://www.dlf.net.cn/articleshow.asp?goods_name=2017%C4%EA%B5%DA2%C6%DA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https://sojump.com/jq/12364231.aspx
https://sojump.com/jq/1238991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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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现在怎么到处问卷调查。”Color：“发给目标的馆，好多邮件不回，微

信不回，微博不回，打电话说找某号码，打过去又没人接。”月夜：“图书馆学

应该还有其他研究方法。”Color：“但是文献少的话，不调查问卷或者访问就

不清楚状况啊。”琼琚：“这个主题顶多也就只能问问图书馆负责人，一般工作

人员怎么会接触到这些问题？”琼琚：“所以选题的时候就要考虑题目的现实意

义和可操作性。”Color：“陕西省图书馆人家也是牵扯很多部门，但是就能做

到有问题回复清楚的。”广东小*：“你这个题目可能不适合用问卷收集数据，

访谈更好。” hanna：“国外问卷调查是要签保秘协议还要给钱。”

1.4问答与讨论

（1）已经发表的硕士论文能不能再拆成小论文去发表？

小洋：“问一次大家，刚才有个同事问我，他已经发表的硕士论文能不能再

拆成小论文去发表？她毕业四年了，知网上可以查到她硕士论文。”图谋：“现

在会比较麻烦。不少期刊会用 cnki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过一遍。”图书情*：“应

该不行，最好不要这样搞，浪费时间。” 海边：“研究生不发 SCI不能毕业，

他们的 SCI论文很多就是从学位论文里拆分的。”小洋：“那么，自己的文章被

知网检测出来，算重复的吗。” 图书情*：“算。”海边：“中文算。”

小洋：“又想发核心，又不能马上写出来，专业又小众。”海边：“可以延

伸啊。如果是真实的研究，有些东西没在学位论文里完全发挥出来，可以写论文

继续研究。”

（2）科研奖励扣税吗？

小洋：“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科研奖励扣税吗。就是有些学校发核心啊，SCI

有奖励。”海边：“扣。”小洋：“我们放在工资里，一起扣，有些应该拿 8

万，扣完才有 5万。”二木：“扣税如此厉害。”钟*：“科研奖励这么多？我

们学校一篇 cssci才 1500。”小洋：“我们是 5000。”钟*：“一篇 5000？这么

多。”cpulib*：“我们只有中图学报有奖励，其他没有。”书小弟：“cssci我

们不算，只有中文核心才算，而且只有 1500。”钟*：“我们学校只认 cssci，不

认中文核心。”小洋：“我们都认，都是一个价。”钟源：“第二作者有奖励吗。”

小洋：“钱都是发给第一作者，由第一作者来分。就是这么高的奖励，也没有几

个人能发。”cpulib*：“我们 SCI是 1000元起步，不扣税。”小洋：“为啥不

扣啊。我们都是放进工资发。”钟源：“分开发。”

（3）图书情报专业硕士考试分数线



圕人堂周讯（总第 148期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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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陈*：“今年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分数线那么高。”清凉桐影：“多少？”

陈*：“我们学校 230。”cpuli*：“450总分？”陈*：“总分 300。我师妹说前

年才 180，怎么涨了这么多。”广东小*：“可能今年普遍考的好。”陈*：“还

以为我们图情专业要火了。”云卷云舒：“这是自主划线的名牌大学吧，国家线

没那么高。国家线没出呢。”小洋：“现在的分都很高的。”云卷云舒：“去年

180。”363877*：“前几年 160……。”

（4）胶片投影仪

素问：“请教各位老师一下，这种早年的物件，一块透明塑料薄板上印刷文

字，是叫幻灯片还是什么？”图谋：“百度了一下：幻灯片又称作正片，是一种

底片或菲林。常见的规格有 135和 120两种。通常是彩色，但特殊目的也有黑白

的正片。也可用来印相或放大相片。现在通常说的幻灯片多指电子幻灯片（演示

文稿）。”“素问老师说的这个东西到也见过。估计徐跃权等老师比较熟悉。”

安哥拉兔：“@素问 这个叫做胶片，有专用的胶片投影仪。胶片可以是印刷好

的，也可以直接在空白胶片上手写文字。”biochem：“硕士研究生答辩时就用

的胶片投影仪。当时把答辩内容复印在投影胶片上。博士论文答辩时用的是幻灯

机，提前拍好正片，并做好幻灯片。当时的投影胶片、幻灯片都是自己做。”

