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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简介

QQ 群名称：圕人堂(LibChat)

QQ 群号： 311173426

适宜人群：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圕人堂周讯》编辑组

主编：王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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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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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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西安欧*：“各位老师打扰了，大家好，西安欧亚学院图书馆招聘采编岗位

一名，要求硕士，请大家帮忙推荐，打扰了！！！”低调：“民办呀。”

浪漫妥协：“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招聘工作人员 2 名，事业编制，请各

位帮忙推荐、转发！http://www.ncvt.net/info/1573/38901.htm。”闽农林*：

“民办高校，应该也不少了吧？。”朗月孤舟：“这样会把一些人挡在门外。”

徐徐清风：“这年头还有‘干事’这种岗位。”朗月孤舟：“今年湖北事业单位

招考很多职位不能提这样条件。”正在输*：“@浪漫妥协 @浪漫妥协 图书情报

专业硕士可以报么？老师。”图林新人：“湖北事业单位限制户籍吗？”浪漫妥

协：“@正在输入。。。 可以啊。”朗月孤舟：“@图林新人 没听说这种限制。”

正在输*：“好的，谢谢老师！”

海天云石：“为了适应高职高专图书馆多元空间建设的服务趋势，北京世纪

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全国开展‘图书馆空间改造与建设’案例征集

活动，其中典型案例将推荐给 7 月份在杭州召开的‘中国高职图书馆空间建设与

智慧图书馆建设研讨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高职院校图书馆分会主办）上交流。

希望大家都能充分挖掘分享本馆的风采，向全国全社会展示我们图书馆人近年来

对图书馆服务质量提升做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和追求！我们期盼每个高职图书馆

都来投稿。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配合！有问题进群咨询，也可以电话咨询。”

低调：“图情档学科建设与实践创新高端学术论坛暨青年学者论坛。来源：

图书情报工作。http://www.lis.ac.cn/65y/schedule.html。”

会议君：“2021 年全国数字资源保障体系重构学术研讨会本周五召开（线

上线下同步）。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https://mp.weixin.qq.com/s/q93TvzlpRgm9gpBLaQtxOA

刘建平：“赶快报名参赛吧！报名页面：

https://www.huiyuan.sh.edu.cn/competition/#/register。大赛主页：

https://www.huiyuan.sh.edu.cn/competition/#/home。”

秋香：“分享一个培训通知：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关于举办面向

智慧时代的图书馆空间服务创新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29/15244.html。”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征文！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 10

月召开。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https://mp.weixin.qq.com/s/Ytw2exkzCJ9A6ykexwmknQ

起航：“今天上午 9点！2021年全国数字资源保障体系重构学术研讨会(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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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相结合)。本次会议由万方数据进行全程直播,"万方数据"B 站直播间链

接：http://live.bilibili.com/21995283。”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碧海潮生：“柯平：深化皮书研究 推动学术传播。来源：纸书堆”

https://mp.weixin.qq.com/s/xH4B0Lzb0X6Xw1WrxmxyUQ

瘦身娃娃：“ “新百年•新文科•新图情”——图情学科发展与建设论坛。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https://mp.weixin.qq.com/s/mdc-qUfbChLUqliRVKHj5A

图谋：“笔耕口授勤劳一生，生前身后竹帛流芳——图书馆学家钱亚新先生

文献辑录。来源：圕人堂 LibChat。”

https://mp.weixin.qq.com/s/HSojY3AjJBDHf3uvlvpPbQ

雨过天晴：“新书 | 学术图书馆与新型出版。来源：图情出版”

https://mp.weixin.qq.com/s/eyQwYZqxhe92a8TYHlOBdw

雨过天晴：“艺术与阅读 | 书香盈画——中国历代经典读书图解读。来源：

弘雅书房。https://mp.weixin.qq.com/s/SI6lJg8fuXD0nT3QTmYAdQ”

雨过天晴：“寻找汪健君先生的《清华怀旧竹枝词》（八首），你猜我发现

了 什 么 。 来 源 ： 我 查 查 看 。

https://mp.weixin.qq.com/s/s9mVl9nu-V7CnDk8yTWwdQ”

biochem:““非升即走”的问题不在长聘短聘，而是怕搞成‘一校两制’的

‘ 四 不 像 ’ 。 来 源 ： 科 学 网 。

https://mp.weixin.qq.com/s/-O3kFtntJqz3sM0eHn2GYw”

图谋：“身边榜样| 刘素清：笃行不怠，素履以往。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

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cn/news/0000002295”

查新检索：“官宣，高校教师职称改革落地！高校落实不力将收回自主评审

权！来源：知情会。https://mp.weixin.qq.com/s/rdw9jvk3TKvUT1eWRqDNmw”

雨过天晴：“国图少儿馆员：端午节给孩子读什么？来源：图情出版”

https://mp.weixin.qq.com/s/DYHp47PnEqfVN3TDlfPRqg

雨过天晴：“会议感悟⑦：永远在路在---参加“新时代图书馆特色资源建

设与服务创新”研讨会有感。来源：欣欣然读书”

https://mp.weixin.qq.com/s/ONRTD_0ZlWtoXhsX0PIsIA

江苏大*：“图书馆资源服务风险重要性评价调查.调查对象：图书馆员。该

问卷旨在对图书馆资源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著作权风险点进行评价，为优化图

书馆资源服务提供参考，全面系统地加强著作权的管理工作，提升图书馆防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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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著作权风险的能力。问卷采取匿名的方式，得到的问卷结果仅用于学术研究，

