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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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论坛刘编谈审稿体会

190816*：“感觉这个回复很好，明确是来稿 30 天内无回复，可自行处理。

雨田可以投这个刊。”37277952：“这边投下图书馆界，说是 10 天。”190816

*：“其实不要老想着改投，要抱着肯定被录用的信心去投稿。”37277952：“他

们杂志最新说是 10 天等哈截图。”190816*：“差不多，我之前投过一次，12

天发录用邮件了。”碧海潮生：“很快啊。”190816*：“确实是 12 天就录用了。”

碧海潮生：“一般高质量的论文才会审稿这么快吧。”木木贝：“不懂，可能是

没退修就快一些。”碧海潮生：“之前投过一次，一个月后收到退稿通知说是选

题与刊物不符，编辑好委婉。”雨田：“图书馆界 2018,(02),96 你们看下是编

辑部一般在 7—10 日内 (逢节假日适当延迟) 通过电子邮箱将处理结果通知作

者, 如果超过 10 日没有收到录用或退稿通知, 作者有权另行处理。”雨田：“如

果超过 10 日就可以改投了。”木木贝：“投稿前应该多了解一下对方的喜好，

和谈恋爱结婚差不多啊。”

云：“现在核心审稿期真的好长 我有篇论文 7月投的，审了 3个月，外审

有快 2个月了，昨天收到通知，毙掉了，又要重新来过。”诲人不倦：“什么核

心，直接拉黑吧。”42153343：“请群里有空的期刊编辑老师帮忙解答下，像这

种被毙掉的论文，重新投其他期刊，会不会受歧视啊。”印度阿三：“一般投了

一个月不给录用直接转投。”42153343：“据说国内就三个投稿系统，你的稿子

投过哪些期刊，编辑是看得到的。所以第一投一定要谨慎选择目标。”云：“还

这样啊，投过是看的到的啊。”云：“我去年有一篇稿子，投了又改投，都是核

心，没有歧视我，改投的录用了。”42153343：“昨天问一位编辑老师，她说看

得到。”云：“不过我现在这篇稿子，因为题目只有少数期刊收，所以我估计核

心无望了。”42153343：“所以我有这样的疑问。”云：“古籍修复方面的。”

42153343：“那估计是投的是上海的那个刊吧。”云：“行家。”诲人不倦：“看

得到也只能发现一稿多投，但每个刊录稿方向并不相同，还是可能录用的。”4

2153343：“这种类型的稿子，就那么几个刊收。”云：“要么就重新写过 这方

面论文一向不好投。”42153343：“如果你投个牛刊被拒，再投个差点的，她可

能看下如果你投个差点的，再投别的，人家会不会说，他们不要的，还往我这里

投，瞧不起人是不？”云：“这个应该没有吧。各个刊物风格和方向不同。但是

我有篇论文收到用稿通知，等了一年也没刊出。”42153343：“没交钱，交钱了

人家就一定会出。”190816*：“投稿前应对自己的文章质量评估一下，结合期

刊的特点、喜好，有的放矢，会提高命中率。事实上，有时候并不是你的文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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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而是不符合期刊的口味，所以低投不中，高投反而中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42153343：“以前在哪里看到的以信息，说是交钱了的人家一定会给你出。”7

56827*：“感觉不会，一个期刊的稿件，应该不会随意让其他期刊看到吧。”4

2153343：“同一平台上的，据说可以看到。”云：“现在是我愿意交钱，但是

没让我交钱，又等了一年也不出刊，想到就头疼。”诲人不倦：“电话催稿。”

42153343：“我以前投稿前还让编辑部的朋友先检测下重复率，这种检测记录人

家也应该看得到。”云：“改投他刊会不会遇到外审时候给的是同一个审稿人。”

诲人不倦：“这个几率很小。”413847*：“有些期刊还没实行外审。”云：“有

篇论文外审意见是论证还可以，但是结论不够新，所以退稿了，那结论我也没法

改啊。”云：“原封不动改投他刊 ？”图书馆*：“哪个刊？还能看到外审意见。”

云：“可以看到的啊，大图学报。”云：“图书馆杂志也可以看到的。”云：“大

图的外审意见还是很中肯的。我感觉，虽然有的外审意见不给看，给看的还是很

专业的，说的很到点子上。”诲人不倦：“大图的外审专家很多都是大图的编委，

基本是学界大咖。”论坛刘编：“有这样一句话:听到的，是观点，往往不是事

实；看到的，是角度，往往不是真相。作为学术人，可能需要事实，需要核实，

传说往往误人误己啊。”37 度男人：“确实。”南京医*：“是的，的确如此，

学会甄别。”论坛刘编：“关于期刊审稿和退稿，江湖上的，可以说往往是传说，

是演义。”图谋：“圕人堂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平台。编者、作者、读者、审稿人

等均在现场。”南京小*：“不过期刊编辑都很负责，很辛苦，这是是事实。”

诲人不倦：“请刘编释疑解惑，辟谣正听。”论坛刘编：“把想象的时间和精力，

用于正确的解决之道，或许更好。而这，正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优势或价值。”1

90816*：“行家一开口，便知有没有。”论坛刘编：“图书馆员不是咨询专家么？

不是知识的发现者传播者，甚至创造者么？如果我们在对待自己的大事情上，尚

缺乏足够的专业性，那就很难说我们的职业能力。”诲人不倦：“不是所有图书

馆员都是咨询专家。”论坛刘编：“学术研究，本质是知识的创造。如果缺乏这

个，有要求的期刊，文章的被录用就显得很低。”南京医*：“不断加强学习，

提升自己是正道。”图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论坛刘编：“评价是否实

现知识的创造，在目前而言，同行评议虽然有诸多不足，但仍然是最好的机制。

这种机制，是几百年来不断的论文评审机制竞争的结果。论文评审时间长短，往

往不完全取决于编辑部。从编辑部的角度而言，越快越好，这是应然；但应然与

实然往往有距离，甚至很大。知名的国际期刊的评审和发表，同样如此，甚至更

煎熬。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不是中国特色。”图谋：“刘主编传

递的信息，很有参考价值。谢谢！”gaozy：“非常感谢。我来下里巴人解释一

下。”论坛刘编：“两类文章最快，特别好与特别不好。”gaozy：“总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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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学术水平。如我们这里的鄂老师，论文快速发表，想必也是编

辑如获至宝。”190816*：“特别好与特别不好闪录与闪退。”诲人不倦：“鄂

老师也经常被退稿。”图谋：“上午的互动交流，将是本周周讯之精华。”印度

阿三：“刘编前两天传授经验来了，可惜不在现场。”gaozy：“@诲人不倦 就

是，怕退稿也太胆小了。很多年前还有个退稿风波呢。”论坛刘编：“第三类，

有可取之处，但问题很多的文章，受煎熬的作者并不孤独，还有两个陪伴者：编

辑和审稿人。”图谋：“圕人堂可以是第二现场。”gaozy：“@图书馆论坛刘编

深有同感。”印度阿三：“我曾听一位主编说作者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主编也

是弱势群体呢。”论坛刘编：“于良芝教授，为了指出一个作者的修改建议，光

是推荐书目就有很多本，详细的修改意见长达两页。耗尽的心血，让编辑害怕，

于老师非常繁忙，我们要保护她！”图书馆*：“于老师的认真是出了名的。”

诲人不倦：“其实，能得到象于教授这样的专家指导，文章被退也会心存感激。”

gaozy：“有时候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不好直接退稿。”节能：“@图书馆论坛刘

编 我要能写出一篇值得专家这样上心的文章，我就满足了。”论坛刘编：“关

键是，这么好的修改意见，并非任何朋友都可以吃下。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能力与研究资源，是否与自己的选题可以匹配？”gaozy：“@图书馆

论坛刘编 有时候确实是可以这样理解，个人的能力是客观的。”图谋：“多任

务并行，也是对周讯整理人的考验，要进行话题的梳理与总结。”诲人不倦：“只

写自己能驾驭的，不做空谈。”论坛刘编：“出现第三类文章的很重要的原因之

一是，不匹配。”闽南师*：“可以小题大做，但大题小做要量力而行。”gaoz

y：“梦想也要有层次的，都梦想同一个的是中国梦。能力是客观的，提升需要

时间，并非短暂的退修可以解决。虽然态度很好，但是实际上往往也是折磨自己

折磨他人。”节能：“@图书馆论坛刘编 意思就是选题不错，专家很想提携。但

是就是@印度阿三 说的，能力配不上梦想。”印度阿三：“但是实话的讲，写论

文一不小心写成工作总结，有新的东西也拨不成理论。”gaozy：“@图书馆论坛

刘编 点评的太精辟了。虽然直接到让一些人受不了，但是本身就如此。俗话就

是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论坛刘编：“打个比方：每个女生都想嫁高大上

的，认为这样会很幸福。但实际上只有极少部分可以实现。更多的女生，寻找的

往往是适合自己的。适合的标准之一，往往是自己能驾驭那个男生，也就是这个

男生很乖。”诲人不倦：“门当户对很重要，我一个本科生，发中图学报就别想

了。”190816*：“通俗点，没这么大的头，就别戴这么大的帽子。”图谋：“本

科生发中图学报的，还真有过好几位。咱们圕人堂群就有。凡事都有例外。”诲

人不倦：“我们说的是几率，不是例外。”190816*：“曹桂平同学就是其中一

位。曹老师，39 岁评正高的时候也是本科生。”gaozy：“@图谋 英雄不论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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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期刊匿名审稿专家 10 人谈 1｜罗志田：专家审稿制下坚持学术刊物的

