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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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消息

图谋：“‘双一流’背景下数字资源发展研讨会

http://lib15.cqu.edu.cn/calis16/ ,主办单位：CALIS 管理中心、DRAA 理事会，

承办单位：重庆大学图书馆会议时间：2018 年 5 月 15 日-18 日。

会议 ppt 已经全部上网，需要老师可以自行下载：

http://lib15.cqu.edu.cn/calis16/view-39-192.html/mobile 。”慢蜗牛：

“http://lib15.cqu.edu.cn/calis16/userfiles/1/files/cms/article/2018/05

/02-DRAA2018%E5%B9%B4IOP%E6%95%B0%E6%8D%AE%E5%BA%93%E5%9F%B9%E8%AE%AD%E

5%91%A8-%E9%87%8D%E5%BA%86%E5%A4%A7%E5%AD%A6.pdf，双一流建设背景下，IOP

继续争当科研加速器，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nstitute of Physics，IOP），徐

涛先生。

http://lib15.cqu.edu.cn/calis16/userfiles/1/files/cms/article/2018/05/0

8-Slides%20for%202018%20DRAA%20conference%20Version%202.pdf ，洞悉科研影

响，掌握知识先机——wizdom 知识图谱介绍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肖苒苒女

士。”

会议君：“第十四届全球数字保存大会（IDCC）现全球火热征稿中！

http://url.cn/53MpB00 。”

会议君：“第二届阅读推广理论研讨会暨阅读与心理健康研讨会 10 月太原召开

http://url.cn/55TGbiT 。”

1.2 招聘信息

罗*饶：“ http://rsc.xznu.edu.cn/b8/e6/c1899a243942/page.htm 江苏师范大学

2018 年公开招聘教学科研辅助及管理岗位工作人员公告。”

1.3 同行分享

南航*翔：“别人家的毕业礼物 图书馆“阅读报告”证书，央视新闻

https://m.weibo.cn/pages/230442e8a60e5183cd7c28bd3d0c4e7ec74f2d/qq?sourc

eType=qq&from=107B095010&wm=2468_90004&uid=1599240845 。”

图谋：“图书馆家园:中大人的家国情怀—汶川地震灾后援助图书馆与志愿服务十周

年回顾(2008-2018) https://d.xiumi.us/stage/v5/33oGF/88287703#/ 。”

http://lib15.cqu.edu.cn/calis16/
http://lib15.cqu.edu.cn/calis16/view-39-192.html/mobile
http://lib15.cqu.edu.cn/calis16/userfiles/1/files/cms/article/2018/05/02-DRAA2018%E5%B9%B4IOP%E6%95%B0%E6%8D%AE%E5%BA%93%E5%9F%B9%E8%AE%AD%E5%91%A8-%E9%87%8D%E5%BA%86%E5%A4%A7%E5%AD%A6.pdf
http://lib15.cqu.edu.cn/calis16/userfiles/1/files/cms/article/2018/05/02-DRAA2018%E5%B9%B4IOP%E6%95%B0%E6%8D%AE%E5%BA%93%E5%9F%B9%E8%AE%AD%E5%91%A8-%E9%87%8D%E5%BA%86%E5%A4%A7%E5%AD%A6.pdf
http://lib15.cqu.edu.cn/calis16/userfiles/1/files/cms/article/2018/05/02-DRAA2018%E5%B9%B4IOP%E6%95%B0%E6%8D%AE%E5%BA%93%E5%9F%B9%E8%AE%AD%E5%91%A8-%E9%87%8D%E5%BA%86%E5%A4%A7%E5%AD%A6.pdf
http://lib15.cqu.edu.cn/calis16/userfiles/1/files/cms/article/2018/05/08-Slides%20for%202018%20DRAA%20conference%20Version%202.pdf
http://lib15.cqu.edu.cn/calis16/userfiles/1/files/cms/article/2018/05/08-Slides%20for%202018%20DRAA%20conference%20Version%202.pdf
http://url.cn/53MpB00
http://url.cn/55TGbiT
http://rsc.xznu.edu.cn/b8/e6/c1899a243942/page.htm
https://m.weibo.cn/pages/230442e8a60e5183cd7c28bd3d0c4e7ec74f2d/qq?sourceType=qq&from=107B095010&wm=2468_90004&uid=1599240845
https://m.weibo.cn/pages/230442e8a60e5183cd7c28bd3d0c4e7ec74f2d/qq?sourceType=qq&from=107B095010&wm=2468_90004&uid=1599240845
https://d.xiumi.us/stage/v5/33oGF/88287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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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煕：“这篇万字长文，把论文写作和投稿的事讲透了！http://url.cn/5g5mVmD 。”

图谋：“张月红：反思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http://url.cn/5RZ2psi 。”

孙*印：“广州发布全民阅读指数调查研究报告（2018）http://url.cn/5tEUui0 。”

蓝鲸大*：“奎子荐书《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 http://url.cn/5O3woLs 。”

