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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1 图情会议 招聘信息

7218@q*：“https://zhibo.chaoxing.com/1469682 第一届全国灰色文献年

会会，回放全天的。”碧海潮生：“@印度阿三 昨天的是广东图书馆学会年会直

播，浸提那得好像没有。”

黑天鹅：“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5639。”

6793249：“https://zhibo.chaoxing.com//live/audience?videoName=LI

VENEWK90848GW&vdoid=79122N0Ulc3&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灰

色文献有直播呢。”碧海潮生：“没有地址啊。这是昨天的。”

杨思洛：“第十一届全国计量学与科教评价研讨会征文通知。http://www.

nseac.com/html/14/681220.html#469158-qzone-1-8207-94d7f8ac1f1d9199401

c1027cd1c1c3d。”

9800846：“https://live.polyv.cn/watch/263232?from=groupmessage。

2018 国际教育信息化峰会直播地址。”

337255*：“https://mp.weixin.qq.com/s/Zk69KdJ2xriz_Gri-ygwxw 故宫招

聘图情档。”

图 谋：“@全体成员 盐城工学院图书馆公开招聘 1名情报服务岗位工作人

员（人事代理性质），‘学科、专业及方向’要求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

情报。详见：http://www.ycit.cn/sjzjxjs/displaynews/20181205185154I8xP

ZoDo0bd.shtml。”

南京小*：“苏州图书馆！！年底最后一波招聘[太阳]20 个名额，全部编内

岗位只有一天报名时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机智]就一天报名时间～～～～

http://www.szlib.com/SzlibInfo/Content?articleId=42784&from=timeline。”

皖西学 *：“俺们招聘，请转发与关注并推荐人才过来，谢谢

http://www.wxc.edu.cn/2018/1205/c6a106591/page.htm。”

131905*：“http://url.cn/5YFZEXh。AI 科学前沿论坛：知识计算+深度学

习。不是广告哈，本周日，北理工 AI 科学前沿论坛，免费邀您参与......”

913030*：“《诗刊》新时代诗歌座谈会在京举行 http://url.cn/5tqWoob。”

tianart ： “ 河 北 省 图 书 馆 年 会 及 案 例 分 享 直 播 ， 直 播 地 址 ：

https://zhibo.chaoxing.com/1505929。欢迎有兴趣的老师关注。”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573190*：“我校有位杰青，来了解一下？ http://url.cn/5UnjEXj。”

https://zhibo.chaoxing.com/146968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5639。。”6793249：“https://zhibo.chaoxing.com//live/audience?videoName=LIVENEWK90848GW&vdoid=79122N0Ulc3&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5639。。”6793249：“https://zhibo.chaoxing.com//live/audience?videoName=LIVENEWK90848GW&vdoid=79122N0Ulc3&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5639。。”6793249：“https://zhibo.chaoxing.com//live/audience?videoName=LIVENEWK90848GW&vdoid=79122N0Ulc3&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www.nseac.com/html/14/681220.html
http://www.nseac.com/html/14/681220.html
http://www.nseac.com/html/14/681220.html
https://live.polyv.cn/watch/263232?from=groupmessage
https://mp.weixin.qq.com/s/Zk69KdJ2xriz_Gri-ygwxw
http://www.ycit.cn/sjzjxjs/displaynews/20181205185154I8xPZoDo0bd.shtml
http://www.ycit.cn/sjzjxjs/displaynews/20181205185154I8xPZoDo0bd.shtml
http://www.szlib.com/SzlibInfo/Content?articleId=42784&from=timeline。
http://www.wxc.edu.cn/2018/1205/c6a106591/page.htm。
http://url.cn/5YFZEXh
http://url.cn/5tqWoob。
https://zhibo.chaoxing.com/1505929
http://url.cn/5UnjE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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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潮生：“‘推进依法办馆，共建书香社会’的四点看法。

http://url.cn/5hhpcM7。”

图 谋 ：“‘双一流’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概况 http://url.cn/5ddYnGu。”

图 谋 ： “ 《 图 书 馆 报 》 2018 年 12 月 7 日 电 子 报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06/29/A01/232820.shtml。”

547619*：“图林胖猴的大作发表啦！http://124.207.48.191/epaper/tsg

b/2018/06/29/A11/232830.shtml。”

728786*：“寓教于乐的美国公立图书馆 http://epaper.gmw.cn/gmrb/htm

l/2017-06/14/nw.D110000gmrb_20170614_1-15.htm”

图 谋：“闲话视野 http://url.cn/59qQybo。”

图 谋 ： “ 刘 欣 . 在 圣 荷 赛 大 学 遇 见 种 子 图 书 馆 .

http://web1.btvtc.cn/cw/gr_index.aspx 种子图书馆顾名思义就是出借种子

的图书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普通图书馆是借阅图书的，而在这里，书变成了

植物的种子。”

蚯蚓：“让所有科研论文免费阅读，中国机构明确力挺开放获取

http://url.cn/5HoWFwn”

z：“隐藏在图书馆中的秘密 http://url.cn/5csceFw。”

国图出*：“国图少儿馆编制的各类少儿推荐书目，愿分享给同行，文末有

下载 pdf 链接。http://url.cn/5oTAp28。”

图 谋：“有志者，事竟成——盐淮两地四所本科院校图书馆考察学习有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0664.html

2018年 12月 6-7日，笔者所在馆赴盐淮两地四所本科院校图书馆考察学习，

交流主题为图书馆党组织建设、图书馆行政业务学习交流。笔者作为参考咨询部

负责人随行。为期两天的考察学习，承蒙到访馆热情接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

地考察与访问。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笔者由衷为这样一批积极进

取，奋发有为的地方本科院校图书馆的又好又快发展点赞！”

碧海潮生：“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新馆建设中的旧馆知识共享空间改造

http://url.cn/50FXAxE”

913030*：“2018 年中华书局双十佳图书揭晓 http://url.cn/5Fe0fym。”

江大刘*：“《图书情报》2018 年第 4期目录 http://url.cn/5x0FMe5。”

海 边：“《2018 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正式发布

http://url.cn/52SHpYo。”

728786*：“业余学者做冷门学问——一位图书馆员的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

http://news.gmw.cn/2018-12/11/content_32143409.htm。”

http://url.cn/5hhpcM7
http://url.cn/5ddYnGu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06/29/A01/232820.shtml
圕人堂第240期整理稿 1.doc
圕人堂第240期整理稿 1.doc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7-06/14/nw.D110000gmrb_20170614_1-15.htm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7-06/14/nw.D110000gmrb_20170614_1-15.htm
http://url.cn/59qQybo
http://web1.btvtc.cn/cw/gr_index.aspx
http://url.cn/5HoWFwn
http://url.cn/5csceFw
http://url.cn/5oTAp2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0664.html
http://url.cn/50FXAxE
http://url.cn/5Fe0fym。
http://url.cn/5x0FMe5
http://url.cn/52SHpYo。
http://news.gmw.cn/2018-12/11/content_321434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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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谋：“业余学者做冷门学问——一位图书馆员的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

http://news.gmw.cn/2018-12/11/content_32143409.htm 2018-12-11 04:04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文榕生是个地地道道的图书馆员。生于 1951 年的他，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插过队，当过工人，20 世纪 80 年代初英语专业大专毕业后，

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工作，半辈子都在和图书编目

打交道。可到了业余时间，文榕生又成了一位学者，研究的还是一个少人问津的

冷门学科——历史动物地理学。作为‘体制外’的学者，他不用申报课题，自然

也没有什么科研经费支持，却接二连三地写出大部头著作，为学界所瞩目。日前，

他的新作 3卷本、400 余万字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由山东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大鲵、扬子鳄、朱鹮、大熊猫、虎等 50 多种野生动物在华

夏大地繁衍生息、迁徙流动的历史，在书中一一得以呈现。”

土 匪：“http://www.sohu.com/a/279797184_267807。文榕生：我在山东

科技社出书二三事。”

117952*：“图书馆发展 40 年回忆——赵伯兴研究馆员访谈录。

https://url.cn/5ctU8Pc。”

