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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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宋晓莉 赵生让 董行 范良瑛 曾家琳 张婵 卢娅 陈艳 史蓓 陈玮 李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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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

图谋：“@全体成员 11 月 13-14 日，主题为‘数字智能时代图书馆学的传

承与创新’的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举行。会

议采取腾讯会议+直播、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通过特邀报告、专题讨论、师

生座谈等方式举行。‘图情会’微信公众号近期陆续分享会议视频报告，视频为

录屏编辑，敬请关注与利用！”

（2）数字人文研讨会（DHW2021)12月线上举办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数字人文研讨会（DHW2021)12 月线上举办（11.25

注册截止）https://mp.weixin.qq.com/s/SyeBXZkaIJ2pS_7y3ubr_g 本届论坛主

题‘智慧图书馆：韧性发展与未来挑战’，现向国内外图书馆、信息机构工作者，

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公开征文。”

（3）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服务系举办教师静修务虚会

图谋：“傅平.我们系举办的教师静修务虚会（faculty retreat）.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313176.html 今年我们图书馆服务系的

静修务虚会选定在学校教师活动中心举办，我们预定了一天的场地，时间是 12

月 10 号周五。图书馆现在有教师编制的馆员有 10 人，其中 2 位正教授职位，3

位副教授职位，3 位助理教授职位，1 位高级讲师职位，1 位讲师职位。”

（4）第十一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SILF 2022）征文通知

雨过天晴：“图书情报丨第十一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SILF 2022）征文

通知（第一轮公告）https://mp.weixin.qq.com/s/66XLvVH33-fpGcySVLCpEQ。”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SyeBXZkaIJ2pS_7y3ubr_g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31317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31317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66XLvVH33-fpGcySVLCp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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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在线举办 2021年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会的通知

碧海潮声：“关于在线举办 2021 年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会的通知 http

s://mp.weixin.qq.com/s/Stetsep6wE_A2h_MixJQpw。“

（6）2021年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会

MYD：“2021 年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会将于 11 月 27 日至 28 日线上线

下同步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c1Iw8JDa1C-jJ7jmnuXSpg。”

（7）第六届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竞赛线上分享会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欢迎报名参加第六届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竞赛线上

分享会 https://mp.weixin.qq.com/s/V1SbRUD_rp4EHhuYHNmi7A。”

（8）2021第四届科学计量与科技评价天府论坛

君子兰：“第四届科学计量与科技评价天府论坛（2021），参会方式：免费

参会、无需报名会议时间：2021 年 11 月 26 日会议平台：腾讯会议直播地址：h

ttps://meeting.tencent.com/l/i2ArWtvGyHuf。”

（9）信息可视化工作坊之 ITGInsight会议

图谋：“武大信息管理学院黄老师分享的‘信息可视化工作坊——ITGinsi

ght 辅助科技文本数据分析与可视化‘会议（https://meeting.tencent.com/li

ve/11214392527101316304），特别适合群成员中的图情在读学子关注与参与。”

图谋：“这类会议分享的建议‘要素’为：会议名称、时间地点、参与方式、内

容简介。近期的会议会比较密集，但凡于圕人有益的信息（不仅是会议信息），

圕人堂群欢迎‘连接’，欢迎交流与分享！圕人堂群中，图情本硕博学生占比较

大，有的是导师推荐加群，有的是自身主动加群。‘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资源与

服务一直努力提升这部分成员的获得感、成就感。圕人堂也特别期待在读学生群

体积极参与交流与分享，相信于人于己均是有益的。实践中，有一种情形，只是

在想获得圕人堂成员帮助时（比如开展社会调查）才露面，通常情况下，可能效

果不会很理想。”苍海笑：“会议信息呀，征文信息呀，对图书馆员很有利，我

上次在这个群里看到会议君还是谁发布了文化旅游部课题通知，很有启发，感

谢。”

（10）2021年广东图书馆学会学术年会征文评审结果的通知

当时谁*：“关于公布 2021 年广东图书馆学会学术年会征文评审结果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x-R0GSmVuz5CKG87pC5GSg。”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1）袁曦临：现代图书馆学学科定位之“锚”

图谋：“袁曦临：现代图书馆学学科定位之‘锚’.https://mp.weixin.qq.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Stetsep6wE_A2h_MixJQpw
https://mp.weixin.qq.com/s/Stetsep6wE_A2h_MixJQpw
https://mp.weixin.qq.com/s/c1Iw8JDa1C-jJ7jmnuXSpg
https://mp.weixin.qq.com/s/V1SbRUD_rp4EHhuYHNmi7A
https://meeting.tencent.com/l/i2ArWtvGyHuf
https://meeting.tencent.com/l/i2ArWtvGyHuf
https://meeting.tencent.com/live/11214392527101316304
https://meeting.tencent.com/live/11214392527101316304
https://mp.weixin.qq.com/s/x-R0GSmVuz5CKG87pC5GSg
https://mp.weixin.qq.com/s/bdIiPjylHi0D9V1dVvQb_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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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s/bdIiPjylHi0D9V1dVvQb_g 袁曦临认为：构建‘图书馆学科共同体’,夯实

专业基础，继承文献研究学术传统，将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业务统合起来，是

解决图书馆学学科困境的路径之一，也是培养现代图书馆学人和图书馆专业馆员

的重要标志。”

（2）《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2年征稿启事

图谋：“《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2 年征稿启事。《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是由安徽省教育厅主管、安徽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 的涵盖图书

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知识管理学、数据科学等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

本刊 以弘扬学术精神,传播学术思想,创新服务理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图 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知识管理、数据科学的学术

话语体系,促进图书情报、数据与知 识管理、数智化事业发展为办刊宗旨,以为

广大图书情报、知识管理、数据管理、数字人文工作 者以及相关专业学生、教

师、专家学者提供优秀的学术、工作交流平台为目的。 本刊以学术性和应用性

相融合为办刊思路,以集知识性和实践性于一体为办刊特色,现设有如下栏目:图

情大家谈、前沿探索、专题研究、理论研究、工作实践、信息系统、知识管理、

数据科学、文献研究、 域外视野等。本刊鼓励一切具有理论创新或应用价值的

原创性研究成果,支持在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新应用等方面的积极探索,

对具有独到见解、反映学科发展前沿、课题项目成果的稿件及获奖优秀稿件优先

录用,优先发表。 本刊重视名家名作,更乐于发现培育新人作者。2022 年, 我们

将重点关注以下选题(不限于): 1.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研究

2. 智库、数字人文、数据科学、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研究 3. 图书馆新媒体运

营与管理研究 4. 图书馆‘十四五’规划实施及未来图书馆学研究 5. 信息系统、

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虚拟现实图书馆建设研究 6. 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拓展、

文化创意研究 7. 馆藏数据、用户数据、用户信息行为数据、用户需求变化及服

务策略研究 8. 图书馆员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建设研究 9. 图书馆绩效管理与评

价体系研究 10. 图书馆联盟及社会化合作研究 11. 图书馆服务营销、服务标

准、服务能力与服务品牌建设研究 12. 图书馆阅读推广、图书馆学科服务等最

佳实践案例分析 13. 红色文献资源、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研究 14. 图书馆应急管

理、舆情管理研究 15. 面向科技创新的文献保障体系、情报服务体系研究,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研究 16. 信息安全、信息政策与法的研究。欢迎赐稿,投稿请登录

投稿系统:https://dxtq.cbpt.cnki.net/。（信息来源：《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21 年第 6 期封三）。”

（3）术语在线：编辑与出版学名词正式公布

汉江师*：“编辑与出版学名词正式公布（（www.termonline.cn）及‘术语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bdIiPjylHi0D9V1dVvQb_g
https://dxtq.cbpt.cnki.net/
http://www.termonli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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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编辑与出版学名词经编辑出版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由全国科学技术名