道无言：“有奖活动|谁说图书馆员就是整理图书枯燥无味？今天就告诉你我和图书

馆的小趣事 http://url.cn/5o6k3Uo 。”

加减：“LIS 指数第二辑：2018 非图情档教育机构 LIS 科研能力排名

http://url.cn/5CfNsgV。”

星星：“南怀瑾的江湖｜大象公会 http://url.cn/5cREi0G 。”

清：“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 http://url.cn/5En4v4C 。”

不喝可乐：“‘如果我知道任何一本论著或一篇论文书名，香港大学图书馆一定会

免费、便捷地帮助我找到，且送到我空调充足、光线明亮、极其安静的办公室。’

我办公室又增添了最新英文论著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40687-1114284.html 。”

默默：“哈佛揭秘：图书馆那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http://www.bilibili.com/av10450220 。”

默默：“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https://url.cn/55HhZLZ 。”

默默：“上海最美图书馆——嘉定文图博新馆宣传片

http://www.bilibili.com/av6749495 。”

1.4 日常讨论

（1）勤工俭学的学生管理

星*：“图书馆的勤工俭学同学该如何管理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呢?”清：“监督。”

寡人图：“把资金控制好，就好办。如果控制不了钱就没办法。”星*：“钱不归馆

里管啊，财务统一发。发现大家就是积极性不高，更谈不上主动性了，不点不动。”

度量衡：“领导咋调动你积极性的哈,你也照样子画瓢。”汉汉：“我办公室勤工俭

学的同学每月工资按工作量计算，前提是把工作内容量化，并制定相应标准，工作

成果达到标准才记工作量。勤工俭学的钱由学校学生处出。”我是一云：“对学生

管理员进行岗前培训，对所做的工作有个大体认识，让带笔记记上较好。”星*：“我

们这是按小时计算，没有具具体工作量的计算。”天蝎小昭：“做的好的就多给几

个小时的工作，做的不好的就给少。我们就是这样。”Nightsky：“按小时计算。”

http://url.cn/5g5mVmD
http://url.cn/5RZ2psi
http://url.cn/5tEUui0
http://url.cn/5O3woLs
http://url.cn/5o6k3Uo
http://url.cn/5CfNsgV
http://url.cn/5cREi0G
http://url.cn/5En4v4C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40687-1114284.html
http://www.bilibili.com/av10450220
https://url.cn/55HhZLZ
http://www.bilibili.com/av674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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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库平台所收录的学位论文文本在查重系统中的作用

扣肉：“我想问一件事。某个平台收了我们学生的论文纸本，按理说是扫描成图像，

没法用于文字查重吧。难道还要进行 OCR？而且普通期刊，如果不把文字给它，也

恐怕很难用于查重。图片是没法用于查重的。”boson：“你以为数据库只扫描图像？”

扣肉：“他们要进行 OCR？”boson：“你没从 CAJ 文件中复制过文本吗？”扣肉：

“我一直以为得是版权单位给他文字格式的 PDF 才行。图片是不可能的。期刊排版，

很多是分栏的，进行 OCR 后，语义可能被打断。”boson：“不一定是 OCR，以前可

能用过 OCR。”沈师王*海：“[学位论文]收走时，直接带 word 文档的。可不只是

纸本。”扣肉：“我们的学生不给数据库平台。源文件不会给的。因为他们手里都

不一定有。”沈师王*海：“那可能你们不给，很多学校都给。而且，连本科生论文，

他们都要。”扣肉：“我们的学生中间改过很多次，论文的最终版可能是在复印社。”

boson：“给不给你不一定知道。商业数据库平台又不是从图书馆拿。”扣肉：“可

能。因为我校研究生院的工作状态向来是混乱的。还有,我们的学报，被某平台买断。

我们自己要看电子版，也还是要花钱订。”cpulib：“学位论文确实需要有高校图

书馆牵头建一个共享平台，数据库商拿去又高价卖出来。”叮咚：“很多时候，某

网都是从研究生院拿学位论文，拿免费查重的次数做交换。”扣肉：“技术上来说，

如果有的期刊独家授权给万方，那么该网是查不出来的。”cpulib：“反正我们学

校不允许。一篇都不能给。”

（3）文献引用原则

雨煕：“请教大家一个有关文献引用的问题，就是有些文献看了之后很有启发，但

并没有引用文中内容，这样的文献需要在正文中标注吗，如何标注？还有就是有些

期刊投搞要求参考文献必须引用本期刊多篇文献，但实际并未参考，这样的如何标

注，仅列文尾不在正文中标注吗?”图谋：“叶继元： 图书馆学引文规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2339.html ,摘编自：叶继元等著.

