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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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情会议信息

图谋：“@全体成员 第 8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通知）由南

开大学商学院主办，信息资源管理系与公共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承办，徐建华教授

组织的‘第 8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将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周

三）-- 8 月 27 日（周一）在南开大学商学院召开。本次会议是在 2011-2017 年

成功举办 7届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延续与提升，将继续围绕着图书馆学规范性实证

研究、跨学科合作、国际化而开展。参会人员为对规范性实证研究有兴趣的在校

（或即将入学）的图书馆学与出版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青年教师，业内核心

期刊编辑，图书馆从业者，图书馆资源与系统供应商，约 150 人。交通费自理，

不收会务费，学生食宿由会议免费安排，图书馆从业者朋友住宿费用自己承担，

欢迎参加。详见：http://ibs.nankai.edu.cn/n/4329.html 。”

图谋：“徐建华教授简介.http://ibs.nankai.edu.cn/xujianhua 南开大学

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六届亚太数字期刊大会暨 2018 中国期刊媒体国际创

新发展论坛 9月武汉举行 http://url.cn/5xci2M0。”

图谋：“南开图书馆学实证研究会议参会小记 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992957.html 这篇文字是图谋参加‘第 6 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

博士生学术会议之后，在圕人堂专题分享的参会见闻。图谋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

员，有幸参与了此次盛会，一次又一次被感动，满满地收获，满满地幸福。‘南

开图书馆学实证研究会议’这一品牌已然建立，正在发展中。期待‘南开图书馆

学实证研究会议’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越办越好！”biochem：“精品专题

会议。这样的会议更有价值。品牌会议。”图谋：“时下，非常地难能可贵。”

海边：“会议预告：2018‘双一流’建设专题研讨会，中国·上海 2018 年

11 月 1-3 日。http://www.zuihaodaxue.com/conference/index.html。”

会议君：“图书情报|中国乡村图书馆建设与发展专家论坛 10 月腾冲举办 h

ttp://url.cn/5UXPx9t。”

图书情*：“为推动国内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总结和探

索研究生教育模式与教育手段，分析和解决研究生教育中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加

强教育界、学界、业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中国科学

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拟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全天）在北京举办‘201

8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学术论坛’。本次论坛将为

全国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及从业人员提供学术讨论与专

http://ibs.nankai.edu.cn/n/4329.html
http://ibs.nankai.edu.cn/xujianhua
http://url.cn/5xci2M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295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2957.html
http://www.zuihaodaxue.com/conference/index.html
http://url.cn/5UXPx9t
http://url.cn/5UXPx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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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交流的平台与机会，欢迎参会。若有论文，可联系参会的期刊媒体。这是 9

月份举办的会议，具体信息大家下载会议通知查看，欢迎转发宣传，谢谢！。”

图谋：“我院主办的第八届全国情报学博士生论坛顺利召开 http://sim.wh

u.edu.cn/xwdt/2018-07-16/5978.html2018 年 7 月 14-15 日，第八届全国情报

学博士生论坛在武汉大学顺利召开。该次论坛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信息资

源研究中心、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图书情

报知识》、《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科学》、Data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等期刊提供媒体支持。论坛主题为‘大数据、大思

维、大影响——新时代的情报学创新发展’，共收到博士生投稿 50 余篇，近 20

0 位国内外情报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参加。据悉，全国情报学博士生论坛旨

在为全国情报学专家学者和博士研究生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推进全国情

报学博士生在情报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学习、思考与创新活动，推动情报学博士

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能力的提升。第九届全国情报学博士生论坛将由南京农业大

学主办。”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写作干货 | 论文署名要注意，中科院发布 10 大违规提醒！http:

//url.cn/5mRFCxU。”

biochem：“牛登科：科研人员的 email，慎用单位邮箱 http://blog.scie

ncenet.cn/blog-61772-630839.html。”

图谋：“《图书馆报》2018 年 7 月 13 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

tsgb/2018/07/13/A01/232886.shtml。” 印度阿三：“电子版又能看了。”图

谋：“近几期，周五就可以看当天的《图书馆报》。”

图谋：“头版馆舍风采是深圳图书馆，见：http://124.207.48.191/epape

r/tsgb/2018/07/13/A01/story/32556.shtml。”

图谋：“在二级学院建立学科图书站的尝试 | 馆员笔记 http://url.cn/5t

1nyYy。”

图谋：“关于图书馆员科研价值观的思考 http://url.cn/5tQ7L2a。”

左右：“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火爆出炉，全文看这里！h

ttp://url.cn/5fnQvtt。”