词审定委员会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公布。内容包括：综论、编辑、印刷、音像

复制、发行与经营、数字出版、出版物、著作权等 8 部分，共 3380 条,每条名词

均给出了定义或注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是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

审定、公布科技名词的权威机构。国务院曾明确批示，该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各学

科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部

门应遵照使用。编辑出版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 2011 年 8 月成立，受全国科学技

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托，开展编辑与出版学名词审定活动。审定过程中，不断协

调各方面意见，多次调整名词框架体系，多次修改名词释义。在专家们的共同努

力下，于 2020 年 11 月形成终审稿，于 2021 年 2 月通过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

委员会网站和相关媒体对外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结束后,编辑出版学名词审定委

员会根据反馈意见,对体系架构和词条排序进一步作了完善。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正式对外公布。编辑与出版学名词条目可通过‘术语在线’网站（www.termo

nline.cn）及‘术语在线’移动客户端、微信小程序免费查询。该学科名词已委

托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汉江师*：“术语在线网站（termonline.cn）是全国

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唯一线上名词公布平台。”

（4）图书馆、人、书，有爱的空间，如何能不爱呢？

雨过天晴：“图书馆、人、书，有爱的空间，如何能不爱呢？https://mp.

weixin.qq.com/s/qoJSUfBv5h63dBwDuC2UIg。”

（5）《因书而美——世界图书馆与书店漫游》的闲话（一）

图谋：“《因书而美——世界图书馆与书店漫游》的闲话（一）：农民工、

流浪汉、周国平与哲学 https://mp.weixin.qq.com/s/VGqHcQtTxiAYrpU1Z6_sf

w。”

（6）SISU 数字学术中心 | 序语

Cindy：“SISU 数字学术中心 | 序语 https://mp.weixin.qq.com/s/Y4FDU

XWIQh4XK92phQUraw。”

（7）SISU数字学术前沿论坛 | 数字人文与智慧图书馆

Cindy：“SISU 数字学术前沿论坛 | 数字人文与智慧图书馆 https://mp.w

eixin.qq.com/s/fup-k_euSuyylfZzK7cLyg。”

（8）知识重组与场景再构:面向数字资源管理的元宇宙

图谋：“网络首发 | 知识重组与场景再构:面向数字资源管理的元宇宙 htt

ps://mp.weixin.qq.com/s/m-4uplIAV4ofFdaaKqPPvA。”

（9）詹福瑞：一部写了半世的书

图谋：“读书无尽 | 詹福瑞：一部写了半世的书 https://mp.weixin.qq.c

http://www.artlib.cn/
http://www.termonline.cn
http://www.termonline.cn
termonline.cn
https://mp.weixin.qq.com/s/qoJSUfBv5h63dBwDuC2UIg
https://mp.weixin.qq.com/s/qoJSUfBv5h63dBwDuC2UIg
https://mp.weixin.qq.com/s/VGqHcQtTxiAYrpU1Z6_sfw
https://mp.weixin.qq.com/s/VGqHcQtTxiAYrpU1Z6_sfw
https://mp.weixin.qq.com/s/Y4FDUXWIQh4XK92phQUraw
https://mp.weixin.qq.com/s/Y4FDUXWIQh4XK92phQUraw
https://mp.weixin.qq.com/s/fup-k_euSuyylfZzK7cLyg
https://mp.weixin.qq.com/s/fup-k_euSuyylfZzK7cLyg
https://mp.weixin.qq.com/s/m-4uplIAV4ofFdaaKqPPvA
https://mp.weixin.qq.com/s/m-4uplIAV4ofFdaaKqPPvA
https://mp.weixin.qq.com/s/AzlUPqPFMU1xNxWXkw0LLQ


圕人堂周讯（总第 394 期 20211126）

8

om/s/AzlUPqPFMU1xNxWXkw0LLQ。”

（10）学术不端，不只是指抄袭

陇原：“学术不端，不只是指抄袭 https://mp.weixin.qq.com/s/rJ-Mws-M

ITWAnoukc4BYrw。”

（11）乱弹人工智能和智慧图书馆

陇原：“乱弹人工智能和智慧图书馆 https://mp.weixin.qq.com/s/RUSpbv

EG9j3lM_qHpHBTow。”

（12）闲话语言关

图谋：“闲话语言关 https://mp.weixin.qq.com/s/mdmHUGWW_GhXJucKvDzw

kg。”

（13）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图谋：“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https://mp.weixin.qq.com/s/3PJMK6ekckxo

3_q1Ab7YqA。”

（14）张海霞：我和我热爱的图书馆工作

图谋：“张海霞.我和我热爱的图书馆工作 | 图书馆这一行.https://mp.w

eixin.qq.com/s/A-1sQUUosKfjAUNKsZWiEA 2017 年的夏天，伴随着我学生时代

的结束，阴差阳错地考入青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在美丽的青海高原开启了我

的图书馆职业生涯。四年的岁月，图书馆的一切早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一颗种子，

生根发芽，繁茂生长。”图谋：“图情出版微信公众号的‘图书馆这一行’办得

挺好。也是圕人堂曾努力做，但没能做好的一件事。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的‘从业

抒怀’栏目曾办过数年，这两年几乎中断了。”

（15）2021年 10月全国高校专利分析

上海图*：“2021 年 10 月全国高校专利分析 https://mp.weixin.qq.com/s

/t6OjxvTbn9xMQebdCM1TVw。”

（16）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 2022年初有望开放

宋明：“西安喜提新地标！这座图书馆明年初有望开放 https://mp.weixin.

qq.com/s/nUAkTiaz87wg3gi-bGLH4g。”

（17）《图书馆建设》2021年第 6期

图谋：“《图书馆建设》2021 年第 6 期 https://mp.weixin.qq.com/s/xRd

NakE0suMHmSpDjhecJA。”

（18）顾晓光：《因书而美》最美图书馆巡览（七）

图谋：“ 顾晓光.《因书而美》最美图书馆巡览（七）：俄罗斯莫斯科国家

图书馆门前的雕像人物二百岁了.https://mp.weixin.qq.com/s/W_nTVDE-GU7rl

h71I8iI6g 11 月 11 日是‘爱具体的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 岁诞辰日，他的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AzlUPqPFMU1xNxWXkw0LLQ
https://mp.weixin.qq.com/s/rJ-Mws-MITWAnoukc4BYrw
https://mp.weixin.qq.com/s/rJ-Mws-MITWAnoukc4BYrw
https://mp.weixin.qq.com/s/RUSpbvEG9j3lM_qHpHBTow
https://mp.weixin.qq.com/s/RUSpbvEG9j3lM_qHpHBTow
https://mp.weixin.qq.com/s/mdmHUGWW_GhXJucKvDzwkg
https://mp.weixin.qq.com/s/mdmHUGWW_GhXJucKvDzwkg
https://mp.weixin.qq.com/s/3PJMK6ekckxo3_q1Ab7YqA
https://mp.weixin.qq.com/s/3PJMK6ekckxo3_q1Ab7YqA
https://mp.weixin.qq.com/s/A-1sQUUosKfjAUNKsZWiEA
https://mp.weixin.qq.com/s/A-1sQUUosKfjAUNKsZWiEA
https://mp.weixin.qq.com/s/t6OjxvTbn9xMQebdCM1TVw
https://mp.weixin.qq.com/s/t6OjxvTbn9xMQebdCM1TVw
https://mp.weixin.qq.com/s/nUAkTiaz87wg3gi-bGLH4g
https://mp.weixin.qq.com/s/nUAkTiaz87wg3gi-bGLH4g
https://mp.weixin.qq.com/s/xRdNakE0suMHmSpDjhecJA
https://mp.weixin.qq.com/s/xRdNakE0suMHmSpDjhecJA
https://mp.weixin.qq.com/s/W_nTVDE-GU7rlh71I8iI6g
https://mp.weixin.qq.com/s/W_nTVDE-GU7rlh71I8iI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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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像矗立在俄罗斯莫斯科国家图书馆的广场中。”