主体性 http://url.cn/5wUZPzk。”图谋：“ 因为群里有在读本科生，本科生

发中图学报的，发展前景相当了得。所以同诲人不倦老师抬个杠。”印度阿三：

“要有充分必要的信心，大牛也是从无名牛，小牛一步一步干上来的，也不是天

生自带光环。”论坛刘编：“研究选题与自己的研究能力和研究资源相匹配；投

稿时，文章与刊物的选题方向、风格，以及所谓的刊物类别（级别）相匹配，如

此，会少一些烦恼，多一些惊喜。”gaozy：“@图书馆论坛刘编 四个字：有序

进取。不要心比天高。自己什么研究水平自己还是有数的，自己写论文花了多少

时间自己心里没有数？如果这都没数，好的期刊用了你的文章，实在是编辑眼睛

不好。”印度阿三：“认真学习当年王波同志写的投稿指南论文，会有收获的。”

gaozy：“我昨晚还是认真拜读波哥的作品。关于阅读推广的。”云：“最近在

拜读新出的图书馆员投稿指南。”gaozy：“讲真，说投稿，我觉得我是没有兴

趣的。主要是论文投稿再注意，自己论文没内涵，那也是白搭。投稿这方面我觉

得今天认真领会刘编的讲话，就会受益无穷。但是往往一般无心人，说了再多都

没有用。”云：“有时候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看审稿意见就知道，确实是那么

回事儿，无奈，没法修改，有时候是观点本来就不算创新，有时候是能力不足材

料就这么多。所以选题确实重要呀 。”gaozy：“现有的一些投稿指南之类的图

书，我们为之鼓与呼，更多的是一种面子账。也算是團人圈人抬人高。实际上，

真刀真枪，招招见效的还在團人堂交流之中啊。”诲人不倦：“真正的技巧和核

心能力，大牛一般都会私藏，所以，想写好论文，靠的不是点播和交流，而是踏

实的学习和积累。”190816*：“即使大牛掏出心窝子，也未必人人能领悟，所

以师傅领进门，修行还是在个人。”印度阿三：“最主要还是要内容生猛才行。”

图谋：“关于《图书馆报》版面费与稿费。据悉：（1）馆员书评确实不需

要版面费，但是现在也确实没有稿费；（2）《图书馆报》自 2018 年 9 月之后不

再给稿费。”

论坛刘编：“一个朋友，去年找我去他家里，对我说：我去国外一年多，不

想把房子出租出去，怕搞乱了，你是一个干净人，你搬过来住吧，每个月的管理

费你出就行了。我望着这个多年来数次远远地望了很久，然后立下一个目标，而

最终都默默地离开的楼盘，窃喜；但一问了管理费，我断然拒绝。我发现，自己

住在中国最大的村里，很热闹，很自在。”印度阿三：“人家房子 400 平，管理

费 40 一平。” 论坛刘编：“我偶尔会与个别作者朋友讲起这个故事，他们往往

会对发不了文章而释然。释然后，调整策略，后来文章基本都发了，实现了目标。

要有很快的审稿结果，最好的办法两个：要么把文章弄到极致，起码自己折腾自

己几次；要么弄得很烂。”图谋：“刚才讨论过程中，有些‘插入’的问题，感

http://url.cn/5wUZP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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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的或愿意交流的，群成员可以通过小窗等途径进一步交流。有些问题，群成

员知道答案或可以提供参考答案的，主动提供一下。因为圕人堂群管理员等也都

是自愿者，很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gaozy：“@图书馆论坛刘编 我发现

文明的人总是非常直接，比如麦子、刘编，当然，也包括我。这样，不浪费大家

时间，简洁明了。”论坛刘编：“与作者朋友的沟通中，实际上很多朋友都说，

自己写完看看，就投出去了。自然，这是一种侥幸。写文章，不仅要折腾自己，

还要会折腾别人。比如，折腾领导，朋友，等等，让他们提提意见。”印度阿三：

“不折腾自己就发不了。”云：“有时候和自己一个研究方向的 ，又熟识到可

以帮忙看看文章的朋友 ，真是不多。”论坛刘编：“如何评判自己的文章投到

哪个刊会有好的结果？因人而异。也有几个办法试试。比如，阿华田兄等，会将

文章打分；也可以将刊物打分，然后根据分数来对应。”图谋：“‘免版面费的’

通常来说是具有一定水准的（比如有足够的投入或能盈利），是不太容易的。‘免

版面费’具体操作形式也有很多种，有的是优稿特稿免（即并非全免），有的是

一段时期免……‘普通期刊’，根据群成员提供的信息，《山东图书馆学刊》《河

北科技图苑》是不收版面费的。供参考。”论坛刘编：“关于编辑部是否给审稿

意见，从编辑部的角度而言，多年的行规，很多编辑部执行的是不主动，不拒绝；

但如果确实需要，可以给编辑部联系。至于为什么？原因是编辑部人少事多，没

有精力。对于真正搞科研的，他往往会主动要求退稿意见。”西安财*：“而且

目前各核心期刊编辑部人力资源确实有限，多则5.6人少则2.3人还要负责审稿，

交稿，出版等各类事宜，很多稿件明显就是水平问题，何必苦苦追问编辑部要审

稿意见！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如果还矫情需要意见我觉得不妥！其实

多看看期刊刊发的同类型论文，基本也会明白自己的差距。”论坛刘编：“关于

审稿的时滞，要主动与编辑部联系。”印度阿三：“编辑部的电话是打不通的，

邮件是没人回的。”论坛刘编：“不是每个刊都如此；也不是次次都是如此。”

6233653：“《图书馆论坛》除外，因为我试过。”云：“那么录用以后，一年

左右不出刊，发邮件询问合适么？还是要再等等？”6233653：“工作人员非常

敬业和蔼可亲。”论坛刘编：“@云 也要多联系。”方竹笋：“同志们，一定要

鼓起勇气给编辑部打电话啊，这样沟通最直接哦。说不定还可以结交知心朋友。”

论坛刘编：“勇敢地表达需求，编辑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会积极满足。”

云：“好的，多谢您！之前一直在等待，怕询问不好。因为我们有个同事，发的

图书馆杂志，从录用到刊出是 2年时间。所以我感觉是不是一年的还要再等等。”

西安财*：“我觉得时滞问题很正常，现在审稿很多用稿都需要外审外审有很多

不可控因素，而且期刊版面就那么大，很多稿件需要编辑部反复讨论上不上，还

有一些对现实指导意义重大的专题文章需要尽早刊发，大家都存在评职称和结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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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需要，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因为你着急就把你提前一下，其实大家都

急但想想别人还是耐心等待吧。”论坛刘编：“开一个说玩笑也是玩笑说不是玩

笑就不是玩笑的玩笑：期刊出版有成本，绝大多数期刊都有经营的压力，期刊收

入中，发行收入是重要部分。很多馆都不订图情期刊，很多掌管期刊订阅的馆员

不订图情期刊，发文的时候就想起期刊的用处，这就有几个连锁反应：一是没有

定刊，意味着基本不会进行专业阅读（要写文章时，才会去数据库捞几篇浏览），

那就会影响知识积累，进而影响写文章；二是期刊发行收入上不去，就会分心找

钱养刊，自然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做客服，影响文章发表。因此，我建议，图书馆

应该多订阅图情期刊，为己也罢，为单位也罢，为期刊也罢，都有百利而无一弊。”

诲人不倦：“刘编可考虑基金会自助，比如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还能助推开

放获取。”论坛刘编：“资助，总是少数。”413847*：“国社资助的期刊，不

能再收版面费什么的。”论坛刘编：“资助，也不能完全解决所有费用。”广东

小*：“自己专业的期刊，图书馆应该理直气壮的订，自己的事业自己都不支持，

还指望谁来帮忙。”413847*：“关键是现在图书馆的学术型纸刊利用率堪忧，

都有点想停订纸刊了。”论坛刘编：“万事万物皆有联系。我们包括我自己，往

往习惯于从社会上，从他人那里找原因，撇清自己的问题，这既是我们这个社会

的问题之根，也是学术出版生态污染严重之根。”西安财*：“来点实际的，咱

们图人堂群里所有人给单位说一下 20 本图情类核心期刊少哪本明年订上支持刘

编他们的工作。”cpulib*：“纸质刊利用率都很低，基本上是新的来新的装订。”

