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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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报》电子版 

图谋：“12 月 19 日《图书馆报》http://m.xhsmb.com/20141219/edition_1.htm。” 

 

（2）王启云：当‘云计算’遇上‘大数据’——圕人堂的故事 

图谋：“当‘云计算’遇上‘大数据’——圕人堂的故事 http://m.xhsmb.com/20141

219/news_15_1.htm。” 

 

（3）关于核心期刊和科研奖励等问题的讨论 

芝麻：“新一版北大核心，大概什么时候出来，有人知道吗？”图谋：“关于北

大核心，我前天在群里还发过以下信息：是想知道谁近期打电话问过。可咨询北

京大学图书馆文献计量学研究室何老师（http://lib.pku.edu.cn/portal/bggk/zuzhijig

ou）。”“我自身所在学校，从今年开始，人文社科核心只认 CSSCI，因此本校教师

不关注这块。”JUST 梨子：“我们学校也是，核心也不奖励了，无核心一说了，只

认 CSSCI。”图谋：“如果有人知道最新消息，希望分享一下。”天涯：“请教各位老

师，我们学校科研处制定的文件里有关于‘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

录论文’这一说法，我的疑惑是：CSSCI 来源刊里是不是只有一部分论文属于所

谓的‘CSSCI 收录论文’，而另外有一些论文虽然发表在 CSSCI 来源刊里，但不属

于‘CSSCI 收录论文’？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可笑，多包涵哈。”中南民谢：“只要发表

在 cssci 期刊，那论文肯定被 cssci 收录啊。”winwin：“看来，很多单位里，CSSCI

比北大版地位高啊。”小花儿：“你们学校还有奖励，我们学校发 CSSCI 的都没有

奖励呀！”“只有发中图学报才有 2000 元，其他的期刊都没有。”$欧泊$：“而且他们 i

stp 还有奖励。”“这个比 cssci 还要差。”平平：“我们有三千元。”图谋：“天涯那个问

题，其实不一定是本身有问题。要注意‘来源刊’是动态的，比如有的刊物某些年

份不是来源刊。”“好些高校，科研奖励属于‘绩效 II’分配范畴。”“学校层面自有其考

虑。”“学校层面重点关注看重的评价体系能得分的。”中南民谢：“不奖励，教职工发

文没动力。”“好学校奖励的面窄，对文章级别要求高。”广东小羊：“我们学校明确规

定，只有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才有科研奖励。”图谋：“比如 NSC 文章，基本上全

国高校都看重。”中南民谢：“我们学校还没有人能发 nsc。”$欧泊$：“这不是一般人

可以发的。”图谋：“我们这边目前倒只要为学校做贡献就可以，强调‘第一单位第

一作者’。”winwin：“自己晋级动力呢？”图谋：“‘晋级动力’，当前在好些学校相当微

弱。”中南民谢：“winwin，如果没有科研考核和科研奖励的大环境，大家就会懒得

http://m.xhsmb.com/20141219/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41219/news_15_1.htm
http://m.xhsmb.com/20141219/news_15_1.htm
http://lib.pku.edu.cn/portal/bggk/zuzhijigou
http://lib.pku.edu.cn/portal/bggk/zuzhiji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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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发文，自然而然，晋级对文章数量和级别的要求就会降低撒 。”天涯：“中南

民谢，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学校科研处除了 SCI、EI...CSSCI...等一批检索性工具

外，又另外详细列举了 A、B、C 类不同层次的各学科期刊，这两者就出现重复

交叉的现象，结果出现有趣的现象，一篇论文有两个奖励分值，CSSCI 的比 B

类的高一截，管科研的人按 B 类算，不按 CSSCI 算。”中南民谢：“我们一般是就

高不就低。”天涯：“中南民谢，是啊，应该像你们那样算啊。所以，对于我们这种

情况，我才产生了刚才的疑惑，怀疑是不是 CSSCI 收录的内容是以论文为单元，

而不是以期刊为单元。”winwin：“我们没什么奖励，老师需要论文抵工作量。”“工作

量包括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两部分。”“完不成者，没有绩效工资。”图谋：“我们

这边是各级职称的最低档没有要求。”中南民谢：“我们学校对科研的要求是：教师

岗位，正高二级 50 分 三级 40 分 四级 30 分。”“图情岗位折半。”“我们系列的副高

就是 15 分 中级 7.5 分。”“不达到要求就扣钱。”天涯：“哦，我们也是教学、科研各

自有计量方法。”“是的，完不成就拿不到钱。”中南民谢：“普刊 7 分 cssci 扩展 15

分 cssci 分为（C 类 150 分 D 类 90 分 E 类 50 分 F30 分)。”“只有 F 类以上才奖励，

普刊和 c 刊扩展只算分、不奖励。”威威：“请教各位老师，我初步总结了一下中文

学术期刊评价的几个较公认的参照物，不知是否有遗漏或错误，还望各位不吝赐

教近期中文学术期刊质量评介的几个参考文献（信息）版本一览表 1.北大核心期

刊目录（2011 版）2.CSSCI（2014—2015）南京大学研发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 ①CSSCI（2014-2015）来源期刊拟收录目录（共 533 种） ②CSSCI（2014-

2015）来源期刊扩展版拟收录名单（共 189 种） ③CSSCI（2014-2015）拟收录

集刊名单（共 145 种）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

14）》网址 http://joul.cssn.cn/zx/bwyc/201411/t20141125_1415295.shtml 4.《RCCS

E 中国学术期刊排行榜（2013—2014）》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委员会（①武汉大

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②武汉大学图书馆；③中国科教评价网组成）   全

文在 ①百度文库 ②CNKI 期刊全文 5.可参考 CNKI 上的期刊影响因子数值大小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n_list.aspx?NaviID=1&Field=cykm$%。”图谋：

“你收集这份‘重’人文社会科学。”威威：“是的，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图谋：“我

的意思是，你得加限定词。”“要做点说明。”“因为北大的要目总览等是较‘全’（既有

人文社科、也有自然科学）。”“不么就干脆做全。”“比如中科院的 CSCD，中信所的

科技核心期刊。”威威：“噢，是的。北大、《RCCSE 中国学术期刊排行榜（2013—

2014）》、CNKI 上的期刊影响因子数值都是较全。”图谋：“另，假如要做这方面的

资料，那最好用‘官方’名字。”“且尽可能保持协调。”winwin：“《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评价报告（2014）》评价采用评价指标体系 2014 试用版，对 733 种中文人文社

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评价。综合评价后，共评出 17 种顶级期刊，40 种权威期刊，

http://joul.cssn.cn/zx/bwyc/201411/t20141125_1415295.shtml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n_list.aspx?NaviID=1&Field=cyk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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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种核心期刊和 246 种扩展期刊。”威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

014）》与‘北大核心要目’不能相提并论吗。”winwin：“这东西，都是各个机构自己

搞的，至于我们认不认，得由我们单位人事部门说了算。”威威：“是的，我们单位

认定北大核心、南京大学版、浙江大学版。”刘方方：“现在常用的是这样几个自然

科学类的主要用中科院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 和中信所的中国

科技论文与引数据库 CSTPCD，人文社科类用南大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

SCI 和社科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综合类的北大图书馆的《中文核

心期刊要目总览》。”图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11 版》（北大图书馆研制）、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13 年版）》（社科院图书馆研制），这样或

许更协调。” 

芝麻：“我刚查了一下，2011 年版北大核心目录，是 2011 年 12 月出来的，

那么是说 2012 年以后在这些刊上发表的文章，算核心？还是 2011 年 12 月的也

算呢？”“刚查了一下，好像都是从 2012 年 1 月算的。”“我最想问的是，有消息说今

年年底要出新版核心？只是具体时间不定吗？还是明年年底出呢？”图谋：“关与

北大核心，其实上周周讯中有信息。”生清：“请教高人，能否估算下，这个 2014

版的大概还需要等多久。”菩提：“５月份前。”图谋：“打电话问的结果，还是猜

测？”生清：“北大那个热线，我们就一直没有打通过。”图谋：“这个问题群里反复

出现，最好有人问问。”“上周周讯提供了联系信息。”“发个邮件咨询一下或许也可

以。” 

 

（4）圕人堂周讯、圕人堂发展的讨论 

克莱蒙：“这期周讯内容不多。”洞庭水手：“年底，都很忙。”图谋：“近期，晚上

基本上‘冷场’。”“只有我最闲。”洞庭水手：“晚上要带崽。”“学生要考试，其他的要搞

课题。”图谋：“实际上这周周讯，对我个人来说，提供的信息可能是最多的。”“科学

网圕人堂专题发布了博文 5 篇。”“还是‘一如既往’地卖力。”图谋：“同时，我也在有

意识地检讨自己，试图‘无为而治’。”“本周虽然讨论的氛围弱一点，但‘活跃成员’