图道：“圕人堂周讯总目录（更新至 218 期）。”

gaozy：“新书速递：书名：影响的焦虑：基于新媒介影响的阅读考察。作

者：杨沉（著）出版社：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18 年 7 月页数：205

页价格：42.00 元 ISBN：978-7-5676-3683-5 内容简介：21 世纪随着新信息技术

http://sim.whu.edu.cn/xwdt/2018-07-16/5978.html
http://sim.whu.edu.cn/xwdt/2018-07-16/5978.html
http://url.cn/5mRFCxU
http://url.cn/5mRFCxU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1772-63083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1772-630839.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07/13/A01/232886.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07/13/A01/232886.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07/13/A01/story/32556.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07/13/A01/story/32556.shtml
http://url.cn/5t1nyYy
http://url.cn/5t1nyYy
http://url.cn/5tQ7L2a
http://url.cn/5fnQvtt
http://url.cn/5fnQv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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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我们日渐进化为一种生活在‘网上’的生物。每天，充斥着我们耳

朵的是各种新型媒介的唧唧声、滴滴声，各种类型的信息洪流肆意漫灌。我们被

网捕捉，困在虚拟的‘玻璃笼子’里。不知不觉中，人人都长着一张‘手机脸’，

变成了信息时代的‘无脸人’。杨沉，副研究馆员，文学硕士。毕业于南京师范

大学，就职于滁州学院。硕士毕业半路出家到图书馆工作以来，近十年来一直致

力于新媒体阅读研究，关注 21 世纪大众的阅读问题，先后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

表《对网络阅读的理性思考》《全民阅读视角下新媒体阅读生态重构研究》《全

民阅读视域下的阅读焦虑：理论基础、概念、模型、发生机制及启示》等十数篇

研究论文。主持省级纵向课题两项，获得 2012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征文一等

奖、安徽省高校图工委 2003-2013 年度学术二等奖（论文类）等荣誉。多次带队

参加‘安徽省高校研究生信息素养夏令营’活动，数次荣获‘优秀带队老师’‘优

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售书信息：7月 15 日后请网上购买。”图谋：“新书

速递：影响的焦虑——基于新媒介影响的阅读考察 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1124061.html。”

图谋：“卢娅：公共图书馆馆员责任与素养 http://blog.sciencenet.cn/b

log-213646-1124055.html；http://url.cn/5AD2Pi7。”“圕人堂成员或圕人作

品，欢迎自荐或推荐。这就是圕人堂姿态，也是圕人堂速度。”

蚯蚓：“从西湖大学的招聘通知看图书馆员的功用 https://url.cn/5d15hp

i。”

麦子：“沈津：有多少中国古籍存藏在美国东亚图书馆 http://url.cn/57J

AbqW。”

雨过天晴：“【刺猬说】图书馆员在担心什么？http://url.cn/5h4qu9M。”

雨过天晴：“图林语录 | 张萍：精准化、个性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学科

服务 http://url.cn/5dwIy7l。”

图谋：“ 林泽明，钟萍编著. 图书馆图书招标采购实务[M]. 北京：中国电

力出版社, 2014.08.”

芷芸：“关于高校图书馆经费的学习与思考 | 馆员笔记 http://url.cn/52

OqXp1。”

度量衡：“世界这么复杂，唯有阅读者持身不乱 | 第 28 届书博会 http://

url.cn/5RbLjsW。”

加减：“软科的国际图情学科排名出来了...http://url.cn/5f7OSMm。”

图谋：“周九常：公共图书馆馆员贴心服务及其实施 http://blog.science

net.cn/blog-213646-1124347.html 摘编自：周九常.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与发

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11:183-190. 所谓贴心服务，指在悉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06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06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05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055.html
http://url.cn/5AD2Pi7
https://url.cn/5d15hpi
https://url.cn/5d15hpi
http://url.cn/57JAbqW
http://url.cn/57JAbqW
http://url.cn/5h4qu9M
http://url.cn/5dwIy7l
http://url.cn/52OqXp1
http://url.cn/52OqXp1
http://url.cn/5RbLjsW
http://url.cn/5RbLjsW
http://url.cn/5f7OSM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34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3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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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服务对象的真正需求的前提下，在完善专业服务条件、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的

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法，利用所有条件，尽一切可能，加强爱心

服务，努力满足读者的需要，并让读者有可知可感的过程。”

图谋：“图书馆人如何看智慧图书馆.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

tml/2018-07/17/content_38_4.htm 这是我近期做的一份作业。”

图谋：“科研难做 http://url.cn/5ZrO6TM。”