178070*：“聊城大学百部经典导读：第二十七期《三国演义》。

http://url.cn/5s3lpkL。”

图 谋：“方向明.图书馆发展 40 年回忆 —赵伯兴研究馆员访谈录 https:/

/mp.weixin.qq.com/s?srcid=1211WwqG3nc6F6yyO0RubTrF&scene=23&mid=22474

85433&sn=dc19227de5025be0011b83fc1bd5f7cd&idx=1&__biz=MzUxODAwODQwOA%

3D%3D&chksm=f98e3ccecef9b5d8eaa8789c14217007c704d643a3df4e4b4b0971eb8

212c7918e7b9dd1b119&mpshare=1#rd 注：本文全文刊载在《上海高校图书情报

工作研究》2018 年第四期。改革开放走过的四十年里，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从恢

复再生到不断发展，涌现了一批批优秀的图书馆学理论学者和辛勤的图书馆实务

工作者,上海大学图书馆赵伯兴研究馆员，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位图书馆学情

报学领域研究的高产者，是图书情报专业的教育者，更是一位图书馆工作的实践

者。通过此次访谈，我们看到了一位有着三十年馆龄的图书馆人的坚持、坚强和

坚韧，正是有了这些默默耕耘的前辈们无私的付出和坚守，才迎来了图书馆学情

报学事业的勃勃生机。”

图 谋：“修书匠许彤：拼贴光阴的人 http://url.cn/5MIUYdI。”

图 谋：“可下载 CALIS 年会报告 PPT http://2018.calis.edu.cn 。”

图 谋：“http://222.29.77.231/pages/meeting-index/pages/list.html?

id=36557d50-59cc-4f38-bc71-b9cfe454923f。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图 谋：“圕人堂有多牛？http://url.cn/5YnU3FX。”

http://news.gmw.cn/2018-12/11/content_32143409.htm
http://www.sohu.com/a/279797184_267807。
https://url.cn/5ctU8Pc。
http://url.cn/5s3lpkL。
https://mp.weixin.qq.com/s?srcid=1211WwqG3nc6F6yyO0RubTrF&scene=23&mid=2247485433&sn=dc19227de5025be0011b83fc1bd5f7cd&idx=1&__biz=MzUxODAwODQwOA%3D%3D&chksm=f98e3ccecef9b5d8eaa8789c14217007c704d643a3df4e4b4b0971eb8212c7918e7b9dd1b119&mpshare=1#rd
https://mp.weixin.qq.com/s?srcid=1211WwqG3nc6F6yyO0RubTrF&scene=23&mid=2247485433&sn=dc19227de5025be0011b83fc1bd5f7cd&idx=1&__biz=MzUxODAwODQwOA%3D%3D&chksm=f98e3ccecef9b5d8eaa8789c14217007c704d643a3df4e4b4b0971eb8212c7918e7b9dd1b119&mpshare=1#rd
https://mp.weixin.qq.com/s?srcid=1211WwqG3nc6F6yyO0RubTrF&scene=23&mid=2247485433&sn=dc19227de5025be0011b83fc1bd5f7cd&idx=1&__biz=MzUxODAwODQwOA%3D%3D&chksm=f98e3ccecef9b5d8eaa8789c14217007c704d643a3df4e4b4b0971eb8212c7918e7b9dd1b119&mpshare=1#rd
https://mp.weixin.qq.com/s?srcid=1211WwqG3nc6F6yyO0RubTrF&scene=23&mid=2247485433&sn=dc19227de5025be0011b83fc1bd5f7cd&idx=1&__biz=MzUxODAwODQwOA%3D%3D&chksm=f98e3ccecef9b5d8eaa8789c14217007c704d643a3df4e4b4b0971eb8212c7918e7b9dd1b119&mpshare=1#rd
https://mp.weixin.qq.com/s?srcid=1211WwqG3nc6F6yyO0RubTrF&scene=23&mid=2247485433&sn=dc19227de5025be0011b83fc1bd5f7cd&idx=1&__biz=MzUxODAwODQwOA%3D%3D&chksm=f98e3ccecef9b5d8eaa8789c14217007c704d643a3df4e4b4b0971eb8212c7918e7b9dd1b119&mpshare=1#rd
http://url.cn/5MIUYdI。
http://2018.calis.edu.cn
http://222.29.77.231/pages/meeting-index/pages/list.html?id=36557d50-59cc-4f38-bc71-b9cfe454923f。
http://222.29.77.231/pages/meeting-index/pages/list.html?id=36557d50-59cc-4f38-bc71-b9cfe454923f。
http://url.cn/5YnU3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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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谋：“http://url.cn/53rpPan。老胡和他的《中国抗战话剧图史

（1931-1945）。”

图 谋：“作者：ROGER C. SCHONFELD，翻译：胡升华.对话 Elsevier 董事

长池永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80214-1151223.html 池永硕先生

关于爱思维尔公司的战略思想和发展愿景对处于期刊出版改革与知识服务转型

中的中国出版人有深刻的启示，爱思维尔的业务拓展也促使公众思考学术交流活

动的深刻变化，同时，通过池永硕的访谈，我们也领略了一个全球领先的知识组

织的领导方法和其领导人的风采。译者胡升华为科学出版社编审。”

图 谋：“新时代图书馆的“颂歌”，赞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拉开帷幕！

http://url.cn/5z5Kc8X。”

图 谋：“有志者事竟成/盐淮两地四所本科院校图书馆考察学习有感。

http://url.cn/5m2hgpU。”

图 谋 ： “ 关 于 《 中 文 核 心 期 刊 要 目 总 览 》 （ 2017 年

版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32495.html2018/9/3

10:05:00。”

睿 智：“告别知网，免费论文数据库来了！几乎包括所有大牛文章！

http://url.cn/5Kvywe7。”

图 谋：“@全体成员 iGroup 图书馆员在线课堂录制的《圕人堂梦想与实践》

（mp4 格式，91MB）分享至群文件。内容为 2018 年 4 月 26 日图谋应邀所做的在

线分享。”张芸：“谢谢图谋做客 iGroup 图书馆员在线课堂，谢谢图谋的分享，

也谢谢当时各位老师的参与和支持。”

小 辉：“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2018 学术年会：http://live.oaokms.cnki.n

et/QLiveAPP/Index/59。”鲲鹏展翅：“（二）主旨报告（10:00～12:30）葛剑

雄（复旦大学教授）报告主题：历史、文化：古代中国与世界；陈超（上海图书

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馆所长）报告主题：在改革中谋发展，在开放中求

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回顾与思考；范并思（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报告主题：改开风云录：上海市图书馆学 40 年；陆达（清华大学教授）报

告主题：互联网及大数据环境下的创新服。”

1.3 问答与讨论

（1）《兰台世界》与《图书馆建设》是哪类型期刊？

2872228：“各位，请问«兰台世界»是核心期刊吗？”吉安职*：“不是。”

287222*：“谢谢哦！@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feiko 。”164918*：“我想请

问一下 ，中国图书馆学会的获奖在贵校都属于什么级别？”烟大圕*：“应该是

不算。”287222*：“@烟大圕张廷广 谢谢!” 吉安职*：“什么都不算。”寡人

图：“@闲情淡雅 以前不是，现在就不一定了。”213002*：“请问《图书馆建

http://url.cn/53rpPa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80214-1151223.html
http://url.cn/5z5Kc8X。
http://url.cn/5m2hgpU。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32495.html
http://url.cn/5Kvywe7。
http://live.oaokms.cnki.net/QLiveAPP/Index/59。
http://live.oaokms.cnki.net/QLiveAPP/Index/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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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是北核还是 c刊？”碧海潮生：“双核心。”105506*：“@LL 既是北核也

是 C刊。”213002*：“好的，太感谢了。我看杂志介绍没有提到 C刊。”213002*：

“@Smart @碧海潮生 感谢两位。”碧海潮生：“录用了吧。”213002*：“还没

有，退修阶段。”213002*：“但愿最后顺利发表，很忐忑。”碧海潮生：“问

题应该不大。”213002*：“@碧海潮生 。”南京小*：“退修要特别认真改。”

