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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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f 上海图书馆：直播预告 | 第十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将于

10 月 14-16 日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JUxV-wTO88ABsbadtDJLwg。”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直播预告】第十届上海国际

图书馆论坛将于 10月 14-16日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TKHId9TcjmK

Z8khkVsvdgg。第十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将于 10 月 14-16 日召开，欢迎各位老

师同仁通过线上直播通道，全程观看和参与此次论坛！”

木子：“智联招聘昆明站：【招聘】云南 16 地 招 88 人！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云南省分行 2021 年招聘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O8fEaAfwY8

WfazsFNosZBA。”

碧海潮生：“图情轩：中国图书馆学会全国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提升计划专

题培训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E_kYGPtHTsIFjr-kfz5nKg 。”

笺：“图情招聘：重磅！2021 年国家公务员职位表发布（图情档类） http

s://mp.weixin.qq.com/s/E22yEYIPl5I1Shbngj7G6A。”

笺：“察言观数：2020 中国数字人文年会日程出炉！ https://mp.weixin.

qq.com/s/_5mllqxmUO6VvOI3Xd8I9A。”

低调：“图情档学界：直播 | 人大信管青年科学家一小时讲堂开讲啦！！

https://mp.weixin.qq.com/s/r0pmXp8DSbWIPWLSMHS48Q。”

芸芷：“青塔人才 青塔：事业编+待遇上浮！这所省部共建大学诚邀优秀

青年学者加盟 https://mp.weixin.qq.com/s/wgEALm63dtQ34Y4YjWC7ig。”

萧潇：“2020 年中国索引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15 日 https://zhibo.cha

oxing.com/8675547。”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会议预告丨 2020 数字人文年会将于 10

月 19-21 日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NBf7Uu8yD1Smf--BwDM46w。”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雨过天晴：“原创 图情轩：学科馆员、参考馆员和专业馆员之间有什么区

别吗？ https://mp.weixin.qq.com/s/3XbauJf7544wcSUmzZS_Ww 。”

雨过天晴：“爱上图书馆：图书馆弘扬民族文化的实践路径 https://mp.w

eixin.qq.com/s/Y-wXWv8bOBVmIOrcUs9SCA 。”

图谋：“公告｜《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与促进 Tiao 例（草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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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 https://mp.weixin.qq.com/s/JpMNcFLMHGh2-jCtS-Fy-A 。”

图谋：“2020 年 10 月 2 日《图书馆报》电子版 http://xhbook.ltd/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100

2。”

图谋：“厦大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厦门大学传习所揭牌

https://mp.weixin.qq.com/s/R_8ZEbJSGiNFFAOF4KPTIw 。”

柳橙君：“原创 NKU 新媒体 南开大学：这场传统拜师仪式在南开举行！3

年 200 个学时 9 项专业技能…… https://mp.weixin.qq.com/s/RoCX3hCm3YUOX9

0ywiJcBw。”

碧海潮生：“农业图书情报学报：《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0 年 9 期荐读

https://mp.weixin.qq.com/s/uKnf9j4ThguQo6PPJZfPbw 。”

低调：“原创 MyCOS 麦可思研究：被誉为‘亚洲最美的大学图书馆’到底

有多美？来！看看！| 视频 https://mp.weixin.qq.com/s/q-cCKzeQbiIiuhGGE

9IEqw 。”

图谋：“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http://info.njau.edu.cn/2020 年 7

月，根据南京农业大学决策安排，原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与原南京农业大

学工学院调整重组，新成立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人工智能

学院、南京农业大学新的工学院。其中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由原南京农业

大学信息科技学院的信息管理系与原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的管理工程系合并而

来。师生规模 1600 多人，本科专业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物流工程专业、

工业工程专业、工程管理专业，拥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管理

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可招收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术性博士）、图书

馆学（学术性硕士）、情报学（学术性硕士）、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性硕士）、

图书情报（全日制专业硕士）、物流工程与管理（全日制专业硕士）、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等专业的研究生。（信息来源：南京农业大学成立新的信

息管理学院.http://info.njau.edu.cn/Details/Index/1/2/2679/1。”

图谋：“信息管理学院合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http://sim.whu.edu.c

n/xy1/xygk.htm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https://im.nju.edu.cn/13522/list.

htm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http://imd.ccnu.edu.cn/南京农业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http://info.njau.edu.cn/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http://

irm.ruc.edu.cn/more.php?cid=3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http://ischool.sys

u.edu.cn/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https://www.im.pku.edu.cn/南开大学商学院

https://bs.nankai.edu.cn/xyjj/main.htm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http://gl.jlu.

edu.cn/xygk/xyjj.htm。”图漾：“@图谋 最后两个恐怕不算信息管理学院吧。”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JpMNcFLMHGh2-jCtS-Fy-A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1002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1002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1002
https://mp.weixin.qq.com/s/R_8ZEbJSGiNFFAOF4KPTIw
https://mp.weixin.qq.com/s/RoCX3hCm3YUOX90ywiJcBw
https://mp.weixin.qq.com/s/RoCX3hCm3YUOX90ywiJcBw
https://mp.weixin.qq.com/s/uKnf9j4ThguQo6PPJZfPbw
https://mp.weixin.qq.com/s/q-cCKzeQbiIiuhGGE9IEqw
https://mp.weixin.qq.com/s/q-cCKzeQbiIiuhGGE9IEqw
http://info.njau.edu.cn/
http://info.njau.edu.cn/Details/Index/1/2/2679/1
http://sim.whu.edu.cn/xy1/xygk.htm
http://sim.whu.edu.cn/xy1/xygk.htm
https://im.nju.edu.cn/13522/list.htm
https://im.nju.edu.cn/13522/list.htm
http://imd.ccnu.edu.cn/
http://info.njau.edu.cn/
http://irm.ruc.edu.cn/more.php?cid=3
http://irm.ruc.edu.cn/more.php?cid=3
http://ischool.sysu.edu.cn/
http://ischool.sysu.edu.cn/
https://www.im.pku.edu.cn
https://bs.nankai.edu.cn/xyjj/main.htm
http://gl.jlu.edu.cn/xygk/xyjj.htm
http://gl.jlu.edu.cn/xygk/xyjj.htm


圕人堂周讯（总第 333 期 20200925）

5

图谋：“方卿 傅兴荣.百年信管 盛世华章——从昙华林到珞珈山.https:

//mp.weixin.qq.com/s/oihRnNUGZGNxF56jQaCiRQ‘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

纪念丛书’也如期付梓。丛书包括《世纪华章——信息管理学院教师代表性学术

论文专辑（上）》《世纪筑梦——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纪念文集》《世纪

历程——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史（1920—2020）》《世纪映象——武汉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画册》《文华图专珍稀史料图录》《文华图专存留文献书

目集编》《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校友名录（1920—2020）》共七本。我们谨愿

借此机会对学院和学科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简要回顾，并向广大院友和关心学院发

展的各界朋友简要汇报学院与学科目前的建设和发展成就。由于时间跨度长，涉

及内容多，不足甚至错误在所难免。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秋：“原创 邓*秋 图情出版为什么图书馆共同青睐这个礼物？http://mp.

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98334&idx=2&sn=000f02

ba1dc70dcc457d73637ec76e1e&chksm=fa372138cd40a82ecfb48ada9a2b0a68cb17

d0fd4464c74796933a7768518a2e24018ddf78d9&mpshare=1&scene=23&srcid=101

3HKtTJMyG4lL0Si0wowUJ&sharer_sharetime=1602563571983&sharer_shareid=3

026a01d9ff66148a386cfe37c41b50e#rd。”

雨过天晴：“2020-10-14 18:49 吴建中：吴建中：以人为本，未来 20 年，

图书馆该呈现什么模样？http://www.whb.cn/mobile/#/news/374620。”

雨过天晴：“量化研究方法：没有理论，你的研究将一无所有 http://mp.w

eixin.qq.com/s?__biz=MzA3NzIxNDQ3MQ==&mid=2650313089&idx=1&sn=2efe3fb

ff6afd480f7dae29b1c69165e&chksm=875957e9b02edeff4290d97a95531c63344ad

7025337c313dc811573c4cf8ecf5cbe9ca160dc&mpshare=1&scene=23&srcid=1015

56OO6izQJo8rJLUEjW3W&sharer_sharetime=1602716632167&sharer_shareid=06

409cfeedaf9b2ce3e77a1fd7454ca7#rd。”

图谋：“北京畅想之星：畅想·畅谈|刘绍荣：纸电融合背景下对高校图书馆

采访工作的思考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4OTQ5NTU0Mw==&mid=2

247483739&idx=2&sn=2db147b4511705dcc162c605d11ad77a&chksm=cfea4bc3f89

dc2d5f25856d024d4ee1610f41746a370df05e9d453f9b76be1fcd50b7a68ecbd&mps

hare=1&scene=23&srcid=1015ntRJxPOTdFa9b3hMKWK4&sharer_sharetime=16027

64123065&sharer_shareid=fe58c2e1290eafb6a4494a6519ed0c4f#rd。”