图谋：“2018 全国书博会特别展阅 http://www.cbbr.com.cn/article/123

078.html。”

中原劲草：“学术论坛｜泛化与思考：从学科属性看图书馆学的专业话语 h

ttp://url.cn/57ih9AG。”

芷芸：“漫步 | 像我们这样的基层图书馆 http://url.cn/5LzoumE。”希

达：“恩恩蛮喜欢这种风格的，就是鲜活像能听到声音看到样子。”七色花*：

“谢谢大家的肯定。”

笨笨虎：“http://news.njau.edu.cn/2018/0718/c17a95583/pagem.htm 南

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获 CILIP 国际认证。”

图谋：“智慧图书馆研究述评 http://url.cn/5RMmBeC。”

刘桂*：“《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 年第 4期摘要目录 http://url.cn/5lt

379x。”

刘桂*：“新书快讯 |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呼和浩特模式研究》

http://url.cn/5E0242s。”

冰凉的*：“全国佛教图书馆联盟在灵隐寺成立 所在地为中国最早公立图书

馆之一 http://url.cn/5xb4CU2。”

慢蜗牛：“编目小课堂（8）读懂图书馆的索取号 http://url.cn/5TdSShi。”

芷芸：“让图书馆看起来更‘智慧’http://url.cn/5eikQy2。”

芷芸：“柯平：新环境下图书馆资源重新定义与馆藏质量评价 http://url.

cn/5ZRgqBe。”

度量衡：“最美高校图书馆，第一个厉害了，鲁班奖高校图书馆类世界榜首！

https://url.cn/5FMt70L。”

图谋：“《图书馆报》2018 年 7 月 20 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

tsgb/2018/07/20/A01/232919.shtml。本期《图书馆报》的看点是 2018 全国图

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专题报道。”

1.3 问答与讨论

（1）期刊投稿，请辨别真假网站！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8-07/17/content_38_4.htm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8-07/17/content_38_4.htm
http://url.cn/5ZrO6TM
http://www.cbbr.com.cn/article/123078.html
http://www.cbbr.com.cn/article/123078.html
http://url.cn/57ih9AG
http://url.cn/57ih9AG
http://url.cn/5LzoumE
http://news.njau.edu.cn/2018/0718/c17a95583/pagem.htm
http://url.cn/5RMmBeC
http://url.cn/5lt379x
http://url.cn/5lt379x
http://url.cn/5E0242s
http://url.cn/5xb4CU2
http://url.cn/5TdSShi
http://url.cn/5eikQy2
http://url.cn/5ZRgqBe
http://url.cn/5ZRgqBe
https://url.cn/5FMt70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07/20/A01/232919.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07/20/A01/2329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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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海扬帆：“各位同仁，在期刊投稿时请擦亮眼睛，警惕山寨网站套取论文

或诈骗钱财。网站做得非常精美，域名基本为 www.刊首字母缩写.cn，还煞有介

事地留下了网站备案号以及联系地址。在工信部网站上查询，这些域名备案信息

均为假的。”中学图*：“鉴别真假网站通过工信部查？”图海扬帆：“几乎图

情类的 C刊他们都做了山寨网，只要域名为 www.刊首字母缩写.cn 都是假的。”

挂机中：“去知网找投稿指南。网上搜，一不小心就被骗。”挂机中：“最简单

的方法，去知网检索投稿 OR 征稿，限定刊名。”图谋：“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

期刊投稿信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20

14-11-26 23:37。关于投稿信息，从建群至今，不断有人梳理与分享。据圕人堂

成员碧海潮生提供的信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http://www.libedit.cn/ch/aut

hor/login.aspx。”芷芸：“超实用的选刊投稿操作流程！http://url.cn/5xe

iCQ9。”

（2）求国际奥林匹克高中生物理竞赛试题

hanna：“@麦子 能帮我找到美国孩子参加国际奥林匹克高中生物理竞赛要

做的题目吗？儿子说没题做了，像没钱花似的。”熊猫啃书：“美国选拔的是数

学天赋孩子，和中国流水线生产数学机器人不一样。”清凉桐影：“ 我建议你

儿子如果有空找个科学问题研究一下。个人感觉做这些题目的意义不大。”han

na：“他在高一时参加了中科院的课题组玩了一年。一个月去天目湖取样一次，

然后在实验室等数据，一次好几个小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组织的‘紫

金中学生科学探究计划’。在此期间，他们依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的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野外观测站，在中科院南京分院研究员的指

导下，选取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的天目湖为研究样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水质跟踪

