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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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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人群：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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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王启云

编辑：宋晓莉 赵生让 董行 范良瑛 曾家琳 张婵 卢娅 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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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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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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与征文

会议君：

http://url.cn/5lUsPGn，西部公共图书馆 2019 年学术研讨会 8月崇州召开，会

议时间：2019 年 8 月 14 日-15 日，报名截止日期 2019 年 8 月 5 日；

http://url.cn/59mUrrZ，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会议日

期：2019 年 8 月 26-28 日，征文截止：8月 10 日网上注册截止：8月 25 日；

http://url.cn/5MwHzYj，第一届博士学位论文索引大赛，报名：即日起-2019

年 8 月 2 日，投稿截止：9月 6日。

http://url.cn/5zhY2nx， 2019 年情报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开发利用学术研讨

会 2019 年 8 月 13-17 日，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8 月 5 日。

http://url.cn/5ukfSO3，图书馆参考咨询业务案例解析培训班 8月在京举办，

培训日期：2019 年 8 月 5 日-9 日。

http://url.cn/5impEo4 ，2019 期刊编校质量管理与语言文字规范专题培训班

2019 年 8 月 11 日-16 日。

http://t.cn/AijMUMup ，“图书馆•与时代同行”国际学术研讨会 9月在京召开，

主办单位：国家图书馆，2019 年 9 月 8-11 日。

http://t.cn/AijMU2Au ，全国基层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队伍示范性培训—第十

二期全国县级图书馆长研习班 8月鄂尔多斯举办，主办单位：文化和旅游部公共

服务司；承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8 月 21 日-27 日。

http://t.cn/AijMyS6t ，第二届“预印本与新型学术交流”开放研讨会 7月在

京召开,2019.7.30。

http://t.cn/AijMU3dx ，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关于公布第二届公共

图书馆创新创意征集推广活动研议入选名单的通知，2019 年 7 月 24 日。

图谋：“2019 云南省第九届‘中美图书馆实务论坛’会议通知

http://tzw.ynlibrary.cn/?q=node/252。”

水中的水：“2019 云南省第九届‘中美图书馆实务论坛’会议正在进行

[20190722]。视频直播地址：

http://play.yunxi.tv/livestream/flash?id=94c18a32578542adab631c8b4e6d

cb73 。”

鲲鹏展翅：“关于举办‘5G 与图书馆的发展’研讨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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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read.org/news/noticeshow.jsp?id=1602，各公共图书馆、高

校图书馆：随着 5G 商用的进一步加快，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为核心

的智慧图书馆建设，成为图书馆行业的热门话题。为探讨图书馆如何抓住 5G 时

代蕴含的新机遇，创新理念、创新模式、突破图书馆发展的瓶颈，提升服务效能、

缩小数字鸿沟，现定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至 8月 3日在湖南省株洲市图书馆举行

‘5G 与图书馆的发展’研讨会，以此交流思想和经验，增进了解与合作，促进

图书馆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会议时间 2019 年 7 月 31 日至 8月 3日（含报到、

离会时间）。会议主题万物互联：5G 与图书馆的发展。”水秀：“5G 与图书馆，

依然不能解决图书馆现在面临的问题。”

短发：“‘图书馆与时代同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

http://url.cn/52T6yX7。”

图谋：“大赛报名丨第一届博士学位论文索引大赛 http://t.cn/AijM41GS ，为

了培养学位论文中的索引思维，在中国索引学会支持下，复旦大学索引学社举办

了‘博士学位论文索引大赛’，即日起即可报名。参赛选手任选一篇博士学位论

文，并为其制作索引，形式不限。可参考国家标准《索引编制规则(总则)》

（Guideline for establishment of indexes(General)）。比赛面向社会各界，

欢迎踊跃报名！”

鲲鹏展翅：“2019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论坛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fP9nxMHkVN5gcCj4hFZtJg （报名截止有延期）。”

图谋：“为促进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层面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武汉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图情档 39 青年学者沙龙将

于 2019 年 12 月 7 日至 8日在武汉大学联合举办以‘守正拓新、开放融合’为主

题的‘2019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论坛’。本次论坛旨在为全国图书情

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营造自由轻松的学术研讨氛围，鼓励更高合作程度的学术

研究成果，推动二级学科的深度融合，欢迎参会。”

短发、长财馆睿智：“关于举办第六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的通知，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29/13806.html 。”

1.2 馆员招聘

芝麻君：“关于燕山大学 2019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人事代理）的公告-

https://rsc.ysu.edu.cn/info/1241/2329.htm 。”

1.3 好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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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从藏书阁到大平台 | 高校图书馆正在发生一场变革随着高校馆对数字

资源的建设与重视，不难看出，馆藏资源从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型，正在成为图书，

http://url.cn/5ZCB1wp。”

biochem：“Editage 意得辑：写好文献综述的 5个技巧 1. 扩展你的搜索领域 2.

确认你使用了正确的关键词 3. 如果你找到相关的文章，深度研读这些文章 4.

追踪你找到的文献的引用 5. 寻求帮助。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69813-1190088.html。”

碧海潮生：“近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上海诺基

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影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崂山政府共同发布了《5G 云

化虚拟现实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从效果、性能、经济

性三个维度分析了 5G 对 VR/AR 赋能情况，总结了 5G+VR/AR 关键技术的产业成熟

度，同时归纳了 5G 云化虚拟现实在教育、文娱、工业、医疗等领域的特色实践

案例。”

图谋：“我国公共图书馆业务步入标准化建设轨道 http://url.cn/5cIQUEE。”

图谋：“《图书馆报》2019 年 7 月 19 日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

mid=127&a=20190719 看点：刘兹恒《馆员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扮演的角色》、

馆长访谈《助力优势学科建设，提高服务社会能力——访徐州工程学院图书馆馆

长彭雪勤》、海外馆情《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克罗地亚图书馆》、姚伯岳《古籍

保护学科建设路在何方》、张志清《怀念任继愈先生》等。每周五《圕人堂周讯》

《图书馆报》两者信息量不小，《圕人堂周讯》属于民间的，《图书馆报》是我

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份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份图书馆行业报纸。《圕人堂周讯》意在

‘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图书馆报》旨为‘馆社之

桥 人文之魂 阅读之美 书香之园’。”

海天云石：“ http://url.cn/5YowVGN。阅读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人们

在不同的环境中、采用不同的形式进行阅读，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

己的命运。”

碧海潮生：“首届‘中国阅读传统与文化传承学术论坛’在长兴举行 7月 19 日

-20 日，首届‘中国阅读传统与文化传承学术论坛’在浙江长兴召开：

http://url.cn/5ewWEMM 。”

碧海潮生：“什么是 OSID？OSID（英文全称：Open Science Identity，简称 OSID）

开放科学计划，是由国家编辑学会出版融合编辑专业，见：

http://url.cn/50PVr52。”

海天云石：“ http://url.cn/5hmjafT，那一刻，她爱上了这里，成为学生馆员，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ZCB1wp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69813-11900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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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rl.cn/5ewWE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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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知识来升华年轻的灵魂，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也期待转角遇上你，

一个怀惴梦想的你。”

图谋：“阮炼.‘美国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发展动态’学术报告—PPT.

http://tzw.ynlibrary.cn/?q=node/244，刚好前几天有成员提到国外图书馆服

务创新的问题，阮炼博士这个报告有一定参考价值。”

雨过天晴：“图情要闻 |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遇冷 专家：推广阅读要与时俱..24

小时自助图书馆遇冷 专家：推广阅读要与时俱进。http://url.cn/5GCNYwf。”

biochem：“早安武汉︱图书馆每天排长队！别急，你家门口要建一大批新馆，

最新进度，长江日报 2019-07-23，

https://www.toutiao.com/a6716619243548312077/ 。”

biochem：“书香伴暑假 义乌图书馆人气旺浙江新闻 2019-07-22 暑假期间，到

图书馆看书的市民明显增多，读者数量和平时相比要多出一倍左右，尤其是青少

年读者增幅较大。馆内自修室和阅读区基本都是座无虚席，阅读群体大部分是学

生和备考的年轻人。 https://www.toutiao.com/a6716468859517272587/ 。”

biochem：“长沙图书馆助力“游学达人”去各地图书馆‘打卡’

https://www.toutiao.com/a6716130187177624072/。7 月 29 日，经过层层选拔

的 2个‘游学达人’家庭将从长沙图书馆出发，开启由长沙图书馆奖励的一段免

费的游学之旅。他们将途径武汉、鄂尔多斯，最终到达北京国家图书馆，旅途中

他们将去到这几个城市的图书馆、文化历史景点，体验当地的文化特色。长沙图

书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是送给热爱旅行、喜欢图书馆的小朋友们的一个特殊

的奖品。”

biochem：“‘蔡定剑图书馆’创办人蔡定造：要把这个免费公益书屋办下去澎

湃新闻 2019-07-22 21:52:45 在南昌市新建区立新路社区有一个‘蔡定剑图书

馆’，馆内所有的图书均可免费阅读。暑假期间，这家公益书屋常常被挤得水泄

不通。‘蔡定剑图书馆’从 2015 年创办至今已有四年，书屋是完全免费对外开

放的，不以盈利为目的。蔡定剑是著名宪法学者，1986 年至 2003 年底，他先后

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其后，蔡定剑回到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教