图谋：“好书经眼录：《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https://m.bilibili.com/

video/BV1cK411A7MF?from=singlemessage。”

天天：“兰台内外期刊_投稿邮箱_杂志_编辑部_审稿_投稿须知 http://www.

eshukan.com/displayj.aspx?jid=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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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IxNDQ3MQ==&mid=2650313089&idx=1&sn=2efe3fbff6afd480f7dae29b1c69165e&chksm=875957e9b02edeff4290d97a95531c63344ad7025337c313dc811573c4cf8ecf5cbe9ca160dc&mpshare=1&scene=23&srcid=101556OO6izQJo8rJLUEjW3W&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IxNDQ3MQ==&mid=2650313089&idx=1&sn=2efe3fbff6afd480f7dae29b1c69165e&chksm=875957e9b02edeff4290d97a95531c63344ad7025337c313dc811573c4cf8ecf5cbe9ca160dc&mpshare=1&scene=23&srcid=101556OO6izQJo8rJLUEjW3W&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IxNDQ3MQ==&mid=2650313089&idx=1&sn=2efe3fbff6afd480f7dae29b1c69165e&chksm=875957e9b02edeff4290d97a95531c63344ad7025337c313dc811573c4cf8ecf5cbe9ca160dc&mpshare=1&scene=23&srcid=101556OO6izQJo8rJLUEjW3W&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IxNDQ3MQ==&mid=2650313089&idx=1&sn=2efe3fbff6afd480f7dae29b1c69165e&chksm=875957e9b02edeff4290d97a95531c63344ad7025337c313dc811573c4cf8ecf5cbe9ca160dc&mpshare=1&scene=23&srcid=101556OO6izQJo8rJLUEjW3W&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IxNDQ3MQ==&mid=2650313089&idx=1&sn=2efe3fbff6afd480f7dae29b1c69165e&chksm=875957e9b02edeff4290d97a95531c63344ad7025337c313dc811573c4cf8ecf5cbe9ca160dc&mpshare=1&scene=23&srcid=101556OO6izQJo8rJLUEjW3W&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IxNDQ3MQ==&mid=2650313089&idx=1&sn=2efe3fbff6afd480f7dae29b1c69165e&chksm=875957e9b02edeff4290d97a95531c63344ad7025337c313dc811573c4cf8ecf5cbe9ca160dc&mpshare=1&scene=23&srcid=101556OO6izQJo8rJLUEjW3W&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4OTQ5NTU0Mw==&mid=2247483739&idx=2&sn=2db147b4511705dcc162c605d11ad77a&chksm=cfea4bc3f89dc2d5f25856d024d4ee1610f41746a370df05e9d453f9b76be1fcd50b7a68ecbd&mpshare=1&scene=23&srcid=1015ntRJxPOTdFa9b3hMKWK4&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4OTQ5NTU0Mw==&mid=2247483739&idx=2&sn=2db147b4511705dcc162c605d11ad77a&chksm=cfea4bc3f89dc2d5f25856d024d4ee1610f41746a370df05e9d453f9b76be1fcd50b7a68ecbd&mpshare=1&scene=23&srcid=1015ntRJxPOTdFa9b3hMKWK4&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4OTQ5NTU0Mw==&mid=2247483739&idx=2&sn=2db147b4511705dcc162c605d11ad77a&chksm=cfea4bc3f89dc2d5f25856d024d4ee1610f41746a370df05e9d453f9b76be1fcd50b7a68ecbd&mpshare=1&scene=23&srcid=1015ntRJxPOTdFa9b3hMKWK4&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4OTQ5NTU0Mw==&mid=2247483739&idx=2&sn=2db147b4511705dcc162c605d11ad77a&chksm=cfea4bc3f89dc2d5f25856d024d4ee1610f41746a370df05e9d453f9b76be1fcd50b7a68ecbd&mpshare=1&scene=23&srcid=1015ntRJxPOTdFa9b3hMKWK4&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4OTQ5NTU0Mw==&mid=2247483739&idx=2&sn=2db147b4511705dcc162c605d11ad77a&chksm=cfea4bc3f89dc2d5f25856d024d4ee1610f41746a370df05e9d453f9b76be1fcd50b7a68ecbd&mpshare=1&scene=23&srcid=1015ntRJxPOTdFa9b3hMKWK4&sharer_sharetime=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cK411A7MF?from=singlemessage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cK411A7MF?from=singlemessage
http://www.eshukan.com/displayj.aspx?jid=9836
http://www.eshukan.com/displayj.aspx?jid=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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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10 月 13 日 大会报告 http://calis18.calis.edu.cn/Home/Menu/

850F7025-F0D0-4726-90B3-68E586890F95。今日数字资源建设与长期保存研讨会

报告 ppt 已分享，需要的成员可进一步关注与利用。”

图谋：“图情招聘.邱均平"图情档"排行榜发布.https://mp.weixin.qq.co

m/s/PRKU-Vu1KF6--deCub4zlw10 月 7 日，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发布

了 2020-2021 年‘金平果’《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该榜单又

称为邱均平大学排行榜。”

秋：“图情出版：新书预售 | 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限量毛边本来了，

还有共读活动等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

d=2247498536&idx=1&sn=09db86afd377c4475f04c346c2c444d3&chksm=fa37204e

cd40a958a3e11b36873049c7060196cae7de3b9b4f262e132cedf3b253bdfd2f823b&

mpshare=1&scene=23&srcid=1016te7DB7kXlLNgmW9ioeGE&sharer_sharetime=16

02809802541&sharer_shareid=184fe6ad00a109a5be41b6accbc0c4e7#rd。”

扣肉：“http://www.px.calis.edu.cn:8080/news/index.html 这是 cali

s 的防疫设备目录，你可以先参考一下。其实基本上已经所有的厂商都有了。”

1.3你提问，我回答

（1）图情信息图片分享

图片由低调提供

http://www.artlib.cn/
http://calis18.calis.edu.cn/Home/Menu/850F7025-F0D0-4726-90B3-68E586890F95
http://calis18.calis.edu.cn/Home/Menu/850F7025-F0D0-4726-90B3-68E586890F95
https://mp.weixin.qq.com/s/PRKU-Vu1KF6--deCub4zlw
https://mp.weixin.qq.com/s/PRKU-Vu1KF6--deCub4zl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98536&idx=1&sn=09db86afd377c4475f04c346c2c444d3&chksm=fa37204ecd40a958a3e11b36873049c7060196cae7de3b9b4f262e132cedf3b253bdfd2f823b&mpshare=1&scene=23&srcid=1016te7DB7kXlLNgmW9ioeGE&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98536&idx=1&sn=09db86afd377c4475f04c346c2c444d3&chksm=fa37204ecd40a958a3e11b36873049c7060196cae7de3b9b4f262e132cedf3b253bdfd2f823b&mpshare=1&scene=23&srcid=1016te7DB7kXlLNgmW9ioeGE&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98536&idx=1&sn=09db86afd377c4475f04c346c2c444d3&chksm=fa37204ecd40a958a3e11b36873049c7060196cae7de3b9b4f262e132cedf3b253bdfd2f823b&mpshare=1&scene=23&srcid=1016te7DB7kXlLNgmW9ioeGE&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98536&idx=1&sn=09db86afd377c4475f04c346c2c444d3&chksm=fa37204ecd40a958a3e11b36873049c7060196cae7de3b9b4f262e132cedf3b253bdfd2f823b&mpshare=1&scene=23&srcid=1016te7DB7kXlLNgmW9ioeGE&sharer_sharetim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98536&idx=1&sn=09db86afd377c4475f04c346c2c444d3&chksm=fa37204ecd40a958a3e11b36873049c7060196cae7de3b9b4f262e132cedf3b253bdfd2f823b&mpshare=1&scene=23&srcid=1016te7DB7kXlLNgmW9ioeGE&sharer_sharetime
http://www.px.calis.edu.cn:8080/new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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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黄紫橙提供

黄紫橙：“请同仁们帮我填一份问卷，《虚拟学术社区科研合作与成果转化

调查问卷》，答完后有微信红包发放。”biochem：“扫描二维码，进入调查问

卷。”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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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低调提供

扣肉：“http://www.calis.edu.cn/pages/detail.html?id=a17efb90-

a9a3-4828-b714-bddf12fe0053 2020 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会议通知。”

图片由低调提供

图片由低调提供

（2）中国 zhi网网站地图

图谋：“中国 zhi 网网站地图.https://www.cnki.net/subpages/webMap.h

tml。中国 zhi 网系列数据库有许许多多子库，比如特色期刊库，实际还进一步

http://www.artlib.cn/
http://www.calis.edu.cn/pages/detail.html?id=a17efb90-a9a3-4828-b714-bddf12fe0053
http://www.calis.edu.cn/pages/detail.html?id=a17efb90-a9a3-4828-b714-bddf12fe0053
https://www.cnki.net/subpages/webMap.html
https://www.cnki.net/subpages/web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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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若干子库，那些是需要另行购买的。购买了的资源可以获取全文，未购买的