监测，开展了题为‘湖库水环境的季节演替过程监测与保护建议’的科学研究工

作。根据他们的研究实践，从湖库流域土地利用控制、湖库湖滨岸带湿地建设、

渔业对湖库水水质的影响、采取底泥清淤的方式控制湖库水体富营养化等几个方

面做了详细的阐述，并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思路。”

（3）欢迎投稿《高校图书馆工作》

Mia.茗：“《高校图书馆工作》201804 期目录 https://mp.weixin.qq.com

/s?__biz=MzU5NTE0NTgyMA==&tempkey=OTY2Xzh2REhlVlZJTGlqdmF4NmhWUWItS2d

2aWIwcUYyazNVMzZDcFNQVDZtQThVd3FCckZXcjJPSkUtTnNMYmNYNDRqczNhUFQ0cjlq

cDNUTnNDejdyZjF0V2k0clEycG9jby1rY1J5c2cwY2tNU1pRaENQNW9YLUZPckJla01oY

2xYVnFSTzFVN0lkRzYxdHpqVmxFWEZnc20xcDVnNklKcHhmRkV3aHd%2Bfg%3D%3D&chk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http://www.libedit.cn/ch/author/login.aspx
http://www.libedit.cn/ch/author/login.aspx
http://url.cn/5xeiCQ9
http://url.cn/5xeiCQ9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0NTgyMA==&tempkey=OTY2Xzh2REhlVlZJTGlqdmF4NmhWUWItS2d2aWIwcUYyazNVMzZDcFNQVDZtQThVd3FCckZXcjJPSkUtTnNMYmNYNDRqczNhUFQ0cjlqcDNUTnNDejdyZjF0V2k0clEycG9jby1rY1J5c2cwY2tNU1pRaENQNW9YLUZPckJla01oY2xYVnFSTzFVN0lkRzYxdHpqVmxFWEZnc20xcDVnNklKcHhmRkV3aHd%2Bfg%3D%3D&chksm=7e7727b64900aea0673f38d52e5f5a1585e7dcaa6ebbdf1cf27771ee1056b4fb0a17c2b9d7e2#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0NTgyMA==&tempkey=OTY2Xzh2REhlVlZJTGlqdmF4NmhWUWItS2d2aWIwcUYyazNVMzZDcFNQVDZtQThVd3FCckZXcjJPSkUtTnNMYmNYNDRqczNhUFQ0cjlqcDNUTnNDejdyZjF0V2k0clEycG9jby1rY1J5c2cwY2tNU1pRaENQNW9YLUZPckJla01oY2xYVnFSTzFVN0lkRzYxdHpqVmxFWEZnc20xcDVnNklKcHhmRkV3aHd%2Bfg%3D%3D&chksm=7e7727b64900aea0673f38d52e5f5a1585e7dcaa6ebbdf1cf27771ee1056b4fb0a17c2b9d7e2#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0NTgyMA==&tempkey=OTY2Xzh2REhlVlZJTGlqdmF4NmhWUWItS2d2aWIwcUYyazNVMzZDcFNQVDZtQThVd3FCckZXcjJPSkUtTnNMYmNYNDRqczNhUFQ0cjlqcDNUTnNDejdyZjF0V2k0clEycG9jby1rY1J5c2cwY2tNU1pRaENQNW9YLUZPckJla01oY2xYVnFSTzFVN0lkRzYxdHpqVmxFWEZnc20xcDVnNklKcHhmRkV3aHd%2Bfg%3D%3D&chksm=7e7727b64900aea0673f38d52e5f5a1585e7dcaa6ebbdf1cf27771ee1056b4fb0a17c2b9d7e2#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0NTgyMA==&tempkey=OTY2Xzh2REhlVlZJTGlqdmF4NmhWUWItS2d2aWIwcUYyazNVMzZDcFNQVDZtQThVd3FCckZXcjJPSkUtTnNMYmNYNDRqczNhUFQ0cjlqcDNUTnNDejdyZjF0V2k0clEycG9jby1rY1J5c2cwY2tNU1pRaENQNW9YLUZPckJla01oY2xYVnFSTzFVN0lkRzYxdHpqVmxFWEZnc20xcDVnNklKcHhmRkV3aHd%2Bfg%3D%3D&chksm=7e7727b64900aea0673f38d52e5f5a1585e7dcaa6ebbdf1cf27771ee1056b4fb0a17c2b9d7e2#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0NTgyMA==&tempkey=OTY2Xzh2REhlVlZJTGlqdmF4NmhWUWItS2d2aWIwcUYyazNVMzZDcFNQVDZtQThVd3FCckZXcjJPSkUtTnNMYmNYNDRqczNhUFQ0cjlqcDNUTnNDejdyZjF0V2k0clEycG9jby1rY1J5c2cwY2tNU1pRaENQNW9YLUZPckJla01oY2xYVnFSTzFVN0lkRzYxdHpqVmxFWEZnc20xcDVnNklKcHhmRkV3aHd%2Bfg%3D%3D&chksm=7e7727b64900aea0673f38d52e5f5a1585e7dcaa6ebbdf1cf27771ee1056b4fb0a17c2b9d7e2#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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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7e7727b64900aea0673f38d52e5f5a1585e7dcaa6ebbdf1cf27771ee1056b4fb0a

