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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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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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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员地位和“教师”资格 

小 伊 ：“ 推 荐 图 谋 2010.11.3 博 文  《 高 校 图 书 馆 地 位 有 感 》 

http://t.cn/RzTj9BF。”娜娜*：“看了，就是上级管理层观念对图书馆还提留在 70

年代，而实际教学信息服务已经追逐美国那样，上下级严重脱节，也是图书馆人

不会走上层路线，无后台背景的一个原因，好吧，主要和 GDP\CPI 无挂钩，无

影响力（他们认为），他们始终不认可隐性影响力，只认可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

力，比如房地产，股票。”小伊：“不能盈利的机构 基本是这样的 。”娜娜*：“中

国人特有价值观，只认钱，只认经济效益。不尊重知识是环境就这样，以前还骂

臭老九呢，老师地位也是这几年才起来的。坐导弹不如卖茶鸡蛋的。”小伊：“不

是有个笑话吗 门上贴一张纸，教师之家。小偷就绕道而行了 。”娜娜*：“成了

防盗标语。”小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

工作的通知》2013/3/5京教人[2013]4 号。根据国家和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的相关要求，为进一步完善教师资格准入制度，规范和加强在京高

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的各项管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北京市春季

和秋季各受理一次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二、除高等学校拟聘任教师职务

的人员外，暂不受理其他人员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高等学校人事部门对

于本校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要严格把关，须在学校进行为期 7天的公示，

公示无异议的人员方可申请认定。三、授权委托认定的高等学校要严格执行高等

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有关政策，按照规定的范围、程序和办法开展工作，要及时调

整和完善本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人员组成，按照规定的专家条件选拔教师

资格审查委员会学科（专业）专家；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认真做好本校

教师资格认定的组织管理、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等工作。四、在此期间如遇国家政

策调整，以国家相关政策为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13/3/5。” 

 

（2）《图书馆报》2014 年 12月 5 日电子版 

图 谋 ：“《 图 书 馆 报 》 2014 年 12 月 5 日 电 子 版 

http://m.xhsmb.com/20141205/edition_1.htm。看点：2014 图书馆界十大学术会议

盘点五花八门皆有道——2014 年度新书畅销书盘点。” 

 

（3）关于“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讨论 

萧然余风：“房祖名都借了 100 多本书看了。”茹玉：“艺人早就应该看书学

习啦~太浮躁啦~~~~”图谋：“学习的途径有很多。不一定非得看书。呵呵。曾

http://t.cn/RzTj9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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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喇嘛同行，人家看书不一定多，但从谈吐判断，知识很丰富。”茹玉：“旅行

和阅读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啊。”萧然余风：“我是说他在监狱图书馆中。”茹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图谋：“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也有可能。”Mossad：

“@萧然余风 最近在空间很活跃啊。”茹玉：“是到了他应该好好读书学习的时

候了~”图谋：“老罗不知道行了多少路了。”Mossad：“罗布又出去了啊  很冷

啊。他每次回来都发很多美女照片。”茹玉：“‘读万卷书’是指应该全面吸收书

本知识，使自己具有渊博、扎实的文化素养；‘行万里路’是指不能单纯地沉迷

于书本，还必须广泛了解、认识和接触社会，并把书本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

综合这两句话的整体内涵，就是既要重视书本知识，也要重视社会实践，或者

说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茹玉：“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

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去悟。”娜娜*：

“以上是整个学习过程，哪个环节都不能缺失。”图谋：“估计有不少成员在规划

寒假行哪些路。”娜娜*：“其实佛教典籍要求僧人学医学、哲学、基本数理、建

筑等知识，所谓五明。可不是傻背诵。我有亲戚是喇嘛。还有心理学。”城市天

空：“哪里估计来的。”图谋：“哦，身边好些同事已经行动起来了。我过几天也

开始想想。”娜娜*：“冬游。”图谋：“这个寒假比较长。有近俩月时间。”娜娜*：

“是个好机会。”图谋：“城市天空那相似吧？我这边据说 1 月 10 号就放假了。”

茹玉：“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就是好啊。春节不是在 2 月份的中旬嘛？怎么这么早

就放寒假喽？”图谋：“有的同事国内已经游得差不多了，已经开始游国外了。

每个假期游几个国家。好生羡慕。”茹玉：“现在有一些非洲国家开放免签证的~”

图谋：“高校假期，大体差不多。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寒假偏长。”娜娜*：“非

洲要打很多疫苗(⊙o⊙)哦。”图谋：“这会去非洲国家，需要胆量。北非好点？

埃博拉疫区主要在西非。” 

 

（4）圕人堂周讯第 30期读者反馈 

小花儿：“图谋老师辛苦了。”茹玉：“感谢王老师。”weiwei：“感谢！”图谋：

“我只是‘助理’，让让老师更辛苦。”茹玉：“让让老师辛苦了。”图谋：“如果

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辛苦一点也乐意。”误入奇图：“似乎有些琐碎呢，并且

零乱，当然一定是有意义的。”让让：“图谋每周都辛苦。”图谋：“‘凌乱’是难

免的。一直在努力改进。”误入奇图：“刚看了半天，感觉眼睛很累，有些链接是

不是打不开？比如科学网上的博客地址，是不是必须注册？”图谋：“原则上，

提供的链接均应能打开的。”图谋：“源头信息要准确，编辑要抽查，我作为助理

也需要抽查。”图谋：“科学网上的博客地址，应该是公众能访问的。”妹儿：“《圕

人堂好声音》那一刻的链接好不容易打开了，可是听不到好声音。”图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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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缺乏有关播放器？”妹儿：“打开其他的是正常的。”妹儿：“或许是我刚好

遇到的个别异象吧。”图谋：“我也进一步浏览了一下，部分网址的活链接没有激

活。”妹儿：“嗯。”图谋：“上一期，没有激活的居多，我逐条激活了。这一期我

没有特别留意这块。”图谋：“关于周讯，我们当前提供 pdf 版及 html 版两种版

本。”图谋：“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编辑组会重视，并努力不断进步。”sonorous：

“pdf 版挺好的，看着很清晰而且格式不会乱。”妹儿：“ 《周讯》编辑组的老师

们蛮辛苦的。”图谋：“这一期，我以为信息量会很少。”图谋：“从目前来看，算

正常。”图谋：“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图谋作为‘跑堂的’，还‘越俎代庖’，兼

职做厨子了。” 

 

（5）江苏省高校图情工委现代技术专业委员会 2014 年度年会 

图谋：“2014 年 12 月 22 日-24 日，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明故宫校

区图书馆召开‘江苏省高校图情工委现代技术专业委员会 2014 年度年会’。这个

会我打算参加，希望参会成员届时可以小聚一下。”安哥拉兔：“呃，可惜俺去不

了。”图谋：“哦？另有要务？”安哥拉兔：“出门了。两个同事会去。”图谋：“好。”

安哥拉兔：“我是说那时我不在南京。”图谋：“群成员中估计还有一些会去。我

明白。” 

 

（6）关于“圕人堂”建立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词条的讨论 

sonorous：“圕人堂就差有个百度百科的词条了。”图谋：“词条这个事情，我

一直没有付诸行动。百度百科的审核曾令我沮丧。算是应 sonorous 的建议，我

刚才简单折腾了一下，不知是否能通过。另，中文维基百科也折腾了一下。” 图

谋：“昨天 sonorous 说起圕人堂百科词条一事，当即行动起来。同时在百度百科、

中文维基百科折腾。历时 24 小时之后，我彻底放弃了。”梦里不知：“为什么最

后放弃了？”图谋：“审核条件太复杂。”迷图忘返：“有没有圕人堂相关的报导，

象征性地参考一下。”图谋：“那幅图的意思是，光在百度百科上，我已经修改了

3 回，未通过；最后一次提交与审核时间超过 12 小时（你提交的东西，对方什

么时候审核无法清除）。其实那也是没用的。不能出现‘QQ’，也不能出现‘群

号’。”迷图忘返：“哦…。”图谋：“中文维基百科的情况相似。”梦里不知：“维

基和腾讯竞争？”迷图忘返：“原来不是‘自由’的百科全书啊。”图谋：“试试

就知道了。”sonorous：“圕人堂的百度百科的词条，可以先就随便写几行字，先

胡弄过百度大厦里日夜工作的百科词条审核员再说。然后我这样的用户再去编辑

完善词条啊。可惜我不认识百度公司做词条审核的，我只认识做贴吧黄图审核

的。。。所以没帮上群主的忙，我回头再研究下百度百科。”图谋：“我是彻底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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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必要性也不大。谢谢！”图谋：“如果谁有兴趣弄，可以进一步试试。圕人

堂圕人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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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一周交流信息，对‘圕人

堂’全体成员公开（通过群邮件推送），同时亦对社会公开（当前主要通过科学

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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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信息源说是不能是博客的。可以

参考《图书馆报》上的报道。圕人堂 QQ 群创立 http://t.cn/RvLBY2C。百度百科

与中文维基百科二者的‘技术要点’是：1、内容不能太短；2、有较为权威的参

考文献（不能是博客、微博等稳定性相对较差的，可以随时改动的。）、3、不能

‘涉嫌’广告（不成出现 QQ 或手机号、电子邮件等信息）；4、得有足够的耐心

等待审核。”sonorous：“恩，好的，我回头试试。” 

 

