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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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工*：“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招聘专任教师，报名请见省人社厅网站：
http://jshrss.jiangsu.gov.cn/art/2019/8/16/art_44465_8675097.html。”
promise：“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ADLS）今年将在成都举办
http://url.cn/5hmuwcz。”
图穷：“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招聘
http://url.cn/5LnCYlS。”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窗外的海：“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cfg/flfg/gz/201907/t20190709_323098.html。”
图谋：“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鄂鹤年馆长的从业抒怀，全文见群文件。鄂鹤年．过去、现在
与未来——我的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之路．图书馆论坛.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90828.1434.004.html。
图谋：“美国图书馆机制、资源与服务的传承和创新
http://1t.click/Z5f。”
图谋：“新书推介：贾晋珠《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中文版出版
https://mp.weixin.qq.com/s/thmPkb27kyOFRsQk_1RJPw。”
biochem：“王启云：闲话科研合作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5990.html。”
刘编：“全球报告，行业方向，十分精彩—-《国际图联战略报告（2019-2024》中文版，
《图书馆论坛》编辑部倾情奉献 http://1t.click/ZJt。”
图情民工：“https://mp.weixin.qq.com/s/PQwjDChPAEd0dMTTVll-uw 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
发布，支持基金全球一站式检索。”
biochem：“袁隆平寄语新学年：既要学知识 更要去实践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9/430142.shtm。”
中原劲草：“日本图书馆不断“激活”的成功之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5fb6320102ymy8.html?tj=1。”
图谋：“2019 年 9 月 6 日《图书馆报》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
1&a=20190906。此《图书馆报》电子报链接，是可以免费读全文的，欢迎感兴趣的成员进
一步关注与阅读。”

1.3 图情期刊的开放获取之路

图谋：“贴 Open Access 标志是有系列讲究的。”
sonorous：“每回看到 OA 的讨论，我都感觉数据库商要失业了。”
叮咚：“每回数据库要招标的时候，我都感觉又回到现实了。”
徐徐清风：“OA 就相当于看网络电视节目，有一些是免费的，当比较知名的新片或经典片
就得 VIP 充值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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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问题是现在所有的 VIP（核心期刊）也都 OA 了。仅国家期刊库里的图情核心期刊
就已经有 17 种了。”
徐徐清风：“非图情的呢？”文新：“非图情的同样如此。OA 的大潮是不可阻挡的。国内
已经开放获取的图情各类核心期刊有《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国家图书馆
学刊》《情报资料工作》《图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情报杂志》等。”
图谋：“这是误导。当前，或许只能说部分图情期刊提供了免费获取全文的途径，在积极推
动开放获取做努力，难能可贵。图情期刊的开放获取之路尚有待各方共同给力，比如相关各
方积极提供政策、人力、物力、财力等支持。”

1.4 《图书馆论坛》第九期

1）中国知网 CNKI 历史与发展研究

图谋：“涂佳琪,杨新涯,王彦力.中国知网 CNKI 历史与发展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9,(09):1-12.
摘要：CNKI 作为国内三大学术期刊数据库之一,是数字图书馆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数字图书
馆发展的重要参与者。CNKI 经历了创业期、战略形成与规模初具期、规模化与标准化建设
期、内容生产与规模多元期、总体架构实现期等阶段,推动了我国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转化,
加快了图书馆服务由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化的进程,是推动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尤其是服
务模式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回顾中国知网的发展历程,梳理 CNKI 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发展史
和主要成就,总结其在改革数字出版模式、引领产业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分析其取
得的主要成果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2）鄂鹤年：我的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之路
图谋：“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鄂鹤年馆长的从业抒怀，全文见群文件。鄂鹤年．过去、现在
与未来——我的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之路．图书馆论坛.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90828.1434.004.html。”
图谋：“8 月 20 日投稿，8 月 30 日可读。校长之问与管理维度；专业追求与创新发展 （三
年战略规划：纲举目张；馆舍空间建设：理念与实践；信息素养教育：队伍与内容；科研支
持服务：科研评价与机构库；资源建设：纸本、电子与特藏）；未来方向与人文精神。鄂鹤
年馆长从上述角度进行回顾与总结。”

