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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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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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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kk：“邀请你看《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 https://url.cn/59Fs4h3?sf=

uri。”

图谋：“2018 年 11 月 16 日《图书馆报》http://124.207.48.191/epaper/

tsgb/2018/11/16/A01/233414.shtml。”

图谋：“图书馆职业能力观察与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1146531.html。”

碧海潮生：“核心期刊主编：图书馆学论文怎么选题 http://url.cn/5zN7b

QJ”

图谋：“图书馆工作者如何贯彻落实《公共图书馆法》http://url.cn/5mX

QLT3。”

图谋：“这本书让我如获至宝——《图书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指南》读后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36414.html 该书定位为‘图书馆

员培训丛书’，因为‘图书馆员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石。图书馆员在长期的实

践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既是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也是图书馆学研究

的基础和源泉’。 该书值得图书馆员阅读与收藏，同时值得图书情报学界与业

界学习与借鉴，可兼作图书情报研究生教育‘必读书目’之一。假以时日，我相

信该书将会是图书情报领域一本畅销书，乃至长销书。”

碧海潮生：“影响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 130 篇重要文章 http://url.cn/52L

oZBp。”

图谋：“2018 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刊分学科期刊评价结果 http://u

rl.cn/5DZA8Sx。”

图谋：“圕人堂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http://blog.scienc

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圕人堂于 2015 年全年面向群成员征集图书

馆照片。目的是为了让群成员走近/进图书馆，更好地了解图书馆、关注图书馆，

同时希望有助于促进图书馆间的‘共知共建共享’。”

421533*：“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18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立项的通 https://xxm.ckncloud.com/ssi/detail?cid=112&from=timeline”

图谋：“改革创新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服务功能 http://url.cn/5XxA3iy”

https://url.cn/59Fs4h3?sf=uri
https://url.cn/59Fs4h3?sf=uri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11/16/A01/233414.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11/16/A01/233414.s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653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6531.html
http://url.cn/5zN7bQJ
http://url.cn/5zN7bQJ
http://url.cn/5mXQLT3
http://url.cn/5mXQLT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36414.html
http://url.cn/52LoZBp
http://url.cn/52LoZBp
http://url.cn/5DZA8Sx
http://url.cn/5DZA8S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https://xxm.ckncloud.com/ssi/detail?cid=112&from=timeline
http://url.cn/5XxA3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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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数字学术服务的内容及馆员角色 http://url.cn/5IBQDKL。”

图谋：“数字学术服务的内容及馆员角色 http://url.cn/55C0LLp。”

睿智：“阅读无处不在如何看待时下星期的各类型

http://url.cn/5PQKTT4。”

挂机中：“美国研究性大学如何开展课前阅读 https://url.cn/5FXFu4Q。”

睿智：“美国图书馆如何开展空间改造 http://url.cn/5gouDDx。”

图谋：“吴东敏：科技查新为科研创新助力。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9286.html。”

913030*：“中国图书馆学会获评中国科协世界一流学会建设项目学会。

http://url.cn/5MxGAnt。”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获评中国科协世界一流学会建设项目建设学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Q3MjEwOA==&mid=2247485078&idx=

1&sn=7fa7dbc4bf51608ad7410e605cb8c36f&chksm=e9bf8a55dec8034323bf18410

72842c17d45011001f34102afc936fd040f08e984ef9fdf58d2&mpshare=1&scene=2

3&srcid=1122HiFeJaQrko7f3qtA5Ysh#rd。”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网址：http://www.lsc.org.cn/。”

图谋：“圕人堂 2017 年大事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396.html。”

429151*：“中国人文社科期刊综合评价报告（完整版）

http://url.cn/5EEDSOW。”

睿智：“2018 古籍整理与保护学术研讨会暨“册府千华――2018 江苏

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新书首发系列活动在南京图书馆举行

http://url.cn/5JoFSXx。”

豆洪青*：“如何快速选择自己的 SCI 投稿期刊？http://url.cn/5gmD3ci。”

546371*：“推荐 10 本图情专业图书 http://url.cn/5kuLaa3。”

1.2图情会议 招聘信息

会议君：“ 2019 年全国图书情报青年学术论坛明年 1月哈尔滨举办 http:

//url.cn/5UtjCdl。”

728786*：“2018技术年会直播地址：https://zhibo.chaoxing.com/1444624。”