（7）关于图情专业在外文数据库公司就业的讨论 

sonorous：“我觉得很多外文数据库商的培训师很多措辞都不专业，培训用的

ppt 也做的不好。”sonorous：“其实很多都是公司销售兼职用户培训的。”sonorous：

“为什么中国的数据库商几乎没有图情专业的毕业生。”平平：“我们同学就有在

里面。”sonorous：“但可是真的很少。”sonorous：“而且都不是什么核心部门，

比如产品经理，产品研究之类的。”平平：“不知道你在什么城市，我们了解到的

情况是，去万方可以解决户口，户口放中信所，你知道有多抢手吗？这倒是，我

认识的都是做产品经理。你觉得什么部门核心啊。”sonorous：“万方我知道啊，

但可是他们自己有研究生，不够他们自己的研究生抢的呢。”平平：“就是抢手啊。

然后维普就不乐观了，很难要到图情的研究生，有个签了最后还毁约去图书馆。”

sonorous：“维普是重庆户口吧，没啥吸引力。还是万方好，北京户口。”平平：

“西部地方的数据库商工资待遇，个人发展方面都不如图书馆啊。哈哈，还有个

别少数去做销售，但太少了。你是什么岗位啊。”sonorous：“今年 3 月从天津工

大毕业的图书馆学的，现在在一家数据库代理商，研究一些我们公司代理的非主

流的数据库产品。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代理的数据库还没有我特别喜欢的。”平平：

“非主流数据库产品？标本库一类吗。”sonorous：“不是，是内容上非主流。”

sonorous：“什么犹太研究啊。”平平：“你们的用户主要是？”sonorous：“缅甸

语电子书啊。用户是高校图书馆。说真的，我感觉有点站在图书馆的对立面了，

以前我读研在图书馆实习的时候，感觉数据库商的人怎么那样，唯利是图，来图

http://t.cn/RvLBY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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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培训的人还措词特别不专业，ppt 做的也乱。”平平：“这种小众的数据库也

需要的。”sonorous：“结果我现在毕业没进图书馆工作，来了这家公司后，发现

这家公司也是这样。把数据库卖出去就行了，其他的服务差不多糊弄一下。”平

平：“你才工作要习惯职场，人家也有运营成本的，你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做到

最好就行。”娜娜*：“国内赚钱模式就是这样，所有行业没有服务优质服务增值

服务意识。”sonorous：“这倒是。”娜娜*：“国外已经进化到靠增值服务盈利模

式。”sonorous：“感觉图书馆学的研究生还是去图书馆工作比较好。”娜娜*：“现

在有些图书馆开始重视服务模式了，还可以吧。”sonorous：“是啊，而且服务才

是核心。”娜娜*：“也是图书馆购买了数据库服务差也不取消订购，没有这样惩

罚模式所以数据库也是没有动力改善服务。”平平：“图书馆和数据库商都有问题，

我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问题一大堆，哪里有课本里描述的那样：图书馆就是天

堂的模样。”sonorous：“而且去过天堂的人也没有再回到世界的，就算真是图书

馆那样，也没人知道啊。”娜娜*：“文学家的话都是很夸张啊，只能听听，不能

当真。”平平：“呵呵，我们从业人员只能以此为目标吧。你在哪个城市啊，

sonorous。”娜娜*：“其实我们本身就相信了文学家非科研描述，就不对啊，可

以听听图书馆行业人员客观说法才对的。”sonorous：“我在北京，我家是房山的。”

娜娜*：“是北京人？”sonorous：“娜娜老师你不是知道么。”平平：“哪个压力

不大了。”娜娜*：“我以为是外地的。”sonorous：“那我就留天津了啊。”娜娜*：

“啊，那你么户口烦恼限制，选择面可以更广，在北京。” 

 

（8）关于境外间谍利用图书馆资源的讨论 

娜娜*：“广东东莞，李某一名联系热络的‘网友’突然抛出金钱诱惑，让他

偷偷地向国家图书馆订购了大量只有境内专业人员才能订购的军事类书刊。从

此，李某开始走上了泄露国家秘密的道路。前两年在上海，某国驻华领事馆人员

专门在高档酒店宴请一名在领事馆内做家政的中国员工，并以提供旅游机会等条

件诱使其打听一些消息。这个家政员工觉得不对劲，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丈

夫。她的丈夫是名退役军人，一听非常警惕，立刻让妻子拒绝了领事馆的要求。

通过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境外间谍的情报黑手几乎是无孔不入的。间谍刚开

始提的要求一般都比较简单。他们先让学生去图书馆查查资料，或者搞个调研，

照样提供丰厚的酬金，慢慢让其产生依赖，然后再安排搜集、窃取情报的任务。

实际上这时候学生已经有把柄握在间谍手里，如果想退出，对方就会采取威胁讹

诈等手段逼迫学生继续为他们效力。境外间谍拉拢大学生还有几个原因。比如某

些大学生在高校里能接触到经济、技术、材料等领域的资料，个别学生参与的课

题、项目对间谍来说也可能有价值。而且间谍有可能介入个别学生的求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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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其报考涉密的部门。参见凤凰网 2014.12.05 报道，转载于中国青年报 《境

外间谍雇人去涉密单位收废品 妄图从中发现机密》http://t.cn/Rzoe9mj。”初冬暖

阳：“现在境外势力的爪爪伸得长，要多给学生讲这个方面的事情。”娜娜*：“是

呀！图情尤其要有这个意识，可以在文献检索课上提一提！” 

 

（9）武夷山：从两个优秀学者的被引状况想到的 

图谋：“推荐武夷山 2014.12.6 的科学网博客文章《从两个优秀学者的被引状

况想到的》http://t.cn/RzTlPUv 要想在中国做好科学计量学研究，就要把赵红州

先生的论著系统地研习一遍。我也希望，有志于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年轻人若没有

怎么读过赵红州先生的著作与论文，一定要补上这一课，你们不会失望的。赵红

州先生与现在很多科学计量学从业人员的最大区别是：现在很多人有技术（数据

挖掘技术，可视化技术，知识发现技术，等等），但无思想；而赵红州先生有丰

沛的学术思想，可滋养后人很多年。”  

 

（10）关于图书馆采购反剽窃系统 Turnitin 的讨论 

胡里山*：“有哪个馆购了 Turnitin？ 能讲讲国外图书馆有购什么防抄袭软件

来给读者用吗？有的话，用哪些产品？”图谋：“首先‘给读者用’本身是不靠

谱的。”胡里山*：“或者不是图书馆，而是学校层面提供的。”图谋：“以前见科

学网上喻海良介绍过三种论文查重系统的名称。刚才找了一下，无果。大概国外

的图书馆不会去承揽这样的事情，至今为止，我未听说过哪家图书馆提供这方面

的服务。见到比较多的是，学术期刊会采用某种检测系统辅助工作。刚检索到一

短话：‘自 1996 年 Turnitin 公司开始向学校师生提供论文反剽窃比对服务起，在

之后的数十年内，逐渐拓展为面向出版设和科研人员的 iThentieate、面向教育组

织的 plagiarism.org、面向学校管理部门的 Turnitin、面向学生开放的 WriteCheCk

等多种服务。另外，还有提供在线资源剽窃检测网站 Copyscape.Com，’。这段话

中，可以看出有 5 种。”胡里山*：“谢谢群主的讨论。” 

 

（11）2014 年圕人堂年度奖评选拟取消 

图谋：“2014 年圕人堂年度奖评选拟取消。取消原因：不足以达到评奖目的

（鼓励贡献，鼓励参与，提高圕人堂的凝聚力，提升群的活跃度）。支撑材料：1、

2014 年圕人堂年度奖评选办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5075.html 

2014-11-21 09:39 发布，2014-12-6 17:05 184 次阅读，没有评论；2、群文件中，

《2014 年圕人堂年度奖评选办法》只有 17 次下载；3、当‘云计算’遇上了‘大

数据’——圕人堂故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862.html。从该

http://t.cn/Rzoe9mj
http://t.cn/RzTlPUv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507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862.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1 期 201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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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中，可以‘看到’，很可能获奖成员没有支付宝账号或者对支付宝的使用并不

熟悉，‘奖项发放’工作将会是非常艰苦。特此说明。” 图谋：“作为我的角度也

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从‘善待捐赠’角度出发的。花了钱，取不到应有的作用，

那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那样的小事,涉及金钱的都是大事。可以预见的是，

单单是发放方面，非常费劲。” 

 

（12）圕人堂欢迎所有图书馆（学）相关人员：无论学历、鼓励组群实名讨论 

图谋：“关于‘学历’问题，圕人堂欢迎所有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

无论其何学历。”图谋：“ 学历，狭义的概念指求学经历或教育背景，曾在某种

等级与类型的学校肄业或毕业，或获得某种学位或证书。广义的学历，也是基本

含义，是学习的经历，包括了求学经历或教育背景。”平平：“学历不等于能力啦，

只要是热爱图书馆事业，愿意跟同行交流的都欢迎。”图谋：“圕人堂欢迎在读学

生，他们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图谋：“当前大群以匿名为主，鼓励利用圕人

堂平台另行组群或讨论组实名交流。”叶子随风：“改备注的方式如何。”图谋：

“群名片？”叶子随风：“恩。”图谋：“群成员那边，找到自己，点一下右键。” 

 

（13）关于未来电子书的讨论 

sonorous：“想请问下，纸质书的电子版是不是被称作多媒体读物比较好，如

果称之为电子书的话，那给人感觉就是纸质书相应的电子版。那就是通过浏览器

浏览的文本形式啊。”麦子：“这两个东西目前基本相同，只是载体不同。但最后

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娜娜*：“电子书未来可能就是立体化活动的 ppt 形

式吧。”娜娜*：“或视频。”娜娜*：“3D 书有可能吗。”麦子：“什么都可能。”娜

娜*：“脑洞大开。”麦子：“愿不愿意，纸本的书最终会成艺术品或收藏品。”娜

娜*：“随便，我无所谓。”麦子：“现在的模式其实很奇怪，就是电子书捆绑在纸

本上。”娜娜*：“可能用电子笔，在空气里书写，自动存在云端。”娜娜*：“说不

定以后意识流能用上了。”sonorous：“那不是未来手机的发展方向么，就是由现

在的触屏手机，发展成隔空操作的手机。”娜娜*：“还要发展3D手机吗。”sonorous：

“那个，乔布斯已经去世了，那么大突破可能会遇到瓶颈。”娜娜*：“真可惜，

希望后继有人。” 