并且对您的回答进行严格保密。大约需要八分钟的时间，敬请关注与参与，谢谢！

（https://www.wjx.cn/hm/zbhopbqmpk2xusqoxrfea.aspx）”

查新检索：“国知 Ju 教育 Bu 印发《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

办法（修订）》.来源：知情会

https://mp.weixin.qq.com/s/A4kgxUuuJvXel_d1JiwdWA”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 2021 年 IFLA PressReader 国际营销奖得主。来源：

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https://mp.weixin.qq.com/s/R3RzPZt0HuQoXM3RFyIGDw”

图 谋 ： “ 约 起 ！ 贵 州 省 图 书 馆 立 体 书 库 开 馆 啦 。 来 源 ：

http://app.cctv.com/special/cportal/detail/arti/index.html?id=ArtihXS

HJE8yPzU9R2D9qle0210101&fromapp=cctvnews&version=807”

查新检索：“2020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项目奖评审结果公示，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46 项！来源：知情会

https://mp.weixin.qq.com/s/lsEAWxcG0IBAsvG6inEmEQ”

雨过天晴：“这个新兴图情档排名来了！来源：图情招聘

https://mp.weixin.qq.com/s/945tPLEuEHng4zY960LsvA”

睿智：“2021 年国际图联国际营销奖揭晓，3 个中国图书馆项目入选！来源：

图情出版。https://mp.weixin.qq.com/s/_8OmUuYk_GlTEGXYIqaCkQ”

图谋：“李江 .原本属于你的引用，可能被一篇综述‘截胡’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92012-1291246.html 当一个新兴研究领

域积累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研究成果时，一篇详尽、全面的高水平综述论文（下文

简称‘综述’）通常能够结结实实地推动这个领域加速成熟。综述的作用有两个：

对领域内而言，能够对整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挑选和整理，进而梳理出领域发

展的脉络，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对领域外而言，能够屏蔽掉这个领域知识积累

过程中曲折的细节，将一种清晰、可靠、一致的形象展示给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

者，使该领域能够更好地被其他领域接受和认可。一项发表在《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研究发现，接近七成的论文在被一篇出自权威之手

的综述引用之后，再被引用的可能性会降低；仅有三成论文会因为被综述引用而

获得更多的引用。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认为，当你的文章被一篇翔实可信的、出

自权威之手的综述引用了，这也许意味着，之后的研究者可能不再需要引用你的

文章，而是引用那篇综述就足够了。所以，仅从引用的角度来看，原本属于你的

引用，可能会被综述给‘截胡’了！”

低调：“2021 年山东省高职高专图书馆工作会议。

https://play.yunxi.tv/pages/4d31c108bb1942fb9ab127ba4fb56268?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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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oY3TsvjSAwGTHDfKiUQxhgXMdxu4#/。”

图谋：“赖茂生：情报学的坚守和发展创新。来源：情报理论与实践。

https://mp.weixin.qq.com/s/fS64U5NmF-4gEc9Gj1z4Jg。”

睿智：“书香百年路 阅读新征程 | 2021 出版发行界图书馆界阅读推广论

坛在长春成功举办。来源：新华书店总店。

https://mp.weixin.qq.com/s/V5lDq_68SZUKlS486nlE7g”

雨过天晴：“应对高校图书馆读者流失的策略。来源：图情轩

https://mp.weixin.qq.com/s/fUvzF_mVBG2wgDgLapgy0w”

度量衡：“短视频平台的内容侵权，到底谁能管？来源：第一财经

YiMagazine。https://mp.weixin.qq.com/s/q-I1_rwFI0--01ZCe2d1TA”

1.3 新书推荐：《钱亚新年谱》

图谋：“@全体成员 钱亚新先生一生致力于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目录学

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代宗师。倪波先生评

价：‘钱亚新先生自图书馆学专业大学毕业以来， 其论著一直未间断过， 直至

生命终止。 因此 ， 他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 笔耕的一生、 奋斗的一生、 科

研成就硕果累累的一生。’钱先生逝世已有 31 年，关于钱先生的研究文献不断

涌现，是可谓：笔耕口授勤劳一生，生前身后竹帛流芳。研究与纪念是为了更好

地传承与发展，图谋特此做一辑录供参考。全文见：图谋.笔耕口授勤劳一生，

生 前 身 后 竹 帛 流 芳 — — 图 书 馆 学 家 钱 亚 新 先 生 文 献 辑 录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0743.html。”

图谋：“《钱亚新年谱》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7FTQ004）成果。

谢欢著.钱亚新年谱[M]._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5. 网上书店售书网址：

http://product.dangdang.com/29252913.html。”