我是一*：“看纸刊挺舒服的，不易漏掉细节，不能轻言放弃。”37 度男人：“图

情专业期刊，我们每年都订了。”190816*：“订图情刊物给馆内自己人看也是

可以的嘛。”我是一*：“我们单位也订。”37 度男人：“图书馆连自己的刊物

都不订 讲不过去了。”广东小*：“纸质刊利用率确实很低，但是自己专业的刊，

至少我们自己会看。”190816*：“自己掌握着采访大权，不要总是为别人做嫁

衣，也要买一些书刊给自己看。”广东小*：“我们订的很多纸质刊，一年到头

都没有一个人来看。”论坛刘编：“心动不如行动！爱他，买单最直观！年底了，

朋友们可以动手了：把图情期刊纳入采购名单；策划组织馆员阅读图情期刊。”

cpulib：“年底大促销。”南京医杨：“刘编也这么煽情。”论坛刘编：“如果

一个馆员坚持一年认真阅读而不是浏览几种图情刊，他素质不提高，我陪他一篇

文章。”190816*：“刘编应该说我们刊发表他一篇文章，吸引力杠杠的。”天

盈：“我们年年都订有十来种图情期刊，刘编的刊物从没有断过。”论坛刘编：

“如果一个图书馆坚持一年开展馆员图情期刊阅读或推广计划，员工素质不提

高，我马上滚蛋！—-我们花那么多精力挑选发表的文章，真的是太烂了，有脸

说是编辑么？”413847*：“领导从上而下的发动与重视很重要。从下而上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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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是个人行为，至多影响相近的几个同事。” 190816*：“群里的馆员先努力

发图书馆论坛，同事取经的时候就说也没什么啦，就是认真看了几期论坛的文章

这样的效果会很好。刘编又传授经验又发红包，大家学到了东西还有奖励，怪不

好意思的。” 广州-林：“谢谢刘主编，圕人堂会越办越好！”叮咚：“我负责

采访，我证明燕山大学图书馆已经订阅《图书馆论坛》N年了，虽然我们没有图

情专业。”xuer：“我们馆也订 N年了。”论坛刘编：“感谢！感谢养我们！”

南理工刘：“我们馆就我一个图书馆学专业，我的私心是图情类的期刊图书馆往

全里收。”190816*：“我们从 04 年开始订论坛。” 101710：“刘编，你太谦

虚了，是图书馆论坛营养了我们的智慧，感谢您和您的团队才对！”

1.2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刘*锋：“快来！|2019 年全国图书情报青年学者论坛征文启示 http://url.

cn/5mAIN72。”

biochem：“2018 年‘第十一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会议通知 htt

p://www.scal.edu.cn/zxdt/201809110820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

导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CALIS 管理中心、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主办，浙江大学图书馆承办的‘第十一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

（CFLMS — Creative Forum for Library Management and Service），将于 2

018 年 11 月 28-30 日在浙江杭州市举办。本次论坛将围绕‘开拓新时代视野 支

撑双一流建设’这一主题，广泛深入地探讨图书馆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转型和

可持续发展策略。面对不断变幻的信息环境和用户需求，会议将围绕与图书馆服

务创新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包括技术、资源、服务方式、馆员和读者等具有现

实意义的理论与实践开展研讨和交流，不断提升综合服务水平，更好地为学校教

学科研和战略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保障。”

会议君：“图书情报|2018 年第十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学术论坛本月在

京召开 http://url.cn/5atGCx5。”

913030*：“吉林省面向国内重点高校定向招录高层次选调生（博士研究生

直接定职为副处级干部，硕士研究生直接定职为正科级干部）http://jl.sina.

com.cn/news/yaowen/2018-11-12/detail-ihnstwwr0488243.shtml。”

刘桂*：“江苏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年会暨工作研

讨会在镇江成功召开-江苏大学图书馆 http://lib.ujs.edu.cn/page.jsp?urlt

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9&wbnewsid=2941。”

317449*：“图书情报|NSTL 走入西北高校文检课暨 CALIS 文献获取服务培

训会本月西安召开 http://url.cn/5rXmhfl。”

http://url.cn/5mAIN72
http://url.cn/5mAIN72
http://www.scal.edu.cn/zxdt/201809110820
http://www.scal.edu.cn/zxdt/201809110820
http://url.cn/5atGCx5
http://jl.sina.com.cn/news/yaowen/2018-11-12/detail-ihnstwwr0488243.shtml
http://jl.sina.com.cn/news/yaowen/2018-11-12/detail-ihnstwwr0488243.shtml
http://lib.ujs.edu.cn/page.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9&wbnewsid=2941
http://lib.ujs.edu.cn/page.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9&wbnewsid=2941
http://url.cn/5rXmh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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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449*：“图书情报|2018 中国信息资源管理论坛本月在京召开 http://u

rl.cn/5osYrZu。”

317449*：“图书情报|2018 第三届智库能力与新型智库建设暨齐文化与当

代价值高级研修班本月底淄博举办 http://url.cn/5WIGK1V。”

1.3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苏州罗*：“——‘创新驱动发展 智慧引领未来’2018’长三角地区高校图

书馆联盟馆长论坛暨 2018’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馆长年会，部分 PPT。”

144370*：“刘颖：‘互联网+’时代信息素养教育的新趋向与新思维，图书

馆界，2017（02）：5-7，11。”

图道：“有需要的圕友可以下载阅览《圕人堂周讯总目录（更新至 234 期）》。”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235 期 20181109）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1145405.html 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图谋：“江苏大学图书馆信息行为分析实验室 http://lib.ujs.edu.cn/xxx

wfx/jj_yhdl.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151 江苏大学图书馆

建设了信息行为分析实验室，以期从脑认知、心理反应、视觉反应等学科角度对

用户信息行为进行研究。实验室侧重于将信息资源与信息渠道有关的人类行为,

包括主动的或被动的信息查询行为和信息利用行为、面对面的与他人的交流行

为，通过各类实验设备进行实证研究。江苏大学信息行为分析实验室总面积达 1

60 余平方米,设有总控室、基础行为实验室、视觉科学实验室、移动设备视觉实

验室、生理实验室、访谈室等独立分室。”

图谋：“江苏大学图书馆‘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J].图书情

报研究,2016,9(02):62-69+52.”

HBST 小*：“关于开展 2018 年度全省图书、信息专业高、中级职称评审材

料申报工作的通知.doc。这是湖北职称评定要求，仅供参考！”

国图出*：“推荐 11 本超值的儿童阅读推广类图书，3折起 http://url.cn

/53BXFbx。上期推荐的 10 本图情专业图书大多在当当网上抢成了缺货，如《图

书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指南》《阅读推广·案例⋯》。本期推荐 11 本儿童阅读推

广类图书，包括儿童家长及少儿图书馆员看的《不能错过的亲子阅读》，还有亲

子共读的国图绘本花园。欢迎同行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您的需要及读

后感想。”

张*懒：“第二届.全国高校数据驱动创新研究大赛 http://opendata.pku.e

du.cn/competition-2019.x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国图出*：“《我是库克船长》导读手册 http://url.cn/5zLSw8C。”

http://url.cn/5osYrZu
http://url.cn/5osYrZu
http://url.cn/5WIGK1V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540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5405.html
http://lib.ujs.edu.cn/xxxwfx/jj_yhdl.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151
http://lib.ujs.edu.cn/xxxwfx/jj_yhdl.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151
http://url.cn/53BXFbx
http://url.cn/53BXFbx
http://opendata.pku.edu.cn/competition-2019.x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opendata.pku.edu.cn/competition-2019.x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url.cn/5zLSw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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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出*：“你也傻傻地分不清鸸鹋与鸵鸟吗？与孩子一起读这本科普绘本

吧！http://url.cn/5Ij59Uo。”

碧海潮生：“中国学术造假七宗‘最’。http://url.cn/5DjOdEP。”

杨*洛：“各位专家好，如果对科学计量，信息计量与评价，科技政策与管

理感兴趣，您可通过以下网址注册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会员：http://

app01.cast.org.cn:7001/cast/reg.jsp?sid=I10。会员是免费的，在线注册即

可。请选科学计量与信息计量专委会。”

图谋：“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_情报分析与研究_文献计量学定义：

表征文献老化速度的指标。分为历时半衰期和共时半衰期。历时半衰期指某学科

（专业）已发表的文献中有一半已不被使用的时间。共时半衰期也称中值引文年

龄，指某学科（专业）现时尚在利用的全部文献中较新的一半发表的时间。见载：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

biochem：“圕字音‘团’义‘图书馆’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213646-793346.html 圕的故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

744.html 杜定友图书馆学之特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

3752.htm。《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

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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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