 

（14）关于图书馆宣传和读者教育工作关系的讨论 

小伊：“请教大家：图书馆的宣传工作和读者教育工作是什么关系？”娜娜*：

“子集关系吧。”小伊：“能否说的详细一些？”子晗：“如何做好图书馆的宣传

工作 我们也比较关心 哪位老师更给指导一下啊。”小伊：“图书馆宣传的论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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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呢 。”平平：“说实话，好难做的。现在学生都忙着各种耍。”子晗：“请问

老师从哪能查到那些论文呢。”小伊：“很多啊。知网、万方之类的。直接从谷歌

百度也可以找到很多。哦，只是一看内容就要付费的。谷粉搜搜。图书馆一般都

有购买数据库的。图书馆的宣传好做，效果不好把握。”子晗：“是的。”小伊：

“图书馆宣传是教育的子集？”娜娜*：“图书馆宣传工作包括读者教育工作、馆

员培训工作啊。”小伊：“好的，我以为是同等级别的关系。看来需要转换思路。”

小伊：“在写一个总结报告 涉及到宣传和读者教育 我觉得这二者是否是相互促

进的？”刘方*：“图书馆宣传工作这样理解吧，包括业务宣传和行政宣传工作两

部分。”平平：“行政宣传具体指什么啊。”小伊：“政绩、数字指标之类。”小伊：

“宣传本书也是一种教育。茅塞顿开。” 

 

（15）“2015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学术论文及应用案例征集和评审活动 

图谋：“‘2015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学术论文及应用案例征集和评审活动通

知 http://t.cn/RzTl2oq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下简称高校分会)定

于 2015 年 6月 3日—5日在武汉举行‘2015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大会的主

题为：大学图书馆服务能力的提升与拓展----资源支撑，技术助力。分主题：下

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大数据思维与图书馆服务；PDA的实施；RDA的应用；MOOC

与高校图书馆；图书馆空间布局及其功能；创客空间；ORCID研究；移动 APP 服

务；微服务；图书馆网站建设；阅读推广策略；其它与图书馆服务能力提升相关

的内容等。报送截止时间：2015年 4月 20日。”图谋：“无忧树贴那个网址，特

此‘补充’一下。” 

 

（16）关于期刊投稿格式要求和期刊级别查询的讨论 

草：“请教大家一件事情，有最近投稿《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的吗？他们对

文稿的格式要求是怎么样的呀？比如字体，字号什么的基本要求。”琼琚：“这个

可以不用管 排版的时候编辑会排的 主要就管内容就行了。但是这个期刊很慢 

要有心理准备。”sonorous：“还好吧，也不是很慢。”草：“嘿嘿，@sonorous 您

最近投了吗？怎么个格式呀？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先谢谢您。”sonorous：“没

有，我是 2012 年底投的吧，我也忘了。貌似确实没啥格式要求当时。然后说让

我把字数压缩在 4000-5000。”图谋：“《天府新论》不是 CSSCI（2014-2015）来

源期刊，但是是北大版核心期刊（A/K 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是国家社

科基金资助期刊。”罗 ：“谢谢！请问下哪里可以查到期刊的级别呢？”图谋：

“这个搜索一下就好了。但信息源要有所选择。比如直接上 CSSCI 网站。直接

上《天府新论》期刊网站。找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 年版)》。所

http://t.cn/RzTl2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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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期刊级别是有关机构另行划定的。”罗 ：“我能查到的信息是：1985 年创刊，

社科基金资助双月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但也有一些不一致的信息， 。谢谢！”

图谋：“得找‘靠谱’的信息源。此外就是，得按需查找，找符合需求的。比如

有的机构，可能只认某一种核心期刊目录。”平平：“问个问题，如果会议论文被

评到了奖，但不参加会议，这个奖项还有效吗。”图谋：“‘核心期刊’还有很多

家。各家均有其‘粉丝’。通常评奖是一回事，参不参会是另外一回事。”平平：

“我们参加会挺难，差旅费不给报销。”图谋：“也能理解。当前各种各样的会。”

平平：“自身处于不发达地区，本地举办会议很少。”图谋：“有关经费，还不够

个别领导使用呢。” 芝麻-君：“有人知道安徽的《大学图书情报学刊》，版面费

大概多少吗?”平平：“我 5 年前发过，那个时候不贵。”芝麻-君：“好的，谢谢。”

平平：“你被录用了不是会告知版面费吗。”芝麻-君：“这个刊这几年一直在武书

连的 SCD 里面。”芝麻-君：“我是感觉快录用了，先了解了解。”平平：“什么叫

SCD。”芝麻-君：“武书连弄的。”芝麻-君：“就跟 CSSCI 差不多。有的学校认这

个。跟 CSSCI 同级。” 

 

（17）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图书馆学学者戴维民少将被查 

月光如水：“腾讯 2014.12.8 新闻《南京政治学院戴维民少将被查》

http://t.cn/Rz07AdV。” 诸法不*：“我晕，这是咱们专业的啊。唉。”春丽：“怎

么要查图书馆馆长。” 学者：“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戴维民少将被查戴维

民现年 52岁，安徽省宣城市人，1980 年代初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本

科毕业后考取该校图书馆学教授何金铎和刘重焘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之后在复旦

大学获得文学博士。1990年代，戴维民调入原上海空军政治学院，1999年 5 月，

空军政治学院转隶并入南京政治学院，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在此期间，戴

维民历任该院图书档案系（信息管理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戴维民是信息传播

领域著名学者，在全国及全军图书馆学界颇为知名。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索引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高等教育档案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军政治工作信息化研发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其主要学术

领域为信息传播、信息组织、信息资源管理，完成国家级、军队级等各类课题十

多项，主持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基于信息共享的网络舆情信

息工作机制建构与服务内容研究》，出版《信息组织》等著作 20余部，发表论文

180 多篇。”annabel：“两周前选了他的 2014 版《信息组织》作下学期的教材报

了教材科。看到新闻正在想这下怎么办，是否需要更换？明天问问领导。大家认

为会让换吗？”学者：“一定会，那是政治问题。”春丽：“我也同意。”天外飞仙：

“教务处敢不同意换？” 书卷：“图书馆系统好不容易出个人大官，被抓了人大

http://t.cn/Rz07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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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冯慧玲也下台了，好像在人大名声很不好。”草苇：“冯慧玲。也是出事吗。”

书卷：“退休。”草苇：“她是不是做到副校长了。”书卷：“是。多年的副校长。”

草苇：“有没有图书馆出身的馆长升至校级领导的例子？”书卷：“就是不多才尅

下的。”书卷：“可惜的。”安哥拉兔：“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馆长刚升为副校长。”

天涯：“郑大的崔慕岳不知道当没当过馆长。”薄荷：“这种情况太少了…。”草苇：

“开明的学校。” 素问：“南京中医药大学馆长本身不是图情专业的。”素问：“他

们老馆长是北大毕业的。”平平：“戴是图情的大牛啊，都落马了。” 图谋：“关

于戴教授，似乎不宜‘落井下石’。至于弃用戴教授著述，更属荒唐。”天外飞仙：

“但是在中国这种国情中，要考虑的。图书馆本来应该保持中立的，书内容没问

题，就可以用，但是…”图谋：“恐怕属于自作聪明。”天外飞仙：“也许，但愿

吧。” 暨大李*：“财经网报道 http://t.cn/RzTOFqJ。”叶子随风：“我的观点是作

品与人品无关。”图谋：“关于这类话题，圕人堂不要‘发挥’。周讯中一概回避。

要知道，只是作为不明真相的‘看客’，不恰当的‘发挥’是损人不利己的。”笨

笨虎：“新浪新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戴维民少将被查。

http://t.cn/Rz07r4z。我们专业的大牛啊。”琼琚：“真是可惜了了....”笨笨虎：“以

前还看过他编的书。” 

 

（18）公共图书馆第五次评估文件 

南开图：“哪位老师有第五次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帮我发下，谢谢了。”（注：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县以上公共图书馆第五次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及相关文

件.zip 已上传至群文件。） 

 

（19）论剑的博客：老槐“另类的图书馆学入门资料” 

图谋：“论剑的博客 http://libgest.bokee.com 老槐十年（2003-2013）‘论剑’

结晶。以金庸武侠文笔，深入浅出介绍图林‘各个领域的状况与某些重要人物，

并作为另类的图书馆学入门资料’。其降龙十八掌之图书馆自动化等 8 掌为 2013

年所写。晚上将全部博文浏览了一番（2008 年之前的基本属于复习），感慨良多。

或许有助于忆往昔，思来者，明当下。”图谋：“前两天在家里能打开。”图谋：

“我是想找一下老槐关于参考咨询的评述。一起来‘品味’一下。”图谋：“apple，

能否帮我把参考咨询那篇的内容贴进来？”风萧萧：“降龙十八掌之鸿渐于陆─

─参考咨询 作者： 论剑 2013-10-04 20:47 分类：默认分类标签： 咨询 图书馆 

参考 《射雕》中的笨小孩郭靖有过一次潇洒的打斗，他学着周伯通左右互博之

技，双手各使一招降龙十八掌掌法。右手使的招法是‘亢龙有悔’，左手使的就

是‘鸿渐于陆’。图林中，亢龙有悔对应图书馆学基础，那么与鸿渐于陆对应的

http://t.cn/RzTOFqJ
http://t.cn/Rz07r4z
http://libgest.bok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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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领域？我看是参考咨询。   80年代初图书馆还没有计算机，馆内最牛的