授，直到 2010 年 11 月 22 日因胃癌病逝。为了纪念亡兄和继续将亡兄生前热爱

的公益事业做下去，蔡定造决定自费打造这个公益书屋。2019 年 4 月，蔡定造

入选中国文明网的‘中国好人榜’。对蔡定造来说，这个奖给了他鼓励，也意味

着更多的责任。蔡定造说，自己今后一定要把这个公益图书馆办下去，让更多的

孩子有一个成长和学习的环境。

https://www.toutiao.com/a6716485172675478024/ 。”常宏：“我也想开个个

人公益艺术图书馆，但是没有空间。”

http://www.artlib.cn/
http://tzw.ynlibrary.cn/?q=node/244
http://url.cn/5GCNYwf
https://www.toutiao.com/a671661924354831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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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a6716130187177624072/
https://www.toutiao.com/a671648517267547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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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穷：“最近在看王子舟老师的《乡村民间图书馆田野调查笔记》，乡村文化精

英们办馆实属不易，时而眼眶湿润……那些乡村文化精英，原本可以让自家更好。

却选择了办图书馆。中国需要这种自下而上的边缘力量。”

小溪流*：“王子舟等 | 山西汾阳仁道村乡村图书馆的故事

https://url.cn/5dvlypV 。”

biochem：“亚洲最古老的图书馆“天一阁”

https://www.toutiao.com/a6716677934070891021/。俗语说‘到宁波不到天一

阁, 等于没有到过宁波’，来了宁波就一定要来天一阁。天一阁鼎盛时期的藏书

量达约七万余卷，这不失为一个私人藏书楼的奇迹。后因历史的发展让天一阁经

过多次浩劫，仅只存有 3000 多卷原藏书，后又得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

珍版善本达到了 8万多卷。”

图谋：“要不要拯救图书馆员？余生仍须为‘拯救图书馆员’尽份绵薄之力，不

仅如此，期待更多人伸出援手。只要图书馆在，希...，http://url.cn/5mFdJNY。”

图谋：“数字图书馆研究范畴《数字图书馆论坛》2019 年第 6期刊发薛秋红、

孙卫《数字图书馆研究范畴思考》，http://url.cn/5kse20Z，对数字图馆现阶

段及未来的发展和使命进行了探讨，找出最近和将来一段时间数字图书馆领域的

研究范畴。该文全文亦已分享至群文件。”

欣然读书：“【我去过的图书馆 75】空间服务的典范：伊利诺依大学主图书馆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520440&do=blog&id=1

190412。去年暑假去过的图书馆，当时没能及时记录下来，现在只能凭有限的照

片和记忆记录一下。有空就回忆一下，写一点，虽然很浮浅，但也很乐意与大家

分享一下。”

麦子：“奥斯汀的图书馆很漂亮，照片没选好。为什么我会觉得：公共图书馆是

美国最美好的东西：http://url.cn/5rCiHuP ，这文章还可以写得好一些。”

默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 用户关注度报…扫码关注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http://url.cn/54I4XcZ 。”

图谋：“2019 年全国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3577-1190996.html，中图学会学术研究

会用户研究与服务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至 8月 3日在黑龙江省齐

齐哈尔市召开 2019 年全国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

http://www.lis.ac.cn/CN/column/item360.shtml 。”

雨过天晴：“【吉林大学张卫东】图情档学科的理论自信在哪里？本文是吉林大

学张卫东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 2019 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

上的发言，http://url.cn/5KFilxW 。”

http://www.artlib.cn/
https://url.cn/5dvlypV
https://www.toutiao.com/a6716677934070891021/
http://url.cn/5mFdJNY
http://url.cn/5kse20Z
http://url.cn/5rCiHuP
http://url.cn/54I4XcZ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3577-1190996.html
http://www.lis.ac.cn/CN/column/item360.shtml
http://url.cn/5KFilxW


圕人堂周讯（总第 272 期 20190726）

9

芷芸：“结缘图情六十年，孟广均教授口述访谈 http://url.cn/5HVWawy。图书

馆学家孟广均教授自 1958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以来，已投身图书馆情报事

业建设 60 年有余。” 图谋：“孟广均先生自 1958 年投身图书馆情报事业建设

至今，硕果累累，该文以口述访谈的形式记录了孟先生早年学习、科图工作、翻

译经历、学位点设置以及图书馆情报学科发展回顾等内容。原文刊载于《高校图

书馆工作》2019 年 05 期‘口述历史’栏目（图谋注：微信电脑端阅读效果更好）。

孟广均先生的从业抒怀，时间跨度为 60 年，全文 14 页。”

天涯海角：“你 Kindle 上的电子书会被远程删除吗？你购买并下载到 Kindle

上的电子书，亚马逊有权不通知你直接远程删除吗？http://url.cn/5rdCIuU。”

1.4 日常讨论

1.4.1 关于《圕人堂周讯》中存在错误的说明

图谋：“关于《圕人堂周讯》中存在的错误也做点说明。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

制，总体上较为粗糙，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有的问题可以直接在科学网圕人堂专

题中发布的网页版评论区指正。另网页版中，有读者留言指出‘现博文中的目录

链接不管用’。那是因为直接复制粘贴自 word 文档，以节约时间。如希望阅读

体验更好，建议下载 PDF 版。有些工作认真起来，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today：“连着看了几期周讯，真的非常受益。谢谢图谋老师和其他老师们的辛

勤努力！”

1.4.2 关于圕人堂群名片/昵称的规范

图谋：“关于圕人堂‘群名片/昵称规范’。为了使圕人堂群交流效果更好，提

倡更多成员实名或准实名，比如‘机构+（实名或昵称）’形式。实名与否，在

群规范框架下自愿选择，圕人堂期望实名或准实名的成员多一些。群成员中显示

的昵称或群名片存在以下情况：重名、特殊字符、生僻字、空白，将被移除出群，

对于重名情况原则上保留最早加入本群者。群名片规范问题，是本群的基础工作，

也体现本群的服务理念。昵称/群名片要以方便交流为宜，比如多名成员的名字

相同，特别是活跃成员的名字相同，交流效果是受影响的。群名片规范作用，有

个实例。有名成员投诉，称多次被某成员‘骚扰‘要求将其移除。后来发现实际

上是一场误会——因为昵称/群名片相同认错人了。圕人堂 QQ 群为什么不统一要

求实名制？圕人堂是一个公开、公共、公益的平台，不宜统一要求实名制。比如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HVWawy
http://url.cn/5rdCIuU


圕人堂周讯（总第 272 期 20190726）

10

有的馆有多名成员，可能还是上下级关系，好些话题，彼此都不敢发言；圕人堂

的部分交流成果是公开的，有些观点，不敢或不宜实名表达。实名交流可以利用

圕人堂平台，另行组建讨论组或另行建群。”默默：“我们整理的群必须实名制，

联系方式、手机号，全登记了。”木木贝：“当初建群的时候就实名，后面就容

易执行了。”默默：“对，当初的教师群群主，就是[对群员]全部清理了。”小

洋：“不要实名，我们领导也在群里,要实名我不敢讲话了。”cpulib：“实名

的话这个群就会静悄悄了。”碧海潮生：“实名便于管理，但同时也会让群名存

实亡，各种顾虑，讨论的就少了。”cpulib：“实名好管理，但太过于正经；不

实名难管理，但比较自由。”biochem：“除非强制移除,很多人不听招呼的。”

默默：“不听，就移除黑名单。”biochem：“就是，就看怎么操作。”默默：

“后来，好几位编辑建群全部实名制。”图谋：“按照圕人堂的‘标准‘，这一

群名片属于存在‘特殊字符’。还有好几位成员群名片/昵称，存在同类情况。

比如：蜗牛不吃葱(?? . ??)、︶ㄣ o●鲜艳……”biochem：“踢了吧，提醒无

数次了。又从不发言。”图谋：“其实还是工作没做到位。有可能人家刚进群不

久。也有可能只是某个阶段比较忙，顾不上关注群消息之类。”biochem：“谁

同意进群的，给个提醒，不改的，移除。”图谋：“之前有一批类似情况的，图

谋逐一小窗提醒，有的及时修改，有的是长时间没修改，被移除了，后来又重新

加群了。”biochem：“那些火星文的群名称，我也逐个@ 过。”图谋：“种种

原因，许多具体的事情，是图谋需要面对的。移除成员是必须谨慎的。不然，后

续麻烦不少。只要有那么几个来找‘说法’就够麻烦。近段时间，我时不时有回

答为什么未通过加群申请。其实原因是申请者加群时未提供任何信息，且拒绝时

已告知‘圕主题群’。”默默：“不用担心，没事的。当时我是 2013 年接管的，

处理的很干净,当初我发现有学生在研究生招生网站发帖骂群主的做法，私下找

了那位学生直接删帖,先清理了。”biochem：“关于圕人堂‘群名片/昵称规范’

