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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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重磅会议 | 2020 高校图书馆线上研修班开课在即！

http://url.cn/5MB8cm2。”

赵登：“2020 图书馆营销推广策略与战略学术研讨会征文与会议通知

http://url.cn/5VSQ0Qj。”

会议君：“以下征文 4 月前就要截稿啦 http://url.cn/5T08FAC。”

会议君：“图书情报|“图书馆与社会教育——历史、现在和未来”学术研

讨会 11 月浙江召开 http://url.cn/5oA57mx。”

睿智：“2020 全国馆配商联盟春季图采会邀您共赴“云端之约”

http://url.cn/53baLmZ。”

图穷：“第十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征文通知第二轮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TUewiLm6BgMtgmRneuuDDgSILF。”

会议君：“图书情报|2020 年全国图书情报青年学术论坛 5 月南宁举办

http://url.cn/5W9dbFj。”

会议君：“图书情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 年增刊征文启事

http://url.cn/5kg6e22。”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研究 http://url.cn/50ZZQta。”

http://url.cn/5BX6xDp。”

浙江建*：“阅读的偏见 http://url.cn/5CrrOOO。”

图谋：“一流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访问发展路线图

http://url.cn/5HUxU37。”

图谋：“关于“学科评估中院系设置与学科交叉的矛盾”对策建议

http://url.cn/5ZIbGdl。”

图谋：“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七大成就 http://url.cn/5sUG0BC。”

www：“你会在书里夹什么？http://url.cn/5RGh9AY。”

图谋：“线上‘云采书’，图书馆有何看法？http://url.cn/5jO89Cm。”

睿智：“图书馆开馆，如何确保馆内安全？http://url.cn/5NTp8xm。”

图谋：“ 2019 年 12 月 15 日梳理了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文摘’内容，

以时间顺序（倒序）列举。总共 19 篇，涉及期刊、报纸、图书、在线参考工具

书、学术报告等类型。科学网阅读次数均为 600 次以上，最高为 2068 次阅读。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MB8cm2
http://url.cn/5VSQ0Qj
http://url.cn/5T08FAC
http://url.cn/5oA57mx
http://url.cn/53baLmZ
https://mp.weixin.qq.com/s/TUewiLm6BgMtgmRneuuDDgSILF
http://url.cn/5W9dbFj
http://url.cn/5kg6e22
http://url.cn/50ZZQta
http://url.cn/5BX6xDp
http://url.cn/5CrrOOO
http://url.cn/5HUxU37
http://url.cn/5ZIbGdl
http://url.cn/5sUG0BC
http://url.cn/5RGh9AY
http://url.cn/5jO89Cm
http://url.cn/5NTp8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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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圕人堂文摘’探索与实

践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090.html。”

图谋：“关于 Yi 情期间的图书馆开馆方案，关注各馆网站就好，比如：（1）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恢复开放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tPk3Rb0XfVkVEYTu3b8sUw；（2）关于南京图书馆

扩大服务范围的通

知.http://www.jslib.org.cn/pub/njlib/njlib_gsxx/202003/t20200324_1731

19.htm 。”

biochem：“广东正在筹建多所重量级高校:大湾区大学将用 6 年时间来建设

（2020-2026 年），总投资估算约 100 亿元。香港理工大学（佛山）项目估算投

资 307 亿元。中山科技大学（筹）投资 100 亿元。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总投

资超 150 亿。广州交通大学投资 100 亿元。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2018 年

由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政府合作，依托深圳先进院建设的独立设置的全日制高

校，目标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培养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领军人才。

https://wenhui.whb.cn/third/jinri/202003/22/335273.html?tt_group_id=6

807024030567105031。”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简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 圕人堂服务体系为一

体两翼，以圕人堂 QQ 群为体，以‘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及‘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为两翼。‘一体两翼’的载体是《圕人堂周讯》。”

图谋：“圕人堂 QQ 群常见问题（FAQ）解答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

www：“圕人堂知识库（http://lib.nit.net.cn/tuan/），是同行头脑风暴

的知识留存，除了解惑，对业务的开展、服务创新和拓展工作思路等都很有帮助。”

图谋：“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七大成就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5579.html 图谋摘编自：肖希明,

倪萍.新中国 70 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与变革[J].图书与情报,2019(5):1-12，

38. 2020 年，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将迎来她的百年华诞。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 70

年，无疑是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史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为精彩的篇章。新中国

70 年来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 5 个阶段：1949-1966 年缓慢而曲折的发展

阶段、1966-1977 年停滞与倒退的阶段、1978-1989 年重建与迅速发展阶段、

1990-1999 年调整与改革的阶段、2000 年以后转型与创新的阶段。 70 年来图

书馆学教育取得了 7 大成就。”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09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tPk3Rb0XfVkVEYTu3b8sUw
http://www.jslib.org.cn/pub/njlib/njlib_gsxx/202003/t20200324_173119.htm
http://www.jslib.org.cn/pub/njlib/njlib_gsxx/202003/t20200324_173119.htm
https://wenhui.whb.cn/third/jinri/202003/22/335273.html?tt_group_id=6807024030567105031
https://wenhui.whb.cn/third/jinri/202003/22/335273.html?tt_group_id=680702403056710503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
http://lib.nit.net.cn/tua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55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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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复印报刊资料指数发布（图情档类）

https://mp.weixin.qq.com/s/-YlRCX7xdv5JhDyE59zl2A2019。”

木木贝：“全国高校 2019 年 C 刊发文数量排行榜

https://mp.weixin.qq.com/s/c-DVfjgWOqjh96GF_j-D9Q。”

木木贝：“全国高校 2019 年北大核心发文数量排行榜

https://mp.weixin.qq.com/s/QUJFej9k_eSFsdOxbBpNjQ。”

图穷：“研究生学位论文如何选题？

https://mp.weixin.qq.com/s/meswE9xRAD2pCNighfl3xQ。”

图穷：“学术研究方法类课程

https://appnpeazn3n5856.pc.xiaoe-tech.com/detail/p_5e3a28c074f66_i8es

as9Y/6。”

图谋：“周涛.恒河边上捧读的成功学——为 Barabasi 新书写的

序.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1211884.html《巴拉巴西成功定律》

这本书的序言。”

图谋：“周涛.2019 年看的 110 册图书（63

套）.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1212847.html 电子科技大学周涛

教授的书单。”

biochem：“《红楼梦》书中 5 副对联，写尽了人生陕西土生书院

https://www.toutiao.com/a6779959279165112843/ 三毛说：‘《红楼梦》是一

生一世都要看下去的书。’人生不同的年龄阶段，读红楼总能读出不同的感悟。

年少时读到《红楼梦》中的几副对联，只道是老生常谈，如今才明白，那些对联

里的一字一句，都是人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身后有余忘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

达即文章；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图谋：“武汉大学主办的英文期刊 Data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0

年第一期出版上线，链接请见

https://content.sciendo.com/view/journals/dim/4/1/dim.4.issue-1.xml

。”