工作就是参考咨询，最能体现‘智慧与服务’精神的工作也是参考咨询。当年去

图书馆实习，老师的第一节课就是‘一参二编三流通’，所以我们得先去流通部

跑库，跑熟了再去编目部分编，最后领导瞧你有出息，就可以考虑派你去做参考

咨询了。没有计算机的年代，做参考咨询的功夫也的确了得。来上海读研时听刘

重焘先生讲课，一个学期讲下来，专讲大教授找不到的书，如何被他轻松搞定。

鸿渐于陆是一招藏巧于拙的掌法，参考咨询最讲究就是藏巧于拙。太聪明的人，

太锋芒毕露的人，做不好参考咨询。如果说基础理论是图林学问中最牛的领域，

参考咨询就是图林工作中最牛的领域。郭靖将这两掌放一起，太有道理了。进入

网络图林时代，参考咨询遇到最大对手──股沟。专家们钻了一辈子学问，很内

涵地抛出一个解答，小屁孩一股沟也能回答，结论文本化，而且免费，而且 24

×7，而且不欠人情。图林应对之策呢？大致是一查新，二学科服务，三用户素

养教育吧。查新，来钱还受欢迎，好活！学科服务，守在图书馆书库中等别人上

门来参考咨询败给股沟了，那我派人人盯人加上门行不行？这二条对策行是行，

只是。。。唉，‘只是’就不讲了，反正它们目前还是‘模式’，不是常态，新常态

也不是。用户素养教育呢，图书馆员做老师，别提多爽了。100人的课只来了不

足 10 人又如何，‘毛邓三’不点名能来多少？ 参考咨询遇到的麻烦其实是图书

馆麻烦的缩影，智慧与服务不敌计算机服务。参考咨询已经成为一种不明觉厉的

工作，他们自己玩得有滋有味，用户、馆长和其它馆员虽不明白他们在干嘛，但

是觉得很厉害的样子。”图谋：“我当时看了这段话，首先感觉当前确实是那个状

况，其次作为图书馆员心生寒意。”（注：降龙十八掌之鸿渐于陆──参考咨询.txt 

已上传至群文件。） 

 

（20）招聘信息：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南京医科大学

图书馆 

书林闲人：“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招聘员工，详情请见 http://t.cn/RzTWzUR。”

薄荷：“现在非应届生不太容易在图书馆找到有编制的工作了吧。”琼琚：“应届

生也不容易找到有编制的。”小辉：“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正在招聘一名带编制的

图情专业毕业生。有兴趣的同仁可以了解一下。”安哥拉兔：“南京医科大学图书

馆 http://wszp.njmu.edu.cn/zpstar/，招收一人。”sonorous：“今年招聘机会好多。

可惜我已经毕业了…。”teee：“今年有好多机会。”sonorous：“是啊，感觉比去

年多呢。” teee：“很多不是图书馆专业的都想来图书馆工作，也是有原因的吧。” 

 

（21）《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等期刊发文不参与部分学校的评估 

http://t.cn/RzTWzUR
http://wszp.njmu.edu.cn/zp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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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ui：“求助：期刊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是哪个国家出版的，是否

是 EI 收录期刊。”Floating：“是 EI 收录的，非 SCI。TTP 出版的期刊，瑞士的，

EI 和 ISTP 收录，SCI 不收录，发表的都是国内外的各种会议的论文集。08 年开

始 被 SCI 收录了。”天外飞仙：“什么地方查询得到？”Floating：“通过文章的

IDS 号来区别 SCI 和 ISTP。IDS 号中是数字开头的就是 SCI 收录，是字母开头

的是 ISTP 收录。80%都是中国人的会议和文章。这是个问题期刊，湖南科技大

学 都 明 确 表 示 发 上 面 的 文 章 不 予 确 认 ， 详 见 网 址 ：

http://www.hnust.edu.cn/ggtz/49817.htm。还包括《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Key Engineering Materials》、《Materials 

Science Forum》等出版物。关于对发表在《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等出版

物的论文不再奖励的通知作者： | 来源： | 发布日期：2014-01-06 各教学科研

单位：根据学校 2013 年 12 月 24 日相关学科专家、校学术委员会部分委员专题

会议精神，决定从 2014 年开始，对发表在《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Key Engineering Materials》、

《Materials Science Forum》等出版物的论文，发表和收录均不再奖励，相应

论文在学校职称评聘和岗位聘任中也将不予确认。科技处 2013/12/24。”图谋：“主

要是太多了。我这边好像从 12 年开始就不奖励。叫是叫那个名字，但什么东东

都发，包括图书馆人写的图书馆方面的东东。如果是去掉 Research 那个期刊就

‘高大上’了。”liurui：“图谋老师，这个刊的 ISSN是1662-8985，还是1022-6680？”

图谋：“这个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吧。”liurui：“百度两个都是。对应的这个刊名的

刊。”图谋：“难道也有 print 及 online 两个号？”liurui：“calis 外文期刊网是

1022-6680 。 好 像 当 前 的 为 前 者 。 自 行 查 实 一 下 。 根 据 这 个 地 方 ：

http://www.scientific.net/AMR/details ISSN print 1022-6680 ISSN cd 1022-6680 

ISSN web 1662-8985。它有 3 个 ISSN 号，印刷版、CD 版、web 版。”liurui：“印

刷版和 CD 版的是一样的。” 

 

（22）关于馆员称谓、图书馆员职业的专业性和未来的讨论 

apple：“每每电话咨询 喊我们老师者寥寥无几。”琼琚：“我刚在高校图书馆

做完读者的调研，同学们对馆员的称呼有：工作人员、管理员、图书管理员、图

书馆工作人员、保管员、阿姨...”娜娜*：“还有叫小姐、同志的。”图谋：“当前

图书馆工作的专业性确实是越来越找不到‘北’了。”apple：“大妈 大爷 大姐 。”

琼琚：“对的 叫啥都有。”笨笨虎：“同志你好 。”teee：“正常。”圆梦美玉：“师

傅。”teee：“图书馆学的学生都叫大姐、阿姨。”apple：“更多的 叫 ‘哎’。”teee：

“还有喂。”笨笨虎：“叫阿姨的多点。”琼琚：“原来在读者用户心目中就是这样

http://www.scientific.net/AMR/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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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 只有我们这圈子里才称呼自己‘馆员’。”那女孩*：“老师。”图谋：“传

统的知识与技能不扎实，现代的（新兴的）知识与技能一知半解。”琼琚：“叫老

师的基本没有....”误入奇图：“刚有个学生要来论文查重，张口叫我：姐！”圆梦

美玉：“我刚工作头几年还有叫我同学的。”图谋：“作为图书馆员，自个‘反思’

一下，确实能‘理解’种种现状。”笨笨虎：“馆员称谓变迁史。”apple：“袁同

学是来拉仇恨滴 我们都被喊阿姨 就你是同学。”安哥拉兔：“还有叫叔叔的呢。”

apple：“年轻就是好 我目前还好 没被喊大妈。”天外飞仙：“不会吧，我碰到的

同学一般都叫我们老师。”圆梦美玉：“，我还郁闷呢，本来是大一辈的，结果是

同一辈份了。”娜娜*：“我们和售货员、小摊贩没区别呀。”笨笨虎：“不叫老师

叫其他称谓我觉得也可以 有的更亲切。”酉卒林夕：“这有什么呀，现在把系上

的老师，都叫奶奶，大哥，阿姨的。”安哥拉兔：“我管理微博，私信里经常有人

这么称呼。”娜娜*：“导师叫老板、大佬。”素问：“电子阅览室的人经常被称作

老板。老板，我要充值！”琼琚：“亲切归亲切，但同学对馆员的称呼也反应了馆

员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确实就是...管理管理图书...管理管理阅览室...而

已...”素问：“其实，也可以被称作‘掌柜的’。”星辰：“不是在办公室充值吗？

收钱和用钱不能在一个部门的。”薄荷：“自助服务推广之后，图书馆员对于同学

来说越来越没有存在感了。”酉卒林夕：“这个不光是形象的问题，还有师生关系

的，很多社会现象的问题。老师和学生越来越平等了，向社会上其它关系一样。”

娜娜*：“平等都是好事，但是平等不意味着越级，或是突然给老师泼开水。”酉

卒林夕：“这个是个别现象，什么时期都有。” 酉卒林夕：“其实我觉得除非侮辱

性的称呼，一般称呼不代表学生不尊敬老师。也有可能这是觉得这样称呼很亲切

等原因。或者很形象。记得当年上学时，图书馆有个老师被我们成为‘鸡冠头’，

但是大家都特别佩服他，因为只要你去那个书库说什么书他都知道在那个架子

上。”琼琚：“问题是，今天有多少管理员能做到这样呢？我们很多同学反映，问

老师啥，啥不知道。”图谋：“当前‘图书馆职业能力’找不到‘北’。不知道该

会点啥，该学点啥。”酉卒林夕：“是的，来图书馆混日子的太多了，那位老师我

这么多年来一直觉得是阅览室人员的典范。其实每个图书馆还是有那么几个人能

做到的。”酉卒林夕：“现在很多图书馆都追求一些高大上的东西，基本服务可能

反而不太重视。”娜娜*：“酉卒林夕的能做到吗。”酉卒林夕：“我做不到，没在

阅览室工作。”风萧萧：“电脑书目查询，觉得读者都会检索，自己找书，自助借

还。有位快退休的同事说，她觉得馆员服务退化了。”娜娜*：“做技术？”茹玉：

“真是羡慕大学图书馆里的老师们哪。”酉卒林夕：“我们馆里有人做的还不错。

我现在做推广，编目。大部分不行。”大红兔：“我们在公共图书馆都被读者叫师

傅、服务员。”风萧萧：“我们馆以前推荐书目，都是老师手绘的，图文并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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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老师喜欢美术，做了好多年。”娜娜*：“怎么提高职业地位是个问题。”图谋：

