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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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建设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帐号名称：圕人堂 LibChat。功能:本微信公众号发

布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博文、《圕人堂周讯》（微信节录版），作为一种向社会公

开的补充途径，弥补群交流‘碎片化’缺陷，拓展渠道，提升质量。期待关注与

支持！期待 2018 年能突破 2000 人。2018 年还剩半个月。图谋当前做的工作，

一方面是希望提升关注度，一方面是做好内容服务。希望这样的工作有一定意义。

图谋有闲暇的时候做一点摘编工作。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希望丰富科学网圕人

堂的内容，图谋的精力、能力均非常有限，憋出来的东西水平也非常有限，且单

调乏味；二是期待有助于对图情研究成果的‘科学普及’有些帮助，让理论之花，

结出更多实践之果；三是既‘借花献佛’，又‘抛砖引玉’（期待图谋之类行为，

期待有更多效仿者、超越者）。‘摘编’之举，一定比单纯的转贴、转发，或许

效果更好一点？目前为止，圕人堂发布的图文信息多为‘原创’性质的（图谋主

笔的居多，也有麦子等成员支持的），此外就是摘编性质的。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已运营半年，90 篇原创文章，总用户数 1727。圕人堂 QQ 群是 2014 年 5 月 10

日建群的，目前已运行4年半，已发布周讯240期，现有成员2097名（2018.12.21，

12：00）。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开通之后，《圕人堂周讯》的关注度有所提升。”

1.2 信息分享

刘桂锋-江大：“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举办的 2019 中国图

书馆员学术交流项目（CLSEP）即将开始，本次交流项目的主题是“21 世纪美国

高校图书馆新兴技术与创新服务”，为期四周 (6 月 29 日-7 月 27 日)，广大馆

员如有兴趣，欢迎与伊大消防服务培训学院图书馆阮炼馆长联系，电子邮箱：

lruan@illinois.edu，微信：wintersweetolive。”

图谋：“《图书馆报》电子版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12/14/A01/233546.shtml ”

碧海潮生：“斯坦福：2018 年度人工智能 AI 指数报告 http://url.cn/5cJac4r。”

默默：“大美交圕| 主馆十岁啦！原创：SJTULIB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https://mp.weixin.qq.com/s/l382x0ZxEPkc9hlMbA4pvQ 。”图谋：“上海交大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12/14/A01/233546.shtml
http://url.cn/5cJac4r
https://mp.weixin.qq.com/s/l382x0ZxEPkc9hlMbA4pvQ


圕人堂周讯（总第 241期 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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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图书馆主馆启用十周年纪念活动。”

洞庭水手：“2018 年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

http://www.il2018.icoc.bz/nd.jsp?id=13#_jcp=1&_np=112_0 ”

加减：“重磅！最新北大核心期刊目录（2018.12）

https://mp.weixin.qq.com/s/KFGyVGsnI6d4TX0QAPRDgQ ”

李*瑞：“金晓明∶馆员学术能力构建 http://xima.tv/PAecAm 。”

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 年第 6期 目录（总第 224 期）

http://www.scal.edu.cn/dxtsgxb/201812140227 ”

雨过天晴：“影响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 130 篇重要文章

http://url.cn/5S66ln9 ；

拒绝图书馆消失的 N个理由 http://url.cn/5JN3qC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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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http://url.cn/5lDT4lN 。”

碧海潮生：“《人工智能芯片技术白皮书（2018）》发布（附下载）

http://url.cn/59VYFdQ。”

米朵朵：“国家图书馆开发的免费电子书网站，国家正版工程，免费看书和杂志。

此网站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浏览效果最好，电脑也可浏览。此站是国家图书馆充

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为解决城乡知识鸿沟推出的一款移动端网站。内有超大量的

已出版图书、期刊、有声读物，甚至有公开课等，爱好学习和读书的朋友有福了！

打开网站，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图书期刊资源，右上角为注册和搜索按钮，中部

是常用功能按钮。建议注册，注册过程非常简单，注册的好处是：可以将书籍放

入自己书架，以便随时阅读。此网站是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移动阅读平台，

国家推广的正版工程，免费看图书、杂志期刊等。网址：http://m.ndlib.cn/。”

会议君：“第十一届全国科学计量学与科教评价研讨会 2019 年 4 月重庆召开

http://url.cn/5T4UOpv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成立六十周年学术论坛

即将在成都召开 http://url.cn/5KGleCX；新时代公共图书馆服务与建设创新研

讨会 2019 年 1 月广州召开.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http://url.cn/5P6VMgu 。”

碧海潮生：“透过斯坦福报告看 2018 全球 AI 发展盘点 /数据观

http://url.cn/5kJcgMc 。”

图谋：“肖珑：高校学科馆员发展的四个阶段，图谋摘编/圕人堂 LibChat

http://url.cn/53fMVcH 。”

雨过天晴：“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的出路在哪里？文汇报/新民晚报: 公共

服务在线 http://url.cn/5CddHwY 。”

Biochem：“被称为‘最温暖图书馆’的它今年 60 岁了，杭州图书馆留下多少人

http://www.il2018.icoc.bz/nd.jsp?id=13
https://mp.weixin.qq.com/s/KFGyVGsnI6d4TX0QAPRDgQ
http://xima.tv/PAecAm
http://www.scal.edu.cn/dxtsgxb/201812140227
http://url.cn/5S66ln9
http://url.cn/5JN3qCZ
http://url.cn/5lDT4lN
http://url.cn/59VYFdQ
http://m.ndlib.cn/
http://url.cn/5T4UOpv
http://url.cn/5KGleCX
http://url.cn/5P6VMgu
http://url.cn/5kJcgMc
http://url.cn/53fMVcH
http://url.cn/5CddH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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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记忆？2018 年 12 月 17 日，杭州图书馆建馆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杭州图

书馆报告厅举行。活动以‘砥砺时光 书香致远’为主题，以大型音诗画朗诵的

形式为杭图庆生。杭州图书馆不是一家普通的城市图书馆。它崇尚知识面前、人

人平等，曾经因为有一群每晚闭馆才肯离去的流浪汉、拾荒者，被全国网友点赞

誉为‘史上最温暖的图书馆’。在众多读者眼中，杭图是一个温暖且充满正能量

的‘网红’。60 年来，它无数次创新，走在全国公共图书馆前列，创立出的‘杭

图模式’，成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典范。

https://www.toutiao.com/a6635922810973716999/ 。”

Biochem：“广西面积最大、设施最先进、最智能的地级市图书馆开馆了，约吗？

南宁市图书馆新馆位于良庆区玉洞大道 32 号，是南宁五象新区文化旅游板块核

心地块。项目建筑层数地上 7层，地下 1层。南宁市图书馆新馆设计藏书量为

200 万册，阅览坐席 1700 个，网络节点约 3000 个。目前，位于星光大道的南宁

市图书馆旧馆已经闭馆，不再接待读者。而旧馆一楼，也就是原来的市民阅读中

心，将保留进行改造，改造完成后将以全新姿态向读者开放。

https://www.toutiao.com/a6636662948494328328/ 。”