图谋：“Data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ttps://content.sciendo.com/view/journals/dim/dim-overview.xmlData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M) aims to promote cross-disciplinary

data-drive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especially targeting

large-scale datasets in scientific/academic,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domains. The journal focuses on innovative theories and technologies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YlRCX7xdv5JhDyE59zl2A2019
https://mp.weixin.qq.com/s/c-DVfjgWOqjh96GF_j-D9Q
https://mp.weixin.qq.com/s/QUJFej9k_eSFsdOxbBpNjQ
https://mp.weixin.qq.com/s/meswE9xRAD2pCNighfl3xQ
https://appnpeazn3n5856.pc.xiaoe-tech.com/detail/p_5e3a28c074f66_i8esas9Y/6
https://appnpeazn3n5856.pc.xiaoe-tech.com/detail/p_5e3a28c074f66_i8esas9Y/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121188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1212847.html
https://www.toutiao.com/a6779959279165112843/
https://content.sciendo.com/view/journals/dim/4/1/dim.4.issue-1.xml
https://content.sciendo.com/view/journals/dim/dim-overview.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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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to data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reative applications of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including patterns, models, and processes in

various datasets; and compatible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social systems

require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value that data and

information offers to organizations. Online ISSN: 2543-9251Type: Journal

Language: English Publisher: Sciendo First Published: 30 Mar

2017Publication frequency: 4 issues per year。”

www：“厌恶书签 https://mp.weixin.qq.com/s/zumT3itY42NiheNeovlZfA。

关于书签的，写得有意思。”

图谋：“怎么选择‘适合我’的期刊？SCI/SSCI 来投必得倾力打造的

‘IJournal 期刊查询与选择平台’，免注册，免费查询！地址：

https://ijournal.topeditsci.com/home 这个查询系统的信息组织做得比较

好，较艾利贝斯软件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制作维护 中外文核心期刊查询

系统（http://coreej.cceu.org.cn/index.html）有其独特之处，有一定参考价

值。特此予以推介。”

图谋：“美国图书馆是如何应对新冠疫情暴发的？

http://www.libraryjournal.com.cn/CN/Y2020/V39/I3/24 傅 平. 美国图书馆

是如何应对新冠疫情暴发的？[J]. 图书馆杂志, 2020, 39(3): 24-31.美国由于

媒体报道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而引发的公众的公共卫生焦虑情绪十分普

遍，错误的信息会导致对华人和华裔美国人的歧视。因此，获取关于这种病毒以

及一般性传染病的权威的可信任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份报告采

用关键词检索，使用‘新冠病毒’‘图书馆’这两个关键词并通过谷歌搜索，对

搜索结果页面中的美国国家级图书馆网站、州立和地区性公共图书馆以及学术图

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关于 2019 新冠病毒主题建立的网页内容和建议性质的资源进

行了梳理和归纳总结，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面对 2019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公共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们自己应该了解些什么？美国国家级专业图书馆在做些

什么？州立和地区公共图书馆提供了哪些资源和服务？学术图书馆和大学图书

馆又是如何应对？梳理分析结果发现，各级各类图书馆各司其职，扮演不同的角

色。他们不仅起到了传播权威可靠可信的知识和信息的作用，还扮演了教育者的

角色，教育公众学习公共卫生常识甚至专业知识，并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和应急

事件服务，疏导和缓解民众不必要的恐慌心理及情绪。”

E 线图*：“《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http://url.cn/5SSVgCG。”

图谋：“文化行业标准 WH/T 87.1-2019 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 第 1 部分：

省级公共图书馆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zumT3itY42NiheNeovlZfA
https://ijournal.topeditsci.com/home
http://coreej.cceu.org.cn/index.html
http://www.libraryjournal.com.cn/CN/Y2020/V39/I3/24
http://url.cn/5SSVgCG


圕人堂周讯（总第 308 期 20200403）

7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1.htm

文化行业标准 WH/T 87.2-2019 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 第 2 部分：市级公共图书

馆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2.htm

文化行业标准 WH/T 87.3-2019 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 第 3 部分：县级公共图书

馆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7.htm。”

图谋：“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数图详解：2018 年度上海市高校图书

馆发展报告.https://mp.weixin.qq.com/s/tiiFBc3oMNfxN9ROHO1rbw 为配合

‘一流本科教育’建设发展战略，更好的反映上海市高校图书馆发展的现状，以

及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帮助各高校图书馆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并为图书馆主

管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基于‘教育部实事数据库’，上海市高校图工

委 2016 年始牵头编撰’上海市高校图书馆年度发展报告‘，主要对上海地区高

校图书馆发展情况进行年度统计，并在每年的高校图工委年度总结会上进行发

布。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受图工委委托介绍了《2018 年上海市高校图书馆发展

报告》的编纂情况，并对 2018 年上海市各高校在资源建设、读者服务、人力资

源以及空间建设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汇报。现将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和大家较为关注

的数据进行汇聚，方便各位图书馆同仁了解。”

笺：“图情档最新学科点调整

https://mp.weixin.qq.com/s/M70Ei6KFYW-WTFPJ8bxo2w。”

图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8 年 11 月 1 日发布 2018 年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卷）（见：

https://www.istic.ac.cn/Portals/0/documents/kxpj/2018 年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目录（社会科学卷）.pdf）图书情报档案类（20 种）S892 大学图书馆学报

S608 档案学通讯 S609 档案学研究 S844 情报工程 S846 情报科学 S847 情报理

论与实践W020 情报学报S848 情报杂志S849 情报资料工作 W022 数字图书馆论

坛 S895 图书馆建设 S897 图书馆论坛 S308 图书馆学研究 S899 图书情报工作

S900 图书情报知识 S901 图书与情报 S309 现代情报 S850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图谋注：现刊名为《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S902 中国图书馆学报 G915 中

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图谋：“探秘！图书馆服务产品展区 TOP5！http://suo.im/6pI9Lb。”

会议君：“复工的第 N 天，你开始想它了吗——闲话睡衣风光史

http://url.cn/57766eH。”

1.3 圕人堂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1.htm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1.htm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2.htm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2.htm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7.htm
https://mp.weixin.qq.com/s/tiiFBc3oMNfxN9ROHO1rbw
https://mp.weixin.qq.com/s/M70Ei6KFYW-WTFPJ8bxo2w
https://www.istic.ac.cn/Portals/0/documents/kxpj/2018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卷）.pdf
https://www.istic.ac.cn/Portals/0/documents/kxpj/2018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卷）.pdf
http://suo.im/6pI9Lb
http://url.cn/57766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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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圕人堂服务体系简介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简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 圕人堂服务体系为一

体两翼，以圕人堂 QQ 群为体，以‘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及‘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为两翼。‘一体两翼’的载体是《圕人堂周讯》。圕人堂当前是作为

一个‘服务体系’存在。该体系内的资源，有待进一步关注与利用，或许可以进

一步提升获得感。作为‘群主’的图谋，其所作所为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图谋（a

libseeker）,贡献绵薄之力。而圕人堂服务体系凝聚的是"libseekers"的力量。”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实际上均处于重重监管之中。非常时期，‘圕