南京小*：“要比初稿更加仔细，努力达到，甚至超过编辑部预期。”

（2）镜头下的图书馆

图片由广州书童提供

图片由广州书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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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圕人堂精彩服务案例分享

图谋：“刚才"回顾"群消息发现，A-Fei 因评职称需要原件，急需《图书

馆》2015 年第 5 期，经过圕人堂多名成员的努力，特别是木木贝老师的努力，

2018 年 12 月 7 日 14：36 反馈已解决。施助方为武汉大学司莉教授，受助方为

A-Fei。A-Fei 2018-12-05 18:29:3 发消息：’哪位老师订购的有图书馆这本杂

志，我要找一下 2015 年第 4期，有的老师请联系我‘图谋 2018-12-05 19:43:12

发’@全体成员 圕人堂成员求购《图书馆》2015 年第 4期，如有可以转让/转借

/转卖的，请速与 A-Fei 联系。谢谢！‘2018 年 12 月 7 日 14：36 木木贝老师反

馈已解决。刚才图谋已通过 A-Fei 老师在群里留下的电话信息转告。A-Fei 老师

说昨天忙没有留意到群消息。特此感谢木木贝等群成员提供的帮助！图谋花时间

小结了一下。这样的小实例，可以算是圕人堂"精彩"服务案例之一。同时，也可

以是圕人堂"客服"服务案例。较为惭愧的是，图谋的客服工作，既不规范，也不

标准。”43951043：“谢谢木木贝老师，谢谢群主，谢谢热心的同行老师们。”

1.4 关注圕人堂及其微信公众号的发展

图谋：“@全体成员 图谋作为"群主"近期工作目标为：（1）做好内容服务，

尽可能提供更多"干货"让群成员得实惠；（2）做好圕人堂营销，希望更多圕人

关注与支持圕人堂，欢迎圕人加入圕人堂 QQ 群、关注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希望

12 月底总用户数突破 2000 人）；（3）做好‘化缘’前期准备，一方面需要更

多志愿者出工出力，一方面需要筹措 2019 年圕人堂发展经费（2019 年预算为 2

万元，其中圕人堂编辑补助 15600 元，其余为稿酬、QQ 群及微信公众号年费等

支出）。圕人堂 2018 年的预算为 1.5 万元，目前未完全结算，2018 年实际支出

会超过 1.5 万元，因 2017 年略有结余，勉强可以维持。图谋自建群以来所做工

作是零报酬，许多志愿者所做工作实际也是零报酬。比如图道老师多年来不定期

更新周讯目录、圕人堂微信编辑团队成员的工作等，未能支付报酬。周讯整理工

作，因工作量大（时间紧、任务重：每周五 14：00 前提交一周内容整理稿，当

值一周需要密切关注群消息并进行梳理），圕人堂支付 300 元，图谋认为这是象

征性的劳务补助。圕人堂志愿者可以说都是各自所在岗位骨干，本职工作挺辛苦

的，持之以恒的辛勤付出，图谋由衷致谢！”论坛刘编：“致敬！他们必将青史

留名！”雪儿：“谢谢。”

图谋：“圕人堂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规避各种风险，需要慎之又慎。因此，

许多方面难尽人意，许多方面不当不周，图谋深表歉意。昨晚 12 点有成员告诉

我‘这么好的平台，希望能够持续下去，并做大，估计这也是很多圕人的想法’，

图谋也很期待圕人堂的明天会更好，并乐意尽绵薄之力。”13626080：“@图谋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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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非常辛苦，你们受累了。”图谋：“谢谢刘编鼓励！关于‘青史留名’也稍

作展开。首先，圕人堂较为重视史料工作，圕人堂的所做所为试图尽可能的留下

痕迹。《圕人堂周讯》本身承载着保留群交流精华的功能，每期周讯有"大事记"

版块。其次，圕人堂较为’娇羞‘，害怕出名。一方面是因为’娇嫩‘，一方面

是因为’害羞‘。咱们圕人堂群属于匿名交流为主，"群主"很多场合实际是故意

隐姓埋名，背后的原因，也许’您懂得‘。最后，无论是’圕人堂‘也好，’图

谋‘也罢，均是继往开来的，有传承，有发展，希望"青史"不会忘记：圕人有趣

有味有力量！”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最近一星期推送的信息及其浏览量。”

吉安职*：“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是多少，想关注一下。”鑫—走尘：“@吉安职业

技术学院图书馆 feiko 搜索公众号 圕人堂。”图谋：“关注的方式有很多。点

一下刚才的微信链接，文末就有关注连接；每期的周讯末尾，有二维码连

接；……。”这是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吉安职*：“谢谢。”图谋：

“今天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多了 18 位关注用户，。”

1.5 图书馆新馆建设与旧馆知识空间改造

碧海潮生：“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新馆建设中的旧馆知识共享空间改造

http://url.cn/50FXAxE。”广东小*：“表示不理解这个标题。我们十多年都没

有建新馆了，那里来的新馆建设。”6793249：“嗯，直接说空间改造还好一点。”

米粒 MM：“有点拗口。”印度阿三：“沈清清,石晶,伍玉伟,滑康.新馆建设热

潮下高校图书馆旧馆知识共享空间改造研究[J/OL].图书馆建设:1-13。原文标题

是这样的。”广东小*：“这个标题也有点拗口。旧馆改造不是更清楚吗？”印

度阿三：“玄一下。”太阳当*：“旧馆改造没有学术味道。”rosaq：“师范学

院漂亮些@图谋 。”广东小*：“改造的不只是知识共享空间，而且聪文中提到

的也不只是这个。”

寇子武大：“请问现在，自己想建设乡村图书馆有限制吗？”图谋：“寇老

师发财了？依据《公共图书馆法》，社会力量办馆是鼓励的。《公共图书馆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将公共图书馆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大对政府设立

的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并及时、足额拨付。国家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

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

如果是关注民间图书馆方面，建议与山西财经大学吴汉华老师进一步交流。”

245071*：“后辈默默点赞。”吉安职*：“我们图书馆 7000 万。建图书馆必须

是土豪。”

http://url.cn/50FXA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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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高校图书馆工作》投稿遇到的问题

37277952：“这个刊物投稿网站你们那里能够打开吗？投稿平台 :

http://oldlib.hnu.cn/journalx_gxtsg/authorLogOn.action?mag_Id=1。我还

发邮件问了，看来是我网络的问题。”105898*：“浏览器原因，还是网络原因？”

190816*：“我家里电脑可以访问也可以投稿，办公室的电脑已经大半年打不开

这个网站了。真是奇怪。”37277952：“@e 路网飙 。办公室的电脑我这里也打

不开。刚刚用手机也打不开，用流量。”190816*：“回家再试试。”105898*：

“那得找找是不是办公室网络那个地方设置有问题？dns？或者那个安全地方给

限制了，在办公室别的机器试过吗？如果能打开就确定是电脑问题。”37277952：

“@木木贝好，晚上回家实验，明知道被拒还要试验一下。”190816*：“精神可

嘉。”

523145*：“《高校图书馆工作》投稿网站的问题，好像在群里讨论很多回

了。确实是存在问题的，我也换了很多个浏览器，还是没有成功投出去过任何一

篇论文。刚刚用 360 浏览器，连网站首页都打不开了。用谷歌浏览器也打不开。”

37277952：“看来是他们的问题。老教授辛苦。”190816*：“应该是浏览器的

问题，我家里电脑就没问题。”523145*：“我觉得，当一个网站，出现多个人

打不开的现象，就应该是网站想着去解决了，虽然我们可以去尝试更换用其它浏

览器，但是网站的实质问题没有解决，尤其像他们这种较有影响力的期刊，如果

网站打不开，投稿受阻，会影响到好稿件的流入。很多人会想到，既然网站打不

开，那就投其它刊物吧。”190816*：“他们刊有说过是投稿系统出了问题。”