（19）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科学数据重用意愿影响因素问卷调查

西华大*：“尊敬的老师，您好，我是来自成都市西华大学图书馆技术部的

一名教师，因课题研究需要，恳请您在方便时花几分钟时间帮忙填一份问卷。您

的支持将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衷心感谢，填完可以领一个小红包聊表谢意 htt

ps://www.wjx.cn/vj/eb6wkAT.aspx。”

（20）中国科学院兰州查新咨询中心

君子兰：“中国科学院兰州查新咨询中心是是原国家科委认定，中国科学院

（[93]科发出字 1008 号）设立的国家一级科技查新咨询机构。我中心可为用户

申报院士、杰青、优青，职称评审、职工入职等方面提供机构或个人的论文收录

引用检索服务，收费低时效快，可加急，免费扫描电子版，纸质版发顺丰特快，

800 元以上免收快递费，急要的可先拿报告后付款，5 篇以内只查收录的统一收

费 101 元（不包含快递费）联系方式（电话：0931-8278692，QQ：691801763）。

打扰您了！http://chaxin.llas.ac.cn/这是我们的委托平台，需要检索的话直

接注册提交即可。”君子兰：“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

（21）《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年第 5期全文（总第 241期）

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 年第 5 期全文（总第 241 期）http://ww

w.scal.edu.cn/dxtsgxb/202110290111 封面照片简介：厦门大学图书馆版权页

中文目次英文目次 图书馆事业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访谈/ 李若虹，郑炯

文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中的女性：群体发展、构成及历史角色/ 刘菡双重职能图

书馆的建设实践与思考——以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深圳市科技图书馆）为例/

李桂芬大学图书馆馆员专利信息服务能力匹配度研究/ 张更平，孙乔宣，陈静，

李祎茜，慎金花 资源建设高校图书馆图书采访决策模型研究/ 钟建法，陈娟，

李灿元，陈和澳大利亚学位论文管理与开放现状及启示/ 阙忱忱 知识服务基于

画像分析的高校图书馆精准知识服务研究/ 卢思佳，王凤姣短视频时代图书馆知

识营销模式构建研究/ 储节旺，吴若航 阅读推广‘阅读，与经典同行’——全

民阅读推广名师王余光中华文化经典阅读观探析/ 张婷阅读推广进课堂：新文科

背景下目录学教学改革探索/ 柯平，刘旭青，贾朝霞适合高等院校图书馆阅读推

广的‘疗愈系书目’评析/ 张思瑶，陈哲彦，徐雁面向艺术类专业学生的精准阅

读推广实践——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为例/ 姜玲 文献学刘

向文献编纂活动的全景展示——评李景文著《刘向文献编纂研究》/ 王佳琦唐开

元年间校书撰录史实考述——兼论《群书四录》的性质及体例/ 康廷山钱锺书《中

国诗与中国画》初稿版的发现与版本研究——附 1935 年英文初稿版中译/ 张红

扬 古籍保护古籍病害描述术语规范与破损定级标准研究 ——关于《古籍特藏破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wjx.cn/vj/eb6wkAT.aspx
https://www.wjx.cn/vj/eb6wkAT.aspx
http://chaxin.llas.ac.cn/
http://www.scal.edu.cn/dxtsgxb/202110290111
http://www.scal.edu.cn/dxtsgxb/20211029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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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定级标准》的增订建议/ 吕淑贤 封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点图书封三：砥

砺‘三牛’精神，书写青春华章——北京大学图书馆榜样人物杜晓峰/ 赵静茹，

周春霞，张元俊。”

1.3你提问，我回答

（1）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视频回顾

雨过天晴：“特别报道 | （分会场 1）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 分

会场 1 视频回顾 https://mp.weixin.qq.com/s/-jLyBeMvdYrwKwVC5aslKg。”

雨过天晴：“特别报道 | （分会场 2）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 分

会场 2 视频回顾 https://mp.weixin.qq.com/s/-LcL8Y539ePlPWqp0MmrfQ。”

雨过天晴：“特别报道 | （分会场 3）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 分

会场 3 视频回顾 https://mp.weixin.qq.com/s/xm_on065DC1zxeNnuagxdg。”

雨过天晴：“特别报道 | （分会场 4）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 分

会场 4 视频回顾 https://mp.weixin.qq.com/s/1og2VwEROiAxcvEnGatVWA。”

（2）“陶风青蓝工程”——全省中青年图书馆员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

低调：“11 月 22 日（周一）14：30-16:30《‘十四五’时期我国公共文化

发展规划解读》主讲人：陈雅（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

人：全勤（南京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http://live.jstsg.org.cn/live/h

ome/index.html。”碧海潮生：“打开后里面有往期，可以看往期。”碧海潮生：

“http://live.jstsg.org.cn/live/home/play/lvid/86.html。”碧海潮生：“h

ttp://live.jstsg.org.cn/live/home/play/lvid/117.html。”碧海潮生：htt

p://live.jstsg.org.cn/live/home/play/lvid/94.html。” 图穷：“讲座属于

陶风青蓝工程，陈军馆长倡导的，第一讲陈馆长亲自讲的。”

（3）刘进平《学术英语写作技巧》推介图书信息

图谋：“刘进平《学术英语写作技巧》推介图书信息：刘进平编著.学术英

语写作技巧[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21. 中国人在学术英语写作时最大的

困难在于造句。《学术英语写作技巧》（中国林业出版社，2021）以句法为中心，

全面论述学术英语写作技巧。全书共分十单元。第一单元主要论述包含英语最具

特色的造句技巧。第二单元主要论述不同句型及其修辞效果。第三单元主要论述

从措词和句法上实现简洁与清晰风格的技巧。第四单元主要论述强调修辞的句法

技巧。第五单元概述段落展开方式及保持衔接与连贯的技巧。第六单元详细介绍

各种过渡词的用法和句例。第七单元介绍最常用的学术英语修辞方法。第八单元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jLyBeMvdYrwKwVC5aslKg
https://mp.weixin.qq.com/s/-LcL8Y539ePlPWqp0MmrfQ
https://mp.weixin.qq.com/s/xm_on065DC1zxeNnuagxdg
https://mp.weixin.qq.com/s/1og2VwEROiAxcvEnGatVWA
http://live.jstsg.org.cn/live/home/index.html
http://live.jstsg.org.cn/live/home/index.html
http://live.jstsg.org.cn/live/home/play/lvid/86.html
http://live.jstsg.org.cn/live/home/play/lvid/117.html
http://live.jstsg.org.cn/live/home/play/lvid/117.html
http://live.jstsg.org.cn/live/home/play/lvid/94.html
http://live.jstsg.org.cn/live/home/play/lvid/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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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学术英语最易误用的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第九单元介绍容易出错的句子。

第十单元介绍英语科技论文的写作技巧。本书可供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使

用，也可供学术界人士进行学术英语写作时参考阅读。《学术英语写作技巧》最

先上架微店-林业书馆（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4431822572），

但价格稍贵，目前在京东（https://www.jd.com/）、当当（http://www.dangd

ang.com/）、天猫（https://www.tmall.com/）等网店有售。作者简介：刘进平，

男，博士，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图谋：“刘进平.《学

术英语写作技巧》出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31-1307546.htm

l 刘进平.我为什么写《学术英语写作技巧》？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39731-1308191.html2018 年《英语阅读理解、科技英语翻译和 SCI 论文写