人堂服务体系’在想方设法维持正常运转，背后其实非常不易。恳请诸位成员多

谅解、多支持！”

（2）圕人堂文摘

图谋：“图谋试图利用圕人堂平台，打造‘圕人堂文摘’栏目或品牌。其作

用是促进图书情报研究成果的‘科学普及’。当前，更多是图谋在先行做"实验"，

未来期望有更多人参与。‘圕人堂文摘’的含义便是‘圕人堂服务体系’中的文

摘，文摘员为业余文摘员。”

图谋：“ 2019 年 12 月 15 日梳理了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文摘’内容，

以时间顺序（倒序）列举。总共 19 篇，涉及期刊、报纸、图书、在线参考工具

书、学术报告等类型。科学网阅读次数均为 600 次以上，最高为 2068 次阅读。(见：

‘圕人堂文摘’探索与实

践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090.html)。”

（3）圕人堂群星级恢复正常

图谋：“2020 年 3 月 29 日，圕人堂群星级恢复正常。群星级虽已恢复，但

当前仍然无法通过群名称找群，需要用群号码（311173426）。”

图谋：“QQ 群信用星级介绍

https://kf.qq.com/faq/120511jiYzIJ140304V3qAJv.html 群信用星级是群内

内容健康程度的综合评价。最高星级为五星，五星 QQ 群为健康群，所有功能可

以正常使用。若星级低于五星，群功能将受到限制；星级越低，群的受限程度越

高。近期圕人堂群星级被降级，目前具体原因不明，但图谋走‘申诉’程序等，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090.html
https://kf.qq.com/faq/120511jiYzIJ140304V3qAJ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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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折腾了一星期。前边贴那几条信息是有针对性的贴，目的是提醒全群成员共

同呵护。”

（4）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概况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我的设想是保持最近 5 期，动态更新。实际上

做不到，因为费时费力。因为‘圕人堂服务体系’均在转，表面上很简单的事情，

叠加起来也是费时费力。以周五的两处链接为修改到位为例。这样的‘返工’操

作实际上也是要花时间的。另微信配图图片，是通过圕人堂‘春光秀’发现了

biochem 老师那‘有货’，索要若干张图片。我自个拍的照片质量比较糟糕。以

前麦子及其它几位成员提供一些图片，适合选用的已用了。像这样的图片，不敢

用网上的，怕卷入纠纷。”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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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肉：“公众号好像可以弄五个菜单，我个人建议保留最近四期的链接，第

五个菜单指向以前发文的目录。或者说干脆指向图谋的博客。”

图谋：“圕人堂这样的草根网络社群，凝聚的是圕人的微努力、微贡献，愿

景是：圕结就是力量！”

（5）圕人堂知识库的用法、用途和价值

www：“圕人堂知识库（http://lib.nit.net.cn/tuan/），是同行头脑风暴

的知识留存，除了解惑，对业务的开展、服务创新和拓展工作思路等都很有帮助。

个人揣测出几种可用之处，欢迎拍砖，有兴趣的老师可以接龙，提供更多的用法

或用途：一、初入图书馆行当者（包括从其它岗位调任的管理者），可从'各期

周讯'栏目（http://lib.nit.net.cn/tuan/issue.php）入手，抽空了就逐期浏

览，既了解图书馆人的日常聚焦，又了解相关业务，能较快融入图书馆这个行当。

二、馆内转岗或从事某项业务工作者，以及想围观某些业务领域的热点者，可以

从‘热门议题’栏目（http://lib.nit.net.cn/tuan/subj.php）入手。比如可

以围观图情事业、论文撰写与投稿、学科服务、阅读推广等。三、带着目的来或

想探究某个问题时，可利用搜索功能，有的放矢地获取知识库内容。四、新入职

人员培训的必备学习材料，在利用圕人堂知识库的同时，可以结合圕人堂知识库

上面的推荐链接：信息素养教育知识平台（一个基于维基平台的信息检索在线教

材）进行自我提升。五、经常无法关注 QQ 群中的内容者，可从'各期周讯'栏目

（http://lib.nit.net.cn/tuan/issue.php）入手，有空了，就上来看看之前聊

天的内容，虽不能即时参与话题，但也不会漏掉重要的内容。六、‘圕人堂的每

一个人都在创造历史!’，可以通过这样搜索，了解历史上的你或者他，可以这

样搜索：个人 QQ 群中的名称加中文冒号，比如‘麦子：’。”

图谋：“@www 感谢 www 老师对圕人堂的奉献！”www：“客气了，重要的是，

有这么多的人参与。”图谋：“关于圕人堂知识库，图谋再爆点料。‘圕人堂知

识库’曾有好些人想做，但 www 老师是第一个做出来的，而且易用、实用的。图

谋我没有料想到 www 老师动作那么麻利，说干就干，且干得那么漂亮，由衷点赞！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www 老师研制圕人堂知识库是无条件的（从研制到提供服

务，没有任何报酬）。”

（6）圕人堂QQ群的保鲜与服务

如是我往：“群里人满了会建新群吗。”

图谋：“不会。将继续采取末位移除法保鲜。”如是我往：“这是什么方法。”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it.net.cn/tuan/
http://lib.nit.net.cn/tuan/issue.php
http://lib.nit.net.cn/tuan/subj.php
http://lib.nit.net.cn/tuan/issu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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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ew：“采取末位移除法，一定要先讲一下具体的规则，不然吓的我，比新冠还

怕@图谋。”图谋：“这种方法其实讲过很多次。可以利用圕人堂知识库搜一下。

还有就是末位移除法，一点也不可怕。通俗表达是，‘末位移除法’主要是移除

长期占座的部分成员。被移除之后，觉得仍需要，随时可以再次加群。圕人堂从

2014 年 5 月 10 日建群至今，坚持的是群规范框架下的来去自由。对于长期不发

言、不关注群消息的成员，建议关注圕人堂微信公众号（Libchat），将位置让

给更需要的人。圕人堂没必要建新群。建新群会进一步增添管理与服务压力，消

减圕人堂存在的价值。”

图谋：“圕人堂 QQ 群常见问题（FAQ）解答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 评论区有：2019/7/19

9:03:00 关于圕人堂‘末位移除法’。圕人堂欢迎圕人加群，当群人数达到警戒

值（2000 人规模时为 1980,3000 人规模时调整为 2980）时，采取‘末位移除法’，

移除长期无发言记录的成员（100 名左右），以此‘辞旧迎新’，保持群活力。

无论是新成员还是被移除后重新加群成员，加群申请时，敬请提供圕主题信息（与

图书馆、图书馆学及其相关信息）。”

图谋：“2020 年 3 月 31 日查看了一下圕人堂群‘最后发言’情况：12 个月

以上无发言记录者 1025 人，24 个月以上无发言记录者 415 人，36 个月无发言记

录者 88 人。”文化之光：“不想被淘汰,这里是学习的好地方。”图谋：“如果

真的觉得是‘好地方’完全不需要担心，即便移除了，随时加进来就好了。”张

志莲：“加行业交流群的主要目的，除了默默学习，就是硬着头皮到处请教问题。”