523145*：“之前他们的编辑好像也出来解释过，说除了网站投稿外，他们的邮

箱也可以投稿。但是问题出现了这么久一直不解决，或解决不了，挺让人费解的，

同样用的都是玛格泰克系统，其它家就非常流畅，没有问题。”37277952：“是

的，10 月南京他们执行主编也说了最近网站出了点问题呢，大家可以邮箱投稿。”

图谋：“关于《高校图书馆工作》，据悉由于该刊是挂在校园网，而且目前

必须通过校园网转，所以比其他刊物是要麻烦些（每天有不少作者成功投稿），

编辑部一直在努力解决问题。2018 年 7 月 19 日《高校图书馆工作》发的说明，

重贴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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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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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oldlib.hnu.cn/journalx_gxtsg/authorLogOn.action?mag_Id=1
http://oldlib.hnu.cn/journalx_gxt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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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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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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449*：“各位同仁，非常感谢大家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对于我们投稿平台出现的问题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我们深感抱歉，我们一直在能力

范围内努力解决，敬请大家海涵！我们根据反映的情况每周也用自己的账号进行

了登录，刚才也登录了，可以正常投稿，而且每天也收到了不少作者的来稿，如

果您在投稿时出现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或通过邮箱投稿。再次感谢各位同仁

和读者作者朋友们对我们的谅解和支持！。”913030*：“你们收稿标准是什么。”

论坛刘编：“《高校图书馆工作》这几年的服务，推广，内容建设，都是有目共

睹。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下，做了很多工作，作为同行，深感不易，深感拼搏，深

感对事业的热爱，对行业的呵护。感谢《高校图书馆工作》刘老师！致敬。”广

东小*：“为《图书馆论坛》和《高校图书馆工作》点赞，同行就是要守望互助！”

西安财*：“其实投稿系统使用玛格泰克的，都有上述问题，不是高校图书

馆工作一家杂志，个人投稿有问题，应多注意个人电脑的杀毒软件防火墙还有电

脑是否使用盗版软件这些问题，切勿武断的说是杂志投稿系统的问题。”4737973：

“互理解、互支持，平台方便大家沟通。”西安财*：“我也遇到本单位很多老

师说过某某杂志投稿系统有问题，最后检查基本上都是个人电脑和网络还有对投

稿系统不熟悉造成的，除非编辑部有特别的声明，基本上应从自身着手解决问题，

而且很多都是非常小儿科的错误。”523145*：“其实我理解期刊社的想法，我

想要表达的是，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由投稿者多次尝试换浏览器，而是应该将系统

弄好。现在已经不是某一个两个人说他们投稿有问题。而且同样像您说的，同样

都是玛格泰克系统，为什么我向其它家投稿，却非常顺畅？我这也是一个探讨，

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我向《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科学》、《图书馆工作与

研究》等刊物都顺利的投稿成功，他们家用的都是用的这一系统，但是唯独《高

校图书馆工作》不行，所以我才觉得，不应该是我的电脑的问题，而是他们的系

统设置的问题。”西安财*：“@老教授你可以试试别的电脑投稿可以吗？是每台

电脑都这样还是你的电脑，还有转换网络环境，在家和单位或者别的地方都试试，

一个一个排除个人电脑问题和网络环境后再说。别的都正常有可能你把高校图书

馆工作无意中加到和不受信任的黑名单了。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523145*：“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挺好解决的，我只需要用邮箱投稿即可，

我想表达的是，已经好多人提出来说进不了系统，或网站打不开，那就说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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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网站在某个方面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用换浏览器或其它方解决，但是

了们网站也应该考虑去修复自己的 BUG。”图谋：“‘校园网管控’问题也是个

特殊问题。”扣肉：“玛格泰克系统，本身也有版本的区别。”西安财*：“我

觉得问题主要是玛格泰克的问题，大家试想一下他们像高校图书馆工作这样的用

户有多少，实话实说该杂志又不在北京也不是顶级顶级杂志！系统有问题，玛格

泰克有多少技术员可以尽心竭力的服务？处理问题也需要时间，就像咱们那个图

书馆没有自动化管理系统，出现问题是先给小学校支持还是先给 985.211 支持！

所以多一些理解更重要！多替别人设身处地想想。”扣肉：“高校图书馆工作，

投稿系统可能用的是较早的版本。”4737973：“@傲娇的老教授 @西安财经学院

井水 理不辩不明，让我知道了投稿过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谢谢你

们。”

1.7 美国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和 Director

麦子：“这是我今天收到的一个邮件，唯一的原因是我是管东南亚研究的。

我想从这点上说明美国学科馆员和中国的不同。对了，这人如果要到比较偏远的

的地方去，往往也和我们这几个有关的人说一下(全美也就 20 来人), 问一下有

什么特殊的资料要特别留意一下的。I will be leaving on two week holiday this

Sunday returning just after the new year. I will not have access to email

for much of the time. If you have anything outstanding matters that I need

to look into, let me know. I will be moving towards the panic mode by

WednesdayXXX M.L.S., Ph.D.Library of Congress, Southeast Asia

OfficeAmerican Embassy, Jakarta。”

诲人不倦：“@麦子 这个职位负责什么工作。”麦子：“@诲人不倦 她是一

个 director, 手下有 5、6个当地的雇员，然后就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收集当地

的书籍和报刊杂志，简单编目，她是国会图书馆的雇员，主要是为国会图书馆服

务，但也顺便为几个高校采购。我们每年给他们 1万美元，他们按我们的要求采

集东西然后寄给我们。钱用完了，再问我们要。我们算是极小的，其他几个(康

奈尔是世界第一)花的钱要多得多，但我们的计划不包括越南，我们每年另外花

1 万买越南的东西。”太阳当*：“@麦子 请问这 10000 美元是采购费还是给他

们的工钱？”麦子：“@太阳当头照 采购费，运费，另外加 35%的 overhead (手

续费？)。”麦子：“工钱大概是付不起的。我估计单这一个人就要 20 万的工资

福利吧。”太阳当*：“就是说，美国大学图书馆在世界各地（需要采集文献的

地方）有自己的兼职或者专职采购员？那请问美国大学图书馆大约有多大比例在

国外以这种形式采购文献？”麦子：“@太阳当头照 要看各个学校，因为各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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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专长。我不知如何回答您的问题。大致是，这是地域学的(中国学是一个例

子)馆员的工作(这是一个馆员的位子)，包括选书，通过什么渠道去得到这些书。

至于采购的(图书管理员)基本就是打开邮包，登录，付钱等。至于哪些馆有？不

多，全国可能就 100，东亚(中日韩)最多，余下是拉美，东南亚，各有各的圈子。

当然，非英语的欧洲学大家都有一些，但因为这些国家的图书流通体系很发达，

而且语言障碍也小，所以就比较容易。东亚大概 80 样子，拉美 40、50 个学校。

东南亚 15 个学校，南亚也就 15 样子。”太阳当*：“谢谢解答！@麦子 。请问，

这个 director 是图书馆什么职位？”麦子：“@素问 国会图书馆下面一个外派

的职位吧了，办公是在美国住印尼使馆里的。”太阳当*：“谢谢。”广州书童：

“外国的图书馆和国内的真是好不同，机制灵活很多。一个项目有财政预算就可

以招人 也没有所谓编制问题。”