图谋：“作为一部人物年谱，本书呈现的一代图书馆人钱亚新先生为人、治

学、工作方面的卓越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对照反思和学习。内容简介：钱亚

新(1903-1990)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曾担任南京图书馆阅览部、

采编部主任、代理馆长，南京大学图书馆系兼职教授。钱亚新是中国现代图书馆

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在图书馆工作理论与实践、图书馆人才培养、传统目录学研

究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本书依托钱氏撰著、来往信札、档案及亲友回忆等材

料撰写年谱，基本涵盖了钱氏人生经历和学术事业成就，并折射出中国现代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历程。作者简介：谢欢，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图书馆与数字人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史、图书情报学基础理论、历史文献学、海外中国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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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回归与传承：钱亚新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研究》，整理有《钱亚新别集》，

翻译《图书馆学导论》《生活的一部分：美国人民的公共图书馆史》等。”

图片由图谋提供

1.4 圕人问答与讨论

（1）发表在核心期刊封页上的书评算不算学术论文？

迷图：“请教群里的专家：发表在核心期刊封页上的书评算不算学术论文呢？

能作为核心期刊论文评副高吗？。”biochem：“最好问本单位科研和人事部门。

各单位的情况不一样。论文的评级一般是各单位科研部门说了算。”123：“书

评一般不算。”万寿寺*：“书评不是学术论文。”迷图：“@biochem 18 年职

称下放各高校后，就怕遇到这种情况，科研部门的评审权不是更大了么？”123：

“科研处没有吧，学术委员会。”biochem：“@123 @123 我们学校是科技处决

定论文的等级。”迷图：“@biochem 我们也是科研处决定论文的等级。评审专

家从学术委员会会员中抽取。”biochem：“学校有中评委和高评委。中评委和

高评委成员定期改选或补选。”cpulib*：“书评就是有争议的文章。”123：“等

级是科研处定，但职称评审是由学术委员会评审。部分职称还要外送评审。”

cpulib*：“低分综述也不认可。我们 3 分以下的综述不算。”biochem：“材料

报上去就不用管了。听天由命吧。”迷图：“我们 8 位评委中只邀请 1 或 2 个校

外评审人员。”cpulib*：“审核的，有的要删除的，否则，公示也就有麻烦了。”

biochem：“@cpulib2009 这就是各单位的差异。”cpulib*：“是的，反正我们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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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蛮严格的。从 4 月开始，一直到端午前才公示。”

biochem：“同一篇论文，有的单位重奖，有的单位一分不给。”王普：“提

交职称材料要附带原文复印件的，不是一看便知吗？不需要知网呀。”123：“查

重率一般要求多少?引用部分算在内吗?”cpulib*：“中文有的停刊了，知网也

不一定收录。”biochem：“@王普 @王普 涉及论文的评级，ABCD 级等，不同等

级的论文奖励也不同。”cpulib*：“审核的不看文章的。看文章累死人，有的

7/80 篇参评。”123：“是的。”cpulib*：“我们都是从机构知识库获取，自

动统计申报者北大核心，南大核心， SCI，EI 等数据，并汇总。”biochem：“我

们这里科技处是对每一篇论文进行核实，有的论文是不算的，如增刊（专辑）发

表的论文。”cpulib*：“只要保证机构知识库数据准确就可以了，后面审核就

轻松了。有争议的就很少。”迷图：“我们职称材料里要求提供科研产业处打印

的在知网里查出的发表论文的清单，审核的人不看论文是不是论文还是书评，打

印一份清单盖下章就完事了。”biochem：“@cpulib2009 @cpulib2009 北大核

心，南大核心， SCI，EI 等论文也分等级，如前三分之一，中间三分之一，后

三分之一等。各单位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在本群讨论意义不大。”cpulib*：“反

正复杂。”

biochem：“因为是各单位科研部门说了算。”cpulib*：“提前了解规则，

按规则走。”迷图：“嗯嗯！评职情况复杂。”biochem：“实际上各单位科研

部门应该有具体的文件。论文等级如何划分等。看下单位科研部门的文件吧。”

广东小*：“@迷图(芷芸) @迷图(芷芸) 书评应该不算是学术论文。8.学术论文：

指在取得出版刊号（CN 或 ISSN）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本专业领域学术文

章。国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参照执行。凡对科研业务工作现象进行一般描述、

介绍、报道的文章以及书评、点评等文章不能视为学术论文。所有的清样稿、论

文 录 用 通 知 （ 证 明 ） 不 能 作 为 已 发 表 论 文 的 依 据 。

http://hrss.gd.gov.cn/zcfg/zcfgk/content/post_3296923.html。”迷图：“@

广东小肥羊 嗯嗯！谢谢教授解惑，就看学校怎么处理了。”广东小*：“不算是

正常，给你算了你就偷偷乐吧。”

（2）高校图书馆建筑面积生均多少平米？

skyler：“请问各位老师，高校图书馆建筑面积，有生均多少平米一说吗？”

广东小*：“看看这个文件就知道了。”skyler：“谢谢！”

http://www.artlib.cn/
http://hrss.gd.gov.cn/zcfg/zcfgk/content/post_3296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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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某一专业的 CSSCI期刊有本专业内的排名吗？