这些信息贴来贴来去的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图谋：“你还并不了解圕人堂的

良苦用心。近半个月，圕人堂新增了 57 名成员。估计人家还一头雾水。”麦子：

“实名是不行的，如果实名，我想大概就是图谋，拜教授和我发言了。靠清理来

引发讨论不行。”图谋：“图谋在想方设法圕聚力量，动不动就‘清理‘。让图

谋情何以堪？背后还要做更多解释工作。”西安图*：“清理不清理不重要，大

家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就好。”图谋：“圕人堂这样的网络社群，主要就是发挥

‘微价值’或者说‘长尾价值’。”图谋：“在当前的环境下，其存在是不容易

的，也是有一定意义的，期待更多人共同呵护。圕人堂成员的行动指南是‘圕人

堂 QQ 群规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所

有成员共同呵护。种种原因，有的成员自身没管没顾群规范，还要求其他成员该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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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如何，这是很不合适的，给管理员及其他成员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图谋为圕

人堂所作的一切努力是有所‘图谋’的，也就是群规范总则中表述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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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图谋的力量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

一群图谋的力量是充满希望的，不可估量的。圕人堂在探索与实践中谋生存求发

展，得益于广大圕人（以圕人堂成员为主体）关注与支持。期待明天会更好！希

望诸位成员，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谢谢！”

1.4.3 力求有所得有所获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271 期 2019071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0225.html，这是圕人堂近两个月

来，关注度最高的一期周讯。感谢大家所付出的努力！图谋留意到，刚加群新成

员是在资料室工作，或许是因为留意了‘聚焦高校图书馆资料室发展’话题？”

梧桐：“是的。”图谋：“欢迎您的关注与参与！圕人堂上周特意制造了一个讨

论话题，其中用意是给新加群成员一份‘见面礼’，希望为新成员的圕人堂之旅

留下一个美好的初印象。”

图谋：“圕人堂成员来自高校的比例较大，每逢假期是比较冷清的。有较大比例

假期期间基本不用QQ（当前在线成员1448，在平常工作日期间通常为1800左右）。

假期期间，学术会议较多、外出旅游的成员亦较多、专注做科研写论文的成员亦

比较多、忙读书与思考的成员亦比较多，圕人堂平台是全年 7*24 小时不打烊的，

同样可以积极参与交流与分享，让彼此有所收获。据图谋了解，有一定比例成员

用微信较多，QQ 基本不用（工作时段传文档用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

作息等等，圕人堂作为一个网络社群，尽可能的做到让每一位成员各有所得，各

有所获。线上交流与线下交流相辅相成。假期可以是线下交流较为活跃的时段，

比如利用参与各种圕主题会议间隙彼此多交流，利用假期闲暇到各自工作、生活

的城市相约相聚……。”

图谋：“圕人堂的所有活动是在群规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框架下进行。圕人堂

一旦加群便是成员，成员共同呵护圕人堂，图生存谋发展。圕人堂是圕主题群，

尽可能地以圕主题为主（其它话题适可而止，因为：一是有比圕人堂更为广阔的

空间可以交流与发挥，二是易跑偏走火对圕人堂安全不利，三是会增大《圕人堂

周讯》整理者工作量，四是会对其它成员带来困扰）。图谋更多的是作为"群辅",

而不是’群主‘。图谋不愿意得罪任何人。圕人堂建群 5年多来，真正属于踢出

本群的属于特殊情况（比如滥发信息）。曾有几位极富个性的成员，圕人堂亦是

尽可能地兼容并包，背后曾作了大量工作，最终离开本群均属于其本人主动退群。

图谋最不原意做的事情是对成员采取’踢人‘、移除、禁言等措施，因为千人千

面，图谋认为每位成员都是图谋得罪不起的。图谋是凡人与俗人，精力和能力均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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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限，但请相信图谋是与人为善的，不当与不妥之处，恳请多谅解多包涵！

图谋更多的是作为"群辅", 而不是’群主‘。图谋不愿意得罪任何人。圕人堂建

群 5年多来，真正属于踢出本群的属于特殊情况（比如滥发信息）。曾有几位极

富个性的成员，圕人堂亦是尽可能地兼容并包，背后曾作了大量工作，最终离开

本群均属于其本人主动退群。图谋最不原意做的事情是对成员采取‘踢人’、移

除、禁言等措施，因为千人千面，图谋认为每位成员都是图谋得罪不起的。图谋

是凡人与俗人，精力和能力均非常有限，但请相信图谋是与人为善的，不当与不

妥之处，恳请多谅解多包涵！对于退群成员，如愿意继续关注圕人堂，可以通过

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继续关注与支持圕人堂。据图谋了解，

退出圕人堂的成员有一部分是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用户，圕人堂持欢迎态度。对于

成员：1. ‘圕人’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它包括图书馆员、图书情报

专业教师和学生、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资源商、硬件商、

平面媒体等等）。圕人堂当前规模为 3000 人群，欢迎所有圕人加群（也可以作

为‘游客’参观），加群便捷，建议每位成员只使用一个 QQ 号加群。2. 成员昵

称。圕人堂成员昵称实名与否，自行选择，但以方便交流为宜，不能用严重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的昵称或不文明、不健康的昵称。3. 成员退群自由，退群之后欢

迎重新加群。”

1.4.4 圕人堂的挚友--《图书馆报》

图谋：“2014 年 5 月 23 日《图书馆报》馆界动态版（A04 版）新闻速读报道《圕

人堂 QQ 群创立》。全文为：本报讯 近日，圕人堂 QQ 群创立。圕：音‘团’，

义‘图书馆’，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于 1924 年发明的。圕人堂 QQ 群是图书

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交流群，其愿景是：圕结就是力量！定位为：专业讨论、

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该群的创建者为图谋博客博主图谋，也是《图

书馆报》‘图林漫步’专栏作者之一。圕人堂 QQ 群建群一周，已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图书馆界人士 200 多人参与。”

图谋：“圕人堂建群目的为创建者试图推动做点有益图书馆界的事，比如 3个促

进：促进‘两大阵营’(来自图书馆一线实际工作单位的、来自教学科研单位的)

的科研合作，形成更具生命力的科研成果，互利互惠；促进与专业期刊的合作，

专业期刊‘积极参与与配合’，乃至‘引领’，意义重大；促进与《图书馆报》

等媒体的合作，让更多图书馆人看《图书馆报》。较长时间，《图书馆报》有自

己的电子报平台，每周周四或周五可以看免费看该周的电子报。手机上看，阅读

效果很好。对于需要的内容，花个 3毛钱阅读（进一步下载利用等），是很合算

的。这是麦格期刊平台上的《图书馆报》电子报截图，截取的是某一期目录显示

情况。从 2006 年开始，图谋成了《图书馆报》的粉丝之一，在积极宣传与推广。

图谋以为，在当下，《图书馆报》的执着与进取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更多圕人关

注与支持！”biochem：“免费阅读就更好了。”图谋：“曾经有成员误以为图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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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是该报工作人员，实际上我只是一名粉丝。”粉晶草莓：“图书馆报是图书馆

人学习的好平台，我一直订了纸质版，真的很好。”图谋：“实际上，从 2006

年至今，据图谋的关注，一直都存在免费阅读渠道。而且，从圕人堂建立至今，

圕人堂一直在积极宣传与推广。麦格期刊平台上的，看整版需要付费，且这个费

用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对于真正需要的人，是愿意付费的。麦格期刊平台上，有

2014-2019 年《图书馆报》电子报，可以按需浏览或购买。图谋所在馆也有订阅

《图书馆报》。自身也有一份纸质版，收到之后通常会翻阅一下（没工夫细读，

信息量不小）。2006 年至今的《图书馆报》（2010 年之前叫《新华书目报 图书

馆专刊》），但凡到我手的，几乎是全部保存。中国知网报纸数据库中的《新华

书目报》实际上为《图书馆报》上的内容。读秀学术搜索可以检索与利用《图书

馆报》2010-2018 年信息。图谋作为粉丝视角，特此粗略分享自身了解的一些信

息，供参考。”金三石：“我馆里每个部门都订了《图书馆报》。”

1.4.5 韩国的分类法

小洋：“韩国的分类法用的是什么?很好奇。”biochem：“韩国十进制图书分类

法。

http://www.chnlib.com/LunWen/fenleiyubianmu/2017-02-02/94084.html。”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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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美丽的图书馆建筑

图谋：“图谋忍不住偷一张成员 10 来分钟前发的图片。”碧海潮生：“大片的

感觉。”图谋：“除了大片感觉之外，图谋感觉这张图片中的图书馆与南开大学

图书馆（八里台校区）外套色调相似。还有个感觉，似乎有英美高校图书馆的神

韵。蓝天白云芳草地，端庄秀丽图书馆。”麦子：“缺了一个主要而且是不能调

和的不同：颜色。欧美的学校不敢用这样新的颜色。上周有湖北某校老师来我这

里。他们说我们这里好像很有历史，我说其实我们一半的建筑都不满 10 年，只

是故意做旧。”biochem：“欧美图书馆大都历史悠久，要颜色新怕也是空想。”

麦子：“所有学校在校园风格统一上花了大力，希望即使很多年的校友回校没有

违和感。我们学校近年来造了不少房子，为了和现有的房子颜色一致，的砖头是

专门选成原先一样的。”图谋：“我没有留意您说的细节，刚才还特意找了几张

对照，感觉确实如此。建筑需要保养，里里外外都需要。保养工作做得好的，似

乎不多。”麦子：“我刚要说，美国的内外保养极好，很多房子是上百年的，里

面都是定期翻新和油漆的。我所在的老馆，54 年建的，去年花了上百万，更新

了中央空调和热水系统。”图谋：“有些细节差距确实比较大。当前，群相册中

已有不少中外各种类型图书馆照片，基本为即景式，较好地呈现了当前图书馆的

模样。还留意到克莱蒙的分享，有一句注释：‘并没有看到一丝英国公共图书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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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萧条’。”