数较以往要多，这是好现象。”城市天空：“闲聊的还是不少，希望多聊工作。”图谋：

“在当前的状况下，我认为闲聊也太少。”“圕人堂的生活气息可以浓郁些。”“当前圕

人堂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我的能力有限。”“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比照圕人

堂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专业

讨论还算及格，其它方面还比较欠缺。”www：“学术信息资源开放目录中有图谋博

客及圕人堂信息：http://odp.nit.net.cn/show/show.php?id=2776。”图谋：“www 提供

的信息我浏览了。谢谢！不过介绍不知可否更正一下？其一不是最大的，即便是

也不宜那样用；其二圕人堂为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交流群，如要简称也许

http://odp.nit.net.cn/show/show.php?id=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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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更合适。供参考。”www：“可以修改相关介绍的。” 

图谋：“这两天在南京开会，遇到多位圕人堂成员。”“晚上还‘发现’了资深潜水

员。”“我查了一下，5 月 12 日就加群了。”“这位老师对圕人堂评价甚高，还向其他

老师介绍，做为跑堂的，我很高兴。”“期待来年圕人堂能成为更多人喜爱的社交平

台。”ANGLEW*：“圕人堂会成为更多图书馆人喜爱的社交平台。”图谋：“进一步增

加成员的参与感，归属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家园。”图谋：“谢谢支持与鼓

励！”XH：“图谋，你很快会发现还有潜水者，大赞此群。” 

图谋：“众人划桨开大船，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需要‘舵手’，也需要‘舵工’，同

时还需要‘木工’、‘船医’等等。”“这两天在南京，见了好些人，其中有好些是我们圕

人堂的成员，很高兴！”“部分成员还提了些意见和建议，给予我一些启发。”“种种原

因，我的工作做的还很不到位。大家对圕人堂的‘认识’可能还有所欠缺。今后有

待加强。”“先行做几点说明：（1）圕人堂属于‘图谋’搭的平台，但并非‘图谋的圕人

堂’，圕人堂从建立到今天，是诸位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2）圕人堂未放弃建立

‘议题式交流机制’的努力，当前《图人堂周讯》可视为基础工作之一，进一步发

展新成员可视为基础工作之二；（3）圕人堂的讨论并不局限于学术性话题，圕人

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图谋：“今天有同人希望我

组建另一交流群。个人的能力和精力非常实在有限。坦言相告：‘我折腾圕人堂其

实已经透支了。’” 

  

（5）圣诞期间的图书馆 

欣然读书：“圣诞节快到了，给大家整个轻松的。”欣然读书：“圣诞期间的图书

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d82bd0102v7z4.html。” 

 

（6）高校图书馆馆领导设置的讨论 

图谋：“有的地方副职多多。”“8 个以上馆领导的图书馆，估计有一些。”天外飞

仙：“那肯定还是相当大的馆了。”图谋：“有的未必大。”天外飞仙：“我们只有三个，

馆长、书记加一个副馆长。”图谋：“根据 2013 年的数据，编制最多的馆，是 298

人。”“这是高校馆的情况。”天外飞仙：“如果 298 人的馆，8 个也不算多呀。”“人家可

能有分馆之类的。”图谋：“问题是越是298人的馆，馆领导人数恐怕没有那么多？”

天外飞仙：“这个也有可能，如果一人无法安排，就只能安排到各地去当副职了。”

图谋：“我瞅了一眼，武汉大学图书馆还正好是馆领导 8 人。”天外飞仙：“武大这种

我个人觉得算正常。”图谋：“中山大学 253 人，馆领导 4 个（未发现有书记）。”天

外飞仙：“应该都设书记呀？为什么没书记。”“书记是标配置吧。”图谋：“上海交通

大学 220 人，馆领导人数不清楚；四川大学图书馆 204 人，馆领导 5 人；华中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d82bd0102v7z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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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学图书馆 195 人，馆领导 7 人（另有调研员 1 人）。”图谋：“网站上‘未发现’。”“各

校的情况不一样，比如上述馆中，有两家有一正一副两书记。”天外飞仙：“大馆一

般都有正副书记。”图谋：“初步转了转。”“当前 100 人以上大馆，馆领导 4-5 人居多。

8 人为最多，目前未发现超过的。”“有两书记的不多见。”“发现有个馆的网站，图书

馆居然有‘党委书记’，可能是‘政治错误’。”广州书童：“党委书记不算有问题。”“超过

一百名党员，就可以成立党委或者总支部，如果是处级以上党组织，超过一百党

员就可以成立党委。”“书记就可以叫党委书记。”图谋：“北大馆是 8 名馆领导，包括

工会主席 1 名。”“比较常见的是，好些高校党委书记只有 1 名。图书馆为党总支，

或党支部。”图谋：“另一所设‘党委书记’的馆为 164 人，如果党员超过 100 人，还

真是够多的。”“刚才转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发现就是：‘书记兼副馆长’这种模式

似乎为‘非主流’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共有工作人员 243 人，其中事业编制人员稳

定在 144 人’，馆领导为 6 名。”ANGLEWORM：“‘书记兼副馆长’我馆有过。”图谋：

“我刚才找了一些馆，发现这种情形已不多见了。”“我费劲找了一些馆，是因为今

天浏览了《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 年第 6 期，有一篇文章是专门以 985 高校馆

长为研究对象的。”“这篇文章几乎未讨论‘书记’这一角色在图书馆的作用，个人感

觉是有缺陷的。”“那篇文章的全名为《‘985 工程’高校图书馆馆长的教育背景与职业

背景》。” 

 

（7）关于中美图书馆交流 

刘桂锋：“感兴趣的看一下。”刘桂锋分享文件‘中美图书馆交流.pdf’至群共

享。”图谋：“非常好的信息，谢谢分享！”“我对这个安排很喜欢，只是只有羡慕的份。

有条件的成员可以关注并争取成行。”“时间是 2015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20 日。这

会属于多数高校暑假前后。”“人家提前半年安排好一个月的日程。大概算是中美差

异之一。”麦子：“粗看一下，发现中文翻译有多处有误。”“另外，这安排，我觉得就

是烧钱，另外就是旅游不像旅游，学习不像学习，就是蜻蜓点水。”图谋：“我觉得

是基于用户需求的、量身定制的，有关主题也确实是国内比较关注的。”“这个班的

历史貌似不短。好像至少 2006 年那会就有类似的班，那时主要是一些馆长。”an

nabel：“费用很高。”“时间也长。” 

 

（8）学术信息资源开放目录 

leaves：“http://odp.nit.net.cn/  学术信息资源开放目录。” 

 

（9）文献检索课英文教材推荐 

annabel：“老师们给推荐些文献检索的英文教材吧，本科生的。”“学校开设了文

http://odp.nit.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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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双语课。”图谋：“如果是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层次以上：巴伊赞-耶茨等著;王知

津等译.现代信息检索._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3；储荷婷《信息检索与信

息表示》（Heting Chu(2003).Inform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Retrieval in the Dig

ital Age.ASIST Monograph Series, Information Today Inc.）那是比较’经典’的。”

“贝泽-耶茨(Ricardo Baeza-Yates)、 里贝罗-内特(Berthier Ribeiro-Neto)《现代信

息检索(英文版·第 2 版)》，这书有很多版本。”“王知津等译过之后，原版有修订本。”

annabel：“不是图情专业，我们学校的 ISEC(国际本科学术互认课程)，公共管理

专业本科生的文检课，不是图情专业的信息检索。”“不过，图谋老师推荐的可以作

为教学参考。谢谢。”图谋：“本科生层次的‘文献检索’，个人认为不需要的原因主

要有两点：其一，这块国内教材非常之多，有好些也确实为‘精品’；其二，本科

生层次，通常来说英语水平还是比较‘捉急’的。”annabel：“呵呵，同意。可是招的

就是国际班，必须用双语教学。”图谋：“如果要补充一点，我对国外的‘信息素养’

教材从未接触过。”annabel：“现在的手头倒是有一本双语教材，但是觉得还有点欠

缺，还需要些参考书。”图谋：“从学以致用的角度讲，我觉得国外这方面的东西，

估计也必须得因需而变。也就是‘教材’可能没有普适的。”克莱蒙：“文献检索不需

要什么英语教材。”图谋：“我是泛泛而谈，annabel 老师的情况貌似属于特殊情况，

得特殊处理。”克莱蒙：“推荐翻译的教材《怎样利用图书馆做研究》，里面讲了九

种检索方法。”图谋：“从介绍的情况，更重要的似乎为‘汉译英’，将国内的好东西

翻译成英语，传授给国际学生。”“‘因材施教’，很多时候属于非常个性化的问题。”

克莱蒙：“信息检索技术方面，，有一些英语的教材，《An Introduction to Web Re

trieval》，by Ricardo Baeza-Yates 。”annabel：“图谋老师说得对，我需要汉译英教

材，文检课的确需要因材施教 ，毕竟只是本科生，重点是将国内的精华用英文

授给学生。谢谢图谋和克莱蒙两位老师推荐的书目，可以作为参考。” 