碧海潮生：“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联席会议第十九次会议在合肥召开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86/12828.html 。”

度量衡：“阔别 122 天，浦东图书馆明年元旦闪亮归来！

http://url.cn/5FXuPt2。”

沈阳市馆宋晓莉：“今天我们馆举行建馆 110 周年纪念活动，早上照了几张照片。

https://url.cn/5e3ubfe ，吴奚真，是我们馆的老馆长，我写过几篇他的文章。

遗憾的是他去台湾的资料收集不全，馆史记载有些缺憾。”

图谋：“宋晓莉，李雪垠.沈水书芗超百载 东观鸿业耀千秋----纪念沈阳市图书

馆建馆 110 周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2622.html，

‘当今天的读者坐在沈阳市图书馆宽敞明亮的阅览室读书看报时，也许没有谁会

意识到，沈阳市图书馆已经有了整整 110 年的历史。在这一百余年时间里，沈阳

市图书馆几经变迁，有磨难有欢欣，更有许多人和事值得我们记住和怀念。’”

蔡迎春：“多元整合 智慧服务：图书馆发展的专业思维——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第三分会场报道 https://url.cn/5POqeAP。”

图谋：“沉痛悼念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计秋枫先生！http://url.cn/5qnqsMX。”

海边：“2017 版北大中文核心刚拆封，快来看一下今年医药卫生篇的新变化/中

国知网 http://url.cn/5ShGdhA 。”

https://www.toutiao.com/a6635922810973716999/
https://www.toutiao.com/a6636662948494328328/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86/12828.html
http://url.cn/5FXuPt2
https://url.cn/5e3ubfe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2622.html
https://url.cn/5POqeAP
http://url.cn/5qnqsMX
http://url.cn/5ShG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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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常讨论

（1）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2017 届毕业生就业去向报告

南航*翔：“博雅数据库: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2017 届毕业生就业去向报告,

http://url.cn/5tsmGYY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是什么性质的学位?”南京小图

生：“管理学。”徐徐清风：“北大本科纯图书馆学招的人数好少,才 6人。”

（2）如何写作论文

商丘学院*鹏：“普及一下如何写作论文，让我们都带下，或者大家有相关信息

可以相互借鉴下。”雨田：“要求群科研高手高高开培训班。”图谋：“建议看

看这篇博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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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线索，或许会

有所帮助。关于科研的方方面面，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有不少可以参考的信息。圕

人堂群文件中也有不少现成的信息。论文印象深刻的有王波《图书馆学论文写作

与投稿全攻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 年 1、2 期）和王景发《图书馆学论

文常见问题举要及其成因辨析》（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 年 4 期)。图书收藏有

王福，周文学编《图书情报专业学术论文写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2013.10）、

叶继元等著《图书馆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1）、谭理

《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 编辑出版学 投稿指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4）、王子舟著《图书馆学研究法：学术论文写作摭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8）。王福老师 2013 年编《图书情报专业学术论文写作》一书，如今已成

长为科研高手高高手。”

（3）北大核心 2017 版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

睿智：“与 14 版有什么变化?有删减的核心和增加的核心吗？”东华理工*军：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没了。”南京小图生：“《现代情报》也出来了”雨田：

“8《图书馆学研究》升的这么快？”Tianart：“掉了两个，《现代情报》、《图

书馆理论与实践》。”碧海潮生：“《国家图书馆学刊》才排到 13 啊。”远归：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杂志 2017 年已更名为《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图

谋：“截至目前为止，北京大学出版社网站尚没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信息。还需要过几天正式发行。据悉，截图信息为书稿校对版信息。2017

年版评价的是 2015-2017 年，《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于 2017 年更名为《数据分

析与知识发现》。”寡人图：“还是 18 种，北核新增《图书馆学研究》和《数

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去除《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和《现代情报》。但现代情报

http://url.cn/5tsmGYY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36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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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南大核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是 c扩。档案的少一个《山西档案》。”图

谋：“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中‘G25 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

（74 种）’，比 2014 年版多 6种。新增的是：《报刊资料索引，第八分册，著

者索引 》、《春城图书馆》、《全国新书目（电子刊）》、《韶山毛泽东图书

馆馆刊》、《少儿图书馆 中小学图书馆》、《阅读时代》、《中国学术期刊影

响因子年报.社会科学（电子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电

子刊）》、《图书情报导刊》；《图研参考》（2014 版有，2017 版无），科技

情报开发与经济（2014 版有，2017 版无）；更名性质的:《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原名为：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4）病例数据库

河大馆*军：“‘老师，您好，打扰了，我是你的 2017 级学生，我想求助你一个

问题，我师姐明年就要毕业了，现在准备毕业论文，病例没有收集够，听说有一

个外国的网站内有标准的病例数据库可以用上面的病例做数据，我想问问你知道

从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数据库吗？我师姐需要的是直肠癌影像病例数据库，谢谢

您’，接到学生的求助，哪位知道麻烦给推荐下。”默默：“1.【公开课】数据

库系统概论（王珊老师）（完结）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20449194/?share_source=qq&ts=15448420

12&share_medium=iphone&bbid=2a9256e2e645b7b1a9ab58c36a0cb92b ；2.如何

巧妙运用 GEO 和 TCGA 数据库揭示 GBM 预后因子 http://url.cn/5RKem3e ；3.设

计病例报告表（CRFs）经验之谈！临床科研数据库构建（四）

http://url.cn/55nOpem 。”

（5）博士在高校图书馆

图谋：“吴汉华，王波，朱强.2017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J].大

学图书馆学报，2018（6）：37-43.摘要 2017 年,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馆

均值继续增长,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呈现出波动性降低态势,电子资源购置费总

量及所占比重超过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且呈现出继续增长态势.图书馆的馆舍

面积在平稳中增长,馆长职称以正高与副高为主,合同制与勤工助学工作人员总

量在缓慢抬升。”雨田：“‘现有在编职工 103 名，其中具有博硕士学位的 42

人，拥有副高以上职称的 26 人’。高级的不多，这么大馆既然没有达到 30%；

其二另外合同工 60+人，不少。在编合同近 1：1，收编了。这么大才 3个博士？”

印度阿三：“从大趋势看，无固定工时，临时用工是大势。”图谋：“‘聘用合

同制职工的馆均人数处于增长趋势,是高校图书馆应对学校压缩事业编制的一种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20449194/?share_source=qq&ts=1544842012&share_medium=iphone&bbid=2a9256e2e645b7b1a9ab58c36a0cb92b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20449194/?share_source=qq&ts=1544842012&share_medium=iphone&bbid=2a9256e2e645b7b1a9ab58c36a0cb92b
http://url.cn/5RKem3e
http://url.cn/55nO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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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方法；合同制职工是高校图书馆用人的长期趋势,一些事务性工作将由合同