1.4.7 图书馆门禁系统

清泉和弦：“各位的图书馆门禁系统现在大都还是采用冲消磁器搭配的智能门禁

吗？”啃书虫：“还有更加好的手段么？如果改用其他方式，现有的设备怎么办，

成本不得了啊。基本上还是维持现状。”小菜：“传统磁条门禁系统，除非换到

RFID 磁条，不然也不会换吧。”

1.4.8 RFID 标签失效

楫舟人：“我们馆 RFID 标签时间久了读不出数据，有遇到此类情况的吗？”

lagerror：“请问多久 比例多大？”图谋：“RFID 标签也有多种牌子、多种

档次的。”楫舟人：“5年以上多数都读不出来。”图谋：“如果 5年以上就需

要替换标签，估计标签有质量问题。”楫舟人：“如果大规模的更换，对文献是

一种摧残。”

1.4.9 群信息检索

图谋：“可以关注周讯、亦可以搜索群消息。每期周讯，《圕人堂周讯》编辑团

队对一周信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梳理好之后，周讯推送至所有成员 QQ 邮

箱。看到多位成员提及辛苦‘爬楼’，很可能是忽略了《圕人堂周讯》。特此提

醒一下。圕人堂大窗信息有检索功能。可以与周讯结合起来使用，比如知道某个

关键词或检索词，再在群消息中检索一下，可以快速回到‘讨论现场’（通过‘查

看前后消息’）。”

1.4.10 2030 年第一个消失的职业是图书馆员？

图谋：“圕人堂快速推出这个话题——2030 年第一个消失的职业是图书馆员?”

图谋：“阮炼.‘美国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发展动态’学术报告—PPT.

http://tzw.ynlibrary.cn/?q=node/244，该报告中图谋发现的一个‘彩蛋’：

图情教育协会董事会（ALISE Board）回应美国今日报第一个消失的职业是图书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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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 USA Today career advice feature on October 13, 2017 entitled‘Careers:

8 jobs that won’t exist in 2030,’ which declared that ‘librarian’ is

the number one career among the eight jobs that will disappear in 2030.

美国今日报 2017 年 10 月 13 日题为‘2030 年 8 种消失的职业’，提出职业发展

建议，第一个消失的职业说是图书馆员。ALISE Board’s Response 图情教育协

会董事会的回应：1 对图情事业的不理解 2 图书馆员为读者提供纸质版、特藏

多媒体和订阅的免费电子资源。这些资源需要图书馆员的管理。3 高校图书馆为

老师学生提供研究咨询和培训，帮助他们找资料，评估和使用信息。4 公共图书

馆为读者提供社区资源，为成人和儿童提供服务，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宣传。5 专

业图书馆为企业、联邦和州立机构提供服务，注重于竞争情报，协助单位利用信

息做商业或战略决定。6 除了提供书籍、期刊、报刊和其他媒体等纸本或电子服

务外，图书馆还提供计算机、电子笔记本、iPad 或 3D 打印等技术支持服务。7 很

多图书馆还开展非纸本收藏和借还服务，包含工具、乐器、玩具、wifi 热点及

艺术品。8 图书馆是人们接触信息和互相交流的社区中心和安全场所，受到高度

赞扬。9 图书馆也是国内受到信任和有价值的公共单位。10 研究证明图书馆的

纸本资源的需求并没有削弱。看来接下来的关注点可能会是：谁的研究？如何证

明"图书馆的纸本资源的需求并没有削弱"?或许已有成员已知道答案，期待揭

晓。”

挂机中：“今天去一个机关办事，那个处长看了下表上的人，说教授、副教授、

实验师去学术交流我知道，怎么还有个图书馆馆员？可见很多人对图情事业及图

书馆员的不理解说的是现实。”biochem：“‘正在消失的 8种职业‘，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到 2030 年这 8种工作将不复存在：

http://www.cbfau.com/cbf-201557360.html。”boson：“这个回应是不错的，

只是有点牛刀杀鸡了。”图谋：“[分享]2030 年第一个消失的职业是图书馆员?

期待引发更多关注与思考，学界、业界及社会公众有更多良性互动，让研究成果

更加有趣有味有力， http://url.cn/5pg3onv。可以学习借鉴。发现那篇微信推

文的摘要部分用的是上一篇的，未修改到位，将错就错。因为同样是‘期待引发

更多关注与思考’。”谈天：“危机感好强。图书馆员消失了。最后都入转公务

员和行政编制了。”图谋：“原本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时过境迁，谈谈或许还是

有些趣味。图谋感觉图情教育协会董事会（ALISE Board）回应，有‘图书馆员

宣言’的味道。”清凉桐影：“怎么听着像讲神话故事。教师不能胜任岗位，违

法乱纪，校长对媒体说已经安排到了图书馆，图书馆员消失，转入公务员和行政

编制，这不等于说那些违法乱纪的教师也跟着图书馆员顺带一起转入公务员和行

政编制了么？”节能：“我是担心图书馆员岗位消失了，校长怎么安排这些人？”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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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穷：“我也有此担心。”图谋：“其实已经有高校图书馆在编在岗人员为 0

人。公共图书馆也有在编在岗为 0人的报道。具体哪些恐怕难以一一，也不适合

枚举。只是说明一个实际，为 0也在转。”克莱登*：“很多流通部外包了。比

如吉安市图书馆流通部就外包了。”图谋：“有的是属于整体服务外包了。”广

东 way：“我们馆在自然减员，要不是托了女副高可以延退的春风，怕是减员更

多。”清凉桐影：“延退属于国家政策吧，不是图书馆自己制定的。”图谋：“减

员属于很普遍。”

1.4.11 硕博士论文库全文

小菜：“万方硕博士论文库是不是分包销售的？”九院江：“是独立子库。”小

菜：“但我发现我们买了他们的硕博士论文库，但还是有些下不了，特别是工科

类的硕博士论文，只能看到题录。”九院江：“如果作者不提供全文出版授权，

他们只能提供题录。知网里有些也是这样。”扣肉：“得看作者是不是授权。”

小菜：“但很奇怪，有些硕博士论文，在小学校买的万方硕博士论文库里有，大

学校买的硕博士论文库里没有。”

1.4.12 核心业务外包

节能：“说到养家，想问问各位觉得现在年轻人入职做图书馆工作，还能用来养

家不？这不天天家的职业消亡吗？”cpulib：“图书馆职业不是最差的。”节能：

“不差。会突然消亡不？”麦子：“只要馆长不为了创新而外包。”节能：“已

早都外包核心业务。说外包

http://mobile.qzone.qq.com/l?g=279&_wv=1&i=1563059713&u=2260247343&a=

2&sg=85&sharetag=9175C35967F59FA049107FAABEEBAF0B&jumptoqzone=1&g_f=2

000000393 。”紫色阡陌：“高校采编外包的多吗？”图书编目：“挺多的。”

节能：“编目外包多。留着自己职工看阅览室。”紫色阡陌：“采编部没事做了？”

图穷：“采编外包、文献借阅服务外包、读者活动外包……图书馆只要一个馆长

就可以了。”紫色阡陌：“我们领导一直想着编目外包。”节能：“还好，新兴

热闹的读者活动外包趋势不要紧。”图穷：“图书馆的专业性只要一名馆长就行

了。”麦子：“没有编目的图书馆是没有灵魂的图书馆。”图穷：“外包好哇，

采编部就少很多活。正式馆员也可以专门搞图情研究，多发 C看多出学术成果。”

紫色阡陌：“人员没处安排。麦子，赞同你的说法。外包的质量能得到保证吗？”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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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所以这生本率什么的还要继续搞下去？”图穷：“自从有了计算机检索，

没多少人关注质量了。”霄飓：“我个人认为，高校图书馆只是图书整个产业链

中的一部分，搞清楚，哪些必须由自己干，哪些可由产业链上其他人来做就行。

根据各馆情况决定吧。”图穷：“职称评审和聘用制度不利于专心搞踏实搞业务

工作的人，长此以往就会促使大家搞假大空的东西。”节能：“问题可能是，不

搞这些，可能图书馆更不怎么样。”邹*林：“领导觉得，图书馆最大的亮点是

学校出钱买了资源。学校出钱是前提和基础，图书馆员应当感恩，自觉做好工作。”

紫色阡陌：“外包了还怎么做好工作？”图穷：“例如公共馆吧，现在公共图书

馆什么都在做，什么都做得不是太好……公共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或者叫

根本任务是什么？创新太滥了。说起评估，我想起之前发微信好友的一段话：某

某老师，您好！阅读推广计量与评价有什么好方法？全国上下阅读推广可谓轰轰

烈烈的，大多数是馆员的一腔热血，推而不广～阅读推广评价体系方面蛮弱的。

现有的阅读推广评价问题，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第六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