作技巧》出版后，反响不错，该书已印刷 2 次，正准备第 3 次印刷。但是我发现，

泛泛来讲 SCI 论文写作技巧相对容易，比如论文的 IMRaD 结构应该像一个沙漏

一样，前言应采用倒金字塔或倒三角形结构，等等。难讲的是基本的造句和句法

知识。在外国打拼的华人学者教授，在英语论文写作方面都有自己的一手，否则

怎么能在讲英语的洋人世界立足呢？但是，对于英语不是母语的人来讲，用英语

写作仍然是一件比母语写作吃力的事。怎么写得更地道、更有英语味，不输于洋

人，这也是海外的华人学者教授们所思考的问题。上述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现

在将我的思考所得，写在《学术英语写作技巧》里，希望愚者千虑，或有一得。”

（4）傅平.再谈如何起一个好的学术期刊论文题目

图谋：“傅平.再谈如何起一个好的学术期刊论文题目.http://blog.scien

cenet.cn/blog-3316383-1313646.html 我为国内一份南大核心的图情类期刊审

稿有几年了，看到过一些优秀的文章，但也有一些文章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比如题目起得不好。很多题目形式为‘基于 XXX 的 XXX 的研究’。但在英文期刊

文献里，你基本看不到欧美作者会起这样的题目。如何起题目有一些原则。”b

iochem：“‘基于 XXX 的 XXX 的研究’‘——以***为例’。”小麦：“我现在

都还会起这种题目。”雨后彩虹：“大家去看看专利，全篇一律都是几种题目。

只有真正的科学才不花哨。”麦子：“@biochem 这很普遍：题目膨胀，但内容

就是一个很小的案例分析，要么就是文献综述。”

（5）有关数字资源利用、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等的高质量交流与探讨

宋鹏：“论数字资源的技术问题商业数据库——图书馆——读者，这条信息

链中图书馆扮演了中介的作用。图书馆购买了商业数据库的使用权，读者再通过

图书馆获得了商业数据库的使用权。这究竟是通过哪些技术实现的？怎么实现

http://www.artlib.cn/
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4431822572
https://www.jd.com/
http://www.dangdang.com/
http://www.dangdang.com/
https://www.tmall.co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31-130754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31-130754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31-130819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31-130819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31364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3136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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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书馆人应该知道。首先分析商业数据库的访问权限问题，可以分为馆内访

问和远程访问。主要通过 IP 地址控制来实现。其间复杂的技术问题作为图书馆

人是应该弄明白的。现在讨论远程访问商业数据库的问题，图书馆网站有统一的

数字资源登陆界面，读者在此界面通过读者证号和密码登录，再访问允许远方访

问的商业数据库。在此过程中，由于读者的登录这一行为改变了网络环境，从而

通过图书馆获得了商业数据库的访问权限。究竟是通过什么技术实现的呢？VPN

技术，还是得弄清楚。然后问题就简单了，如何解决读者在使用数字资源遇到的

故障？有的商业数据库打不开？有的商业数据库音视频无法播放？这些影响着

读者的使用体验。图书馆应该有一个渠道让读者提出问题并予以解决。图书馆应

该和数据库商联系一种联系，图书馆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数据库商来解决。

图书馆人应该熟悉商业数据库和图书馆网站之间的关系，还有数据库的软硬件兼

容等问题。不仅仅商业数据库的使用技巧。总之，数字资源涉及到很复杂的信息

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读者想顺利通过图书馆利用数字资源离不开图书

馆人的帮助。作为图书馆人，确实得弄清楚数字资源——图书馆——读者这条信

息链中的技术问题。”宋鹏：“更正：图书馆应该和数据库商建立一种联系。”

图谋：“这个问题弄得比较绕。实际上不是技术问题，是数字资源利用问题。如

何在法律和道德框架内，有计划、有目的地致力于帮助用户了解图书馆提供的数

字资源（商业资源、自建资源、开放获取资源、协作资源及其它免费资源）、服

务及设施。”图谋：“至于数字资源的馆外访问，它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在许

可范围内，如何进一步做好服务？确实有很大的可为空间。”图谋：“少部分馆

做得挺好，多数馆处于‘难得糊涂’状态。”图谋：“馆外访问的技术、软硬件

设施等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但具体到个体馆，涉及的变量许多。人力、物力、

财力的投入是否与之相适应，是否达到了一种‘和谐’状态（保障有力、运转有

序）？”图谋：“馆外访问技术与方法，经历过许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可以说‘图

书馆人‘实际已经弄得比较清楚。种种原因，只是弄清楚了的数量可能偏少了些，

弄清楚且又能促成达到前述和谐状态的，数量可能更少。”扣肉：“图书馆、数

据商、读者之间的关系，想要搞清楚，应该多学习一下市场经济，以及合同的订

立和执行。”图谋：“许多问题实际可以说是弄得比较清楚，只是理清问题环节，

存在不少‘死结‘。”扣肉：“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服务，并不仅限于数据库，

还有流通、文献传递等服务。如果咨询渠道不畅，势必会有一定影响。”图谋：

“我们有着丰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不乏真知灼见，也不乏成功案例或范例。种

种原因，没有看、没空看，或者看了也用不上……”扣肉：“宋鹏同学提出的主

要问题是，读者在使用数据库时，有问题不知道去找谁。”扣肉：“我们馆一般

是参考咨询馆员负责解答读者到哪里去检索资源，以及如何检索的问题；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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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负责解决读者上不去网站，登录不了的问题。新购或者新试用的数据库，参

考咨询馆员和技术部馆员都要自己先通过各种途径测试后，才能向读者推广。”

刘建平：“工作时间以外访问数字图书馆遇到问题，找不到人咨询。”图谋：“当

前，能解决问题的图书馆员，确实是越来越稀缺了。”扣肉：“@刘建平 图书馆

应该利用信息技术提供非实时的应答服务，比如客服系统，或者电子邮件。”刘

建平：“图书馆员学历高了，论文多了，能解决问题的图书馆员越来越稀缺了。”

图谋：“各馆的服务意识与服务水平，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扣肉：“我们在疫

情期间上线了客服系统，并且向兄弟馆进行了介绍，效果不错。”扣肉：“客服

系统主要是能实现一对多的实时服务。这是其它途径不具备的。”刘建平：“我

因为疫情期间上网课有问题入了学校信息办服务群，后来在该群回答有关图书馆

利用问题。比较多的回答是非工作时间。”图谋：“‘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图书馆越来越依赖于网络与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相当数量的学术图书馆日益依

赖出版商和数据库服务商提供的工具及其应用，逐渐放弃图书馆的教育与研究职

能，蜕变为单向度的以应用和服务为导向的信息资源管理定位，倾向于招聘非图

书馆学专业的馆员，从而在现实层面造成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业务割裂。图书

馆正在丧失其在专业领域的主导话语权，出版商、数据库商、信息服务商愈加广

泛侵入图书馆的传统业务领域，并充当图书馆馆员的培训师，馆员的专业认同也

在慢慢流失中。而在图书馆学科的教育和研究中，则出现混淆图书馆学研究和信

息技术应用的界限，把网络数字化技术与工具运用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身，从

而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不能自拔，出现越来越多的外生概念以及越来越艰涩的学

术语言。’（引自：袁曦临.现代图书馆学学科定位之‘锚’：基于东南大学图

书馆学教育的历史考察[J].情报资料工作,2021,42(06):13-20.）。”刘建平：

“大概工作时间用户容易找到解决办法。”扣肉：“从产品形态来讲，客服这种

业务需求，没有办法通过群来实现。”扣肉：“尤其当群里大部分人都是不明白

的客户。”扣肉：“目前大部分群的业务形态，更倾向于群主发布消息。”图谋：

“具备服务意识，努力提高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扣肉：“群，这种

业务形态，是用来满足用户的交流需求。”扣肉：“比如圕人堂本群，主要的内

容是同行进行思想和业务交流。”扣肉：“这个时候，使用群这种工具就是合适

的。”图谋：“‘倾向于群主发布消息’属于一种特殊形态，某种意义上属于已

经扭曲的形态。交流群的核心价值原本在于交流与分享。”扣肉：“是的。”扣

肉：“使用工具不当，那就会事倍功半。”图谋：“圕人堂群的生存与发展，实

际上亦是来自不易的，得益于圈内外诸多圕人的共同呵护。”看书的猫：“我们

是学科馆员对接分院，负责一切咨询和资讯的出入口，什么时候有问题什么时候

解决，下班周末也是。”扣肉：“客服群的存在，实际上是客服人员没有找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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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具的结果。”图谋：“现在许多学校‘学科馆员’实际上虚的，因为实在是