“当前提升职业能力或许是当务之急。所谓有为方有位。”酉卒林夕：“想提高地

位就要让大家觉得你有用。”圆梦美玉：“可是有些职业就是要逐渐消亡的。你看

电报行业，有过辉煌，现在谁还在用呢！手段改变了，都直接手机了。”图谋：

“这是某省图工委技术年会会议内容。”薄荷：“图书馆员这个行业真的会消失

吗？”娜娜*：“无法预测。”图谋：“我不知道多少图书馆技术人员觉得那些技术

‘有用’或‘会用’。”娜娜*：“各占 50%可能。” 图谋：“信息技术在图书馆行

业似乎越来越重要，然而，图书馆行业信息技术人员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非常的

‘尴尬’。”娜娜*：“没有经济产值，就没有职业地位，国内无解。”圆梦美玉：

“感觉图书馆人还是有些地方做的不够细致，没有多想想，多做做，毕竟 FACE 

TO FACE 感觉不一样。”草儿：“那是太不一样了。”图谋：“当前图书馆事业的

繁荣，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假象’，因为图书馆社会地位边缘化进一步加剧，

图书馆职业能力进一步‘退化’。” 

 

（23）关于图书馆职业能力提升的讨论 

图谋：“图书馆职业能力的提升，乃至图书馆这一行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

上，我们是‘演员’之一。”娜娜*：“是谁我也不知道，副总理的，我只知道这

个事。”图谋：“不管戏份有多大，‘跑龙套的’也努力演好。”呆保：“我觉得改

善图书馆地位最好的方式就是圕人堂的各位加把劲，都当上领导，那样就好办

了。”娜娜*：“打铁还需自身硬。看能不能覆盖县级市级图书馆，全国有 1 万家

么，争取每个馆有一人加入，影响力就大了。”图谋：“人家总结美国图书馆的好，

给我的印象基本为‘做好自己’——也就是各自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图书馆需要

的不仅仅是‘领导’。美国图书馆事业的‘明星馆长’似乎没有我国多。”呆保：

“但是在我们国家，图书馆要想做成事情，与馆领导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娜娜*：

“不是非此即彼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馆员自身努力，上层路线也要用，不

矛盾啊。其实美国也有，只不过他们淡化这方面事情，喜欢突出‘岗位标兵’。

前几天有同事说我叫小孩善良，但社会险恶，我该不该教育善良呢，。一个意思，

善良和防范坏人、保护自身正当利益不矛盾吧。” 

 

（24）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4 年全民阅读推广峰会暨“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 

潇湘水云：“正在现场学习。”素问：“这是在湖南吗？”潇湘水云：“在江苏

常熟小城。”潇湘水云：“我们副市长现场主持。”小伊：“中间是王余光老师吧。”

新语新圆：“这是在哪里开的会。看着可不错。”苏州—罗：“肖主任在会议现场？”

sonorous：“会议的主题名称起的好长啊，而且没有英文的对应。”小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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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和第四个分别是吴晞和王余光，其他几个是谁？中国图书馆学会官方会议通知 

http://t.cn/RzTWIV6。”潇湘水云：“在现场学习中。”小伊：“会议怎么样？”潇

湘水云：“很棒。”苏州—罗：“会议应该是很好的。”苏州—罗：“我没有去，同

事去了。”小伊：“吴老师、徐老师、王老师都是阅读推广尤其是经典阅读的领头

人了。”天山雪莲：“阅读推广界有南徐北王之说，本周一听了徐雁的讲座，同事

已将 PPT 上传，下载已达 44 次啦。” 在水一方：“请问，在哪下载徐雁讲座 PPT?”

图谋：“群文件中就有呀。”在水一方：“好的，谢谢。”图谋：“周讯中也重点介

绍过。这份是徐教授 N 个报告的‘合影’。”图谋：“这一份可能也是徐教授的报

告？”sonorous：“一个 PPT 居然 26M，真是巨型 PPT 啊。”（注：徐雁老师之前

的“学习型馆员”与全民阅读推广.pptx 已上传至群文件。）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4 年全民阅读推广峰会暨“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启动仪式（图片

截取自小伊的照片） 

 

 

 

 

 

 

 

 

 

 

北大教授王余光发言（照片由潇湘水云提供） 

 

http://t.cn/RzTWI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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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发现电脑整理文献信息比人类更精确 

苏州一罗：“参见爱评测网站 2014.12.10 的新闻 《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发

现 电 脑 整 理 文 献 信 息 比 人 类 更 精 确 》 

http://www.aipingce.com/article-32019-1.html 由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大学开

发的电脑系统完成了更为复杂的任务：它可以从浩如烟海的科学文献中检索信息

并进行数据分类，并且准确程度不比进行人工录入的科学家差。这一研究成果于

近日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期刊上。” 

 

（26）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刊投稿信息辑录 

图谋：“关于投稿地址，最近在整理了《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刊投稿信息

辑录》 更新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个人建议圕人堂成员利用好这

类信息。” 子晗：“希望群里就图书馆馆员论文写作、投稿渠道、查重等方面的

知识进行一下普及和经验交流啊。”子晗：“还希望有经验的老师给指点一下，谢

谢了。”向日葵：“从投稿经验得知：被看好的稿子很快被录用，不大看好的，就

掂量掂量着，若遇到好的就被否了！”广东小*：“如果有外审的话，还要看外审

专家的进度。外审专家快，编辑部那边就快了。”广东小*：“所以，一般给我外

审的论文我都会尽快给出评审意见。” 

 

（27）关于图书馆员评职称答辩的讨论 

无为：“请问各位老师，有以前经历过答辩的吗？？什么程序呀，请教一下。

过几天我要答辩去了，好紧张啊。谁能指导一下，在线等。”薄荷：“学位论文答

辩吗。”无为：“职称答辩。”薄荷：“哦，那不太清楚。抱歉。”雨路：“研究馆员？”

无为：“有河北省今年晋升答辩的吗？？找个辩友。副的。第一次，都不知道该

准备什么。”雨路：“副研究馆员也要答辩了？”无为：“哎。中奖了。”雨路：“我

们这边好像副的不用答辩。”薄荷：“应该不会很难吧。”雨路：“只要论文是自己

写的应该没多大问题的吧。”薄荷：“可能主要是关于日常工作内容和科研成果的

问题。”娜娜*：“也许走个形式呢。”无为：“好像不是的。听说有比例。”Desper*：

“可不是走形式，辽宁的正高和副高一起答辩，然后会有 60%的人会被刷下来，

而评不上。”无为：“有答辩过的吗？？”雨路：“经历了这次答辩评研究馆员你

就容易了。”无为：“介绍一下经验。”雨路：“我们没有。”娜娜*：“我们单位是

还要做个 PPT 上去讲。”Desper*：“辽宁省的副高答辩，好像都已经好多年了。”

无为：“做 PPT 倒好说。至少知道目标。我现在是大海捞针，只能准备论文和课

题。辽宁的介绍一下过程、经验。谢谢了。”Desper*：“呵呵，我也只知道这些，

http://www.aipingce.com/article-32019-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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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也没参加过答辩。”无为：“问问你们有过经历的同事们。”Desper*：“他

们说，就是针对你写过的论文，提一些问题。其它的也不问太多，因为要答辩的

人太多。”无为：“论文不多。一般每个人多长时间？30 分钟？”Desper*：“没那

么长时间，基本上也就 15 分钟左右。”无为：“那每个人也就 3-5 个问题。”Desper*：

“最多两个问题。”无为：“哦。等候的时候给题目吗？”向日葵：“你在学校通

过时，需要述职和答辩吗？”无为：“上学时没有。”Desper*：“当然，这是辽宁

的，因为辽宁很多高校是无门槛直接到省里进行答辩的，所以人数会较多。所以

才会有 60%被刷下来。”无为：“这么多啊。”中民大谢：“@Desperado 你没评么？

看错了,你给的链接是去年的。”自由战*：“这个星期日辽宁省的图书馆职称评定

答辩，别想别的了，只要自己尽力去答辩就行了，其他的事儿，你也管不了。告

诉你个事实是我们单位去年报了五个，只上去一个。”自由战*：“认真准备吧，

我也得去答辩。”JUST 梨子*：“正高才要答辩吧。”自由战*：“不，正副高都得

答辩。”JUST 梨子*：“江苏正高才答，副高不答。”自由战*：“我们这儿不是。”

星辰：“都用着答辩，不同的职称干不同级别的活就可以了。” 

 

（28）关于圕人堂发展状况的统计数据和现状 

图谋：“圕人堂发展状况（2014 年 12 月 10 日 23:00，建群 7 月整）：圕人堂

成员 753 名，‘活跃成员’244 名，占总比 32%。各等级分布情况：502 名‘观员’

（占 66.7%），积分为 0，其中 209 名观员（占 27.8%）从未发言；102 名‘惯员’，

积分为 1-5 之间；   75 名‘馆员’，积分为 5-28 之间；50 名‘灌员’，积分为

30-171 之间；17 名‘管员’，积分为 174-384 之间；7 名‘冠员’，积分最高为

1372 分，第 2 为 757 分，第 7 为 451 分。”误入奇图：“最好有别的附加措施管

理。”图谋：“大道至简。特别是当前这种局面，可能还是管的偏多。”误入奇图：

“积分怎么计算的？”图谋：“感兴趣可以自行查阅 QQ 群的积分办法。”误入奇

图：“做这个统计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图谋：“这块属于系统自带的功能。”误入

奇图：“加群有早晚，统计数据不能说明什么问题。”sonorous：“弄个计算公式。”