1.3问答与讨论

（1）图情期刊订阅及推荐

芷芸：“《图书情报工作》、《大图学报》《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建

设》、《图书馆论坛》、《图书馆》、《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馆理论与

http://url.cn/5IBQDKL
http://url.cn/55C0LLp
http://url.cn/5PQKTT4
https://url.cn/5FXFu4Q
http://url.cn/5gouDD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9286.html
http://url.cn/5MxGAn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Q3MjEwOA==&mid=2247485078&idx=1&sn=7fa7dbc4bf51608ad7410e605cb8c36f&chksm=e9bf8a55dec8034323bf1841072842c17d45011001f34102afc936fd040f08e984ef9fdf58d2&mpshare=1&scene=23&srcid=1122HiFeJaQrko7f3qtA5Ysh#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Q3MjEwOA==&mid=2247485078&idx=1&sn=7fa7dbc4bf51608ad7410e605cb8c36f&chksm=e9bf8a55dec8034323bf1841072842c17d45011001f34102afc936fd040f08e984ef9fdf58d2&mpshare=1&scene=23&srcid=1122HiFeJaQrko7f3qtA5Ysh#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Q3MjEwOA==&mid=2247485078&idx=1&sn=7fa7dbc4bf51608ad7410e605cb8c36f&chksm=e9bf8a55dec8034323bf1841072842c17d45011001f34102afc936fd040f08e984ef9fdf58d2&mpshare=1&scene=23&srcid=1122HiFeJaQrko7f3qtA5Ysh#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Q3MjEwOA==&mid=2247485078&idx=1&sn=7fa7dbc4bf51608ad7410e605cb8c36f&chksm=e9bf8a55dec8034323bf1841072842c17d45011001f34102afc936fd040f08e984ef9fdf58d2&mpshare=1&scene=23&srcid=1122HiFeJaQrko7f3qtA5Ysh#rd
http://www.lsc.org.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396.html
http://url.cn/5EEDSOW
http://url.cn/5JoFSXx
http://url.cn/5gmD3ci
http://url.cn/5kuLaa3
http://url.cn/5UtjCdl。
http://url.cn/5UtjCdl。
https://zhibo.chaoxing.com/144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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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高校图书馆工作》等十多种图情期刊我馆一直订，中午才在期刊阅览

室浏览了《图书馆论坛》和《大图学报》。”图谋：“图书馆订阅图书馆期刊还

是相当积极的。在当前期刊订阅经费缩减较为厉害的形式下，仍有不少馆坚持订

阅。我发现我自身所在馆累计订了 18 份期刊!”

九思：“@图谋 帮忙推荐几种图情期刊，谢谢。适合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人

看的最好。”图谋：“高校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学报、高校图书馆工作、图书情

报工作。条件允许的话，《图书馆论坛》也可以考虑。对于高校图书馆，图谋无

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会优先推荐：《大学图书馆学报》《高校图书馆工

作》。”九思：“@图谋 要是再大众一些，适合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管理员看的

还有推荐吗。”图谋：“我会推荐《图书馆报》。图情期刊，在大众化方面，比

较薄弱。”

论坛刘编：“关于期刊的订阅，无论是高校馆，还是公共馆或其他馆，我有

一个不同的观点：不能只订阅某一方面的专业刊物。显然，虽然我们干的是专业

工作，但只订阅表面上与自己工作更紧密的刊物，就相当于点菜吃饭，只吃某类

菜，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流行的算法推荐，饱受批评，就是因为这个原

因。实际上，一个人，一个机构，其知识结构要有扩展，视野要足够宽，才能面

临未来的局势。读期刊，就是要海纳百川。现在的公共图书馆建设，一定程度上

说，很多方面，是高校馆赶不上的，高校馆可以借鉴公共馆。”

（2）新馆舍搬家图书如何打包

极限：“各位老师，咨询一下搬新馆的时候图书搬运是用牛皮纸打包好呢，

还是用蛇皮袋散装好呢？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小小尹*：“我们新馆打包

的时候大部分是牛皮纸 ，不过也用了纸箱子、绳子、蛇皮袋@极限 。”图米兔：

“打包纸打包。”tianart：“我们临时馆搬家时，引进了打包机，一摞书的上

下两面垫的废报纸。”裴：“我们是绳子打捆，打包机那种，编上按类目编上号

码。”极限：“那你们打包是老师自己完成还是外包呢？”徐家坤：“用牛皮纸，

打包机，标上预号，效率高，不会乱，上架也方便。”tianart：“外包。”小

小尹*：“我们当时搬家的时候请的搬家公司 ，工人不知道是搬书，有要求临时

加价过的或者不搞的时候 ，因为图书好重，还难得搬，搬家师傅们都不乐意。时

间的话 ，我们早上八点开始搬，因为这边有限制上路的情况。八点前还不是上

班高峰期。”裴：“打包后，编号，找工人搬运，按号恢复排架。”小小尹*：

“我们都是自己的员工自己打包的。”星*：“我们是自己外加志愿者协助打包。”

小小尹*：“分批次打包 也会在打包纸上写 类别、和是否编目了。”叮咚：“打

包之前，可以请教一下馆配商负责打包的师傅，他们有各种避免图书损伤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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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借鉴。”小小尹*：“搬家的时候，我们有老师跟车，老馆那边报告发车，