图书馆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M]._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118-128.这类问

题，可以从教科书中找答案。”boson：“学术引用并非全文照搬才是引用，有启发

就是引用。如果照搬原文，需要加引号，而这种直接引用的内容一般有长度限制。

有些期刊的引用本刊的要求属于学术不端，不应与之同流合污。”biochem：“如果

没有注明，完全相同的一句话都不可以引用。有的期刊就这样规定。科学网这方面

的博文海了去了。都是论文引用方面的。理科论文和文科论文的引用还不完全一样，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23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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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论文可以成段的引用原文，只要标注即可。理科论文（如生命科学论文）不能

成段引用，严格讲，一句话都不行，即使做了标注。有的期刊就是这样要求的，理

科期刊。我做过某期刊（发表的论文大都是文科方面的）的审读员（2008-2016)，

对文理科论文的引用多少了解一些。”boson：“除了一些学科的特殊性（比如需要

引用经典著作的原文），都不能大段引用。”biochem：“文科论文里，大段引用的

情况是常态。”boson：“文科和文科也大相径庭，大段引用一般出现在引用经典著

作的原文（文史哲），这和我们现在普遍探讨的引用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4）图书排架定位自动化

沈*林：“图客-您的图书管理专家_腾讯视频 图客-您的图书管理专家

https://v.qq.com/x/page/w0650kxsizf.html?__t=1&ptag=1.qq&_out=9。”道无言：

“有个小问题，发现错架后，还是需要人工纠正，如果能结合书架定位，每天盘点

后，在读者检索时直接重新定位，可能会更好。”沈*林：“可以重新定位。只要不

嫌放在架子上乱。”道无言：“少量还是可以，为少量图书错架要投入大量人力，

眼神不好，真不好办。”Lazycat：“重新定位只是减轻了馆员的工作，同时降低责

任心，长期下去，分类排架名存实亡，根本不能很好的显示馆藏文献体系，对于在

书架间浏览的读者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沈*林：“南图少儿部需求是，只要找得到,

不要排架。”*敏：“说实话，我觉得整个图书馆系统现在都走火入魔，偏离了。”

Lazycat：“少儿部情况很特殊，品种少而复本多，更新快。”道无言：“有些馆员

的责任心……”Lazycat：“如果是高校馆或专业馆，尤其是图书馆历史比较长的，

乱排是非常不可取的。”沈*林：“分区域使用。”道无言：“图书馆历史比较长的，

应是比较规范的。”Lazycat：“如果流通采用的是闭架借阅方式，随便排。最好按

照利用率高低排。分区域使用其实不是排架的范畴，应该属于典藏的范畴。”沈*

林：“说不定中图法就被历史淘汰了。”Lazycat：“在没有淘汰的时候，包括 marc，

还是要按照标准来工作。这些基础工作不需要‘创新’。否则这种‘创新’偏离了

读者、馆员的认知。使之无所适从。”沈*林：“是辅助。”Lazycat：“分区域的

方法，我觉得倒是可以参考以前的‘三线典藏’，但是在同一区域内还是需要秩序。”

apple：“规则一旦打破,想重建很难。”Lazycat：“重建是可以的，只要给钱也会

很快恢复。重排一个百万册的馆，也没多少钱，十几万吧。” 沈*林：“排两次呢，

不就一个机器人。http://netlab.nju.edu.cn/tooker/ 。”度量衡：“只能解决排

错架,不能解决书会在架外某处呢,我们需要的是北斗厘米级定位。”apple：“这个

能否加上机械臂,取出错架图书。馆员重新归位。”二木：“以中国的人口和就一岗

https://v.qq.com/x/page/w0650kxsizf.html?__t=1&ptag=1.qq&_out=9
http://netlab.nju.edu.cn/to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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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量而言，技术的革新，对图书馆员可不是什么好事。”沈*林：“机械臂的在研究。

RFID 可以做找书机器人。北斗在室内没法用。”道无言：“RFID 嫁接在平衡车上，

让车把人直接带到书那里。”apple：“这个属于精准定位，跟北斗不同吧。这个真

不懂。”Lazycat：“机械臂取放书，RFID 基本上无效了。简便的方法是把书架做

成小格子，严重浪费空间。否则检测、识别、动作太麻烦了。”度量衡：“参考洋

山无人码头,把图书馆所有地面、横面,竖面网格化，装定位芯片吧,估计能馆内都能

找到书,被整到馆外只能靠北斗或靠老天爷了。”印度阿三：“脑洞可以再可以开大

一点。”Lazycat：“无人码头那货物是多大，那个好解决。书太小。”印度阿三：

“那个自动运集装箱的系统？那个是本身货物是标准化的。它只要运货柜就可以了，

而且它相对路线简单，只是单向运行吧。可是这是书啊。”Lazycat：“书与货柜两

回事儿。”道无言：“对于广大的基层公共图书馆，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印度阿

三：“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道无言：“有多少书，有多少流通量，

要配这么好的设备？”广州书童：“有钱就上新设备，然后馆员就可以清闲下来准

备退休自然减员了。”雨人：“南大图书馆研发的 RFID 机器人，不知道对于图书定

位效果怎么样。带着机械手臂，可以自动取书。”

（5）图书馆参展人数是如何统计

yukisolo：“各位大佬，自己馆内举办展览的时候，参展人数是如何统计的呢？”