可以检索但无法获取全文（出现锁闭合的图案）。中国 zhi 网资源特点是一般性

检索服务限制较少（可以公开检索）。”夏夜星：“以前特色刊是隐藏的，不知

什么时候开始放出来了。”图谋：“实际上是可以选择的。‘跨库选择’时勾选

上了就有，没勾选就不会呈现。”

（3）图书馆的义务馆员是如何管理的？

书海漫步：“各位老师：请问义务馆员是如何管理的？有工资吗？”书海漫

步：“我们馆招聘了义务馆员，但没有工资，所以很难调动积极性…关键是很难

吸引到有能力的学生。”低调：“义务馆员是指学生志愿者吧？”徐徐清风：“志

愿者是没工资，不代表免费给你使用。”低调：“我们给学分，给发证书。”徐

徐清风：“应该有的，按天或赛事，比如城市大型运动会召的年轻人当志愿者服

务，会给些补助吧，但不宜公开说出来。”书海漫步：“我们也给学分，发证书。

但是学分少，感觉吸引力不够。”低调：“只对缺学分的‘后进学生’有吸引力。

我们优秀的学生馆员享受教师的借阅权限。”徐徐清风：“可能学生觉得花太多

时间和精力为图书馆打义工不值吧。”Sunny*：“我们学校学生馆员分两种，一

种是勤工俭学，每天顶班两个小时（中午一小时，晚上一小时），有工资（一个

月 100 元），没学分；一种是图书馆学管会，帮助图书馆做管理、新媒体、读书

节活动等，没工资，有学分。”麦子：“@biochem @biochem 我们以前图书馆是

可以接受义务工作者的，后来禁止，原因是万一有事，讼诉起来极其麻烦。”b

iochem：“提前签好协议，签字画押。” 麦子：“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图

谋：“越是‘免费的’越需要谨慎。图书馆实际工作中，对于‘免费的’服务，

可能需要进一步做好解释说明。基础服务是免费的，那是因为‘有人’付费了。”

低调：“那叫政府购买。”图谋：“非基础服务（比如学科分析报告等），‘免

费的’服务偶尔为之无妨，常态化是无法持续的。服务对象也会觉得受之有愧，

不想欠人情。明明白白，公平公正消费，更为可取。图书馆的志愿者、义工服务，

也需要有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如果激励机制落伍了，

也是难以为继的。”

图谋：“勤工俭学属于有偿服务，有的高校图书馆做得好（薪酬相对合理，还可

以为学生提供学习与锻炼机遇等），有的高校图书馆基本属于象征性的（薪酬相

对较低，工作量也可能相对较大，学生权衡得失之后觉得缺乏吸引力）。”

（4）如何查找北大核心的发布时间？

skyler：“请问如何查找北大核心 2008、2011、2014、2017 版的发布时间。”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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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各版出版时间 1992 版出版日期：1992.9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版出版日期：1996.8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版出版日期:

2000.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版出版日期：2004.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版出版

日期：2008.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版出版日期：2011.12 北京大学出版社（实

际公开发行时间为 2012 年 4 月）2014 版出版日期：2015.9 北京大学出版社，2

015.9.2017 版出版日期：2018.12 北京大学出版社。实际上科学网图谋博客中

有参考答案。对于图书情报领域的问题的，可以检索图谋博客。”biochem：“问

题是本群很多人根本不看科学网。”图谋：“可以按标题搜索。”图谋：“图谋

博客从 2005 年 1 月 28 日至今，其内容多是图情领域关注度较高的问题。资料性

较强。”

biochem：“《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相关问题说明各位读者：

近期常有读者就《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各种问题提出咨询。

我们特作以下简单说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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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版：第一版（1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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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七版（2014 年版）。第八版（2

017 年版）也在近日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成果从未在网上发布，目前

网上流行的各种版本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都不是本项目组发布的。2、

关于‘有效期’问题。《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只是一个科研课题成果，根据

期刊的动态发展变化特点定期更新，主要目的是为图书情报部门期刊采购、典藏、

导读等工作提供参考，不是学术评价标准，也不具备任何法律和行政效力，不存

在‘有效期’的说法，如何使用，由使用单位自行决定。在确定所谓‘有效期’

的问题上，考虑到本书出版与印制时间及作者投稿到期刊出版之间的时间差等问

题，建议使用单位不要采取以《总览》出版年月为界一刀切的做法。3. 关于投

稿问题。《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核心期刊简介’部分，列有入选核心期

刊的内容及相关信息介绍，供读者使用参考。这部分内容因信息的不断发展变化，

也可能和当前实际情况不符，请读者在投稿之前，务必与相关的期刊编辑部直接

联系核实。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发行方式同前七版，受

北京大学出版社委托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代为发行部分，从未与其他任何单位有过

合作销售关系，也从不进行任何电话销售，更不会提前向用户寄书和发票要求购

买，此类行为均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无关。如果用户发现类似欺诈行为或犯罪线索，

请及时向北京大学出版社举报，以便出版社将信息反馈给公安机关，尽早将犯罪

分子绳之以法。举报邮箱：fd@pup.cn(link sends e-mail)。5、《中文核心期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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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 2423 千

字，16 开本，精装，每册定价 500.00 元，ISBN 978-7-301-29894-7。欢迎大家

订购。订购方法：网上直接提交订单，地址：http://ccj.lib.pku.edu.cn/boo

kordersubmit/咨询电话：010-62753195，62744073-811E-mail：hxqk@lib.pku.

edu.cn(link sends e-mail)6、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发

现一些错误，请见下勘误表。很抱歉书中存在这些错误，如果用户发现其他错误

请 email 到 hxqk@lib.pku.edu.cn。谢谢！来源：https://www.lib.pku.edu.cn

/portal/cn/bggk/dtjj/qikanyaomu。”

（5）顾健:跌宕起伏的图书馆路

图谋：“信息来源：顾健.跌宕起伏的图书馆路[J].图书馆论坛,2019,39(0

5):141-146.”国图出*：“@顾健 顾老师，这篇文章有电子版吗，‘图情出版’

公众号申请发表。”顾健 ：“感谢，图书馆路一文的版权在《图书馆论坛》。”

哈哈一笑：“顾馆长的经历和成绩说明，只要下功夫，肯定能干好图书馆工作。”

麦子：“@顾健 @顾健 查了一下，在这些作者里，你还是最年轻的一位。其他

的是 62，63，64。我认识一位近 30 年的朋友，在 61 岁才开始做图书馆员。很

有毅力。”低调：“61 岁上岗，退休再就业吗？。”麦子：“不是，他做了近 2

5 年的管理员，但在 58 才读了图书馆硕士，然后另外找了图书馆员工作。”bio

chem：“有毅力。”

（6）图书馆工作中应当有指导读者学术规范的内容

顾健 ：“我看美国大学图书馆有指导读者学术规范的工作内容，国内大学

图书馆也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发声，发挥出专业馆员的专业性。如果教育界和出版

界都能够认同图书馆员的作用，那么馆员的专业性就不是问题了。”图漾：“学

术规范的东西，我怀疑国内高校许多学术委员会的人自己都搞不清。我上课的时

候一般都会提几句。”顾健 ：“是啊，这真是专业馆员大显身手的时候。不过，

专业馆员中又有多少弄得清呢？”图漾：“美国科学院有一本小册子 On Being

a Scientist：A Guide to Responsible Conduct in Research，这本书也有中

译本，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当然最好还是读原文。”顾健 ：“是啊，翻译是

很难到位的。闲聊几句，这次翻译 Handbook for Community College Libraria

ns，librarian 这个常用词就不好翻。根据国内目前的说法，应该翻译成‘专业

馆员’更合适，可是，美国劳工部对 librarian 的定义是接受过图书馆学硕士教

育的，显然专业馆员含义不同等于此，国内的意思应该相当于‘专业技术岗的图

书馆工作人员’，所以 librarian 怎么翻译呢？‘图书馆学硕士毕业的馆员’？

http://www.artlib.cn/
http://ccj.lib.pku.edu.cn/bookordersubmit/
http://ccj.lib.pku.edu.cn/bookordersubmit/
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cn/bggk/dtjj/qikanyaomu
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cn/bggk/dtjj/qikanyao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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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没有读过图书馆学，但是花时间看过一些介绍，感觉中美图书馆学硕士教

育不是一回事，所以再精准点就只能翻译成‘美国图书馆学硕士馆员’，书名就

成了《美国社区学院美国图书馆学硕士馆员手册》。我还看过国内一个比较有名

的出版社，出了不少外国名人传记之类的书，将 librarian 翻译成了图书管理

员。”

（7）图情期刊版面费

极限：“三千多版面费也太贵了吧？”极限：“普刊 1000 左右还可以，太

贵了就没必要了吧。”天天：“发普刊，内蒙科技与经济一篇才 700 左右，业界

良心了。”Daisy1.0：“嗯嗯，除了专业期刊也只有内蒙古是个好选择了，其他

的还有推荐没呢，有图情板块的？”天天：“河南图书馆学刊，对研究生、带课

题的、年轻人都很友好，每年第一篇免费。被引率、下载量、社会认可度都可以。”