17c2b9d7e2#rd。”

Mia.茗：“@所有人 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关心杂志的各界人士：1、《高校

图书馆工作》的投稿专用平台：http://oldlib.hnu.cn/journalx_gxtsg/ ；敬

请使用“IE11”以下（建议从较低版本的 IE8、9、10 尝试起） 和“360（兼容

模式）” 浏览器，以便各种操作能顺利进行，其他浏览器不推荐使用！作者通

过‘投稿专用平台’可随时查询稿件处理进展；2、在使用投稿平台是，请务必

暂时退出所有杀毒软件，尤其是 360 的杀毒软件。否则容易造成投稿无法继续进

行。 3、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gxtsggz.有新的信息，我刊将在公众号上及时

发布！感谢各位关照和继续长久的支持!。”西安财*：“每个投稿系统都有一点

缺陷不是高校图书馆工作的网页有问题，是泰格尼马克公司版本的问题，好稿件

和优秀的作者也是会和编辑部良好沟通的。”图谋：“通过刚才的互动信息，可

以了解到：由于当前投稿平台确实存在缺陷，如果在线投稿遇到故障，欢迎邮件

投稿（hdgxtsggz@163.com）。《高校图书馆工作》微信号：gxtsggz ，可以在

微信中扫以上二维码关注。”

图谋：“下午这样的互动挺好的，增进了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了解。”

“@全体成员 受委托转发《高校图书馆工作》投稿平台的说明

各位专家、学者及各位朋友：非常感谢您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理解与支

持！关于《高校图书馆工作》投稿平台说明如下：

（1）投稿敬请登录《高校图书馆工作》的投稿专用平台（http://oldlib.

hnu.cn/journalx_gxtsg/ ），为便于各项操作顺利进行，根据玛格泰克公司的

建议，请使用 ‘IE11’以下（建议从较低版本的 IE8、9、10 尝试起）和 ‘36

0（兼容模式）’浏览器，其他浏览器暂不推荐使用。作者可通过‘投稿专用平

台’随时查询稿件处理进展。

（2）在使用投稿平台操作过程中，请务必暂时退出所有杀毒软件，尤其是

360 的杀毒软件，否则容易造成投稿无法继续进行。

（3）由于当前投稿平台确实存在缺陷，一方面我们会尽快与玛格泰克公司

商榷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如果在线投稿遇到故障，欢迎邮件投稿（hdgxtsggz

@163.com）。再次衷心感谢您的信任和建议，我们会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4）欢迎关注《高校图书馆工作》微信公众号：gxtsggz。

《高校图书馆工作》编辑部。”

天山雪莲：“刊物的点点滴滴离不开专家、学者和各位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意见和建议将督促和鞭策我们不断成长！衷心感谢群主和群友们的关注和理解！。”

碧瑄：“关注了，也成功在贵刊投过稿，希望贵刊越办越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0NTgyMA==&tempkey=OTY2Xzh2REhlVlZJTGlqdmF4NmhWUWItS2d2aWIwcUYyazNVMzZDcFNQVDZtQThVd3FCckZXcjJPSkUtTnNMYmNYNDRqczNhUFQ0cjlqcDNUTnNDejdyZjF0V2k0clEycG9jby1rY1J5c2cwY2tNU1pRaENQNW9YLUZPckJla01oY2xYVnFSTzFVN0lkRzYxdHpqVmxFWEZnc20xcDVnNklKcHhmRkV3aHd%2Bfg%3D%3D&chksm=7e7727b64900aea0673f38d52e5f5a1585e7dcaa6ebbdf1cf27771ee1056b4fb0a17c2b9d7e2#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0NTgyMA==&tempkey=OTY2Xzh2REhlVlZJTGlqdmF4NmhWUWItS2d2aWIwcUYyazNVMzZDcFNQVDZtQThVd3FCckZXcjJPSkUtTnNMYmNYNDRqczNhUFQ0cjlqcDNUTnNDejdyZjF0V2k0clEycG9jby1rY1J5c2cwY2tNU1pRaENQNW9YLUZPckJla01oY2xYVnFSTzFVN0lkRzYxdHpqVmxFWEZnc20xcDVnNklKcHhmRkV3aHd%2Bfg%3D%3D&chksm=7e7727b64900aea0673f38d52e5f5a1585e7dcaa6ebbdf1cf27771ee1056b4fb0a17c2b9d7e2#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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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欢迎关注与利用圕人堂 QQ 群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1）圕人堂发展经费