关人员的交流群，其愿景（VISION）是：圕结就是力量！其定位（MISSION）是：

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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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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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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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成员支持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专题征稿启事.http://b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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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杜定友谈图书馆学.http://blog.scienc

enet.cn/blog-213646-1099667.html 图谋按：杜定友先生（1898-1967）是我国

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先驱者和卓越奠基人之一。1

http://url.cn/5Ij59Uo
http://url.cn/5DjOdEP
http://app01.cast.org.cn:7001/cast/reg.jsp?sid=I10
http://app01.cast.org.cn:7001/cast/reg.jsp?sid=I1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334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334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74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74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752.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752.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979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979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66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6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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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年《教育杂志》18 卷 9-10 期刊发杜定友先生《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

本文摘编部分内容。希望有助于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biochem：“关于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

13646-11208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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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Ch

at）期待更多圕人关注与利用，相信明天会更好！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了

解一下圕及圕的故事，或许也是好事。”

biochem：“图林丫枝博客：（1）图林丫枝 de 裸读时光 http://cunfu.inf

o/（2）图林丫枝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wjew 编目精灵 III：http:

//catwizard.net/ 王波博客：书间道：http://blog.sina.com.cn/shujianda

o 顾犇先生的博客书蠹精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guben顾犇简介ht

tp://baike.sogou.com/v56647157.htm?fromTitle=%E9%A1%BE%E7%8A%87 顾犇

先生的个人网站非常有料，堪称‘顾犇图书馆’。特此予以推荐：顾犇博士个人

主页 http://www.bengu.cn/顾犇，生于上海，理学硕士、管理学博士；研究馆

员；国家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委员、 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国际图联编目

专业常设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资源建设与共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第八

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第一和第二届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

翻译协会第五届全国理事会理事、专家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2004 年

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代表著作有《简明牛津音乐史》（译著）、《信息资

源建设的实践和思考》、《书山蠹语》。 顾犇.各地图书馆（摄影集）.http:/

/www.bengu.cn/homepage/libraries.htm 顾犇先生个人摄影集，涉及多个国家

多种类型图书馆，有大量照片。”

默默：“图书馆战争 2：最后的任务【2015 年】鈴木達央 CUThttp://www.b

ilibili.com/video/av4699546/?share_source=qq&ts=1541989150&share_medi

um=iphone&bbid=2a9256e2e645b7b1a9ab58c36a0cb92b。”

度量衡：“观察||看了本文，你还会稀罕论文多和在所谓国际期刊发表的人

吗？http://url.cn/56z4FCl。”

薪樗 /tp：“《图书馆建设》惊喜来袭——全文！在线！免费！阅读！htt

p://url.cn/5tJGfKX。”

轻翼翩然：“无意中看到的双十一是 76 年前杜定友先生提议的制定‘图书

馆节’的日子，求教各位老师，这个是在哪本书或者论文中提到的吗？或者推荐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086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0860.html
http://cunfu.info/
http://cunfu.info/
http://blog.sina.com.cn/wjew
http://catwizard.net/
http://catwizard.net/
http://blog.sina.com.cn/shujiandao
http://blog.sina.com.cn/shujiandao
http://blog.sina.com.cn/guben
http://baike.sogou.com/v56647157.htm?fromTitle=%E9%A1%BE%E7%8A%87
http://baike.sogou.com/v56647157.htm?fromTitle=%E9%A1%BE%E7%8A%87
http://www.bengu.cn/
http://www.bengu.cn/homepage/libraries.htm
http://www.bengu.cn/homepage/libraries.htm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4699546/?share_source=qq&ts=1541989150&share_medium=iphone&bbid=2a9256e2e645b7b1a9ab58c36a0cb92b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4699546/?share_source=qq&ts=1541989150&share_medium=iphone&bbid=2a9256e2e645b7b1a9ab58c36a0cb92b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4699546/?share_source=qq&ts=1541989150&share_medium=iphone&bbid=2a9256e2e645b7b1a9ab58c36a0cb92b
http://url.cn/56z4FCl
http://url.cn/5tJGfKX
http://url.cn/5tJGf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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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学习了解杜定友先生的好的书籍吗？”547619*：“如果双十一早早成为图

书馆节，历史将如何演变？http://url.cn/5YQWJPk。”

碧海潮生：“温州城市书房建设怎么样了？地点选择、馆藏要求、特殊群体

服务都有了规范 http://url.cn/5AUqsj6。”

碧海潮生：“《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8 年第 6期下载。”

37277952：“55 家财经高校期刊关于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联合声明（附各

刊投稿方式和查稿电话）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yNTMzOQ

==&mid=2649998545&idx=1&sn=ccd53d30dafb1bfc5e19e1fadaa81691&chksm=bea

f6f6589d8e6731d06cb80e372ea409a570a40f234097fdd6c635a194c30ff3304e71a

53af&mpshare=1&scene=23&srcid=1113hDI5WxrAQpUIyBm7oR74#rd 第三十三条

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

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

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期刊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超过 1个月

大胆改投 不在等没有毛病吧。”碧海潮生：“三十三条是亮点。”37277952：

“还想说的，期刊单方面说审稿 2个月，应该属于单方面约定，超过 1个月继续

投也不违法规定吧。”37277952：“@碧海潮生 还有审稿 1年多的期刊。个别。”

190816*：“最好确认一下再改投。”37277952：“确认一下还还在审，暂时没

有消息等 2个月还在审的是不是改投无罪。”轻翼翩然：“我在想，如果有些论

文的内容是热点的，这么长的周期会不会让这个论文的含金量下降。”190816*：

“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文章不发表就发臭。”37277952：“@木木贝 图书馆报可

以买版面宣传自己图书馆吗？”海边：“报社求之不得呢。”麦子：“我最近有

一篇和人合作的东西，几个人写了 1年，17 年 10 月送上去，改了两稿，上周又

送上去，我越想越觉得悬。”1366943：“不买版面也可以宣传。宣传自己图书

馆，可以算宣传绩点，有奖励。”轻翼翩然：“我没看到原文，但是就三十三条

来说，我认为用合同法的原理来理解比较通俗易懂。这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自愿与

格式条款的问题。”薪樗 /tp：“图书馆界期刊也有联合的声明，去年发过好像。”

37277952：“email 投稿的岂不是不受一个月限制，没有投稿前条款打勾选择，

没有合同自愿，合同不能高于著作权法。”轻翼翩然：“合同法与著作权发没有

谁高于谁的问题，只是二者的保护范围不同，合同法在于规定权利义务在合同双

方平等自由的合意前提下的一种约定，而著作权应该是突出对权利人的一种保

护。但是您说的这种做法，如果用要约和承诺来解释应该也是在合同法规范范围

内。”37277952：“学习了。”轻翼翩然：“杂志社的收稿信息是一种要约邀请，

就像发的宣传广告一样，你投稿就是一种要约，对方的录用是一种承诺，所以我

觉得这也是一种合同法保护范围，个人理解，与各位老师商榷。”190816*：“图

http://url.cn/5YQWJPk
http://url.cn/5AUqsj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yNTMzOQ==&mid=2649998545&idx=1&sn=ccd53d30dafb1bfc5e19e1fadaa81691&chksm=beaf6f6589d8e6731d06cb80e372ea409a570a40f234097fdd6c635a194c30ff3304e71a53af&mpshare=1&scene=23&srcid=1113hDI5WxrAQpUIyBm7oR74#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yNTMzOQ==&mid=2649998545&idx=1&sn=ccd53d30dafb1bfc5e19e1fadaa81691&chksm=beaf6f6589d8e6731d06cb80e372ea409a570a40f234097fdd6c635a194c30ff3304e71a53af&mpshare=1&scene=23&srcid=1113hDI5WxrAQpUIyBm7oR74#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yNTMzOQ==&mid=2649998545&idx=1&sn=ccd53d30dafb1bfc5e19e1fadaa81691&chksm=beaf6f6589d8e6731d06cb80e372ea409a570a40f234097fdd6c635a194c30ff3304e71a53af&mpshare=1&scene=23&srcid=1113hDI5WxrAQpUIyBm7oR74#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yNTMzOQ==&mid=2649998545&idx=1&sn=ccd53d30dafb1bfc5e19e1fadaa81691&chksm=beaf6f6589d8e6731d06cb80e372ea409a570a40f234097fdd6c635a194c30ff3304e71a53af&mpshare=1&scene=23&srcid=1113hDI5WxrAQpUIyBm7oR74#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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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很有必要招聘有法学、知识产权专业背景的馆员，起码投稿、改投可以得到

权威的指导。”

hanna：“核物理被外行一夜‘取消’了？专家集体抗议 http://url.cn/5c

498f5。”boson：“这个板子还真打不到期刊分区上面，应该去打那些把期刊分

区和职称、人才、招生、项目挂钩者。中科院、中信所这些搞过分区的单位从来

都出言谨慎，表示不背这个锅。”