图谋：“能说明发展状况。其实能说明的东西还很多。”酉卒林夕：“这个等级好

像是动态的，就算上去了，不说话会慢慢掉的。”图谋：“比如‘网络社群的 1:9:90 

法则’，其实这样的数据是很有说服力的。也恰恰是因为是动态的，方更具‘科

学性’。”酉卒林夕：“用这个统计群活跃度挺好的，不过这个称谓很好刷上去，

我见过有人一天就刷上去了，手工的。” 

 

（29）关于 2004-2008 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未结项课题撤项的通知 

Mossad：“关于 2004-2008 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未结项课题撤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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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4 总共 225 项，重点项目很多项都结不了题，民脂民膏就这么打水漂

了；也没见有人出来道歉或者课题申报主管单位出台惩戒措施 。 

http://t.cn/RzSYbVI。”芝麻-君：“中国的课题有一部分就是那么回事。有多少课

题不是凭实力评上的？”娜娜*：“不是科研项目不结项的禁止申报三年吧。” 

 

（30）2015 春运抢票细则和图书馆服务 

克莱蒙：“http://t.cn/RzNmLuT 优酷网 2014.12.6 上的 2015 春运抢票细则，

央视视频。也许图书馆可以开展帮助用户进行网上抢票的服务。”克莱蒙：“学信

管的也会觉得这个视频很有意思。”克莱蒙：“抢票今天开始。预售期由 20 天变

成 60 天。”娜娜*：“为学生服务抢票啦。”sonorous：“抢票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事情。” 

 

（31）2014 年台湾 OCLC 管理成员馆联盟会员大会数据下载 

栀子花开：“2014 年台湾  OCLC 管理成员馆联盟会员大会数据下载

http://t.cn/RzO8SFW。”Mossad：“网站中包括以下资料 1. OCLC新趋势与亚太图

书馆合作(王行仁副总裁/OCLC亚太服务部) 2.台湾 OCLC 管理成员馆联盟执行成

果暨 OCLC 第 6 届亚太年会纪行报告 (李明锦组长/台湾大学图书馆书目服务组) 

3.OCLC产品与图书馆个案分享(蔡淑恩主任/OCLC亚太服务部) 4.OCLC Research

近年研究趋势与研究报告阅读心得分享(叶欣怡股长/台湾大学图书馆书目服务

组) 5.OCLC WorldCat Discovery Service 国外联盟合作案例分享(蔡淑恩主任

/OCLC亚太服务部) 6.淡江大学图书馆实行 RDA经验分享(方碧玲组长/淡江大学

图书馆采编组) 7.台湾大学图书馆中文人名权威建置经验分享(陈郁文股长/台

湾大学图书馆书目服务组)。”（注：台湾 OCLC 管理成员馆联盟会员大会相关报

告的 pdf 文档 已上传至群文件。） 

 

（32）OCLC 报告 The Future of Library Collections and Collecting 和 Lorcan 

Dempsey 的博客推荐 

图谋：“OCLC 研究报告 Collection Directions：The Future of Library 

Collections and Collecting By Lorcan Dempsey, Constance Malpasand Brian 

LavoiePublished in: portal: Libraries and the AcademyVolume 14, Number 3, July 

2014 下载地址：http://t.cn/RzTWlkc 文件已放到群文件中了。”薄荷：“辛苦啦！”

迷图忘返：“辛苦了。”teee：“谢谢。”图谋：“那份研究报告对应的中文意思大

致为：馆藏发展方向：图书馆馆藏及其采访的未来。第一作者是世界级大牛 Lorcan 

Dempsey，OCLC 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师、研究部总管。 CLC 官方的翻译是‘OCLC 

http://t.cn/RzSYbVI
http://t.cn/RzNmLuT
http://t.cn/RzO8SFW
http://t.cn/RzTWl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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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副总裁兼首席策略师’。Lorcan Dempsey 还是一名非常资深的博客，其博客

地址为：http://orweblog.oclc.org/ 自 2003 年 10 月 20 日开始写博客，至今仍在坚

持。2003-2010 年非常活跃，非常高产，之后逐渐‘式微’，2014 年更新博文 3

篇。” 

 

（33）关于美国高校图书馆员在专利局进修的讨论 

麦子：“今天中午，我们馆员协会办了一个活动，请去美国专利局进修一年

的一个馆员讲这一年的体会。她是刚在我馆拿到工作后直接去的。专利局给她付

工资（9 万），出房租，搬家费和餐饮。她只是我们馆里负责专利和商标的。据

她说，专利局有 11000 工作人员。很多做专利调查的都有博士，但即便如此，必

须有 3 年的专门训练。对了，她今年都 56，7 了，4 个孩子，最小的都大学毕业

几年了。”娜娜*：“专利局需要她的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专业知识是么。国内是非

图请专业也上继续教育课程。”春丽：“图书馆如何能被学校认可，关注呢。”

winwin：“我同事的的孩子，今年浙大理科硕士毕业，去了专利局，这半年一直

在培训文献检索。”麦子：“她是化学背景，当然有图硕。她不是专利局的人，是

我们的一个馆员。”147：“哪个馆的同仁啊？这么高大上！我是说去专利局进修

的。”麦子：“我在加州。”素问：“要是在国内，56、57 岁的老太太，单位不会

让她出去一年进修的。”娜娜*：“这不是多沟通多宣传作用出来了，国内专利局

也培训文献检索的事情不就出来了么。”麦子：“工资其实都是外面出的，而且，

我们这里算她是的了一个奖。可以算是双赢。刚在网上查了美国专利局 2015 年

的预算，是 32 亿美元，而收的费是 34 亿，13200 个工作人员，所以有的是钱。”

娜娜*：“账面上 66 亿一共？”麦子：“不是，收了 34 亿，向国会申请使用其中

32 亿，其余上缴。”娜娜*：“刚算了一下，32 亿除以 13200 人，每人每年 242424.24

元。”麦子：“政府部门浪费总是有的。另外，每个人的工资加福利，平均 15 万

可能还是要的。”娜娜*：“9 万*13200 人=专利局一年运营成本。”娜娜*：“那个

加州老太太是 55 岁入职，开始做图书馆馆员的。”素问：“是 55 岁开始在麦子老

师他们馆，之前也可能在其他馆工作过。”娜娜*：“这个跳槽太成功了。” 

 

（34）国外 LIS 相关信息源推荐 

克莱蒙：“[公益作业]国外 LIS 相关信息源推荐  1. Library Journal 的

InfoDOCKET。了解国外以美国为主的 LIS 动态必备信息源，由 Gary Price 管理。

http://www.infodocket.com 2. #uklibchat。英国民间的 LIS 学生和从业人员的社交

组织，每月在 Twitter 上讨论一个 LIS 的话题。网站上有以往话题的总结和新话

题的介绍。<墙外> http://uklibchat.wordpress.com 3. Information Literacy Weblog by 

http://orweblog.oclc.org/
http://www.infodocket.com/
http://uklibchat.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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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la Webber。最棒的信息素养领域博客，没有之一。Sheilla Webber 是英国谢

菲尔德大学的高级讲师 (Senior Lecture)，曾在大英图书馆工作 13 年。<墙外> 

http://information-literacy.blogspot.com 4. LSE Impact。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科

学影响博客，可供社会科学研究、科学计量、数字人文的研究者参考。

http://blogs.lse.ac.uk/impactofsocialsciences/ 5. Library Campaign。“图书馆运动”，

英国的非盈利性机构。机构网站上每 1-3 日更新英国和其它英语国家的公共图书

馆信息。该网站是了解英国公共图书馆现状非常全面的信息源。 

http://www.librarycampaign.com 除此之外，可以关注一些知名媒体比如 BBC、

Guardian、NYTimes、ABC 的报道，和专业协会的网站，比如 IFLA、ALA 和

CILIP 的官网，还有一些社交网络，比如 ALA、CILIP 在 Twitter、Linkedin、Pinterest

上运营的内容。”图谋：“克莱蒙：国外 LIS 相关信息源——博客推荐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9911.html 圕人堂公益作业，首篇投稿。感

谢克莱蒙的支持！期待更多成员‘给力’。”娜娜*：“‘墙外’的标注很细心啊。”

克莱蒙：“谢谢！”winwin：“感谢克莱蒙的说明。可惜啊，翻不了墙。”天外飞仙：

“以前有老师介绍了工具。”winwin：“校园网里不敢用。”克莱蒙：“买个 VPN。”

winwin：“在家试试。”（注：国外 LIS 相关信息源（博客）推荐[圕人堂公益作业].pdf 

已上传至群文件。） 

 

（35）关于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效应方面的研究的调查问卷 

文心雕龙：“各位同仁，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这份网络调研问卷目标群

体主要为出版研究者与出版从业者。如群内或各位同仁的朋友有从事出版研究或

出 版 工 作 的 ， 请 帮 忙 填 写 、 转 发 ， 非 常 感 谢 ！ 问 卷 地 址 ：

http://www.wenjuan.com/s/zue6Bn/。”图谋：“这份问卷，圕人堂符合填写条件的

比较少。潘启雯做群主的‘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阅读’群，那个群出版界人士比较

多。”文心雕龙：“感谢王老师提醒！已转了几个出版的群。”图谋：“杨老师的博

士？”文心雕龙：“是的。经常拜读您的博客和文章。” 

 