制职来处理. ’一种挺尴尬的局面。人力资源的态势，当前公共图书馆的状况似

乎好很多。”太阳当头照：“为什么一定要有博士？”图谋：“合同制职工主要

是处理事务性工作。当前，好多馆是大馆，比如有的馆保安就需要 8人。从进编

角度，公共图书馆近几年进了不少新职工。”太阳当头照：“既然博士那么重要，

为什么不成立几个图书馆学研究所研究室？”图谋：“当前许多高校图书馆的高

悬进人门槛为博士（高校层面的策略），其实博士到图书馆也确实难有“用武之

地”，这是一种尴尬处境。有的高校机制相对比较灵活，人家用人事代理，但是

实现了同工同酬，因此图书馆有活力。”长大 cdh：“博士到图书馆有一个作用，

对图书馆人员学历结构有贡献。”雨田：“博士到图书馆还要有一个大作用，对

图书馆拿课题有贡献。”图谋：“图书馆这行的“活命技能”，在当前的环境下，

追求快出成绩，出大成绩，传统的“活命技能",通常需要精工细作。博士到图书

馆与那课题的相关度，可能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图书馆，

博士的用武之地更宽广些。”长大 cdh：“人文社科学博士到图书馆申请的课题

还真说不好与图书馆工作实际有多大的关联呢？但如果结合本身所学专业找到

了与图情交叉的部分也会成功申请的，理工农医的博士几乎很少来图书馆的，来

了做学科服务，只要一出彩，马上就被科发院等职能部门挖走的。”图谋：“高

校图书馆的不少问题是共性问题。”长大 cdh：“前提是排除图情本专业出身的

博士哈，或是先有图书馆工作经验再读博的！有些博士到图书馆后，只要是永久

牌的，绝大多数都是‘金丝雀’！”

（6）馆员在职进修学习

芷芸：“"图书馆员在高校处于没落的趋势，从评职下放到各高校起，这趋势越

来越明显"，教育部提出狠抓本科教育，各高校兴起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变

过去的教学模式，推进了教师的培训计划，各种国培省培计划，对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没有一门是图书馆员专业的课程，对此，群里的专家们是怎么看的呢？

对于一个基层馆员职业成长的出路在哪里呢？一般有机会出去学习考察的都是

馆长主任们，基层馆员根本没机会。”维 A：“愿意提升自己的话，网络信息、

教程那么多，可以自学。没有出去考察机会，可以浏览人家的网站，看人家的资

料等（也许效果没那么好）。即使没有什么经费，缺 Money，也可以提升自己，

事在人为。如果可以，去国内、外读个学位是更好的办法。”芷芸：“这种想法

对你这样的年青人比较适用。现在高校重视年青教师的职业培养，年青教师职业

形势一片大好。”维 A：“老人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只要自己不放弃。枯树能逢

春，铁树会开花。”天行健：“专业技术人员里就包括图书馆员，积极参与培训



圕人堂周讯（总第 241期 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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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就是。如果学校里没有把图书馆员包括进去，让你们馆长去学校里争取。”企鹅

孔雀：“校内的培训预算，是馆长提，校外的话，应该是学会，把行业协会的作

用发挥出来。”

（7）“有为才有位”出处

碧海潮生：“想考证一番，各位老师有知道‘有为才有位’这句话最早出自谁口，

什么时间和场合吗？”徐徐清风：“有为才有位，指的是位置，不是地位。”Tianart：

“我印象里是上海交大陈进馆长说的，大概 10（左右）年前作报告里说出的；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老师也说过。不知准确否？”

（8）管理水平低下与读者流失现象

初冬暖阳：“刚开学时，有位老师到图书馆借书显示在馆，借书处的人找了半天

找不到，馆长找分编员，最后发现书上错架。最近，分管图书馆的院领导来借书，

借书处又找不到书，馆长又找分编员找书。美其名曰：你懂分类。最郁闷的是期

末分配，借书处的每人加 5分，1分=100 元，其他岗位的要靠论文，课题，案例

等才能加分。到时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不是我们不借书，是读者自己不来借。

读者到图书馆找半天找不到带着失望和抱怨走，慢慢人就越来越少。”道无言：

“有道理。读者的品味也是越来越高，如果没有优质图书不断补充，读者也会流

失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向是培养的，有少数读者家长来退证，理由是孩子看些

杂七杂八的书，个别极端的家长甚至提出把她孩子列入黑名单，不许借书，只许

看课本。”时光倒流：“家长眼光局限孩子发展。阅读是必须的！这是受益终身

的习惯。无论是图书馆员工与否！好的习惯要努力，要带动周围人。”南理工泰

科院*勇：“我们学校的老师很多老师阅读习惯还是不错，都是带着孩子来图书

馆借书。别的看不了，文学类的还是看得懂的。”七色花―鲁沂图书馆：“读者

习惯养成......,我是一线工作人员，各种各样的读者都见过。”玉格格：“道

无言说的情况我们馆同样存在，就是读者的阅读需求越来越高，每一年图书采购

经费下达时间一般都集中在下半年，按照规定纳入货物类实行政府招标采购，最

低价中标，采购的图书质量不可能全部是优质图书，这也是造成读者流失的原因

之一。”扣肉：“图书馆自身应该是馆藏建设的主力啊。”玉格格：“关于中小

学生的阅读引导，我们联系了当地教委、现代教育中心及学校，做了一些有效的

宣传，同时与全区所有镇街分馆联合开展阅读宣传活动。”

（9）标书与中标

道无言：“你们的标书是自己制定么，以前群里好象讨论过标书制定，不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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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靠价格定，可以设资格标什么的。”扣肉：“采购质量低，不能埋怨书商供

的不好，而应该说你要求的书目不好。我需要哪些书，书商必须提供。在可以提

供这些书的书商中间，选择报价最低的。”玉格格：“标书是自己制定的，我们

这里不同意招供应商，而且对供应商不允许设限更多的条件。”道无言：“指定

了书商，提什么自己的书目没实际意义，今年我按文津奖提了份书目，书商就供

不了。”扣肉：“供不了就不用啊。”道无言：“馆长指定的。”扣肉：“招标

的时候就要要求。我要的书都供不了，还要你书商何用。”道无言：“仅招过一

次标，中标的不如馆长的意，后来不招了。”玉格格：“馆长不能够直接指定。”