顾不上。”扣肉：“你们自己想想，自己馆面对读者的各种群，最终是不是都沦

为私聊的前一步。”图谋：“人手严重不足。”扣肉：“图谋每天收到的私聊请

求，应该不堪其扰。”看书的猫：“每个分院情况不一样，每个馆员开展工作的

方式和手段也不一样。反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扣肉：

“图谋在本群的工作性质，更像是市民体育活动中心的看门老大爷。”图谋：“图

谋这两年很少有私聊请求，但在圕人堂的运营方面，实际需要操不少心。因为需

要努力维系‘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运转，背后需要做大量工作。”看书的猫：“甚

至我最后发现面向每个分院开展的业务和服务都是不一样的，根据师生需求和馆

员自身的业务素质，提供完全不同的服务。还蛮有意思的。”图谋：“图谋作为

‘群辅’，‘看门‘是职责之一，还需要去化缘，去‘公关‘。”图谋：“这两

年‘撤回‘操作执行较多，群内及小窗做过不少解释说明工作。有的成员能‘秒

懂‘，有的成员不大懂甚至可能存在种种误会。”看书的猫：“@扣肉也不全是，

我们的一个课程平台服务群和一个图书推荐预约群，全年无休，也没啥闲聊。我

看每天都有预约图书和咨询的。”看书的猫：“反正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得推荐两

本给负责预约工作的老师，所以会经常去采编挑新书做推荐。”图谋：“圕人堂

的‘公关‘，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好奇？圕人堂还有这两个字？实际上是有的。有

些信息在圕人堂出现，出现之前实际上是做了工作的。有些信息，有机构或个人

有意见，图谋或主动或被动出面做工作。”看书的猫：“确实，群运营很复杂，

事情蛮多的，不是发发消息听大家聊天整理消息就行。”图谋：“‘圕人堂服务

体系’，这个摊子实际上是不小的。图谋所做的，只是尽一份绵薄之力。感谢理

解与支持！”看书的猫：“有一个行业群可以交流挺好的，感谢群主！”图谋：

“早期，实际上好些成员对《圕人堂周讯》是有意见的。有的认为是多此一举，

有的因为收录了本人的言论不满意，有的因为没收录自己的言论不满意，有的因

为整理效果不满意……”看书的猫：“嗨，又不是人民币做不到人人爱，很正常。”

图谋：“ 《圕人堂周讯》编辑组的工作有一定的章法，彼此协作。圕人堂 QQ

群 2014 年 6 月 12 日发布《关于<圕人堂周讯>中成员称呼的通知》。2014 年 6

月 13 日发布《<圕人堂周讯>编写规范（草案）》。2014 年 6 月 16 日由宋晓莉

创建圕人堂编辑团队群（当前兼作圕人堂管理员团队群）。‘圕人堂本周讨论概

要’的整理是每期《圕人堂周讯》中最为繁重的工作，由宋晓莉、赵生让、董行、

范良瑛、曾家琳、张婵、卢娅、陈艳、张芸等成员轮流做。整理好之后发给图谋，

由图谋完成《圕人堂周讯》的其余工作。理想的《圕人堂周讯》有特色、有内容、

有梦想、有行动……同时，期待《圕人堂周讯》能够有助于‘圕人堂发展基金’

赢得资助。”图谋：“上述信息是《圕人堂梦想与实践》（http://blog.sc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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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et.cn/blog-213646-1098853.html）中的内容。从当前看，《圕人堂周讯》

的核心价值可能在于‘安保’或‘安全守护’。”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主

动接受‘安检’。每一期的《圕人堂周讯》，需要经过多重检查，整理人检查、

图谋检查、科学网审核……群内外圕人的监督与检查，亦非常重要。”图谋：“扣

肉描述的那种状态，实现了馆内‘自洽‘，分工协作，携手服务。”图谋：“当

前，能做到馆内自洽，清晰流畅，并不是很多。”扣肉：“那得有人推动。”图

谋：“图书馆网站做的好的不是很多。有的图馆网站的上的服务导引，看起来比

较清晰，但实际上，可能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信息未及时更新、按导引方式操作

并未解决问题等等。”图谋：“许多事情是事在人为的。”图谋：“下午沈老师

之问（媒介素养、信息素养、互联网或 ICT 素养（即软硬件知识和技能）， 图

书馆人自身具备不？），图谋也调皮地回答了‘素着养’。其实，同沈老师自己

的解答（‘答：基本不具备。‘）有相通之处。”图谋：“‘素着养‘隐含着一

种无奈在其中。”图谋：“高校图书馆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教

育职能‘的主要阵地或抓手是信息素养教育。实践中，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处境。”

图谋：“‘图书馆正在丧失其在专业领域的主导话语权，出版商、数据库商、信

息服务商愈加广泛侵入图书馆的传统业务领域，并充当图书馆馆员的培训师，馆

员的专业认同也在慢慢流失中。’能够承担信息素养教育任务的图书馆员越来越

稀缺了，甚至图书馆员的信息素养依赖数据库商来培训，这是许多馆的实际。”

看书的猫：“反正我负责的分院信息素养都是我自己来做，根据用户需要给他们

做定制内容，给国际班做外文数据库检索与应用，给写作课程做论文综述写作部

分培训。就能做多少做多少，边学习边应用。”刘建平：“信息素养教育、信息

服务方面的能力论文中都是提升，实践中有不少削弱。”看书的猫：“具体工作

里面可以做的有很多，看自己想不想做吧。为啥不想做，原因特别多。很多时候

这都是良心活。”图谋：“包括许多牛校在内，在图书馆人力资源投入方面没有

得到应有的重视。数百万数千万经费投入购买各种资源与服务，但舍不得花点经

费投入在培养几名专业馆员身上。”刘建平：“出版商、数据库商、信息服务商

渗透到图书馆的许多方面，似乎两厢情愿。为什么这样呢？”看书的猫：“确实，

我觉得不是馆员没兴趣没素质做这些，尤其年轻馆员，想做事想学习，为啥最后

都…原因一大把。”刘建平：“坚守阵地、坚持服务。”看书的猫：“话说都没

啥年轻人想入这行了，好多馆都不招图情专业。”刘建平：“为什么有兴趣和热

情购买资源与服务？而不愿意培养专业馆员呢？”看书的猫：“我浅薄的理解啊，

买资源买技术买服务能拿出去说，证明有创新，绩效也好完成，上面考核也好说。”

看书的猫：“但培养专业馆员时间长效果慢。”看书的猫：“一时半会看不到结

果。”奎林说：“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学校信息化中心都可以直接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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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培训解答，出钱让数据库商服务。可以绕开图书馆的。”奎林说：“说是拿