图漾：“获取杂志社网址和投稿邮箱，最保险是搞一本真的纸刊，上面印的总不

会是假的；另外，网站和投稿邮箱可以根据域名判断，一般来说，edu、gov、a

c 等还是可信的，com、cn 之类的就要进一步验证；第三，学术刊物总有主办单

位，可以从主办单位的官网上获取链接，而主办单位的官网一般不好伪造；第四，

我国正规网站必须进行备案，可以去工信部 icp 备案查询系统查询，如果没有备

案号或是伪造的备案号就值得怀疑。比如网站没有备案号，吉林的刊物留北京的

电话等等……。”徐徐清风：“zhi 网近年创新出一种‘个刊发行’期刊类型，

需另行购买。涉及到图情刊物有两种：图书情报工作和情报科学。” 小溪流*：

“有的评馆员的还是需要发表一般期刊论文的，现在正规出版的期刊都收费，几

百元也不多。”图穷：“《文渊》杂志是由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主

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连续型电子期刊。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

司出版。面向广大教育、科技工作者以及各大企事业单位成果研究人员的优秀期

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国内统一刊号：CN11—9276/G,国际标准刊号：

ISSN2096–6288）。本刊旨在为其提供一个发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论文的平台，

是教师及科研人员职称评定提供重要依据@小溪流水人家 也是电子刊。”小溪流

*：“万方收得到该期刊。zhi 网收不到。”图穷：“@小溪流水人家 法定意义

上讲，连续性电子期刊不能有印刷纸质的，但是很多包版商都印一两本给作者。”

（8）学科服务创新项目

云在天边：“群里的同行们能分享一下馆里的学科服务新项目吗？除了回答

读者咨询、定题服务、讲座、信息检索课等常规服务。馆里让想学科服务创新，

干想不出来啊。”贵阳-*：“学科态势分析。收录引用证明。”云在天边：“@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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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梦随风 是本校的学科动态，还是国内外的？”贵阳-*：“买了 ESI 就用 E

SI 来分析。没有就分析国内的。”云在天边：“@贵阳-梦随风 收录引用证明一

般是为教职工提供？”云在天边：“还有其他推荐吗？”小菜：“专利动态分析。”

云在天边：“@小菜 没有专利方面的需求。我们只是一般本科，主要专业是经管

类。”贵阳-*：“@云在天边 是的。还有专利分析。”贵阳-*：“@云在天边

本校毕业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检索认定工作。”云在天边：“@贵阳-梦随风 本校

毕业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检索认定工作 具体怎么做》。”贵阳-*：“@云在天边

最近在读文献，梳理了一下，还要这些业务可以选择性的做：学科联络、学科综

述、学科导航、数字参考咨询、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信息素养教学、定题检索、

科技查新、代查代检、全文提供、特色馆藏、学科情报分析、咨询决策、人才评

估、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就是与研究生院或教务处联系，看看他们对毕业生发

表的论文是不是正式期刊，期刊是一般期刊还是核心期刊。如果是 SCI 期刊，给

一个影响因子的数据。”云在天边：“@贵阳-梦随风 特色馆藏、学科情报分析、

咨询决策、人才评估、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具体有成果展示一下吗？”贵阳-

*：“@云在天边 我们有学科分析和专利分析，但是没有对外公开。”钰：“@

贵阳-梦随风 咱们专利分析主要用的是什么数据库？”贵阳-*：“@钰 目前用了

德温特。”图穷：“@贵阳-梦随风 要求中文核心、CSSCI、CSCD 么？”贵阳-*：

“还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贵阳-*：“@图穷 没有硬性规定，但是对学生评优秀毕业生有参考价值。”

（9）图书馆就如何为研究生教育服务

天津中*：“老师们：上午好！打扰高校图书馆的老师们提一个问题？最近

我校在讨论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问题，涉及到图书馆就是如何为研究生教育服务。

请问老师们，高校图书馆针对研究生教育，从信息技术层面，具体有哪些服务内

容或者创新？谢谢老师们！。”诲人不倦：“最直接的服务可以嵌入课程进行信

息素养教育，文献调研培训等。如果要基于信息技术进行服务的话，可以提供一

些科研工具，如翻译工具，可视化工具，知识管理工具、绘图工具，数据分析和

挖掘工具等。”

（10）最新的 CSSCI集刊目录

夏夜星：“请问哪位老师有最新的 CSSCI 集刊目录。”图谋：“CSSCI 收录

集刊如何获得检索报告？关于学术集刊检索报告，相关职能部门及教师较为关

注。经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及相关职能部门沟通，梳理相关 信息供参

考。CSSCI 委托查询服务（025 83595841）https://cssrac.nju.edu.cn/zlxz/2

http://www.artlib.cn/
https://cssrac.nju.edu.cn/zlxz/20191231/i642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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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231/i64220.html 委托查询服务指个人用户委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

心代为查询 CSSCI 数据库并由中心出具查询报告。该网址有进一步 的说明（关

于如何提交信息、如何收费、如何支付、如何提供发票等）。学术集刊业务 htt

p://3c.nju.edu.cn/xsjk 中文学术集刊网学术集刊作为一种区别于期刊、图书

的连续出版物，近年来被国内学界和社会公众广泛接纳，它以特定形式、已某一

专门 研究领域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门研究领域的深入研究成果和进

展。集刊历年目录（https://3c.nju.edu.cn/xsjk/index.php?m=home&c=artic

le&a=lists&category=catalogue#）中最近的 为‘CSSCI 收录集刊目录（2014-

2016）’。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机构内部有之后 2017 年及之后的信息。

CSSCI 扩展版、集刊，可以参考中国 zhi 网的检索结果。”

1.4圕人堂专题

（1）欢迎分享圕人共同关注的问题

低调：“《高职专业目录》，上周是不是有群成员寻求专业目录？”图谋：

“@低调 这样的分享很好！有许多话题，实际属于圕人共同关注的话题。而且许

多事情的频率、步调是大体一致的。多一些交流与分享，彼此可以收获更多。”

图谋：“圕人堂有什么用？圕人堂有什么好处？圕人堂的图谋有什么图

谋？……这类问题是有一定关注度的，其实图谋也回答不好，或者难以给出令人

满意的回答。图谋觉得，圕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多一些交流，多一点分享，彼

此工作、学习、生活、科研等诸多方面可以更好，不必苛求大好特好，有那么一

点点好就是实在好。”槐云影：“圕人堂可能是目前图情圈最大、最平等、最接

地气、回复最及时、热心人最多、涉及专业面最广的交流群了，在个人成长，新

老交替，经验与教训共存，开展正常的工作与学术交流氛围等许多方面都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即使不能写入图书馆正史了，也完全有资格写入野史或者个人学

术成长史。个人浅见与收获，非常感谢平台及各位同仁。”低调：“社会兼职:

圕人堂活跃成员。”biochem：“可以写入自传。”张*彦：“@图谋 谢谢群主。”

（2）关注与利用图谋博客及圕人堂 QQ群知识库

图谋：“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http://lib.nit.net.cn/tuan/。图谋建议圕

人进一步关注与利用图谋博客及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skyler：“好的，以后

关注图谋博客。”

（3）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的思考

图谋：“今天贴的几段内容，实际上属于 2020 年 3 月份科学网圕人堂专题

http://www.artlib.cn/
https://cssrac.nju.edu.cn/zlxz/20191231/i64220.html
https://3c.nju.edu.cn/xsjk/index.php?m=home&c=article&a=lists&category=catalogue#
https://3c.nju.edu.cn/xsjk/index.php?m=home&c=article&a=lists&category=catalogue#
http://lib.nit.net.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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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中的内容。关于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的观察与思考 http://blog.scien

cenet.cn/blog-213646-1223648.html。”

小雪：“各位老师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因为研究需

要，面向高校图书馆员进行专业志愿服务情况的问卷调查，恳请关注与支持！高

校图书馆专业志愿服务情况调查表 https://www.wjx.cn/hj/nondejntt0gxm2tj

nkrkqg.aspx 调查对象：高校图书馆员。调查目的：面向全国高校的图书馆员进

行专业志愿服务情况的问卷调查，以期深入了解图书馆专业志愿服务状况，为构

建科学高效的专业志愿服务运行机制奠定基础。完成问卷大约需要 5 分钟左右。

感谢关注与支持！” 图谋：“据悉，‘高校图书馆专业志愿服务情况调查表’

问卷调查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校图书馆吸引专业志愿服务的制度基础及管理

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BTQ018）课题组实施的，项目负责人为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王琼馆长。”小雪：“感谢各位老师支持。”

图谋：“这段时间各种需求的调查问卷很多。图谋出面是需要慎之又慎的，

毕竟精力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图谋参与的目的实际是为了更好地推

动这方面的应用，提升成员的获得感与参与感。填写过的成员可以借此机会冒个

泡，也是一种形式的发言机会。比如填写完之后，大窗告知：已填。”鲲鹏展翅：

“填完了，还有 2 元红包。”图谋：“这样的冒泡实际是有多重意义的。表示关

注了、参与了，是圕人堂的活跃成员。”小雪：“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和关注。”