（5）图书馆的轮岗制

海边：“给号这个工作，看各馆的管理细则了。你们同一种书居然给出不同

的分类号。”hanna：“没办法，老轮岗，生手太多，没传承，都乱套了。大轮

岗，什么岗什么人都可以做。”小伊：“大部分图书馆就是这样的啊。”hanna：

“不是，去深圳大学图书馆调研，他们就不是。”小伊：“北大图书馆更不是啊

这是小部分。”许继*：“轮岗不是问题吧，如果严格执行操作规范应该没什么

问题。”图谋：“当前的问题是缺乏较为规范的岗位职责、工作流程之类，随心

所欲、为所欲为的成分较大。还有就是工作量不均衡，激励机制乏力等，因此确

实会遇到许多困扰。”

（6）图书馆的年度考核

扣肉：“我不确定每年的年终总评，要不要留入档案。”图谋：“年度考核

是要入人事档案的。不知道你那年终总评，与年度考核是否是一回事。”扣肉：

“每学年末组织的。”朗月孤舟：“年度考核根本就没有良。优的比例也很少。”

扣肉：“我们是优、良、合格、不合规。按照考核结果发奖金。优的参照奖金标

准是 3000。”朗月孤舟：“@扣肉 那是学期考核吧。”扣肉：“但是人事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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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每人 3000给拨款的。那年我拿了 2500，意味着有别人分了我这剩余的 500。”

天涯海角：“我们是优，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很少优，其余全部是合格。”

扣肉：“年度考核本来就应该是看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我每天原编十张光盘，

套录两张光盘，我不觉得我工作干得不好。”图谋：“实事求是说，别人还真不

清楚到底是怎样的工作量。你那的原编光盘的活，比较专。”扣肉：“书籍的话，

一天普遍能原编多少，我还真不知道。我说的是外文书。我觉得一天能原编 20

种，也是不少了。”图谋：“图书馆的工作，其实有好些岗位的活需要比较专的。”

左右：“有时候能力太强，太出众也是容易被人惦记的，估计扣肉能力太出色了。”

扣肉：“不是专不专，我觉得就是你干工作要认真负责。”

寒潮：“学校对二级单位业绩考核，馆内对职工业绩考核。定岗定级，职工

根据自己的情况与能力申请岗位。”2014：“你们职工考核也做得挺不错的。@

寒潮 。”2014：“我们馆很难实施。”寒潮：“我们馆内有一学校任命的科级

人员，在馆内竞聘中业绩部分是最低的。主要是体制不同，学校政策不同。很多

工作需要时机。”

小洋：“我最近发现工作没突破，很痛苦。”小洋：“在采编岗发现很多数

据有问题，说不出问题出在哪里。跟领导说送我去国图培训，领导说那么远，经

费不够。”左右：“我之前是采访和编目验收都有涉及，觉得采访还是有点意思，

买到好书，把钱花出去内心挺有成就感的，编目就相对无趣些，我们馆对数据也

不是很讲究。”扣肉：“前一阵子刚看了德语西游记的故事，很感动。”印度阿

三：“各位做编目的一定要负责仔细，否则后面的人会痛苦死。”中原劲草：“这

需要长期积累和判断，一个好的编目员不是一天培养出来的。编目枯燥，主要是

量化的让人心烦，但若遇到好的书，编了还是想好好翻翻的。”扣肉：“我上周

五刚回溯的两张盘，今天就被学生借走了。”左右：“我们馆书架不够，新书不

够放，一直在下架，调整，影响读者找书的反而不是数据。”左右：“评估绝对

是校领导给图书馆拨款的一大动力之一，没有本科评估图书馆在高校的地位要下

降不少。”图谋：“编目质量如何，有个比较简易的观测法，用各馆的 opac随

便检索几本书看看。”

（7）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璎珞：“大家好，科技核心期刊的权威总览是哪个呢。”图谋：“关于‘科

技核心期刊权威总览’，这个概念本身或许不存在。需要加若干限定词方能表词

达意。国产侧重点为科技核心期刊有两家：（1）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 CSCD）创建于 1989

年，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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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

余种。（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见：http://sciencechina.cn/cscd_sour

ce.jsp）（2）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统计源刊 。”“关

于‘科技核心期刊’算得上‘权威’的还是基于Web of Science中的 SCIE，当

然里边又有很多套路，比如基于 JCR（期刊引证报告），分若干区。”“各机构

对‘权威’的定义不尽相同。”