图谋：“关于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说明：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赞赏作者’收

益，因金额较小，且到账时间陆陆续续。从 7月 9日开始，每月最后一天，将当

月所得一次性转入圕人堂发展经费。当前是我自身开通原创作者，获取‘赞赏’。

下一步打算争取更多人，开通原创作者，获取‘赞赏’。图谋所得‘赞赏’全部

转入圕人堂发展经费，其他成员获取赞赏归原创作者。算是一种激励措施。圕人

堂微信公众号吸引稿源也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1）稿件质量要求相对较

为宽松；（2）发布速度更快；（3）虽然稿酬一般，但尽快支付；（4）所采用

稿件，原作者可以自行另投他处（需要提醒的是，有些正式出版物强调首发）。”

（2）规范管理圕人堂 QQ 群

biochem：“宋鹏同学退群了？”广州书童：“一怒之下退了，然后再加入。”

图谋：“5月 9日，图谋曾说过：’宋同学的言辞，确实是有必要注意分寸。之

前，宋同学的退群与加群，均是其自主行为。‘7月 8日，宋同学被我禁言一个

月，随后自己退群了。为啥禁言一个月？‘7月 8日贴的 zz 体裁图书 word 文档，

全文 500 多页，最后一页才发现是别人写的。我刚开始以为是他自己写的。因为

以前也有若干次半成品，涉及 zz 人物。吓到我了。宋同学，没少给惹麻烦，批

评辽宁图书馆，批评国家图书馆馆长……张口就来。他在圕人堂的言辞，对他考

研并没有帮助。’”biochem：“退群、加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gaozy：

“出于对他个人的爱护，鞭策，我认为早就该清理出去了。”图谋：“此事，图

谋已经在管理员团队 QQ 群等多个场合予以说明。以后再有人询问，烦请直接帮

我转帖此段文字。谢谢！宋同学虽然目前不在本群，但他同样可以关注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可以以游客身份关注圕人堂 QQ 群。”

biochem：“圕人堂两条红线, 请注意为了维护圕人堂良好的网络社区环境，

依据国家政策法规和《圕人堂 QQ 群规范》的要求（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847582.html ），呼吁大家不要越过‘两条红线’：1. 任何政

治不良信息。群成员不可以自行上传或发布与政治相关的信息。2. 对他人和组

织机构（包括图书馆、数据库商、期刊社、出版社等）进行的恶意攻击和诽谤。

群成员亦不宜拿他人或组织机构调侃或开玩笑，容易跑火。如有越过以上两条红

线者，圕人堂管理员保留将有关成员移除出群的权利。衷心感谢大家多年来关注

和支持圕人堂，恳请继续支持和爱护圕人堂！”

图谋：“期待尽可能的在群规范框架下，共同呵护。圕人堂就像一个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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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不要劳烦管理员，成员自主自律。所有管理员（包括群主在内），都是志愿

者，原本并没有那样的管理义务。相互多一点理解与谅解，氛围会更好。”图哈

哈：“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群有红线！群主他律成员自律！”

（3）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6月 12 日开通的没有留言功能，我刚看到一个微

信号好像是 7月 4日开通的，只有 4原创文章，反而有留言功能，感觉比较蹊跷。

不知道是否有成员知道原因？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目前已持续运行 1个月（每天更

新内容），54 原创文章。”蓝鲸大*：“都可以留言。”图谋：“圕人堂的没有。”

雨煕：“@图谋 免费的公众号勾原创都有留言啊，奇怪了。”图谋：“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是 300 元一年的个人公众号。不知道是否因为交的钱少？从 6月 12 日

至今，未见过具备留言功能。我感觉蹊跷之处是晚上发现了一个公众号是 7月开

通的，4篇原创，但已具备留言功能。留言功能多位成员问起，我是菜鸟，试图

进一步弄清楚。”蓝鲸大*：“留言功能要开启。所有公众号都有。”

biochem：“关于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213646-1120860.html 得益于包括圕人堂周讯编辑团队在内的许多成员的支