913030*：“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实证研究 http://url.cn/5Mo06m5。”

图谋：“《‘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科研服务研究》（图书馆建设，

2018 年 11 期），因部分成员参与了问卷填写，该文作者特此分享所取得的成果

（见群文件）。圕人堂鼓励这种分享行为。”南京医杨：“@芝麻君 超级高产作

者，拜读过您多篇大作。”

芷芸：“王开东：珍爱生命，远离评职称！http://url.cn/56ZmcdD。”

碧海潮生：“智慧与包容：重塑公共图书馆新愿景 http://url.cn/528llPb。”

251536*：“CiteSpace 基础教程 https://study.163.com/course/introdu

ction/1006129041.htm。感兴趣的可以看下，不过这个是收费的。”

睿智：“约稿 | 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刊《书林驿》征稿 http://url.cn/

5m86CqW。”37277952：“《书林驿》是由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主办的一份内部

导读小杂志，中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类十佳内刊内报获奖刊物，每年编发四期，目

前已编发 21 期。本刊着重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力求成为图书

馆与读者进行友好沟通的‘书林驿站’，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现敬向

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征集如下稿件：一、与图书、阅读、图书馆、书香校园建设

等有关的文章；二、导读性书评，要求来稿文笔流畅，1200-2000 字左右，所推

介之书适合大学生阅读群体，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身心素养；。”睿智：“我是

看到国图出版社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信息转发的，我与该馆没有任何关系。”

清风：“您好！您共订购‘2017 年版’2册。北京大学财务已经收到您的汇

款；（1）电子发票系统调试成功后，我们将把电子发票发到您的 Email 邮箱；

（2）纸本书正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印刷中，出版后，我们将尽快邮寄给您。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编委会 编委会电话：010-62753195，010-627440

73-811 Email 地址：hxqk@lib.pku.edu.cn 。” 图谋：“据悉，《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预计 2018 年 12 月出版。另，关于图情类已入选的

期刊，其实多家已公开了入选通知。据之前的讨论已获悉，《图书馆学研究》入

选，《现代情报》落选。更多的信息，12 月见分晓。”

黑天鹅：“根据《科技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科院 工程院关于

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国科发政〔2

http://url.cn/5c498f5
http://url.cn/5c498f5
http://url.cn/5Mo06m5
http://url.cn/56ZmcdD
http://url.cn/528llPb
https://study.163.com/course/introduction/1006129041.htm
https://study.163.com/course/introduction/1006129041.htm
http://url.cn/5m86CqW
http://url.cn/5m86C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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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210 号）要求，现决定在各有关高校开展‘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

学历、唯奖项’（以下简称‘五唯’）清理。http://www.moe.gov.cn/srcsite

/A16/s7062/201811/t20181113_354444.html。”

图谋：“【预测】Gartner 发布 2019 年十大战略性技术趋势 http://url.c

n/5Bnk1jk。”

9800846：“[第三届全国‘大学生阅读推广高峰论坛’暨‘闳约深美读书乐’

经典诵读分享晚会: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YzNDE5MQ==&mi

d=2649706704&idx=1&sn=b25976867e03ec078e7c56bc56f3d22f&amp;chksm=8841

1b30bf369226623913d3bb186d42db08db67de6b64a4c7a8b5e1a890805d1544bd4fd

e8e&mpshare=1&scene=1&srcid=1114CdCGG0VWLsPgY3p5KCXN#rd]。”

黄淮学*：“[大学的声音，大学的行动: http://mp.weixin.qq.com/s?__b

iz=MzI4NjQ2NzQ2NQ==&mid=2247483872&idx=1&sn=5ad47288780af38736585d4a7

dd2432b&amp;chksm=ebdd3506dcaabc10dc819158e68455ff12a581b3eee12666397

acd298d2b5ce809411a01ad61&scene=0#rd]。”

79362698：“谢春枝（笔名茹冰，紫藤冰冰），湖北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博士毕业生，研究馆员，现供职于湖北省图书馆，以图书馆管理和研究为职

业，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发表过中篇小说《四月雪》《流逝的云》，长篇小

说《紫藤》等，累计创作发表中长篇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 30 多万字。其作

品以女性的细腻温婉，为读者创造了立体丰满的文学形象和凝练深邃的文学意

境。长篇小说《紫藤》，2017 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37277952：“6

66。”79362698：“觉得具有这样文学深厚功底的图书馆专家，做阅读推广工作

才更有影响力和实效。”

图小锐*：“【唯诗缘】紫藤冰冰 || 秋风起，世事比纸还透明（诗 6首）h

ttps://mp.weixin.qq.com/s/cvw9y3H69IwvMZTnLu2nJg。”海边：“紫藤冰冰诗

选 http://www.sohu.com/a/201860603_100012395。”

武汉东湖：“武汉东湖学院图书馆的微博_微博 https://weibo.com/libw

du?is_hot=1。”

图谋：“Wiley‘最美图书馆’摄影大赛报名中，一起寻找最美图书馆！ht

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22310&do=blog&id=1145

631 热爱摄影吗？你想向全国读者展示你所在的大学/机构图书馆的风采吗？快

来参与活动赢大奖吧！活动时间:2018 年 11 月 10 日——2018 年 12 月 20 日。评

选结果公示时间：2018 年 12 月 21 日——2018 年 12 月 30 日 。”

图谋：“参会随记—孔子故里与图书馆 http://url.cn/5lwY0ls。”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7062/201811/t20181113_354444.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7062/201811/t20181113_354444.html
http://url.cn/5Bnk1jk
http://url.cn/5Bnk1jk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YzNDE5MQ==&mid=2649706704&idx=1&sn=b25976867e03ec078e7c56bc56f3d22f&amp;chksm=88411b30bf369226623913d3bb186d42db08db67de6b64a4c7a8b5e1a890805d1544bd4fde8e&mpshare=1&scene=1&srcid=1114CdCGG0VWLsPgY3p5KCXN#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YzNDE5MQ==&mid=2649706704&idx=1&sn=b25976867e03ec078e7c56bc56f3d22f&amp;chksm=88411b30bf369226623913d3bb186d42db08db67de6b64a4c7a8b5e1a890805d1544bd4fde8e&mpshare=1&scene=1&srcid=1114CdCGG0VWLsPgY3p5KCXN#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YzNDE5MQ==&mid=2649706704&idx=1&sn=b25976867e03ec078e7c56bc56f3d22f&amp;chksm=88411b30bf369226623913d3bb186d42db08db67de6b64a4c7a8b5e1a890805d1544bd4fde8e&mpshare=1&scene=1&srcid=1114CdCGG0VWLsPgY3p5KCXN#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YzNDE5MQ==&mid=2649706704&idx=1&sn=b25976867e03ec078e7c56bc56f3d22f&amp;chksm=88411b30bf369226623913d3bb186d42db08db67de6b64a4c7a8b5e1a890805d1544bd4fde8e&mpshare=1&scene=1&srcid=1114CdCGG0VWLsPgY3p5KCXN#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4NjQ2NzQ2NQ==&mid=2247483872&idx=1&sn=5ad47288780af38736585d4a7dd2432b&amp;chksm=ebdd3506dcaabc10dc819158e68455ff12a581b3eee12666397acd298d2b5ce809411a01ad61&scene=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4NjQ2NzQ2NQ==&mid=2247483872&idx=1&sn=5ad47288780af38736585d4a7dd2432b&amp;chksm=ebdd3506dcaabc10dc819158e68455ff12a581b3eee12666397acd298d2b5ce809411a01ad61&scene=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4NjQ2NzQ2NQ==&mid=2247483872&idx=1&sn=5ad47288780af38736585d4a7dd2432b&amp;chksm=ebdd3506dcaabc10dc819158e68455ff12a581b3eee12666397acd298d2b5ce809411a01ad61&scene=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4NjQ2NzQ2NQ==&mid=2247483872&idx=1&sn=5ad47288780af38736585d4a7dd2432b&amp;chksm=ebdd3506dcaabc10dc819158e68455ff12a581b3eee12666397acd298d2b5ce809411a01ad61&scene=0#rd
https://mp.weixin.qq.com/s/cvw9y3H69IwvMZTnLu2nJg
https://mp.weixin.qq.com/s/cvw9y3H69IwvMZTnLu2nJg
http://www.sohu.com/a/201860603_100012395
https://weibo.com/libwdu?is_hot=1
https://weibo.com/libwdu?is_hot=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22310&do=blog&id=114563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22310&do=blog&id=114563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22310&do=blog&id=1145631
http://url.cn/5lwY0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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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问答与讨论