文化之光：“这个方式不错。只怕有心人。”张志莲：“真心感谢群主，一个群

张落得这么好，不容易啊。”图谋：“圕人堂的‘末位移除法’，是管理，更是

服务。群资源容许情况下，36 个月（3 年）以上无发言记录都没有关系。”

1.4 关于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的讨论

天天：“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术史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图书馆史方面的书籍

推荐下？不要满篇学术大家的，就是侧图书馆事业发展脉络人物的书，比如:刘

向、梁启超、端方、缪荃孙等，多谢。现在高校所研究所说的图书馆史是不是就

是学术史？”

图谋：“图书馆学术语名词可以检索与利用术语在线

（http://www.termonline.cn/）平台，该平台中有《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

（科学出版社，2019.8）。”

图谋：“图书馆史：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主要内容是描

述图书馆的产生与各个历史时期图书馆发展的状况，分析图书馆事业与社会各方

面的关系。图书馆学史：研究图书馆学产生和发展历史进程的学科。空间范畴上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
http://www.termonli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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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国图书馆学史、外国图书馆学史，时间范畴上包括古代图书馆学史、近现

代图书馆学史、当代图书馆学史等。”

图谋：“关于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可以自行检索中国

知网、读秀学术搜索（侧重图书搜索）等。科学普及类：吴晞. 图书馆史话 . 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02:62-69. 大型史书类：韩永进主编. 中国图

书馆史.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10.该书为目前中国图书馆界的一部大

型史书类著作，主编为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内容涵盖范围全面、广泛。该书

分为四卷，即古代卷、近代卷、现当代卷以及附录卷。该书第一卷古代卷，主编

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第二卷，主编为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程焕文

教授；第三卷，主编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肖希明教授；第四卷，主编为国家

图书馆研究院院长汪东波研究馆员。”

1.5 聚焦图书馆史方面的经典文献

图穷：“@图谋 关于图书馆史方面，有哪些经典文献哈？最近想查点东西。”

图谋：“关于图穷点名图谋回答的‘关于图书馆史方面的有哪些经典文献？’，

图谋作一回应。图谋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经典文献’缺乏客

观标准，是一个较为主观的概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图谋没法抄答案。为了

不交白卷，图谋粗略思考与梳理，希望有所帮助。较有影响的图书馆史、图书馆

学史图书：1 杨威理著.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 55 西方图书馆史[M].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2 来新夏著.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 63 中国古代

图书事业史[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3 杨子竞编著.20 世纪中国图

书馆学文库 68 外国图书馆史简编[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4 刘少

泉编著.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 77 中国图书馆事业史[M].北京：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2013. 5 谢灼华主编.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10.主要介绍了书籍是如何经过书写、刻印、抄传以及铅火之炼，发展到现

代的大众传播工具，以及图书馆从古代藏书楼演进 到现在所经历的历程。（注：

该书为第三版，读秀学术搜索中有‘包库全文’。）6 韩永进主编. 中国图书馆

史.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10.该书为目前中国图书馆界的一部大型史

书类著作，主编为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内容涵盖范围全面、广泛。该书分为

四卷，即古代卷、近代卷、现当代卷以及附录卷。7 程焕文著. 晚清图书馆学术

思想史[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04.第一部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

专著。全书阐述了在社会发展剧烈动荡、社会思潮汹涌澎湃的晚清时代中国近代

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从而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展示了中国

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历史画卷。8 范并思等编著. 20 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

馆学 基于德尔斐测评的理论史纲[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06.本书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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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 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史上重要的人物、事件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将

一些以往被中国图书馆学家们忽略的事 件、人物以及一些错误地认识一一加以

纠正，从而为正确认识 20 世纪的图书馆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出版的图书

很多，比如：王子舟著.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01.吴稌年著. 图书馆活动高潮与学术转型 古近代[M]. 北京：兵器工业出

版社, 2005.05.范兴坤著. 中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M]. 北京：红旗出版社,

2011.潘燕桃著. 近 60 年来中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 1949-2009[M]. 广州：中

山大学出版社, 2011.04.郑锦怀著. 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M]. 青

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7.12.霍瑞娟著. 中华图书馆协会研究[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04. 此外还有各级各类图书馆馆史。关于图书馆史、

图书馆学史类期刊论文类成果较为丰硕。中国知网‘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专

辑，期刊库中以主题为‘图书馆史’、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共 561 条结果（如

果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则为 2869 条结果）。最后有点小建议，最好不要指

定图谋回答。因为：其一，指定回答，图谋还不大合适假装没看见，看见了也不

见得有能力、有时间回答；其二，可能会错失更好地与其它成员互动交流的机遇，

圕人堂群中有许多位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研究高手高高手，比如顾烨青、郑锦

怀、谢欢、肖鹏等等，他们的水平远远超出图谋。”

图谋：“高校图书馆馆史书目

http://lib.nit.net.cn/tuan/detail.php?id=2183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8 期

20160812），第 14 页，生清整理王启云助理。2020 年 3 月 26 日，图道老师完

成《圕人堂周讯》总目录（第 1-306 期）更新。敬请感兴趣的成员关注与利用，

见群文件：圕人堂周讯总目录（更新至 306 期）.pdf。这个总目录，可以结合

www 老师整理的《圕人堂周讯》各期周讯 PDF 版、HTML 版

(http://lib.nit.net.cn/tuan/issue.php)一起使用。如果再结合 www 老师研制

的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http://lib.nit.net.cn/tuan/）一起使用，效果更佳。

（注：因为是特殊时期，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是在其依托服务器管理人员上班

期间开通服务。）。上述信息 3 月 27 日发过一次@all 信息，特此重发一次。因

为它确确实实凝聚了许多圕人 6 年的努力。www 老师研发的‘圕人堂 QQ 群知识

库’下了很大功夫，多种形式再现（pdf 版原貌、html 纯文字版、专题组织、对

话模式、原文模式等等），检索效果越来越好。根据图谋的观察，圕人堂 QQ 群

知识库（http://lib.nit.net.cn/tuan/），可访问时间大致是周一~周五：

9:00-17:00。供参考。”

1.6 Yi 情期间的图书馆开馆方案

金呆呆：“请问有 Yi 情期间的图书馆开馆方案吗？求一个。”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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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关于 Yi 情期间的图书馆开馆方案，关注各馆网站就好。比如：（1）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恢复开放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tPk3Rb0XfVkVEYTu3b8sUw；（2）关于南京图书馆

扩大服务范围的通

知.http://www.jslib.org.cn/pub/njlib/njlib_gsxx/202003/t20200324_1731

19.htm 。”

1.7 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学术专著概念与一本书的成本

天天：“谁说说图情学术著作与通俗读物的核心区别点儿在那儿呢？出一本

书的成本是多少？图情界有出版著作资助项目吗？读一本书时，你怎么定义它是

学术著作？是因人定性吗？比如说一位学术大家，那他出的书就会被认定为学术

著作。还是在于思想性、严谨性和创新性？”图雷：“出一本书的成本是多少？

图情界有出版著作资助项目吗？打车同问，群主应该有经验分享。”

万寿寺*：“现代的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在形式上通常就能区分，学术著作

注释和参考文献是不可或缺的。通俗读物大都不作要求。学术著作的作者通常也

有学术履历，一部学术著作的诞生常常不是凭空生成，往往有多篇学术论文、研

究报告等学术成果作为基础，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可以追溯。通俗读物通常不会。”

图谋：“上述问题，也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参考答案是有的。叶继元: 学术

图书、学术著作、学术专著概

念.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48161.html 摘编自：叶继元.