新馆这边的派人等候接收。”星*：“接收时清点是在卸车时还是运送到各书库

时进行。”

图谋：“关于馆藏调整，许多馆搬过，有的馆还有自己的高招妙招。有的馆

曾系统总结过，如能获得相关文本，估计会有参考价值。”太阳当*：“期刊上

也有一些文章写搬馆经验的，不妨下载看看。”睿智：“我们馆利用元旦假期和

寒假搬的家，前期准备很重要，我们拿的皮尺测量新馆室柱与柱的间距，测量实

际使用距离，以便搬家后，书架如何摆放 ，书打包的时候，我馆是用纸箱子，

用黑色记号笔在箱子四面外皮都写上这是原来哪个借阅室、每个箱子头尾书籍的

索书号 、打包序号，如看到箱子四面写的是三、H7【H311.1/F989——H312/A000】,

这表示这个纸箱老馆第三借阅室的 H 类第 7 包，箱里的书是从 H311.1/F989 到

H312/A000.”图谋：“图书馆这行，原本有许多成熟的经验与方法，可以相互参

考借鉴。圕人堂曾想过，形成一些工作样例或案列，推动起来挺困难。”睿智：

“邻校图书馆搬家历时三年，他们是一点一点搬。”南理刘*：“我们请了个专

业公司。”南理刘*：“全包了。”睿智：“馆内员工主要是打包后写号，跟车

监督，新馆密集书库上架，监督外包单位上架，挑错。”

麦子：“哇，我真没想到大量书搬新馆是用盒子甚至蛇皮袋的。对书损伤不

说，而且重新上架也麻烦。”芷芸：“@麦子 2007 年我馆搬家是打包纸职工自

己打包，2014 年是打包机打包，外包搬家公司装运。”木木贝：“书架底下有

轮子，只有 3-4 层，这种情况确实不需要把书下架打包，国内的书架都是组合成

一排一排的，一般都有 5-6 层，底下也没轮子，只能把书下架打包，书架拆散到

新馆重新组装。”麦子：“@木木贝 这当然不是书架，就是搬运用的。”图谋：

“麦子那边采用的搬书方法，国内图书馆有采用的么？国内的较为常见的是打

包，基本原则大致是：又快又省。同样是搬书，搬得质量与效果，差距还是不小

的。搬得好的，分工协作，井井有条。”南理刘*：“给我们搬家的公司买了几

百个框子，一个框装一格的书，分三批人，下架，运输，上架，流水工作，效率

确实高。”印度阿三：“其实搬，最好的就是用箱子层对层搬。”图谋：“搬的

情形有很多种。比如有的是同一书库倒架、同一楼层不同书库倒架、不同楼层书

库倒架、异地搬迁……麦子老师分享的那种书车，似乎算是多功能的？可以不同

场合应用？一般的搬家公司估计没有这样的‘装备’。” 麦子：“@图谋 我们

因为多年来一直把不用的书送到远程的仓库，所以这类东西常年做，我觉得主要

的精神是尽可能保持原状，另外一定要固定包裹好，因为即使在运输中倒下，也

不会对书有损伤。”

（3）图书、情报、档案学权威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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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 2018 年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及推荐专家名

单公示 http://www.cssn.cn/index/gg/201809/t20180919_4563562.shtml。

http://www.cssn.cn/index/gg/201809/t20180919_45635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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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社 会 科 学 评 价 研 究 院 揭 牌 成 立

http://ex.cssn.cn/zx/bwyc/201707/t20170721_3587413.shtml2017/7/21。

中 国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期 刊 综 合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 AMI ， 2018 年 ）

http://www.cssn.cn/index/gg/201809/W020180919617113222260.docx。”

图谋：“国内六大期刊评价体系 https://www.sohu.com/a/214406243_708421

据悉，有的省份图书资料高级职称评审，‘核心期刊’认可的是：南大、北大、

社科院、中信所，四家中有一家是便认可。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是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权威科教评价机构，也是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本中心联合武汉大学图书馆、信息管理学院等期刊数据库和期刊评价单位，

以及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共同组成了‘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委员会’。我们

采用定量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多指标评价体系，

并于 2009 年和 2011 年连续两次开展了期刊评价工作。”

（4）《图书情报》期刊

雨田：“非法？ 查不到图书情报这个刊物。有发过这个《图书情报》是经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由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主管，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