（1）学生人均借阅量

裴：“请教大家：高校搞专业考核，其中考核指标中有涉及到学生人均借阅

量。想查下具体要求，但没找到相关文件，有人有这方面的文件吗？若哪位老师

有麻烦给传一份，急用，非常感谢！。”黑天鹅：“@裴 谁考核，谁制定数据获

取办法啊。列出了学生人均借阅量，那就得该出如何获取数据的办法啊。就本科

而言，涉及四个年级的学生啊。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一、大二、大三、大四。是

某一年的借阅量？还是四年在校期间的借阅量？考核方肯定得清楚数据获取的

办法和统计口径啊。评估对象是某个专业，数据该是某专业已经毕业的学生在校

期间的借阅平均量。这里的借阅量，是所有借阅都统计在内，还是只统计与某专

业有关的借阅。是很细节的技术问题。”裴：“是的，有学院过来要数据，但不

知道具体指标，无奈。说有些是专业委员会搞的考核，有些是统一的专业考核。

比如，中药学，他们有个‘中药学专业委员会’。他们只知道要做材料，不知道

指标。”黑天鹅：“@裴 嗯，谁考核，谁设计研究方案并去获得所需的数据啊。”

图谋：“@裴 更好的方式是，进行进一步沟通，告知图书馆可以提供哪些支持，

做好辅助工作。”黑天鹅：“就是单纯的学术荣誉。”裴：“谢谢！从其他部门

找到了文件。”图谋：“裴老师这个文档，如果是可以公开获取的，建议在群里

分享一下。”裴：“好的。附件 1；安徽省普通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doc”

图谋：“此类工作，通常是一定范围需要做的，可以互帮互助。”

（2）《图书情报研究》

图谋：“图书情报研究.http://ptsq.cbpt.cnki.net/WKE/WebPublication

/index.aspx?mid=PTSQ。《图书情报研究》办刊十年，刊物质量在学界与业界已

取得良好声誉。（参见：图书情报研究.http://ptsq.cbpt.cnki.net/WKE/WebP

ublication/index.aspx?mid=PTSQ）已于“十二五”期间获批国际刊号，暂未取

得国内刊号，但刊物坚持学术性，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难能可贵。2016 年曾刊发 7 所高校的“十三五”发展规划，笔者认为

对高校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该刊 2008 年 12 月

创刊，今年是办刊 10 周年。从创刊开始，中国知网便收录。新办刊物获取国内

刊号非常困难，目前已有国际刊号，但无国内刊号（也就表示国家新闻出版局中

不能检索到）。该刊为季刊，据悉，由于稿源丰富，2019 年将扩版。该刊征稿

启事中有‘本刊不受任何商业利益驱动’，将矢志不渝地坚守学术研究的一方净

土，质量和创新性是本刊考量稿件的唯一标准。该刊‘以广大图书、情报、档案

工作者和图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师生为主要读者对象’，据悉，每期赠出 100

http://ptsq.cbpt.cnki.net/WKE/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PTSQ
http://ptsq.cbpt.cnki.net/WKE/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PTSQ
http://ptsq.cbpt.cnki.net/WKE/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PTSQ
http://ptsq.cbpt.cnki.net/WKE/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PT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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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份。时下，科研评价体系（SCI、SSCI、CSSCI、核心期刊等导向）以刊评文风

行。江苏大学图书馆坚持十年办学术期刊（非读书导读刊），难能可贵。很大程

度上，由于该刊的社会声誉，得到了认可（据说，有的省份评职称时，明确是算

数的）。”

（3）查询期刊是不是 SCI来源刊的网站

雨后：“请问查询一个刊是不是 SCI 来源刊怎么查。”海边：“可以免费检

索官网来源刊目录。”默默：“貌似发链接，外网可以暂时检索。”海边：“h

ttp://mjl.clarivate.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傲娇的*：

“http://ac.scmor.com/。”雨后：“谢谢，很实用@海边 。”

1.5保存本图书的标记及捐赠图书的接收

扣肉：“同志们，你们保留本是怎么标记的？”图谋：“现在仍设保留本的，

很少。不少馆多年前已将样本书库拆解了。”黑天鹅：“@扣肉 还有保留书库啊？”

扣肉：“有。”黑天鹅：“只许现场阅读或复印，不许外借。”图谋：“印象中，

mango 那里还有，是否做特殊标记，没有留意。”扣肉：“有一些捐赠本，因为

怕遗失不敢流通。但是我们没有专门建立种子库。”图谋：“以往的做法，只是

馆藏地不同，赋予不同的流通规则，好像并未加特殊标记。”黑天鹅：“@图谋

对滴。”图谋：“那情形特殊，比较麻烦。”黑天鹅：“借阅分离。”黑天鹅：

“那就搞个特藏书库吧。”扣肉：“那读者就可能要在不同馆藏地跑。”黑天鹅：

“只阅不借。借阅一体化后，若还是要部分不能外借，那就需要专门空间陈列了。

若不单独空间陈列，要在技术上做到不能外借。”图谋：“ 藏与用都会比较麻

烦。”扣肉：“我们是想在书上做标记。”黑天鹅：“混合陈列，管理起来确实

麻烦。最简单是空间隔离。”图谋：“加标记分区域陈列倒也是一种对策，只加

标记，解释起来会很麻烦。”扣肉：“我们是闭架。闭架情况下，流通本和保留

本在一起，我必须保证寻书的人，一下就把流通本取出。”豆洪青*：“色彩标

签加印章。或错位贴标签加印章。”图谋：“此项工作得有延续性，承前启后。”

黑天鹅：“仅仅是为了方便馆内人员的工作。让图书管理人员，一眼可以分辨流

通本和保留本。”扣肉：“对。”图米兔：“标签颜色。”豆洪青*：“系统中

设置一个虚拟馆藏地，禁止外借。闭架相对来说，好管理。”默默：“我们有标

记的，检索平台里，仅供阅读，书的第一页敲上图像，仅供阅览。”黑天鹅：“标

签差异+印章差异，双保险。以前借阅分离时期，流通本和保留本。标签好像没

有差异，但印章不一样的。” 默默：“还有特藏书也是不能外借的。”黑天鹅：

“标签外观和流通本是一样的，但利用权限不一样。”默默：“现在都开架式不

http://mjl.clarivate.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
http://mjl.clarivate.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
http://ac.scm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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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自己藏书的不少，造成在架书找不着。”黑天鹅：“检索系统中，读者可

以明确知道不外借。”默默：“检索平台和书上标注一下就可以了。”扣肉：“检

索平台没有用，因为保留本是按册的。又不是这种书全部都不能借。”图米兔：

“标签颜色区分，放置个虚拟馆藏地，别给自己找书添麻烦。”二木：“实体用

色标区分，数据用虚拟馆藏库区分。”扣肉：“嗯，我也想的是用不同颜色的书

标。”默默：“我们清理出来六十多万册送人，人家还不想要。”豆洪青*：“已

加工过的，可能需要集中处理，贴标签，扫码，改馆藏地。”黑天鹅：“若是高

校馆，自入馆后 5年内没被利用过。”图谋：“十年没用过的，假如实际去盘点

一下，估计会有较高比例。”扣肉：“其实有一部分属于藏书，不一定流通。比

如再造善本。”默默：“邓丽君传这类书不少呢。”扣肉：“现在大多数图书印

数少，不买就没了。而且关键责任者，难保以后不会当权。我经手的采购，已经

是很务实了。”麦子：“@扣肉 这个捐赠本实在是个误区，我很想写一篇东西说

道说道。”图谋：“找学院老师和学生，很多高校馆只是作为辅助或象征性的，

因为实践中存在许多‘矛盾’。”默默：“我们捐赠本都扔在休闲区的书架上就

是摆设，都没人翻的。”南理工*：“现在这开架方式。没有借阅率还真不一定

是没人看。我们的很多书也是，查看借阅记录为零，但书已经翻旧了。很多人是

在馆看不带走。”南理工*：“这样的情况还真没办法统计利用率。”图谋：“刘

老师说的只阅不借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实际上有一定比例的图书属于‘死

书’，实际上无法流通（原因有许多种）。”

黑天鹅：“@扣肉 这个捐赠本实在是个误区，我很想写一篇东西说道说道。

接收捐赠图书，变为了自身的不可承受之重，那就是不必要的负担了，本质上也

许根本就没必要。”“@麦子 接收的捐赠物，该是严加筛选的，且必须拥有独立

处置权。” 麦子：“@黑天鹅 你说的很对，一定要对方知道，收是我看得起你

的收藏，但我有全权处理你的收藏，包括扔掉。我本人现在基本不收任何东西。”

1.6图谋参观江苏大学图书馆有感

图谋：“改革创新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服务功能——江苏大学图书馆参观有

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5503.html 11 月 9 日，趁参加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 2018 年会暨工作研讨会的机遇，承

蒙江苏大学图书馆刘桂锋老师的热情接待及该馆同仁的悉心讲解，笔者有幸‘深

度’参观江苏大学图书馆。” 睿智：“观《改革创新……江苏大学图书馆参观

有感》一文，图谋在字里行间给人一种身为从事图情事业从业者对这份事业崇高

的责任感。” 图谋：“那篇参观记，是图谋交的一份‘作业’，主要想表达两

个意思：一是高校图书馆事业大有可为，江苏大学图书馆为例；二是专业馆员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5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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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可向刘桂锋老师学习。行文较为仓促，且需要考虑篇幅，似乎未能充分表