扣肉：“书商的重要指标是报价、到货率和到货速度，不能光是报价。我们在招

标的时候就提供书目，我要什么呢就必须给我供什么，我招的就是这批书。谁能

供，谁来投。”玉格格：“如果不公开招标就违法违规了。”道无言：“化整为

零，不过线就可以。”玉格格：“化整为零，审计过不了。”扣肉：“流标就告

诉学校，预算太低，除非涨预算，否则没人投。涨了预算仍然流标的，要么就是

从出版社单独直采，要么就是自采。”道无言：“也许资金来源不一样，有时从

预算中走，有时是免费开放资金，还有其它临时弄的资金。”扣肉：“你们非要

走没有书目的情况下，招书商，那就要在招标的时候，定好到货率。”玉格格：

“我们是公共图书馆，专项经费，如文献购置费都是头一年就预算好的，第二年

就按照预算执行。”扣肉：“到货率达不到就扣质量保证金，在合同里写好啊。

你手里有钱，怕什么。到货率达不到的，甲方自己采购，产生的价差损失，由乙

方承担。”玉格格：“报价、到货率和到货速度、质保金都有规定的，我们是实

行的现采加目录的方式。‘到货率达不到的，甲方自己采购，产生的价差损失，

由乙方承担。’，这规定好。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图书采购的质量把关，除了

政府采购部门规定，只能够按照最低价中标确定供应商以外，还跟文献采访人员

业务技能有关。”扣肉：“政府采购中心规定的低价中标，是在甲方提供明确标

的物的情况下执行的。就是说，甲方提供了非常标准的无差别的清单。”道无言：

“我也是公共馆，文献购置费每年是固定的，再争取些，有些要贴补到无编人员

工资。”扣肉：“比如说，你招一台电脑，品牌、型号、售后服务都已经确定，

谁来供都一样，就好像你从淘宝或京东买，没有区别，当然选择最便宜的。”道

无言：“图书采购难得达到这点。”玉格格：“我们馆非在编人员工资是申请解

决了的，这一点比较好，不存在給这一部分人员补贴。”道无言：“我馆也能从

免费开放资金解决一部分。”玉格格：“免费开放经费可以解决雇请临时人员工

资，但是，我们这里明确规定不能够用于图书、设备等购置。”扣肉：“我们招

标都是有明确标的物的，我就是要这一批书，我把题名、著者、出版社、ISBN

全部列上，招标文件里全列上，谁能供，谁就来投。我的预算是按原价走的。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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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图书，我们会要求乙方有图书进出口资质。”道无言：“土豪，按原价走，牛！”

扣肉：“因为是低价中标，书商自然来投低价。假如我上来就定了一个八五折，

那很容易流标。”玉格格：“我们馆的图书采购在政府没有要求必须实行政府招

标采购时，主要是与新华书店签订协议，图书实行现采（有时带上读者一起），

按码洋的八五折支付，那时采购的图书质量真的不错。”节能：“我们走政采，

用综合评标法。只要标书做得好些，最低价也不好中标。”道无言：“综合评标

法，能详细说说么？”节能：“就是不是只看报价，由最低价中标。而是各种指

标综合打分。在其中设一个数据分，由图书馆掌握。因为别的评标专家不懂数据。”

道无言：“各种指标？”节能：“和最低价中标相比就是各种指标。难道大家都

是最低价中标法吗？”短发：“各种指标书是包括价格、到货率、配套书目数据

质量等，每个指标设置不同的分数，最后综合得分高者中标，这种方式吧。”节

能：“对。还有过往业绩，等等。”短发：“低价中标问题太大了。”节能：“其

实有的指标甚至一下就把好多公司卡住了。比如，网站，系统等等，只有大公司

才有。”道无言：“有些指标不太好核实。”节能：“尽量增大可核实指标分值。

承诺性的用扣保证金方式保证，他们也就不敢随便承诺了。”扣肉：“我举个例

子，我刚招标的大门闸机。你自己写好闸机的要求，然后设置好评分标准。因为

不同厂商来投的闸机型号不同，技术标准会有区别，所以在技术分值上会有区别，

报价并没有占很多分值。比如，如果你能提供符合公安部标准的检测报告，那你

就可以卖贵一点。”节能：“报价分值在政采中的分值比例是固定的吗？”

（10）古籍文献传递

合肥工大*昊：“请问大家有谁做过古籍方面的文献传递，比如这篇：明末吴应

箕(字次尾)的《楼山堂集》，明崇祯十二年周星野刻本(该本 6册，二十五卷，

单页九行行二十字)，国家图书馆有藏。”扣肉：“国图应该是孤本吧，这个东

西可能只能传递扫描后的电子文件。不过，再造善本里没有吗？”合肥工大*昊：

“不要原件，只要扫描件，国图应该可以传递吧？”扣肉：“这个要看国图了。

你先在读秀上问一下？”麦子：“的确，因为他们可以说扫描对书有损伤。”徐

徐清风：“这种古藉，CADAL 上应该有。”诲人不倦：

“https://pan.baidu.com/s/1iWdsT，这个是不是？”疾风劲草：“如果是研究

版本，可能是需要做好需求调查的。如果只是要其中的部分内容，可以通过 Calis

文献传递清代的版本。

http://rbsc.calis.edu.cn:8086/aopac/jsp/indexXyjg.jsp，上面有关于文献

传递的收费及能够传递的内容。国图查了下，版本太少了。”合肥工大*昊：“感

谢您提供的线索。”

https://pan.baidu.com/s/1iWdsT
http://rbsc.calis.edu.cn:8086/aopac/jsp/indexXyjg.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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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竞争性磋商

谈天：“有谁了解竞争性磋商？”图谋：“换一个词：竞争性谈判。这样去搜搜，

应该会有答案。”nenugoat：“竞争性磋商我了解，竞争性磋商跟公开招标类似。

金额小，一般用于服务的采购，不用于货物。可以使用综合评分法，不过专家只

有 3名。竞争性谈判的话，就是最低价中标。”

（12）《图书情报工作》版面费

Xiaowei：“《图书情报工作》发表一篇论文有课题的版面费是多少？”豆*青：

“4000 左右。”图谋：“现在到这个水平了？”豆*青：“去年一同事发了，3000

多元。”傲娇教授：“一周前同事发了一篇，带了一个课题，2300 的版面费。”

Yukisolo：“还要看字数的和版面大小的，不过一般也是 2000 起，没有课题也

是。”

（13）传统技能与文献保存

土匪：“因为有了知网等数据库，图书馆人编的纸质书目索引工具书没落了，这

是纸质时代做科研的工具。图书馆界可以搞个封闭式文献检索技能大赛，靠纸质

检索工具在图书馆查找解决方案。”疾风劲草：“就像突然停电了，我们很多图

书馆业务都要停掉了，太过依赖了。”土匪：“是的。所谓的‘人类社会暂时被

毁灭大部分，但只要有图书馆，人类文明将很快恢复’也是有前提条件，得当代

科技文献都有纸质保存且保存在防地震防小行星撞机和核战争的山洞里面，国图

的战略储备库就需要达到这些条件。”biochem：“地球爆炸，太阳毁灭，人类

要重新演化。你那些材料放哪儿都没用。”

（14）科学期刊出版涨价

麦子：“科学期刊出版商的暴利正招致越来越多国家的不满，瑞典尝试与期刊出

版巨头 Elsevier 达成协议，以合理的价格让该国研究人员能访问 Elsevier 旗

下的期刊。然而协议没有达成，从 6月 30 日起，瑞典研究人员将停止在 Elsevier

期刊上发表论文,同时无权访问爱思唯尔旗下的 1900 余种期刊，其中包括了《细

胞》、《柳叶刀》等顶级杂志。2017 年瑞典科研人员为发表论文向爱思唯尔支

付了超过 130 万欧元，为了能访问相关论文资源则又花了 1200 万欧元，而爱思

唯尔的年利润率早已高达 37%。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瑞典致力于与爱思唯尔协商，

以求一个合理的价格。然而，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协议。据了解，此前法国和德国

也有部分大学因为出版商要价过高，而结束了与斯普林格（Springer）和爱思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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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合约。一直以来，高额订阅费已经成为了科研单位和出版商之间的主要争议，