1.5 自助借还机哪家好

如云如风：“各位老师，自助借还机哪家的比较好。”
图穷：“这是个伪问题，大多数图书馆只用其中一家的机器，没有对比很难判断好孬。即使
采用了两家以上设备，也有新旧之分、摆放的位置不同，使用频率也不同。一般新机器故障
频率低一些，使用频次少的故障概率也低一些。每次有人想买智能借还机和办证机及 24 小
时还书机，到我馆参观咨询我意见，我和主任都只能说没有可比性，我只用过一家设备。馆
内智能设备是我一直在维护。”
碧海潮生：“这个要看馆里的需求，市场上自助借还设备功能大同小异，区别不大，主要看
和馆里业务系统、芯片对接以及后期服务维护是否跟得上。”
图穷：“有些问题，神仙也解决不了。稳定性不高。前两三年比较好用，三年一到，基本上
每月都得故障出现。你可以要求他们售后技术服务，每月到馆巡检一次。对于户外 SSL，要
求定期进行设备保养。24 小时自助办证借还书一体机，设备保养很重要。例如，芯片防盗
门，我可以把图书馆的书拿光了，门禁都不响。”
如云如风：“对，软件和数据库也有先天问题。某大数据库一个月掉几次表，也很烦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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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门，我们都烧了两个了。不响的情况十几年没遇到过，倒是不停的响，老遇到。”
图穷：“因为知道这种门的死穴。芯片防盗门出现不响了，售后技术人员也只能调调频率和
强度，下次还是这样，周而复始。频率和强度调高了。这样也好，过度保护图书馆！公共馆
可不行，吵到旁边读者看书。一般招标时，专家们会让他们试试能感应几本书或十几本书的。
其实，这个他们可以通过调频率和强度糊弄专家评委。专家看不到稳定性，只有用了才知道。”

1.6 圕人堂群期待活跃度提升

东周列国：“刚刚进群不久。感觉这个群维护得很用心，真不错。”
图谋：“圕人堂自 2014 年 5 月 10 日建立至今，梦想相伴，实践相随。感谢圕人的关注与
支持！2019 年 8 月 30 日 14:00，群成员达 2458 人（活跃成员 308 人，占 12.5%），本群容
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651 人。”
图谋：“东周列国游历至圕人堂时，算是圕人堂的淡季。”东周列国：“暑假，高校放假，
旅游旺季，QQ 群淡季。旺季快来了，该涨点价了。”图谋：“近几天的在线人数无明显变
化，当前在线 1460，也许下周热闹一点。作为群辅，最希望的是涨点活跃度。”

1.7《图书馆报》近期内容看点

图谋：“图书馆报，2019 年 8 月 23 日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
1&a=20190823 本期看点：杭州图书馆‘绽放自己的美丽’项目（A6 版）；河南许昌市图
书馆‘向日葵行动’文化助盲志愿服务（A7 版）；文献保护专刊（吉林省图书馆创新古籍
保护和宣传方式；中国传拓技艺——石刻拓片的传拓；绍兴图书馆之馆藏珍贵古籍等）；蔡
迎春参加‘中国图书馆员暑期交流项目’所感：美国图书馆机制、资源与服务的传承和创新
（18、19 版）。”
图谋：“我不知道图谋这样的推介有多少人实际点过，但觉得一旦点过，确实喜欢上这份报
纸。”
图谋：“2019 年 9 月 6 日《图书馆报》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
1&a=20190906。此《图书馆报》电子报链接，是可以免费读全文的，欢迎感兴趣的成员进
一步关注与阅读。”

1.8 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塞尔维亚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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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栀子花供图，更多图片请查看圕人堂群相册
图谋：“感谢栀子花带来的异域风情。椅子印象深刻。它们的椅子靠背，真是‘特长’，之
前未见过。放倒了可以做单人床用么？”
栀子花：“是一栋三层的建筑，里面不开大灯，比较暗。实体书不多，主要是空间和电脑桌，
后面有两张大空间的电子阅览室，比较气派。图谋好眼力。好多年轻人在里面走来走去，阅
览室里就各年龄人都有。一开始进去总想着看看大书库，后来发现人家压根没有。也不像国
内图书馆灯火辉煌，而是暗乎乎的。三层之间，除了有步梯、电梯，中间还有一个木制旋转
梯通达，很有感觉。”图谋：“省电模式。灯火辉煌，耗电量大。”
图谋：“关于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活动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期待更多成员关注与参与。该活
动参与度越高，越有看头。”
图谋：“这也是交流与分享的一种，从中可以获得许多有趣的内容，对圕人工作、学习、生
活等诸方面有帮助。馆舍空间改造、管理与服务模式优化、馆际交流与协作等方面，可以提
供线索或启示。”
东周列国：“感觉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国家图书馆只有 3 层？阅读推广活动任重道远啊。
塞尔维亚 870 万人口，面积 8.8 万平方公里。人口相当与我们一个市，面积可以算一个省。”
栀子花：“进去看完三层才接受事实。应该是人少的原因。但是他们应该阅读不少吧，在我
住的那条不太长的步行街区域，我就看到有三、四家书店，门面还不小。（在群文件里上传
了照片）还有几家没拍照片。”