云杉：“请问老师们，某一专业的 cssci 期刊有本专业内的排名吗？我们学

校有老师问我，我觉得没有这个排名，再来这里确定一下。”万寿寺*：“cssci

本身就是一个排名，越靠前，最厉害。”云杉：“有官方的说明吗？这个老师是

想证明一下。”万寿寺*：“他可以自己打电话到南京大学问吧。”云杉：“好

的，谢谢！”

（4）捐赠图书颁发的《收藏证》印章是什么内容？

武汉邹*：“各位同仁，咱们收到捐赠图书，要给别人一个《收藏证》。最

近，准备重新设计一下这个证，不知道大家这个证盖的印章是什么内容？是 XXX

学校图书馆？还是什么？”商丘学*：“**学校图书馆章。”boner：“我们公共

馆，直接单位公章。”武汉邹*：“嗯，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复。国图的这个证书

用词典雅。”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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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灌员武汉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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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大圕*：“这是我馆的捐赠证书的用词。”

槐云影：“这些雅词太令人神往了。赠书给图书馆，顺便学点古文。稍微冲

淡一下读者觉得图书馆员没文化的认识。”徐徐清风：“本人不才，完全看不懂

以上很多字词。 ‘式颁牒示’，什么意思？”南理工*：“写的太文雅。”万寿

寺*：“@徐徐清风 特颁此证的意思。”万寿寺*：“用词沿用了中国古代图书收

藏相关的术语，我觉得挺好。”徐徐清风：“‘式颁牒示’不知道有什么出处？

我没查到。”木木贝：“这个和‘特发此状’的意思相差无几。”徐徐清风：“那

直接用‘ 特颁此证’就行了，那 4 个字我真的没查到，有查到的专家同仁麻烦

告知出处。”万寿寺*：“敬志谢忱，也没出处，意思清楚。”奎林说： “今人

写古诗，今人写古文，没那个社会背景了。”雨后彩虹：“咬文爵字。”徐徐清

风：“敬志谢忱，这四个字还行吧，用得多。谁百度到了‘式颁牒示’？”奎林

说：“是不是自造词。”低调：“清华王媛老师在不在群里？可以让她查查看。”

奎林说： “都可以去查 不过都不愿意花精力去查。”Sunny*：“‘牒’——

造纸术发明前的竹书或木书。我的理解是：按照这样的方式颁发证书用以明示。”

亦行人：“式：句首语气词，无实义。牒示：名词，文书告示。未查到四字整句

出处，应该是自己写的。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是否合原作者之意。”徐徐清

风：“@亦行人受教了！谢谢！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中原劲草：“@徐徐清风 感觉用在一般图书上似乎有点过了，文辞雅意有了，

但似乎现在很多捐赠的书不称啊。当然，如果捐赠的是大部头的或稀见文献感觉

有此赞誉当不为过。”雨后彩虹：“这个应该是对捐赠者的一种尊重，不是过不

过的问题。”哈哈一笑：“捐赠的书都需要吗？不需要的书，你也发个文绉绉的

证书，转眼把别人送的书处理了。证书大家都能看懂即可，别人看不懂，再文雅

也是无用功。”万寿寺*：“不需要的书图书馆会拒绝。”中原劲草：“做过档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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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应该知道，牒是古代重要的官府文书之一,在国家体制的运行和外交中,起到

了上传下达、沟通政务的作用。这里又是颁又是牒的，我理解这里不是发度牒吧？

所以如果没有成语，还是莫乱造新词啊。”雨后彩虹：“我没做过档案，所以不

清楚。”骑鹿踏雪：“式颁牒示，臆造的词吗？”骑鹿踏雪：“式，以此形式颁

发证书以示证明？”万寿寺*：“这不是词吧，一个字一个意思。”亦行人：“这

是骈文，讲究对仗。式的意思不多，应该和‘式微式微胡不归’中的用法一样，

语气词，不翻译。‘牒示’是一个词，就是文书的意思，此处指证书。连起来就

是一句大白话，‘颁发证书’。”骑鹿踏雪：“示有示意公示的意思。”亦行人：

“牒示和谢忱对。”亦行人：“古文中常见‘以牒示之’之类的话，那个示是动

词，公示，拿给人看。”

麦子：“看了上面这些赠送证书，觉得肯定有人会为了这些证书而把自己家

里积灰的旧书让你来珍藏，因为这样可以把怎样养猪之类的书也能朗耀星辉荣滋

雨露，这比点石成金都厉害。”亦行人：“‘式颁’有按法定格式颁发的意思，

作者也可能是用此意。”万寿寺*：“这么为难要不开个收据算了。”亦行人：

“有道理，这宏大的叙事风格……”万寿寺*：“什么书能接受捐赠也没个明细标

准，图书管理员和捐赠者都尴尬，本来挺好的事不走样也难……”麦子：“@万寿

寺路痴 @万寿寺路痴 定标准也有点难，因为就是有个一个解释标准的问题，而

太严太松的标准都多少有问题。另外，这类东西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尤其是送 1，

2 本书的，因为后面的处理工作量很大。而这类的证书其实是鼓励人们送 1，2

本书，给很多图书馆。仔细想，处理一本书，填这个信，邮寄的人工比这书还贵。”

武汉邹*：“@烟大圕张廷广 ：谢谢张老师！以及各位老师对图书捐赠话题

的讨论。”万寿寺*：“@麦子 有道理。既然如此，图书馆苦撑的原因是什么...