级指标中阅读推广活动只有场次和人次，导致很多图书馆喜欢搞‘大而全’的宏

大场面，较少搞‘小而美’‘小而精’的真正助力文献信息流通和用户知识获取

的阅读活动。”麦子：“除非自己不是做图书馆，否则这外包没有任何益处的。

20 年前，我们有一次图书馆员有个座谈会，也就是聊聊，内容包括外包。引起

编目部主任的激烈反对，说任何形式的讨论都不可以，于是直到她退休，这个话

题的确没有提起过。”

图穷：“真正助力文献信息流通和用户知识获取的阅读活动很少有馆愿意搞，这

样耗时耗力而且不一定被上级认可。”水秀：“编目外包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图书馆一直都这样的。”图雷：“小馆适合编目外包，我们已经 10 多年，是比

较早的。”水秀：“所以更加没有了自己，对吗？”图书采选：“编目外包，是

彻底的失去专业发展。基础数据不做，没有了细粒度、完整的数据、本体数据制

作可能。大数据、云计算用不起来，相应的智慧图书馆是空谈。此前有人问头标

区有什么用，没有头标和各种代码，计算机怎么识读、检索、统计。”图穷：“说

到根子上了，数据很重要。”图书采选：“现在图书馆的智慧化在衰退呢。”boner：

“数据规范化很重要，自从做了悦借（读者书店直接现借），我都没有办法做分

析，大量图书的索书号是空白。都是图片库啊 ，检索最多做到章节检索。”图

穷：“上次馆内做民国报纸库，还是做图片库，这粒度也太大了，图片怎么真正

实现全文检索。数据做不好，以后经费多了再升级都是问题，还得从头再来。浪

费钱。”文新：“别说编目外包了，现在有一些图书馆连整个图书馆工作都完全

外包给企业公司了。”图穷：“后来者也不好当家了。”boner：“我们现在都

是图片库啊，全文索引成本太高了。”图穷：“其他都可以升级改造，数据底子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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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做好的，这是根本。个人感觉 应该这样。上海馆数据蛮好的，有些数据比国

图都强。”boner：“现在数据底子做的好的馆不多了吧。”图穷：“这就是该

做的没做好。”boner：“上海馆的前瞻和现在都做得不错。”图穷：“很多地

市级公共馆盲目跟风，搞什么智慧空间，又有多少把智慧空间运营好的。”图书

采选：“编目规范、条例、词表、分类法都是知识模型建立的根本，现在编目外

包了，数据做只能做个形似，规范、条例、词表、分类法都不咋用了，也失去拓

展展、完善的基础，图书馆不会有进一步机器学习模型研究、建立，也就没有所

谓的智慧图书馆。”I：“我们单位最早外包的就是编目。”

1.4.13 馆藏发展政策

I：“大家知道哪个馆制定的有馆藏发展政策吗？或者说在目前以强调服务为主

的图书馆界，还需要馆藏发展政策吗？”克莱登：“发展与学校专业有关的书。”

biochem：“北大图书馆和北大荒图书馆的馆藏发展政策能比较吗？也根本没有

参考价值。”克莱登：“确实如此。与学校专业有关的书就好。”biochem：“厦

门大学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 2011-11-07 图书馆员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07/14/6226096_162492372.shtml 。”

boner：“那个年代都很重视的。”biochem：“馆藏发展政策 | 香港中文大学

图书馆 http://www.lib.cuhk.edu.hk/sc/collections/policy ，这是英文的。”

1.4.14 公共图书馆开小区分馆

木木贝：“现在好多公共图书馆到小区里开分馆。环境不错呢。”*芸：“看着

挺不错呢。”木木贝：“细节也好好。”一片云：“总分馆制，像这种一般可能

是多方投资，建设得还行，管理上也好，图书摆放得这样整齐，是遇到了勤劳的

图书馆员。”

阳春三月：“也可能是看书的人少或者读者素质高。”boner：“分馆制、24 小

时自助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很流行啊。”

1.4.15 北大版核心期刊

Little：“基础教育论坛，数学通报，中小学管理，教学与管理，当代教育论坛，

http://www.artlib.cn/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07/14/6226096_162492372.shtml
http://www.lib.cuhk.edu.hk/sc/collections/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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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培训，谁知道这几个是不是新版的北大核心？有没有什么系统可以查

下。”biochem：“搜一下不就知道了？见群文件。”Little：“在网上搜不权

威。”

biochem：“我是说在群文件里搜索，群文件里有北大核心的。群文件要好好利

用，可以在群文件搜一下您感兴趣的材料。”Little：“我感觉那个不对，《图

书馆工作与研究》是核心吗？还有《图书馆》，确认是 2017 年的吗？”biochem：

“当然是啦。”海边：“我们用实物书校对过的，群里也曾发过图片。”Little：

“十分感谢。2017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应该是 2018 年发布的吧。”biochem：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17 年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主持的，有 289

家单位 126 位专家和 7941 位学科专家共同参与研制的核心期刊目录，该核心期

刊目录以印刷型图书形式出版，此前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七版：第一版（1992

年）、第二版（1996 年）、第三版（2000 年版）、第四版（2004 年版）、第

五版（2008 年版）、第六版（2011 年版）、第七版（2014 年版），第八版已

于 2018 年 12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群文件是正版。”

1.4.16 在线发表的论文的检索证明

一棵树：“请问群里有哪位老师投过 library hi tech 吗？该刊是否是网络优先

出版，录用后多久能检索到呢。请问优先出版是什么意思，支持优先出版的期刊

需要录用后申请才可以优先出版吗？昨天录了个 emerald 收录的期刊，library

hi tech 不知道还需要申请优先出版不？是个季刊，感觉等刊出上网可能要太

久。”昼寻：“优先出版一般是指编辑部和数据库合作，实现快速上网的方式吧，

有时候编辑部也会针对个别作者需求进行处理。”图谋：“（1）可以先行了解

一下’优先出版‘的含义。可以参考中国知网的做法。‘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

介绍. http://caj.cnki.net/eapf/Html/优先数字出版简介.html， (2) 最好能

够实际考察 Emerald（https://www.emeraldinsight.com/），看看该刊是否有

优先出版先例。（3） 知己知彼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实际，与编辑部沟通。图

谋进一步瞄了一眼。《Library Hi Tech》并不支持优先出版，2019 年第 2期，

6月 17 日出版，该期载文 11 篇，从 DOI 信息看，8篇稿件为 2018 年录用，3篇

为 2017 年录用。供参考。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publication/issn/0737-8831。”一棵树：

“我看到下面有个最新目录里面都是最新发的额。不是 1.2 期发表的，都是前几

天刊的。”图谋：“这样看来似乎亦支持’优先出版‘，他们的形式是

‘ahead-of-print’。”一棵树：“如果照它这个刊出速度，我的怕是得等到后

http://www.artlib.cn/
http://caj.cnki.net/eapf/Html/优先数字出版简介.html
https://www.emeraldinsight.com/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publication/issn/0737-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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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有纸质版本了。太慢了。不支持优先出版的话，那这期刊投的就太不好了也。”

图谋：“年发稿量 40 余篇。”一棵树：“邮件是这么说的：By publishing in this

journal, your work will benefit from Emerald EarlyCite. This is a

pre-publication service which allows your paper to be published online

earlier, and so read by users and, potentially, cited earlier. Please note,

EarlyCite is not a proofing service. Emerald operates a 'right first time'

policy, which means that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article which has been

accepted by the Editor will be the published version. We cannot allow

further changes to the article once it has been accepted.”biochem：

“Impact Factor 不低啊。”一棵树：“不过现在看来只能去图书馆开检索证明

了。”biochem：“不一定要纸质的，电子的能说明问题是一样的。”一棵树：

“我们学校国内的只认纸质刊好像。”图谋：“没有正式刊发的图书馆也证明不

了什么。”一棵树：“优先出版数据库收录了也不能开检索证明吗？”诲人不倦：

“ssci 收录就可以开检索证明，不一定非要纸刊。”一棵树：“但是好像是优

先出版不是正式刊出的那种。”诲人不倦：“不管怎么出版的，收录入库即可开

证明。”图谋：“如果是收录证明（SCIE/SSCI/EI 等），即便正式刊发了，未

更新进相关数据库，也无法出具证明。”一棵树：“它这个是直接更新进 emerald

数据库吧？好像。就是刚才那个最新文章里面应该属于 emerald 数据库里面的

吧。”刘*平：“优先出版网络发布时有正式出版时间，如正式出版为 2020 年 5

月，2019 年开 SSCI 收录证明如何出具？”图谋：“对于‘ahead-of-print’这

种情形，不大可能更新进索引库吧？”诲人不倦：“只要安排了刊期，页码等，

优先出版的也可以进库。”图谋：“问题是没有‘安排’。”刘*平：“现在是

有先期出版，也收录入索引数据库，标明时间，总不能在正式出版时间之前开具

收录证明。”诲人不倦：“能检索到就能开，与出版方式无关。”图谋：“emerald

数据库是出版商的数据库平台。对于具体的 Library Hi Tech 这个刊是 SSCI 源

刊，正式出版之后，通常会被收录。”cpulib：“严格讲 SSCI 检索到才可以开，

但是如果急需也可以换个角度开！”一棵树：“换个角度开是指？想再请教老师

一下。”刘*平：“很多机构对成果认定有时间要求，时间以正式出版时间为准。

日前的成果认定，一篇论文一看出版时间，二看收录证明。”biochem：“所以

有的单位一定要看到纸质刊物才算数。”图谋：“简单说，具体到你这个需求，

是不大可能出具 SSCI 收录证明的。因为目前出版商‘ahead-of-print’都还未

出现，即便出现了也未安排刊期，不知何时刊发。” 诲人不倦：“emerald 已

出版了 2019 年的第二期，但 wos 目前只收录到 2019 年第一期，照此看，wos 收

录不会早于 emerald 的刊期。”刘*平：“可以开，关键这个证明要与正式出版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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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合一出具才有用途。”图谋：“假如‘ahead-of-print’出现了，倒是可