早在 2012 年也有数千名科学家公开发起过抵制 Elsevier 旗下期刊的活动，并声

明不在 Elsevier 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不给这些刊物审稿，以及不参加公司的任

何编辑工作。我记得现在英国公立大学已经退出了 elsevier。”倒立的魏：“出

版社和学术圈其实是一体的，左手打右手，学术界自己也知道，核心期刊必须存

在。学术没有权威，基本上就失去了传承的意义。”

（15）馆内的朗读和背诵声

图谋：“关于馆内读书问题，情形比较复杂。与馆舍空间、布局等相关。”欣然

读书：“大部分在馆内背书的其实都算不上朗读，那种翁翁的声音比较吵人。我

们馆早上八点半以前允许背书，八点半以后自觉保持安静。因为整个大楼是贯通

的，声音传的很广，甚至放大，确实会影响别人。如果我办公室外有背书的，我

根本无法办公。”广东小肥羊：“我提醒了在我们办公室外面背书的同学，说他

的声音太大太吵，结果他还一脸无辜，说他是在默读。”欣然读书：“去过多家

国外的图书馆，特别留意这个问题。大部分馆都是分绝对安静区和相对安静区，

绝对安静区真的是鸦雀无声。而相对安静区或者是讨论区，也很少见有高门大嗓

的，大家都自觉控制说话的声音，基本上对别人不构成影响，这也是一种公德或

者说素养。甚至在咖啡吧也很少有大声吵吵的。提醒也很重要，门里门外都有醒

目的提示。”木木贝：“刚才去洗手间，发现学生在洗手间里面朗读。为了不影

响别人，这学生也是没办法了。”远归：“面对需求，如何满足和疏导才是关键。

这些抱着手机长大的学生，也许觉得在图书馆大声朗读，才能找到专注和在学习

的感觉。”

（16）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印度阿三：“孙庆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此次辽宁省事业单位改革，根

据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将原来的 650 家事业单位整合成了

65 家，砍掉了 90%。不仅仅是省一级事业单位，市、县也同样按照这个比例进行

整合。”寇子：“公共服务机构确实要精简增效了，挺好的。”扣肉：“只是单

位数量减少了 90%，人员并没有少，将一部分事业转企而已。是否增效，不好说。”

道无言：“精简就一定增效吗？如果本身就投入不足，再来一波精简，人员服务

能力的成长，公共文化设施的增加都是需要时间的。”寇子：“我的意思就是：

机构确实需要精简，这个是一个个人的感慨，没有深意。”道无言：“一个县级

图书馆的购书费长年在 4-6 万左右，还未必能全部用来购书，增到 10 万好像是

前年的事。若不是近几年对文化服务重视起来，落实免费开放政策，再不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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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无地自容，再谈精简......”

（17）著作再版的新成果鉴定

木木贝：“某某出版了一本书，每年出新版，再版的著作算不算新成果？”朗月

孤舟：“看书号是不是同一个。”木木贝：“是否要看再版著作的内容和旧版的

相似度？”图谋：“再版的情况有多种。如果没有修订，或者修订的幅度不大。

应该视为同一本书。这样得比修订的内容。而且认定权，可能还得视具体情况交

给‘权威’机构或个人。”木木贝：“书号一般都不相同，像这个，1版 200 页，

2版 199 页，一作二作还调换位置了。”图谋：“单纯从图书计量的角度，这似

乎算是两种书了。”木木贝：“从科研角度，似乎也算新成果了。”

（18）C 刊扩展版认可问题

自由的行者：“C刊扩展版是不是和中文核心差不多？”hero8151：“看学校认

定吧。有的学校不认 C扩，就当作普通刊物。”木木贝：“有些学校 C扩比北核

的级别还高。只要是在 C刊目录里的，不管是否扩展版，都认定为 C刊。”吉安

feiko：“扩展不承认。”雨过天晴：“我们扩展板科技处承认，人事处不承认

扩展版。也就是说，统计科研成果时算核心，与北核同等待遇，而评职称时只是

普刊。”自由的行者：“看来各单位标准不一样。”

（19）图书馆员进修培训项目

鲲鹏展翅：“哪些学校或机构开展有关图书馆员进修培训项目？”图谋：“氛围

比较好的图书馆。关于图书馆员进修培训项目，近几年还是有不少的。单单是在

圕人堂出现过的就有不少。”海边：“刘桂锋-江大：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分校(UIUC)举办的 2019 中国图书馆员学术交流项目（CLSEP）即将开始，本

次交流项目的主题是‘21 世纪美国高校图书馆新兴技术与创新服务’，为期四

周 (6 月 29 日-7 月 27 日)，广大馆员如有兴趣，欢迎与伊大消防服务培训学院

图书馆阮炼馆长联系，电子邮箱： lruan@illinois.edu，微信：

wintersweetolive。”图谋：“重庆大学图书馆曾公开招募访问馆员。《图书情

报工作》办过多次培训班。高校图工委及各省图工委也有办过若干培训班。”鲲

鹏展翅：“目前有个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都

接受单科进修或馆员职业技能培训。正在规划明年的职工培训。还望同仁及时分

享培训信息。”西北圕夫：“CASHl 每年也会有针对西部五省高校图书馆馆员的

培训计划。” www：“2018 年度热门境外开放课程(TOP100)

http://lib.nit.net.cn/show/showdetail.php?id=2114&index_news ，

http://lib.nit.net.cn/show/showdetail.php?id=2114&index_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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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排名第一的课程适合做馆员在线进修学习、培训。可以换一种思路，以慕课

学习+参访交流+外聘导师。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show/showdetail.php?id=4614&bsh_bid=3

252227134，Evidence Based Management Library Guide[基于实例的图书馆指

南]学科、教学服务平台 To assist students in using the library to find

resources. An online library guide created for BUS1036F/S Evidence Based

Management.这个课程的翻译是否可翻译成：循证管理图书馆指南？”

（20）《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出版

图谋：“关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2017 年 5 月，数字资

源与知识服务研讨会暨 CALIS 第十五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许长城《CALIS 新服务

新模式》报告中做了重点介绍。2017 年版项目主持单位改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和

CALIS 管理中心，2017 年版研制工作已启动。将提供纸质版、电子版服务。作为

图书馆人，关于期刊评价的方法、流程或许可以多了解一点点。2017 年的 DRAA

培训周会议上，许长城先生介绍过核心期刊目录网络版的研发情况。该 PPT 第一

部分为‘中文学术期刊服务指南’，重点介绍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相关情况。详见

群文件：CALIS 新服务新模式.pdf 。2017 年核心期刊评价的是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这 3年的综合表现。有的刊物中间更名了。比如《现代图书情报技

术》（2015 年、2016 年），《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17 年）。《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不存在“扩展版”这个概念。《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已于 1992、1996、2000、2004、2008、2011、

2014 年出版过 7版，主要是为图书情报部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评估与订购、为