图谋：“圕人堂推动问卷调查这方面，实际上受益最大的有两个群体：一个是已

经具有一定研究水平的（这个群体人数较少）；一个是在读本硕博层次学生及有

发表论文需求的图书馆员。前者有助于完成其在研项目，后者更多的是在参与过

程中有所收获（部分是‘学以致用’）。对于圕人堂这样一个网络社群，作为一

个问卷周期，一周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调查过程中互动，无论是冷的热的，

它是有帮助的。还可能会产生一些衍生交流。比如做某项调查研究，有成员说其

所在公司正在开展有关业务。这种今后有机会还可以深度交流、深度访谈，甚至

进一步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或协作。实际上，调查方、参与方，乃至旁观者，可

以互利互惠。圕人堂一直在积极推动做调查研究（因为它确实有需求，且可以让

不少成员切实受益），因此或多或少有一些‘经验’（实际上也是公开分享过的）。

我作为‘群主’做背后推动，其实不容易的。我需要尽可能地少介入，介入多了，

一方面是招人嫌，另一方面还会造成误解（个人精力有限，帮谁不帮谁，是得罪

人的）。各种各样的问卷需求非常多。圕人堂希望争取探索‘样板’，形成参考

模式，让更多圕人切实受益。”学图-123：“感谢图谋老师的推动，在本群确实

受益良多。。”

小雪：“感谢图谋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各位老师的关注与支持。”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364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3648.html
https://www.wjx.cn/hj/nondejntt0gxm2tjnkrkqg.aspx
https://www.wjx.cn/hj/nondejntt0gxm2tjnkrkq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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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在忙什么系列｜征稿启事

图谋：“【老衲曰】我们在忙什么系列｜征稿启事 http://mp.weixin.qq.c

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9247&idx=2&sn=0ae10f771e75ece7c

36ebe3014514201&chksm=fc00e9e8cb7760fe2b7bed62cf54f47e2110a3312b87122

5c1072247162ca502a3c207ce2c71&mpshare=1&scene=23&srcid=1015Vu5L59j8dW

b91pMQYvs9&sharer_sharetime=1602715105708&sharer_shareid=fe58c2e1290e

afb6a4494a6519ed0c4f#rd。”雨过天晴：“@图谋 这个征文挺好，昨天一看见

我就喜欢。但是，作为一名学科馆员，我不好意思讲自己在忙什么，特别是昨天

看见群里关于学科馆员工作内容的讨论，我羞愧难当……。”图谋：“圕人堂也

欢迎大家投稿。规整的，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选刊。”雨过天

晴：“这学期才这样改革，运行一年后如果感觉还可以，我愿意写出来与大家分

享。”图谋：“这是交流与分享机会，同时也是练笔机会。”雨过天晴：“虽然

与传统认知有分别，但是服务学院师生，服务学科发展的初心是一样的。”图谋：

“任何阶段都可以。”雨过天晴：“中小图书馆，软件硬件都不行，只能因势利

导因地制宜。”图谋：“过程交流也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我作为数字资源采访馆员忙什

么？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6570&i

dx=1&sn=88eae11d2b20c8615f7998bf1c474ac5&chksm=fb7414b5cc039da3ee29b0

913312fdf9f70b0e1fbc85e2f9956102fe4761fe03c7cd244b5c0e&mpshare=1&scen

e=23&srcid=1015EJA78hC3biCoDW2ZVvKF&sharer_sharetime=1602715227930&sh

arer_shareid=fe58c2e1290eafb6a4494a6519ed0c4f#rd。”

（5）圕人堂红包的作用

图谋：“刚才图谋也点了一下红包，还有不少个。积极领红包也是对问卷实

施方的特殊支持。圕人堂发红包，主要的作用是‘吸睛’，试图提升参与度。需

要提醒的是：在圕人堂大窗发红包是‘见者有份’，要么就别发；任何人别指望

领红包‘发家致富’，也千万别提供这样的机会。各类问卷，不必指望他人帮你

转发，找人填答是需要占用他人时间，欠人情的。圕人堂之所以有人愿意参与，

部分原因是出于互助考虑。‘圕人’这个群体，总的说来热心助人。红包策略，

用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圕人堂发红包，相当于放鞭炮，吸引注意力，提升参与

度。适当互动，会有助于提升参与度。要做最好是一鼓作气完成，不然会让人反

感。红包的封皮，可以是：敬请关注与支持问卷调查。如想效果好一点，比如 1

00 元分成 50 个或者 100 个普通红包（金额相等，不要搞拼手气，领到几分钱可

http://www.artlib.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9247&idx=2&sn=0ae10f771e75ece7c36ebe3014514201&chksm=fc00e9e8cb7760fe2b7bed62cf54f47e2110a3312b871225c1072247162ca502a3c207ce2c71&mpshare=1&scene=23&srcid=1015Vu5L59j8dWb91pMQYvs9&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9247&idx=2&sn=0ae10f771e75ece7c36ebe3014514201&chksm=fc00e9e8cb7760fe2b7bed62cf54f47e2110a3312b871225c1072247162ca502a3c207ce2c71&mpshare=1&scene=23&srcid=1015Vu5L59j8dWb91pMQYvs9&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9247&idx=2&sn=0ae10f771e75ece7c36ebe3014514201&chksm=fc00e9e8cb7760fe2b7bed62cf54f47e2110a3312b871225c1072247162ca502a3c207ce2c71&mpshare=1&scene=23&srcid=1015Vu5L59j8dWb91pMQYvs9&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9247&idx=2&sn=0ae10f771e75ece7c36ebe3014514201&chksm=fc00e9e8cb7760fe2b7bed62cf54f47e2110a3312b871225c1072247162ca502a3c207ce2c71&mpshare=1&scene=23&srcid=1015Vu5L59j8dWb91pMQYvs9&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9247&idx=2&sn=0ae10f771e75ece7c36ebe3014514201&chksm=fc00e9e8cb7760fe2b7bed62cf54f47e2110a3312b871225c1072247162ca502a3c207ce2c71&mpshare=1&scene=23&srcid=1015Vu5L59j8dWb91pMQYvs9&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9247&idx=2&sn=0ae10f771e75ece7c36ebe3014514201&chksm=fc00e9e8cb7760fe2b7bed62cf54f47e2110a3312b871225c1072247162ca502a3c207ce2c71&mpshare=1&scene=23&srcid=1015Vu5L59j8dWb91pMQYvs9&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6570&idx=1&sn=88eae11d2b20c8615f7998bf1c474ac5&chksm=fb7414b5cc039da3ee29b0913312fdf9f70b0e1fbc85e2f9956102fe4761fe03c7cd244b5c0e&mpshare=1&scene=23&srcid=1015EJA78hC3biCoDW2ZVvKF&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6570&idx=1&sn=88eae11d2b20c8615f7998bf1c474ac5&chksm=fb7414b5cc039da3ee29b0913312fdf9f70b0e1fbc85e2f9956102fe4761fe03c7cd244b5c0e&mpshare=1&scene=23&srcid=1015EJA78hC3biCoDW2ZVvKF&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6570&idx=1&sn=88eae11d2b20c8615f7998bf1c474ac5&chksm=fb7414b5cc039da3ee29b0913312fdf9f70b0e1fbc85e2f9956102fe4761fe03c7cd244b5c0e&mpshare=1&scene=23&srcid=1015EJA78hC3biCoDW2ZVvKF&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6570&idx=1&sn=88eae11d2b20c8615f7998bf1c474ac5&chksm=fb7414b5cc039da3ee29b0913312fdf9f70b0e1fbc85e2f9956102fe4761fe03c7cd244b5c0e&mpshare=1&scene=23&srcid=1015EJA78hC3biCoDW2ZVvKF&sharer_shareti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6570&idx=1&sn=88eae11d2b20c8615f7998bf1c474ac5&chksm=fb7414b5cc039da3ee29b0913312fdf9f70b0e1fbc85e2f9956102fe4761fe03c7cd244b5c0e&mpshare=1&scene=23&srcid=1015EJA78hC3biCoDW2ZVvKF&sharer_sharetime=


圕人堂周讯（总第 333 期 20200925）

17

能会不高兴，影响参与度）。按照圕人堂的做法，问卷实施方发红包的钱，算是

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圕人堂大事记中将会予以记录。”

1.5关注高校图工委发布的历年统计数据

一帆：“请问，每年图书馆都上报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哪里可以看到准确的

统计数据。”图样图*：“同问，记得有个网站发布的。”一帆：“在图工委网

站有统计系统。基本事实统计数据库。但是，这些数据明显没有随时更新，并且

粗糙。各省又有省内高校的。”biochem：“@图样图森破 这数据还保密？”bi

ochem：“本来就应该公开。老百姓随时可以查阅。”一帆：“可以查询的，登

录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只有有限资料公开。”图样图*：

“业界老百姓需要先登录这个事实数据库，查询是后话了。”

图谋：“关于‘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图谋有所了解。实际上，高校图

工委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每年会及时发布有关统计数据，见：http://

www.scal.edu.cn/tjpg/tjsj。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高校图书馆事