 

（10）赵美娣：图书馆也惹上了侵权官司 

图谋：“赵美娣.图书馆也惹上了侵权官司.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

852344.html‘现在大多数图书馆在提供数字化产品时，绝大多数是向数据库商家

购买数字化文献的，版权问题便由数据库方解决，与图书馆无关。而一般数据库

方为了保证他自身的利益，对图书馆利用数字化资料也设定许多条件，如只能在

限定的范围或人群中传播。而一些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也一直致力于建设自己的特

色数据库，这个过程中便需要特别关注版权问题。大多数情况下，特色资源如果

仅限于在馆内提供利用，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如果要提供互联网所有用户利

用的资源，一定要注意，必须是那些不会产生版权纠纷的资料，如古籍、部分民

国资料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5234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523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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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美娣：看到如此‘阅读令’真是哭笑不得 

图谋：“赵美娣.看到如此‘阅读令’真是哭笑不得.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69474-852571.html‘现在的图书馆，真是已经难得看到大量借书阅读的读者了，

一是图书馆供外借的纸质图书已经不多，放在书架上的大多是多年前的旧书，二

是能安下心认真读书的读者也少了，每个人都有许多比读书更应该做的事情在

忙，三是图书馆减少了纸质文献的采购但大大增加了电子版文献的采购，对许多

读者来说，根本不需要到图书馆来，在办公室、宿舍甚至家里，就可以在电脑上

看到图书馆的电子期刊和电子图书。图书馆人其实是很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到图书

馆来借书、阅读的，看到大好的期刊阅览室最后沦为学生自习室，心里的感觉是

很难形容的，看到借书的读者越来越少也特别着急，所以只要是遇到全民读书月

之类的活动，许多图书馆也会策划一些活动来配合，便是希望图书馆那么多的书

刊别都放在那里睡大觉。都说读者是上帝，哪天图书馆要真没了读者来看书借书，

大概离关门也不远了。但图书馆再怎么希望有读者来借书，也不会希望这种仅仅

为了完成某个任务或者为了满足学分考核的要求而增加的流通量。’。”图谋：“推荐

赵老师的两篇博文，个人认为思考较为深入，具有一定启发性。”图谋：“圕人堂需

要‘碎片式’的交流，亦需要较为规整的系统化的思考。” 

 

（12）关于高校图书馆评估的讨论 

平平：“我们最近搞评估，一天紧张得很。”dragon：“审核评估吗？”图谋：“这阵

有两种评估：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

dragon：“我们 16 年进行审核评估。”图谋：“我们刚刚结束。”“2014-2018，要全部‘过’

一遍。”“我们这边是作为省内首批试点单位之一。”“审核评估对图书馆的直接影响

比较小，主要是买书得完成生均 3 册新书这一任务，如果有‘欠账’，在评估当年

突击补上。”“审核评估比以往的两次评估（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本科教学工作

水平评估）‘动作’小多了，但也足够‘惊心动魄’的。”因为基本不涉及数字资源，缩

减数字资源经，保证纸质资源。”欣然读书：“不是生均四册吗？”图谋：“恐怕得结

合学校层次等因素。我们这边是年生均 3 册，纸质书的采购力度数倍于往年。”

图谋：“作为小兵，基本没我什么事，因此无法‘介绍经验’。”“群里还有参与过审核

评估的馆领导，回头找他们介绍经验，更为靠谱。”liurui：“图谋老师你认为都网络

时代了，评估标准还是什么时代的，合理吗？”图谋：“什么时代都需要评估。”“合

理不合理，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感受’，但终归还是有理有利的。”“近 2

0 年，三次评估均‘亲历’，那是一点个人感受。”“本科评估虽然有存在不少‘伤痛’，

但对教育事业发展可能确实是利大于弊。”“假如有教育部有专门针对高校图书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5257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52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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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项评估，或许对高校图书馆事业大有利，对整个教育事业有益。”“从目前的态

势看，至少是 2018 年前不可能有。”“以后也不见得有。”“当前的各种评估还是侧重

‘务虚’，如果想‘务实’，评估还得进一步‘规范化’、‘多元化’、‘常态化’。”素问：“本科评

估还有生均多少册的标准，也不看看是什么书，有哪些利用价值，每年产生不少

垃圾。”图谋：“当前的馆藏数字是‘虚胖’。”“特别是突击采购买进的图书，其实有不

小比例从未投入流通。”天外飞仙：“每个馆可能都是虚报的吧。”图谋：“虚报可能

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天外飞仙：“有的根本就是虚报馆藏。”“书可能都没有采购

回馆。”岸芷汀兰：“也有购买很多复本充数的。”天外飞仙：“收购学生教材充数。”

图谋：“无人追究馆藏质量方面的问题。”素问：“我担心我们书库会被压垮，搬走阅

览桌，每年加书架，看的人越来越少，书却越来越多。”岸芷汀兰：“如果不评估，

估计会有连充数都懒得充数的现象。”图谋：“利用方面更是模糊。”天外飞仙：“但

总体来说评估对图书馆还是有促进作用。”“总比领导对图书馆什么都不管好点。”

岸芷汀兰：“评估也是图书馆存在的一个理由了。”图谋：“有的馆年文献资源采购

经费不到 1 万元，这种情况或许有两种：一是曾突击采购，透支往后数年经费；

一是觉得图书馆只是摆设。”天外飞仙：“特别是在评估后这种现象很多，突然经费

大量减少。”“我们馆普从 500 万减少到纸质图书不到 10 万。”图谋：“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天外飞仙：“过了一年才正常。”“评估也让学校透支。” 

图谋：“我知道有些馆水平评估那会的‘透支’，时隔七年，窟窿还未补回。”天外飞

仙：“双面的评估，又爱又恨。”图谋：“一定程度上，或许还是因为没有或没能‘脚

踏实地’。”天外飞仙：“国情。”图谋：“当前高校图书馆整体上是边缘化加剧，从当前

获准通过的那些大学章程可见一斑。”图谋：“当前呈现的空前繁荣与发展，或许是

表象，甚至假象。”草苇：“太边缘了，和后勤一起。” 

 

（13）可以转到谷歌或起到谷歌作用的的网址 

leaves：“http://www.gfsoso.com/  http://64.233.165.166  分享两个网站可以

起到访问谷歌的作用。” 

 

（14）江苏省启动居民阅读指数调查 

娜娜的星空：“‘江苏省启动居民阅读指数调查’ 12 月起，江苏省开始入户调查

居民阅读状况。本次调查将根据居民入户调查数据测算出 2014 年度江苏省的城

乡阅读指数及各地市居民阅读指数，对江苏省全民阅读的总体状况进行评价，进

而为政府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好基础性的服务工作。http://t.cn/RzdEx5

q。” 

 

http://www.gfsoso.com/
http://64.233.165.166/
http://t.cn/RzdEx5q
http://t.cn/RzdEx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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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个汇集 altmetric（替代计量）资料的网页 

天 ma：“Table of Contents: Altmetrics Collection http://www.ploscollections.o

rg/article/browseIssue.action?issue=info:doi/10.1371/issue.pcol.v02.i19 这是一个汇

集 altmetric（替代计量）资料的网页。对文献计量学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城市

天空：“ Altmetrics 应用于机构典藏之探讨，里面提到了很多应用实例和工具。” 

 

（16）关于 2014 中国最具影响力学术期刊 

leaves：“2014 中国最具影响力学术期刊发布会在京举行 2014-12-19 来源:来

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作者：王玉梅 http://www.nssd.org/article.aspx?id=2015。”

王波：“2014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暨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国内引证报告

发布会网站，可以下载影响因子年报。http://t.cn/RzDNZWd 。”wjew：“有图书情

报工作呀。” 

 

（17）公共图书馆晚班值班时间的讨论 

大红兔：“有公共图书馆的同仁在吗，说下自己所在馆晚班是怎么上的呗。”“是

流通部门轮流排班吗。” “我们馆现在是全馆男馆员轮流上。”橡皮擦：“我们是 8-1

2 点，19-21 点分别是早晚班。”“12-17:30 为下午班。”“这两个班倒。”“流通两班倒。有

一个人上行政班。”素问：“我们是三班倒，三个人，甲上八点到下午两点，乙上下

午两点到晚上九点半，丙上第二天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再循环。”橡皮擦：

“这样不好记啊。” 

 

（18）国内论文贩卖及造假问题的讨论 

克莱蒙：“一手交钱一手挂名：《科学美国人》调查论文贩卖造假问题”leaves：

“也曝光一下论文代写代发的几个邮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53030.

html。”素问：“看了那个论文作弊的新闻，好奇在某宝搜了一下，论文代发还有，

论文代写。”“我在网上报了两次名，考职称英语，浪费了 100 块报名费就算了，这

几年老是有人打电话问我要不要职称论文。”青荷：“前两天才在中央台 13 套看了

一个新闻调查：论文代写代发，淘宝上都开店了——真是长见识了。”素问：“论文

代写没有了，代发还有。”青荷：“淘宝店上有，什么求索，山东社科、贵州社科之

类，一大摞。” 