1.8 团体作者署名人数较多，该如何处理？

上善若水：“请教，哪位老师知道 SCI 论文中的团体作者是怎么回事情啊？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InboundService.do?product=WOS&Func=Fra

me&DestFail=http%3A%2F%2Fwww.webofknowledge.com%3FDestParams%3DUT%253

DWOS%25253A000327467500007%2526customersID%253DTSMetrics%2526smartRed

irect%253Dyes%2526action%253Dretrieve%2526mode%253DFullRecord%2526pro

duct%253DCEL%26SrcAuth%3DTSMetrics%26SrcApp%3DTSM_TEST%26DestApp%3DCE

L%26e%3Df8FtuL0eoAWGSOaC0RKLsUFrojP3URCOalUwLvRqLeAWuqg5qM0ZUw%253D%2

53D&SrcApp=TSM_TEST&SrcAuth=TSMetrics&SID=5DA6a9jW7wg9rBe5852&custome

rsID=TSMetrics&smartRedirect=yes&mode=FullRecord&IsProductCode=Yes&In

it=Yes&action=retrieve&UT=WOS%3A000327467500007。像这篇文章，WOS 中显

示有 2834 个作者。”boson：“这种一般是大型项目，多个单位合作。比如人类

基因组、探测引力波等，落下谁都不合适。”79362698：“这是什么神奇的文章，

需要这么多人署名？”诲人不倦：“多个课题组合作的吧。”上善若水：“boson

先生说的有的是这种情况，但是上面这篇文章，下载全文后发现文章里面又没有

那么多作者。”上善若水：“不知道怎么回事情。”闽农林*：“@boson 估计就

是多方合作的论文。”79362698：“多个课题合作，不太重要的人，也不需全部

署上吧。就像建大桥，修高铁，搞出一篇文章，所有建筑工人的名字也要添加上？”

上善若水：“不知道呢，不知道哪位老师知道这种情况。这篇文章 wos 网站中显

示的有 2834 个作者，单位数是 235 个，但是文章全文中并没有那么多作者，只

列出了 21 个。还有 48 位调查人员。”牛牛：“团体作者,一般是指协会学会之

类的。”

上善若水：“嗯嗯，@牛牛 您帮我看看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情。文章里面没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InboundService.do?product=WOS&Func=Frame&DestFail=http%3A%2F%2Fwww.webofknowledge.com%3FDestParams%3DUT%253DWOS%25253A000327467500007%2526customersID%253DTSMetrics%2526smartRedirect%253Dyes%2526action%253Dretrieve%2526mode%253DFullRecord%2526product%253DCEL%26SrcAuth%3DTSMetrics%26SrcApp%3DTSM_TEST%26DestApp%3DCEL%26e%3Df8FtuL0eoAWGSOaC0RKLsUFrojP3URCOalUwLvRqLeAWuqg5qM0ZUw%253D%253D&SrcApp=TSM_TEST&SrcAuth=TSMetrics&SID=5DA6a9jW7wg9rBe5852&customersID=TSMetrics&smartRedirect=yes&mode=FullRecord&IsProductCode=Yes&Init=Yes&action=retrieve&UT=WOS%3A000327467500007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InboundService.do?product=WOS&Func=Frame&DestFail=http%3A%2F%2Fwww.webofknowledge.com%3FDestParams%3DUT%253DWOS%25253A000327467500007%2526customersID%253DTSMetrics%2526smartRedirect%253Dyes%2526action%253Dretrieve%2526mode%253DFullRecord%2526product%253DCEL%26SrcAuth%3DTSMetrics%26SrcApp%3DTSM_TEST%26DestApp%3DCEL%26e%3Df8FtuL0eoAWGSOaC0RKLsUFrojP3URCOalUwLvRqLeAWuqg5qM0ZUw%253D%253D&SrcApp=TSM_TEST&SrcAuth=TSMetrics&SID=5DA6a9jW7wg9rBe5852&customersID=TSMetrics&smartRedirect=yes&mode=FullRecord&IsProductCode=Yes&Init=Yes&action=retrieve&UT=WOS%3A000327467500007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InboundService.do?product=WOS&Func=Frame&DestFail=http%3A%2F%2Fwww.webofknowledge.com%3FDestParams%3DUT%253DWOS%25253A000327467500007%2526customersID%253DTSMetrics%2526smartRedirect%253Dyes%2526action%253Dretrieve%2526mode%253DFullRecord%2526product%253DCEL%26SrcAuth%3DTSMetrics%26SrcApp%3DTSM_TEST%26DestApp%3DCEL%26e%3Df8FtuL0eoAWGSOaC0RKLsUFrojP3URCOalUwLvRqLeAWuqg5qM0ZUw%253D%253D&SrcApp=TSM_TEST&SrcAuth=TSMetrics&SID=5DA6a9jW7wg9rBe5852&customersID=TSMetrics&smartRedirect=yes&mode=FullRecord&IsProductCode=Yes&Init=Yes&action=retrieve&UT=WOS%3A000327467500007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InboundService.do?product=WOS&Func=Frame&DestFail=http%3A%2F%2Fwww.webofknowledge.com%3FDestParams%3DUT%253DWOS%25253A000327467500007%2526customersID%253DTSMetrics%2526smartRedirect%253Dyes%2526action%253Dretrieve%2526mode%253DFullRecord%2526product%253DCEL%26SrcAuth%3DTSMetrics%26SrcApp%3DTSM_TEST%26DestApp%3DCEL%26e%3Df8FtuL0eoAWGSOaC0RKLsUFrojP3URCOalUwLvRqLeAWuqg5qM0ZUw%253D%253D&SrcApp=TSM_TEST&SrcAuth=TSMetrics&SID=5DA6a9jW7wg9rBe5852&customersID=TSMetrics&smartRedirect=yes&mode=FullRecord&IsProductCode=Yes&Init=Yes&action=retrieve&UT=WOS%3A000327467500007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InboundService.do?product=WOS&Func=Frame&DestFail=http%3A%2F%2Fwww.webofknowledge.com%3FDestParams%3DUT%253DWOS%25253A000327467500007%2526customersID%253DTSMetrics%2526smartRedirect%253Dyes%2526action%253Dretrieve%2526mode%253DFullRecord%2526product%253DCEL%26SrcAuth%3DTSMetrics%26SrcApp%3DTSM_TEST%26DestApp%3DCEL%26e%3Df8FtuL0eoAWGSOaC0RKLsUFrojP3URCOalUwLvRqLeAWuqg5qM0ZUw%253D%253D&SrcApp=TSM_TEST&SrcAuth=TSMetrics&SID=5DA6a9jW7wg9rBe5852&customersID=TSMetrics&smartRedirect=yes&mode=FullRecord&IsProductCode=Yes&Init=Yes&action=retrieve&UT=WOS%3A000327467500007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InboundService.do?product=WOS&Func=Frame&DestFail=http%3A%2F%2Fwww.webofknowledge.com%3FDestParams%3DUT%253DWOS%25253A000327467500007%2526customersID%253DTSMetrics%2526smartRedirect%253Dyes%2526action%253Dretrieve%2526mode%253DFullRecord%2526product%253DCEL%26SrcAuth%3DTSMetrics%26SrcApp%3DTSM_TEST%26DestApp%3DCEL%26e%3Df8FtuL0eoAWGSOaC0RKLsUFrojP3URCOalUwLvRqLeAWuqg5qM0ZUw%253D%253D&SrcApp=TSM_TEST&SrcAuth=TSMetrics&SID=5DA6a9jW7wg9rBe5852&customersID=TSMetrics&smartRedirect=yes&mode=FullRecord&IsProductCode=Yes&Init=Yes&action=retrieve&UT=WOS%3A000327467500007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InboundService.do?product=WOS&Func=Frame&DestFail=http%3A%2F%2Fwww.webofknowledge.com%3FDestParams%3DUT%253DWOS%25253A000327467500007%2526customersID%253DTSMetrics%2526smartRedirect%253Dyes%2526action%253Dretrieve%2526mode%253DFullRecord%2526product%253DCEL%26SrcAuth%3DTSMetrics%26SrcApp%3DTSM_TEST%26DestApp%3DCEL%26e%3Df8FtuL0eoAWGSOaC0RKLsUFrojP3URCOalUwLvRqLeAWuqg5qM0ZUw%253D%253D&SrcApp=TSM_TEST&SrcAuth=TSMetrics&SID=5DA6a9jW7wg9rBe5852&customersID=TSMetrics&smartRedirect=yes&mode=FullRecord&IsProductCode=Yes&Init=Yes&action=retrieve&UT=WOS%3A000327467500007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InboundService.do?product=WOS&Func=Frame&DestFail=http%3A%2F%2Fwww.webofknowledge.com%3FDestParams%3DUT%253DWOS%25253A000327467500007%2526customersID%253DTSMetrics%2526smartRedirect%253Dyes%2526action%253Dretrieve%2526mode%253DFullRecord%2526product%253DCEL%26SrcAuth%3DTSMetrics%26SrcApp%3DTSM_TEST%26DestApp%3DCEL%26e%3Df8FtuL0eoAWGSOaC0RKLsUFrojP3URCOalUwLvRqLeAWuqg5qM0ZUw%253D%253D&SrcApp=TSM_TEST&SrcAuth=TSMetrics&SID=5DA6a9jW7wg9rBe5852&customersID=TSMetrics&smartRedirect=yes&mode=FullRecord&IsProductCode=Yes&Init=Yes&action=retrieve&UT=WOS%3A000327467500007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InboundService.do?product=WOS&Func=Frame&DestFail=http%3A%2F%2Fwww.webofknowledge.com%3FDestParams%3DUT%253DWOS%25253A000327467500007%2526customersID%253DTSMetrics%2526smartRedirect%253Dyes%2526action%253Dretrieve%2526mode%253DFullRecord%2526product%253DCEL%26SrcAuth%3DTSMetrics%26SrcApp%3DTSM_TEST%26DestApp%3DCEL%26e%3Df8FtuL0eoAWGSOaC0RKLsUFrojP3URCOalUwLvRqLeAWuqg5qM0ZUw%253D%253D&SrcApp=TSM_TEST&SrcAuth=TSMetrics&SID=5DA6a9jW7wg9rBe5852&customersID=TSMetrics&smartRedirect=yes&mode=FullRecord&IsProductCode=Yes&Init=Yes&action=retrieve&UT=WOS%3A0003274675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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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写团体作者，wos 中列出了 2834 个作者名字，但是在文章本身中只列出了 21