1.5 学校数据库访问故障的排查及解决

无易、*：“各位同行，问一下各学校数据库访问故障的排查是哪个部门负

责的？“如果经数据库商测试后认为是学校网络设置的问题，而学校网络中心又

坚持认为网络正常，设置也未曾更改，遇到这种情况又该怎样解决？感觉老有这

种数据库商和网络中心扯皮的事情，不知道各个学校都是如何解决的。”BSxuyb：

“让数据库商和网络中心直接对接沟通。”无易、*：“但是网络中心是独立的

部门，跟图书馆没有关系，而图书馆技术部门又不能要求网络中心做各种测试和

配置。”gaozy：“有时候确实挺无奈，因为图书馆与网络中心相比，也是弱势。

有时候，网络技术人员完全不理图书馆员。思维不一样。”小洋：“建议请外援。

找个跟自己关系好的，计算机好的来看看问题。”无易、*：“是这样的，感觉

进入一个死循环，有没有哪个学校在这方面做的好的，介绍一下经验。”洞庭水

手：“@gaozy 我们上了一个新馆，现在就是跟信息中心不停的交涉。”BSxuyb：

“经验就是，图书馆技术部门与网络中心的人的沟通和关系非常重要。”gaozy：

“新馆信息化一块，都需要与网络信息部门沟通。”BSxuyb：“新馆信息化具

体指哪些？”图谋：“其实无法具体化的。在信息化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不存在

具体内容相同的图书馆。参考‘答案’是：现代图书馆（新图书馆）需要利用信

息技术设施，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争取尽可能地经济适用，让用户满意、馆员

满意、主管部门及相关投资方满意。”印度阿三：“具体来说就两件，硬件和软

件。”图谋：“第三件是服务。当前部分新馆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硬件、软件都

还挺高大上的，服务没转起来。”“或许服务也算‘中间件’，甚至‘中心件’

吧。”仗剑走*：“好多是重硬件轻软件，重投入轻应用，重设施轻服务。”哈

韩小*：“用师生意见倒逼网络中心，这个办法有点效，时间长了，校领导也烦

了，我们学校就是用这一招换下了网络中心头。”

1.6 图书的采购及经验

hanna：“很多人在图书馆都是分不清馆员和自身的区别的。采访、阅读推

广尤其要防止这样。”星星：“嗯，听说有些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也有这样的，

http://sciencechina.cn/cscd_source.jsp
http://sciencechina.cn/cscd_source.jsp


圕人堂周讯（总第 148期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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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给学生传宗教啊，灵修啥的。” hanna：“只买只推自己喜欢的书。”星星：“对，

所以采访阅读推广遴选人员的时候，要用有多元化思维的人。”hanna：“没有

图情专业训练的人更易如此。”星星：“是的， 有些非图情专业的馆员，特喜

欢买自己专业的书，比如国学、历史、计算机等等。”hanna：“我觉得法官、

律师、医生、主持人、图书馆员都是要把个人隐藏在职业之后的工作。”hanna：

“@清凉桐影 图书馆有为教学科研的任务且经费有限，实际操作起来自然有轻

重缓急。其实若学校有研究黄赌毒的专业和老师，图书馆也应该收藏。判断起来

很简单：为公为私。如有研究黄赌毒，即使公开出版物买不到，也应该想方设法

收集内部资料、‘不法’刊物。这才是图书馆应该做的事。”

cpulib*：“干嘛还要采访呢，不都直接招标了。”小洋：“招标了也要去现

采。”节能：“招标一般定的是资格，采访是去选书。”cpulib*：“我们都是去

3、4个人。”天行健：“应该这样说：招标了也可以去现采。”cpulib*：“现

采跟提供书目区别多大？”节能：“网购和商场购的区别，简单可以这么说

@cpulib2009 。”cpulib*：“几万种书，1、2天就能搞定？”节能：“现采会

就不是完成所有任务的。”cpulib*：“现采应该是以前网络不发达时期很实用。”

印度阿三：“我干过外采，很辛苦，但感觉比书目勾选好。”节能：“起码让你

看到书，不是一万条数据里选出一千条来。”印度阿三：“有一次去南京，干了

三天，到后面脚都走不动了。”小洋：“我们一般是去北京。”hanna：“@cpulib2009

现采可以了解很多，比如出版社特点，还可以挖到书目没有的书。现采很累，但

更有成就感。其实只有经过现采才能按书目选，否则是瞎蒙。”