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学术专著概念辨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1）：21-29.”

图谋：“关于出一本书的成本，相关信息有不少。比如：一本书的成本到底

是多少？https://www.sohu.com/a/207909911_211393。一本书的成本由哪些部

分构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235766 严格来讲，书的成本包

括：稿酬及校订费用，租型成本，原材料及辅助材料费用，制版费用，印装（制

作）费用，出版损失，编录经费，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费用。顺利出版一

本书，出版社要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可想而知，编辑、排版、校对、印制、发行、

财务……缺一不可。”

图谋：“关于图情界出版著作资助项目，影响较大的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

助项目，若干省份（直辖市）也设有后期资助项目。竞争较为激烈。对于图情领

域，实际上还有一些，影响较大的有：丘东江先生主编的‘21 世纪图书馆学丛

书’、陈源蒸先生’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中国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等。

丘东江先生主编的‘21 世纪图书馆学丛书’，已出版 4 辑（共 35 种，37 册），

时间跨度为 2002 年至 2014 年。近期将出版第 5 辑。 ‘21 世纪图书馆学丛书’

有多本属于图书情报领域畅销书，乃至常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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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21 世纪图书馆学丛书及其影

响.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8831.html。”

图谋：“《中国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丛书推

荐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6294.html 上海科学技术文

献出版社 2014 年 8 月出版中国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丛书 6 册，作者分别为邱冠

华（苏州图书馆）、葛剑雄（复旦大学）、吴晞（深圳图书馆）、倪晓建（首都

图书馆）、程焕文（中山大学）、吴建中（上海图书馆）。”

图谋：“王启云.尴尬的学术图书出

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5957.html2018/1/20

22:25:00 尴尬的学术图书出版，但愿‘尴尬’只是‘一小会儿’，忍一忍就没

事。这篇博文的延伸阅读部分很有料，比如有：图书出版的主要流程有哪些？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347259 较为全面、系统，颇具参考价值。”

图谋：“前述内容，实际上在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出现过。当前部分博文被屏

蔽，但可以通过百度缓存阅读全文。”万寿寺*：“‘21 世纪图书馆学丛书’最

近入手了好几本，相当不错，选题很前沿。”天天：“群主介绍的太详细了，为

你点赞！”图雷：“群主经验丰厚、资深过来人。”

1.8 有关图书馆的闭馆公告

麦子：“刚才有朋友提到国内很多图书馆网页没有提到闭馆，查了几个去过

的，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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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由圕人堂成员麦子提供的哈佛图书馆公告截图

天天：“原因是二三四五线城市，官网的点击量还比不上微信公众号，特别

是手机上微信借还书、查阅活动更方便。所以一般在馆门口张贴告示效用性更强。

如何转变思路、进行变革、使其更具比较优势，值得思量。”金三石：“线上线

下都要放的吧。”麦子：“我觉得这其实是个很好的讨论话题。”刘建平：“重

要事情提示不表达，感觉有点奇怪。无论官网重要与否。”

图穷：“国内我所关注的公共馆都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闭馆图文信息，还

很多馆不断有‘消息通知’通过微信平台发送。只是在 Yi 情期间，公共馆在线

远程服务确实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公共馆还有短信平台，大城市也有

通过短信通知持证用户的。关于读者在线使用方面，我觉得我更有体会，我专职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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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图书馆网站、兼职维护微信和 APP——网站浏览量最近三年一直在不如微信

和 APP。”

扣肉：“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值得注意，很多馆的网站发布系统只能在内网使

用。通知闭馆的时候，恰逢春节或寒假，来不及更新。”节能：“公共馆会官网

公示的。会在多个平台发布闭关信息。学校馆假期开放时间是提前公告的。像这

次这种情况下，寒假里学校一般没有没回家的。”金三石：“平常的读者到馆量，

直接决定了通知的形式和数量。”

1.9 书籍扫描仪哪家好？

voyager：“请问书籍扫描仪有什么推荐的？不需要太强大，5000 以下 。”

扣肉：“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大连成者的东西。普通的书籍、期刊扫描起来很

方便。http://www.czur.com 这是成者的网站。其它的厂商也可以考虑，我记得

calis 发过很多厂商的产品目录，也可以选择。这是 calis 发布的产品汇编，

共有两期。http://www.px.calis.edu.cn:8080/news/index.html。”voyager：

“哇，这里能人真多。非常感谢！”

图谋：“迷图老师速度比我快。圕人堂确实潜伏着各种能人、牛人、超人。

适度冒泡，有助于增进成员之间的了解，促进成员间进一步的交流与分享，有效

提升成员的获得感、成就感。种种原因，2020 年第一季度实际上是圕人堂的淡

季，每天的在线成员在 1500 名左右（在线率大约为 58%），活跃成员（近一个

月有发言记录的成员）大致为 400 名左右。这一季度的《圕人堂周讯》阅读人次

也比平时要少许多。2019 年及之前的各期周讯，科学网平台上的阅读量大多数

在 1000 次以上。”

1.10 图书馆界的学者大家与通俗读物

天天：“说说我的看法吧。初期写论文，不奔核心就是普刊。可现在的查重

和八 gu 文又有什么区别？一篇论文，发给编辑，改来改去，少则三四，多则九

十，改到最后我差不多看不出是我写的了，才过了，发表。可改来改去过多的减

重、减感性字眼，本来有点儿思想和情感的论文到最后改的理性的冷冰冰了。为

什么论文就一定要理性呢？谁规定了论文就不能感性和赋予情感呢？改一篇论

文的时间我都可以又写好几篇了。我不是大家，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图书馆员，

可我就是不喜欢我满腹心血的论文被改的面目全非。所以我宁愿投花钱就发表的

期刊。我承认这样论文质量会很低、不严谨，但那就是我写的。”

天天：“你看研究生复试导师会问，最近读了那些书呀，你要说的是通俗读

物，导师的脸立马就变了。可明朝那些事儿几本书为历史学科引流多少流量和投

身其中者，学术著作行吗？不行。可人们蜂拥入某学科后，干什么呢？读学术著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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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呀。所以可以良性循环的东西因为学者歧视通俗读物就断了。学者大家，为什

么就不能写些通俗畅销读物呢？”