司主办的学术期刊。栏目设置有学术前沿、情报研究、图书馆建设、历史档案、

文化教育、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等...查看详情>>主办单位重庆维普资讯有限

公司国际刊号 1671-556X 国内刊号 50-9208/G。出版周期月刊刊物的吗？为什么

新闻总署查不到。”雨田：“@碧海潮生 居然新闻总署查不到期刊信息。”小图

小情：“@碧海潮生 是有纸质刊，但也掩盖不了它是电子刊物的本质。”小图小

情：“新闻总署那里查询选择电子刊物查询，就有信息了。”碧海潮生：“这个

刊重复率只要不超过 40%就能用。”

（5）扩展期刊是核心吗？

328185*：“扩展期刊是核心吗？”姜勇峰：“《图书馆学研究》是北核扩

展吗？关心刊物排名，高校排名，真不知道该信谁的。检验高校排名的指标能从

哪查到？刊物优劣又是怎样得来的结果？”图谋：“要注意，那不是北大版，是

社科院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多家机构做这方面的工作并不见得是坏事。

评价结果是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结果。不是话语权的巅峰 PK。各家各有所长。中

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公布过其评价指标体系。群里前两天也贴过。期刊评价有

其积极意义，简单套用以刊评文，是一种省力法，但不尽科学。”姜勇峰：“谢

谢解读！@图谋 。”

1.4 图书馆消毒设备使用效果

http://ex.cssn.cn/zx/bwyc/201707/t20170721_3587413.shtml2017/7/21
http://www.cssn.cn/index/gg/201809/W020180919617113222260.docx
https://www.sohu.com/a/214406243_708421
https://www.sohu.com/a/214406243_70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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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028*：“各位同仁，有没有哪个馆配置了图书自主消毒机或内部图书

消毒设备，聊聊使用效果如何？”扣肉：“广州馆吧，我去的时候见过。”图

谋：“@新农人-胡氏 关于图书自主杀菌机及图书消毒设备，圕人堂“镜头下的

图书馆模样“相册中分享过多家图书馆的照片。最近一次是上海图书馆的。该

设备多见于条件较好的公共图书馆。”皖西郭*：“我见过广州市图有。”图谋：

“河北省馆也有。”南京医*：“南图也有的，我还用过呢，帮儿子借本书，然

后用杀菌机器消毒的，看到少儿馆就有。”图谋：“至于具体的使用效果，可

能需要具体负责该设备的工作人员方有进一步的体会。”695342*：“上海财经

大学图书馆也有，见到过的。”

太阳当*：“请问这是什么原理消毒的？”小洋：“紫外线？”348641*：

“紫外线。”-4501130：“我馆是臭氧的。”807479*：“紫外线杀菌后应该有

难闻的臭氧气味。”807479*：“如何把难闻的臭氧气味吹出去啊？”图谋：“这

太专业了。”348641*：“读者认为，消毒后的图书有股太阳的味道 。”图谋：

“我在河北省图书馆实际体验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有异味。利用率还比较高。”

807479*：“像超净工作台和组织培养实验室都装有紫外灯，紫外消毒时间一般

是 30 分钟，紫外线杀菌后有难闻的臭氧气味。”芷芸：“@图谋 我们市图，各

个城市书房里都有杀菌机，主要是通过紫外线杀菌，我操作过。”图谋：“谢

谢分享！上午南京农业大学胡老师，他们那边可能是想做相关调研。”

1.5 《数字图书馆论坛》

碧海潮生：“《数字图书馆论坛》这个刊物有投稿过的老师吗？”190816*：

“这个刊好像没有纸质版？”boson：“@木木贝 怎么会没有纸质版？我手头一

大堆呢。”碧海潮生：“@木木贝 没有纸质版？”

图 谋 ： 《 数 字 图 书 馆 论 坛 》 2018 年 第 10 期 录

http://www.dlf.net.cn/articleshow.asp?goods_name=2018%C4%EA%B5%DA10%C

6%DA。碧海潮生：“有纸质版的啊。审稿太快了，投稿两天外审结果返回退修，

想想修改就头疼。”图谋：“已经停刊的 Digital Library Forum 没有纸质版，

倒是真的。”190816*：“文章写得好没办法啊@碧海潮生 。”碧海潮生：“看

都不想看了，按照修改建议还需要花更多精力。”190816*：“编辑都不放弃对

你的抢救，你一定要坚强啊。”碧海潮生：“没精力啊，搁置的太长不返回也不

好，至少目前没心思静下心去修改@木木贝 。”

1.6 圕人堂推文分享

图谋：“改革创新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服务功能 http://url.cn/5XxA3iy。”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今日推文。刚才向圕主题 QQ 群、微信群推送了

一圈。以上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成绩单’。”372779*：“就群主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研究就可以申请个国家课题研究。”图谋：“图谋传递该信息主要目的是

http://www.dlf.net.cn/articleshow.asp?goods_name=2018%C4%EA%B5%DA10%C6%DA
http://www.dlf.net.cn/articleshow.asp?goods_name=2018%C4%EA%B5%DA10%C6%DA
http://url.cn/5XxA3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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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有助于共知共建共享。圕人堂这样一个网络社群的运转，背后需要付出许多