十七岁*：“我们是门口有门禁，根据数据估一下，包括现场情况。”yukisolo：“门

禁是展览厅的门禁嘛？我们没有固定展览厅，就在图书馆大厅，门禁是图书馆大门

门禁。” 十七岁*：“图书馆门禁。”

（6）北理工全自动书库及借还系统

Lazycat：“有人了解北理工那个全自动书库及借还系统吗？”aspire：“全自动书

库？”Lazycat：“是啊，全自动。读者只要选定图书然后就等着取书。不是那种小

型的街箱，是真正的书库。据说是要转让出售。”道无言：“要转让出售为什么，

不好吗？”雨人：“北理工的是不是和医院自动取药机一种原理？”Lazycat：“应

该是吧。技术应该很成熟的，就是看花多少钱。”录遥：“这个机器仅仅是扫描出

结果吧？”雨人：“对。要是能够加载机械手臂，取出图书，再放回准确位置。图

书馆盘点工作就轻松了。估计到时候一批工作人员要转岗了。”Lazycat：“但是需

要养一批高水平的技术工人，熟悉控制、机械的，还要有系统维护的工程师。只不

过是换了一批人而已。一次投入不低，维护费也低不了。”小桥流水：“转岗工作



圕人堂周讯（总第 210 期 20180518）

人员一般到什么岗位？”道无言：“我见过电动车装配线上有个吊电瓶的装置，工

人从来不用，一个电瓶多重、二十来斤，用那装置吊、搬、、对位、卸、装一个电

瓶，工人都要装完一个车的六个电瓶。”Lazycat：“这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吗？”

道无言：“未来什么岗位最不可替代，不能用机器的，要找好工作，盯准那些非人

力不可的。”BSxuyb：“管理机器的。”道无言：“人工智能机器人也许能设计、

制造机器人了，技术再进步点，机器人保姆也有了。”Lazycat：“到那时候还有图

书馆吗？可能有个图书馆博物馆。”apple：“而且是无人管理的图书馆博物馆。”

Lazycat：“而且还是归文物局管。”BSxuyb：“到时候就是机器负责干活，人负责

爱干嘛干嘛去。”Lazycat：“人负责给机器打工啊。”apple：“人负责向往的生

活。”沈*林：“机器是人的辅助。”

（7）数字资源利用率的计算

土人：“数字资源利用率咋计算呢？是不是某个数字资源的使用次数（阅览次数或

者下载次数）除以在校人数？或者是，某个数字资源库的被下载过的文献量/该数字

资源库的文献总量。”城市天空：“浏览、检索、下载、登录都是访问量。”土人：

“用访问量除以资源总量？？？还是用下载量，除以资源总量？？？下载量应该更

精确吧？”图谋：“还是要结合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单纯的出个数字。”

cpulib：“下载量图书馆自己统计的与数据库商统计的也不一致。”图谋：“应该

有多维度的综合分析。”

（8）群内在线调查问卷

华农李*：“现有一份关于‘高校图书馆馆员从事第二职业’的调查问卷，微信扫描

二维码（无需关注和隐私授权）直接填写！感谢您拨冗填写！”图谋：“作为实施

调查方，应多为调查对象着想，便于参与，以期提高调查研究结果的信度与效度。”

图谋：“比如我没在电脑前，无法识别二维码，有心出力却使不上劲。”

（9）多个出版社出版同一主编的书

道无言：“冰心儿童图书奖图书好几个出版社在出，同一个主编尹全生在两个出版

社出，什么情况，有盗版么？”wu：“可能不是一年的吧，换出版社了。”道无言：

“是同一年的，5、6、10 三个月的。”录遥：“这书可能有点问题？”道无言：“什

么原因？能说得明白点么？”录遥：“我不能准确回答你。因为找不到这书的信息。

我怀疑有问题。但是问出版社的朋友，得到的回答是这书是他们的。估计是和只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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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馆配。”南航*翔：“后面两家社像盗版。”

（10）论文检测具体操作的负责部门

loster：“知网论文检测具体操作是图书馆做还是教务处做？”扣肉：“主要还是

看校内部门分工。”tianart：“各个学校不一样，我们是科研考核与职称材料时图

书馆负责。”寡人图：“学生这块教务处，教师这块图书馆。”星*：“我们这都是

科研处做。”

（11）“双一流”背景下图书馆的学科服务

满哥：“现在很流行‘双一流’背景下的……，我一直不太明白，‘双一流’背景

下，给图书馆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发展背景呢或者说，‘双一流’给图书馆带来了

什么不一样的要求呢？”诲人不倦：“主要就是学科服务找到了真正的方向。”图

谋：“双一流馆还确实在做努力。”满哥：“这个真正方向是什么，全力以赴服务

一流学科？”诲人不倦：“我感觉是的，服务学科建设变得尤为重要。”图谋：“之

前介绍了东南大学的探索与实践。”Smart：“东南大学是怎样实践的？”诲人不倦：

“东南大学也是情报服务于学科建设。”图谋：“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提供了一点线