图谋：“关于天天之问‘学者大家，为什么就不能写些通俗畅销读物呢？’，

图书馆界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吴建中先生是其中一位。其代表作为《21 世纪

图书馆新论》。吴建中先生《21 世纪图书馆新论》一书，1998 年首版、2003 年

再版、2016 年三版，还另出版了日文版（2007 年）。该书非常受欢迎。首版出

版后‘两年内 7 千册书一售而空’，2004 年‘该书第二版获得中国图书馆学会

颁发的第二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奖著作奖一等奖’（引自：吴建中著. 建

中读书博客日志[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01：214.）吴建中先生《21

世纪图书馆新论》中的许多内容，在 20 年后的今天仍然‘很新’。比如 1998

版《21 世纪图书馆新论》提及的‘开放存取’，今天仍是热门话题。此外，吴

建中先生一直在坚持写博客。建中读书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doctorwu11。”

天天：“一直在关注，受益颇多。持续更博分享心得，更是信息孤岛下图情

人员的一汪清泉。”

万寿寺*：“说到图书馆学的通俗读物，我也有一本书想分享一下，王子舟

教授的《图书馆学是什么》，我读了好几遍，不仅仅介绍了图书馆学的基本知识，

而且那种力透纸背的知识分子情怀也十分动人。”刘欣 *：“@万寿寺路痴 很赞

同，这个假期正好重读了一遍，收获很多，感觉很能让人读下去的那种专业读物。

这篇日记里面写了一点关于《图书馆是什么的》小感想。”

1.11 聚焦书目计量单位的演变

天天：“直到清末书目才最终由卷变成了册，而唐中后期雕版印刷术使书目

的卷变成册成为可能，那么问题来了，唐初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经书是册的还

是卷的？西游记播的是册，是他们不专业还是印度在唐初真已成册装订了？经折

装就是首末方页，中间折起吧。梵夹装是什么？中国为什么那么爱卷装呢？”

小辉：“佛经是有专门的装帧术语的，叫做‘经折装’，更接近于‘册’的

形态。竹简时代，一根一根竹简编连起来，最方便的存放方式就是卷成一卷。后

来就算出现了纸张，也仍然是按照卷轴的形式存放的。惯性的力量很强大。从上

往下写，更主要是因为竹简又窄又长，最自然的书写方式就是‘自上而下’。一

直到印刷术出现，一页一页纸印刷出来，装帧成册页形式就是最方便的了。”

我徂东山：“古代印度梵夹装。唐代以前用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宋代

以后就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经折、胡蝶、包背、线装都属于册页装的形式，

不是卷装。卷装这个概念也没听说过。还有推篷装，都是册页的形式。”

天天：“因为卷，所以古书从上往下写，即使成册也统治一段时间。什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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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册页装才真正超过卷轴装占统治地位呢？”

易凌：“个人理解，在竹简时代，‘卷’既是每种书内部知识结构的计量单

位，也是每种书外在呈现形式的计量单位。到了纸本时代，‘卷’主要是每种书

内部知识结构的计量单位，类比现在的‘章’。‘册’则主要成为每种书外在呈

现形式的计量单位，类似的单位还有‘部’。”

天天：“书上不是这么写的啊。到清代还是多少卷不是册。这个卷是计量单

位还是外在呈现形式？”

中原劲草：“这里所说的书的卷，主要还是有区别版本的意味在里面，古代

书很多是同名不同书，同书不同名，而一般加以卷数就容易判别是否为同一书。”

小辉：“宋代以后，基本上就是计量单位了。看上面易凌老师的理解，挺准确的，

相当于现在的‘章’。”易凌：“在古代书目编纂中，一般计卷。某书 x 卷，是

指某书内容分 x 卷，与实际装订的册数没有直接对等的关系。古代计册的书目好

像不多，我的印象里仅有明代杨士奇的文渊阁书目。”我徂东山：“同一本书，

经过手抄、再版、重装，都是导致册数变化，但是卷数不变，所以以卷著录是合

理的。”

易凌：“图中说的四库全书收录书籍 3457 种，卷，册，从这一句就可以很

清楚地看出纸本印刷时代卷、册的区别了。同意我徂东山老师的意见。”

小辉：“我倒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英文的 volume 要翻译成‘卷’呢？ 应

该指的是一段时间的期刊装订成一册吧？当然我是指在文献这个领域。其他领域

的计量单位就不管了。”

易凌：“英文不太清楚，可能要考究一下最初的翻译情形才能得出相对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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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天天：“@小辉 这个我知道，和中文没关系。一词多义。计量单位，

声音时表音量，磁带时表卷，数据库表列。”小辉：“中文的‘卷’‘册’，没

有严格的上下位关系。即有一册多卷，也有一卷多册。volume 这个，应该明显

是指把若干册期刊合订起来，有明显的上下位关系。所以不能够严格对应起来。”

麦子：“@小辉 可以参照期刊的说法。英文里比较多的是：volume 1, issue

2 中文是：第一卷，第 2 期没听说过，有第一册，第 2 期的说法。”小辉：“@

麦子 是，因为‘第 2 期’本身就是一册了，所以不会用‘第一册’这种说法。

我是指用‘第一卷’也是不妥的。‘卷’的概念并不大于‘册’。套用古代的说

法，用‘第一函’，可能更准确些。”麦子：“古代指编在一起用于书写的竹简；

现指装订好的书或本子。我觉得比册更小的单位是一根竹简或一页。”

小辉：“那比‘册’更大一级的单位呢？‘一套’？”

如是我往：“集、编、汇吧。”小辉：“第一编，第二册。这样听上去确实

更合理一些。”易凌：“以上的隋书，是 1 种书，2 个版本，内容都是 85 卷，

点校本是 6 册，简体字本是 2 册。”麦子：“@小辉 我没研究过这个，但觉得函

的确能表达这个意思，但在上世纪初，可能是借用了日语的表达，所以用了卷来

表达函。英文里的 volume 是 physical item，没有套的意思。套是 set。”小辉：

“@麦子 谢谢！可能后来约定俗成就这么讲了。”

1.12 谈谈行业标准—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业务规范

图穷：“@图书馆论坛小付 有木有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好像是去年才发布

的。”图书馆*：“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这里都有。”

图穷：“@图书馆论坛小付 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找了半年了，终于找到了，非常

感谢！还打算过买纸质版呢。”

图谋：“文化行业标准 WH/T 87.1-2019 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

第 1 部分：省级公共图书馆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1.htm

文化行业标准 WH/T 87.2-2019 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

第 2 部分：市级公共图书馆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2.htm

文化行业标准 WH/T 87.3-2019 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

第 3 部分：县级公共图书馆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7.htm。

‘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业务工作参考资料。已将全文分享至

群文件，欢迎需要的成员进一步关注与利用。感谢图书馆论坛小付提供的资料线

索！”张志莲：“感谢分享，业务规范、各种标准等，比较需要，但总没找齐全。”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1.htm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1.htm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2.htm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2.htm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202001/t20200108_8501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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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为文化行业标准（推荐标准），2019 年 9

月 4 日发布、实施。该标准可以在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公开获取。值得进一步关注

