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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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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图情期刊信息 

Lee：“插播一条消息：《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网址变更，原文如下：‘尊

敬的各位作者：即日起，本刊网址变更为 http://cjml.mlpla.org.cn/，请收藏。

登录平台请输入新的网址，给您带来不便，请谅解。’。” 

眼望雁塔：“山东图书馆学刊的联系方式可以到山东图书馆网站去查，别人

给的不一定靠谱。”沈奎*：“http://www.sdlib.com/channels/xkbjbjj/。”沈奎

*：“搜出假网址，更不靠谱。最好的办法就是去 cnki 期刊里去找。” 

 

（2）作者简介及其学术成果的检索 

山西武*：“求教，有某作者名，一般用什么途径可以快且准地检索到改作者

的简介及学术成果？”清凉桐影：“方法有很多。”“关键是中国重名的太多。”“你

得知道工作单位，最起码也得了解研究领域。”黑天鹅：“作者单位性质是？”“高

校的话，一般官方会有。”“学术成果、著作和论文比较好查。”山西武*：“一般

都是学校。例如会议交流的发言人。你检索他的简介及学术成果？如何快而准？

在网站检索还是数据库效率高？”清凉桐影：“那得看所在的学校有没有给他开

辟专场了，大多数学校针对博导和硕导都有介绍的。”山西武*：“例如 J. Georg

e Shanthikumar，清凉，检索下他的简介及学术成果。”黑天鹅：“http://www.

saif.sjtu.edu.cn/en/professors/6701。”“国外与国内不太一样，针对国外学

者：1、使用谷歌、维基等检索，确定其基本信息；2、到其受聘院校-院系网站，

查询；3、学术成果，那就查询外文书籍或论文数据库。”山西武*：“解答很全面。” 

 

（3）图情会议信息 

平平：“您好！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和国家科

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计划于 2015 年 10月在北京举办第六届‘全国知识组织

与知识链接学术交流会’，由《数字图书馆论坛》编辑部承办。会议召开的具体

日期将另行通知。会议现面向全国征稿，征稿主题如下（详情见附件‘征文通知’，

或 KOLink 会议网站，或中信所网站通告）： 知识组织：知识组织研究进展；大

数据中的资源清洗、组织和分析；事实型数据识别与分析；叙词表、本体等知识

组织体系的构建和应用研究知识评价：科学计量与评价；引文分析、主题分析；

专利分析与利用；Web科技资源评价知识链接：科研实体关系揭示；网络资源链

接及其关联分析；面向项目研发产出的关联研究；数据关联挖掘和揭示知识服务：

知识服务、知识管理研究进展；数字科研环境与开放共享服务；用户分析与个性

http://cjml.mlpla.org.cn/
http://www.sdlib.com/channels/xkbjbjj/
http://www.saif.sjtu.edu.cn/en/professors/6701
http://www.saif.sjtu.edu.cn/en/professors/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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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用户服务；知识图谱及可视化分析 我们诚挚地向您发出邀请，期盼您能拨冗

赐稿！优秀论文将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数字图书馆论坛》（ISSN:1673-2286）

上以专题形式免费发表。感谢您的支持！征文截止日期：2015年 9月 30日投稿、

联络邮箱：KOLink@istic.ac.cnKOLink 会议网站：http://168.160.16.186/con

ference历届会议资料下载：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268937080

6联系人：王立学联系方式：010-58882324、KOLink@istic.ac.cn。”平平：“昨

天收到的邮件，跟大家共享。”清凉桐影：“谢谢分享。”“数字图书馆论坛现在属

于 cssci 扩展版期刊了。”平平：“我以前投过稿，没想到他把我邮箱记住了，还

给我发了这封邮件。”清凉桐影：“多暖心啊。”平平：“有好东西大家分享，有能

力的群友投稿啊。” 