访问数据库数据做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的，基本都是用来凑文章的，

真正起到购买决策的，两个字：没有。”图谋：“个人有另外一个视角。有些数

据库商真的较好地做到了用数据库利用情况来利用决策。”图谋：“有些数据库

的价格方案，有着较强地科学性。”图谋：“具体到个体的图书馆方面，这些年，

也是强调要进行绩效评估，有些馆下了不少功夫。”图谋：“受到诸多制约，数

字资源利用统计与分析，能做到辅助决策的确实不多。”图谋：“需要用数据来

‘凑文章‘者，话语权或者说决策权是有限的。如果决策者真的愿意听取‘凑文

章‘者的意见或建议，实际也是可以辅助决策的。”图谋：“当前，还有一个非

常尴尬的处境，通常期望只做‘有用功‘，且最好是‘最省时’‘最省力‘。围

绕各种评估或者说指挥棒，达标或完成任务就好。若干决策是‘身不由己’或‘迫

不得已’。”图漾：“@奎林说买数据库也有专业性，信息中心当然可以买，只

不过也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实际上就是把图书馆这块业务拿到信息中心了，

事实上有些地方图书馆已经合并到信息中心了。无论在哪，谁干，图书馆这个工

作总要有人做。”clf：“我一直在想数字资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远程使

用，为什么不是一个统一的平台。管理和维护由一个中心进行，各馆根据用户使

用情况进行付费，并进行使用宣传和辅导。”图谋：“实际上还是利益平衡的问

题。”图谋：“实践中，很多用户也会提意见：图书馆为什么把这么简单的事情

搞的那么复杂？一个账号访问所有资源不好吗？”图谋：“实际上这事情，图书

馆的责任‘非常有限‘，图书馆方面也期待最省力最省事最省钱。”图谋：“理

论上，只要理顺了（各方的责权利达到一种平衡），啥事都好办。”

(6)有关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项目的问答

邵爱艳：“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单位论文评定有用到卓越期刊这个级别吗？

如果有，请问卓越期刊的参考目录有完整的吗？我们图书馆目前找到 19 年的和

20 年的。”图谋：“关于下达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项目的通知 http:

//www.cast.org.cn/art/2019/11/25/art_458_105664.html 有：中国科技期刊

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项目.docx。”图谋：“关于下达 2021 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卓越

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入选项目的通知发布日期：2021-09-26 https://www.cast.

org.cn/art/2021/9/26/art_43_169283.html 根据《关于申报 2021 年度中国科

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的通知》（科协学函刊字〔2021〕54 号），

按照《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和《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评

审细则》，经项目申报、资格审查、项目评审、结果公示，产生了入选项目共计

30 项（详见附件）。”图谋：“关于下达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

http://www.artlib.cn/
http://www.cast.org.cn/art/2019/11/25/art_458_105664.html
http://www.cast.org.cn/art/2019/11/25/art_458_1056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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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st.org.cn/art/2021/9/26/art_43_1692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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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入选项目的通知 https://www.cast.org.cn/art/2020/7/23/art_458_128678.

html 发布日期：2020-07-23 根据《关于申报 2020 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

划高起点新刊项目的通知》（科协学函刊字〔2020〕40 号），按照《中国科技

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评审细则》，经项目申报、资格审查、答辩评审、结果公示，

产生了入选项目共计 30 项（详见附件）。这表示 2019 年公布的 285 种（ 领军

期刊 22、重点期刊 29、梯队期刊 199、高起点新刊 30、集群化试点入选项目 5）

之后，2020 年 7 月新入选 30 种高起点新刊，2021 年 9 月又新增了 30 种高起点

新刊。”图谋：“‘集群化试点入选项目‘其实不属于期刊。因此，目前应是 3

40 种刊。供参考。”图谋：“中国知网平台收录的卓越期刊，在‘出版来源检

索’结果中已戴上了‘卓越期刊’标记。有部分该平台尚未收录。尤其是 2020

年、2021 年入选的‘高起点新刊’暂未发现有收录。”邵爱艳：“@图谋 感谢

热心专业的您详细解答，昨天下午在和另外一个部门讨论这个卓越期刊的事情，

他们说就参照 2019 年的标准辗转反侧，斗胆到群里请教老师。”图谋：“图书

馆方面侧重的是提供信息服务。我回答的信息，既供有关决策者参考，亦供科研

人员参考（比如投稿时）。”图谋：“这类解答，实际是我自身做为一名图书馆

员的日常解答。许多高校图书馆有做同样的事情。原因是指挥棒是一样的。”图

谋：“较为规整的解答是可以复用的，利人亦利己。圕人堂一直在努力推动。圕

人堂 QQ 群知识库，有点‘双关’的味道。圕人堂经过 8 年努力，知识库确实有

一定参考价值。期待可以更好地获得关注与利用。”

（7）揭秘数字对象唯一标识(DOI)

淡如菊：“老师好单位中文论文报销要求提供 doi 号，但是有些论文我们没

有查到 doi 号，请问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图谋：“揭秘数字对象唯一标识

(DOI).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2891.html 数字对象唯一

标识符（Digital Object Unique Identifier-DOI），是一套识别数字资源的机

制，涵括的对象有视频、报告或书籍等等。它既有一套为资源命名的机制，也有

一套将识别号解析为具体地址的协议。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igital Object

Unique Identifier-DOI），是一套识别数字资源的机制。 DOI 产生的历史不算

太长，也不算太短，但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情况并不是十分普及。理工科采用的多

一些，但也有一定比例尚未采用。DOI 全称为数字对象标识符，相当于文献的身

份证，具有唯一性。其它形式提供信息，有时会有偏差，比如错了一两个字符，

导致未能检准。对于外文文献，建议优先考虑提供 DOI 信息。如果提供 DOI 信息，

会有助于更加精准、高效获得帮助。如能提供 DOI 是效率最高的，如果提供不了

（有的文献没有），建议是提供题录信息（越规范越好，包括篇名、作者、期刊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cast.org.cn/art/2020/7/23/art_458_128678.html
https://www.cast.org.cn/art/2020/7/23/art_458_12867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28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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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图谋：“与圕主题有关的问题，有不少问题是可以尝试检索‘圕人

堂 QQ 群知识库’（http://lib.nbt.edu.cn/tuan/），或许已提供参考答案。”

图谋：“关于 DOI 方面的交流，圕人堂群中有过不少讨论，比如 2017 年 7 月的

一次讨论。”

（8）成果审核与认定中的职责和判断思路

邵爱艳：“各位老师好，再次请教，单位发表的中文论文需要我们审核辨别

是否为套刊，请问如何设置判断依据？我们考虑是现在数据库内检索，未检索到

第一考虑是数据库未收录。”图谋：“这种思路本身是有问题的。”曲师大*：

“第一，新闻出版总署查询期刊的合法性。第二，在知网，万方，维普查询期刊

是否被收录。第三，纸刊和数据库收录的做比对。”图谋：“职责未明晰。成果

审核是对应的职能部门是科研管理部门，图书馆提供辅助。一般来说，科研管理

部门会要求成果所有人自己做出诚信承诺，涉及科研奖励等，还会在一定范围内

公示。证伪，属于‘疑难杂症’，需要格外谨慎，还有可能是得罪人的活。”图

谋：“在诲人不倦老师的基础上，再补充几点：（1）期刊、学术期刊，概念有

所不同，有些期刊并非‘学术期刊’，新闻出版总署曾做过两个批次认定；（2）

期刊数据库，除了列举的三家，还有多家，比如超星期刊、龙源期刊、博看期刊

等等。”图谋：“做这样的‘证伪’工作，难度系数可能会很高。早年套刊的情

况是较为多见的，期刊数据库中也存在鱼目混珠的情形。”图谋：“近年，经过

几轮整治之后，有些长的像学术期刊的期刊，从部分数据库中消失了或隐藏了。

之前，某数据库中的‘教育期刊‘‘特色期刊’中，存在一定数量这类期刊。”