感觉这个事情主动权完全在图书馆，即使不便生硬拒绝，也可以通过提高门槛、

淡化奖励等方式引导、疏解，或者直接说因馆舍不够暂不接受捐赠。这种捐赠业

务，不会是国家规定要求图书馆做的吧？”麦子：“ @万寿寺路痴 我是经常有

人打电话要捐东西的，所以主要是一个解释工作：1）我们的馆的定位是学术书：

你这书比较适合公共馆。2）你这是学术书，但我们已经有了，出于馆藏空间限

制，我们由严格的无复本规定。3）你这本书我们的确没有，但这本书已经出了

一段时间，如果我们需要这本书，我不可能等到现在还没有买，所以，这本书不

是我们需要的。4）现在的潮流是网上阅读，电子书，所以，纸本书的需求大大

降低。5）我实在没有地方可以放了，现在纸书的需求越来越低。”

（5）投稿系统的注册邮箱可以更改吗？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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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小弟：“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投稿系统的注册邮箱可以更改吗？我们学

校邮件地址需要更改，带来很大麻烦，涉及很大系统注册邮箱更改问题。”雨后

彩虹：“在每一个投稿期刊里面改。系统里面带有删除/修改按钮。”biochem：

“我们的学校邮箱前段时间由亿邮转为腾讯企业邮箱，邮箱没有改变。”书小弟：

“我们学校用的是网易的，现在要配置成 https，邮箱的域名要更改。”雨后彩

虹：“期刊投稿都是进他们的系统平台，与学校邮箱无关吧？”麦子：“我们每

三年换新电脑和重装新的视窗，我自己在 2020 年 3 月已经换了，但其实只用了

1 天多就回家了，没有用。今天陪人去图书馆，她的机器没有装，因为每人用的

东西不同，所以要本人到场，她换了电脑和两个显示，原来的是 24 寸的。图书

馆 IT 的说，他还要换 50 个人，大约前后一个多月时间。”雨后彩虹：“@麦子 我

们最多系统重装，或者更换 IP 地址。@麦子 我感兴趣那个请问我们的校园一卡

通美国有吗？。”麦子：“@雨后彩虹 我也不知道，但和网路攻击大概有关，我

们的机器是自己没法装任何软件的，只有 IT 的管理员，否则问题很大，这是另

外一个 MG 话题。反正一直是这样，因为每个人要求不同，比如，编目有很多自

己的软件，而且这些其他人都是不需要的，另外有人要装中文输入（就我们两个

人）， 也有人要装其他文字的。”

雨后彩虹：“输入法都是软件自带多种的，自己选择，也是鼠标一点的事。”

麦子：“@雨后彩虹 这个可以，但主要是那些软件，比如 oclc client 什么的，

否则自己是不可以下载和装任何软件的。”雨后彩虹：“@麦子 说明你们没有进

入互联网+ 、物联网、5G 时代。”biochem：“内外有别。”雨后彩虹：“@麦

子 你们还在数字图书馆时代。”biochem：“大陆这一套不适合其他国家和地区。”

麦子：“@雨后彩虹 呵呵，当然，另外就是都是装 2，3 年前的版本。重来不装

最新的。”雨后彩虹：“@麦子 你们是封闭的，而我们是开放的。”biochem：

“在国外，包括港台，有些软件是无法安装到电脑上的。”麦子：“@雨后彩虹 如

果不开中文新闻，5G 和日常生活是没关系的。”麦子：“@biochem 是，学校几

乎是不装任何免费的软件的，都有 site license。”雨后彩虹：“说明我们是

开放的。校园一卡通啥都在上面，估计美国是不可能的。”广东小*：“美国也

用校园一卡通。”雨后彩虹：“估计此通非彼通。”biochem：“校园一卡通跟

银行卡连着，随便刷。”雨后彩虹：“我们的校园一卡通除了这个功能外，还有

20 项校园服务，包括图书馆。我可以完全不用电脑，直接用手机。那个图书馆

停留在复合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水平上，还存在数字鸿沟。”

（6）各馆对纸质版学位论文的收藏情况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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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女：“各位高校图书馆的老师，想咨询一下各馆对纸质版学位论文的收藏

情况，我们由于空间问题，在讨论要不要取消纸质版的收藏，也调查一下各馆的

情况。在此先感谢各位老师回复。调查问题（请选择）：1、收藏纸质与电子版

学位论文；2、只收电子版论文。”❀喵喵*：“2017 年开始收论文，纸+电，暂

时没有空间拥挤问题，存在不主动上交的问题。”木青青：“1。”麦子：“@

龙女 我们是没有纸质的，空间是一个问题，另外这东西管理也麻烦，有另外一

套程序。”