1.9 如何参观图书馆？

闲在心上：“有厦门大学的老师吗？外来人怎么才能进厦门大学？”
东周列国：“关注 U 厦大 微信公众号。如果有老师认识，也可以让厦大老师打电话给门卫
放进去。”
图谋：“厦门大学的同行好多位在群里，可能平时交流得少了，交流得多一点，就有了便捷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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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芸：“17 年暑假去厦门，为了去厦大，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进去逛了个把小时，天都
黑了，只逛了一小部分，就出来了，都没找到图书馆，有些遗憾！。”
闲在心上：“你是预约的吗？”芷芸：“没有，直接排，上午一班下午一班，上午 12 点开
放，下午大概 5 点半左右放行。刷身份证。站在厦大校园里可观海吹吹海风，感觉挺不错的。”

1.10 关于图书馆招聘渠道

周：“请问哪里可以关注全国图书馆的招聘信息？”
sonorous：“各个地方的事业单位信息网站还有就是一些省市级别图书馆的官网。还有一些
图书馆的官方认证的公众号也会发。总之，必须是官网或者官方的地方发布的，其他转载的
最好别信，官方是最权威的信息源。”
图谋：“图情招聘微信公众号，值得关注。图情招聘微信公众号多年来持续整理与发布相关
信息，难能可贵。”

图谋：“关于图情招聘信息，圕人堂也比较重视这块，从建群也来，也在积极做一些工作。
每一期的周讯，如有相关的信息，会予以收录。圕人堂欢迎成员分享相关信息（可以是本机
构的，也可以是种种渠道获取的），也欢迎求职者发布求职意向信息。”

1.11 圕人堂在群规范框架下交流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277 期 2019083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5929.html已有 531 次阅读 2019-8-30 19:05这
期周讯首次发布时 16：49，经历了一次审核未通过。19：05 完成修改，修改后获得通过时，
实际上已是 22：03。”
图谋：“细心的成员可能已留意到，之前发布的周讯，有不少期被屏蔽了，主要原因是未通
过平台的‘安检’。包括圕人堂群规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tml）
亦曾被屏蔽过。”
sonorous：“一个学术社区，审核这么严格。”
图谋：“实际上，严格安检是对圕人堂的保护，这是有益的。圕人堂在群规范框架下交流，
应该还是有不少事情可以做的。这也是图谋仍选择坚持的重要原因。图谋在圕人堂原本也可
以选择潜水，这样清净自在多了。图谋加的圕主题群还有好多个，其它群基本是潜水状态，
个别偶尔冒个泡。图谋没有选择潜水而选择了絮叨个不休。实际上是有意思地做‘保鲜’工
作。近 2 个月虽然活跃度有所下降，但周讯内容依然有一定信息量，从各期周讯阅读人次看，
与平常相比无显著变化。”

1.12 新书推介：贾晋珠《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中文版出版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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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贾晋珠《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中文版出版
http://url.cn/5YFTnXa。”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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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新书推介：贾晋珠《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中文版出版
信息来源：实物版本学.贾晋珠《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中文版
出版.
https://mp.weixin.qq.com/s/thmPkb27kyOFRsQk_1RJPw 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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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出版者[美]贾晋珠 著；邱葵 邹秀英 柳颖 刘倩 译；李国庆 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
年 7 月,定价 98 元,精装,32 开,453 页,356 千字。
著译者简介:
贾晋珠（Lucille Chia），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美国纽约大学化学博士（1976）、哥
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博士（1996）。主要研究中华帝国后期书籍文化史、东南亚华人史等。
本书是她的代表作，英文版于 2002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邱葵，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
邹秀英，美国克莱蒙特·麦克纳学院。
刘倩，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柳颖，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李国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
目 录
图表目录
朝代时间表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导言

目的与研究范围
建阳与中国印刷史
对主要材料的说明
闽北地理

第二章 建阳雕版印本的外观
书籍制作所使用的材料
雕版刊刻
建阳雕版印本的设计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宋元时期建阳出版业的发展

历史背景
建阳的出版商
刘氏、余氏、熊氏出版世家

第四章 宋元时期的建阳本
宋元建阳本的外观
麻沙本
建阳印本一览
总结与一些反向结论

第三部分
第五章 明代的建阳出版业

历史背景
建阳的坊刻与官刻
勾画明代建阳出版业

第六章 明代的建阳本
明代建阳本的外观
明代的建阳本概论
清代以后
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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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
附录