实数据库是关于高校图书馆的统计数据库。2001 年网络事实数据库开发成功，

图工委秘书处购买服务器一台，主要用于网络统计数据库的运行，兼用来建设图

工委的网站，发布图工委的文件和新闻。及时、准确填报数据库的意义包括：存

史，为高校图书馆史，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准备材料；存档，督促建统计档案，本

馆保存、备查，为馆史、校史准备资料；自我评估，利用数据库的排行榜功能，

有助于了解本馆在全省、全国高校图书馆中的地位、进步和落后情况；论证、说

服：充实、准确的数字有助于我们写出更加科学严谨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有

助于我们以数据来说服学校加大对图书馆的投入，以保证本馆的先进地位或赶超

同类型图书馆。完善和发展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

管理、咨询、研究、指导图书馆工作的有效工具。2019 年共有 1101 所高校图书

馆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提交数据，这是参与填报馆最多的一年。‘高校

图书馆事实数据库’经过了 20 年的努力，形成了一批成果，背后的艰辛，不得

而知。种种原因，统计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与统计口径、计量标准、配

套政策等密切相关。举个简单的例子，具体到‘馆藏量’这个数字，可以说没有

任何一家图书馆能够给出‘准确数字’，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计量方法，结果

是不同的。‘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是各馆填报的，各馆的填报实际上是通常

是多人协同完成的，且通常是规模越大分工越细越复杂。‘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

库’每年会公开部分统计分析结果，部分内容是在高校图工委网站公开，部分内

容会公开发表。比如：吴汉华,王波.2018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

[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6）。有关数据的公开是有限范围，这实际属于信

http://www.artlib.cn/
http://www.scal.edu.cn/tjpg/tjsj
http://www.scal.edu.cn/tjpg/tj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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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安全范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这类统计数据，让看的也只是最终的统

计分析结果，不大可能公开底层数据。关于高等教育，填报率比较高的是高基报

表中的‘信息化建设情况’数据，实际上与图书馆有关的是 4 个数字：电子图书

册数、电子期刊册数、学位论文册数、音视频小时数。可以说任何一个数字都做

不到‘准确’，但不能说它没有价值。自己先做个盘点，自己同自己比（今年同

往年情况相比），自己同其它高校比……。2017 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发展报

告——基于‘江苏省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统计与决策服务系统’平台填报数据

http://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tjpg/2019010901.

pdf。这个统计报告是江苏高校图工委做的，依据的是‘江苏省高校图书馆事业

发展统计与决策服务系统’平台填报数据 。实际上，江苏高校图工委此项工作

是做得比较扎实的。更多省份的，参见：高校图书馆统计报告 http://www.scal.

edu.cn/tjpg/tjbg。高校图工委网站有 2006 年至 2018 年的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

全文。”一帆：“谢谢图谋！看了年度报告，发现图工委做的这项工作还是很有

深度的。比较遗憾的是公开可以查询的底层数据非常有限。看不到这项工作的力

度和精度。”

1.6数字资源建设与长期保存研讨会暨 CALIS第十八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

http://www.artlib.cn/
http://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tjpg/2019010901.pdf
http://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tjpg/2019010901.pdf
http://www.scal.edu.cn/tjpg/tjbg
http://www.scal.edu.cn/tjpg/tj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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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数字资源建设与长期保存研讨会’（2020 年 10 月 13 日—14 日）

将进行网络直播（未系统报名的代表也可观看）：10 月 13 日（周二）08:50

前登陆 目睹直播（http://mudu.tv/watch/7492958）或微博直播（https://we

ibo.com/u/6020734536）观看直播。 具体培训周会议日程和相关文档可查询

会议网站：http://calis18.calis.edu.cn/ （PPT 和视频会后更新）。”

图谋：“关于举办‘数字资源建设与长期保存研讨会 暨 CALIS 第十八届引

进数据库培训周线上会议’的通知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Acqother

notice/view.action?id=b0265e35-189e-449f-ac75-69f17ab1a44d ‘CALIS 引

进数据库培训周活动’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七届，成为图书馆界有影响力的活动

之一，得到参会代表和数据库商的一致认可。受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全球

疫情影响，经 CALIS 管理中心与 DRAA 理事会研究决定，将采取线上会议的形式

举办 CALIS 第十八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活动。本届培训周的主题定为‘数字资源

建设与长期保存’。CALIS 将组织专家、数据库商和高校图书馆界的代表线上交

流经验，探讨问题和提供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将对高校引进数据库集团采购工

作的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介绍和讨论。欢迎大家积极参加！会议详情如下：一、

会议信息主办单位：CALIS 管理中心、DRAA 理事会承办单位：CALIS 管理中心

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13 日－16 日会议形式：线上会议，并网络直播与会人

员：预计有 20 多家数据库商和超过 300 所参加引进数据库集团采购的高校图书

馆相关工作负责人参加，非高校系统（如国家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

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等）也将受邀参加。二、会议内容内容一：数字资源

建设与长期保存研讨会时间： 2020 年 10 月 13-14 日分主题包括但不限：数字

资源建设与长期保存战略和政策研究数字资源建设与长期保存技术和标准研究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信度与安全保护研究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与科技创新发展数字

http://www.artlib.cn/
http://mudu.tv/watch/7492958
https://weibo.com/u/6020734536
https://weibo.com/u/6020734536
http://calis18.calis.edu.cn/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Acqothernotice/view.action?id=b0265e35-189e-449f-ac75-69f17ab1a44d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Acqothernotice/view.action?id=b0265e35-189e-449f-ac75-69f17ab1a4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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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建设与长期保存实践案例内容二：引进数据库培训及考试 培训时间：202

0 年 10 月 15 日-16 日 考试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下午。数字资源建设与长

期保存研讨会暨 CALIS第十八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会议网站 http://calis18.ca

lis.edu.cn/。届时感兴趣的成员可以各取所需，选择自身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关

注。”低调：“Calis 得是成员馆才能参加吧。”图谋：“具体情况以正式通知

为准。但有一点，历届 CALIS 引进数据库培训周会议，信息分享工作做得很好，

第一时间分享可分享的内容，比如报告 PPT、会议花絮等等。历届会议网站信息.

http://calis18.calis.edu.cn/Home/Menu/57eb5d35-a868-4e60-a73c-b420aed

dc994。比如这是第 17 届（去年的）会议网站。可以说这样全面、系统、及时、

充分分享会议资料的会议，是屈指可数的。感兴趣的可以进一步关注。数字资源

建设与长期保存研讨会暨 CALIS第十八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日程安排 http://ca

lis18.calis.edu.cn/Home/Menu/1C56B1CD-D228-4A30-8DA3-F992D6C99654。”

图谋：“CALIS 引进数据库培训周会议如果看不了现场（或在线）实时的，

很大比例可以看 ppt 资料及会议视频资料，比如第 17 届的会议视频（http://h

ep.calis.edu.cn/huiyiziliao/huiyi22/calis/huiyiziliao/26.html）。”

1.7新书推荐：《美国社区学院图书馆员手册》

图片由图谋提供

秋：“唐澈 图情出版：新书推荐 | 美国社区学院图书馆员手册 https:/

/mp.weixin.qq.com/s/7SS3lj5_KW0DlqT6VGoBvA 。”

http://www.artlib.cn/
http://calis18.calis.edu.cn/
http://calis18.calis.edu.cn/
http://calis18.calis.edu.cn/Home/Menu/57eb5d35-a868-4e60-a73c-b420aeddc994
http://calis18.calis.edu.cn/Home/Menu/57eb5d35-a868-4e60-a73c-b420aeddc994
http://calis18.calis.edu.cn/Home/Menu/1C56B1CD-D228-4A30-8DA3-F992D6C99654
http://calis18.calis.edu.cn/Home/Menu/1C56B1CD-D228-4A30-8DA3-F992D6C99654
http://hep.calis.edu.cn/huiyiziliao/huiyi22/calis/huiyiziliao/26.html
http://hep.calis.edu.cn/huiyiziliao/huiyi22/calis/huiyiziliao/2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7SS3lj5_KW0DlqT6VGoBvA
https://mp.weixin.qq.com/s/7SS3lj5_KW0DlqT6VGoB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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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出*：“大力推荐这本书，由顾健老师发现并翻译。所有图书馆同行都

会有收获。目录大纲设计就很吸引人，全面又实用，连馆员情绪管理也有。东莞

图书馆选择这本书作为基层图书馆馆长学习用书。特别赞东莞馆的每季度馆员共

读一本书等馆员提升项目。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顾健老师（译者）发现并向

我们推荐后我们购买了版权。”

图谋：“@全体成员 唐澈.新书推荐 | 美国社区学院图书馆员手册.https:

//mp.weixin.qq.com/s/7SS3lj5_KW0DlqT6VGoBvA 本书的‘社区学院’用来概称

美国的两年制大学，如城市学院、技术学院和初级学院。本书面向图书馆员，讲

述了社区学院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如参考咨询和信息查询、信息素养、教学

设计、馆藏建设等内容。本书特别适合高职高专院校的图书馆工作人员。由于本

书是图书馆员的入门读物，书中大量的图书馆学基础知识也适用于公共图书馆和

其他高校图书馆的馆员学习参考。作者：迈克尔·A. 克伦普顿，图书馆学硕士，

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学会认证高级管理师，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图书馆