 

（19）如何快速通晓陌生领域的主题词 

老田：“想请教下各位老师，怎么快速知晓某个陌生领域的关键词啊？比如水

环境学之类的。”克莱蒙：“最好的方法是查询主题词表。”老田：“这种领域词表怎

http://www.ploscollections.org/article/browseIssue.action?issue=info:doi/10.1371/issue.pcol.v02.i19
http://www.ploscollections.org/article/browseIssue.action?issue=info:doi/10.1371/issue.pcol.v02.i19
http://www.nssd.org/article.aspx?id=2015
http://t.cn/RzDNZW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5303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53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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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找啊？！”克莱蒙：“《中国分类主题词表》。”老田：“中国分类主题词表，需要付费

啊。”克莱蒙：“中国分类主题词 web 版（http://cct.nlc.gov.cn/），可以用 nlcuser/nlc

user  login。”娜娜*：“用 CNKI 的知识发现吧？！”克莱蒙：“ cnki 的知识发现还没

用过，应该属于机器生成的吧，比较能反映最新的词汇。相比主题词表是人工编

写的，系统性比较强。”ajen：“ cnki 的知识发现是在哪里?”生清：“http://scholar.cnk

i.net/”“不过，个人感觉，超星的发现系统比较适合入门者。”ajen：“没看到有表现出

机器词表优势的功能阿。”生清：“http://www.zhizhen.com/。”ajen：“对的,还有维普

的智立方也可以。”克莱蒙：“http://search.cnki.com.cn/ cnki 知识搜索。”“http://defin

e.cnki.net/WebForms/WebDefault.aspx CNKI 知识元数据库。”“理论上来说机器词

表的更新比人工词表快. 所以会收录一些能反映新研究领域的词 但未必都正

确。”娜娜*：“主要这些知识发现知识元都是动态的，一个月还是三个月改变，可

能和发表论文有关，但是论文良莠不齐吧，所以主题词表跟稳定些吧。”ajen：“是

的,现在基本上都是用作者关键词来做的,规范性上肯定不如主题词表了,最大的

优势就在更新快可以及时发现新的动向。”克莱蒙：“嗯,人工受控的主题词更适合

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 不是搜索引擎,也不是机器词表 最近读的一本书里写的。”

“书名差不多是：如何用图书馆做研究。”ajen：“机器自动处理的知识发现某种程度

上需要受控词表的引导才能更加精准吧。”克莱蒙：“嗯 应该是。两者各有利弊，

需要相结合。”ajen：“怎样利用图书馆做研究（第三版）作者: 托马斯·曼 出版社: 

上海教育出版社原作名: The Oxford Guide to Library Research 译者: 苗华建 

出版年: 2014-4-10 页数: 289 定价: 47。”克莱蒙：“对。” 

 

（20）关于职称英语考试的讨论 

菩提：“职称英语什么时候考试啊？”生清：“3 月底。”“2015 年 3 月 28 日上午 9：

00—11：00 进行。”“我们省已经在报名。”雪扬：“升副高是不是考Ｂ级就可以啊。”

老玲子：“A级。”生清：“贵州省目前还是B级就够了。”“好像各省还不太一样。”老玲

子：“幸福，四川要求 A 级。”生清：“不过，其实多半人评中级就在考 A 级了。”天

外飞仙：“考 a 给多好，终生不用考了。”雪扬：“其实我说不考才好呢。”老玲子：“我

当初就是搞不清形势，先考了 B。”天外飞仙：“但是现在政策下不考是不可能的。”

“所以直接考 a，一次过关搞定。”小花儿：“a 级大概是个什么难度呢？”“有大学英

语 6 级那个难度，或者是还更难？没有考过的人先打听一下啦。”广东小*：“非常

简单。”广东小*：“也就大学 1 级的水平。”“非常气愤的是，我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有

拿到满分，只考了 98 分。”“我实在是想不出错在哪里。” 

 

（21）中国机构知识库案例的讨论 

http://cct.nlc.gov.cn/
http://scholar.cnki.net/
http://scholar.cnki.net/
http://www.zhizhen.com/
http://search.cnki.com.cn/
http://define.cnki.net/WebForms/WebDefault.aspx
http://define.cnki.net/WebForms/Web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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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林匠吉：“求上个月的 2014 年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发布的《中国机

构知识库案例汇编手册》。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只在中科院的机构库里找到封皮

和目录。”LWIND：“那个机构知识库案例手册，在哪儿可以下载呢？”老田：“哪个

机构库的手册，没什么太大价值的，就是介绍下每个 IR。”老田：“我看过纸质版

的。 很浅的介绍。”西苑图*：“现在那家做的比较好 。”老田：“国内国科图的肯定

是最好的。”西苑图*：“要找看这方面的资料看那个比较好了。”老田：“要建 IR吗？

网上 IR 教程很多啊，详细步骤都有呀。”图林匠吉：“好像《中国机构知识库案例

手册》里面的案例，都是用的 Dspace？在 Dspace 的官网上也有一些介绍。”“http:/

/registry.duraspace.org/registry/dspace?f[0]=field_country%3Achina。” 

 

（22）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经典译丛:图书馆焦虑·理论、研究和应用 

城市天空：“http://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product-des

cription/B00P5PK24E/ref=dp_proddesc_0?ie=UTF8&s=books  国外图书馆学情报

学经典译丛:图书馆焦虑·理论、研究和应用。” 

 

（23）关于图情系列职称评审 

青荷：“‘专业技术能力及业绩条件’中正高要求：取得副高资格以来，‘主持或

主要参与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1 项，或市（厅）级以上科研课题 3 项，

并验收合格。’。”“江苏正高课题条件比起安徽来，令人愉快很多。”广州书童：“上面

那个正高条件好像不难呀？”图谋：“这个难与不难的可比性非常低。”青荷：“安徽

的正高课题要求是 2 项省级以上课题。”“一本专著，5 篇文章。”广州书童：“主持或

主要参与大有不同。”“弹性真大。”青荷：“主要参与者的标准是：省级以上课题前 3

名，国家级前 5 名。”“2 项是主持。”图谋：“事实上也是因人而异。”青荷：“论文，单

打独斗即可；课题，却非一己之力可得。”图谋：“事实上也就那么回事。”青荷：“当

前林林总总的课题不少，算不算数，怎么给你算数也是问题。比如高校校内课题，

居然是一点用也没有了，不算市（厅）级课题（学校是正厅级）——所谓某种级

别课题，是以政府机构设立为标准。”“高校课题都不算。”图谋：“有点模仿江苏的痕

迹，实际上江苏并未那样执行。”青荷：“安徽省几年前就这样搞了，正高必须主持

完成 2 项。”“我还以为全国都一样呢。”“哪知道安徽省这么变态啊，尤其是文化部

门，教师系列也就 1 项省级课题要求。”广州书童：“你要评正高？去读个博，啥都

有。”青荷：“这倒是一个方便法门。”“只不过，如图谋老师说，人生不仅是课题、职

称，去读了，结果某些东西让人不爽，也是难过。”图谋：“读 n 个也不见得有，这

个看个人境遇。”圆梦美玉：“河北省的。”“我们是省级 3 项。”青荷：“没有专著论文要

求吗？”圆梦美玉：“有。”“这只是课题。”青荷：“我说吧，这个系列有点过于高大上

http://registry.duraspace.org/registry/dspace?f%5b0%5d=field_country%3Achina
http://registry.duraspace.org/registry/dspace?f%5b0%5d=field_country%3Achina
http://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product-description/B00P5PK24E/ref=dp_proddesc_0?ie=UTF8&s=books
http://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product-description/B00P5PK24E/ref=dp_proddesc_0?ie=UTF8&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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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图谋：“不少上去的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倒是不少有这些东东的上不去。”

青荷：“这到底是自我歧视呢还是社会歧视呢。”圆梦美玉：“因为有第四条，领导们

都好过。”青荷：“图谋老师说的对，功夫在人脉。”图谋：“事在人为，如是而已。”青

荷：“据我观察看来：安徽省近两年评上正高的，有的参与的课题没达标，或者与

图书馆毫无关系，但，都晋了。”素问：“这些职称条件真有意思，从来不说在本职

岗位上干了什么，能够干什么，稍微细致一点的要求都没有。按这样的条件，图

书馆倒是像个科研岗位。”图谋：“哪都差不多。”青荷：“不是‘好过’，是要求相对令

人愉快些。”图谋：“你去实际了解一下，人家真的愉快么？”青荷：“‘愉快’是要求相

对低一点。”图谋：“有人认为江苏的‘好过’，我算是见识过当事人，或许并不是旁

观者感受到那样。”12037：“2 个 3 个的主持项目，没有关系，真拿不来。”素问：“我

就知道少数高级职称的根本不懂编目，分类法也不懂，照样高级职称。”图谋：“实

际评审时，调低了。”12037：“倒是对论文没要求了，至少 C 刊有个要求，也好多

了。”素问：“这种职称和能力不配套多了去了吧，教授不能上讲台的不是大把。”12

037：“不过，核心，人家花钱就解决了，更不公平。”“我副高在校内搞了 3 年才冲

出去，去年被一个中专文凭的护士给拿下马了——没办法，人家关系杠杠的。”