持，《圕人堂周讯》坚持了 200 多期，这是有益的、有意义的事情。当前试图推

动的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其用意在于进一步吸引更多圕人的关注与支持。对于专

题内容的揭示与传播，微信公众号效果是更好的。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圕人堂 L

ibChat）期待更多圕人关注与利用，相信明天会更好！”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当前用户数为 1235 人。2018 年 6 月 20 日至 20

18 年 7 月 19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阅读总数：5546 人，15741 次。同期，圕人

堂群中有发言记录（‘活跃成员’）的成员为 651 人。”

（4）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招聘志愿者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还希望能有 1名志愿者支持。当前的小团队，

顾不过来。今天推送的内容，是图谋发布的，图谋在编排方面能力和水平很有限，

直接复制粘贴自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效果要差一些。”

图谋：“刚才有成员指出两处错别字。图谋没认真审读所致。圕人堂微信公

众号内容是在圕人堂专题基础上发布的。微信中改错别字还挺麻烦的，好像无法

加字。因此微信中两处只修订了一处，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中修改好了。”hanna：

“错了没法改。”biochem：“好像只能改几个字。”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

号运营团队三人中，我最弱，张芸、关婷婷水平挺高的。”图谋：“最多改 5

字，好像无法加字。”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086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08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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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圕人堂专题征集稿件

图谋：“对于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今天还有另一件‘大事’，《图书馆报》

微信公众号转载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内容。感谢《图书馆报》微信公众号对圕人堂

微信公众号的帮扶！”

biochem：“欢迎成员支持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专题征稿启事.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9795.html。”

biochem：“关于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的说明 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213646-1100872.html（1）《圕人堂周讯》的读者主要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

相关人员，科学网圕人堂专题选刊的内容以适合圕人阅读为宜。参见：圕人堂专

题征稿启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9795.html ）。（2）

自 2017 年 6 月 2 日起，录用稿件按 100 元每千字支付稿酬（图谋为零稿酬）。

稿酬来源为‘圕人堂发展经费’，该经费来之不易，能力有限，因此选稿时会比

较慎重，敬请谅解。（3） 圕人堂专题的作用：发布《圕人堂周讯》（网页版及

电子版），作为一种向社会公开的途径；弥补群交流‘碎片化’缺陷，拓展渠道，

提升质量。学术性较强的稿件建议首选纸质报刊投稿；如愿意与圕人堂成员交流

与分享，可以自行上传至群文件或以分享链接（微信、博客、QQ 空间等）形式

分享。”

图谋：“建议圕人堂客服团队收藏上述信息，囿于能力和精力，图谋在客服

团队方面的推动方面，力不从心。客服团队成员本身挺好的，多名成员在默默地

贡献力量。比如昨天图道老师整理、分享了圕人堂周讯总目录（更新至 218 期），

这样的工作很有意义！图道老师坚持做此项工作已有数年了，难能可贵！群文件

中图道老师整理的‘圕人堂周讯总目录（更新至 218 期）.pdf’，全文长达 186

页。该目录结合《圕人堂周讯》辑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

46-837007.html），是很好的研究素材。圕人堂建群四年多来，所作所为基本是

公开的、透明的，且可以公开获取的。时不时，有成员向图谋咨询授权事宜，图

谋告知自行合理利用就好。图谋是圕人堂成员之一，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其核

心作用并不是‘群主’，更多的是‘群辅’。”

图谋：“邱葵：关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员未来的一些思考 http://url.cn/5nH

ED5Y。麦子老师这篇文字，算是创了一个小记录，发布两个半小时之后，有 400

多次阅读。对于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这样小众的微信公众号，比较难得。”

海边：“微信公众号在正式发出前可以做预版。让作者检查。可以在这个版

本上大改。”图谋：“主要是时间不允许，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期待今后有

更多人出工出力，彼此受益。”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979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979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0087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0087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979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url.cn/5nHED5Y
http://url.cn/5nHED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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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麦子老师《关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员未来的一些思考》特此再推送一

次 http://url.cn/5oVaIya。推送 1天，访问量接近 1000 次，对于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难能可贵！圕人堂当前的用户数为 1180。”

图谋：“期待圕人堂声音、圕人堂故事，更好地关照现实，贴近现实，让更

多圕人受益。有不少人不理解图谋这段时间为何折腾个不休？从推动图林胖猴的

图书馆学图书播讲，到圕人堂 QQ 群‘末位移除法’管理与服务，到宣扬圕人堂

梦想与实践，再到近期的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已有半年多时间了，没怎么消停过。”