图谋：“第十二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暨 Lib2.15 会议通知：ht

tp://adls2015.xmulib.org/wp-content/blogs.dir/25/files/2015/06/adls20

15-lib2.15-会议通知_20150608.pdf 会议日程：http://adls2015.xmulib.org/

2015/06/08/53/。” 

不告诉你：“http://qbxh.sh.cn/page.asp?id=860  2015 年情报新技术新

工具开发利用学术研讨会。” 

 

（4）书架导航系统及架位号排书方法的讨论 

自由世界：“请问有哪些图书馆觉得自己的书架导航系统比较好用。”小西：

“什么叫书架导航系统？”自由世界：“就是这本书在某个架子上，读者直接能

通过建筑展示的方式看到。”图志粒：“很高大上啊。”清凉桐影：“名字很高大上，

效果很垃圾。”自由世界：“就是做的效果一般。”“一般都是很简单的图片弄点热

点区域就完事了。”清凉桐影：“我见识少，没见过好的，不知道其他人见过没。”

自由世界：“这种还不错，只是不知道从哪搞些 api 直接超链接之类的也不错。”

自由世界：“当然不是实景的，人工制作的。”自由世界：“还没注意，已经把索

书号和架位号对接起来了，rfid的图书馆直接可以不用管索书号。”麦子：“@自

由世界，这是在网上的吗？这很不错。”自由世界：“嗯，网上看的。”“打开书架

看的 。”“以前就知道建了几个模型，没想到超链接也做上了，能直接看了。”“如

果能查询图书的时候比如显示 5P9C3G ，直接能点击显示到这个模型里面，感觉

读者更容易看一些。”麦子：“@自由世界 可不可以给具体网站。”自由世界：“h

ttp://v.lib.kmust.edu.cn/。”小西：“这是 RFID 才有吧。”自由世界：“不用 r

fid也有。”自由世界：“书店里哪个更好么？参考下，读者找书现在是个麻烦事，

很多读者反映查了书架子上没有。”平平：“书店的不是用中图法，就是分畅销啊，

考试类，你想要什么书，直接显示几架几排。”小西：“可是乱架的也能找到书？”

http://168.160.16.186/conference
http://168.160.16.186/conference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2689370806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2689370806
http://adls2015.xmulib.org/wp-content/blogs.dir/25/files/2015/06/adls2015-lib2.15-会议通知_20150608.pdf
http://adls2015.xmulib.org/wp-content/blogs.dir/25/files/2015/06/adls2015-lib2.15-会议通知_20150608.pdf
http://adls2015.xmulib.org/wp-content/blogs.dir/25/files/2015/06/adls2015-lib2.15-会议通知_20150608.pdf
http://adls2015.xmulib.org/2015/06/08/53/
http://adls2015.xmulib.org/2015/06/08/53/
http://qbxh.sh.cn/page.asp?id=860
http://v.lib.kmust.edu.cn/
http://v.lib.km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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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世界：“乱架的能找到，但位置不对吧 。”“如果丢了的，就找不到了。”“乱

架的一般要求学生，拿下来的书就不应该再放上去了，专业人士上架好点。”“不

过按照索书号的方式上架是个头痛的问题，具上架人员说眼睛都花了。”素问：

“要是倒架了还找得到吗？”平平：“倒架就再弄排架号。”小西：“系统能显示

乱架后的方位？”自由世界：“显示不了乱架后的方位吧，除非你放上去的时候

扫一下架位号。”图志粒：“那也麻烦。”自由世界：“还好，比沿着种次号或者著

者号去找快很多。”“乱架有部分是读者乱放，有部分是内部临时工不会放或者时

间短任务重不好放对。”平平：“有 RFID，中图法都不用学了。”“是啊，不用费

力教学生中图法，然后根据中图法来找书。” 小西：“分类还是必要的。读者阅

读方便。”自由世界：“rfid上架比条码的方便些。”“放上去拿天线扫扫就行了。”