碧海潮生：“各位老师，当前图书采访除传统的联合目录形式、现场采购以

及现在比较流行的读者决策采购外，还有其它比较有特色的图书采访形式吗？谢

谢！”天行健：“网络媒体结合，豆瓣书评很好。各式各样的读书、荐书排行榜。”

碧海潮生：“豆瓣书评对图书馆的采访工作是否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呢，换句话说，

国内高校图书馆在做采访工作的时候有高校通过荐购平台与豆瓣网进行互链，以

此来拓宽荐购渠道吗@天行健 。”天涯海角：“估计这都是馆员自己平常看看

吧。”天行健：“@碧海潮生 互链的情况不太清楚，至少能为采访补充一二吧。”

碧海潮生：“@天涯海角 若作为馆员采访工作参考使用，既要立足馆藏特色和

重点，同时考虑读者的需求，豆瓣书评作为一种参考吧。”天涯海角：“如果是

招标的话，书目以外的图书，书商往往配不到。”天行健：“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但可以现采嘛，也有其它采购方式并行。”天涯海角：“偶尔一两本可以，多了

行不通。”碧海潮生：“主客观因素存在，高折扣图书延期配送等等也常有。”

天行健：“做起来存在难度，但不能因为困难而轻易放弃。”天涯海角：“我们

现采也都是在书商提供的场所。”天涯海角：“如果图书馆除了招标，还留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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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灵活采购资金，可以考虑。”碧海潮生：“直接在现场采购吗？图书采访人

员是由图书馆、院系等部门老师共同参与吗。”天涯海角：“现采有老师参与。

平常没有，就是馆员自己选。”书小弟：“现在不知有多少高校还有留有部分灵

活经费？我们今年开始不行了。有些文献买不了。比如中小学教材。”天涯海角：

“我们多年前就不允许留一分钱了。”碧海潮生：“采购经费中不同类型的应该

有占比吧。”书小弟：“还有我们今年规定必须定额招标。对我们其实还是不利

工作的。”天涯海角：“不同类型指的是专业设置和学科建设吗？”碧海潮生：

“嗯。”书小弟：“跟国资解释，他们难以理解定额招标对我们的意味着什么。

专业书籍、纯粹休闲性读物。”天涯海角：“@书小弟 我们一直是定额招标，

图书馆提建议招资格标，国资说有腐败嫌疑，坚决否决了。”书小弟：“是的。”

碧海潮生：“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对图书馆来说弊大于利吧？”书小弟：“你们是

如何进行过程控制的？向您取取经而且我们今年金额也相对不小，440万。”天

涯海角：“@碧海潮生 我们至少 90%以上都是专业图书，休闲图书很少，尤其

经费减少后，更是必须保证专业图书。”书小弟：“是啊，但是我们只能照章办

事@碧海潮生。”天涯海角：“@书小弟 说实话，没法进行过程控制，因为一

旦招标成功，图书馆无权更换，所以书商基本上都在投标上下功夫。”/kaNig*：

“是的，过程很难控制。”书小弟：“我们今年第一次这样做。生怕招到不良书

商。”/kaNig*：“我们现在纸书也不断压缩。”天涯海角：“我们唯一的就是

告诉书商，如果不好的话，明年就不让你们中标。”天涯海角：“但实际上，效

果也不明显。”天涯海角：“因为招标专家中没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kaNig

*：“资质可以控制一下，尽量招有实力的书商。”天涯海角：“但是专家有时

候看中折扣。”/kaNig*：“@天涯海角 我们这边有图书馆的参与。”天涯海角：

“我们没有，说是让避嫌。”书小弟：“我们自己参与评标，去年是我去的。但

是主要还是抽中的专家为主。业主代表在另外一个房间。”/kaNig*：“专家庫

里抽的。”碧海潮生：“大部分招标还是看折扣吧，现在馆配中拼折扣的还是很

多的，使得很多优质馆配商敌不过资质差些的馆配公司。”天行健：“解决书商

还不容易，还能受对方摆布？@天涯海角 。”/kaNig*：“@书小弟 我们跟你们

类似。”书小弟：“是的。50 分折扣。”书小弟：“去年我们还是比较好的。

有两个图书馆的。”碧海潮生：“对中标后的馆配商后续服务的履行应该有强制

要求。”天行健：“一是合同 二是书单。”远归：“@碧海潮生 控制招标结果，

只能在招标书上做文章！最低价中标法，最不易控制，综合评分法，相对好一些。”