圆梦美玉：“过有过的理由啊。”素问：“中专不能评高级吧？实验系列大专才能搞

个副高。”“中专能够评上中级也是 70 岁左右老人那一辈了。”图谋：“那些都不是

事。”圆梦美玉：“可以走破格。”12037：“现在好多图书馆没有岗可聘，也就评不了

职称。”图谋：“那方面的问题，其实永远理不清头绪。” 

 

（24）2014 年广东图书馆学会学术年会暨广佛肇图书馆学会联合年会高清回顾 

广东小*：“2014年广东图书馆学会学术年会暨广佛肇图书馆学会联合年会高

清回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yMTU1MDUy.html 。” 

 

（25）“关于印发<文献检索课教学基本要求>的通知”文件下载 

天外飞仙：“请问一下《关于印发<文献检索课教学基本要求>的通知》(教高

司〔1992〕44 号)在那儿下载得了全文呀？”“还有其附件《文献检索课教学基本要

求》。”平平：“你在承担这个教学啊。”“我也同求。”天外飞仙：“教学过一点点。”图

谋：“找一下山东理工大学的国家精品课程网站即可。”“那里整理的资料比较全。” 

 

（26）OFFICE 2010 下载网址 

梁*：“请支持下，谁能发个 OFFICE 2010 给我啊。”天外飞仙：“baidu 下应该

很多地址哟。”天外飞仙：“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JNXvcR 密码: jlbu。”“试

一下能下载不。”梁*：“谢谢，就怕百度的有隐含的病毒，上次装了个，机器崩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yMTU1MDUy.html
http://pan.baidu.com/s/1pJNXv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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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外飞仙：“这个版本我装过，应该没病毒。”梁*：“呵呵，谢谢，能下载。” 

 

（27）高校图书馆单身现象的讨论 

图谋：“各高校单身人群比例不小，图书馆可能较高。”天外飞仙：“院系还要高

点。”图谋：“会间与同行闲聊，他观察到的与我观察到的很相似。”图谋：“感兴趣的

可以做田野调查，或许能有所发现。”“我可以提点参考建议:研究对象可以选择编

制 40 人以上的馆，35 周岁以上单身人群。”石头：“我们馆基本没单身了。”图谋：

“我知道有的馆，40 周岁以上单身人员比例至少超过十分之一。”lib2005：“我们馆

就很多，而且都是女的。”广东小*：“我们馆单身的好像很少。”图谋：“研究对象的

选取有讲究的。”“里边的情形其实挺复杂的。”“应该是一个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

意义的。”lib2005：“我们有四个女同志单身，最大的 49岁，最小的也将近 40了。”“每

个人都很有单身的理由。”apple：“传帮带的结果？”黑天鹅：“不是，那种拒绝婚姻

的吧。”生清：“女的好像越到后面就直接不想结婚了。”图谋：“各种原因均有。”“刚

才我说十分之一，很可能有五分之一！”呆保：“我们图书馆有一个女的，刚退休，

一直未婚。” 

 

（28）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 

hero8151：“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http://www.sinoss.net/2014/1224/52503.html。” 

 

（29）图书馆数字资源访问方式及原因的讨论 

woseic*：“请问各位老师，您所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是否实现了只有注册才

可以访问（有的平台有要求），如果没有实现，是因为用户个人隐私保护原因还

是技术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谢谢。”小伊：“数字资源多是 IP 访问。”生清：“我们学

校的数字资源主要用 IP 登录，关于没有要求注册访问的原因，估计主要还是和

数据提供商有关。”洞庭水手：“我们一直以前是控制注册用户才可以登陆的。”“用

一卡通登陆。”生清：“IP 登录方式更方便，不过似乎确实有管理上的漏洞存在。”

洞庭水手：“个人隐私问题，申明了。” 

 

（30）关于图书馆微信服务及 APP 等问题的讨论 

洞庭水手：“问下大家，你们用的微信公众平台  大约多少钱一个啊。”小伊：

“便宜，盖公章就行。”Jodie：“300 块。”图谋：“那是统一价。”呆保：“好像微信认证要

花 300 块审核费，现在还可以微博认证吗？”o：“微信认证要绑定微博。”呆保：“意

思是都得花 300 块咯。”o：“主要是微信的费用。”洞庭水手：“这个是认证而已啊。”

http://www.sinoss.net/2014/1224/52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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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是二次开发的费用。”“服务器费用，域名费用，程序开发，页面设计费用。”

呆保：“看来搞个微信服务，还是一项工程的。”小伊：“那个属于脑力劳动费用了，

无上限无下限。”洞庭水手：“目前的市场价呢。”“高了，领导接受不了低了，自己划

不来。”小伊：“几千差不多了，找人的话。”“五千以下。”呆保：“刚刚问一个兄弟馆的

同仁，他要价 8000。”洞庭水手：“是哪个系统呢，哪个公司开发的？”呆保：“自己

开发的。”洞庭水手：“哪个馆？”“实现了什么功能啊。”呆保：“兄弟大学图书馆技术

部的。”“就是实现了馆藏查询、微信续借、新书推荐等功能。”小伊：“建议你加一个

微信号看看，比如国图。”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4 年第 5 期刊发了南京大学

的实践情况。作者:史梅，翟晓娟。”“也可以加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微信。”风萧萧：“西

安交通大学的微信平台做的也不错。”纳兰：“我们馆的微信就花了 300 认证，剩下

都是自己做的。”“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gxMzA5Mw==&mid=2

02933343&idx=2&sn=9bf754ed7fe02a022163232f7928e034&scene=1&from=group

message&isappinstalled=0#rd。”“欢迎大家关注，提宝贵意见！我们做的时间也不长，

今年 9 月刚刚认证的。”图谋：“图书信息貌似不是直接读取 opac 信息？还做了信

息加工工作？”纳兰：“北京工商大学图书馆主要包括资源（馆藏书目、中国知网、

中文资源、外文资源）、服务和我的图书馆（借阅信息、座位预约）”“这是目前实

现的一些功能。能直接查馆藏信息。”图谋：“有专人负责么？”纳兰：“馆里有个宣

传小组，我是组长，每部一个组员，负责提供材料，一会老师负责发布。”图谋：

“还有就是贵馆使用的是图书馆集成系统是哪家的？”纳兰：“金盘。”图谋：“贵馆

做的挺好的。”纳兰：“我们有个学计算机的副馆长，都是他开发的。”图谋：“微信订

阅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挂接 opac 有一定技术含量，能够自己搞定，说明水

平不一般。”纳兰：“现有粉丝 1700 多人，阅读量还不是很高。”图谋：“循序渐进。”“提

高亲和力，还是比较伤脑筋。”“有的馆可谓想方设法，还送小礼品之类。”“我觉得你

们开了个好头。”纳兰：“是，我们也准备搞些营销活动。”纳兰：“我关注了几十个图

书馆微信了，基本上大同小异，缺乏新意。”广州书童：“你们微信有什么功能？”

纳兰：“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gxMzA5Mw==&mid=202699757

&idx=4&sn=6cb99c4e1d53141ad3c07fa5913169f4&scene=4#wechat_redirect。”“各位

老师大家好！图书馆申请了官方微信平台，利用它可以进行借阅信息查询、图书

馆座位预约、在线咨询、了解图书馆讲座培训、查询馆藏书目、CNKI 等中外文

资源、到期提醒、委托借书、预约到书提醒等。欢迎各位老师加关注！并欢迎提

出宝贵意见，谢谢！微信名：北京工商大学图书馆，微信号：btbulib，并欢迎转

发和推广！”“还有机器人聊天和微信续借。”洞庭水手：“很好啊，支持。”图谋：“真正

要‘走心’还是相当不易。”纳兰：“同学们好像很喜欢和机器人聊天。”图谋：“个人有

个想法，最好是能有读者协会学生参与进来。”纳兰：“这个主意好，我们现在和几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gxMzA5Mw==&mid=202933343&idx=2&sn=9bf754ed7fe02a022163232f7928e034&scene=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gxMzA5Mw==&mid=202933343&idx=2&sn=9bf754ed7fe02a022163232f7928e034&scene=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gxMzA5Mw==&mid=202933343&idx=2&sn=9bf754ed7fe02a022163232f7928e034&scene=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gxMzA5Mw==&mid=202699757&idx=4&sn=6cb99c4e1d53141ad3c07fa5913169f4&scene=4#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gxMzA5Mw==&mid=202699757&idx=4&sn=6cb99c4e1d53141ad3c07fa5913169f4&scene=4#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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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团有合作，但目前只是提供一些稿件，没有深入合作。”图谋：“学生更懂学