索。” Smart：“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0099.html。”满

哥：“其实双一流建设学科，本来就是各校的龙头学科，本来就是重点服务对象。

但是双一流学科的评定本来也是有争议的。比如敝校，工商管理学科很好的，但是

这次没进双一流，难道图书馆能把这个学科列入第二梯队服务对象？况且，别的学

科就算当前没有很强，但是整个学科发展势头比较猛，需求多，图书馆也不好说你

靠边等等吧。”录遥：“加上双一流就更有理由申请经费了，这可能是给图书馆带

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当然没评上双一流的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cpulib：“双一

流高校图书馆资源比较饱和，要做的是优化。”满哥：“我总觉得图书馆应该为服

务对象提供的是无差异服务。”子非鱼：“图书馆对不同服务对象提供的绝对是有

差异服务。”满哥：“理论上呢？”子非鱼：“最简单的，针对本科生的服务和针

对教师的学科服务，肯定有差异。借还书的馆员，和做学科服务、科技查新的馆员

提供的服务层次肯定不一样。”满哥：“那是分工的不同，和读者需求的不同。”

子非鱼：“……，我持保留意见。”满哥：“我理解的无差异，是一旦读者有需求，

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是一样的。可能角度不一样。”秋：“你的意思应该是资源无倾

斜吧？”满哥：“我们的学科服务，每个学科都有去推动。但是主要还是学院的反

应，决定学科服务的深入程度如何。好像很难特别倾斜双一流学科。可以做个普及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00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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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双一流’给高校图书馆发展带来的不一样的机遇和方向，图书馆如何应对。”

图谋：“其实当前在摸着石头过河。”满哥：“先行先试，及时分享。”图谋：“探

索这一环也是不可或缺的。”

（12）高级职称在校内还是在省里评审？

奋斗：“听说从今年开始，图书馆的高级职称通通要在校内评审了，图书馆员的评

审标准难道也要跟学院老师同样的吗？”迷茫的：“目前没有可行性。”沈*林：“南

大一直在学校评。”奋斗：“是真正实施了。从今年开始，我听学校老师说的。”

迷茫的：“不同的省份可能不一样吧。”奋斗：“全国性的。”迷茫的：“安徽这

边没听说。”奋斗：“但今年不同了，是校内评审，省里顶多是审批。”巴莱：“我

看校内评也行，送到校外也不见得优势，多一道程序，还多交评审费。”cpulib：

“有文件吗？”迷茫的：“安徽这边高校教师系列下放到学校了，图书资料系列还

在省里。” Cpulib:“我们学校教师副高是院部评，上报学校就可以了，学校只承

担教授评。”图谋：“职称评审是各机构内部的事情，可以对话的内容很有限。圕

人堂群成员构成是多元的。对话时，需要介绍更多背景信息，否则可能会一头雾水。”

南京图生：“江苏的图书资料高级还在文化厅评（部属院校南大自己评，东南副高

自己评，其他非教育部院校政策不同，南航等就是工信部评）。如果学校自己评，

估计门槛会高很多，文化厅条件还是有利于高校的老师的。”图谋：“牵涉到很多

变量。比如图书馆的话语权、图书馆本身的状况及其所在机构的状况。”印度阿三：

“南方某省，公图副高已下放至本市评审，正高仍在文化厅。但感觉比以前要难，

以前副高在文化厅的时候不用答辩，但现在要求答辩。”长大 CDH：“评审权下放

后，就取决于图书馆在学校的地位。图书馆在学校没有话语权，就更难评职称！”

闽西黄：“福建的在省文化厅评。各省各地政策不一样的。”Helen：“在学校评要

难很多，经历过的人确认了。”华农李*云：“我们学校是部属高校，一直都在学校

评，一直都很难。”Helen：“在学校评副高的条件能够到以前正高了。”南京小生

B：“所以在江苏的省属高校还是比较幸运的，不过据说资格条件正在全面修订，估

计六月出台。”图画：“江苏新出台的资格条件是提高了还是……”羽扇綸巾：“江

苏省的不是 2014 年才改过的？”南京小生 B：“不知道，只知道在改。估计 6月份

公布吧，据说在征求修改意见。”图画：“这也改的太快了，征求哪些人的意见呢？”

（13）古吴轩出版社的书

绿雾：“请教：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怎么样，发现它出的书，基本上能在其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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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找到同名书、同类型书。”道无言：“也可以。反过来说,这种情况太多了，是不

是少儿读物、或者什么国学、传统文化类、课标类。”绿雾：“营销、情绪管理、

沟通、做父母、孩子成长，相对来说，面窄。”

（14）公共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馆外使用

Color：“哪些地方图书馆能在家里使用馆内买的数字资源？”图谋：“国家图书馆。

前提是办一个读者证。”李*云：“但不是每个资源都可以。”图谋：“国家图书馆

数字资源远程访问是做的比较好的。以前上海图书馆也做的比较好，目前情况不知

怎样。”Color：“因为看到有的只能馆里访问，有的又是限制某市。”