图谋：“图书馆方面无法通过检索证实或证伪的，由科研管理部门（或由其委托

学术委员会）进行进一步认定。”淡如菊：“期刊等级认定大家工作中是图书馆

完成还是科研部门完成呢？”图谋：“有争议的找图书馆协助诊断。不是一股脑

儿塞给图书馆去证伪。”淡如菊：“中文期刊吧，原来我们图书馆没有做，今年

科研部门说这是我们的专业。”图谋：“那是甩包袱。”淡如菊：“费用报销，

晋升还是他们认定。”图谋：“谁谁完成，都是家务事。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图谋：“具体到高校图书馆，各家高校图书馆履行的职责可能大不同。有些职能，

如果学校认准了图书馆，那就认了。”中国药*：“图书馆一般只提供支撑，不

做认定。”淡如菊：“是医院图书馆，培训处的二级部门。”图谋：“那情况更

特殊一些。”

1.4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周讯（总第 393期 20211119）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bt.edu.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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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393 期 20211119）.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1313110.html。”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393 期 2021111

9）编辑手记：本期周讯内容很多（共 37 页），本期整理人宋老师 14:13 完成整

理稿。《圕人堂周讯》一路走来，非常不易。感谢《圕人堂周讯》编辑团队的默

默付出与有力支持！感谢所有圕人的关注、参与及支持！”

（2）圕人堂既是平台，又是舞台

心素如简：“刚才需要的文献找到了，感谢同行热心帮助！感谢这个群提供

了这样好的平台。”图谋：“圕人堂既是平台，又是舞台，每一位成员都是‘主

演’，各有所得，各有所获。这是圕人堂所期待的图景。”心素如简：“群主棒

棒哒。”图谋：“圕人堂的‘群主’，实际作用是‘群辅’，且更准确的表达是

‘群辅之一’。”图谋：“在图谋的眼里，诸位成员才是真正的‘群主’。”

（3）圕人堂话题：信息素养及其相关对话录&数字资源利用问题对话录

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话题：信息素养及其相关对话录.http://blog.

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3816.html 2021 年 11 月 24 日，圕人堂 QQ 群

关于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有一场高质量交流与探讨。信息量是比较大的，具有较强

的现实意义及参考价值。图谋特此予以梳理。”图谋：“圕人堂话题：数字资源

利用问题对话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3912.html 如

何在法律和道德框架内，有计划、有目的地致力于帮助用户了解图书馆提供的数

字资源（商业资源、自建资源、开放获取资源、协作资源及其它免费资源）、服

务及设施。”图谋：“这是刚梳理的一个话题。”图谋：“昨天的另一个话题是：

信息素养及其相关对话录。‘圕人堂服务体系’进行了‘联动’，我们在微信公

众号亦发布了文章圕人堂话题，信息素养及其相关对话录 https://mp.weixin.q

q.com/s/R4V0yHmBaJQBoEbV7Ea0iA。”黄颖-*：“@图谋 谢谢群主提供的交流平

台~大赞！”

（4）关于圕人堂交流与分享的边界

图谋：“关于圕人堂交流与分享的‘边界’，原则上应在群规范框架（圕人

堂 QQ 群规范（修订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

tml）之内。什么样的内容是在群规范框架之内？大致可以参考《圕人堂周讯》

整理发布出来的内容。比如最近一期：圕人堂周讯（总第 393 期 20211119）H5

电子杂志版：https://flbook.com.cn/c/0lZ90HsLtk 科学网版：http://blog.s

ciencenet.cn/blog-213646-1313110.html 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图谋：

“图谋所做的一些工作多属于‘抛砖引玉’型。受到诸多制约，‘圕人堂服务体

系’激励机制远未健全，当前仍属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不当不周之处，祈

请海涵！”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311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3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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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R4V0yHmBaJQBoEbV7Ea0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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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圕人堂发展经费

图谋：“2021 年 11 月 22 日，苏文成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 1040 元，圕人堂

发展经费结余 21750.05 元。2021 年 11 月，圕人堂先后收到三笔捐助，累计金

额为 21040 元。第 375 期之后的编辑补助，拟在年底结算（此项支出，大约为 7

500 元）。”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运转离不开必要的经费支持。从 2

014 年 5 月至今，得益于群内外圕人各种形式的帮助与支持，圕人堂以较小的投

入，取得了较好的服务效益。”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的显性输出是《圕

人堂周讯》，2014 年至今，已发布圕人堂周讯 393 期。”

（6）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

图谋：“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

646-1212495.html 该通知仍然有效。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予以选用（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亦会发布），选用稿件支付稿酬（100 元/千字），未选用稿件欢迎通过

圕人堂群文件交流与分享。”图谋：“稿酬从‘圕人堂发展经费’中支出。‘圕

人堂发展经费‘源自圕人堂成员的捐助。”

（7）圕人堂服务体系简介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简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1200758.html 圕人堂服务体系为一体两翼，以圕人堂 QQ 群为体，以‘科学网图

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为两翼。‘一体两翼’的载体是《圕

人堂周讯》。QQ 群是载体之一。关注‘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或‘圕人

堂微信公众号’，实际上属于用户分流。籍此形成开放性、多层次、多元化的圕

人堂服务体系。圕人堂提供 QQ、博客、微信三种形式的服务。” 图谋：“‘圕

人堂服务体系‘，从 2014 年 5 月至今在积极做宣传推广工作。所做所为是围绕

圕人堂 QQ 群规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tml）

进行的。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

群，其愿景（VISION）是：圕结就是力量！其定位（MISSION）是：专业讨论、

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圕人堂堂

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

QQ 群一周交流信息，对‘圕人堂’全体成员公开（通过 QQ 群邮件推送），同时

亦对社会公开（当前主要通过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公开）。”

（8）圕人堂 QQ群知识库

图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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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249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24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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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5图书馆老师眼中的风景

奎林说：“家门口和学校的风景。”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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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m：“无人机航拍。”图谋：“漂亮。”hanna：“现在真是美的时候。”

pww：“季节最美的时候,人最美的时节。”图谋：“欢迎晒秋。不过，现在是秋

冬交替的时候，有些成员属于晒冬。群成员分布广泛，同一时间，或许可以呈现

四季景色。”图谋：“图谋也发几张，抛砖引玉。下面这两张是截取别人分享的

图片，更为养眼。”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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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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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岛像个动物 图源：奎林说

图源：刘欣

刘欣 *：“今天去公园，遇到这个看摊少年。一边照顾生意一边学习。我在

他摊前站了好久。他学习起来很专心。只在解答咨询时才抬起头说话。画面很美，

令人动容！猜他学习成绩一定很好！”

1.6图书馆是大学的精神文化殿堂——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访谈录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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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图书馆是大学的精神文化殿堂——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李月清馆

长采访安江英校长访谈录.http://www.scal.edu.cn/zxdt/202111220351 安江

英校长：图书馆是高校校园的地标性建筑，是反映学校校风学风、学术氛围和精

神文化的重要文化殿堂，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图书馆是为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发展

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图书馆的发展与定位，主要考虑

三个‘符合度’：一是否符合学校发展的目标、定位和地方经济建设的需要；二

是否符合人才培养目标和科研工作目标的要求；三是否符合学生的培养过程和高

质量人才的需要。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资源中心，实施以读者为中心的战略，坚

持读者至上的服务理念。服务内容由文献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服务模式由单一

阅读场所向多元文化载体转变（交流、创意、展示空间），信息共享空间，学习

共享空间，研究共享空间，创客空间，可以采用不同的需求创新模式，以最大限

度的服务方式满足读者的需求，例如：教学型需求、教育型需求、科研型需求、

培训型需求以及社团需求等。”