生。”图谋：“这两天在南京开会，已经有好几家商家在‘替图书馆着想’。”图谋：“个

人认为，拿来就用的东西，来得快也去得快。有些东西，还是需要图书馆方面系

统规划规划。”青荷：“如果再能与社会资源，比如本社区网络资源中的什么同城啥

E 某某之类，更吸引学生。”“学生对休闲娱乐文化资源还是很感兴趣的，有本地信

息，是吸引学生注意力的一个好方法，先吸引进来再说。”图谋：“关于图书馆微信

服务，我认为《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 年第 5 期史梅、翟晓娟的总结，挺有参

考价值。”“图谋分享文件‘高校图书馆官方微信经营策略研究.pdf’下载。”洞庭水

手：“北京工商大学图书馆的功能，我们也开发了，但是目前利用的不是很好。”

娜娜*：“现在图书馆界也考虑喜闻乐见群众生活，太严肃了就不像个正常社会，

人民生活得活波起来。”青荷：“图书馆有很多资源，别说老师和学生，很多图书馆

人自己都不知道。”图谋：“圕人堂其实也希望更多一些喜闻乐见的信息。”青荷：

“宣传推广，营销意识很重要。”图谋：“虽然简陋一点，但希望可以是一个简易的

社交平台。”青荷：“思维必须放开。”青荷：“局限于图书馆，思路难以开阔。”洞庭水

手：“微信 和 APP 都可以去借还书。”“APP 开发现在碰到了瓶颈。”“你觉得好，读者

不买账。”“我现在在考虑与图书馆硬件结合的问题。”“融入更多的社交功能。”青荷：

“都一机在手，移动阅读，就看你内容有趣没趣。”娜娜*：“当成学生丰富生活的一

个渠道，思路也许就能打开。”图谋：“我们的很多服务，都是图书馆人想当然。”

洞庭水手：“移动阅读的资源，我们没有渠道。”洞庭水手：“如果拿别人的，侵犯了

版权。”图谋：“未能走心（走进用户的心）。”洞庭水手：“我最近也模拟开发了那个

电子书下载借阅的，但是没资源内容啊，不敢拿出来用啊。”“要跟图书馆的服务深

度结合，这条路还有很长。”“如果实现借还书的话，如何防盗？如何定位书？如何

定位人？”图谋：“有些事情，需要‘长效机制’。”洞庭水手：“这些目前都是只是一种

模型，没有成型。”“我所了解的。”“我们都知道未来是属于移动互联网的，但是入手

是很艰难的。”“而且，我总感觉，有时东西一做，很多工作感觉又超出了图书馆的

职责范畴。”“我想把数据分析出来，给科研使用，结果学校说是科技处的职责。”

图谋：“这个边界要把握好。”洞庭水手：“很难，很难。”洞庭水手：“我看了一些人写

的图书馆 APP 等技术论文，感觉有些开发要素没有写出来，用哪种方式是行不

通的。”圆梦美玉：“理论的东西太多。”青荷：“有问题的地方，就是可以研究的地

方，建议深挖。”图谋：“我希望圕人堂能遴选点东东出来，让部分‘科研成果’生动

起来。”洞庭水手：“需要项目技术经验。”“比如，软件的开发流程是规划、分析、设

计、实施……但是我们的论文呢，很多就没有”青荷：“图谋老师可以组织，搞些

选题，组织科研研究室，大家组团申报。”图谋：“其实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也许

更有乐趣。”洞庭水手：“图书馆的技术论文，很多废话一大箩筐。”青荷：“某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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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看不懂。”洞庭水手：“真正好的技术论文，应该可读性很强。”洞庭水手：“选

题要有依据，规划要有原则，分析要恰当，设计要合理，实施要可行……每一步

都要写清楚，别人看了你的论文，按照你的方法也可以实现一个项目。”洞庭水手：

“而图书馆的技术论文，一般要标榜一下技术如何高深，如何领先，又何必了，

一个技术能解决图书馆的问题就足以。”洞庭水手：“比如，现在的移动开发。旁边

人说什么都有，这个难，这个需要什么基础啊……真的难吗？拿着一本书一个项

目反复看几次，按照图书馆的需求来做，你绝对行。”洞庭水手：“我想以后图书馆

的服务，也不能仅仅去提供大量的资源，而是要针对个人，优选资源。”“你看国外

人玩网站，一个 wordpress 玩的多好，干什么都可以。”西苑图*：“刚看到了 昨天

晚上的建议。”“很好 。”“关于科研的课题方面的最好有个类似的模板和经验之谈的

东西。”“大家看了就可以直接学。”“这样比较贴切。”“方便了图人也可以组队一起合

作申请。” 

 

（31）大学图书馆的功能和定位 

青荷：“图书馆现在更是藏书库加阅览室了，尤其是一般本科高校馆。”洞庭水

手：“清荷的观点，我不认同。”“图书馆的属性在变了，不仅仅是藏书，而是提供空

间，场所。”“上海图书馆吴建中的观点，我很赞同。我建议嘟嘟。”洞庭水手：“时代

给了图书馆无限的想象力。”洞庭水手：“上海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

长吴建中在主旨报告中提到，国际研究表明，大学图书馆正从收藏为中心向数字

化与合作交流为中心转型，师生通过图书馆开始研究的比例越来越低，反而更信

赖搜索引擎等外部检索工具。他认为，未来的图书馆仍是大学心脏，但激活大学

动力不再是图书，而是包涵图书、数据、 图表等在内的知识和激活知识交流的

创造型空间。”“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86b810102vcc3.html。”“上海图书馆

在技术方面做的比较好，跟建中馆长的思想引领有很大关系。” 

 

（32）图书馆人员引进、流动、升迁、离休等问题的讨论 

纳兰：“北京工商大学 2015 年人才招聘公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

960d70102vecy.html。”误入奇图：“好，你们馆每年能进几个新人么？”纳兰：“从 0

9 年开始，每年 1-2 个。”误入奇图：“多好呀，我们馆好多年才进了一个，每年都

退好几个。”纳兰：“6 年进来 9 个新人。”误入奇图：“搞得我现在这么老了，还当年

轻人用。”圆梦美玉：“是啊，我们一直是馆里的年轻人。”呆保：“我工作 10 年了，

前天年终校长带队考核图书馆，要和年纪最大的和最小的谈话，结果我还算最小

的，无语啊。”天外飞仙：“10 年没进一个人。”“也太过分了吧。”麦子：“也有可能是进

了人，但此人年纪不是最小的。”呆保：“进了几个，有的调别的部门了，实际最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86b810102vcc3.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960d70102vecy.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960d70102ve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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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在休产假，所以被拉出来了。”天外飞仙：“看来各馆都差不多，有新人进来

都被好的单位又弄走了。”sonorous：“恩，比如网络中心。”误入奇图：“我们也是有

几个都调到别的地方了，工会，资产处，学院办公室等等，似乎哪个地方都比图

书馆要好。”生清：“是的，我们这边人员流动性也很大。”天外飞仙：“我们校也是，

行政单位不能到教学单位抢人，只有到图书馆抢人了。”呆保：“昨天资产处的人还

问我要不要去资产处，还在考虑中。”“我觉得还是图书馆好。”“别的部门哪有时间和

机会做点自己的事情。”生清：“感觉图书馆也不轻松。”误入奇图：“可能在别处机

会会多一些，比如提拔，各位所在的馆，部门主任算科级么？”天外飞仙：“我们

馆算，还是学校管理的科级干部。”误入奇图：“我们好多年不算了，只等同于教研

室主任。”素问：“我们不算，只是相当于科级。”“和教研室一样，都是相当于。”误入

奇图：“合校以前算的，后来一合校，不知怎么指数不够了，就把教辅的科级指数

裁了。”“是呀，相当于，学校召开科级以上干部学习什么的，图书馆的部主任是不

必去的。”shawer：“我还是觉得阅览最好，没有压力，有时间可以自己看看书。其

他的都是浮云。”天外飞仙：“教研室主任我们不是科级，只是待遇与科级一样。”

素问：“我们就是办公室主任一个属于正经八百的科级。”呆保：“部主任每次学校

开科级干部会，从来不缺。”生清：“在我们图书馆，走行政路线，坐等 10 年也不

一定有盼头。”误入奇图：“岗位津贴一般走职称，我们也是办公室主任算科级。”