（15）圕人堂开播图书馆学著作的广播节目

书图同归：“真的很喜欢胖猴老师广播的图书馆学啊，最适合一边干体力活一边戴

着耳机听，不过语气真的太搞了，还好我憋着没有笑出声。”theref*：“怎么听，

去哪听呢？”书图同归：“手机上下个喜马拉雅 FM，搜索‘温情小胖猴’。我现在

听王波老师《快乐的软图书馆学》，虽然原来看过纸质书，但是听广播还是别有一

番韵味的。”图林胖猴：“插播一则广告，近期‘图书馆学有趣有味有力量’系列

播讲将继续进行。这一批次有两个特点：一是’巾帼作品’专场——播讲的内容包

括王梅、刘欣、七色花三位图书馆女性从业者和研究者的作品，二是‘齐鲁大地’

专场——三位老师都是来自山东这片魅力无穷的区域，给我们展示山东地区图书馆

人的热情和风采。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于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彩云之旅’阅

读推广研究团队骨干成员王梅老师的作品《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与感性》，请各位

老师多多支持三位老师和她们的作品。开播网址 http://xima.tv/0Ne3mf 。”雨过

天晴：“齐鲁大地，人才辈出，民风淳朴，古韵犹在。圣人故里，文化底蕴丰厚。”

（16）圕人堂周讯

书图同归：“周讯经过了分类归纳整理，看起来非常顺畅，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源，

比翻聊天记录方便很多。”道无言：“隔段时间有大合集，感谢图谋和编辑人员。”

图谋：“您是收获的，编辑团队的付出是快乐的。多年来，我们在为此努力。种种

原因，尚不尽人意，期待更多成员的关注与支持。”空谷幽兰：“群主一直精益求

精。”

（17）影响因子和被引半衰期之间是什么关系

http://xima.tv/0Ne3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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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喵：“我在学习文献计量方面的知识。有一个疑问想请教各位老师。是这个影

响因子和被引半衰期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影响因子是某期刊前 2年所发表论文

的被引数与该刊前 2年所发论文总数之比；被引半衰期是某学科 N年内发表文章的

被引总数中，较新的一半的发表至今的年数。”图林胖猴：“是的，你可以恶俗的

理解为这两年白百何、王宝强的‘影响因子’大于都敏俊、李敏镐。有点恶搞，方

便理解的，不登大雅之堂。”小黄喵：“我最后是在 NSSD 上查到的，备考用的知识，

不敢有一丝怠慢。这个万万不敢在百度上查。我有时查我学的这个专业的一些知识，

在百度上能看见几种互为相反的答案 太可怕了。”南京小*：“关键是鉴别。”

（18）教指委与中图学会的级别对比

better*：“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哪个在行

业中级别更高？或者这二者没有可比性。”萧潇：“教指委应该更官方一点吧。教

指委更倾向于专业教学，学科评估方面，图书馆学会是不是更多是关注图书馆行业

发展之类，个人理解啊。”

（19）感谢圕人堂成员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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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人：“一早收到王老师的赠书，好开心。”图谋：“那几本书算是为圕人堂四

周年助兴的，略表心意而已。”慢蜗牛：“这周是不是幸运的过头了，接连收到

赠书，感谢图谋老师，感谢欣然老师！我还在掐算，明天么，下周一么，没想到

哦，来俺们大内蒙会这么神速！”biochem：“我周二就收到了，感谢图谋老师，

感谢欣然老师！两本书是前后脚。”慢蜗牛：“真漂亮，电子书怎么也取代不了

翻阅纸本书的赏心悦目。我是不是太老土了。”一个人的博弈：“这是事实。”

沈*林：“纸质销量比电子好多了。”雨过天晴：“是的，不是特别的情况，我

还是读纸本，一边看还一边勾勾画画。那感觉，太好了。”沈*林：“全球电子

都卖的不好。”书图同归：“已收到欣然读书刘老师的书，赶在周末之前收到，

一大惊喜！争取继续努力，希望以后也能出自己的书，向刘老师和群主一样慷慨

赠书。”海边：“说得好，期待这一天。”书图同归：“向前辈学习，与群友共

勉，每次看到有图书馆学相关的著作问世，都让人心情激动（尽管刘老师的书很

早出版，但于我是第一次接触）。上学那会儿，想看图书馆学相关著作，只能看

某某导论、某某概论等等教材类图书，要么就是很老的八九十年代的老书。现在

每次走过我们馆的 G250 书架，看到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学相关图书，都感觉满心

欢喜。只恨自己时间太少，无暇卒读啊，现在真的深刻体会到《图书馆的故事》

作者马修描述的那种感觉，很想一下子把整排架的书都看完，然而自己的时间又

却太少，只能像桑蚕一样一点点啮噬，这种状态非常矛盾。”初冬暖阳：“欣然

读书，刚收到您的书，谢谢！” Smart：“收到了图谋老师的大作，非常感谢！”

李*云：“现在天天在拜读图谋大作，收获颇多！”