临时馆长、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兼任教师，开放获取期刊《学习空间杂志》主编，

北卡罗来纳图书馆协会前任主席。诺拉· J. 伯德，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

博士，自 2007 年以来一直任职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图书馆学情报

学系。研究兴趣包括科学信息素养、社区学院图书馆的积极作用、图书馆学情报

学教育中的实践性学习。译者：顾健，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

图书馆学会高职院校图书馆分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高校图工委高职高专

图书馆建设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统计与评价专业委员会

委员。潘俊林，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教育学硕士，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信息专业

硕士、语言学博士。任职于北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终身教授。编者：邓咏秋：

大力推荐这本书，所有图书馆同行都会有收获。目录大纲设计很好很吸引人，内

容全面，一些理念、一些调查、一些做法都对你我有启发。美国社区学院最大的

特点是多样性，本书既适合高校图书馆（特别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馆员，也

适合公共图书馆（因为他们的学生年龄多元，也有成年与老年读者，还有为社区

服务的功能）馆员。东莞图书馆选择这本书作为基层图书馆馆长学习用书。东莞

图书馆走红真的不是偶然，特别赞他们的每季度馆员共读一本书等馆员提升项

目。”

1.8国内出版的图情领域英文期刊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国内出版的图情领域英文期刊

辑录 https://mp.weixin.qq.com/s/QI4lDbuB7iovaYuYzAeDyQ 。”

Young Li：“请教一下 Journal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是否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7SS3lj5_KW0DlqT6VGoBvA
https://mp.weixin.qq.com/s/7SS3lj5_KW0DlqT6VGoBvA
https://mp.weixin.qq.com/s/QI4lDbuB7iovaYuYzAeD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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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图情领域唯一的外文期刊 感谢。”图书馆*：“国内好几种啊。”图谋：

“Journal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DIS, formerly Chinese Jou

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Ac

ademy of Sciences (CAS) and published quarterly by the National Scien

ce Library of CAS, i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ly published English-lan

guage academic journal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related

fields from China.Online ISSN: 2543-683XType: JournalLanguage: Engli

shPublisher: SciendoFirst Published: 30 Mar 2017Publication frequency:

4 issues per year （信息来源：https://content.sciendo.com/configurab

le/contentpage/journals$002fjdis$002fjdis-overview.xml）。”徐老师：“@

Young Li 记得武大信管学院办了一个英文刊，可以网上阅读的。”图谋：“Jo

urnal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cienceWebsite: http://www.jdis.orghttp:

//manu47.magtech.com.cn/Jwk3_jdis/EN/2096-157X/home.shtml。曾经是‘th

e first internationally published English-language academic journal i

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related fields from China’。信

息来源：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第一份英文学术期刊——《中国文献情报(英

文版)》创刊[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8(10):37.JDIS 的前身为《中国文献情

报(英文版)》，2008 年创刊。张晓林 2008 年 7 月 29 日写的‘Inaugural Edito

rial’（创刊词）中有：‘As the fi rst internationally published Engli

sh-language academic journal on LISin China, the CJLIS, being stimula

ted by the emerging radical changes in the fi eldof Library and Infor

mation Science, which are again stemming from the rapid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ries to establish a platform for LISstude

nts, researchers and library staff all over the world to engage in in

tellectualdialog and also to improve library services so as to promot

e even more quickenedand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of LIS in China.’。”

民工：“武大的 DIM 应该也是，好像叫数据与信息管理。”Young Li：“谢谢各

位老师，查了一下武大有个 Data and Information Managent;中科院文献情报

中心有个 Data Intelligence，应该也是图情领域的。”图谋：“Data and Inf

ormation Management (《数据与信息管理》)是武汉大学主办、武汉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承办、国际知名学术出版商 De Gruyter Open 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201

7 年 3 月在全球顶级 iSchool 联盟年会上正式宣布创刊，2017 年 9 月出版第一卷

第一期。官方网站：https://content.sciendo.com/view/journals/dim/dim-o

verview.xmlData Intelligence(《数据智能》)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中

http://www.artlib.cn/
https://content.sciendo.com/configurable/contentpage/journals$002fjdis$002fjdis-overview.xml
https://content.sciendo.com/configurable/contentpage/journals$002fjdis$002fjdis-overview.xml
http://www.jdis.orghttp://manu47.magtech.com.cn/Jwk3_jdis/EN/2096-157X/home.shtml
http://www.jdis.orghttp://manu47.magtech.com.cn/Jwk3_jdis/EN/2096-157X/home.shtml
https://content.sciendo.com/view/journals/dim/dim-overview.xml
https://content.sciendo.com/view/journals/dim/dim-overview.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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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联合主办的英文数据类期刊 Data Intelligence(D

I，《数据智能（英文）》)正式在线预出版。首届编委会于 2018 年 7 月 5 日在

南京大学隆重召开。官网：http://www.data-intelligence.org/欢迎进一步‘补

齐’。《数据与情报科学学报》 (Journal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是 2016 年第 1 期开始更名的，原名《中国文献情报 (英文版) 》（Chinese Jo

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2008 年创刊。Journal of Li

brary Science in China 中国图书馆学报年刊(英文版)，为‘学术辑刊’，200

9 年创刊，出版周期为年刊。”

1.9论文查重服务

中原劲草：“工作中现在经常遇到有老师要发文章要到图书馆来查重的，据

那些老师说有好多都是期刊编辑部让老师先做查重，不然不给安排版面，而图书

馆是没有那个查重系统的。奇葩的规定把那些老师们折腾的也不轻。”广东小*：

“现在项目结题也需要查重报告。”图谋：“各校的管理与服务模式不同。有的

学校是教务处购买，由教务处分配管理权限，从今年开始，直接同教务系统关联。”

广东小*：“我们学校研究生院买了，还有好多院系也买了，科研管理部门也买

了。”

图谋：“它确实细分了很多个产品与服务。”如是我往：“不应该是越简单越好

吗。”图谋：“这方面的服务是有其特殊性的。解释说明工作也挺头大。比如许

多师生以为图书馆有权限，可以提供服务。实际上很多查重需求，图书馆并没有

使用权限，无法提供服务。”少林：“*检测系统营销策略是针对不同的群体搞

得，报价、比对库都不一样！”图谋：“查重服务，对于部分人，可能真是‘要

命’的。闲话论文查重产品与服务.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1206340.html 一方面由于自身也算是忙碌在科研‘一线’的科研爱好者；一方

面由于自身是图书馆采访馆员及咨询馆员。较长时间以来，笔者对学术规范、论

文查重产品与服务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进行了解、实验及解答相关咨询。这块的

关注度呈上升趋势， 特此进一步梳理所见所闻所感，不当不周之处，敬请不吝

教正。”少林：“@春暖花开 我也是了解一点，不同的检测系统要和客户经理联

系一下，他们会解释的很清楚！”图谋：“‘论文查重产品与服务’话题，科学

网圕人堂专题曾发布较为规整的文字，供参考。王启云. 论文查重，你了解多少？

[N]. 中国科学报,2019-11-25(007).这个是《中国科学报》选刊的版本。”徐徐

清风：“*查重系统管理相当严格，就算买了的单位，也不会随便给人查的，购

买时就有查重服务次数。如果给非本单位的师生查了，被发现了，是要承担法律

风险的。”天天：“国外查重吗？英文单词量低于中文，他们如何捍卫学术诚信，

http://www.artlib.cn/
http://www.data-intelligence.org/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63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6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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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学术不端。”图谋：“国外查重产品与服务也有不少。对于若干高校，其实

外文查重的需求相对是更为迫切的。关注度较高的问题，《论文查重，你了解多

少？》一文，提供了‘参考答案’。”天天：“专著和编著都列参考文献吗？”

图谋：“查重服务，对于部分人，可能真是‘要命’的。这一句话可能有许多人

不以为然，或者认为危言耸听。打个比方，水果刀这一工具，削水果是常规用途，

还有可能用于伤人伤物带来各种麻烦。查重的需求是很复杂的。有的是自己需要

查，有的是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查，有的是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拟‘找茬’……有

的是面向未来（比如学位论文答辩前的查重、期刊论文发表前的查重、科研项目

结题前的查重），有的是针对过去（比如已发表成果的查重，职称晋升、科研成

果评价等需求的查重）……有的是谋当下（顺利毕业或顺利发表就好），有的是

谋未来（自律或他律，不留‘后遗症’。自律是自查，他律可以是导师或科研人

事管理部门代查）。查重的结果可以说没有任何一家是绝对权威、准确，仅供参

考。如果是从严谨角度，有条件可以查多家，综合多家检测结果进行进一步修订

完善或得出更为可靠的科研诚信印象或结论。”天天：“@图谋 写的很到位。”