努力。”125156*：“真的是很尽心，而且义务为大家服务，。”图谋：“数字

学术服务的内容及馆员角色 http://url.cn/5IBQDKL。数字学术服务的内容及馆

员角色 http://url.cn/55C0LLp。”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推文，通常每篇都带上述信息。碰巧那篇漏掉

了。”123259*：“这个可以举报或者留言提出来，原创、摘编、转摘、改编，

至少应注明出处，大家都应该自觉遵守才是，图书馆相关从业者更应如此。如果

从这里看，完全会以为是这个公众号摘编的。”图谋：“倒是申请过转载，图谋

同意转载，但未料到是这种处理方式。”123259*：“刚才又看了几篇阳光悦读

的文章 ，凡是转自圕人堂的，基本上都注明了来‘自微信公众号圕人堂’字样。”

913030*：“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发的如下。”图谋：“可能是疏漏。望月老师说

‘义务为大家服务’，我觉得图谋算是圕人堂志愿者之一，志愿做一些事情，并

没有这方面的义务。”国图出*：“以前这个号也转过我们书里的内容没标作者

和出自何书。的确不妥。其实加上这个又有何难？体现了对著作权的不尊重@图

谋 。”

1.7 图书馆区域内充电安全问题

广州工*：“请问群里各位老师，你们馆里的自习区域允许读者充电吗？有

的学生直接把充电宝放在那里充，人走开了，这种肯定是不安全的，我想知道你

们所在的图书馆一般是怎样做的。”扣肉：“学生一般买的都是小米这种正规的

充电宝，没什么不安全的。自习区域的东西，丢了读者自己承担。闭馆的时候仍

然没有拿走的东西，收到失物招领。”190816*：“我们靠墙的座位都有电源插

座，读者可以充电。”扣肉：“而且，即便读者买的是不合格的充电宝，发生爆

炸，是谁的充电宝，谁承担法律责任。一般而言，不是受到持续猛烈撞击，即便

劣质的充电宝，爆炸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广州工*：“我们学校这段时间一直

强调消防安全，不太敢给学生用插座。”

广州工*：“好的，谢谢两位老师，我们看情况，给插座那里贴一些提示语

吧。”扣肉：“这种事情，一般是由学生会出面，发一些宣传的海报和微信文章。

我们只能劝阻使用大功率电器。而且，保卫处一般有现成的海报，可以去领来粘

贴。读者一般能保证在图书馆内不吸烟。以防万一，我们在卫生间粘贴了禁止吸

引的标志。馆员熟悉电闸和报警开关的位置，能引导读者逃生也就可以了。”海

边：“我们每个学期都搞消防演习，在图书馆的学生不是每个人都配合。有些学

生还说难听的话。事后总结会上我就提出要对辅导员加强对学生的消防意识压

力。”南理刘*：“我们的学生心更大，直接把手机、笔记本往插座一插，人就

http://url.cn/5IBQDKL。
http://url.cn/55C0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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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也不怕丢。”263166*：“消防安全意识淡薄，馆员可以关闭电源或者

拔插销关电脑。”扣肉：“图书馆只负责提供桌椅、照明、热水这些设施，没有

给你看东西的职责。”330754*：“还有这种情况：手机、电脑摆桌上，人不见

了（有可能是上厕所了）。工作人员放了一个小纸条给他，提醒重要物品一定要

自己妥善保管。就这样也会把学生惹毛了，认为工作人员正事不做、豆腐放醋的。”

南理刘*：“我们也这样提醒过，一样没用。我们是尽到了提醒义务，也告知了

监控会有死角，丢了，也协助找后勤处。其他的事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1.8 2018 年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发布时间

图商报*：“请问哪位知道 2018 版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啥时候发布？”

346459*：“据说 11 月底。”图谋：“12 月出版。”图商报*：“谢谢。”图谋：

“准确一些表述是图书发行，不是发布。从 1992 年至今，北大版核心期刊主要

是以图书形式面世。以往见到的一览表，可以说是在图书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

不是官方发布的。http://www.pup.cn/scrp/book.cfm。”