位，是怎么回事情啊？其中的一位作者在 100 多位，让我帮忙开检索证明，可是

文章里面没有他的名字，二 wos 中有，那我是开还是不开呢？”牛牛：“哦 我

来看看原文。”boson：“@上善若水 正文里面盛不下，附录里面应该有。”上

善若水：“附录里面列的是 48 位调查人员。”boson：“那可不是 48 位调查人

员@上善若水 。”牛牛：“最后一段里面列了好多人的贡献。那就是共同作者。”

上善若水：“嗯，@牛牛 这些作出贡献的人员也可以算在作者里面？”牛牛：“你

可以问问公司怎么来的名单。”cpulib*：“这篇文章算自然指数会很让人惊讶

的。”上善若水：“后面列的人员应该就是指这 48 人。”boson：“这不是 48

人好不好。”牛牛：“加起来总数还是不对。”

上善若水：“嗯呢，IF：79.26。是呢，所以我就糊涂了。那 wos 中列出的

那 2834 个人是哪里来的？”boson：“这就是那些调查人员，也是共同作者，因

为太多写不下了，所以放到附录里面。”牛牛：“直接去问 wos。”boson：“

https://www.nejm.org/doi/suppl/10.1056/NEJMoa1310907/suppl_file/nejmo

a1310907_appendix.pdf 看一下吧，这可不是什么 48 人。@上善若水 。”上善

若水：“打不开。牛牛：“同打不开。”上善若水：“您方便把全文下载下来吗？

wos 显示的是 22 页。我在 SCI-hub 下载的也是 22 页。上善若水：“没有具体内

容啊@木木贝 。”190816*：“有啊，往下看。”豆洪青*：“检索到啥开啥。”

牛牛：“一般来说 wos 上有你就开 。”牛牛：“没有就不开 。”上善若水：

“wos 开了，报奖励要原文，原文上没有看到。”上善若水：“这可如何是好？”

上善若水：“关键是 IF 不低。。。貌似是我们单位有史以来最高的一篇......”

牛牛：“刚才 pdf 里面很清楚。”豆洪青*：“主管部门的事。”boson：“上附

录啊。”boson：“但是这文章算你们单位的吗。”豆洪青*：“别把所有责任自

己担。”上善若水：“哦哦，看到了，不好意思@木木贝 。”上善若水：“没全

下载下来，只看到了第一页。”清尊素影：“@豆洪青宁波大学 直截了当。一锤

定音。”牛牛：“人家学校要求这种厉害的文章要全文。”牛牛：“审题不清 扣

10 分。”boson：“你们只是几百个合作单位的一个，奖励的话应该拿几百分之

一。”上善若水：“我们单位 IF 超过 20 的是乘以 1w 的，总共近 79 万呢。”上

善若水：“也不知道怎么给奖励，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boson：“照我说就

不该给，给的话除以几百分之一。”图谋：“学术委员会裁定。”上善若水：“若

是按照总数的 2834 分之一也不太科学，他位于 100 多位，还是前面的。”图谋：

“我觉得只要能给学校带来工分，应该鼓励。”清凉桐影：“肯定会给，因为

ESI 排名，是不考虑合作者数量多少的。”豆洪青*：“怎么认定，怎么给，不

是图书馆的活。提供材料即可。”清凉桐影：“哪怕是最后一名，对学校 ESI

https://www.nejm.org/doi/suppl/10.1056/NEJMoa1310907/suppl_file/nejmoa1310907_appendix.pdf
https://www.nejm.org/doi/suppl/10.1056/NEJMoa1310907/suppl_file/nejmoa1310907_appendi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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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是一样的。”图谋：“因为情况特殊，打个折折上折都可以。”

上善若水：“还有一个问题：ESI 的被引频次和 wos 的不同，总是低于 wos

的，是怎么回事情？”图谋：“原因有多种。”上善若水：“ESI 的被引算自引

吗？”木欣欣：“ESI 更新比 wos 晚。”boson：“问题是 esi 就是最高追求吗？”

木欣欣：“所以次数要少一些。”豆洪青*：“ESI 高被引论文，离你有多远

http://url.cn/5FIsrhO。”图谋：“ESI 统计分析的是 Article 和 Review 两种

文献类型。Wos 的文献类型有数十种之多。”豆洪青*：“这个微信，说得比较

清楚了。”上善若水：“ESI 统计的只是被 article 和 review 引用的频率？”

上善若水：“圕人堂高手辈出，解决了困扰我一周的问题。再次感谢图谋先生搭

建和辛勤维护的圕人堂，感谢圕内的各位老师。”图谋：“人多力量大。”上善

若水：“是的，是的，非常认同。”

时光倒流：“都不敢说话学习了。”上善若水：“貌似发文也是，我发现高

IF 的论文，作者人数都很多。”豆洪青*：“关于这些，我最喜欢直接问客服，

相当专业。”boson：“@上善若水 问题论文的作者排名不完全是按贡献来的，

你们那位老兄排名 100 多，很可能是因为他是 China 的，C字母排序靠前。”印

度阿三：“论文排名 100 多？”上善若水：“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是作者单

位貌似不是按国边排列的。”印度阿三：“一个写十个字么。”挂机中：“撰写

论文肯定是一两个人，但参与实验的人会很多。医学的多中心研究有的会有很多

单位。”上善若水：“嗯呢，我查的就是医学方面的论文。”时光倒流：“很多

论文含金量也体现在人多数据全好厉害。”上善若水：“今天统计我们学校临床

医学的论文，发现 IF 超过 20 的，作者人数也超过 20 人，IF 超过 50 的，作者

有 500+人。两篇 IF 超过 70 的，作者人数一篇 889 个，一篇 2834 个。”挂机中：

“200 多个单位合作，也是够的了。”时光倒流：“医学这种论文是不是要求有

一定的大数据保有量做基础呢。”挂机中：“这种要问医学专家。”上善若水：

“单位数有一个是 745。”时光倒流：“不过！没有这个保有量数据没有说明力

度吧。好多医学新药研发实验临床到市场，数据人数的基础这个估计更可观。”