呆保：“但是还是专业技术岗位。”误入奇图：“在别的部门就不一样了呢。”生清：

“所以大伙都在搞职称。”误入奇图：“比如科研处，资产处，提拔的机会比图书馆

大很多。”素问：“我们津贴不完全按照专业技术岗位。”呆保：“嗯，被提拔了，职称

也很容易进了。”天外飞仙：“我们是可以自己选择，拿专业还是管理。”广东小*：

“我们学校明确，图书馆只有办公室主任和党总支书记有行政级别。”素问：“馆长

也是吧。”广东小*：“馆长和副馆长都没有。”“更不用说部门主任。”呆保：“应该大部

分人都愿意走专业技术吧。”天外飞仙：“相对科级，大家愿意走专业。”广东小*：

“馆长和副馆长在任的时候，参照处级和副处级干部管理。”“只要不当了，马上就

没有了。”sonorous：“那配车么？”广东小*：“没有呀。”天外飞仙：“一般上了就只有

平级调动了吧。”广州书童：“那全部走职称了。”sonorous：“我研究生复试的时候，

我们班主任说，男生来图书馆工作好啊，馆长好多都是男的，还配车呢”广东小*：

“错了，很多当了馆长和副馆长的最后下了之后也是还在图书馆工作呀。”“做为普

通工作人员。”天外飞仙：“当了馆长还能下来？不会哟。”素问：“我看到过下来的，

曾经碰到一个馆长，下来后就守教师阅览室的摊子了。”sonorous：“我也希望我 60

岁以后还能在图书馆工作。”误入奇图：“二线的调研员我们不用坐班。”天外飞仙：

“我们图书馆没调研员，只有挂其他部门，如教务处。”广东小*：“我们图书馆从来

没有调研员。” “领导下了也很正常。”“只能做两届。”误入奇图：“馆长副馆长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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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就二线。”天外飞仙：“年龄到了的馆长那是没地方，只有在图书馆或者其它部

门找一个地方坐坐，也不可能做具体工作吧。”winwin：“二级学院的院长教授，到

了 60 也有不退的。”“行政上还是院长。” 

 

（33）破除养老金双轨制的讨论 

平平：“最近在热议的破除养老金双轨制，是不是意味着事业单位以后也得交

养老保险了啊。”生清：“新闻上看，好像是这么说的。”平平：“看来我之前交的不用

退回来了。”广东小*：“我们一直是交了个人的 8%，但是单位的 20%没有交过，并

且我们交的钱好像没有到过社保局，是退休的时候一次性的退回给本人。”平平：

“你们广州自己的政策吗？”广东小*：“广东省属学校还是都是。”平平：“我是之前

在三本干过，他们按企业的来交养老，我个人缴费的 8%一直在个人账户上。”广

东小*：“但是佛山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是全部都交了，个人和单位的。”平平：“现

在关心的是，破除双轨制后，退休拿到的钱是不是变少了。”平平：“广东就是改革

的排头兵啊，听说深圳那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都是像企业一样交的。”广东小*：

“其实广东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各个地级市的做法不尽相同。”平平：“但你们那

边工资高，交的也多，退休拿到的未必少。”广东小*：“错了，广东现在的工资水

平不高。”“比很多内地城市都差了。”“房价又高。”平平：“嘿嘿，我们同学在那边过得

很爽，可能是她家底厚。”广东小*：“深圳，东莞、中山，珠海这几个地方收入高。”

“广州就是收入低，房价高，生活质量远远不如那几个城市。”大红兔：“广州工资

比深圳真是低一大截。”娜娜*：“看怎么比了，北京 211 高校收入不如北京市属院

校。” 

 

（34）寄居寺院读诗书 

书香：“圣诞奉献，礼轻意重寄居寺院读诗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

c3ff2b0102vhy3.html。” 

 

（35）2014 年技术培训研讨会（南京）部分报告推介 

图谋：“江苏省高校图情工委现代技术委员会、江苏省图书馆学会数字图书馆

专业委员会 2014 年技术培训研讨会（南京）部分报告推介：1 下一代网络与数

字校园-陈俊良图谋注：有助于了解‘下一代网络’的内涵，数字校园（含高校数字

图书馆）的未来走向。2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叶继元图谋注：有助于了解有关

研究进展，为科研助力。3 基于微软 Azure 构建混合云-南京展鹏公司图谋住：

有利于了解新技术走向。4 汇文 ORACLE 数据库日常维护技巧-陆奕图谋注：主

要是对汇文系统管理员提供技术帮助，其中涉及汇文系统与微信接口内容。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vhy3.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vhy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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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微信服务-得凯瑞图谋注：从信息技术公司角度，介绍微信及其在图书

馆中的应用。有关报告见群文件。请圕人堂成员合理使用。”图谋：“学术规范与论

文写作-叶继元这个报告作点特别推荐，个人认为，这个报告对圕人堂全体成员

均是有实质性帮助的，可以‘雅俗共赏’，学以致用。”“这是二级教授在给大家上‘辅

导课’。”“比如‘学术引用规范：应尊重原意，不可断章取义；应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主题的必要性为限；应尽可能追溯到相关论说的原创者；引用现代人成果应引用

最新版本；引用未发表作品应征得作者同义并保障作者权益；引用未成文的口语

实录应将整理稿交作者审核；学生采用导师未写成著作的思想应集中阐释，明确

说明；引用应标注；应标明真实出处。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规范：注释（note）

 也叫注解、注文，是用简明的文字解释和说明文献中特定的部分，一般包括题

名注、作者注、文献注、术语注等；参考文献（bibliographic references） 是指

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或参考的有关文献资料的题名、责任者等书目信息，通

常附在论文、图书或每章、节之后，有时也以注释（附注或脚注）形式出现在正

文中。’”图谋：“‘抄袭的英文词‘plagiarism’来源于拉丁语‘plagiarius’，意为‘绑匪’。抄

袭是一种‘虚假的作者权：是窃取别人思想成果，并当作自己作品发表的错误行

为。’ ‘抄袭的形式包括在重复别人的措辞或句子，转述别人论点和思路时，没有

适当地指明出处’。只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列出所引成果，但在正文中没有指明；将

他人文句进行改写，又得出与他人一样的结论；在自己多部著作中大量引用自己

已发表的作品（包括译文），或改换题名，内容不改或基本不改，给人的印象似

乎是一部新作品，且不作任何说明的都构成抄袭或自我抄袭’。”娜的星空：“有些人

认为上面写论文方法是‘正确’的，论文本来就是这么写的。”“改他人语句变成自己

的是一种写作技巧。”图谋：“之前圕人堂中不少成员关注的问题，在该 PPT 中可

以找到参考答案。”图谋：“由叶继元教授来做这样的‘科普’工作，个人认为非常给

力。”栀子花开：“叶教授的 PPT 好特别把参考文献部分放在第一部分，一般的 PP

T 都是放在最后。” 

 

（36）储荷婷：《图书馆情报学界的研究方法实践与发展》 

图谋：“储荷婷《图书馆情报学界的研究方法实践与发展》（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4（3）：）（全文见群文件）摘  要 本研究对 2001 年至 2010 年间发表于国际

上图书馆情报学三大主要期刊的共 1162 篇学术论文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结果表明，图书馆情报学界的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在数量和种类上都超越以

往。其中，内容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研讨法取代了过去占主导地位的问卷调查

法和历史研究法，成为本领域研究方法的首要选择。就研究方法而言，图书馆情

报学科研论文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同一项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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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定性研究途径的更多注重。但限于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量和时间跨度，上述

两种趋势尚不足以成为定论。为了方便图书馆情报学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好地

了解和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本文从适用性角度对研究方法进行了类分和讨论。

回顾过去，图书馆情报学界已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方面取得了进步。展望未

来，我们若在研究实践和方法培训方面作出恰当的努力，我们的研究将更上一层

楼。作者简介：储荷婷，美国长岛大学帕尔默图书馆情报学学院教授）。”图谋：“我

这算‘借花献佛’。”“储教授这篇文章也颇具参考价值，特此奉送。”诲人不倦：“好

文。”图谋：“推荐理由是因为，《图书情报工作》摘要撰写新规范（要求有四要素：

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很可能是一个‘导向’，未来的图书情报研究将愈来愈

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规范化。”图谋：“储荷婷:图书情报界研究方法的实践与

发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3792.html 图谋按：《图书情报工作》

摘要撰写新规范（要求有四要素：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很可能是一个‘导

向’，未来的图书情报研究将愈来愈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规范化。特此摘编美

国长岛大学帕尔默图书馆情报学学院储荷婷教授《图书馆情报学界的研究方法：

实践与发展》一文。”“图谋作上述摘编，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做的话，本周周讯中科

学网圕人堂专题就没有内容了。”“要保持《圕人堂周讯》栏目内容的延续性。”“图谋

经常‘诉苦’，主要用意在于希望有助于圕人堂全体成员共知、共建、共享。”呆保：

“进了圕人堂，我感觉我的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许多。”青荷：“某些图书馆期刊，

论文像年终工作总结_这大概就是图书馆界的学术规范。”图谋：“前两天在南京，

有几位成员，也表示圕人堂有帮助。”呆保：“进了圕人堂，自我感觉层次都提升了

呢。”小伊：“图谋老师其实是营销奇才。”图谋：“圕人堂更好地起作用，持续发挥作

用，还仰仗诸位齐努力。”娜娜*：“圕人堂可以看做'真人图书馆‘实践版。”小伊：“这

是褒义词，利用网络来推广宣传取得相当的影响力和认可，这不是每个人能做到

的。微信圈和 QQ 一直有类似的成功案例，很佩服。” 