1.7重磅：《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发布，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图谋：“【重磅：《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刚刚发布，值得我

们高度关注】【‘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新时代图书馆的新担当’笔谈，大

家谈】主持人语（黄如花教授， 武汉大学二级教授、数字图书馆研究所所长，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更是图书馆‘拓新’

之必需。《行动纲要》界定的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内涵、外延、场景、受众、目标

比图书馆界一直以来重点关注的信息素养更加宽泛、丰富。放眼全球，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等 2018 年 3 月发布的《数字素养技能全球参考框架草稿报告》将‘数

字素养’定义为‘安全并合规地获取、管理、理解、融入、交流、评估、创建信

息的能力’，指出媒介素养、信息素养、互联网或 ICT 素养（即软硬件知识和技

能）同属于数字素养，由‘信息与数据素养’等 7 个部分组成。国际图联 2017

年 8 月发布的《IFLA 关于数字素养的声明》指出，‘数字素养’包括‘媒介与

信息素养’和其他技能，强调图书馆应将数字素养定位为核心服务，需要足够的

规划、预算和工作人员，还需要与外部行为者开展合作以便为用户提供最佳服务。

图书馆应该在新时代展现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新作为、新担当，以更好地

服务于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等国家战略。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与武汉

大学数字图书馆研究所策划、《图书馆论坛》编辑部编辑出版‘‘提升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新时代图书馆的新担当’笔谈’专题，邀请四位专家学者探讨图书

馆服务于‘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这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新作为与新担当，

http://www.artlib.cn/
http://www.scal.edu.cn/zxdt/20211122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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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程焕文教授为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张久珍教授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

书长；张久珍、黄如花和潘燕桃三位教授长期从事信息素养教育的实践与研究，

系中图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拟组建的信息素养教育专业组的核心成员。笔谈策

划得到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的指

导，谨致谢忱!链接：1.【程焕文教授：中国迈向数字文明社会——《提升全民

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的时代价值与图书馆的时代使命 https://t.cnki.n

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

XW52dYxQwPsCrLKos_bQ9Gffwe7hk_EGVdyyhjC5438M】2.【张久珍教授：图书馆：

培育全民数字素养的阵地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

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GzS70ZhPHAJgWiuTEb

2CSLoU5aynIThn】3.【黄如花教授：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图书馆发展新机

遇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

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rm6a7yHz3pqSWKvEsIVEs_YOsRbqHuOY】4.【潘

燕桃教授等：提升全民数字素养 打赢反诈人民战争 https://t.cnki.net/kcms/

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

wPsC6OPh4PXiW1PXOasV7。”木木贝：“《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

全文见：http://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奎

林说：“媒介素养、信息素养、互联网或 ICT 素养（即软硬件知识和技能），图

书馆人自身具备不？”奎林说：“答：基本不具备。”看书的猫：“感觉是边学

习边研究边应用。”图谋：“素着养。”书小弟：“@图谋 @图谋 道出了实情，

本月金句！”书图同归：“最重要的是行动，不管图书馆员具不具备信息素养或

数字素养都应该承担这一职责，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书图同

归：“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图书馆界被排除在‘数字素养’的政策话语之外，如果

图书馆界不发声那就只能跟着别人吃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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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话题：图书馆职能对话录

2021-11-26 08:41

11月 25日，圕人堂 QQ群成员交流，与图书馆职能密切相关。 圕人堂 QQ群

成员 淡如菊 提问：“单位发表的中文论文需要我们审核辨别是否为套刊，请问

如何设置判断依据？我们考虑是现在数据库内检索，未检索到第一考虑是数据库

未收录。” 图谋 ：“这种思路本身是有问题的。 ...

http://www.artlib.cn/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rLKos_bQ9Gffwe7hk_EGVdyyhjC5438M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rLKos_bQ9Gffwe7hk_EGVdyyhjC5438M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rLKos_bQ9Gffwe7hk_EGVdyyhjC5438M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GzS70ZhPHAJgWiuTEb2CSLoU5aynIThn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GzS70ZhPHAJgWiuTEb2CSLoU5aynIThn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GzS70ZhPHAJgWiuTEb2CSLoU5aynIThn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rm6a7yHz3pqSWKvEsIVEs_YOsRbqHuOY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rm6a7yHz3pqSWKvEsIVEs_YOsRbqHuOY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6OPh4PXiW1PXOasV7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6OPh4PXiW1PXOasV7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3uoqIhG8C46NmWw7YpEsKHTPvOGrUOOqX1coEOzL8AE70wva5c8uXW52dYxQwPsC6OPh4PXiW1PXOasV7
http://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3933.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94 期 20211126）

29

个人分类:圕人堂|20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圕人堂话题：数字资源利用问题对话录

2021-11-25 22:55

11月 24日，圕人堂成员 宋鹏 在圕人堂群中提出了一个话题：“论数字资源的

技术问题。商业数据库——图书馆——读者，这条信息链中图书馆扮演了中介的

作用。图书馆购买了商业数据库的使用权，读者再通过图书馆获得了商业数据库

的使用权。这究竟是通过哪些技术实现的？怎么实现的？图书馆人应该知道。首

先分析 ...

个人分类:圕人堂|40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圕人堂话题：信息素养及其相关对话录

2021-11-25 09:16

2021年 11月 24日，圕人堂 QQ群关于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有一场高质量交流与

探讨。信息量是比较大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及参考价值。图谋特此予以梳理。

下午奎林说之问（媒介素养、信息素养、互联网或 ICT素养（即软硬件知识和

技能）， 图书馆人自身具备不？），图谋也调皮地回答了“素着养” ...

个人分类:圕人堂|28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热度 3 2021-11-21 11:07

春秋时期，老子用道作指导思想，阐述精神修养方面的观点。“知人者，智也。

自知者，明也。”意思是，善于了解别人的是有智慧，能够认识自我的才是高明。

关于这句话，千百年来，有着诸多解读。无论何种解读，或多或少有助于自省、

自察、自励，甚至进一步具备励人的功效。 这些年，我投入 ...

个人分类:圕人堂|2929 次阅读|5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3

袁曦临：现代图书馆学学科定位之“锚”
2021-11-20 09:58

圕人堂文摘 图谋摘编自： 袁曦临.现代图书馆学学科定位之“锚”：基于东南大

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考察 .情报资料工作,2021,42(06):13-20. 《情报资料工作》

2021年第 6期刊发袁曦临《现代图书馆学学科定位之“锚”：基于东南大学 ...

个人分类:圕人堂|56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闲话语言关

热度 4 2021-11-20 07:56

本文所指的“语言关”不是指出国留学方面的，而是指个人求学、教学、治学等诸

方面的。换个简洁些的表述是：与“学问人生”相关的。 2021年，我大部分时间

和精力是在做文字工作。年初（寒假期间）是忙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的事情，

虽然没能立项，但算是全力以赴的。“打磨”本子环节，语 ...

个人分类:圕人堂|4063 次阅读|6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4

2.2 群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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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9个文件。

3.大事记

（1）2021 年 11 月 22 日，苏文成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 1040 元，圕人堂发展经

费结余 21750.05 元。2021 年 11 月，圕人堂先后收到三笔捐助，累计金额为 21040

元。第 375 期之后的编辑补助，拟在年底结算（此项支出，大约为 7500 元）。

（2）2021 年 11 月 26 日 14:30，群成员达 2880 人（活跃成员 334 人，占 11.6%），

在线 1447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3%），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总用户数 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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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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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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bt.edu.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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