达。更美的风景，期待更多人探索与发现。”

图谋：“今天上午刘桂锋所长，领我参观了该馆。某种意义上算是图书馆十

三五规划‘中期检查’。图谋 2015 年时曾到该馆参加了高校图书馆十三五规划

会议，学习了该馆的规划也实地参观了该馆。参观过程中，‘对标’当时制定的

十三五规划，图谋以为规划若干项目已落到实处，成效显著。江大文库、岚清书

屋（文心书屋）、赛珍珠文献资源中心等，做得很出彩。信息素养课确实抓得很

扎实。”黑天鹅：“信息行为分析实验室，以期从脑认知、心理反应、视觉反应

等学科角度对用户信息行为进行研究。”图谋：“江苏大学图书馆信息检索与利

用网站.http://lib.ujs.edu.cn/xxjsyly/index.jsp?urltype=tree.TreeTempU

rl&wbtreeid=1071。” 教学队伍阵容强，受益学生面广，教学方法、教学效果

等诸多方面取得成效。江苏大学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方面成效显著。”清凉桐影：

“江苏那边高校的待遇据说也挺不错的。”图谋：“信息行为分析实验室也是开

展社会服务的，感兴趣的成员可以进一步关注。”黑天鹅：“这种实验室得有人

啊。”图谋：“网站上已介绍的比较清楚。”黑天鹅：“海外或国内行为科学、

心理学博士，才是搞得起来。”图谋：“专职实验员 2人。前边的相关成果，据

悉仅是部分成果，陆续有更多成果产出。” 260236*：“图谋是深度参观，深度

分享，全方位分享。”图谋：“结合该馆的‘十三五’规划、图书馆网站、实地

考察，是一种可以信赖的‘中期评估’。”刘*锋：“欢迎各位圕人堂成员来江

苏大学图书馆指导工作。我会以真诚接待大家。” 图谋：“《图书情报研究》

2016 年曾刊发多家图书馆的十三五规划，几家结合起来，更加有料。”图谋：

“感谢刘老师的热情接待！此行很有收获。”“我不知道《大学图书馆学报》《图

书馆论坛》《图书馆建设》等的封面有没有刊登过江苏大学图书馆的照片，假如

还没有，我觉得可以考虑刊发。江苏大学校本部新图书馆于 2010 年 9 月进入试

运行。建筑面积达 43969 平方米，阅览座位达 4000 个，学习环境优美、舒适，

设施完备、先进，实现了集‘藏、借、阅、查、咨、育’六种功能为一体的开放

式服务。8年过去了，依然那么美。里里外外都挺美的。这很难得。”573190*：

“苏州大学老校区的校园非常非常美。”黑天鹅：“学校中文名称为江苏大学，

英文名称为 Jiangsu University，缩写为 JSU。”

1.7关注圕人堂及其微信公众号

图谋：“圕人堂作为网络社群，群成员共知共建共享。圕人堂的微努力、微

营销，是有益的、必要的。” 麦子：“@OCLC-丘*江 可能是文化所然，很多人

不愿意做公开讨论，另外就是个人性格，这些拿到网上更是放大了很多。这次在

http://lib.ujs.edu.cn/xxjsyly/index.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071
http://lib.ujs.edu.cn/xxjsyly/index.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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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我和你尽管初次相见，但一见如故，我自己的唯一遗憾就是没有时间和你

多聊聊，另外遇到刘洪也是，他是很健谈的，我就是听就可以，但我觉得也是很

有意思。我觉得做图书馆这行，最重要的是要有对知识和信息的好奇心，这样也

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推文，也曾令我尴尬多回。推文发出之后只能

改别字，还最多只能改 5个字。”寡人图：“@图谋 标题还不好改。只能改正文。”

图谋：“顺便察看了一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概况：当前用户数 1565。关于圕人

堂微信公众号的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0860.html

以上博文是 6月 26 日的思考，文中提及"2018 年 6 月底，希望圕人堂微信公众

号的关注者超过 1000 人。'远景'是至 2018 年年底，关注者超过 10000 人。"小

目标当月实现了，大目标似乎挺遥远，按照当前的趋势，恐怕能突破 2000 人就

不错了。”

图谋：“近期，图谋自身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做群务工作，科学网圕人堂专

题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想方设法别撂荒。图谋絮叨多少年，早已不新鲜，很多

时候感觉怪惭愧的，感觉对不住读者（或观众）。”“插播一则软广告——圕人

堂微信公众号今日推文。如何获取图书馆界学术会议与培训信息？http://url.

cn/5AGb3DI。”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目录（更新至 234 期）.http://blog.sciencenet.c

n/home.php?mod=attachment&id=279754 (pdf 格式 2.97M 图道 整理)。”

190816*：“人家是想接待一下群友。”cpulib*：“搞个群标志，以后开会

都带着。”清凉桐影：“这个提议好。做个群标。”图谋：“群标一建群就有。”

190816*：“楼上的意思应该是制作群的徽章，开会可以佩戴，方便辨认。”麦

子：“@木木贝 算了吧，到时没人戴的，我算是知道群里人的腼腆了，或者说太

深沉。”190816*：“藏着躲着聊得倒是火热火热的，真的见了面反倒害羞了？”

麦子：“不过，如果见了面，还聊图书馆，我也不想聊。”轻翼翩然：“嗯嗯，

同意，见面不聊图书馆的。”轻翼翩然：“咱们群聚会过吗？”学无止境：“呵

呵，以后群友每次相约开学术会议，可以拉拉圕人堂的横幅。和一些户外群一样。”

学无止境：“我就是开会认识群主，加群的。”麦子：“不指望这个，而且估计

也没什么好说的。”190816*：“美国人是不是见面都说今天天气怎样的？@麦子

。”麦子：“@木木贝 的确，但总有个话题嘛，尤其是不熟的人。”LL：“在

群里很多人用的都是虚拟人格，线下聚会估计不会这么热闹。”印度阿三：“图

们都比较闷。”图谋：“已故学者于鸣镝先生（1939-2006），生前曾著、编、

译、校图书 17 部，发表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 434 篇。”37277952：“论文大家。”

图谋：“图书馆领域有多位特别勤奋、特别高产的学者。”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0860.html
http://url.cn/5AGb3DI
http://url.cn/5AGb3DI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attachment&id=27975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attachment&id=279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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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出*：“图书馆报也是个发表的好园地。”图谋：“其实圕人堂也是一

个园地。科学网圕人堂专题选刊也有稿酬，还可以另投。” 睿智：“咱们群是

同行群里活跃度最高的，人数最多，业界专家学者最多。是业界的三最群，@图

谋 大大费心了。” 徐星：“在我所加入的如此众多的群中，这个群是我最愿学

习也最愿了解的群，没有之一。” 清凉桐影：“个人认为，有了网络，有了圕

人堂，业界的部分会议即使不去现场参加，也会获取到相关的知识的。”

吉久明：“@图哈哈 个人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领导，要为自己的一切决策。

如果有意参加，可以向领导申请，配合个人的努力，一般总会有机会的。”图谋：

“其实圕人堂天天可以开会。大会小会任你选。投资少，见效快。开会的效果，

与组织者、策划者（或主持人）密切相关。2000 多人的‘大会’在圕人堂‘大

礼堂’进行，规模不等（2人以上的）的各种‘迷你会’‘小会’‘中会’可以

通过成员之间的小窗、群聊或另行建群（QQ 群、微信群）举行，甚至可以进一

步线下相会。”时光倒流：“经费呢。”图谋：“经费还真不是问题。圕人堂‘大

礼堂’进行的大会，天天有，没见谁付费。线下相会，AA 制、AB 制或其它制，

自行选择。”biochem：“自由讨论，畅所欲言。”

1.8高校馆与公共馆职称评审问题探析

190816*：“评职称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痛苦啊。工作久

了，多少都会对本专业有一些体会和想法，写成论文发表也不是很困难。”450

1130：“问题还在数量。而不是质量，还有价值认同，命运操纵在某些人手里。”

190816*：“先努力，实在评不上再像上面这样安慰自己。”190816*：“没关注

这个，感觉专利比发论文难啊。”图书馆*：“学校不给名额，名额比发文难。”

37277952：“名额最重要。学校给名额了，送出去评审不通过也有，55%文化厅

不高于 70 通过率，横向对比材料，弱的评不上，一山还有一山材料高。”1908

16*：“我们学校今年副高通过率不到 50%。”云卷云舒：“公共馆名额多，高

职高专多，师范类，财经类，文科类的相对好评点，理工，科技类不管是 985

211，还是很差的一般大学，都非常难，副高都很难很难，正高基本别想。”云

卷云舒：“一个公共馆的评正高，在我们学校，或许评馆员都很危险，这就是现

实。”37277952：“职称淡化文章，县级公共馆不作文章核心要求，今年起。”