附录 A 宋元时期建阳本选录
附录 B 建阳出版商列表
附录 C 《建阳本书目》 编纂说明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图谋：“图谋注：原文中有贾晋珠女史撰写的《中译本前言》《致谢》及译者之一李国庆先
生撰写的《译后记》全文。图谋粗略检索了，暂未发现网上书店销售。如发现，图谋会买一
本。时下好书难觅，值得阅读与收藏。”
麦子：“才注意到她的化学博士是 1976 年拿到的，我原以为写错了，但再一查，她今年已
经 70。37 拿个博士也很正常。”图谋：“这个履历具有传奇色彩。不过麦子老师好像算错
了，假如今年 70 岁，1976 年应该是 27 岁。”
图谋：“Dr. Lucille Chia
https://history.ucr.edu/people/lucille-chia
Lucille Chia received her B.A.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her Ph.D. in Chinese
history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Her current research includes studies on the role of books
and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topic inspired by work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book being done for Europe and the U.S.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comparisons. Her book,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Song-Ming (960- 1644)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ublications.”

图谋：“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https://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009554&content=bios
Product Details
HARDCOVER
$50.00 • £40.95 • €45.00
ISBN 9780674009554
Publication Date: 03/30/2003。”
文新：“《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2019 年出版，怎么与 2002 年
出版的《印书牟利: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很相似呢？书名、
内容似乎很相似啊。有时间都看看，学习学习。”
麦子：“2002 年的是他人随手译的，我们这次是和作者沟通的结果。译这个书固然有难度(画
鬼是最容易的反面)，但翻译中遇到不少原著本身的问题，需要和原作者沟通，但之前没人
能做到，但我和她关系还可以(因为我是她多年的图书馆联系人，我是朝南坐的)，在整个过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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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反复商榷的过程。”
图谋：“怎么叫相似？本来就是中译本。进一步检索，Lucille Chia is 70 years old and was born
on 06/01/1949.27 岁获美国纽约大学化学博士（1976）、47 岁获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博士
（1996）。图谋进一步检索，未发现之前有人全书翻译过《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散见的仅是翻译了书名（有多种表
述）。”

图谋：“英国剑桥大学周绍明教授(Joseph P.McDermott)所著《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
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kong: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中文版由何朝晖翻译，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图谋：“何朝晖教授，男，汉族，1970 年生于湖北武汉，祖籍广西博白。1988 年考入北京
大学历史系，先后于 1992、1996、2005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6
年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2005 至 2007 年赴美研修，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作访问学者，
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作博士后研究。2008 年起供职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
典文献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书籍史、版本目录学。”
图谋：“何朝晖教授 1996 年硕士毕业留校，先后在《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部、北京大学
图书馆古籍部工作。2005 至 2007 年赴美研修，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作访问学者，在哈佛大
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作博士后研究。2008 年调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
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书籍史、古籍版本目录学。”

1.13 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话题有感

正身修心：“读了四天前，咱们的公众号发文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话题有感 一文感想
如下：高校图书馆一但向社会开放，这是对于校外读书人的大好事，可是对于学校和校内学
生安全的问题却要如何保证？如何做到防微杜渐？山东大学青岛校区的图书馆是对社会开
放的，且除了过年那几天休息外，全年不休。这半年来我大概去了四、五次至多。第一次去
进图书馆只需要凭二代身份证即可入内。第二次去时说上面下了新规定，需要凭借身份证和
学生证或工作证，方可入内，二证缺一不可。因自己只带了身份证，工作人员坚决执行馆内
规定不予放行，即将离开之际，幸遇山大姜老师为我做保证明身份，方才允准放我入馆，严
谨的工作人员再次对我申明馆里规定的原则，以及外来人员需要登记，以确保其身份的原因
在于对于校园安全重要性。”
sonorous：“无法可依肯定不行，高校图书馆都没有图书馆法。”
东周列国：“我记得是说，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考虑向社会开放。只有公共图书馆法，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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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法。图书馆立法喊了那么多年，现在真立法了，就像一个孩子要一个玩具要了那
么多年，终于得到了，却已经索然寡味了。”
图谋：“闹哄哄的‘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引发一些问题。上周五下班时，图谋听到一段
对话，一社会人员（中年妇女）与学校大门门卫之间。门卫：‘有正当理由可以进校园。’
社会人员：‘我想到操场跑步。’门卫：‘不可以。’社会人员‘哦……’图谋猜测，这名
社会人员，有可能是自认为没问题，不然，不需要多问，直接进去就好，门卫通常不具备‘火
眼金睛’。”
顾健：“图书馆社会开放本来就是一种理念，客观条件当然是有限制的，但是如果想开放，
总是有办法，如果不想开放，总是有理由的。”图谋：“公共图书馆‘开放、平等、免费’，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公益化、普遍化、均等化。这些年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
顾健：“不是在谈高校图书馆吗？”图谋：“‘图书馆社会开放’应该是指公共图书馆。表
达的是这个意思。眼下直接将高校图书馆直接作同等要求。这或许是闹哄哄的根源之一。”
顾健：“绝对部分社会读者不会一定坚持要享受师生待遇吧？开放时间和范围都是可以商榷
的，不过我们俩在此泛泛而谈也没有啥意思。现在不少公共图书馆也买专业数据库的吧。服
务对象确实不同，但是这不是挡箭牌，而是要细细地看，高校图书馆能为社会服务些啥？也
不一定要对市民普遍开放，对校外研究者开放也是可以促进学术交流的。对了，上面麦子翻
译的那本书的作者，不是也利用了不少图书馆？在国内只能利用本校图书馆或者走关系，这
合适吗？这个话题多次提过，可见一个人的理念转变太难了。”
顾健：“我个人认为，开到什么程度如何管理，值得研究，但是高校图书馆一味地排斥对社
会开放，这个是不能接受的，至少行业的主流观点不应该这样，这有违我们职业的意义。”