读者导读提供参考依据。为了及时反映中文期刊发展变化的新情况，编者开展了

新一版核心期刊的研究工作。课题组认真总结了前 7版的研制经验，对核心期刊

评价的基础理论、评价方法、评价软件、核心期刊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评价方法，使之更加科学合理，力求使评价结

果尽可能准确地揭示中文期刊的实际情况。本版核心期刊定量评价，采用了被摘

量(全文、摘要)、被摘率(全文、摘要)、被引量、他引量(期刊、博士论文、会

议)、影响因子、 他引影响因子、5年影响因子、5年他引影响因子、特征因子、

论文影响分值、论文被引指数、互引指数、获奖或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

文比(国家级、省部级)、Web 下载量、Web 下载率 16 个评价指标，选作评价指标

统计源的数据库及文摘刊物达 49 种，统计到的文献数量共计 93 亿余篇次，涉及

期刊 13953 种。参加核心期刊评审的学科专家近 8千位。经过定量筛选和专家定

性评审，从我国正在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评选出 1981 种核心期刊，分属七大编 78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show/showdetail.php?id=4614&bsh_bid=3252227134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show/showdetail.php?id=4614&bsh_bid=3252227134


圕人堂周讯（总第 241期 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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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

个学科类目。该书由各学科核心期刊表、核心期刊简介、专业期刊一览表等几部

分组成，不仅可以查询学科核心期刊，还可以检索正在出版的学科专业期刊，是

图书情报等部门和期刊读者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书。该书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陈建

龙馆长等任主编，北京地区十几所高校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重庆

维普资讯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

杂志社、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院等相关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和期刊工作者参加了研究。”

碧海潮生：“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八版）新鲜出炉/期刊通

http://url.cn/54OYhZa 。”曲线上：“17 版北大核心现在能购买上不？”海

边：“网上订单 http://ccj.lib.pku.edu.cn/bookordersubmit/。”节能：“出

版社说 12.14 新书入库了，可以发货了。”图谋：“研究报告中提及“总览（2017

年版）核心期刊数量确定方法同 2014 年版，经过专家评审后确定的核心期刊为

1983 种（见 P91）。对于普通用户，通常只关心那个一览表。对于图书馆员，需

要稍微进一步关注一下其评价标准、评价周期、评价方法等，这样有利于进一步

做好相关服务。”南京医大杨：“提醒的非常好。”海边：“目前的服务只图省

事，知其然。能说出正确版本年代的已经不错了，还有馆员以为是 2018 年版。”

（21）北核与 CSSCI

一米阳光：“从北核出来的期刊还会被 CSSCI 收录吗？”倒立的魏：“理论上可

能。实际很难。”傲娇教授：“有可能的，之前《图书馆学研究》就不是北核，

但是是 CSSCI。这次的《现代情报》也有可能会是这种情况。”图谋：“由于各

种期刊评价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评价周期、评价范围等存在差异。各种评价

结果会有所不同。蔡迎春：影响纸质藏书质量的因素及其对策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2455.html，图书馆应该加强专业

思维，合理平衡“藏”与“用”的矛盾，优化选书机制，仍然把馆员主导、专业

采购作为藏书发展的主要形式。”cpulib：“评价指标不同。”

（22）BAK 俄国核心刊检索系统

默默：“BAK 俄国核心刊检索系统，哪位老师能给一个链接？BAK 是俄罗斯的国

家核心论文检索。”图谋：“当前可能得关注俄罗斯科学引文索引 Clarivate

Analytics和科学电子图书馆eLIBRARY.RU的联合项目 —— 一系列俄罗斯最佳

科技平台期刊。BAK 与 RSCI 有着密切关联，但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图谋不清

楚。据悉‘在俄罗斯相对 SCI 更受承认的是自己的 BAK（发音为 瓦克）即最高

学术委员会名下收录的期刊或书籍’。李学岩.俄罗斯学术评价系统——俄罗斯

http://url.cn/54OYhZa
http://ccj.lib.pku.edu.cn/bookordersubmit/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24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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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引文索引及其检索平台[J].中国俄语教学,2012,31(01):90-94.”默默：“俄

罗斯 2005 年开始发展俄罗斯科学引文索引, 2015 跟 WEB OF SCIENCE 开始合作。

我们的政府就是推动. 但是现用这个学引文索引不太多。我自己还喜欢看其他的

电子图书馆 cyberleninka.ru。”

（23）《图书馆学研究》投稿邮箱

河边草：“《图书馆学研究》还是电子邮箱 tsgxyj@163.com 投稿吗？不录用是

否有回复？”碧海潮生：“退稿有回复。”

（24）传统媒介的衰落

雨过天晴：“报纸在 5大新闻来源中已经垫底/老槐，http://url.cn/5yddvI9。”

海医-尹：“我这二年对部分大一新生做过调查，他们的首要信息来源居然是微

博。”扣肉：“很正常的，因为微博的信息传播速度是目前最快的。”

（25）WOS 图书馆学&信息学 SCIE&SSCI 期刊表

城市天空:“分享一个最新的图书馆学信息学 SCIE&SSCI 期刊列表，来自 WOS 官

方网站。列出了出版社，方便去具体的期刊数据库查找。Emerging Source

Citation Index（ESCI）其实只是一个新的索引。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在 2015

年增加了 ESCI，指的是拥有潜力，且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一定影响力的新刊。注

意，虽然不是 SCI，但 ESCI 也能通过 Web of Science 检索到。ESCI 并不是正式

的 SCI 期刊，只是进入到 SCI 期刊的预备队，没有影响因子。”*彦-广西民大：

“那个 ssci 列表靠谱吗？Australian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呢？今年暑假查还有它呢。”城市天空：“靠谱啊，官网最新下载的，

一共 64 种。” *彦-广西民大：“那么被踢出去的期刊是不是都不能开检索证明

了？” biochem：“应该看发表的年代。”清凉桐影：“一般都会有说明，从哪

一期之后不再收录。” *彦-广西民大：“发表时是 ssci 就能开的对吧？”西大

-小菜:“http://mjl.clarivate.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这

里可以查 SCIE 期刊；

http://mjl.clarivate.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H，这里是

AHCI 期刊，里面有近 12 个月期刊入围或被踢出的期刊列表。”城市天空：“图

书馆学信息学不在 AHCI 期刊列表里，你去查查 SCOPUS 有没有收录。”豆*青：

“数据来源 JCR2017。”*彦-广西民大：“这个表格还有的。”城市天空：“JCR

和 SCIE/SSCI 的期刊列表不完全一样。”boson：“SCIE 的是动态变化的，JCR

一年变一次。”城市天空：“The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Library and

http://url.cn/5yddvI9
http://mjl.clarivate.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这里可以查SCIE期刊
http://mjl.clarivate.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这里可以查SCIE期刊
http://mjl.clarivate.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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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ssociation (JALIA)是 2017 年开始的新刊名，之前叫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ALJ) ，ALJ 在 SCIE/SSCI 里能查到。” *彦-广西民大：“是

这个，我刚才看了下它介绍，2018 的也有了对吧？好像还是不在这 64 种中。”