1.9 图书供应商的招标事宜

226024*：“咨询一个问题：按地区招图书供应商，各学校在其中选择合作

者的傣族法有哪个地区在做吗？比如说某省或某市或某高校图工委等为领头，招

进来几家书商，成员馆从其中选择合作者的做法。”广东小*：“傣族法是什么

东东？”豆洪青*：“浙江省在做这事，招资格商。”226024*：“豆老师，那比

如 招 过 来 5 家 。 各 家 再 选 择 时 怎 么 选 择 ？ ” 豆 洪 青 * ：

“http://www.zjedu.gov.cn/news/142062147601465890.html”226024*：“傣

族法应为方法。”豆洪青*：“从中标的供应商中进行询价。高书记比较清楚，

http://www.zjedu.gov.cn/news/1420621476014658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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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没有参与。”226024*：“谢豆老师。”226024*：“嗯嗯 ，我先看看

这个文件，有不懂再找书记。”226024*：“折扣也定了哈？”豆洪青*：“折扣

是限定最高折扣。招的是 75 折，具体学校询价，是比较最低价的，很可能低于

75 折。”226024*：“嗯，看出来了。我看了下，这种做法对于各供应商来说，

在学校这关好像更没有监管的感觉 。”图米兔：“二次询价，或者直接取排名

前几名。每家具体需求不一样，折扣还可以再谈。”海边：“只看价格日后问题

多啊。”豆洪青*：“你可以选择几家进行询价，并不是向所有的询价呀。续签

的之前，也可以进行一个评估。”807479*：“询价有三家即可。”豆洪青*：“不

是，如果你要选择三家供应商，可以询 5 家，选择其中 3家最低。而且各馆还有

自己的一需求，如 RFID、编目外包等...政府集中招标，只是省了一个采购时间，

其它的应该还是一样的。”图米兔：“好像大多一般选三家，每年看情况再换掉

一家不是很满意的。”

1.10 如何辨别图书 ISBN 号真伪

641252*：“各位，请教如何辨别 isbn 号的真伪。”476096*：“@64125255

CIP 在出版总局系统查询。”64125255：“国外出版的外文书籍呢。”190816*：

“@诲人不倦 用联机编目查一下看有没数据，数据是否对版。”64125255：“@

木木贝 联机编目指的 oclc 的？”疾风劲草：“联机编目好像不负责核对这个吧，

编目员都忙着挣数据费呢。”64125255：“worldcat？”190816*：“编目员应

该不会给盗版书做数据吧。”疾风劲草：“呵呵，这个不好说，他们不是孙悟空

啊。”401184*：“Worldcat+Harthitrust 试试。”476096*：“@64125255 为

什么要这么为难自己查外文书籍。”64125255：“有老师咨询，一个出版社跟他

约稿出书，还不收费，提供书号，老师想辨别真伪。”476096*：“出版社叫什

么。”476096*：“金琅之类就不要考虑了。”64125255：“金琅学术出版社。”

谈天：“现在书号很贵了吧。”476096*：“@64125255 不要考虑了。”64125255：

“@applehttp://news.nchu.edu.cn/NewsDetail.aspx?ClassName=%B2%FD%BA%B

D%D2%AA%CE%C5&id=16515，看这个新闻。”476096*：“这个出版社黑料很多。”

401184*：“别查了，对你说的这种情况，查也没用。”64125255：“Harthitrust，

这个查不到书号。”

476096*：“@诲人不倦 这个出版社经常单出几本书，也就是按需出书，你

要几本出几本 。硕士论文，直接拿去，就出了。态度缺乏严谨性 。我们学校一

位老师 2015 年拿着自己 2005 年的硕士论文，给出版了。最后，我没给认定为图

http://news.nchu.edu.cn/NewsDetail.aspx?ClassName=%B2%FD%BA%BD%D2%AA%CE%C5&id=16515
http://news.nchu.edu.cn/NewsDetail.aspx?ClassName=%B2%FD%BA%BD%D2%AA%CE%C5&id=1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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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边：“图书馆可以在出版方面提供指导服务,很多作者急于上职称,最后

不承认这类出版物,损失很大。”64125255：“我也一直存疑，但这本书在德国

的 Morebooks 有售，德国的一家在线书店。”疾风劲草：“海边老师，图书馆平

时在这方面不作为，习惯于拿别人的现成的规定来用，这会做这个，哪个部门会

承认你的所作所为？表示怀疑。”海边：“HathiTrust 是数字图书馆?还是一本

书名?”401184*：“@apple 为什么会让图书馆来认定是不是图书？只是咨询还

是出证明？”401184*：“https://www.hathitrust.org/。”海边：“对,这是

数字图书馆。”476096*：“@401184291 我们有做职称评审著作及论文认定。”

64125255：“@apple 请问有外文著作和外文论文认定的标准吗。” 476096*：

“外文论文，商用数据库可查。”401184*：“我们只查论文收录。”476096*：

“外文著作，目前遇到不多。”海边：“国际有 ISBN 数据库吗?”476096*：“大

出版社出版也比较多。”64125255：“@apple 外文论文，在数据库可查，即可

认定为真？”476096*：“是商用数据库，而非官网。”海边：“有些期刊没有

被数据库收录的呢?”401184*：“遭遇撤稿可麻烦了。”476096*：“暂缓认定。”

1.11 图书馆一般采购图书的渠道

榕荫书屋：“各位好！请教问题：您们图书馆购进图书，一般通过什么渠道？

还有《社科新书目》《科技新书目》《全国新书目》之类的订单吗？”老玲子：

“馆配商，招标。”榕荫书屋：“@老玲子 不是通过上书目订购图书吗？”吉安

职*：“都要招标的一般。”榕荫书屋：“哦，原来如此。”城市天空：“@榕荫

书屋 书目信息可以来自书商、出版社、排行榜、获奖书单、新书目或者自行搜

集。”榕荫书屋：“@城市天空 谢谢您，我主要是要了解图书馆是否要经过《社

科新书目》、《科技新书目》、《全国新书目》之类的订单来购进图书。谢谢。”

1.12 如何获取不能外借的书刊资料

今夕何夕：“请教各位同仁一个问题：上海图书馆不能外借的图书，在馆里

看能复印吗？”图谋：“整本复印是不大可能的。他们操作比较规范。”今夕何

夕：“是 1938 年的书，。”图谋：“可以到他们馆网站查阅相关规章制度。”

今夕何夕：“我估计应该按照古籍操作了，一页估计也很贵。”图谋：“民国文

献更娇贵。”今夕何夕：“我记得国图复印一般的书籍还行，古籍基本很难。”

图谋：“因为民国文献的纸张质量较差。”今夕何夕：“孔夫子旧书网倒是有卖

的，3200 元，读者可能嫌贵。”图谋：“复印整本书通常是受制约的。”37277952：

“这些都流出来啊 。”今夕何夕：“以前图书馆藏书好多流出去的。特别旧书

摊上，都能找到。”37277952：“现在都严格管理了，2017 。”图谋：“不装

订的期刊，早点发挥‘剩余价值’更好。”37277952：“@360772201 个人可以

https://www.hathitru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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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出售不？我去看看。”今夕何夕：“旧书网可以的。有 2种形式，一种是店

铺，一种是书摊。”37277952：“我个人订购几年的新世纪图书馆期刊成套 8

成新，在办公室占地方。”今夕何夕：“很早以前，跟着他们去北京的旧书摊淘

书，那个场面壮观哈，开始还能跟着挨着看，后来我就成了看书的，他们买完，

放在那里，我给看着，他们再去淘。”图谋：“图情书刊信息，圕人堂可以交流、

交换。”今夕何夕：“新世纪图书馆可以。”图谋：“还可以书刊漂流。若干年

前，我的数本书，漂流过几次。主要是因为是考研指定参考书。我也不知道用过

书的人，是否顺利考上了。当时是因为晒个人藏书目录，附带来的业务。雷老师

晒一下你的书单，说不定不用过多久就有业务。”今夕何夕：“在群里晒吗？”

图谋：“群里晒可以的。”今夕何夕：“我没有图情类图书。”

1.13《图书情报工作》2019 年选题指南

图书情*：“《图书情报工作》2019 年选题指南。昨天《图书情报工作》是

具有 60 多年历史的图书情报与相关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大型权威学术期刊，致力

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的理论学术、技术方法与应用创新的成果发

表与学术交流。欢迎一切有理论贡献或应用价值的有思想、有创见、有方法、有

实证的创新性研究论文投稿。2019 年选题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主题：1. 建国 70

周年中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研究 2. 图书馆学会（协会）在图书馆事业中的功能

与影响 3. 中国图书情报事业‘十四五’规划预研研究 4. Open Science 时代图

书馆的角色定位 5. 新媒体时代图书馆科学传播的功能与特点 6. 图书馆在重构

学术交流系统中的作用 7. 人工智能与智慧图书馆智慧服务 8. 中外图书馆法及

相关法律研究 9. 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的理论与实践 10. 从信息素质教育到创新

素质教育 11. 跨 LAM(图档博）领域的资源组织与服务 12. 图书馆新馆建设与空

间再造的影响与成效评估 13. 图书馆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及实践 14. 下一

代机构知识库建设的关键问题研究 15. 图书馆数据资源建设的特点与要求 16.