以进一步说明情况。由相关方面定夺。”刘*平：“遇到过先期出版入索引库的，

但一般规范机构对论文等级认定是检索证明和论文合并出具的。” 图谋：“如

果已排定刊期、页码或许有可能，但未排定的超前被收录（似乎是违规的）。未

曾听说过。对于科研人员，还特别在意影响因子问题，如果超前过多，又会有新

的麻烦。”一棵树：“好像说是需要 web of science 能检索到才能开。”图谋：

“这是原则。”

1.4.17 Emerald 出版社图情期刊

图谋：“Emerald 出版社图情期刊简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4312.html，Emerald（

https://www.emeraldinsight.com/ ）是管理学期刊出版最多的出版社之一，管

理学期刊 283 种，其中信息与知识管理 12 种，图书馆研究 16 种。（注：图谋依

据营销人员提供的资料进一步整理。仅供参考。）。”一棵树：“那这个 emerald

算是数据库吗。”图谋：“Emerald 是出版社（商），数据库是其产品与服务。

管理学期刊是该社重要数据库之一。”

文新：“重庆维普数据库 978 种期刊实现全文开放获取。”

1.4.18 暑假热闹的图书馆

biochem：“早上七点二十，云南财经大学图书馆门前，二十多名学生手上捧着

书，边看书边等待图书馆开门。这个时间，距离开馆还有四十分钟。”nbdou：

“我们假期开放时间还是 7：30-22：00，跟平时上班一样的。”biochem：“焦

作图书馆，天天门庭若市。”nbdou：“夏天 8点开门，已经比较热了。”sonorous：

“图书馆书少点儿没关系，有空调和座位就行，至于电子产品啥的，本科生不太

关心的。” biochem：“24 小时开放、全年无休、无人值守、刷卡进入……这

个夏天，胶州市图书馆这扇不打烊的书香窗口，成为市民阅读、学习的好去处。

‘清晨、深夜、闭馆时间，想借书、想还书、想阅读，市民只要刷一下身份证，

就可以进入 24 小时自助图书室，满足所有阅读需求。’据了解，作为胶州的一

座文化地标，每天来市图书馆阅读的市民络绎不绝，今年上半年累计到馆人次达

200 多万，暑假期间每天可达 1万人次，书籍流通量达 14.6 万册。来源：胶州

市文明办 https://www.toutiao.com/a6717101279622988295/。”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4312.html，Emerald
https://www.emeraldinsight.com/
https://www.toutiao.com/a671710127962298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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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 实体书店

鲲鹏展翅：“教育部：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实体书店，要纳入校园建设规划，

澎湃新闻记者 廖瑾，2019-07-24 18:32 来源：澎湃新闻。

7月 24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

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高校校园实

体书店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受移动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数字阅读和网络购书的

冲击，部分校园实体书店仍然经营困难。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要

求，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建设和健康发展，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意见》明确，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图书经营品种、规模与本校特点相适应的校

园实体书店，没有的应尽快补建，基本形成全国高校校园实体书店的发展与全社

会实体书店的总体布局、服务功能相匹配，主业突出、各具特色、多元经营的良

好格局，更好地满足高校校园日益增长的多样文化需求。

《意见》要求，各高校要将校园实体书店纳入校园建设总体规划，综合考虑校园

面积、功能分区、人流分布、交通便捷等因素，为校园实体书店提供规模适度、

位置适当的经营空间。

《意见》还显示，大学城和高教园区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

统筹规划所辖区域校园实体书店的布局，鼓励资源共享。高校要积极提供便利条

件，从场地租金、水电费等日常运营费用方面对校园实体书店给予必要的减免优

惠，根据实际情况在设备设施投入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以保证校园书店服务功

能的稳定性和长效运营，对长期坚持立足校园、服务师生的优秀校园实体书店给

予奖励。同时，各地要支持、指导符合条件的校园实体书店积极争取扶持政策和

专项支持资金。

同时，支持校园实体书店积极应对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阅读和网购图书的冲击，

在发挥实体书店不可替代的空间优势的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手段，拓展网络发行销售业务，推动实体书店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网订

店送”和“网订店取”等形式的图书配送业务，实现线上线下精准对接、融合经

营、协调发展；鼓励实体书店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增强店面展示功能。

力争到 2020 年底，在全国范围打造一批独具高校特色的‘校园智慧书店’”。

biochem：“‘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实体书店’，又是一刀切。‘校园智慧书店’。”

二木：“有足够的利润自然有人做，利润不够的话——无利不起早。”

图谋：“大学，书店来了，阅读来不来？——聚焦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 1 大

学，书店来了，阅读来不来？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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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v.cctv.com/2019/07/25/VIDEbhAM2aSgLKNUOvKxYruC190725.shtml，央

视网更新时间：2019 年 07 月 25 日 23:31 视频简介：本期节目主要内容：日前，

教育部提出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图书经营品种、规模与本校特点相适应的校园实

体书店，没有的应尽快补建，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办校园实体书店。力争到

2020 年底，在全国范围打造一批独具高校特色的‘校园智慧书店’。（《新闻

1+1》 20190725 大学，书店来了，阅读来不来？）2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907/t20190724_3

92124.html，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建设和健康发展，现提出以下指导意

见。 一、深刻认识进一步支持校园实体书店发展的重要意义。二、明确校园实

体书店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三、加强校园实体书店的建设规划和扶持力度。

四、引导校园实体书店丰富产品和服务供给。五、打造开放多元、特色鲜明的校

园实体书店。六、促进校园实体书店与图书馆、出版社和后勤服务实体互动合作。

七、促进校园实体书店提升信息化经营管理水平。八、支持校园实体书店与勤工

助学和创新创业工作相结合。九、严格规范校园图书经营秩序。3 2019 年 7 月

19 日《图书馆报》馆长访谈版《助力优势学科建设，提高服务社会能力——访

徐州工程学院图书馆馆长彭雪勤》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

mid=127&ptid=1&a=20190719&b=4。”

1.4.20 高考下的图情档专业与图书馆工作的前景

Liblib：“ [分享]被中山大学录取，但是全家却高兴不起来，只因为被这个….

朋友的孩子，今年高考考出了一个很高的分数，并被中山大学录取，但是当看到

专业的名字时，全……，http://url.cn/5PDVv85 ，来自: 今日头条。”

图穷：“现在，图书馆人才需求更加多元化，我馆 120 人左右（编内人员 70 人

左右），没在馆办待过，具体数字不清。但是图书馆学专业的本科（一位馆长、

一位副馆长、一位副主任（副主任是八零后））两位九零后图书情报硕士（专硕）。”

徐徐清风：“现在不少所谓热门的非图情专业的人士努力考图情研，本专业并不

是那么不堪。”印度阿三：“关键是现在的用人单位不喜欢这个专业，连图书馆

本身都很少招这个专业的，不信大家看看最近的招聘需求。”月夜：“现在招学

科馆员多。要求理科背景。”图穷：“图情属于交叉学科，跨专业考硕考博的不

少。”徐徐清风：“反而是本科专门就学图情的人，自己唱衰自己的多。”印度

阿三：“上回有人发过，看过去都是招外专业的，什么新闻传媒、艺术之类的。”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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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907/t20190724_392124.html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190719&b=4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19071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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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夜：“图书馆的资料包罗万象，所以需要各专业的学生。”图穷：“图情属于

交叉学科，跨专业考硕考博的不少，尤其是图书情报专硕。”月夜：“图书馆很

大程度上是个服务机构，所以需要管理，营销方面的人才。”图穷：“情报学硕

士有很多理工科的本科考进去的，例如计算机、教育技术学……。”徐徐清风：

“另外，一些本科学图情的人，费了很大的劲跳出图情圈，相当一部分年纪大了，

幸福感并不强，和同学聚会时，流露出觉得图书馆呆着压力少些，工作时间长，

职称上去了，工资待遇也并不低。。。。当然，也许他是自谦的说法。”印度阿

三：“图书馆是个服务机构，所以不需要图书馆专业的。”图穷：“尚新丽,黄

若尧.图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生源现状及成因分析[J].图书馆学研

究,2019(08):9-13.[2]尚新丽,黄若尧.图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现状、困扰与对策研

究[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9，37(01):122-128.”boson：“图书馆这个职业，