（36）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员会统计数据推荐 

向日葵：“求助：想查一下全国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的数据，能在那里查到？”

刘方*：“馆藏资源的数据，具体是指什么内容？”向日葵：“纸质馆藏、电子资

源等。”广州书童：“年鉴会有？ 高校图工委有木有。”图谋：“我觉得是真没有。”

图谋：“从高校图工委事实数据库的填报率可见一斑。”刘方*：“高等学校图书馆

事实数据库有 2004 年以来的数据，参见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网站发布的数据，此

项数据的发布主要是王波老师在做。”向日葵：“最新年鉴？”图谋：“填报的高

http://information-literacy.blogspot.com/
http://blogs.lse.ac.uk/impactofsocialsciences/
http://www.librarycampaign.co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9911.html
http://www.wenjuan.com/s/zue6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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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不到 1/3，填报了的高校之中，‘有效’的数据又要打折。从微观的角度来讲，

单个馆宣传的馆藏量多少多少，这个数据同样需要折上折。面对这样的现状，个

人的建议是转变思路，‘见微知著’。”图谋：“馆藏资源这块至少得二分，划分为

印刷型馆藏及数字馆藏。前者相对好统计，后者缺乏统一的计量标准（几乎无法

比较。得用‘替代指标’，比如年采购经费等。）。根据 2013 年高校基本数据排行

榜，600 来所高校中，2013 年高校图书馆经费最多的是 5400 多万元，最少的是

8 万元多一点。”learn2be：“能麻烦给出数据来源网址吗，谢谢。”图谋：“2013 年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最多的是 5 千万元，最少的是 9787 元。其实这个群

文件中有。”learn2be：“谢谢，我是新来的。”图谋：“数据源于图工委网站。见：

http://www.scal.edu.cn/tjpg/tjsj。考察高校图书馆的情况，高校图工委的这批数据

是重要信息源。”刘方*：“这算是唯一的‘官方’数据了。”learn2be：“图谋，非

常感谢。” 

 

（37）用 RSS 订阅某一主题的相关动态——以 LIS 学科为例 

克莱蒙：“分享自 Cle_d 《[入门]如何用 RSS 订阅某一主题的相关动态？以

LIS 学科为例》 - 本文提供使用 RSS 订阅互联网信息的入门介绍，尤其是关于

某一主题的信息。文章介绍了 RSS 的优劣和使用 RSS 的简单步骤，并推荐了若

干 LIS 学科的 RSS 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7077640102vaoc.html。” 

 

（38）联想接龙：由“图书馆”一词所联想到的 20 个词语 

图谋：“群邮件中，surfy 老师出了一道题：‘老师：您好！我想搜集一下在

您看到‘图书馆’一词时，您能想到的认为能揭示‘图书馆’这个概念的内涵的

20 个词语，请依次写出，不得重复哦。劳烦您了。’目前有 16 人参与，感兴趣

的成员可以继续‘接龙’。”$欧泊$：“如果这道题由图书馆员和读者分别来回答，

然后作对比统计分析，可以写一篇论文。”图谋：“处处留心皆‘学问’。”$欧泊$：

“读者的答案跟我们应该会有较大的差别。看哪些词出现的频率高。不同类型读

者看待图书馆的视角会有不同。”gffdsg*：“已评。可惜参与人数过少。要不真的

可以好好研究下。”$欧泊$：“可以在选择几个图书馆和一些用户通过问卷做。不

同层次馆员回答的差异也可以分析。”gffdsg*：“我看到想法差异还蛮大的。”$欧

泊$：“绝对可以作一篇核心了。”图谋：“我更赞同将那个‘接龙’视为娱乐活动。

在不到 9 小时内，有近 20 人参与，这个参与度算是相当高了。图谋作为跑堂的，

此前曾试图发起的一些活动，相形之下影响力差得太远。”gffdsg*：“可惜如果要

做研究用人数还是太少。”图谋：“娱乐比研究更有意义。”gffdsg*：“其实可以让

参与者填写自己的身份是馆员还是读者。”许继*：“这个词要的太多了。”图谋：

http://www.scal.edu.cn/tjpg/tjsj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7077640102vao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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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感觉多。不过真正随想随写，发现 20 个远远打不住。”许继*：“三个就够，

扩大大样本。”图谋：“白天没时间‘搭理’，晚上我写了下。作为娱乐，随心所

欲写几个，这样比较好。”图谋：“真正上升到‘研究’的层次，有些无趣。岸芷

汀兰：“但是说了不让重复，肯定词频不准了。”图谋：“20 个词，乍一看挺多，

实际动手理一理，似乎很快可以搞定。”岸芷汀兰：“我感觉我好像理解错了。”

图谋：“每个人的理解不一。”许继*：“动手理就不再是自由联想了，结果就是成

了应该是这个。手机找不到群邮件呢？”图谋：“少于 20 个词的，可处理为其认

为不需要 20 个词。”图谋：“有的有 qq 邮箱提醒。”图谋：“我的有。”误入奇图：

“你认为哪 20 个词最能表达图书馆的内涵，应该不是你现在所处的图书馆的现

状。”娜娜*：“是自己想象中的还是当下感受到的。”图谋：“‘在您看到‘图书馆’

一词时，您能想到的认为能揭示‘图书馆’这个概念的内涵的 20 个词语。’。”许

继*：“想到的。”图谋：“这个应该是可以自由发挥。”岸芷汀兰：“我的少于 20。

是我当时理解有问题。我以为是不能跟别人重复呢。有点想当然了。”许继*：“自

由联想。比容：天堂。”图谋：“如果认为现在所处的图书馆的情况能代表，也是

可以的。”许继*：“你想到的图书馆概念的内涵。”娜娜*：“这时候看出自己是感

性的还是理性的。”图谋：“圕人堂中的图书馆工作者可以参与，非图书馆工作者

亦可以参与。”娜娜*：“魔幻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图谋：“感性可以，性感也行。”

误入奇图：“如果现实足够魔幻。”图谋：“群邮件那个‘接龙’，刚才瞄了一眼，

已经盖到 24 楼了。回头最好由发起人做个词频分析，或许有些趣味。参与这个

‘游戏’，最好是先不看别人的答案，自个做一遍。” sonorous：“这个南开大学

徐建华教授 2011 年的时候，一个项目的调查问卷里的第一道题就是这个。项目

名称是图书馆刻板印象方面的。”迷图忘返：“我也觉得这个像是调查‘图书馆刻

板印象’的，如果真是如此，就不该调查专业人员。” sonorous：“当时他们的

问卷调查了各种人。”刘方*：“这个和心理学上分析例如‘人格’这种概念很相

似。”sonorous：“他们当时就是和南开大学心理学系的一个老师请他参谋的问卷。

最后问卷数据录入到了 SPSS 里然后用 SPSS 分析的。”刘方*：“完全可以理解为

分析当代图书馆员对图书馆这个概念的理解。”sonorous：“每个填问卷的人会得

到一个南开大学的书签。”娜娜*：“自我认同。” 

 

（39）2014 年 12月 12 日《图书馆报》 

图 谋 ： “ 2014 年 12 月 12 日 《 图 书 馆 报 》

http://m.xhsmb.com/20141212/edition_1.htm 看点：冯继强《聊一聊馆员培训》、《首

届南京图书馆理事会和监事会成立》、《无锡新区图书馆探索新型管理与服务模

式》、皮春花《图书馆员的‘隐性福利’》、《2014 数字出版大事记》、《重放异彩

http://m.xhsmb.com/20141212/edition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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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昙花一现——2014 年影视书盘点》等。” 图谋：“皮春花《图书馆员的‘隐性

福利’》：‘就拿福建省图书馆来说吧，我进馆 7 年，见证了 3 位馆员的子女考上

清华，十多位馆员的子女或进入海外名校，或进入国内‘985’高校，正在成长

的小学生们也都个个优秀。’。”图谋：“其中也有满满的‘正’能量。什么原因，

可以参考人家的进一步‘解读’。” 

 

（40）关于科学网审核博客开通的问题 

gffdsg*：“请教下，为什么我注册科学网后不允许开通博客。”草苇：“之前

是要实名。实名才开通博客。”图谋：“印象中科学网开博需要审核通过。周末或

许没人上班？” gffdsg*:对了 我想请教各位老师 我用实名注册可惜网为何还是

不能开通博客。图谋：“关于科学网博客的事情，还得向科学网咨询。为更好的

与博主进行沟通，科学网增设总编辑邮箱 kxwzbj@stimes.cn，欢迎大家来信沟通。

原科学网博客问题咨询邮箱 blog@stimes.cn 仍继续使用。” 

 

（41）免费电子书网站汇总 5 月新版 

Floating：“推荐设定控整理的免费电子书网站汇总。”（注：免费电子书网站

汇总 5 月新版.pdf 已上传至群文件。） 

 

（42）《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4 图书馆版)》：未来图书馆就在你的指尖 

洞庭水手：“推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4.12.10 编译的《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

告(2014 图书馆版)》 http://www.jyb.cn/world/gjgc/201412/t20141210_606945.html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未来图书馆就在你的指尖。”图谋：“水手贴这个信息挺

好，我收藏了。”图谋：“那条信息补个‘摘要’：新媒体联盟会同瑞士库尔技术

与经济学院、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图书馆和德国国家科学技术图书馆共同发布的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4 图书馆版)》(以下简称‘地平线报告’)显示，