与利用。上述标准 2020 年 1 月 8 日官方提供开放获取，此举有利于让其更好地

得到关注与利用。为此点赞！”

槐云影：“高校图书馆没有规范吗？”扣肉：“高校只有一个，普通高等学

校图书馆规程。”图谋：“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南

http://www.scal.edu.cn/gczn/gzzn。高校图书馆，各种规章制度并不少。较为

遗憾的是，大多停留在纸面上。”

图谋：“标准是比较贵的文献。我刚查了一下当当网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的

定价，3 册总共为 162 元。官方提供公开获取，这算是一个特别福利。其实，文

化行业标准还有很多个，比如 《信息与文献 公共图书馆影响力评估的方法和流

程》（WH/T 84-2019）、《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WH/T 71-2015）等，未

提供开放获取。”jqding：“国标一般只能在线浏览，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可以

下载全文，特别棒。”

1.13 上海市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资源

小麦：“请问哪里可以找到 2018 年上海市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有哪位同

仁知道，求帮助。”

jqding：“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公众号。”图谋：“小麦的截图就是

来自该公众号,估计是想索取全文，全文也许过段时间会公开。比如，2017 年的，

见高校图工委网站（http://www.scal.edu.cn/tjpg/tjbg）。”

图谋：“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数图详解：2018 年度上海市高校图书

馆发展报告.https://mp.weixin.qq.com/s/tiiFBc3oMNfxN9ROHO1rbw 为配合

‘一流本科教育’建设发展战略，更好的反映上海市高校图书馆发展的现状，以

及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帮助各高校图书馆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并为图书馆主

管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基于‘教育部实事数据库’，上海市高校图工

委 2016 年始牵头编撰’上海市高校图书馆年度发展报告‘，主要对上海地区高

校图书馆发展情况进行年度统计，并在每年的高校图工委年度总结会上进行发

布。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受图工委委托介绍了《2018 年上海市高校图书馆发展

报告》的编纂情况，并对 2018 年上海市各高校在资源建设、读者服务、人力资

源以及空间建设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汇报。现将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和大家较为关注

的数据进行汇聚，方便各位图书馆同仁了解。”木子：“今天收获很多有用的资

料。”123：“谢谢大神的分享！本群的好资源害我目不暇接了。”

1.14 图情专业的“核心科技期刊”的获取方式

http://www.artlib.cn/
http://www.scal.edu.cn/gczn/gzzn
http://www.scal.edu.cn/tjpg/tjbg
https://mp.weixin.qq.com/s/tiiFBc3oMNfxN9ROHO1r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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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请问，图情专业的‘核心科技期刊’有哪些？谢谢！”

图谋：“@雨过天晴 有多种方式。提供其中两种。其一，检索中外文核心期

刊查询系统（http://coreej.cceu.org.cn/index.html）；其二，群文件中有

2017 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卷）。”

图穷：“@雨过天晴 贵馆认可科技核心么？”雨过天晴：“我们认北核。所

以才对‘核心科技期刊’这个概念很陌生, 想弄清楚。”图穷：“社科主要还是

北核和南核。”雨过天晴：“万能的群！这次我弄清楚了，一定会记住，感谢群

主！群主推荐的两个查询路径好清晰啊！大赞！”

图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8 年 11 月 1 日发布 2018 年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卷）（见：

https://www.istic.ac.cn/Portals/0/documents/kxpj/2018 年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目录（社会科学卷）.pdf）图书情报档案类（20 种）S892 大学图书馆学报

S608 档案学通讯 S609 档案学研究 S844 情报工程 S846 情报科学 S847 情报理

论与实践W020 情报学报S848 情报杂志S849 情报资料工作 W022 数字图书馆论

坛 S895 图书馆建设 S897 图书馆论坛 S308 图书馆学研究 S899 图书情报工作

S900 图书情报知识 S901 图书与情报 S309 现代情报 S850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图谋注：现刊名为《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S902 中国图书馆学报 G915 中

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图谋：“昨日重现？”雨过天晴：“@图谋 我知道自己去年问过。没记性，

去年问了没保持结果，没想到今年又要干同样的活儿。”图谋：“我不记得我去

年逐一查阅过。”雨过天晴：“去年失败了，以为自己再不会弄这个了，今年想

想还得屡败屡战。”图谋：“那个地址要贴全，不然下载不了。”雨过天晴：“去

年没保存结果，今年一定保存，明年真不好意思再问了。”

图谋：“发现群文件中没有 2018 年的，重传一下。我做这类事情，算是提

供参考，旨在‘抛砖引玉’。圕人堂经过 6 年的积累，有好些资源是可以‘复用’

的。为了更好地得到‘复用’，过去一些好的或可行的方法，可以进一步传承与

发展。”

123：“我在图书馆岗位这么多年，总感觉工作没什么可以参照的。我也不

知道问谁，我经常想当然的做工作，感谢图谋老师！”123：“科技核心这个不

是核心吧。”云中医*：“@123 有好多核心期刊的遴选体系，当然要看职能部门

在职称评定和评奖时认可哪个。”

图谋：“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遴选程序

https://www.istic.ac.cn/Portals/0/documents/kxpj/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

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遴选程序（2020 更新）.pdf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自

http://www.artlib.cn/
http://coreej.cceu.org.cn/index.html
https://www.istic.ac.cn/Portals/0/documents/kxpj/2018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卷）.pdf
https://www.istic.ac.cn/Portals/0/documents/kxpj/2018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卷）.pdf
https://www.istic.ac.cn/Portals/0/documents/kx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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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开始从事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工作,自行研制了《中国科技论文与引

文数据库(CSTPCD)》，并利用该数据库的数据，每年对中国科研产出状况进行各

种分类统计和分析，以年度研究报告和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定期向社会公布统计分

析结果，公开出版《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中国科技期刊

引证报告》(核心版)，为政府管理部门和广大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提

供了丰富的信息和决策支持。”

图谋：“中信所做期刊评价比北大版期刊评价历史更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简称中信所）成立于 1956 年 10 月，是科技部直属的国家级公益类科技

信息研究机构。”

图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十几所高校

图书馆众多期刊工作者及相关单位专家参加的研究项目，项目研究成果以印刷型

图书形式出版，此前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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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版）。

第九版（2020 年版）何时出版，目前不详。按照近几版的’节奏‘，有可能会

是 2021 年。”

1.15 如何查询学位论文中图分类号、UDC 分类号？

扣肉：“为了规范学位论文的收藏管理和建立学位论文数据库,我国有 guan

部门要求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其学位论文的封面左上角注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类

号和 UDC 类号。学生根本就不懂中图法，如果要求学生必须写，那么就要来问图

书馆。另，如果国家图书馆收藏博士学位论文是强制的，那么是不是我就可以不

再收了。”如是我往：“这些论文应该是直接从学校转过去吧，有些学校在毕业

论文的时候，有的会签协议的，同意学校使用。”扣肉：“guowuyuan 学位办有

个关于抽查论文的规定，说是直接从国图调论文。然而我没有找到要求学位授予

单位将论文呈送国图的要求。经过简单搜索，我搜到了一个 1981 年发布的学位

条例暂行实施办法。里边倒是写了：已经通过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论文，应

当交存学位授予单位图书馆一份；已经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还应当交存北京图书

馆和有关的专业图书馆各一份。然而，现在很多学校都增加了授权书，学生不授

权给学位学校的，图书馆就没有办法收。和这个办法形成了矛盾。”