/kaNig*：“综合评分，他们都承诺可以。”

1.7 学科服务的实践及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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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北京大学学科服务新进展 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1037987.html摘编自：刘姝，唐勇，周璟 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

的学科服务研究——以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服务实践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

017（1）：58-62.作为学科服务的供给侧（服务的提供方、供给端），图书馆在

不断适应环境、资源和用户需求的变化，思考如何改革自己的服务理念、更新服

务资源、完善服务技术与服务手段等，在用户未表现出明确需求的时候就通过供

给端的主动创新为他们创造需求并予以满足。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北京大学学科

服务取得系列新进展。”广州书童：“供给侧改革，好东西啊。”图谋：“本人

做此类摘编工作逐字敲的，很少采用粘贴复制形式。因为粘贴复制通常会存在识

别效果不甚理想问题，逐字敲的过程也是学习与思考的过程。顺便回答一下之前

群成员的提问。”hanna：“看到纸本了，这篇还没看，现在好好看看。”图谋：

“我是看纸本敲的。”小洋：“感觉是人家资源真多，各种数据库，各种外文资

料，还有各种人才资源。”图谋：“关于北京大学学科服务新进展，我做这一摘

编的目的是：一方面，希望有助于学科服务进一步具体化（国内‘学科服务’开

展了 20年，似乎依然比较抽象）；一方面，希望更多有条件的馆见贤思齐，有

的放矢，循序渐进。”“细究起来，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促进期刊与实践工作之

间的‘连接’，尽绵薄之力。2017年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曾出现的摘编信息还有：

馆员培训中的‘软抵抗’成因及其对策、论点摘编：我国情报学理论的来源、应

用及学科专属度研究、高校图书馆十三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摘编、世界一流大学

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方向、图书馆数字技术应用发展方向、SCI创始人尤金·加菲

尔德传略。”我是一*：“我们图书馆做学科服务的人很少，粗通专业的人在这

样的地方毕竟不多，一个男同志都没有，像北大这样的学校的图书馆学科人才可

能会多一些。”小洋：“有时我们也想做，但苦于资源。有时真觉得在大馆、强

馆，人会越来越优秀。北大这个学科服务团队多好，还是肖老师带头。”清凉桐

影：“因为在大馆，强馆，不优秀的都淘汰了。”cpulib*：“关键是有团队。”

小洋：“天时地利人和占全了。” 图谋：“构建简明学科服务‘生态动力系

统’，大致是三力作用：学科服务主体动力、学科服务客体引力、学科服务环境

推力。有团队、有资源、有需求、有服务……有生于无。”boson：“@小洋 我

不觉得做好学科服务需要多么优秀的人才，一般的馆人才、资源固然不如北大，

却不是主要原因。现有人员的能力充分挖掘了吗？更多的原因在于‘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山伟勤：“现在做的学科服务，是指做某个主题或某个主题的

数据库（或文献推送）吗？还是文献综述？”山伟勤：“某个主题或者某个行业。”

肖*：“领导的理念决定团队的方向。”图谋：“关于学科服务，具体做什么做

成怎样？其实没有‘答案’。若要提供一个相对简洁的参考答案，大致为：了解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798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7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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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要什么及可能需要什么（略具前瞻性）、学科馆员自身了解自己能做什么

并可能得到用户认可，那就行动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

若需要更立体的参考答案，建议浏览：刘姝，唐勇，周璟 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

的学科服务研究——以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服务实践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

017（1）：58-62.如果要我提建议的话，我会建议，先进行一些文献调研，再立

足本校本馆实际进行优劣势分析，有所为有所不为，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当前

关于‘学科服务’这一主题，可以说已经生成了‘海量文献’，其中其实有不少

属于‘实践出真知’，可资参考借鉴。”Smart：“很好的建议，是应该立足实

际，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来分析是否有必要做，或者做到什么程度。”诲人不倦：

“希望有人能提炼出针对不同类型学校，不同类型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典型案例，

虽然不可能完全照搬，但至少在服务理念，服务方式方法等方面有更多的启发。”

图谋：“列举一个书单或参考书目：郭晶，余晓蔚主编. 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案

例精选.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05. 高凡著. 学科服务在大学图书馆

中的实践与发展.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04. 蔡莉静主编. 大学图书

馆学科服务理论与实践.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5.01.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编著. 学科服务进展与创新.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3.10. 孙坦，初景利主编.

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理论与方法.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04. 刘颖主编.