1.10美国高校图书馆数据库的采购

麦子：“@图谋 这篇数字采访馆员的文章不错，很实在。”麦子：“国内的

同行的确比较辛苦，这和我做的一些工作极其相似，但在我和数据商谈完以后，

决定购买后，其余的细节类事情，比如以下的部分是有专门的图书馆管理员处理

的。2.负责数据库采购合同、数据库付款协议、发票等资料的整理、登记、分类

和归档工作。3.负责数据库远程试用的维护与管理，及时通报 IP 地址变更情况，

管理数据库的账号与密码申请，解决数据库使用故障问题。其余的我也很少做，

推广一般是有参考咨询（现在叫研究服务部和教学部）负责，我只要在一年后续

的时候看看使用情况，然后绝对是否续订就可以了。所有的续订，管理员会把所

有的信息：新价格，旧价格，升幅，每次使用的费用等写到一张巨大的共享 spr

eadsheet 上，如果我想续，在第一格里写上续订就可，如果觉得贵，我会和数

据商谈价钱。我基本都会达到我的要求，谈崩的只有一次，我就取消了。”窗外

的海：“@麦子 ，谢谢老师分享。就我馆情况，是否续订不是采访馆员决定，而

是领导。”学图-123：“其实馆员可以做很多事情，只要不是自私自利的行为，

一般领导都会听取的。”麦子：“我是做了 10 年领导，后来改组不做了，后来

来了新的领导班子，又要我做，我说我是想退休了，我什么都可以做，但不像管

人。图书馆天下都一样，每天遇到哭哭啼啼的，觉得自己事情多其他人打电话聊

天，我真得太累，你们懂的。@窗外的海 @窗外的海 美国的馆员的权限比较大，

续订就是馆员决定，管理员执行的过程。我只会在续订时杀到很好的价钱的情况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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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和付馆提一下。”学习中：“@麦子 麦子老师，您好！请问数据库使用情况有

第三方系统？谢谢。”麦子：“@学习中 @学习中 有几种，要看情况。期刊有

时是看 EBSCO 的，但一般都是由资源商提供的数据。除了个别的，一般比较诚实。”

图谋：“纸电同步是图书出版的趋势，也是馆藏资源建设的趋势。纸电融合背景

下，对图书馆采访工作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刘绍荣在

畅想之星的专访中，分析了她的几点思考。刘绍荣：纸电融合背景下对高校图书

馆采访工作的思考.https://mp.weixin.qq.com/s/kliPXYQ5nOqfmF8jPch74A 纸

电融合的大背景，对图书采访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与挑战。首先，我们需要

重新定位纸电图书的功能。其次，纸电同步要有相应的管理系统。另外，纸电同

步对采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访’的任务会更加重要。因此，在纸

电融合背景下，采选平台就显得异常重要。采选平台不仅能揭示纸电图书的所有

信息，让采访人员便于选择与判断，还能反映出出版社、馆配商、图书馆三方协

作中的关系与问题，通过分析总结这些问题，三方就能共同发展和进步。”麦子：

“@图谋 高校资源建设的发展和数据商和书商技术和理念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这

就像现在的电商发展和个人消费的习惯变化一样。问题是，目前高校资源建设的

发展是被其供应渠道的经营方式，理念，采购方式拖了后腿。”图谋：“观念、

行动上的变化是很难立杆见影的，但只要认真阅读了，会切实有影响的。麦子介

绍美国同行的所做所为，对我自身是有影响的，会调整自己的工作思路。还有个

方面的影响是，对美国图书馆同行的所做所为，可以更为生动立体的了解。很多

东西读文献、浏览网站是无法获取到的。”麦子：“@广东小肥羊 @广东小肥羊

这也是一个思路的问题。比如，美国高校图书馆在买书时基本是没有折扣的，而

电子书的价格起码加倍，甚至 5 到 10 倍，但图书馆没有拿这个大做文章，打价

格战到了最后损失最大的是图书馆。图书馆和数据商和书商是共存关系，其中一

头倒了，另外一头就没饭吃了。”

1.11 新书推荐：《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

图谋：“@全体成员 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限量毛边本来了，还有共

读活动等你.https://mp.weixin.qq.com/s/Bzxj0-nBAem33xSoJIGnpA 武汉大学

资深教授彭斐章先生作为著名学者，他为何选择图书馆学专业，又如何取得如此

卓越的成就，一定令大家好奇。其实这并非来自天生的热爱，而是归功于几十年

如一日的坚持与付出。《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为我们全面地介绍了彭先

生精彩而令人敬佩职业经历与学术生涯。作者：彭斐章口述 柯平，刘莉整理

定价：99 元预售价（限量钤印毛边本）：99 元预售价（非毛边本）7 折：69.3

元（仅预售期）ISBN：978-7-5013-6843-3 出版时间：2020 年 10 月装帧印制：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kliPXYQ5nOqfmF8jPch74A
https://mp.weixin.qq.com/s/Bzxj0-nBAem33xSoJIGn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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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面烫金，精装，五色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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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数字资源采访馆员忙什么？

热度 1 2020-10-14 17:11

10月 14日“高校图书馆信息化”QQ群群主老衲曰（某著名高校分管信息化工作

的图书馆副馆长）在群中发倡议：“老衲曰计划搞一个我们在忙什么系列，请群

友们写写我们的工作经验、工作内容，集中起来做个宣传，互相借鉴，让领导们、

同事们了解我们的工作。欢迎大家投稿。”之前一日，老衲曰推荐了一篇“可以让

大 ...

个人分类:圕人堂|663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国内出版的图情领域英文期刊辑录

2020-10-11 22:02

2020年 10月 11日，圕人堂有成员问：“请教一下 Journal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是否是国内图情领域唯一的外文期刊? ”多位成员参与了讨论，提供了信

息。图谋的印象中，2017年之前好像是一枝独秀，之后陆续有数种创刊。种种

原因，当前依靠信息检索找全找准是“高难度”的。图谋综合群成员提供的信 ...

个人分类:圕人堂|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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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文件。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43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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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37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25437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4372&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437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5437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437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5437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4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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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00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400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400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5400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400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5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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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出版发行。作者：彭斐章口述 柯平，刘

莉整理，详见： 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限量毛边本来了，还有共读活动

等你. https://mp.weixin.qq.com/s/Bzxj0-nBAem33xSoJIGnpA 武汉大学资深

教授彭斐章先生作为著名学者，他为何选择图书馆学专业，又如何取得如此卓越

的成就，一定令大家好奇。其实这并非来自天生的热爱，而是归功于几十年如一

日的坚持与付出。《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为我们全面地介绍了彭先生精

彩而令人敬佩职业经历与学术生涯。

（2）高校图书馆专业志愿服务情况调查。本周圕人堂成员小雪发放问卷：“高

校 图 书 馆 专 业 志 愿 服 务 情 况 调 查 表

https://www.wjx.cn/hj/nondejntt0gxm2tjnkrkqg.aspx 调查对象：高校图书馆

员。调查目的：面向全国高校的图书馆员进行专业志愿服务情况的问卷调查，以

期深入了解图书馆专业志愿服务状况，为构建科学高效的专业志愿服务运行机制

奠定基础。完成问卷大约需要 5分钟左右。感谢关注与支持！”据悉，“高校图

书馆专业志愿服务情况调查表”问卷调查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校图书馆吸引

专业志愿服务的制度基础及管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BTQ018）课题组实施

的。截至 2020 年 10 月 16 日 15:00 回收问卷共 04 份，圕人堂群累计发送红包

229 元。

（3）2020 年 10 月 16 日 15:00，群成员达 2896 人（活跃成员 386 人，占 13.3%），

在线 1587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4.3%），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824 人。

4.延伸阅读

4.1 《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Bzxj0-nBAem33xSoJIGnpA
https://www.wjx.cn/hj/nondejntt0gxm2tjnkrkq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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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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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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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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it.net.cn/tuan/

	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1.3你提问，我回答
	（1）图情信息图片分享
	（2）中国zhi网网站地图
	（3）图书馆的义务馆员是如何管理的？
	（4）如何查找北大核心的发布时间？
	（5）顾健:跌宕起伏的图书馆路
	（6）图书馆工作中应当有指导读者学术规范的内容
	（7）图情期刊版面费
	（8）学科服务创新项目
	（9）图书馆就如何为研究生教育服务
	（10）最新的CSSCI集刊目录
	1.4圕人堂专题
	（1）欢迎分享圕人共同关注的问题
	（2）关注与利用图谋博客及圕人堂QQ群知识库
	（3）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的思考
	（4）我们在忙什么系列｜征稿启事
	（5）圕人堂红包的作用
	1.5关注高校图工委发布的历年统计数据
	1.6数字资源建设与长期保存研讨会暨CALIS第十八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
	1.7新书推荐：《美国社区学院图书馆员手册》
	1.8国内出版的图情领域英文期刊
	1.9论文查重服务
	1.10美国高校图书馆数据库的采购
	1.11 新书推荐：《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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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群文件共享

	3.大事记
	4.延伸阅读
	4.1 《圕人堂周讯》辑录 
	4.2 圕人堂QQ群知识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