1.14 关于科研奖励的讨论

木木贝：“这是我们学校新版的科研奖励，小伙伴们比较比较，看是高还是低。核心期刊论
文 5 千/篇，普刊 600。其中核心期刊，分 2 种情况，C 刊 5 千，北核减半，2500。”
文新：“一部专著顶 4 篇核心论文，看来以后都要出版专著了。”
一棵树：“我们学校权威期刊 4 千。”
天涯：“我们学校专著 2 万，论文算科研积分，不知道多少钱。”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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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贝：“申报课题都有奖励，闻所未闻。不管立不立项都有 1 万。”
克莱登*：“没有奖励谁做科研。鼓励做科研。”
图谋：“不同学校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由各机构自主。几乎不具可比性。这也是
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一个方面。这类政策是探索性的，一般会有‘试行’两字，实践中发现问
题，会不断调整。国内出版科技专著奖励 2 万元，这个力度个人看，其实激励效果一般。时
下，学术出版的环境已经变化了。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其实是很辛苦的，且出版费通常高于或
远高于 2 万元。”
天涯：“2 万估计刚刚够某某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费用。稍微好点的出版社根本不够，3
万差不多。还要看字数和页数。”
图谋：“国家级纵项项目的申报，通常会限项申报，不是想报就有机会报。2 万元够出版费，
2018 年以前有可能，目前估计够悬。3 万多是起步价了。5 万以上不稀奇。学校对相关政策
是有一定研究的，既然有奖励，表示肯定有用或值得鼓励。大致可以理解为：有奖励表示还
需要，无奖励表示不需要。机构层面的需要，与个人层面的需要，很多场合并不一致。‘猫
走不走直线，取决于耗子’，有因变量，也有自变量。甚至也确实存在本位主义因素，比如
有话语权者制定有利于自己或自己人的规则。《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第三十七条 图
书馆应在保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发挥资源和专业服务的优势，开展面向社
会用户的服务。’这条的提法是实事求是的。”

1.15 闲话科研合作

biochem：“王启云：闲话科研合作。浏览科学网博文，吴超《学位论文作为参考文献的引
用标准格式是否值得商榷？》及 Enago 英论阁《学术论文作者位次之战》，引发笔者对科
研合作话题的进一步思考。笔者认为吴超先生关于改进学位论文被应用的合理标注方式的意
见和建议非常好，值得参考借鉴。一方面体现尊重学位论文导师这一重要科研合作者的贡献，
一方面实际也属于对研究生及相关人员进行学术规范教育及学术精神培养范畴。Enago 英论
阁介绍的贡献者角色分类（Contributor Roles Taxonomy，CRediT）体系，为‘学术出版应
该采取更有效的方式来体现作者的贡献’提供了实践指南，期待未来能够更好的宣传与推广，
营造更好的科研合作氛围。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5990.html。”