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10. 。”诲

人不倦：“对于大部分普通高校图书馆来说，能借鉴的实在太少，别提服务了，

连团队都很难组建。”图谋：“加强‘连接’很重要，当前重生产，轻应用。其

实不然，以《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案例精选》中的部分案例为例，其实就是普

通高校图书馆的探索与实践。”诲人不倦：“我觉得这些案例只能算是一个好的

开始，后续学科服务的成效评估，用户评价等方面很难有真实的数据支撑。”图

谋：“国内的学科服务实践与探索，如从 1998年起算，搞了近 20年了。”诲人

不倦：“我身边的例子，貌似 20年了，很多高校馆并未开展真正的所谓的学科

服务。”图谋：“虽然已产生了海量文献，但实践中基本还处于‘不明觉厉’、

‘一头雾水’阶段。”安哥拉兔：“学科服务，这个还是根据自己单位实际来探

索吧。能执行的就执行，不能执行的话，还是算了。”朗月孤舟：“图书馆做些

简单学科服务还是可以，但要做到高大上确实有点难！”cpulib*：“这需要尝试，

但现在都要量化工作，导致做了无用功啥也不算。”

海边：“群主能说说你们馆目前的学科服务有哪些？”远归：“学科服务是

图书馆读者服务的一个部分，有很多层次。最基础的层次，如学科资源建设、学

科文献推广、学科资源调研、学科资源使用辅导、学科网站建设，这些每一个图

书馆都应该去做。但绝大多数高校都没有去做、部门壁垒，体制中的动力不足，



圕人堂周讯（总第 148期 20160310）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15 -

各玩各还比较多。”远归：“在学科化服务上，我比较欣赏石家庄学院图书馆李

文革馆长在图书馆学科化服务上的探索。虽然他们不是重点高校，但图书馆为学

科服务的思路和方法，借得好好研究。” 寒潮：“学科服务应该根据自己馆的

实际情况和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来做。我们目前叫学科联络馆员。” 城市天空：

“推荐一本外文书，ASHGATE出版社 2006年出版的，《学科馆员：参与到学

习和教学环境中》。”

1.8 图书馆的传统借阅服务

山伟勤：“研究型图书馆是指高校还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都是？学科服务是

不是研究型图书馆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不是为了支持科研工作基于图书馆采购

资源深度利用的服务？像决策支持服务，服务对象是高等教育学科；图书馆之前

评价的其中两点借阅率到馆率；到现在，数字资源的访问量；图书馆从管理馆藏

为读者服务到利用数字资源为读者服务。”远归：“我所理解的图书馆基础级的

学科服务就是由原来的开门等客转变为主动到院部学科中开展资源建设、推广和

咨询工作，其实门槛并不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熟了，关系近了，所有的事

情并不难。”河海刘*：“踏踏实实做好基础服务，搞清楚本馆资源及服务状况，

服务态度好一些，工作积极些，能做到图书馆有问必答，解决基本问题就很棒了！”

远归：“客观地讲，图书馆基础级的流通、期刊借阅已经不需要什么人，那图书

馆专业人员岗位出路在哪里呢？学科化服务吧。”“看到一个数据，美国纽约某

个图书馆的传统借阅服务由原来的 70%转为现在的 30%。”

2014：“其实我也觉得基础服务非常重要，但不知道其他馆的情况，我们馆

目前流通一线基本都是各种安排到图书馆的人。目前国内高校馆本科生借阅服务

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吧。”河海刘*：“一问三不知的人肯定是不需要，问个一，

能回答到三的，那才是图书馆学定义的流通人才。”远归：“有的图书馆上了自

助借还系统后，都实行无人值守。”cpulib*：“我们是准备拆掉总服务台。”远

归：“图书馆的基础级的纸质图书、期刊借还，虽然重要，但日常的维护应该交

给辅助馆员来做了，专业馆员应该去干，动脑筋的细活了。如咨询、辅导、资源

建设、学科化服务、查新、宣传推广、信息素养教育等。”河海刘*：“书用的

不好，就说买的不好，那我们的借阅政策，我们的服务到底有没有跟上？要借的

书借不到，到底是没订，还是在编，还是没有上个架。没有纸本，我们有没有电

子的？没有纸本和电子的，我们是否有共享渠道？我们的流通馆员有多少人会了

解？有多少人会告诉读者？”cpulib*：“阅览室里还是要放一个人的。”2014：

“现在是基础服务也没做好，高大上的又跟不上。两头没着落。”河海刘*：“导

向有问题，基本状况搞不清楚，还搞高大上，是被领导忽悠搞运动。”2014：“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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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有到馆没几年的研究生嘛，我们馆平均年龄都快 50了。”