1.9 圕人堂内如何快速找人解答

迷图忘返：“群里有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老师吗。”图谋：“该提问方式，有

人接话的可能性很低。”迷图忘返：“我需要下载上海外国语大学数字学术服务

平台上的三个讲座文档。姚占雷老师系列讲座|文本挖掘、知识图谱、社会网络

分析。外网没法登录，如果有上外的老师，可否帮个忙。”图谋：“图谋提供一

个参考样式：我是 xx 图书馆的，希望找 xx 图书馆同行咨询关于 xxx 问题，烦请

小窗解答一下。谢谢！迷图忘返老师将需求表达出来后，获得帮助的可能性，可

能会大一点。圕人堂是非实名群，但另外好几个群是实名群。结合起来用，会有

更好的效果。但凡网络上比较活跃的图书馆员（有交流意愿的），可能同时在好

几个群。与圕人堂规模接近的圕人群有多个，比如‘图书情报工作’‘iGroup

图情精英大本营’‘数图应用新服务研讨班’等。圕人堂的特点之一为:‘圕人

堂成员昵称实名与否，自行选择，但以方便交流为宜’。圕人堂可以结合其他群

（QQ 群、微信群）一起使用。圕人堂 QQ 群提供一个基础交流平台。《圕人堂周

讯》、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等，均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交流，让

更多成员拥有收获感与获得感。”

1.10 图书馆研究中的 SWTO分析法与 MBO目标管理法

兰台转蓬：“老师们：上午好！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我最近在看一些图书

馆学论文时发现，很多研究公共图书馆的论文都使用 SWOT 分析法，而对于高校

图书馆，则很少发现一种常用的分析方法，有的老师建议针对高校图书馆使用

http://www.pup.cn/scrp/book.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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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O（目标管理法），不知道对于高校图书馆是否可行？或者有其他更适合于高

校图书馆的分析方法？谢谢各位老师！。”海边：“SWOT 分析法，incites 也经

常用。”兰台转蓬：“@海边 老师：谢谢您！。”

兰台转蓬：“还得继续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我最近在看一些图书馆学论文

时发现，很多研究公共图书馆的论文都使用 SWOT 分析法，而对于高校图书馆，

则很少发现一种常用的分析方法，有的老师建议针对高校图书馆使用 MBO（目标

管理法），不知道对于高校图书馆用户研究与服务领域是否可行？或者有其他更

适合于高校图书馆用户研究与服务领域的分析方法？十分谢谢各位老师！。”武

汉东*：“@兰台转蓬 ：我也关注过的问题，期待有老师指点。@兰台转蓬 ：这

个话题我继续跟。或者你能不能先简单 介绍一下 SWOT 分析法、MBO（目标管理

法）。我转到其他群 也询问一下。”道无言：“研究公共图书馆， 有深入了解

公共图书馆的没。”兰台转蓬：“@武汉东湖学院图书馆-邹双林 邹老师好，我

看到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都是用 SWOT 分析法，而 MBO 目标管理法，很少看到有老

师使用。”睿智：“swot 分析法和 MBO 目标管理法，有什么区别？”

1.11 科技查新

天地无幻：“小白想问一下查新的问题， 是不是只要有数据库就可以进行

科技查新。”闽农林*：“不是吧？还需要你查全和查准吧？数据库只是媒介，

查新结果正确性还是需要人去控制啊？”天地无幻：“查新报告有统一标准吗？

也就是说不同的人不同的水平查出来的可能不一样是吗？@闽农林大-李林 。”

图谋：“查新报告有规范，但无标准。”天地无幻：“那怎么确保客观性呢？”

图谋：“同样一名查新员，花不同时间，水平也会不一样。客观是相对的。”天

地无幻：“有可能你说新我说不新是吗？”道无言：“ 嘿嘿，不能精简点。”

图谋：“科技查新，简称查新，是指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托人的要求，围绕项目

科学技术要点，针对查新点，通过手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手段，运用综合分析和

对比方法，查证其新颖性和先进性的情报咨询服务工作。”

天地无幻：“这个是不是类似司法鉴定。”图谋：“司法鉴定我不懂。”天

地无幻：“好的，感谢。”图谋：“吴东敏：科技查新为科研创新助力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9286.html 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关

于‘科技查新’话题曾有多篇文字。”云卷云舒：“@图谋 这篇论文在哪里刊载？”

图谋：“不是论文。摘编源自学术报告 ppt。”

1.12 中国图书馆学会获评中国科协世界一流学会建设项目建设学会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获评中国科协世界一流学会建设项目建设学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Q3MjEwOA==&mid=2247485078&idx=