1.16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招聘专任教师

南京工*：“@图谋 王老师，发个招聘公告喔，谢谢。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招聘专任教师公
告南京工业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点诚聘博士研究生，进事业编制 2 名。岗位名
称：专任教师；岗位性质：教学科研；专业或研究方向：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产权、竞争情
报、知识管理、数据挖掘、图书情报、数据管理、计算机专业；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
具有相应学历和学位。联系人：金老师，办公电话：025-83172303，邮箱：
jinjieqin@njtech.edu.cn。报名方式请见省人社厅网站：
http://jshrss.jiangsu.gov.cn/art/2019/8/16/art_44465_8675097.html，欢迎您的加入！”
图穷：“工大也开设图情档专业啦。硕士点？招生哪些专业？”
南京工*：“嗯 经济管理学院和图书馆合作办学，今年批下来的。这是我们的招生简介
http://lib.njtech.edu.cn/bencandy.php?fid=126&id=1517”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5990.html
http://jshrss.jiangsu.gov.cn/art/2019/8/16/art_44465_8675097.html
http://lib.njtech.edu.cn/bencandy.php?fid=126&id=1517


圕人堂周讯（总第 278 期 20190906）

16

1.17 《国际图联战略报告（2019-2024》中文版

刘编：“全球报告，行业方向，十分精彩—-《国际图联战略报告（2019-2024》中文版，
《图书馆论坛》编辑部倾情奉献。”
图谋：“《国际图联战略报告（2019-2024》中文版，《图书馆论坛》编辑部倾情奉献。全
文见 http://1t.click/ZJt。”
sonorous：“不错，高大上的报告。”
图谋：“前几天有成员提及中文版，《图书馆论坛》火速推出中文版。应该感谢的是《图书
馆论坛》编辑部，感谢他们的快速响应！”

biochem：“整成图片，不给文字下载，想得真周到。”
图谋：“国际图联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强大而团结的图书馆界，助力信息互通的文明参与型社
会。圕人堂的愿景是：圕结就是力量！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武汉东*：“不谋而合。”

1.18《图书馆学研究》怎么投稿？

娃哈哈：“请问下图书馆学研究现在怎么投稿？邮件还是在线，麻烦发个链接，谢谢！”

http://www.artlib.cn/
http://1t.click/Z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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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哈哈：“请问是这个网页吗？”一棵树：“邮箱哦，这个网站可能不太对。”南理工*：
“假的。没有备案信息。投稿，要么是邮箱，要么是投稿系统。这种页面基本就是假的。”

1.19 图书馆非接触扫描仪

云：“请问下各位老师，哪个图书馆有买了非接触扫描仪的？我们买了这个，有个校内共享
的问题，领导说想收费，想看看其他馆有类似设备收费的么，单价怎么算，借鉴一下。”
扣肉：“收费是不可能的。都是学校的东西，给其它部门用，财务不会同意的。想收费，先
去问财务和审计。”云：“不是给其他部门用，就是给学生用，就和自助打印机一样，给学
生用，收费。”
长财馆*：“我们与打印价格相同。”自由的*：“我们两毛一张。”

1.20 关于论文抽印本的交流

一棵树：“各位老师好，我想问下论文小样是不是只有打印的封面目录和自己的文章内容。”
图谋：“ 一棵树问的问题，实际是指论文抽印本。‘所谓抽印本，是将发表在刊物（或书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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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章单独抽出来再编印成的小册子。抽印本一般包括封面、封底、目录和作者的文章
（原页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载有作者个人论文的原真期刊。在国际上，学术期刊一般都
会惯例性地给作者寄送（赠或售）抽印本，我国少数刊物也有印制和寄送抽印本制度，但很
不普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大陆尚罕有印送抽印本的。’（参见：罗时进.学术
期刊，不妨印些‘抽印
本’.http://www.ewen.co/qikan/bkview.asp?bkid=236745&cid=719197）。”
图谋：“图书情报期刊中，当前有且仅有《图书情报工作》提供抽印本，抽印本包括封面、
封底、目录和作者的文章（原页码），实际就是载有作者个人论文的原真期刊。”
一棵树：“好的，老师解释的很详细，非常感谢您。”
图谋：“该刊每篇论文提供 5 份抽印本。如果说的不准确，欢迎批评指正。前边的表述，我
不太确定是‘有且仅有’这个表述是否已不符合实际，比如《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是否亦
提供？”图情民工：“现在图书情报技术以前肯定有，当时第 1 次发论文就是这本。现在各
个期刊变革太快了。”