图谋：“@扣肉 最简单的，了解一下你们学校的负责研究生培养的机构是否

有要求。如果有要求，那它至少是‘有 guan 部门’之一。不同高校负责研究生

培养的机构有研究生院、研究生处……没有这个要求就算与你们学校无关。”

图谋：“扣肉关注的‘有 guan 部门’具体指谁，我粗略检索了一下，似乎

有一定难度。大致的情况可能是 2008 年（或更早）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应为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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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8 年间出台的。1999 年中图法第 4 版出版，2010 年 9 月中图法第 5 版

出版。”

图谋：“关于‘如何查询学位论文中图分类号、UDC 分类号？’，10 多年间

先后有许多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有的是学科馆员做的（比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图

书馆郑学军老师 2010 年梳理过）、有的可能是研究生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梳理的。

图谋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进行了一次梳理，可能会是更贴近实际的。”

图谋：“促使我梳理‘如何查询学位论文中图分类号、UDC 分类号？’，是

因为有人通过网上检索的信息‘迷路’了，因为检索到的信息，部分信息过时了

（比如有的链接已经失效了）。”

1.16 图书馆借阅量与纸质馆藏利用率

123：“@图谋 王老师，不知道哪里可以看到所有图书馆每年的借阅量之类

的数据的。我想看的是真实的数据。就是图书馆纸质馆藏的利用率。”

图谋：“哪里也不可能看到’所有图书馆每年的借阅量之类的数据的‘,但

每个图书馆的借阅量之类数据，那应该是可以通过图书馆业务管理集成系统获取

的。关于纸质馆藏利用率的研究，已经有不少研究。可以阅读期刊文献。”

四川曾海：“集成管理系统都有。”

1.17 “核心期刊”举要

图谋分享。

1 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2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
3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
4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6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7 武 大 版 “ 核 心 期 刊 RCCSE ” 2017 年 RCCSE 中 国 学 术 期 刊 评 价 报 告 （
http://qk.nseac.com/phb/2017/4101.html）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2020)》工作已于
2019 年 10 月启动。
8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评 价 研 究 院 “ 中 国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核 心 期 刊 ” （ 参 见 ：
https://www.sohu.com/a/277000356_607269）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文社科高峰论坛暨期刊

评价会”上发布《中国人文社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2018 年）》（简称《报告》）。
9 部分高校自行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版（2017 年修订试行，

http://soe.ruc.edu.cn/info/1074/1189.htm）、浙江大学人事处国内学术期刊目录 (
http://grs.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10053)等。”

http://www.artlib.cn/
http://qk.nseac.com/phb/2017/4101.html
https://www.sohu.com/a/277000356_607269
http://grs.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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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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相关标准文献辑录

2020-4-3 10:23

图谋按： 依据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梳理与图书馆相关的标准，计 146条。分

为“与图书馆相关的文化行业标准”（48条）、“其它与图书馆相关标准两类”（98
条），分别以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及概览式两种形式呈现。 1 与图书馆相关的文

化行业标准辑录 依据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梳理与图书馆相关的文化行 ...

个人分类:圕人堂|10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变革中的图书馆

2020-4-3 08:53

有道是不变的是变化，图书馆这行亦不例外。图谋近期与一位知名高校负责图书

馆信息化工作的 Z 馆长有交流探讨。稍事梳理，或许可见一斑。 这段交流，实

际是始于 Z 馆长问我“如何做好资源导航和推介”，我的回答是：“惭愧。贵馆做

的比我们强多了。我这边受种种制约，很多事情力不从心。”我 ...

个人分类:圕人堂|4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吴建中先生书目辑录

2020-4-1 17:07

圕人堂成员“天天”发问——“学者大家，为什么就不能写些通俗畅销读物呢？”另
有成员追问：“对啊，学术文章为啥就不能有趣点呢”。图书馆界这方面做得比较

好的，吴建中先生是其中一位。其代表作为《21世纪图书馆新论》。吴建中先

生《21世纪图书馆新论》一书，1998 年首版、2003年再版、2016 年三版，还另

出 ...

个人分类:圕人堂|32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书馆史有哪些经典文献？

2020-3-30 16:35

2020年 3 月 27 日圕人堂成员天天在群中提问：“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术史是什

么关系？有没有图书馆史方面的书籍推荐下？不要满篇学术大家的，就是侧图书

馆事业发展脉络人物的书，比如:刘向、梁启超、端方、缪荃孙等的，多谢。现

在高校所研究所说的图书馆史是不是就是学术史？” 图谋简答了一下：“图书馆

学术语 ...

个人分类:圕人堂|351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如何查询学位论文中图分类号、UDC 分类号？

2020-3-30 10:46

为了规范学位论文的收藏管理和建立学位论文数据库, 我国有关部门要求博士

生和硕士生在其学位论文的封面左上角注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类号(第 4 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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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C分类号。有研究生及研究生导师存在困惑，比如它们是什么意思？分类号该

填到哪一级?如何快速检索？笔者稍事梳理，供参考。 首先，这是一道 ...

个人分类:圕人堂|35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七大成就

2020-3-27 17:10

图谋摘编自：肖希明,倪萍.新中国 70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与变革 .图书与情

报,2019(5):1-12，38. 2020年，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将迎来她的百年华诞。新中国

图书馆学教育 70年，无疑是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史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为精

彩的篇章。新中国 70 年来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 5 个阶段：1949-1966
年 ...

个人分类:圕人堂|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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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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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20 年 3 月 29 日，圕人堂群星级恢复，但当前仍然无法通过群名称找群，

需要用群号码；3月 31 日，通过群名称找群功能恢复。

（2）2020 年 4 月 2 日，群成员分享并热议“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文化行业标

准。“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为文化行业标准（推荐标准），2019 年 9 月 4 日

发 布 、 实 施 。 该 标 准 可 以 在 官 方 网 站

（https://www.mct.gov.cn/whzx/zxgz/wlbzhgz/）公开获取。值得进一步关注

与利用。

（3）2020 年 4 月 3 日 14:00，群成员达 2688 人（活跃成员 413 人，占 15.4%），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209 人。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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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伸阅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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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 期。并提供 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动态更

新(注:因功能受限，自 261 期起无法更新)。

4.2 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http://lib.nit.net.cn/tuan/

www 老师研制。内容源自近 300 期《圕人堂周讯》，涉及图书馆各项业务和热

门话题，对业务学习、日常工作、科研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功能特点：1.具备

检索功能；2.提供对话模式和原文模式两种浏览方式；3.点击具体某一期《圕人

堂周讯》可以下载 PDF 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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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