1.9圕人堂征集有关女性图书馆员先进事迹信息

图谋：“@全体成员 图书馆工作者中女性馆员是主力军，她们为图书馆事

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3月 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又称三八节、妇女节、三八

国际妇女节。值此节日之际，圕人堂征集有关女性图书馆员先进事迹信息。个体

的，集体的；简略的，详尽的；过去的，现在的……内容不拘，形式不限。”扣

肉：“三八妇女劳动节。”让子弹飞：“数量上占了大头，但是馆长比例太低。”

燕大鄂君：“中国式的。”让子弹飞：“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ALA 的头，女

的。”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马上发女同胞专属红包，男同胞领了最好退

回来，如果不退也无妨就算随喜。”书小弟：“ 3月 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又称三八节、妇女节、三八国际妇女节。而图书馆工作者中女性馆员是主力军，

在全国是如此，在我们馆也是如此，你们为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身为

男性图书馆工作者，向各位女同胞致敬，你们扛书能如男子，上架不输须眉；也

向家里作为男性馆员‘领导’的女同胞们致敬，她们对我们男性图书馆工作者报

以支持，任劳任怨！”图谋：“圕人堂发了 100个拼手气红包（共 200元），3

分钟内被领完。算是圕人堂的一个‘特别’节目吧。期待更多成员参与圕人堂今

日的主题活动：分享女性图书馆员先进事迹，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

图谋：“分享女性图书馆员先进事迹，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 http://blog.scien

cenet.cn/blog-213646-1038256.html图书馆工作者中，女性馆员是主力军，她们为

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3月 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又称三八节、妇女

节、三八国际妇女节。值此节日之际，圕人堂征集有关女性图书馆员先进事迹信

息，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可以是简略的，也可以是详尽的……内容

不拘，形式不限。”

图谋：“主题活动起个头。映山红：身边的榜样人物——记图书馆员方允璋

老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65474.html方允璋老师退休前是福建

省图书馆的一名的研究馆员，她在图书馆工作了近 30年，不停地学习，不停地

奋斗，在图书馆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精彩而美丽的人生篇章。非著名女图书馆员

吴志勤先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529734.html 钱亚新先生是著名

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索引学家，其夫人吴志勤先生是一名图书馆员，她追随

钱先生的脚步，默默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奉献一生。多阳.不忘初心，脚踏实地，

继往开来——访 2016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微光书苑创办人李翠利 http://124.

207.48.191/epaper/tsgb/2017/03/03/A03/story/44827.shtml。” 图谋：“用爱心、

信心、责任心构筑人生（2006年省‘三八’红旗手）——记延边图书馆副馆长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825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825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65474.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529734.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3/03/A03/story/44827.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3/03/A03/story/448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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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玉茹 http://women.jl.gov.cn/jgfc/jybz/sbhqs/200707/t20070713_283852.htm 沈玉

茹从业 20多年来，她将满腔热忱和全部心血倾注在她所热爱的图书馆事业之中。

图书馆的一草一木、一本书一位读者，无不连着她的情怀，牵着她的心愫。201

6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系列 2016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万群 http://2016cl

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67.html万群，天津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国家古籍修

复技艺传习导师。 仁心妙手，花开群芳。万群，古籍保护领军人。2016年中国

图书馆榜样人物——刘淑华.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63.html 青

春献基层，热血伴书香。刘淑华将智慧和汗水献给了基层文化事业，因工作出色，

曾先后荣获赤峰市第三届社会科学政府奖二等奖、赤峰市‘三 八’红旗手、内

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模范等荣誉。在她的领导下，赤峰市图书馆也成为全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领头羊。2016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李翠利.http:/

/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59.html 《中国妇女报》这么评价她：‘一

个农家女颇有创意的设想与行动，带动的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读书氛围，而是更

多人主动投入文化建设的热情； 在李翠利身上我们看到，新一代农民正日益成

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和智慧引领乡村文明，改变乡村的

精神风貌，创造属于他 们的精神家园。’2016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梁惜

文.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58.html保亭图书馆事业的推动者，

也是海南基层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2016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旦增卓玛.