1.21 广州图创推出“数字阅读云平台”，可免费试用半年

图创技*：“为感恩与答谢全国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广州图创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
司现全新推出一款‘数字阅读云平台’免费试用半年的活动。前段时间在公共图书馆的积极
响应中，已开通试用并成功上线了 158 家。如各校图书管理工作者感兴趣，可详细阅览相
关介绍，并联系我进行开通试用。数字阅读云平台是一个阅读框架平台，可以为各图书馆整
合自己购买的数字资源库，以微信小程序的形式对读者提供阅读服务。”
图谋：“@全体成员 数字阅读云平台是一个阅读框架平台，可以为各图书馆整合自己购买
的数字资源库，以微信小程序的形式对读者提供阅读服务。广州图创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
司出品。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群文件中‘数字阅读云平台功能介绍’PPT。如需开通
‘数字阅读云平台’免费试用（半年），请联系：伍诗妍 QQ:1040169202 手机：189 2898
7379 。”
图谋：“圕人堂欢迎圕主题产品与服务推介。这也是非常有益的信息服务。”
图创技*：“使用平台的功能特点给大家展示一部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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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由图创技术支持-伍诗妍供图
图创 *：“谢谢群主！数字阅读平台 可以说是图书馆的樊登阅读，书精讲（20-30 分钟），
协助图书馆实现二次文献加工，我们协助制作音频和视频，强化图书馆定位。”

1.22 图书馆正常上班时间和安排

biochem：“图书馆一般是八点还是八点半上班？”
闽农林*：“八点！指纹打卡。”河南师*：“八点，刷脸。”
武汉东*：“我们正常八点半上班但最近被学校要求提前开放。阅览室老师担心，提前太多(半
小时）学生在里面的安全问题。我们闭馆都拉电闸学生进来，没电，没水。”徐徐清风：“没
有保安或门卫住在里面吗？馆大门可以提前开放，让学生进来自修。工作人员正常按时上班，
还有保安门卫。让图书馆工作人员从外面赶过来上班准时开馆门，长期也难坚持。”
扣肉：“学生真的起得来那么早吗？我觉得推迟闭馆可能更受学生欢迎。”
徐徐清风：“要有通宵保安负责大门和电路开合，才能提前开放。”一字禅：“起来早的同
学只是少数。但是睡得晚的是多数。”
木木贝：“早上可以轮班，看你们流通有几个老师，分几组，1-2 个老师早上提前来开门，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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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半开门的话，提前了一个小时。提前的这一个小时可以在中午、下午或晚上正常下班前
的一个小时补休，就是他们提前一个小时下班。人不增加的情况下，只能错开上下班时间。
前提是流通起码要有 2 个老师同时上班，才可以错开。”
武汉东*：“我们这里确实有那么 8-9 个学生早上还没开馆，就等在门口。我们已经提前 10
分钟放学生进来了，校长说要再提前点。”扣肉：“校长岁数大了，没有那么多觉，当然起
得早。不能以自己个人的情况类推到学生。”武汉东*：“意思是那几个少数学生的意愿也
要满足啊学生来图书馆学习是好事要支持。”
木木贝：“延长开放时间不是单单为了少数那几个学生，对外宣传、填报数据都是好事。”
扣肉：“多年前，我们学校新建学生公寓的时候，我就提过。每层应该设置一个小的自习室，
能装十人左右，通宵开放。这种地方不设柜子，只有桌子。但是没有人听我的。因为图书馆
开门，对于人力资源和公共资源来说，是极大的浪费。老师学生加起来不到十人，就要整栋
楼开灯，热水炉也要 24 小时开，相当费电。”
木木贝：“住校内宿舍、住学校附近的早点开门也没事。反正提前下班回家做饭也挺好。方
法总比困难多。我们馆不管发生什么事，在群里一说，住附近的马上就回馆解决问题。”
武汉东*：“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一旦实行，就不是临时解决的问题。”boner：“特别是
过年期间，一到晚上，工作人员比读者都多。”扣肉：“大多数学校也不具备太阳能发电的
装置。”木木贝：“你们内部克服不了困难，那就招个人专门早上来开门。”武汉东*：“招
人？无这个职权。”木木贝：“那就只有我说的那个办法了，谁提前来开门，谁提前下班。”
徐徐清风：“至少得两个门卫保安轮流，晚上就住在图书馆的值班房内，负责准时开关馆门。
一个的话，晚上闭馆前来上班，相当于在馆内睡觉，早上负责开馆，等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式
上班后，他就下班。”武汉东*：“保安早上负责开门，然后他就要待在门口。一旦门开了。
大门口是不能没有人的。”中国药*：“如果物业承担最好，我们自修室就是物业接管，早
开晚关！”
木木贝：“假期值班，住得近的安排多一些；闭馆时间有什么送货的，住得近的去开门；消
防栓漏水，住得近回去清理积水……我就是住得近的其中一个，早习惯了，谁叫你不住远一
点呢。我是随叫随到，其他人怎么想就不知道了。”
徐徐清风：“像我馆，图书馆的清洁卫生归物业负责，保安由保卫处派人负责，水电空调等
问题由后勤管，图书馆人不管这些事情，出问题也是找相应部门。我们图书馆人从来都不打
扫卫生，也不擦书架。物业公司的清洁们早上 7 点半提前进馆打扫卫生。不过讲究卫生的同
事，一般不同意他们擦个人办公桌和电脑，但默认他们要做的。每个人办公桌边配个垃圾篓，
但也不用自己倒垃圾，他们定期来换垃圾袋，清理出去。”
biochem：“单位也没给我办公室配清洁工具，但我自己整来扫把、拖把、垃圾铲、垃圾篓
等，自己的办公室的清洁自己负责。学院领导的办公室有勤工俭学的学生负责清洁。”