离世俗认为的‘成功’（当大官，发大财，出大名）太远，所以对年轻人缺乏吸

引力。”月夜：“不过，现在愿意来图书馆的人也很多。”图穷：“有道理，馆

内考公的人不少，编内和编外都有人考。一般超龄了，才停止考公。每年都有考

走的。尤其编外的，更多。”better*：“我孩子本科计算机，我还考虑研究生

要不要叫她转图情呢。”图穷：“可以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跟情报学技术大

牛混，保准没错。可以试试武大的情报学硕士招生，他喜欢计算机技术背景的考

生。百度、阿里、华为等大型公司需要既懂技术又懂信息管理的复合型高材生。”

印度阿三：“人家更多要的是计科出身的。培养这种复合人才，图情档是培养不

出来的，最后成了四不像，万金油。”better*：“我们学校有信管类的学生到

阿里的，信管类其实计算机课程也很多。”麦子：“图书馆这个工作不错，但如

果现在再去做这个明显是走下坡路的行业，即使我这种脑子不好使的人也不去挑

这行。”月夜：“我们学校图书馆招聘，应聘者挤破了头。” 麦子：“难道都

是在读本科时就想好来图书馆挤破头的？”图谋：“其实，当前吃图书馆饭的还

不少，而且并不一定是在图书馆工作。”sonorous：“现在转到图书馆学专业，

四年后就业真的不乐观。”月夜：“去图书馆上班，没什么不好。现在其他专业

也不好找工作。”广州书童：“也不能说下坡路。如果按照工业门类，只能算传

统行业，不是新兴行业。图书馆必将存在并且长期存在。至少我退休的时候图书

馆肯定还是在的 安心工作吧。”清凉桐影：“存在并且长期存在，萎缩并且一

直萎缩。”月夜：“以后肯定以信息技术为主了。”麦子：“比如 2010 年有 100

个职位，到了 2020 年有 95 个，这是传统行业，还是缩减的行业？”印度阿三：

“图书馆可以不消失，图书馆员不一定……”sonorous：“人工智能时代，图书

馆学专业就业更费劲了。”广州书童：“目前阶段，在中国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并

没有减少。只是‘带编’的少了。”图谋：“圕人堂群中，图情档在读学生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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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小，图书馆员们的讨论，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情？”月夜：“现在其

他专业难找工作的也很多。”boson：“图书馆应聘者众多，真打算干下去的有

多少？养老、过渡者居多。”月夜：“这个我不知道。反正看中这个单位的人也

很多。”广州书童：“图情专业毕业，从事图书馆工作的比例也不高。”书生：

“原因之一可能是图书馆招本专业的少啊，很多人只能从事其他工作了。”清凉

桐影：“图清档的学生，有几个是第一志愿就报了图清档，这个值得玩味。”麦

子：“给一点紧迫感是好的，否则觉得这里人这么多，这肯定是个好行业。到了

毕业，发现本科学位其实没有 x 用，那还不更郁闷？”图穷：“估计有所影响。”

图谋：“其实我一点都没多想，人家呆在这，心理足够强大。不够强大的话，早

就开溜了。”广州书童：“有什么强大不强大的？我说了，现在能进带编的难。

图书馆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行业之一了。”nbdou：“各馆经历过编制压缩期太长，

图书馆专业人才断档的很多，这几年招聘正常的，需求量不小。”图谋：“图谋

希望的是，既然大家都是‘成员’，在读学生的声音也能听到。也刺激一下图书

馆员们。将来的人工智能，也不见得是线性发展的，其实很可能没有将来。”麦

子：“这话实现的可能性起码有 50%。”

1.4.21 学术会议的一弊端

sonorous：“现在的学术会议，有实质性内容的讨论很少，知道的不说，或者三

五成群的小单位讨论的比较合适，能有真知灼见。工作坊式的 10 人左右的研讨

会效果还行。”诲人不倦：“学术会议对学科来说，是把握学科热点和方向的，

对个人来说，是扩大朋友圈的，深度的交流不会很多。”

1.4.22 你问我答

（1）侨刊和普通的 CN 期刊的区别

雪隐寒消：“有谁知道侨刊和普通的 CN 期刊的区别吗？”图谋：“侨刊和普通

的 CN 期刊的区别是什么？图谋不清楚提问者主要想了解什么？试着解答如下：

侨刊是期刊的一种。只要有 CN 刊号,就可以在国内发行。如无 CN 刊号,只有 ISSN

刊号,则不能发行。有的是内刊，没有 CN 刊号，不能在国内发行。有的侨刊属于

学术期刊范畴，比如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主办《八桂侨刊》，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对于一种侨刊是否有 CN 刊号，可以查询：期刊/期刊社

查询 http://www.sapprft.gov.cn/zongshu/magazine.shtml；对于是否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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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可以参考中国知网出版物检索结果：http://navi.cnki.net/knavi。”

（2）寻求做的比较好的图书馆网站

An：“国内哪些图书馆的网站做的比较好的？”太阳*：“清华的肯定不错 。”

图谋：“安老师这个问题恐怕不大好回答。因为缺乏评判标准。但凡有网站的图

书馆，总体是各有各的好。合脚的便是好的。时下有不少馆买的是商家提供的服

务（有的外包了），有的是图书馆人自己做的（专职的较少，兼职的较多）。图

书馆网站做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是否做到较为充分的揭示与

展示，且用户利用起来便捷高效。”克莱登*：“我们图书馆网站都是外包。自

己发新闻，发通知就上传一下，和发朋友圈一样简单。”图谋：“适合本馆的就

是好的。想做得更好，倒确实是可以多转转其它馆网站，学习与借鉴。图书馆网

站比较忌讳频繁的大改版，对于用户关注度高的信息需要尽可能及时地做好维护

（该更新的更新、该替换的替换，该提供帮助的提供帮助）。图书馆网站提供的

服务是有用的、易用的、值得信赖的。”

（3）一个数据库有多少 GB 的关注点

sonorous：“国内高校图书馆老师，老关注一个数据库有多少 GB，TB，最大的

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啊？”清凉桐影：“意义和价值就是为各类评估提供详实的数

据统计。”图谋：“这实际上并不能算是高校图书馆老师关注的，其关注是因为

要完成各种填报任务。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或许就是完成本职工作。之前没有，用

户提了要求后就得有。不然，彼此的工作都未到位。”sonorous：“这就跟不关

心书都有少册，关心书有多少斤重差不多吧？”图谋：“多理解吧，一切都是为

了工作。各种各样的需求，关心的方面还真的挺全面的，较起真来确实头大。实

际工作中，不少场合，不仅关心书有多少册，还关心书有多肥多重。前几天就有

成员提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在为相关规划做方案。”

1.4.23 图情档 39 青年学者沙龙

图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 39 名青年学者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举行

沙龙，并发起青年学者交流平台，力推一级学科层级青年学者的深层次合作。图

情档 39 青年学者沙龙发起人

https://mp.weixin.qq.com/s/jBBhhw2GhiC9Qc29SFO6Cg ，沙龙发起人（音序排

列）陈昊琳 东北师范大学；陈慧 华中师范大学；陈忆金 华南师范大学；陈

则谦 河北大学；董伟 天津大学；樊振佳 南开大学；高大伟 郑州航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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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韩涛 中国科学院大学；何琳 南京农业大学；洪秋兰 福建师范大

学；黄崑 北京师范大学；加小双 中国人民大学；李倩 山西大学；李卓卓 苏

州大学；刘畅 北京大学；刘宇 云南大学；牛力 中国人民大学；裴雷 南京

大学；钱明辉 中国人民大学；任越 黑龙江大学；谭必勇 山东大学；陶俊 西

北大学；完颜邓邓 湘潭大学；王平 郑州大学；王贤文 大连理工大学；王

铮 西北大学；吴丹 武汉大学；肖鹏 中山大学；徐辛酉 广西民族大学；闫

慧 中国人民大学；翟羽佳 天津师范大学；张鹏翼 北京大学；张卫东 吉林

大学；张文亮 辽宁师范大学；张晓娟 西南大学；张衍 上海大学；赵星 华

东师范大学；赵宇翔 南京理工大学；周文泓 四川大学。”

1.4.24 图书馆的大数据

图谋：“我贴一版《图书馆报》今天（20190726 第二版）的内容：没有大数据

就不会有智慧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杨新涯。”谈天：“干货。”nbdou：

“里面有一句话我蛮喜欢的。”麦子：“这个大数据的定义真的应该好好端正一

下！”诲人不倦：“数据多大才是大数据？”图谋：“2016 年 10 月沈奎林老师

曾对大数据进行了科普。沈老师的科普最初是在圕人堂做的，随后进一步梳理成

图文信息。[分享]拆解大数据大数据已经火了几年了，它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想

要了解这些概念的人，应该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http://url.cn/5Ax8fde。”

nbdou：“这个其实关系不大，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做的。”诲人不倦：“大数据

的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 P（1000 个 T）、E（100 万个 T）或 Z（10 亿个 T）。” 邹

*林：“这个有没有依据？”诲人不倦：“来源于 IBM。”海边：“图书馆的流

通数据远远达不到一个 T。”麦子：“这文章里用的手段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年，

都是在统计数字下的。图书馆的大数据美国都是和大研究数据有关，比如如何管

理某个研究产生的多少 P的数据。这类的不专业的拔高表达只能让外面人鄙视图

书馆的‘学术’成果。”印度阿三：“那大图有推广吗？如果不推，做哪些高级

活呢？”诲人不倦：“也就是说单个图书馆目前几乎采集不到 1p 的数据，图书

馆与大数据最相关的就是对研究大数据的组织和管理。”麦子：“就是就是。”