1&sn=7fa7dbc4bf51608ad7410e605cb8c36f&chksm=e9bf8a55dec8034323bf18410

72842c17d45011001f34102afc936fd040f08e984ef9fdf58d2&mpshare=1&scene=2

3&srcid=1122HiFeJaQrko7f3qtA5Ysh#rd。11 月 21 日，中国科协办公厅发布《关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928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Q3MjEwOA==&mid=2247485078&idx=1&sn=7fa7dbc4bf51608ad7410e605cb8c36f&chksm=e9bf8a55dec8034323bf1841072842c17d45011001f34102afc936fd040f08e984ef9fdf58d2&mpshare=1&scene=23&srcid=1122HiFeJaQrko7f3qtA5Ysh#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Q3MjEwOA==&mid=2247485078&idx=1&sn=7fa7dbc4bf51608ad7410e605cb8c36f&chksm=e9bf8a55dec8034323bf1841072842c17d45011001f34102afc936fd040f08e984ef9fdf58d2&mpshare=1&scene=23&srcid=1122HiFeJaQrko7f3qtA5Ysh#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Q3MjEwOA==&mid=2247485078&idx=1&sn=7fa7dbc4bf51608ad7410e605cb8c36f&chksm=e9bf8a55dec8034323bf1841072842c17d45011001f34102afc936fd040f08e984ef9fdf58d2&mpshare=1&scene=23&srcid=1122HiFeJaQrko7f3qtA5Ysh#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Q3MjEwOA==&mid=2247485078&idx=1&sn=7fa7dbc4bf51608ad7410e605cb8c36f&chksm=e9bf8a55dec8034323bf1841072842c17d45011001f34102afc936fd040f08e984ef9fdf58d2&mpshare=1&scene=23&srcid=1122HiFeJaQrko7f3qtA5Ysh#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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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开展世界一流学会建设的通知》（科协办函学字〔2018〕254 号），部署世界

一流学会建设工作。通知指出，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申报世界一流学会建

设项目的通知》（科协办函学字〔2018〕223 号），经过项目申报、资格审查、

专家评审和结果公示，共有 50 个全国学会入选世界一流学会建设项目建设学会

名单。该项目实施周期为三年，分三类进行支持。中国图书馆学会被评为世界一

流学会建设项目三类项目建设学会，2018-2020 每年将获得中国科协支持经费

100 万元，共计 300 万元。中国图书馆学会是本次入选的 3个交叉学科学会之一。

中国科协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 211 个，

其中交叉学科学会 43 个，中国图书馆学会属于中国科协主管的交叉学科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获评中国科协世界一流学会建设项目建设学会。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342/12711.html。中国图书馆学会是由图书

馆及相关行业或机构科技工作者自愿结合、依法登记成立的全国性、学术性、非

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图书馆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引导图书馆

行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管理，推动科技进步，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我

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网址：http://www.lsc.org.cn/。多年来，中国

图书馆学会及其分支机构，确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此次被评为‘世界一

流学会建设项目三类项目建设学会’，可喜可贺！”@全体成员 2018 年 11 月 21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被评为世界一流学会建设项目三类项目建设学会，2018-2020

每年将获得中国科协支持经费 100 万元，共计 300 万元。中国图书馆学会是本次

入选的 3个交叉学科学会之一。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 211 个，其中交叉学科学

会 43 个，中国图书馆学会属于中国科协主管的交叉学科学会。（详见：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342/12711.html）。

807479*：“大好事啊！”路上：“可喜可贺。”南京小*：“以后会务费会

不会便宜点了？”黑天鹅：“300 万 ，够干嘛？世界一流学会，身价不该是节

节攀升么？”图谋：“知足吧。”豆洪青*：“世界一流图人圈。咱也自评一下。”

图谋：“豆老板也资助一笔？”豆洪青*：“让小马哥资助下。”图谋：“今天

是西方传统节日——感恩节。”980084*：“一流中图学会、一流圕人堂群 ‘双

一流’。图谋向圕人的慷慨恩赐也表示一下，没有‘火鸡’，发个红包，希望圕

人堂‘红火’。 10 点整发。”807479*：“准备抢红包。”图谋：“100 个（总

金额 100 元），拼手气。”372779*：“立项建设世界一流图书馆群 群主争取。”

普通人：“谢谢，感恩。”图谋：“假如感兴趣翻一翻《圕人堂周讯》历年的‘大

事记’，红包可能算是一个高频词。”图谋：“图谋实际试了一下，2017 年大

事 记 中 高 达 15 次 。 圕 人 堂 2017 年 大 事 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396.html。”

1.13 科研评价标准与采纳

429151* ： “ 中 国 人 文 社 科 期 刊 综 合 评 价 报 告 （ 完 整 版 ）

http://url.cn/5EEDSOW。@图谋 我只是转发不知道是否属实，辛苦群主把关。”

图谋：“这个群里发过多回了。”图谋：“不仅如此，还介绍过其相关信息，比

如评价指标体系等。”807479*：“顶级、权威、核心、扩展及入库五个等级，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342/12711.html
http://www.lsc.org.cn/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342/1271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396.html
http://url.cn/5EEDS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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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个单位都认可的吗？”913030*：“谁知道？”图谋：“各家的成果，各自