1.23 《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可在网上书店购买

图谋：“可能是由于王波老师的大力宣传，有老师咨询该书。该书可通过网上书店、馆配商
购买。当前我也没有富余的书，如需要也是选择从网上书店购买。图谋作为一草根，签名与
否，无甚影响，但会因此增添一些麻烦，敬请谅解！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
能力研究
http://product.dangdang.com/27870560.html
https://item.jd.com/12610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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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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高校图书馆文献检索课的思考

2019-9-5 11:15

由于工作关系，近年笔者一而再再而三对高校图书馆文献检索课进行观察与思考。我的工作内容

比较杂，或许可以描述为数字资源“一条龙”服务，数字资源的试用、采购、宣传与用户培训、使

用统计、各种需求的数据填报等等。经常与数字资源商、用户（教师和学生）、图书馆员等打交

道。 图书馆 ...

个人分类:圕人堂|33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转载]新书推介：贾晋珠《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中文版出版

2019-9-1 06:40

信息来源 ：实物版本学.贾晋珠《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中文版出版.
https://mp.weixin.qq.com/s/thmPkb27kyOFRsQk_1RJPw 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

出版者 贾晋珠 著；邱葵 邹秀英 柳颖 刘倩 译；李国庆 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7 月

&nb ...

个人分类:圕人堂|54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闲话科研合作

热度 1 2019-8-31 11:05

浏览科学网博文，吴超《学位论文作为参考文献的引用标准格式是否值得商榷？》及 Enago 英论

阁《学术论文作者位次之战》，引发笔者对科研合作话题的进一步思考。 科研合作是指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个人或机构，针对科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互配合、相互协助，共同进行科学研究，

将系列科研活动 ...

个人分类:圕人堂|2849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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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46-11967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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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73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6732&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673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9673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673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9673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6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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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10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610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610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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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招聘专任教师。南京工业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

级学科点诚聘博士研究生，进事业编制 2名。

岗位名称：专任教师；岗位性质：教学科研；

专业或研究方向：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产权、竞争情报、知识管理、数据挖掘、

图书情报、数据管理、计算机专业；

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具有相应学历和学位。

报 名 方 式 请 见 省 人 社 厅 网 站 ：

http://jshrss.jiangsu.gov.cn/art/2019/8/16/art_44465_8675097.html

联系人：金老师，办公电话：025-83172303，邮箱：jinjieqin@njtech.edu.cn

（2）全球报告，行业方向，十分精彩—-《国际图联战略报告（2019-2024》中

文版，《图书馆论坛》编辑部倾情奉献。

全文见：

《 图 书 馆 论 坛 》 编 辑 部 . 国 际 图 联 战 略 报 告

(2019-2024).https://www.meipian6.cn/2ctx8t0x?first_share_uid=69323852

&share_depth=3&share_source=timeline&share_user_mpuuid=977a61779ab0df

ab1f1990e093e8ef4d&sharer_id=ojq1ttxjcsHi-Q355-Jcqrgo_KYA&user_id=ohb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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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uARPfsRW1F0C8A7UFVYj1yA&v=5.1.0

（3）数字阅读云平台是一个阅读框架平台，可以为各图书馆整合自己购买的数

字资源库，以微信小程序的形式对读者提供阅读服务。广州图创计算机软件开发

有限公司出品。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群文件中“数字阅读云平台功能介绍”

PPT。如需开通“数字阅读云平台”免费试用（半年），请联系：伍诗妍

QQ:1040169202 手机：189 2898 7379 。

（4）2019 年 9 月 6 日 14:00，群成员达 2461 人（活跃成员 232 人，占 9.4%），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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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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