城市天空：“ALIA journals are green open access through Routledge/Taylor

and Francis. Articles are freely available from 1957–2013。美国图书馆

协会（ALA）和几个分会附属的刊质量都是蛮高的。

http://libguides.ala.org/ala-periodicals，ALA 期刊列表。”*彦-广西民大：

“那个澳大利亚的 ssci 刊，我在 web of science 还能查询到的，但列表里没有

了，哪个为准呢？”海边：“期刊列表和能检索到论文是两回事。一个表示目前

收录论文的期刊目录，一个表示以往收录的论文期刊。”*彦-广西民大：“不是

检索到文章，是这本刊能找到的，而且写着还属于 WOS 平台这个索引的。最新网

页上的。”刘*平：“这个期刊上是否能够检索到论文？” *彦-广西民大：“可

以检索到的。”刘*平：“今年的论文可以检索到？在系统中连续几年都有论文

收录吗？” *彦-广西民大：“13-16 年都有。”刘*平：“17 年、18 年文献有

没有？” *彦-广西民大：“第一次检索是这样。有怎样？没有怎样？”刘*平：

“每年都在检索收录的话，踢出的可能些似乎小一些，但并不完全排除下一年被

踢出的可能。如果影响因子高，每年论文收录中，几乎不会被踢出。我是参考咨

询馆员，经常做此类收录检索，也多次遇到用户投稿认为是重要检索系统收录期

刊，其实本年或近一两年已经不是重要检索系统收录期刊的事情。这时用户会特

别懊恼。”海边：“我们今年遇到一个刊。年初时，突然把已经收录到 SCI 核心

集的 2018 年论文（我馆已经随时检索并入库了我校作者的论文）全部删除，但

目录里还能检索到这个刊。问过官方的东北区的相关人员。他们说，确实有这个

事。目录会拿下，只是动作没那么快，但他们收到邮件通知了。过了几个月后，

目录里没有这个刊了。因为这个刊新换了出版商，发文不正常，涉嫌骗版面费。

我们曾经就这个刊今年有我校作者论文多篇的事，跟学科办、科技处通报过。此

例表明，期刊目录在其中和论文 T出数据库，官网是没有同步处理。”徐徐清风：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这个刊

还是 SSCI 啊。不过你还得查到你发表的论文被收录才行。”海边：“你的发在

哪年哪期？是今年吗？期刊在目录里，并不代表论文是 SSCI 论文呢，即使已经

在 SSCI 里检索到了。”

（26）SCI、SSCI、ESI 期刊种数

云卷云舒：“目前 sci 和 ssci 大概有多少期刊，esi 是包括 sci 和 ssci，包括

ahci 吗？目前 esi 有一万多期刊！”豆*青：“esi 期刊仅从 SCI，ssci 中选择，

http://libguides.ala.org/ala-period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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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两个月都会更新。即使以后该刊被 jcr 剔除，但 esi 里已收录的会继续保留，

该刊也在 esi 期刊列表中。当然超过 10 年未再收录，就不会出现了。本年度 jcr

数据与最新 esi 数据是不对应的。”牛牛：“不包括 ahci。”云卷云舒：“明

白了，难怪会有一万多种。”豆*青：“在帮助里说得比较清楚了。”云卷云舒：

“那怎么查这一年的 esi 目录？”豆*青：“进入 esi 后，点帮助，有每次更新

的目录及时间。”云卷云舒：“每次更新的目录及时间，那就是最新的吗？”豆

*青：“对，主要是期刊学科分类可能会调整，目录变化不大。随 esi 更新而更

新。”海边：“‘即使以后该刊被 jcr 剔除，但 esi 里已收录的会继续保留’,

不对吧。我们在整合 ESI 目录时，发现 JCR 有很多期刊不在 ESI 中。JCR 影响因

子计算两年前的期刊。而 ESI 统计的是 10 到 11 年的论文数据。很多五年前甚至

更早的期刊，都已不在最新的 JCR 里了。”豆*青：“这些刊有过在 esi 里？”

海边：“当然有过。ESI 目录经常更新（两月一次）。如果现在 SCI 不收录的期

刊，ESI 最新目录就查不到，而因为两年前还被收录过，最新 JCR 就还有它。”

豆*青：“意思是 SCI 现在不收录的刊在 esi 中也就没有？两张表做个匹配，应

该不是这样。”海边：“对，上面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做过最新 JCR 和 ESI 匹配

表，

http://www.lib.dmu.edu.cn:8080/was5/web/search?channelid=258872。表中

有些期刊没有学科大类名，就是因为它们已经不在 ESI 目录中了，而 JCR 目录有

这些刊（有 IF 值）。”豆*青：“我也在做，回头比较一下，看下怎么回事。反

向匹配下，以 esi 为主表。”海边：“我们一年做两次，上半年和下半年。”豆

*青：“匹配后，会发现 esi 里也有很多与 jcr 匹配不上的。”海边：“ISSN，

刊名，都要查。会发现官网数据也乱。比如，ESI 期刊目录给的 ISSN，有时是纸

本的，有时是 EISSN，在匹配 JCR 时就麻烦。”豆*青：“在更新的这几天，会

经常出乱的。我们从 16 年起，每次新数据都会保存，以备发现期刊学科分类变

化。”海边：“厉害，我们不保存。这个应当由平台提供历年数据查询功能。像

JCR，能查询好多年的数据，ESI 目前还没提供这个功能。”

（27）中山大学图书馆招聘

广东小肥羊：“中山大学公开招聘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图书资料（含档案）专

业技术人员岗位职责与招聘条件说明表，中山大学图书馆招人了，这次招聘几十

人，群里的应届毕业生可以关注一下。”图谋：“中山大学图书馆招聘 19 个岗

位 35 人！”广东小肥羊：“中大图书馆这几年的文献资源建设经费在国内高校

排第一名，超过 1个亿，事业蓬勃发展，各路青年才俊加入之后大有可为。”

http://www.lib.dmu.edu.cn:8080/was5/web/search?channelid=258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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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图书馆建设》

诲人不倦：“图书馆建设的毕姥姥也进群了。”海边：“和图书馆论坛的刘编有

一拼。”丹青秋图：“毕姥姥在努力向刘洪主编学习，慢一拍哈！”诲人不倦：

“一南一北，图情重镇，相互辉映，共谱新篇。”丹青秋图：“向各位图书馆同

仁学习，请大家关注《图书馆建设》纸刊，2019《建设》开启回归之路，努力的

目标是让愿意打开《建设》的人都能想读、读懂一篇文章。”图谋：“有理想，

有情怀，有行动！致敬！”

海边：“替大伙问问，贵刊明年突然变回双月刊，发稿量降多少？”丹青秋图：

“正在编排第一期，根据最新情况判断，不会影响刊发文章量，只会更好看。”

海边：“页数变厚了？”丹青秋图：“160 页。”潜蓝：“《图书馆建设》改成

双月刊了，年发文量不变么？”丹青秋图：“没有太大变化，2019 年第一期大

小文章共 28 篇。我们追求质量提升，在精减文字量上也会下功夫，用知网数据

出版做补充。”海边：“第二个问题，版面费大概是多少（假设有一表）？”丹

青秋图：“依据文字量和占版面情况综合考量，具体数额不便这样公布。”海边：

“第三个问题，投稿前需要开查重证明吗？”潜蓝：“不用，这个我可以答。”