有采纳单位。仅此而已。”429151*：“@图谋 谢谢群主。”图谋：“采纳还得

分情况，有的是全部采纳，有的是部分采纳。”图@妍：“图情类 期刊 扩展版

的有那么多？”807479*：“各单位有各单位的标准。”807479*：“在 A单位重

奖的期刊论文，在 B 单位可能根本不算。”503682*：“我们除了中图学报，其

他不奖励。”503682*：“就 2000 元。”图@妍：“《图书情报工作》好强啊，

顶级期刊。”诲人不倦：“不是顶级，是权威。”诲人不倦：“我们中图，奖励

5w。”图@妍：“哦，看错了，没有顶级的刊。”cpulib*：“我们全校中文不超

过 10 种刊。”图@妍：“但是也是最好的三大刊之一了。”图@妍：“你们学校

要求真高。”cpulib*：“SCI 都要高影响因子。”云：“我们只认 cssci 其他

都不算。权威就一本，《中国图书馆学报》。”biochem：“不知真假。”图@

妍：“这个刊是核心了。南大核心没有它。”天行健：“不同评价体系会有少许

差异，这个体系基本没有得到认可。”图@妍：“社科院搞的这个评价体系 估计

还得被认可吧，否则......张江认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加强和改进人文社会

科学评价工作，已属当务之急。加强和改进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工作，必须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和评价导向。要克服片面注重量化标准的倾向，将价值性与科学性

统一起来，努力实现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的动态平衡，构建符合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发展规律，有利于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繁荣的评价标准体系。”天行健：

“cssci 是被普遍承认的。否则木有用。”图@妍：“我们检索报告只开具 南大

核心的。”云：“对的，职称评审时候，要检索报告，里面只有南大核心的。”

云：“其他不算的。”641252*：“因为南大核心有数据库，北大，社科院的只

是期刊目录。”图@妍：“是的，南大核心 数据有些滞后，比如今年发的我们就

开不了。”

112035*：“你们奖励那么高啊，我们学校扣的要死，中文不再奖励，刚开

始说发 ssci 有奖 5万，现在看到有人真的发了 ssci，政策立马就变了。”云：

“图情现在也开始往 ssci 靠了，我感觉以前好像不是很强调，现在也是有一篇

顶 3篇中文的感觉。”112035*：“我们一篇 ssci 顶两篇中文，写一篇英文费时

太多了，一篇可以写 4 篇中文了。”云：“感觉再过个几年 s 刊可能要变成标

准了。”112035*：“英文很中文套路又不一样，写的英文论文是很大可能发不

了国内中文图书馆期刊的。”云：“我连图情类的 S刊有哪些都不知道，我看我

们同事已经有两个人发了 S刊了。”112035*：“我也发过，但太浪费时间了，

三年写一篇，投出去头发都白了。我们学校超级恶心，看到有人发了，奖励立马

变半。”云：“厉害呀 佩服能发 s的 起码英文得过关啊。变半也还好啊 2万 5

也很可观。可以给我们介绍下 s 刊都有哪些 还有写作的经验。”海边：“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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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库，至今还没录进 2018 年的数据？”112035*：“唉，英文跟中文套路几乎完

全不同，英文注重实证，我发完英文感觉写中文应该完全没问题了，但写的几篇

中文全被拒了，被打击的自信全无，感觉不会写论文了。ssci 期刊目录可以通

过 jcr 分类查到。”豆洪青*：“如何快速选择自己的 SCI 投稿期刊？

http://url.cn/5gmD3ci。”海边：“官网直接查到。”523145*：“@图@妍 信

息资源管理学报，是 CSSCI 的扩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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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文献资源建设

2018-11-20 10:35

什么是文献资源建设？参照《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作一简单梳理。文献

资源建设的定义为“根据信息服务机构的任务与对象以及整个社会的文献信息需

求，系统地规划、选择、收集、组织管理文献资源，建立具有特定功能的、可资

利用的文献资源体系的过程及活动。”时下的“文献资源”主要指图书、期刊、数

据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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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8 年 11 月 21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被评为世界一流学会建设项目三

类项目建设学会，2018-2020 每年将获得中国科协支持经费 100 万元，共计 300

万元。中国图书馆学会是本次入选的 3个交叉学科学会之一。中国科协所属全国

学会 211 个，其中交叉学科学会 43 个，中国图书馆学会属于中国科协主管的交

叉学科学会。（详见：http://www.lsc.org.cn/contents/1342/12711.html）

（2）2018 年 11 月 22 日，图谋发红包 100 个（总金额 100 元）：感恩圕人

http://url.cn/5gmD3ci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7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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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21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47212&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4721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4721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4721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4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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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慷慨恩赐。1分钟内领完。

（3） 2018 年 11 月 23 日 14:00，群成员达 2044 人（活跃成员 515 人，占

25.20%），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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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蓓 整理宋晓莉 指导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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