 

（37）全球免费电子图书馆名单 

娜的星空：“全球免费电子图书馆名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

NzI3NDg4MA==&mid=202441214&idx=4&sn=ecc5a16da19757320a22a467645718

fa#rd。” 

 

（38）刘桂锋：UIUC 图书情报研究生院(GSLIS)概况 

图谋：“刘桂锋.UIUC 图书情报研究生院(GSLIS)概况.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39723-853451.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I3NDg4MA==&mid=202441214&idx=4&sn=ecc5a16da19757320a22a467645718fa#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I3NDg4MA==&mid=202441214&idx=4&sn=ecc5a16da19757320a22a467645718fa#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I3NDg4MA==&mid=202441214&idx=4&sn=ecc5a16da19757320a22a467645718fa#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23-85345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23-853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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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 

annabel：“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 http://mp.weixin.qq.com/

s?__biz=MzA4MzQxMTAwNA==&mid=202078560&idx=5&sn=01d1000436c2c29

69dc58f95f78852ed&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39）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图书馆年会 PPT 下载 

栀子花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图书馆年会 PPT 下载 http://conference.lib.ec

nu.edu.cn/Schedule.aspx。” 

 

（40）2014 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会议资料 

图谋：“2014 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会议资料 http://www.sal.edu.cn/2014/hyr

c.asp 主题：数字资源---- 用数据量体 为学科裁衣会议时间：2014 年 5 月 28 日—

30 日  会议地点：中国·陕西 部分报告有 pdf 格式 PPT 及视频可供下载。”“圕

人堂 6 月份分享有关会议资料时，那时还没有上传视频。感兴趣的成员可以关

注。” 

 

（41）大数据时代中文社会媒体舆情挖掘 

leaves：“大数据时代中文社会媒体舆情挖掘 http://video.sciencenet.c

n/20130521/” 

 

（42）圕人堂文献传递功能 

克莱蒙：“这三篇里面有两篇 OA，发给你（注：忆/love北）了。剩下一篇

（1和 3）需要授权。2 是作者在 researchgate 的个人主页上下载的，需要注册

一个帐号（用 Bing或者 Google搜索能找到链接）；4 是用搜索引擎搜索题名（B

ing或者 Google 应该都可以）直接找到的，来源我没有细看，可能是某个机构

库里的。”图谋：“建议此类求助，最好是有较为规范的题录信息。刚才这个求

助，列了 4条篇名，居然还有两条是重的。这位提供帮助者增加了负担。”图谋：

“获取文献的途径有很多，克莱蒙介绍的一种“常规”方法，另外一种非常规方

法是，群成员所在机构资源存在‘鸿沟’。比如有些馆直接通过本馆的一站式搜

索就能迅速搞定。因为所在馆买了有关数据库或者有便捷通道。有的馆年文献资

源购置费 5千万以上，有的馆不足 1万。”生清：“我所在的属于医学馆，所以

生物医学方面我们馆的投入还是比较多的。大伙有需要，说话就好，乐意效劳。”

克莱蒙：“这种鸿沟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希望推广开放存取。还有那些没有从属

机构的平民……只能借助公共图书馆。甚至自己掏钱去买个人帐号。”图谋：“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QxMTAwNA==&mid=202078560&idx=5&sn=01d1000436c2c2969dc58f95f78852ed&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QxMTAwNA==&mid=202078560&idx=5&sn=01d1000436c2c2969dc58f95f78852ed&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QxMTAwNA==&mid=202078560&idx=5&sn=01d1000436c2c2969dc58f95f78852ed&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http://conference.lib.ecnu.edu.cn/Schedule.aspx
http://conference.lib.ecnu.edu.cn/Schedule.aspx
http://www.sal.edu.cn/2014/hyrc.asp
http://www.sal.edu.cn/2014/hyrc.asp
http://video.sciencenet.cn/20130521/
http://video.sciencenet.cn/2013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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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堂在弥补鸿沟方面，确实可以做好些工作。我罗嗦那么多的目的，是希望更好

地发挥圕人堂的作用。”克莱蒙：“科学研究本来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人们要用

已经产出的文献，却又要交一份钱去买。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要推广开放存

取。”娜娜的星*：“经费不平衡的问题，其实不平衡是常态，根据各馆资源适

量投入，也算节约纳税人的钱。”图谋：“克莱蒙说的问题，估计较长时期无解。

作为图书馆人，利用好类似圕人堂这样的网络社区，会对工作与生活有切实地帮

助。关于 OA的推进是相当艰难的，主要原因，是各方利益的均衡问题。”忆/l

ove北：“感谢大家的支持，几篇文献都获取到了。”娜娜的星空：“大馆大投

入，小管小投入，平均主义要避免，以及一刀切。”图谋：“这算‘微观’角度，

‘中观’、‘宏观’的角度结论又不同。以一些国际影响力较高的 SCI期刊为例，

作者可以自主选择是否 OA，如果 OA 需要交不菲费用，不 OA无需任何费用。愿

意交钱的人，很可能是因为可以通过项目经费报销，不许作者淘腰包。如果再延

伸思考，问题就更复杂了。” 

 

（43）圕人堂微价值 

图谋：“圕人堂这样的空间，主要就是发挥‘微价值’或者说‘长尾价值’。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娜娜的星空：“是呀，圕人堂有了补充小馆短板的实际

问题，多好。是一种‘资源联盟’民间版网络板使我们大家做‘志愿者’。”图

谋：“经常有成员会对我提各种意见，有他们自个的主张，比如提高圕人堂门槛，

专注做有品质的学术交流群等等。作为我的角度，一建群就考虑了圕人堂的‘愿

景’与‘使命’，我觉得应该坚持下去。好些事情，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

心插柳柳成荫。”娜娜的星空：“高门槛弄成‘精英模式’可以理解，但是变相

排斥小馆、县级馆、西部馆。”图谋：“有好些成员担心圕人堂成员人多或嫌弃

人多，怕人多就乱。我认为人多未必乱。圕人堂过去 7 个月实践也许有一定‘说

服力’。前两天在南京，我也同与我交流的成员表达了我的‘愿景’：希望今后

我们可以真正启动“议题式交流机制”，做一些相对‘高大上’的事情。‘精英

交流’其实可以在圕人堂基础上，心想事成的。通过圕人堂这个平台，找到志趣

相投的人去做想做的事情。有的人会认为我有‘病’，某种意义上我确实‘病’

了。比如有人建议我不要老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有那个时间多读几篇文

献。我当前的情况是，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之同时，读文献也不敢怠慢。‘意

义’这个东西，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原本无‘意义’的事情，因为有

更多的人受益了，那就有意义了。” 

 

（44）关于科研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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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娜的星空：“本来中国学术科研呈现不平衡、科研‘穷人’很多，既然普

及科研思维精神，肯定的海纳百川。”图谋：“科研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娜娜的星空：“况且我们图书馆本来科研就要接

地气，解决实际基层信息贫困的问题，基层图书馆了解实际情况，还能给我们高

校带来科研创新点。搞科研离不开社区基层数据。”图谋：“真正有生命力的科

研是需要‘接地气’的。圕人堂这样的空间，无疑对接地气有帮助。在合适的时

间，可能我还得进一步争取去‘宣讲’圕人堂的种种‘好处’。”娜娜的星空：

“我们有些人总有‘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容不下别的事情，这是一种‘吊诡’。

有些人总说‘权贵容不下穷人’，自己实际生活中也下意识容不下‘科研穷人’，

这也是醉了。”图谋：“大家对‘科研’可能还是有过多的‘格式化’的思维。

其实凡事留心皆学问，‘科研’无处不在。我接触过一位‘民间’家谱研究爱好

者，人家真的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十年过去了，我读过

他的一些成果，也许非一般的科研人员比得上，至少我个人是‘自惭形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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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荷婷:图书情报界研究方法的实践与发展  

2014-12-25 14:43  

图谋按：《图书情报工作》摘要撰写新规范（要求有四要素：目的、方

法、结果、结论），很可能是一个“导向”，未来的图书情报研究将愈

来愈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规范化。特此摘编美国长岛大学帕尔默图

书馆情报学学院储荷婷教授《图书馆情报学界的研究方法：实践与发展》

一文。 本文摘编自：储荷婷.图书馆情报学界的研究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48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37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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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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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7个文件。 

3.大事记 

（1）本周就高校图书馆官方微信建设进行了讨论，并分享了相关资料。 

（2）本周圕人堂分享了 2014 年度江苏高校技术年会 PPT（部分），重点推介叶

继元教授《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等内容。 

（3）2014年 12月 26日 12:00，群成员达 771人（活跃成员 268人，占 34.8%），

本群容量为 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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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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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
周讯》辑录”（第 1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
应网址动态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让让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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