数据驱动的新一代图书馆系统建设 17. 情报学理论与方法创新与应用 18. 总体

国家安全观下的情报体系改革 19. 情报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20. 大数据观下

的情报服务能力 21.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智库建设与服务 22. 智库服务与决策咨

询服务能力建设 23. 计算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24. 数据管理与服务的技术

与方法 25. 数据治理与国家情报安全战略 26. 军民融合中的情报共享机制 27.

信息行为的微观机制与宏观现象研究 28. 区域与产业情报服务模式与机制 29.

多源信息资源利用及价值评估 30. Altmetrics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05506*：

“@图书情报工作编辑 谢谢，我昨天也看到了。”图书情*：“@Smart 不客气，

希望能帮到大家选好适合自己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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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戏剧戏曲艺术类书目收藏

绿雾*：“各位老师好！哪位老师有关于戏剧戏曲及其他艺术类的书目或最

近三年入藏的这类馆藏书目？我们想建个稍有特色的分馆。@扣肉 扣肉老师，您

方便给相关图书的目录吗？记得哪位老师是纺织服装学院的，有关纺织服装类的

书目也要。”我徂东山：“《清宫戏画》不错。”190816*：“让书商提供即可@

绿雾 60-12-77 。”绿雾*：“书商提供了，就只提供了库存的。品种很少。”

190816*：“没有库存的书目你也买不到。”扣肉：“@绿雾 60-12-77 我们都是

进的乐谱多，而且大部分是外文的，不具有普遍参考价值。师范学院可能这方面

可以参考。专业音乐学院的馆藏建设，一般学校无法参考。”绿雾*：“哦。那

确实参考价值不是很大。”海边：“@绿雾 60-12-77 ，群里的刘建平老师是纺

织专业的。”绿雾*：“有的确实是采不到，有的是仅仅因为书商库存没有，而

向某个出版社订的品种少的话，要用现金，不愿干。”190816*：“新书品种少

的话，可以考虑淘一些特价书。”绿雾*：“谢谢前面的几位老师。清宫戏画已

列入目录。”190816*：“这方面的书时效性比较长。”绿雾*：“是的。”我徂

东山：“@绿雾 60-12-77 一些文化公司出品了一些精品，但是每个数量都不多。”

我徂东山：“有些精品图书不打折，书商不愿意代理，所以得靠自己一点点收集。”

绿雾*：“其实书商尽心的话，确实能做好，利润也不会少。我们是政府采购。”

我徂东山：“你们主要收集哪些方向的图书？”190816*：“@绿雾 60-12-77 我

们馆有 600 多种服装类的图书，已小窗给你。”绿雾*：“一个分馆，围绕几个

剧种一系列的书，剧本、曲谱、乐器、演员、流派、舞美、灯光，传记、研究等

等。”我徂东山：“@绿雾 60-12-77 我们收藏的相关的书目已发给你。有好的

艺术精品图书书目可以共享啊。”绿雾*：“谢谢东山老师。”刘建平：“@绿雾

60-12-77 书商提供。我校是纺织服装特色，纺织服装书目比较齐全。你现在若

要购买，那只有找书商。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东华大学出版社、轻工业出

版社。”

1.15 2018 年北大核心电子版有了吗？

JUST 梨子*：“北大核心电子版有了吗?”图谋：“等有人拿到书之后，那

个一览表（纸质对照版）很可能会以不同形式传播。由于出版时间推迟了，目前

为止，未听闻有人拿到预订的图书。”JUST 梨子*：“真慢呀。”图谋：“《中

文核 心期 刊要 目总览 》 2017 年版 将由 北京 大学出 版社 出版 ， ISBN

978-7-301-29894-7，全书约 2400 千字，16 开本，精装，每册定价 500.00 元。

订购方法一：http://ccj.lib.pku.edu.cn/bookordersubmit/网上直接提交订

单。订购方法二：下载订单（见附件），填写回执，按以下联系方式返回订单回

http://ccj.lib.pku.edu.cn/bookorder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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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E-mail：hxqk@lib.pku.edu.cn 或 邮寄地址：北京大学图书馆（100871）

李东明 收 电话：010-62753195。《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编委会.《中文核

心 期 刊 要 目 总 览 》 （ 2017 年 版 ） 相 关 问 题 说 明

http://www.lib.pku.edu.cn/portal/cn/bggk/dtjj/qikanyaomu?from=timelin

e&isappinstalled=0。”吉安职*：“有没有 PDF？”图谋：“北京大学出版社

有。若其他地方有，那是有问题的。”雨田：“预计将于 2018 年 11 月由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多少人的期待 望眼欲穿。”图谋：“计划不如变化。习惯就好。”

1.16 有关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信息

張濤：“为什么没有公共图书馆发展的信息啊。”图谋：“大概是没找对地

方吧？”图谋：“圕人堂还算是比较努力的。我刚才察看了一下科学网圕人堂专

题，2018 年共发布了篇名含‘公共图书馆’的博文共 9篇。”图谋：“11 月 29

日发布的《‘数说’公共图书馆建设》，图谋认为是与‘公共图书馆发展’密切

相关的。”張濤：“这个我看过好像说的广州和上海的情况。”图谋：“图情期

刊、《图书馆报》等涉及的面更广。”图谋：“重点或许应该是找那些地方。”

張濤：“个人感觉应该有一个综合，一线二线三线都有代表。”張濤：“广东上

海经济发达投入肯定大。”图谋：“那您可以写呀。”張濤：“没调查过。”图

谋：“或许可以先调查别人有没有写过？有必要的话，或许可以从零开始？图谋

算是给个简单建议。”張濤：“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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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项目成果辑录

2018-12-14 11:00

图谋按：特此将所承担的项目成果作一辑录，以期得到更好的关注与利用。同时，

以此方式向项目组成员及给予帮助与支持的师友汇报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项目

名称： 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 项目组成员： 王启云、

鄂丽君、王爱、王浩 项目简介：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 ...

个人分类:圕人堂|14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有志者，事竟成——盐淮两地四所本科院校图书馆考察学习有感

热度 1 2018-12-9 13:09

有志者，事竟成 ——盐淮两地四所本科院校图书馆考察学习有感 2018年 12月
6-7日，笔者所在馆赴盐淮两地四所本科院校图书馆考察学习，交流主题为图书

馆党组织建设、图书馆行政业务学习交流。笔者作为参考咨询部负责人随行。为

期两天的考察学习，承蒙到访馆热情接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地考察与访 ...

个人分类:圕人堂|572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http://www.lib.pku.edu.cn/portal/cn/bggk/dtjj/qikanyaomu?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www.lib.pku.edu.cn/portal/cn/bggk/dtjj/qikanyaomu?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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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50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150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150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5150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150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5150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0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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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66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5066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066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066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5066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066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50664


圕人堂周讯（总第 240期 20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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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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7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8 年 12 月 14 日,iGroup 图书馆员在线课堂录制的《圕人堂梦想与

实践》（mp4 格式，91MB）分享至群文件。内容为 2018 年 4 月 26 日图谋应邀所

做的分享。

（2）2018 年 12 月 14 日 14:00，群成员达 2088 人（活跃成员 521 人，占

24.95%），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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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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