未来 5年，图书馆馆藏图书资料将只是信息资源的一部分。信息资源借助网络将

具有共享性、互动性、开放性，呈现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发

展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获取知识和利用资源的方式，也必然会给图书馆的职能

及服务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43）关于图书馆内部科研小组的讨论 

误入奇图：“大家所在的馆有没有专门开展科研的小组？或者说馆里的科研

团队都是如何开展工作的？”草苇：“有。”呆保：“我们的形式基本是单打独斗，

学科建设汇报时就把我们个人申报的与学科相关的科硏项目纳入。”草苇：“领导

http://www.jyb.cn/world/gjgc/201412/t20141210_606945.html
http://www.jyb.cn/world/gjgc/201412/t20141210_6069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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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组织个学习型小组。”Lee：“大单位建立一个小组相对容易，小单位就另当

别论了。”图谋：“那样的‘团队’其实有不少。也不见得要人多。‘情投意合’

的话，两个人就足够了。我‘选送’一个团队，就是二人组团队，他们是：江南

大学图书馆吴稌年、顾烨青团队。有心的成员可能会发现，二位的合作，可谓硕

果累累。”误入奇图：“哦，你选送的？”Lee：“我感觉同一小单位难得寻觅情投

意合的。相反跨单位的相对好选择一些，比如图林五散人。”图谋：“对了关于科

研团队，我赞同 lee 的‘我感觉同一小单位难得寻觅情投意合的。相反跨单位的

相对好选择一些，比如图林五散人。’。圕人堂建群的愿望之一，包括希望促成 N

个图情科研团队（最好是跨界的，具备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圕人堂成员扩张到

1000 人以上时，或许更有助于这样的团队形成，届时群成员之间可以更多地开

展实名交流。” 

 

（44）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 

洞庭水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12.10 的《2015 年度国家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申 报 公 告 》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210/c40531-26179934.html。” 误入奇图：“好

多指面题目感觉很虚，似乎每年立项的和这个指南也无必然关联。” 图谋：“而

且今年指南的题目空前多，多达 103 项。” 65985130：“社科基金中有 .海外华

人图书馆学家的学术贡献与影响研究，好像挺有新意的。还有这个，.图书馆职

业能力研究，已经在研究图书馆员的能力了。” 

 

（45）关于图书馆在微博上“每日一句”的讨论 

圕论坛刘：“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

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已挺过来的，人生会豁然开朗；还未挺过来的，

时间也会教会怎么与它们握手言和。所以，都不必害怕。晚安。”图谋：“刘主编

有意思，早晚‘请安’制度？”洞庭水手：“刘主编 帮我发篇文章不？”Lee：

“圕人堂可以搞个每日一句。”图谋：“更有意思的是还附赠‘心灵鸡汤’。”米粒

MM：“今晚加班刚从单位回到家，看到这段文字满满正能量。”图谋：“直接采

用刘主编贡献的就挺好。”Lee：“刘主编这句可以算是开头了。”图谋：“对了，

陈武老师也有每日‘金句’。”Lee：“http://t.cn/RzTWRBH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每日一句。”图谋：“我随便截取几句。”图谋：“我贴的是陈武老师的。Lee

分享的好像是名人名言。”Lee：“是的。国家图书馆微博也在每日一句。”Lee：

“刚刚贴的链接是手机获取的，不怎么准确。我们的每日一句由专人负责，已经

坚持了两年多了。”图谋：“佩服！”Lee：“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腾讯微博搜索话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210/c40531-26179934.html
http://t.cn/RzTWR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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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书馆每日一句#。”圕论坛刘：“‘ 在人生低谷，我受到的启发是，人生一世，

终归尘土，就算有 100 年光阴，也不过历史长河中的涟漪。因此，人要活得正直

和真诚。无论遭受多大考验，只要视真诚为道路上的灯塔，绝望也能锻炼我。’

（朴槿惠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早安！” 

 

（46）关于圕人堂利用 QQ 群和圕人堂的营销、“私想”的讨论 

误入奇图：“你建这个群，交多少钱可以 1000 人以上？”图谋：“那个费用

是相当少的。”图谋：“200 来块钱。”误入奇图：“哦，直接把群转让给偶，可以

建 2000 人的，不用交钱，嘻嘻！我替朋友建的那个投稿项目职称群，等了好几

年也没等到朋友的级别够，想转让给他都转不过去。”图谋：“假如真有这个意愿，

将圕人堂继续‘发扬光大’。真愿意随时‘奉送’。”误入奇图：“玩笑话，你的责

任重大，别人担不起。”图谋：“我一开始就说过，我先行‘搭台’，大家唱戏。

我说的倒确实不是玩笑话。”误入奇图：“200 多管终身还是年费？”shawer：“年

费。”图谋：“只是超级年会会员年会。”误入奇图：“一年一交？不交是不是群就

解散了？”图谋：“好像很多种交法。”Lee：“超级免费貌似可以打折的。我就只

花了 100 多就搞定了。”图谋：“解散不至于。”Lee：“超级年费。”图谋：“只是

功能受影响。”Lee：“打错字了。”图谋：“是有个优惠价。印象中是 218 元。我

是打算需要时再升，省一点是一点。比如群成员已经 900 多了，我可能会把钱交

上。”Lee：“如果把 QQ 群的各种功能都用好，200 元还是值得的。”图谋：“花

钱买服务。这个投入与产出相当值得。我们当前的《圕人堂周讯》编辑工作用的

最多的是‘消息管理器’功能。”误入奇图：“是呀，我的 VIP7 级会员，也就 QQ

群这点服务可以用得上。”图谋：“那可能同 SVIP 享受的待遇，还是有区别。花

钱与不花钱，待遇是不同的。”误入奇图：“会员级别也是花钱经年累月累积的。

只是因为你建这个群本身 Q 号级别不够，所以才需要交费，我这样理解。”图谋：

“为了使圕人堂更好地发挥作用，当前主要是与科学网及微博‘综合利用’。其

实不是你理解的那样。我完全是为了建圕人堂群选择交钱，并试图实名认证。这

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圕人堂更好的运转。”误入奇图：“科学网，没通过我开通

博客，换博客地址，感觉和换手机号码一样呢。”图谋：“‘老成员’知道，圕人

堂一开始就整了愿景、使命、Logo 等一系列东西。”误入奇图：“辛苦。”图谋：

“《圕人堂周讯》从第一周开始至今未间断。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中的内容，应该

是大家都可以看的。”误入奇图：“是可以看，但不能写博发博。”图谋：“是有这

个问题，当前我未发现更合适的平台。”Lee：“QQ 空间可以考虑一下。”图谋：

“我将其与圕人堂‘拧巴’在一起，也是在做一种整合工作。”误入奇图：“或者

书社会，也是一种选择，可惜的是人气都大不如前。”图谋：“书社会是封闭的。”



圕人堂周讯（总第 31 期 201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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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 

误入奇图：“所以，我担心大家的这种热情能持续多久。科学网我以为某种程度

上来说也是封闭的。”图谋：“它较好地起到了拓展作用。而且从我的角度，也是

有意识地希望借助科学网平台‘跳出图书馆的圈子’。一方面利于进一步拓展视

界，一方面权且算作一种图书馆营销。”图谋：“2014.11.2 博文《圕人堂‘私’

想》 http://t.cn/R7W5NmE。”误入奇图：“向你学习，这种精神首先我不具备。”

图谋：“这篇文字较为完整的表白了我的‘私’想。希望不久的将来，因为有了

更多的知音，成为‘公’想。可以将圕人堂 QQ群视为‘圕’（图书馆）主题交流

群，百花齐放。有明线（公开的交流，你方唱罢我登场），也有暗线（小团体的

交流或纯粹个人间的交流），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希望圕人堂有助于圕人

共知、共建、共享。希望圕人堂有更多知音。希望圕人堂惠及更多人。”图谋：

“我所做的，只是‘抛砖引玉’。呵呵，那也算有助于‘长知识’。”误入奇图：

“上大学时，图书馆学概论是霍国庆上，第一个字就教这个。”图谋：“作为我的

角色，更多的也就是一‘搬运工’。本身没有创造啥价值，我只是前人及他人‘智

慧与服务’的搬运工。霍老师还教了这个，赞！” 

 

（47）美国图书馆杂志 Library Journal 的在线热点话题讨论 

城市天空：“http://lj.libraryjournal.com/category/webcasts/ Library Journal 的所

有在线热点话题讨论，注册了就可以登录进去看 PPT、听在线讨论。” sonorous：

“老师，我想问下，Library Journal 这本期刊影响因子有多高呢？算是美国的‘核

心’期刊吗？”南开-LIS：“这不是学术期刊。”sonorous：“杂志？”克莱蒙：“Library 

Journal 是一本美国的图书馆新闻杂志。可以登录官网免费看新闻。也有平板的

APP 可以下载。”城市天空：“平板的 APP 里面的内容需要花钱买才能看到，不

过可以试用看过刊一两期。”城市天空：“http://t.cn/RzTj504 普林斯顿大学的学

科馆员 Wayne Bivens-Tatum 的个人博客，他也是 Library Journal 的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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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莱蒙：国外 LIS 相关信息源——博客推荐  

2014-12-10 13:46  

国外 LIS相关信息源/博客推荐 克莱蒙 1. Library Journal 的

InfoDOCKET。了解国外以美国为主的 LIS动态必备信息源，由 Gary Price

管理。目前国内学界和从业人员已经有不少人关注该网站。 

http://www.infodocket.com 2. #uklibchat。英国民间的 LIS学生和从

业人员的社交组织，每月在 Twitter上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52 次阅读|没有评论 

http://t.cn/R7W5NmE
http://lj.libraryjournal.com/category/webcasts/
http://t.cn/RzTj50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9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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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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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3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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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4年 12月 10日，圕人堂公益作业收到群成员首篇投稿《国外 LIS 相关

信息源/博客推荐》。 

（2）2014年 12月 12日 12:00，群成员达 758人（活跃成员 249人，占 32.8%），

本群容量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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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蒙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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