（7）贵州省图书馆立体书库开馆啦 ！

图谋：“约起！贵州省图书馆立体书库开馆啦 ！来源：

http://app.cctv.com/special/cportal/detail/arti/index.html?id=ArtihXS

HJE8yPzU9R2D9qle0210101&fromapp=cctvnews&version=807 顺道转帖北大馆王

波评论‘图书馆的发展，关键靠科技，贵州省图书馆太先进了，极有科技感。采

用了 37 台融入激光、雷达、无线定位的机器人，替代了原有的人工分拣和运输。

从读者发出需求到指定取书点取书，只需 5 至 15 分钟。这种技术应用在国内外

行业发展中具有领先水平。’。”boner：“不太明白。”雨后彩虹：“机器人

代替人工。以后可以是无人图书馆。”万寿寺*：“人工服务成本太高了。”biochem：

“机器人编目、上架、借还书……”

雨后彩虹：“现在好多酒店用机器人，家里都是机器人扫地。疫情期间都是

机器人送东西到病房，完成我们不能接近病人的工作。”pww：“ @biochem 虽

然知道您不是圕人，这话外行。”雨后彩虹：“不外行，机器比人工严谨得多，

只要编好程序。”万寿寺*：“是的，现在无人车间、无人工厂都已经实现。从

事的还都是高精尖工种。及其的精度比人强得多，而且机器不需要休息。人的工

作以后主要是教机器干活儿。”pww：“希望攻城狮们，早日发明一种机器人，

能在我们图书馆给书架上上书！那我的工作不要太省心，哈哈哈。机器人能给书

编目……”奎林说：：“都想得太多啦。”dudu：“都机器人干，人就等着失业

吧。”奎林说：：“看至少三十本机器人 人工智能的书 才能明白一些东西。

不看书讨论都是瞎讨论。只看到一点点表面。”雨后彩虹：“我家就是机器人扫

地。”奎林说：：“呵呵，这个最简单。还有下围棋。”雨后彩虹：“我是看到

机器人工作，才说这话。”奎林说：：“我不讨论了，否则要从头科普起。真的，

从头。”

（8）借鉴论文结构框架算抄袭吗？

http://www.artlib.cn/
http://app.cctv.com/special/cportal/detail/arti/index.html?id=ArtihXSHJE8yPzU9R2D9qle0210101&fromapp=cctvnews&version=807
http://app.cctv.com/special/cportal/detail/arti/index.html?id=ArtihXSHJE8yPzU9R2D9qle0210101&fromapp=cctvnews&version=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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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笛子提供

笛子：“请问一件事情。比如我看这篇文章结构和我想要写的论文很符合。

然后，比如，我第一章写 1 北大图书馆成立背景，1.1xxxxx 的需要，1.2xxxxx

的促成。就是想借鉴他的框架，但是内容完全不沾边，这种算抄袭吗？”奎林说：：

“不算。”笛子：“就是感觉这个文章的逻辑结构和我所想写的基本一样，我也

要写第一章背景，第二章某某图书馆的成立，第三章某某图书馆举办的活动。就

是怕文章的大框相似，怕被举报为抄袭。@奎林说： 谢谢老师。”图雷：“@笛

子 大胆的往前走，没事。文章的大框相似的太多，这是形式，类似八股文结构

写作，不是实质内容。”万寿寺*：“规范的论文基本都是这样写的，交待背景、

文献综述、提出论题、提出分析框架、提供论据、给出结论……有些环节少了观

点反而会立不起来。”笛子：“明白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非常感谢！”

（9）高校图书馆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中学图*：“请问下现在高校图书馆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的工作有哪些，或者

是怎么做的？想学习一下。”奎林说：：“http://lib.nju.edu.cn/njuip/。”

cpulib*：“这个问题很大。”奎林说：：“这个只能自己去查着看。”cpulib*：

“@奎林说： 速度。”中学图*：“具体工作（服务）方向。”cpulib*：“@中

学图馆员 看看南大的，不行再看看其他的，就大概了解，或者看看文章。”中

学图*：“嗯嗯，谢谢，就是需要学习。”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ju.edu.cn/nju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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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管员奎林说：提供

（10）关于学校图书馆人员岗位绩效工资系数的讨论

图片由提供

he：“图书馆只设：4,6,7,9,10,12 六个级别，同级绩效系数相对主体系列

低一档。不知其他高校的是什么情况？”广东小*：“@he @he 很正常的。”学

图-*：“没关注过这个，我知道我反正是学院坐班人员里面工资最低的。”陕科

大*：“同一年进来的同职称的人我的工资最低。”skyler：“本来就是教辅。”

程老师*：“正高应该比正处多一点才合理。”图雷：“@陕科大高博 教辅岗位

津贴比教师少点，折合起来你比同龄也少不了多少，300？”广州书童：“工资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71 期 20210618）

17

高，奖金少。”陕科大*：“@图雷 比行政岗少 300、400，比辅导员少 1000+。”