诲人不倦：“可以预期的是，如果图书馆运用智能设备的话，可以采集用户的使

用图书馆的行为轨迹、状态、地理位置等信息，这么多类型的数据整合的话，超

过 1p 并不难。”麦子：“就是把世界上所有图书馆的流通记录分析都难。除非

有人预报这样的事：2019 年 8 月 20 日，由于天气，交通，个人情况等，所以上

午 10 点在深圳图书馆内有 950 人，其中多少人做什么……”图谋：“图书馆界

跟大数据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家家户户搞大自家的数据叫搞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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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on：“很多馆年终推出的图书馆借阅数据等统计都冠以‘图书馆大数据’之

名。”诲人不倦：“理论上存在可能，实践中困难重重。但最起码我们有了大数

据思维，在用数据驱动图书馆的决策、管理和服务。”boner：“一般我们做流

通记录分析，数据的关联性分析，做一些推送建议。”nbdou：“现在的图书馆

的数据分析量与复杂程度相对以前的数据分析量与复杂程度，确实‘大’的。引

入一些概念与方法，更多的是一种强调与理想吧。”图谋：“大可大，非常大。

小可小，非常小。”印度阿三：“more than bigger。”武汉东*：“——什么

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数据，我们这个叫 阅读报告。”图谋：“单单是个体

的图书馆与图书馆相比，其实大和小的差距，也已经是相当大了。”麦子：

“statistics 和 data 是不同的，但中文用的是一个字，这样就有人……”图谋：

“数据、信息、知识、智能、智慧……”nbdou：“不可否认，每一次关于“图

书馆”这一名词前缀的变化，给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理念都带来一些变化。”图谋：

“大数据的高级阶段可能是大智慧。”麦子：“我现在听见这些字就有很不好的

感觉：忽悠就要开始了。”印度阿三：“大数据图书馆，大智慧图书馆，大知识

图书馆，大智能图书馆……”boson：“老老实实地叫数据统计数据分析不就行

了，何必非要蹭热门。” 麦子：“是啊，不忽悠难道不行吗？自己从来没收集

过统计数据，已经是没做好工作了。”nbdou：“图书馆名词加前缀，我统计了

一下，国内大概以 10 年为一阶段，现代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图书馆 2.0 过渡）、

智慧图书馆。”

1.4.25 论文查重结果之惑

刘*平：“感觉论文查重修改有自欺欺人的味道。真正自己的实践研究写成的论

文应该无查重之忧。”海边：“结果查重不合格。”图谋：“查重已经被严重扭

曲了。”水晶杯：“是啊，那没办法，期刊又要看这个查重率。为以防万一，还

是得查重一下。”清凉桐影：“人文社科的论文，再怎么绕，理论基础总绕不过

去，尤其研究马恩列毛的论文。”水晶杯：“而且一些引用名家的句子，他也算

重复。”清凉桐影：“自引都算到重复率里面，名家的，更得算了。”南理工刘：

“我用大雅检测，不到 10%，期刊社返回的检测是 30%，差距就是这么大。”水

晶杯：“看来大雅检测也不一定准哦。”图谋：“《图书馆论坛》曾做过学术规

范与评价专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刘*平：“查重检测与对比库文献紧密相关，

若你论文利用的是对比库未收录文献则重复率低。”图谋：“还同采取的比对技

术有关。”水晶杯：“有没有比较准的免费的论文检测？”图谋：“任何一家都

是供参考。还有就是“免费的”通常需要慎用的。与其在上面花时间和钞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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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多花点时间读读前边推荐阅读的内容。”南理工刘：“我问过他们销售，大雅

主要以电子书为主对比库。”小菜：“万方的也支持单篇检测收费的，比大雅的

贵。知网的好像不面对个人。”水晶杯：“有没有连接呢？”小菜：“万方

http://jc.wanfangdata.com.cn/#/index ，大雅

http://dsa.dayainfo.com/ ,仅供参考。”董珍时：“有关学术不端检测，现

在发现又有点走偏了.忘记在哪看到有编辑部说不要超 5%。科学研究是站在前人

的肩膀上开展的,一味追求完全原创,岂不是要我们闭门造车？反对剽窃,但并不

是每个人都有老子的能力。”图谋：“关于比例多少的问题，还得注意对方要求

是采用哪家监测结果所作的要求，不然做的可能是无用功。现在广为诟病的是反

学术不端演化为逼人学术不端。过低的文字复制比，实际很可能涉嫌学术不端（该

引未引或为了复制比达标故意‘不说人话’等）。”董珍时：“对头。”水晶杯：

“就是这样。”sonorous：“中文论文最后还得用知网来检测。”闽农林李：“是

的，其它都不算数。”

1.4.26 《农业图书情报》杂志推介

图谋：“《农业图书情报》AI 在图情专刊征稿启事：近几年 AI 应用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席卷各行各业，图情领域更是掀起了智慧图书馆、智慧情报、科技智库、

数字人文等应用热潮。为进一步把握图书馆技术前沿进展，以促进学术交流和学

科发展，《农业图书情报》携手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组织‘AI 在图情’专刊。文

稿通过《农业图书情报》官方网站 http://nytsqb.caas.cn ，注册并在线投稿，

烦请注明‘AI 在图情’专刊投稿。【征稿方向】1. 人工智能与第三代图书馆；

2. 数据智能前沿；3. 智慧数据及应用；4. 下一代系统与数字人文；5. 关联数

据；6. 文本体应用；7. 区块链；8. 智慧情报；9. 机器学习；10. 认知计算与

语义网；11. 智慧图书馆与智慧服务。【联系方式】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4111 室，联系电话：

010-82109667 联系人：孔晔晗。”

图谋：“《农业图书情报》2019 年 5 期推介：

http://nytsqb.magtech.com.cn/CN/1002-1248/home.shtml。”昨天有成员说‘居

然《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农业图书情报学刊》（现名《农业图书情报》）一样

的奖励’，在今天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为两刊均出身豪门，均为双月刊（且年

载文量差不多），稿件质量似乎亦差不多，两刊稿件交换使用，问题似乎不大。”

水秀：“该杂志一向是专业性很强的。”

http://www.artlib.cn/
http://jc.wanfangdata.com.cn/#/index
http://dsa.dayainfo.com/
http://nytsqb.caas.cn
http://nytsqb.magtech.com.cn/CN/1002-1248/hom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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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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书店来了，阅读来不来？——聚焦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

2019-7-26 08:02

聚焦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 1 大学，书店来了，阅读来不来？

http://tv.cctv.com/2019/07/25/VIDEbhAM2aSgLKNUOvKxYruC190725.shtml 央视

网 更新时间：2019年 07月 25日 23:31 视频简介：本期节目主要内容： 日前，

教育部提出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图书经营品种、规模与本校特点相适应的校园实

体书店 ...

个人分类:圕人堂|12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数字图书馆研究范畴

2019-7-24 17:12

图谋摘编自:薛秋红,孙卫.数字图书馆研究范畴思考 .数字图书馆论坛，2019（6）：

2-10. 《数字图书馆论坛》2019年第 6期刊发薛秋红、孙卫《数字图书馆研究范

畴思考》 ，数字图书馆自 1994年研究、实施、应用以来，已经在全世界的图书

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信息服务机构得到广泛的推广与使用，对数字图 ...

个人分类:圕人堂|57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要不要拯救图书馆员？

2019-7-23 16:12

图谋微信朋友圈分享《2030年第一个消失的职业是图书馆员?》
（ https://mp.weixin.qq.com/s/kKGvv1eDKMFGVTyMgdDYUA ）之后，引起了

小讨论，稍微梳理作为“引子”。 H老师：学校给我们馆只有十个编制，其余是

聘员。 图谋：形势较为严峻。好些高校馆是自然减员（只退不进），人员缩减

厉害。图书馆这行 ...

个人分类:圕人堂|591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2030 年第一个消失的职业是图书馆员?
2019-7-22 18:06

摘编自 :阮炼.“美国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发展动态”学术报告—PPT.
http://tzw.ynlibrary.cn/?q=node/244 2030年第一个消失的职业是图书馆员?且看图

情教育协会董事会（ALISE Board）如何回应《美国今日报》（ USA Today ）

第一个消失的职业是图书馆员。 USA Today career advice ...

个人分类:圕人堂|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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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文件。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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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12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1121&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1121&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9112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1121&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9112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09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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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95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095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095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9095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095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9095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0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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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80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9080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080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080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9080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080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9080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0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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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63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063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063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9063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063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9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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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本周圕人堂话题：要不要拯救图书馆员？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及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先后发布《2030 年第一个消失的职业是图书馆员?》《要不要拯救图书

馆员？》《数字图书馆研究范畴》，引发圕人关注与讨论。

（2）2019 年 7 月 26 日,圕人堂聚焦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见：大学，书店来

了 ， 阅 读 来 不 来 ？ — — 聚 焦 高 校 校 园 实 体 书 店 发 展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121.html

（3）2019 年 7 月 26 日 14:00，群成员达 2435 人（活跃成员 378 人，占 15.52%），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602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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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12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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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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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