广州书童：“要破除唯职称、唯论文、唯学历的倾向。”37277952：“（四）县

（市、区）级及以下单位申报人员，所发表论文不作核心期刊要求。”113663*：

“@广州书童 破了之后呢？怎么立？职称比较成熟了，美帝先进不先进，有没有

职称？也有。人员也有分类。不管怎么搞，都会有吐槽。”113663*：“现在国

内制度有了，但是执行起来，玻璃门、推拉门还是有的。本来就有各种渠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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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降低其实不是难度降低，而是难度增加了。”37277952：“中央刚刚发文，落

地执行，估计成熟还得几年。”113663*：“我坚定地认为当前要求不能降低，

但是能分类评审。打通各类人员晋升渠道才是重要的。”190816*：“标准应该

是要统一的，降低的话存在很多人为的操作，对评审者不公平。”印度阿三：“公

共馆的正高在高校连个馆员都评不上，不知道哪家高校这么高的水平，说来听

听。”113663*：“@印度阿三 这种也不要较真。其实都很正常的，有时候没有

指标名额，往往就是大神也没辙。”印度阿三：“我指的不是名额。”113663*：

“@印度阿三 三哥，仰望我看公图的注定是要仰望，毕竟高图那是学术性机构，

公图是服务机构。”190816*：“我很幸运，第一次参加校内评审，就过了。”

13626080：“因此，根据服务对象范围，提供的服务内容也不完全一样。”广州

书童：“说机构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学术性机构。你们是服务型机构。评职称的时

候就说我也要和公共图书馆一个标准来。”113663*：“@广州书童 童童你说对

了。评职称的时候我说我是服务机构的，按照公图要求来。装大牌的时候，我是

学术机构。”云卷云舒：“非常多，县图书馆馆长，小城市图书馆馆长，评正高，

根据他们馆里的人讲。所有论文都是别人给写的，都评上正高了。这些人的材料，

拿到一个最普通的大学去评，根本评不上。现在很多大学起点就是博士硕士，挤

压一大堆，评中级有好几篇核心的多的去了。所以根本不用多说，不承认的是选

择性失明，是公共馆馆员永远让这种不公平存在下去而已。”37277952：“@云

卷云舒 信 馆长文化系统年会会议，评审基本认识。”云卷云舒：“关键是馆

长优先这个现象在公共馆太厉害了，一个小图书馆一旦馆长占了指标，其他人基

本多年不会有名额了，对整个小馆发展极为不利。”113663*：“也有个别地区

的图书馆，他因为职数的限制，是不给正高职数的。”广州书童：“深圳区馆馆

长正高基本外调人才的多。”广州书童：“广州十一个区，服务搞得风生水起。

没有一个正高。”云卷云舒：“标准降低了，但指标是死死的，只有馆长才有可

能。”得真味：“针对前面的话题，我觉得高校馆整体科研能力是挺强的，尤其

是相关教学院系的导师，可以带学生，好多论文其实都是学生在写。但是公共馆

呢，最多馆长和领导可以挂名，其他人都是在自己写。针对我附近的情况是，好

多高校馆实际操作中，为教师服务，学生的话，除了看普通书，找些旧资料一般

都推到公共馆的。我只是针对身边情况做点感想，不具有普遍性。”503682*：

“如果这样也是好事啊，总比两个互不往来的好，一般公共馆馆藏纸质资源优于

高校馆，数字资源高校馆优于公共馆。” 图哈哈：“知网能查到评职称就好使，

科研加分的。”图谋：“知网的报纸数据库有《图书馆报》。”图哈哈：“都是

评职惹的祸！”



圕人堂周讯（总第 236期 201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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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

睿智：“今年起是省文旅厅评职。”泛泛之辈：“文件是征求意见稿。”睿

智：“今年起，国内已没有文化厅了。”睿智：“全国已有 30 多省市机构改革。”

37277952：“江苏 10 月改的，文化旅游厅。”睿智：“我们省 985 高校要求青

年教师必须有海外留学经历博士，3年内必须申报成功至少一个国家基金课题，

否则 3年后职称待遇工资都降级。”37277952：“国家级和省级区别省级期刊与

国家级期刊的区别:实际上，国家从来没有对刊物做过级别之分，也就是在影响

力和专业程度上没有省级和国家级的差别。所谓国家级期刊和省级期刊之分，主

要为方便管理，根据期刊主管单位的级别而做了区别。即国家单位主管期刊为国

家级期刊，省单位主管期刊为省级期。” 30863028：“@泛泛之辈 文件要看你

们省职称评审文件是如何认定的。职称评审文件说 211.985 高校的学报是国家

级，那它就是国家级，如果认国家各部委办直属学术机构主办刊物，那即使是垃

圾刊它也是国家级刊物。”

1.9图书馆工作期间遭遇甲醛问题，怎样保护自己？

望月：“新馆装修甲醛的确构成很大危害，对工作人员。”图谋：“馆舍改

扩建，带来的工作环境问题（包括家具、噪音、辐射等），许多人亲历过。”h

anna：“闹也是办法，而且见效最快。”迷图忘返：“新馆建成或者老馆改造，

环境不合格就让馆员进去办公，我相信这种情况全国很多。”薪樗 /tp：“必须

学会保护自己，身体是自己的，不能因为这点事把健康耗进去@望月 。”91154

5*：“@望月 这与你选择图书馆没必然联系。如果你不会保护自己、没有有效的

保护自己的方法，到哪里都一样，只不过问题的形式和内容不同，相同的就是你

感觉自己被欺负了。”图哈哈：“沟通是解决问题的第一部，先去沟通吧！抱怨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麦子：“这个问题似乎生命攸关，所以只能博一下，让

人鄙视总比默默忍受，生病要好。”911545*：“@望月 如果是开架，你可以自

己去买一个测试仪器先测一下。心中有数。然后就对领导说:我要是有过个啥没

关系，把学生害了，就不好了。你就坐在门口等，领导巡视发现了，怪罪你，你

就给他看测试结果。如果他坚持，你就说，请您进去体验一下。一般领导不至于

在看到测试结果的情况下还会强制你呆在门里面的。你要顺势感谢领导对你体

贴。这个测试仪自己买看似步骤，但却给你终止伤害提供依据，应该是非常有价

值的投入。供参考。”911545*：“@望月 伤人如果属实，作为被害人能做的就

是止损。”广东小*：“@望月 觉得气味大，这个可以给领导提的，主管领导解

决不了，直接去找馆长，馆长解决不了，就去找校长，员工的健康问题，我想领

导不可能会完全忽视。”911545*：“@gaozy 主要问题是:也许领导没觉得气味

大到会损害健康，我们要先肯定领导的人品。这样才有与之沟通的可能。”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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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沟通什么，我就耍赖啊。我女孩子啊，我就哭啊，我就耍赖啊。谁不怕啊。”

小木虫：“关于转岗的问题，我发现了好多人，转来转去最后都不满意。遇到

问题还是要冷静的，忍一忍，想一想问题在哪里，从自己的内心里解决掉这个问

题，而不是逃避。”雨过天晴：“@望月 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有烦恼，勇敢面

对。情绪低落的时候，这 7本书会让你瞬间振奋！https://url.cn/5SCjhbM。”

52794771：“夜读 | 哪行都有压力，没有谁能真正无忧无虑 http://url.cn/5

2vUi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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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职业能力观察与思考

2018-11-16 09:47

近年，图书馆职业能力是我关注的焦点。今年，主要是利用参加学术会议或业务

交流会的机遇，与国内外图书馆业界与学界同仁有一些交流，也实地参观了一批

图书馆。这一批图书馆，列个清单大致是：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杜厦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杨浦区图书馆、

江 ...

个人分类:圕人堂|14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改革创新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服务功能——江苏大学图书馆参观有感

2018-11-10 11:18

改革创新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服务功能 ——江苏大学图书馆参观有感 11月 9
日，趁参加江苏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 2018年会暨工作研讨会

的机遇，承蒙江苏大学图书馆刘桂锋老师的热情接待及该馆同仁的悉心讲解，笔

者有幸“深度”参观江苏大学图书馆。 刘桂锋老师 ...

个人分类:圕人堂|89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6个文件。

https://url.cn/5SCjhbM
http://url.cn/52vUiF
http://url.cn/52vUiF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6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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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53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46531&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46531&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4653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46531&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4653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5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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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50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4550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4550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4550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4550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45503


圕人堂周讯（总第 236期 201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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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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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18 年 11 月 16 日，图书馆论坛刘编发红包 200 个（总金额 100 元）：

“爱”就“订”他——图情刊。

（2） 2018 年 11 月 16 日 14:00，群成员达 2016 人（活跃成员 433 人，占

21.48%），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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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