图雷：“@陕科大高博 你们学校看来给辅导员特出津贴了，比比行政岗少

300-400，还能够接受。”he：“@广州书童 @广州书童 没错，工资高，奖金少 ；

国家没有区分主流或非主流技术职务。”学图-*：“ 对，我们就是教辅，摆正

位置就好了。”闲在心上：“本来就没有老师辛苦。也没有老师贡献大。”he：

“特例，同班同学毕业进入同一单位，一个到网络中心，一个进入教学岗位。不

几年待遇差距就显现，我以为网络中心的同学能力水平可能还要高于教学岗的同

学。（网络中心网管在高校也是教辅系列）。”图林新人：“但是网络中心的工

作或者科研压力要低得多了。这还是看个人选择吧。”

he：“给教辅系列的职称指标少一点，如，教学 10 个人给 10 个指标，教辅

10 个人给 5 或 6 个，同时提出工作业绩要求等，不应该采取压低待遇，减少岗

级的方式。给教师更多的机会来体现他们主体，重要性，不应该以现有的压低其

他系列待遇的方式了体现。”万寿寺*：“工作性质、考核标准都不一样。”图

雷：“想多了，每月也就几百，同年同职称的话，工作性质任务不同，别太多比

较。”闲在心上：“就是。”skyler：“教师愿意来图书馆啊，只呆流通。前几

天我们人事处处长都说老了要来图书馆。”陕科大*：“老了划重点。”爱书人：

“我猜如果学校开放图书馆的岗位，想到图书馆养老的人恐怕要挤破头。”小麦：

“大家对图书馆的定位：养老好地方。”爱书人：“这样的定位既是学校领导安

排造成的，也是部分图书馆现有老师抱着养老心态工作、不作为造成。”闲在心

上：“主要是方便一些家属照顾老公和孩子。一切以家为重，上班为辅。上班时

间去银行，去帮老公报帐，交电费等等家务事。”若水青纱：“我三年前过来时

也以为是养老好地方的，来了后不是这样的，还挺忙的。当然，压力确实小是真

的。”闲在心上：“真正做事的，是没空闲的。”彭彭：“图书馆是博士‘后’

流动站。专门安置特聘博士夫人的地方。”闲在心上：“所以，每个部门，真正

做事的就那么几个人。”

he：“学专业的，想干点事的处境尴尬，没有话语权。”闲在心上：“是的。”

真正想做事的，想把事情做成，遇到的曲折不会少。”cpulib*：“老人去图书

馆，想被气死。”闲在心上：“不想做事，就不会气。”cpulib*：“反正各种

死，舒服到退休难。”徐徐清风：“钱多，事少，没压力。这是好事啊。”skyler：

“钱倒是不多。人事处处长变成了流通馆员，没职务。顶多有点职称工资。”徐

徐清风：“图书馆上了年纪的同仁应该珍惜美好的工作环境。”skyler：“哈哈，

人家都说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亦行人：“教师想去图书馆呆流通，让他上倒

班试试，中午不休息，任何节假日只休一天，晚上下班后清理书桌等，工资待遇

按图书馆的来。绝大部分只是说说而已。”skyler：“我们在图书馆工作的人，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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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光明的前景，老了就去流通。这些活叫学生馆员做。”cpulib*：“流

通适合锻炼身体。”亦行人：“学生馆员很少，因为没钱。”学图-*：“@闲在

心上 @闲在心上 真正想做事的到哪里都一样。流通也能做出不一样的流通！”

（11）国外大学的流通怎么突破重围的？

恋恋安*：“想了解下国外大学的流通怎么突破重围的。”麦子：“@恋恋安

吉拉 @恋恋安吉拉 什么重围？”恋恋安*：“馆内边缘化，馆外读者粘度低，推

广活动艰难。”麦子：“@恋恋安吉拉 @恋恋安吉拉 没有评估，而且把这些看成

是很自然的现象，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恋恋安*：“确实。无力感也让流通

部门渐露颓态。”麦子：“另外流通本来主要就是学生工的事。”恋恋安*：“明

显感觉近几年学生工招聘紧缩。”麦子：“出借书少是再正常也没有的事了。”

恋恋安*：“各种流通数据目前已经不看了。一线形象是流通咨询树立起来的啊，

专业的服务和态度是学生工，助理馆员无法替代的。”小麦：“在图书馆，论文、

宣传和推广才是头等大事，论文可以帮你评职称，宣传推广可以在领导面前刷存

在感告诉他你的付出。”圖堺新人：“@小麦 看的透。”恋恋安*：“@小麦 说

的是，推广是仅剩的果子了。”雨过天晴：“推广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流通的借阅

量，并不是自娱自乐刷存在感。”

恋恋安*：“对的，方向比选择更重要，就是实际情况不可控，并非如此。”

雨过天晴：“我们馆有个地方文库，几年来年均接待读者还不到 100 人次，那么

多书没人看，太可惜了。最近，我专门做了一场相关的活动，一个月里文库就接

待读者 100 多人次，而且学生们踏踏实实在里面阅读了。我会一直努力，再次强

调，推广的目的必须是提高馆藏图书的借阅量，而不是刷存在感，图个好看。”

boner：“有时候做事是求个心安。”恋恋安*：“老师能介绍一下您的活动吗？

我们也有一个新搞的文库。”万寿寺*：“@雨过天晴 @雨过天晴 地方文献是特

别值得开发的领域，不管从哪个角度。在一方生活，了解一方人文，也是很有意

义的事。”雨过天晴：“http://www.hbuas.edu.cn/info/1044/10199.htm。这

是学校网站的报道，请注意最后这段，这才是我做活动的初心和目的。分享会之

类的活动应该只是学生们踏踏实实阅读一段时间后的一个总结，大家在一起交流

阅读感受，欢乐一下。可就我观察，现在的一些阅读推广工作，重推广轻阅读，

变成了图书馆自己刷存在感的娱乐活动，这不是好的趋势。”恋恋安*：“谢谢

老师分享。”雨过天晴：“这次红色地域文化，下学期我计划做地方历史文化名

人等，做成系列，争取把文库的借阅量持续拉升起来，最终充分利用馆藏资源，

让学生们了解这个地方。”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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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高学历职称评审要求的变化