（20）盗版书捐赠如何鉴定处理

扣肉：“你们收到过盗版书的捐赠么？”绿雾：“肯定有啊，尤其是小地方的地

方文献。”夏雪：“经常收到邮寄或者作者登门捐赠的盗版图书，为了鼓励捐赠，

明知盗版甚至给捐赠赠书。”绿雾：“但有的捐赠者自己不知道是盗用别书的书

号的，也是受害者。”初冬暖阳：“我想知道你们收到盗版书是怎样处理的？”

扣肉：“marc 记录里，注明为盗版书。”Lazycat：“盗版书必须从图书馆中剔

除，图书馆必须要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版权。同时应该向当地执法队举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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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有一批我们称之为大爷大妈的人，其中很多人由于历史及社会变革导致对

于知识产权不尊重。”Lazycat：“不是理由。”扣肉：“而且他们自己本人也

是知识产权侵权的受害者。对于他们，我们要宽容。但是非法出版物，确实不能

作为馆藏流通。”37 度：“这个，你们可以拒绝啊。捐赠有制度的。”Lazycat：

“宽容要有度，不去举报已经是宽容了。收书宽容过了。”扣肉：“比较严峻的

现实是，我们自己有时候都很难辨认非法出版物。”Lazycat：“不知道的时候

是无心之过，明知故犯是不可以的。”扣肉：“改革开放到 2000 年这期间，出

版物市场空前繁荣，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我上学的时候，北

京经常开展书市这种大型文化促销推广活动。不过后来业内人士认为，书市上销

售的很多是盗版图书。和非法出版物还是不一样。基本是没有版权所有者的授权，

翻印或影印的合法出版物，尤以外文图书居多。因为一旦产生侵权，由出版社承

担后果。政府部门是不会管你的。”夏雪：“盗版书的鉴定有哪些方法？很多方

法并不适用。目前，盗版书做得像正版了。”扣肉：“是的。”夏雪：“不知道

各位如何鉴定的？”扣肉：“对于中国内地出版的图书，可以通过 CIP 查询吧。”

夏雪：“好像只有省级新闻出版局才能够出具鉴定报告。”扣肉：“如果 cip

查询不对的话，就可以给书商退货。”37 度：“如果是很明显的盗版，比如 ISBN

号都不对，那是肯定拒了。”夏雪：“出过书的都应该有所了解，即使是正版书，

cip 查询也可能不一致的。”道无言：“这个问题无解吗？”37 度：“纸张，内

容里面的错别字等。细微之处可见。”夏雪：“理论上可以的，但实际工作中有

时间和经历每一种书都去查 cip 吗？目前，正版书有错别字的也不少。个人买个

书号就可以出书的。”37 度：“正版那么多错别字，那也可以不收录。”夏雪：

“我们曾经让文化稽查大队来现场鉴定过，很难的。哪一位在验收或编目时去阅

读内容，有时间吗？”37 度：“如果很难看出，无心之过，那就另当别论了。”

初冬暖阳：“对，采访买书不可能把书看完，编目人员也不可能。”Lazycat：

“会被当做不工作。”37 度：“书商提供的图书，有盗版书，出了问题由他负

责。”夏雪：“这个问题非常棘手。我可以给你举出非常具体的例子的。”37

度：“你说的这些是书商提供的？直接退回啊。捐赠图书，如果鉴别出了是盗版

书，就不收录。”夏雪：“关键是谁有资格出具鉴定报告，难道为一本书去打官

司吗？”初冬暖阳：“这个一般不敢，除非不想在行业里待了。”37 度：“是

的。”道无言：“无目录页，扉页、装订粗糙什么的算不算？”夏雪：“关于盗

版书的话题，有很多方面想和各位专家讨论，谁鉴定？谁出报告，如何维权？时

间和精力？”道无言：“谁有权能决定退？”37 度：“采编人员就有权决定。”

初冬暖阳：“我们目前正在做校友捐赠的书，头痛。”37 度：“觉得这些书不

合适收藏，直接退给书商。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道无言：“只能说你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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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夏雪：“本人曾经在地市级文化局扫黄打非办工作过，深知其间的难度。”

初冬暖阳：“关键收书时不是采编人员收，做得采编人员头痛。”37 度：“我

们采编的老师很负责。”初冬暖阳：“能不能把你们的捐赠制度发一个给我，谢

谢！”wu：“捐赠图书收了，可以不入藏啊。”夏雪：“一、盗版书鉴定很困难

的，文化稽查也很难认定，让我去找省级文化稽查鉴定。”Lazycat：“不入藏

等着卖废品？”夏雪：“二、不是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出具的报告都有效的。还有

非法出版物和盗版书是不同的概念。”37 度：“你们这种书量很大？是捐赠的

还是书商提供的？”道无言：“看似小问题，牵涉太大了。”夏雪：“不是盗版

书量很大，是购书量不小。”道无言：“从馆配商处来的有很多书让人头痛。”

夏雪：“采访人员难道要每一本书都用 cip 查吗？谁有时间？”wu：“有些不

适合大学馆的，或馆藏已有的，会转赠出去内容不适合的，疑似盗版的，可能就

是卖废品处理掉吧。”37 度：“合同有约定，出现盗版书由书商负责。你们验

收也是抽样检测，不可能一本本去查。”夏雪：“图书馆的专家都是善良的。在

利益驱动下，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的。”37 度：“盗版猖獗。”Lazycat：