陕西图人：“改双月大家都投稿谨慎了，刚看到文章量变化不大，很好呀。”丹

青秋图：“欢迎订阅 《图书馆建设》 http://url.cn/5a55t7Y；《图书馆建设》

2018 年第 12 期目录 http://url.cn/5AADDwn。”

（29）百度文库

轻翼翩然：“请问百度文库有购买使用的吗？”湖商陈*之：“买帐号。”年年

有余：“我们馆在老师强烈要求下购买了百度文库。”轻翼翩然：“我们目前也

试用。这百度文库个咋定性？”傲娇教授：“我们学校的教师也强烈要求购买百

度文库，但省里因为版权问题，一直没敢买。”

（30）圕人堂迎新年活动设想

图谋：“‘圕人堂愿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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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诸多因素制约，

许多方面尚不尽人意。但实践或许已证明，路子是正确的。圕人堂四年半的坚持，

得益许多成员的默默关注与支持。依照往年的惯例，圕人堂迎新年会有一些节目。

今年出啥节目，还没想好。”图哈哈：“还有迎新年会，期待，有意思！”

图谋：“2017 年搞的是圕人堂百人百诗迎新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还有圕人才艺秀，

http://url.cn/5a55t7Y
http://url.cn/5AADDw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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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胖猴开启了图书馆学图书播讲（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16331.html ）。图谋以为算是两

大‘硕果’。”图哈哈：“太有创意了！”图谋：“新年献词、赛诗会、才艺秀、

晒年度阅读书目等等，均是可以考虑的。感兴趣的成员这几天先酝酿一下，下周

走起。找点空闲，找点时间，放松心情。怎么好玩怎么来。”时光倒流：“能不

能来段语音魔术？”图哈哈：“开心最好。”图谋：“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圕人

堂 2016 年的节目是圕人堂 2016 年新年寄语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179.html ）。”

图谋：“这幅图忘了是哪位成员做的？完成时间是在 2015 年年底。2019 年不知

是否可以再做一幅？”

（注：将群内发过言的人 id 制成标签云，形成群的名称，字体越大说明发言越

多。）

不如吃茶去：“我可以试一下，应该提取发言文本生成的词云图，不过可能没有

这个好看。”Biochem：“可以考虑整两个：1、提取发言文本生成词云图，可以

看出一年来词频的高低。2、按照图谋的意思，整一副 2014-2018 年四年来群内

发过言的人 id 制成标签云，形成群的名称，字体越大说明发言越多。”图谋：

“可以自由发挥。一段时间的云图好操作，建群以来的恐怕比较困难，但可以尝

试。圕人堂可以视作一个开放实验室，也可以视作一个露天舞台……各尽其能各

取所需。”

图谋：“这是诗人张怀涛先生的诗作。” 图哈哈：“一读便知作者深厚的文化

底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1633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1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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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这幅字是方方馆长的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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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贝：

图谋：“木木贝老师开启了 2019 年圕人堂迎新诗会，期待更多成员积极参与。

所付出的努力，将会成为圕人集体记忆。感兴趣的成员可以通过科学网圕人堂专

题回顾或体验。图谋很期待，圕人堂 2019 年迎新年节目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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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的 2018 年

2018-12-21 09:08

一如既往地忙碌，依“惯例”稍事总结。 （1）作为参考咨询部负责人，主持完成

所在部门承担的数字资源采访，学科服务、数字资源用户培训、数据库运行使用

和更新升级、部门岗位聘任、部门总结材料撰写等各项工作。2018年 3 月完成

“2018年文献资源采购方案”；2018年 10月完成参考咨询部“工作 ...

个人分类:圕人堂|12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圕人堂 2018 年大事记

2018-12-20 16:4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2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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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74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274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274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5274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274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5274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26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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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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QQ 群

一周交流 ...

个人分类:圕人堂|22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沈水书芗超百载 东观鸿业耀千秋——纪念沈阳市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

2018-12-20 14:44

沈水书芗超百载 东观鸿业耀千秋 ——纪念沈阳市图书馆建馆 110周年 作者：

宋晓莉 李雪垠（沈阳市图书馆 ） 当今天的读者坐在沈阳市图书馆宽敞明亮的

阅览室读书看报时，也许没有谁会意识到，沈阳市图书馆已经有了整整 110 年

的历史。在这一百余年 ...

个人分类:圕人堂|393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蔡迎春：影响纸质藏书质量的因素及其对策

2018-12-19 17:12

摘编自：蔡迎春.影响当前纸质藏书质量的深层次因素分析与思考 .大学图书馆学

报,2018,36(05):65-72.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年第 5 期刊发蔡迎春《影响当前

纸质藏书质量的深层次因素分析与思考》。该文认为，当前我国图书出版行业发

展迅速，纸质图书的出版品种已居世界前列，但图书质量仍存在问题，市场 ...

个人分类:圕人堂|54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肖珑：高校学科馆员发展的四个阶段

2018-12-18 17:08

摘自：肖珑.支持“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趋势研究 .大学图书馆学

报,2018,36(05):43-51. 高校图书馆学 科 馆 员 服 务，从提出到实施已有 20年

的历史，期间经历高峰低谷，不断调整，服务渐入佳境，对学科馆员的资质要求

也越来越高，发展可以分为若干阶段。 第一阶段为“学 ...

个人分类:圕人堂|45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书馆报》图谋随笔辑录（2018 年）

2018-12-15 21:53

图谋按： 自 2006年与《图书馆报》结缘至今， 坚持以每月两篇稿子的频率履

约。年终盘点已成“惯例 ” 。稍事盘点，可能不全面。 图谋.你提供了服务，我

该如何谢你？ .图书馆报.2018.06.22(第 A18版：十八版) 图谋.闲话参考咨询部 .
图书馆报.2018.07.20(第 A11版：十一版) 图谋.说说图书馆的“仨一流” .图 ...

个人分类:圕人堂|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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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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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263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5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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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262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5262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262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5262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24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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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5245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245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245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5245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245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5245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2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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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22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222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222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5222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222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5222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17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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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74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174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174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5174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5174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5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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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8 年 12 月 15 日，《圕人堂周讯》编辑补助发放（219 期至 242 期）发

放，累计 7200 元。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2939.15 元。

（2）2018 年 12 月 20 日，支付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稿酬 630 元，圕人堂发展基金

结余 2310.30 元。

（3）本周圕人堂成员高度关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17 年版》，部分成

员参与了交流与分享。

（4）2018 年 12 月 20 日，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计秋枫教授因病逝世（

http://js.xhby.net/system/2018/12/20/030908477.shtml）。圕人堂成员以不

同形式缅怀、悼念。

（5）2018 年 12 月 21 日 14:00，群成员达 2097 人（活跃成员 524 人，占 24.99%），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1743 人。

http://js.xhby.net/system/2018/12/20/0309084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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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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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