图片由图雷提供

图林新人：“必然的改变。”低调：“那些坐等直接中级的孩子已哭晕了吧。”

图林新人：“就业门槛提高了。职称体系肯定也随之改变。”麦子：“@图林新

人 这是很自然，博士学历成为必须是迟早得事情。”图林新人：“水涨船高。”

万寿寺*：“文教行业，学历高点没坏处。”麦子：“大家辛苦，但一样的结果，

你就是有了博士，也未必能找到工作。@万寿寺路痴 问题是，人就活这么些年，

读学位也是要花时间的。我认识读了很多学位往往是家里有钱，一辈子没事做，

然后一个个读学位的。”万寿寺*：“文科博士，赚钱不容易，但是文史哲多读

点，比较容易想得开。”麦子：“说到想得开，我觉得应该去读天文，读了以后，

心胸宽广以光年计算。”雨过天晴：“疯狂内卷，再过几年恐怕博士都不值钱了，

真不可想象。”碧海潮生：“读哲学、宗 jiao 学应该疗效更佳。”万寿寺*：“天

文门槛高一点，历史比较雅俗共赏，读多了，效果也可以。@碧海潮生 @碧海潮

生 哲学很棒，社会学、人类学也很好。”碧海潮生：“可以引申到阅读疗法上

去么。”麦子：“这个路子下去，很快就到了遁入空门之类，所以，我还是天文

算了，起码比较刺激一点。”

万寿寺*：“我个人对阅读疗法不要感冒。”碧海潮生：“渡人先渡己，自

己看开了，一切的烦恼也就无所谓了。”万寿寺*：“渡人——这要求太高了，

大部分人能把自己的事想明白就基本用尽一生时间了。”麦子：“@万寿寺路痴 能

把自己事情想清楚都不错了。有几个人能把自己的事情想清楚的？”万寿寺*：

“确实哦。”图漾：“@麦子 名震一时的北大卢刚好像就是学天文的。”麦子：

“@图漾 @图漾 是，看来学什么只能是看看而已，不能真学，否则走火入魔的

话，结果都一样。”万寿寺*：“或者什么都学一学，就算有毒性也可以毒攻毒、

兼听则明。”节能：“@麦子 结论就是学习要不求甚解囫囵吞枣，正和吾意。不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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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忏悔了。”boner：“自己满意即可。”节能：“这不一直经常偶尔会被认真

的人搞得觉得自己碌碌无为么。”麦子：“只要自己开心就可，很多事情就是过

眼云烟，事后想想为了这样的事要死要活很可笑的。”万寿寺*：“同感。”boner：

“想想你自己都不满意自己，那么还有谁来满意你呢？接受自己的一切，相信自

己。”麦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烦恼，这和个人的地位和钱财可能很有关系，

因为这些东西会直接放大你的烦恼，所以没有地位和钱财，很多问题可能会更简

单一些。我有时晚上肚子饿，想到快点睡一觉，第二天又可以吃东西上网，幸福

的感觉油然升起。”万寿寺*：“画面感十足。”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图情期刊之昔日芳华

2021-6-18 14:56

1989 年 1 月 16 日，黄恩祝致函钱亚新先生，汇报《图书馆杂志》运作情况，其

中有“今年由于纸张、印价上涨，报纸的印数大量下降，我们虽进行了各种努力，

还是从去年的 23 000 （不包括会员的订数）下降到 18 720，即下降 27.50%。这

个幅度似乎比平均下降幅度偏低，但我们还抱有上升的希望，因为在去年年底，

我们向 ...

个人分类: 圕人堂|7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张厚生先生与图情教育三十年

2021-6-18 06:44

图谋按：2021 年 6 月 17 日发现中国知网中《张厚生先生与图情教育三十年》一

文，发表 11 年后，下载 176 次，被引 0 次。这属于“意外的发现”，特此在博

客中全文发布，期待引发更多关注与思考。 张厚生先生与图情教育三十年_王启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1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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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70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170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170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9170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170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9170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16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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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pdf 引用格式：王启云.张厚生先生与图情教育三十年 .图书情报工

作,2010,54(05):144-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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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个文件。

3.大事记

（1）2021 年 6 月 17 日图谋发现中国知网中《张厚生先生与图情教育三十年》

一文，发表 11 年后，下载 176 次，被引 0 次。这属于“意外的发现”，特此在

科学网图谋博客中全文发布，期待引发更多关注与思考。全文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163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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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6 月 18 日 16:00，群成员达 2931 人（活跃成员 407 人，占 14%），

在线 1526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6.7%），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469 人。

4.延伸阅读

4.1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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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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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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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蓓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bt.edu.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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