“打非最主要的是取证不易。几本书定不了罪，除了那些特殊情况。”夏雪：“我

的感受是在图书馆工作的专家同仁是善良的、诚信的，但是，走出这个小圈子去

外面看看会怎么样呢？”初冬暖阳：“听说，如果知道是盗版书还要验收入藏算

包庇罪。”Lazycat：“没听说。什么叫做知道是盗版书，如何举证？这个如果

是放在销售环节中，是有罪的，但不是包庇罪。”初冬暖阳：“对书有疑问，问

过出版社，出版社回答不出过此书。”道无言：“CIP 查询对不上，国图联编有

数据。” 初冬暖阳：“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南航姚翔：“让他们拿回去，

图书馆不能收的。”中原劲草：“正常啊，Calis 上还不是有好多盗版书的数据，

比如上海某位居士赠送国内很多高校的盗版书，都进书目系统了，之前群里发过

照片的。编目的没时间去国家相关部门网站上一一核查每本书的书号，不然在领

导眼中就是袁老说的不务正业。现在量化管理到处被异化啊！” 道无言：“如

果把两项数据能整合放在一起，做书时一扫就知是不是正版，哪就好了，不过那

是不可能的。”中学图馆员：“正版和盗版书可以从哪些方面鉴别？除了国际标

准书号外。”初冬暖阳：“网上有一些，你搜索下。”中学图馆员：“我发现过

书的纸张、封面编排等可以看出来，但是有没有比较常规或者其它可以认定为盗

版书呢？没有统一认定标准吗？盗版商太狡猾了，没法规定？”

（21）出书费

云卷云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一本专著要多少钱？谢谢。”hero8151：“5万起步。”云卷云舒：“著名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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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价格都一样啊？”hero8151：“北京的出版社费用一般比较高。你可以直

接打电话过去咨询一下。”Lazycat：“刚问了一下，今年涨价了，社科文献 20

万字，5 万。”云：“今年初我们同事还找了一个扬州的书社，出书 13 万字 1.5w

我觉得还很合理的。”云：“5万的出版社太贵了吧。”远归：“1.5 万，是否

公开发行?据我了解，只给一些样书不公开发行的，一般 2万以内。”云：“我

感觉可能稿件本身还是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所以收费也酌情了，再加上字数本身

也不多。”Lazycat：“社与社不一样，有些社你就是给 5万，8万，书的质量

不够，人家也不肯出。有的社可以批发书号，买五赠一，买六赠一的，下来也就

一万。”远归：“国家级出版社肯定比省级出版社费用高。”Lazycat：“有的

国家级大社也还好，3.5。但是大社对书的内容要求比较高，一般的给钱也不出。”

远归：“今年纸张价格上涨，估计 4万以内不可能了。”Lazycat：“那个涨价

不太影响，书价还涨了呢。就我说的 7-03 你看看他的书现在单价是啥样了。”

远归：“一般一次开印多少本？”Lazycat：“1000-2500 比较普遍。基本上没

有重印的可能性。”Lazycat：“除了那些常备货，设计手册、字典词典啥的。

今年出版限号了，所以贵一些也正常。”远归：“了解的几家大学出版社，内容

没看到，上来就报价，只问字数，出版时间。”Lazycat：“有些社有分社、分

公司啥的，比较容易点。大学社也分，有的以教材为主的，一年品种不多，产值

不少，这类社一般不怎么出其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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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缺稿。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9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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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8 年 5 月 14-19 日,圕人堂部分成员参加"双一流"背景下数字资源发展

暨 CALIS 第十六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活动，期间，图谋等分享会议信息（会议直

播、会议 PPT 等），部分成员之间进行了线下交流。

（2） 2018 年 5 月 18 日 14:00，群成员达 1981 人（活跃成 663 人，占 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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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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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会议消息
	1.2招聘信息
	1.3同行分享
	1.4日常讨论
	（1）勤工俭学的学生管理
	（2）数据库平台所收录的学位论文文本在查重系统中的作用
	（3）文献引用原则
	（4）图书排架定位自动化
	（5）图书馆参展人数是如何统计
	（6）北理工全自动书库及借还系统
	（7）数字资源利用率的计算
	（8）群内在线调查问卷
	（9）多个出版社出版同一主编的书
	（10）论文检测具体操作的负责部门
	（11）“双一流”背景下图书馆的学科服务
	（12）高级职称在校内还是在省里评审？
	（13）古吴轩出版社的书
	（14）公共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馆外使用
	（15）圕人堂开播图书馆学著作的广播节目
	（16）圕人堂周讯
	（17）影响因子和被引半衰期之间是什么关系
	（18）教指委与中图学会的级别对比
	（19）感谢圕人堂成员赠书
	（20）盗版书捐赠如何鉴定处理
	（21）出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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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群文件共享

	3.大事记
	4.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