图谋：“@全体成员 邱葵：图书馆员是学术盛宴上的礼仪师 http://blog.s

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580.html 我们经常为开展图书馆的业务来更

好地为读者服务而动足了脑筋，但往往不清楚图书馆员该做和不该做的服务的界

限在哪里，以至于有时一味地追求高大上而超出了这个界限，喧宾夺主，做了图

书馆员不擅长、而且完全是科研人员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拿上面这个比方说，我

们应该教会人们如何放置和使用餐具，而不是告诉主厨如何做菜或是关照用餐的

人应该吃什么。文章格式这类的内容恰恰是图书馆员最应该做的正事，这既是图

书馆员专业的范畴之内，又是希望用英文出版的研究者们最需要知道的东西，如

果这类的讲座能经常做，一定能为科研添砖加瓦，使研究者们如虎添翼，另外可

以教大家使用一些相关的软件比如 EndNote, Zotero, Mandeley 等，是读者能更

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文档和格式。”

图谋：“邱葵：图书馆员是学术盛宴上的礼仪师——就首行缩进的讨论有感

http://url.cn/5lxmto8。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推送的《邱葵：图书馆员是学术盛

宴上的礼仪师——就首行缩进的讨论有感》凝聚了包括麦子、图谋、张芸等多名

圕人堂成员的汗水，期待它更好地受到关注与欢迎。麦子老师上一篇《关于图书

馆和图书馆员未来的一些思考》反响挺好，是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单篇图文阅读量

最高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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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葵：图书馆员是学术盛宴上的礼仪师

热度 1 2018-7-18 07:09

圕人堂专题征文选刊 PDF版图文： 图书馆员是学术盛宴上的礼仪师(作者 邱

葵).pdf 图书馆员是学术盛宴上的礼仪师 —— 就首行缩进的讨论有 感 邱葵

河滨 加州大学 在日前的讨论中， 圕人堂成员对圕人堂 Libchat微信公众号 ...

个人分类:圕人堂|187 次阅读|3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智慧图书馆研究述评

http://url.cn/5oVaIya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58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580.html
http://url.cn/5lxmto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58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2458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2458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58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58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2458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58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2458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4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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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17 12:05

智慧图书馆研究述评 王启云 2018年 7 月 6 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

库，检索范围为 1998-2017 年（2018年数据暂未更新），篇名中含“智慧图书馆”
共有 66篇（注：剔除一条不相关文献）。最早出现于 2011年，2011至 2017 年

各年分别为 2、5、7、10、14、8、20 篇。被引文献篇名 ...

个人分类:圕人堂|18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周九常：公共图书馆馆员贴心服务及其实施

2018-7-16 16:51

摘编自：周九常.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与发展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2016.11:183-190. 所谓贴心服务，指在悉心了解服务对象的真正需求的前提

下，在完善专业服务条件、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

种方法，利用所有条件，尽一切可能，加强爱心服务，努力满足读者的需要，并

让读者有 ...

个人分类:圕人堂|41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新书速递：影响的焦虑——基于新媒介影响的阅读考察

2018-7-14 19:13

书名： 影响的焦虑——基于新媒介影响的阅读考察 作者： 杨沉（著） 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7 月 页数：205 页 价格：42.00 元

I SBN ： 978-7-5676-3683-5 内容简介： 21世纪随着新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我们 ...

个人分类:圕人堂|261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卢娅：公共图书馆馆员责任与素养

热度 1 2018-7-14 19:03

圕人堂专题征文选刊 公共图书馆馆员责任与素养 卢娅（浦东图书馆） 我是一

名图书馆员，从业近 8年，目前在一所一线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工作。前段时间值

馆 7周年纪念，回顾进馆工作以来的点点滴滴，遂 ...

个人分类:圕人堂|653 次阅读|5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2448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482&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48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2448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48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2448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34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2434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34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34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2434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34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2434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06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2406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2406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061&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061&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2406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061&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2406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05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2405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2405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05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05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2405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405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2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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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7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8 年 7 月 18 日,支付圕人堂专题稿酬 500 元,另支付服务费 0.5 元,圕人

堂发展经费结余 10982.74 元。

（2）2018 年 7 月 20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用户数为 1235 人。2018 年 6 月 20

日至 2018 年 7 月 19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阅读总数：5546 人，15741 次。

（3）2018 年 7 月 20 日 14:00，群成员达 1907 人（活跃成员 651 人，占 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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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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