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56.html 为推进图书自动化管理，她组

织全馆业务人员对馆内全部手工藏、汉目录进行回溯，建立起全新的网络数据化

目录体系；为让更多的孩子走进图书馆，她与同事一同打造‘阿佳讲故事’双语

少儿阅读推广活动，在拉萨起航。2016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汤更生.http:/

/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54.html 汤更生，北京大学毕业后入职国家

图书馆，二十八年来一直工作在为读者服务、为广大会员服务的第一线。无论是

面对问题，还是身处困境，她都能恪守图书馆员的职业本分，勇于担当，敢于创

新，锐意进取，在不同岗位上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她是图书馆生态圈的环保主

义者。2016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杨华.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

08/11852.html杨华长期从事图书馆管理、医学信息服务工作，致力于建设现代化、

数字化、专业化医院图书馆，为医院医疗、教学、科研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信息支

持。他积极建立完备的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及图书馆网站、微信微博平台，适时

开通手机客户端移动图书馆，使图书馆发展与信息化潮流相一致，并积极参与组

建本地区医院图书馆协会，为区域内医院图书馆建设树立了榜样。” 轩丞：“h

ttp://url.cn/45kCrHB。为她们点赞：有一群女性，她们爱岗敬业，低调谦和，她

们是图书馆员”

http://women.jl.gov.cn/jgfc/jybz/sbhqs/200707/t20070713_283852.htm
.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67.html
.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67.html
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63.html
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59.html
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59.html
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58.html
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56.html
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54.html
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54.html
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52.html
http://2016clac.lsc.org.cn/contents/1108/11852.html
http://url.cn/45kCrHB
http://url.cn/45kCr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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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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图书馆员先进事迹，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

2017-3-8 13:21

图书馆工作者中，女性馆员是主力军，她们为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3
月 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又称三八节、妇女节、三八国际妇女节。值此节日之

际，圕人堂征集有关女性图书馆员先进事迹信息，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

的，可以是简略的，也可以是详尽的……内容不拘，形式不限。圕人堂发了 100 ...

379 次阅读|没有评论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北京大学学科服务新进展

2017-3-7 09:35

摘编自：刘姝，唐勇，周璟 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学科服务研究——以北京大

学海洋研究院服务实践为例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1）：58-62. 原文全文： 供

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学科服务研究——以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服务实践为例.pdf
在图书馆的服务形式当中，探讨最多的当属学科服务。从之前学科馆 ...

485 次阅读|没有评论

IGI Global电子期刊数据库中的图情期刊信息辑录

热度 1 2017-3-6 12:19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订购了 IGI Global电子期刊数据库

（InfoSci-journals）171种期刊的访问权限，NSTL用户可向 NSTL申请 IGI Global
电子期刊数据库的免费使用。IGI Global（IGI）出版社总部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

州，旨在为科研学术人员提供权威性的研究和分析信息、最新动态、评论和争论

性信息。专业出版 ...

431 次阅读|1 个评论

有一种焦虑叫“渴研”
热度 6 2017-3-4 23:29

近年，我的科研产出很低，尤其是学术论文方面。作为曾经的“高产作者”，会有

一种莫名的不安。 早些年是有意放慢节奏，希望进一步夯实基础，降低产量提

升质量。稍后一些，可研时间锐减，因为小孩出生、妻子攻博，“大块时间”稀缺。

虽然曾经有过想做数篇像样文章的想法，且有一些资料积累 ...

4057 次阅读|6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1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825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3825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798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3798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781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3781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3781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752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3752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3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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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更正：第 147 期周讯日期应为 2017 年 3 月 3 日，即圕人堂周讯（总第

147 期 20170303）。

（2）3月 8日，圕人堂发放 100 个拼手气红包（共 200 元），3分钟内被领

完。图书馆工作者中，女性馆员是主力军，她们为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圕人堂该日主题活动：分享女性图书馆员先进事迹，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圕人

堂发展基金结余 10919.85 元。

（3）武汉大学 14 级的硕士冰清玉洁发放红包 50 元，开展问卷调查。图谋认

为冰清玉洁同学这种发放问卷调查的方式比较可取。说明了调查背景、调查目的、

调查对象，且有礼貌（体现于语言、红包）。凡利用圕人堂平台（包括开展讨论、

开展调查、引用《圕人堂周讯》等等）所形成的可公开的理论或实践成果，欢迎

在圕人堂进一步分享（可通过群文件或者提供导读信息等形式）。这有助于形成

良性回馈机制。

（4）2017年3月10日14:00，群成员达1894人（活跃成员333人，占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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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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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