“嗯 就可以像书店那样分都行了。”“可以分粗一些。”平平：“我说读者可以不

用学中图法。”自由世界：“我觉得对于索书号的分配 尤其是四角号码的或者种

次号的（还有些馆查漏号） 花的力气挺大 。还不如粗一些，这些类的就放在这

几排，乱放就行了。反正系统能查在哪个格子。（可能同一种的不在一块 ，但上

架方便了，基本上培训成本很小）。”平平：“自由是高人！”自由世界：“随便说

说，觉得传统采编业务可以精简的就精简下，很精致的 marc 和分类排架标准可

以由中大，国图那种比较专门的去搞，大家服务为主的图书馆没必要把采编部纠

缠到索书号那里出不来。”平平：“哈哈，上次那个馆长还说什么 CALIS，索书号

给出了 9个数字，排架的时候头都是晕的。”自由世界：“这个我专门问过上架的，

是愿意去保持现有的索书号去排架，还是喜欢根据架位号翻开书本扫一下条码号

放在就近的同类架子上方便，说是宁愿翻开书本，也不愿意去一种种的数书本。”

“下一步书架结合室内导航会更好，我看苹果、谷歌、bat都在弄。”自由世界：

“纸质的也可以做室内导航，就是上架要扫条码 。”自由世界：“拿索书号来说

吧，比如一车书都是计算机类的，有 TP312/100、TP312/200   TP312/300 要把

这两种书放对，必须找到 99 和 101 插进去。 然后下一册可能是 300 再下一册

可能是 200 那么 就会推车来回移动 找位置插入。”“而如果按照架位号，发现

计算机类的某架位号为 111111的格子有空位，直接扫一下架子号或者格子号 11

1111，然后分别扫 3 个条码，放到空位就行了。”黑天鹅：黑天鹅：“G40-02/SZ

Y3。”“那是作者姓名信息。”“SZY  作者姓名汉语拼音 第一个字母。”自由世界：

“黑天鹅这个很有特色，一车书先按照分类号分好，然后按照著者排好，上架比

种次号略方便些，比四角号码也方便一些。”自由世界：“种次号的比较多。”“四

角号码的貌似第二多。”自由世界：“这个我在某个少儿图书馆大概看了下，索书

号采编部原来怎么做的还是继续怎么做。”“他们踏出了一步就是增加了一个区号

的标志。”“大概 5架一个区域。”“比如亚洲绘本、欧洲绘本、美洲绘本，分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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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没有精确到格子号。”自由世界：“同一区域内的书随便放。”“上架的时候，

根据标志发现是 1区的五排书架，就直接随便放到 1区了，连扫条码也省了。只

是没精确到格子号，读者搜到的就是在 1 区那五个架子上自己找吧。”黑天鹅：

“还是精确排放比较好。”自由世界：“嗯，准确直接，以后有条件了导航。”“种

次号多了，还要加架子、挪架” “就算著者号，那个著者今年出版了很多书，

多占了两架，后面的要挪吧。”“变了之后要按架子去读吧。”“一个大书库的好些，

书库比较分散的就会更麻烦些。” 

 

（5）图书剔旧及注销的讨论 

安静：“问个问题，各位图书馆内剔旧的书怎么处理！”“我们图书馆库位有

限，不准备建新馆。”天外来客：“密集书架或者数字化。” 生清：“还可以在 4.

23搞图书漂流。”AppleMM：“捐赠。”图林匠吉：“国有资产，捐赠怎么操作？”

生清： “剔旧以后，直接帐页注销，然后报送国资处。”“目前，我们也不敢搞

大量的剔旧，但是有些书实在没有办法看，而且已经发生霉变，连翻都不行，所

以剔旧。”图林匠吉：“我们因为生均册数的问题，没剔旧过。”生清：“现在我们

用来漂流的主要是一部分收藏价值不高的娱乐性期刊，主要是学生喜欢，而我们

的装订成本实在太高。”“书有其读者，也是我们漂书的用意。”自由世界：“书都

发霉不能翻的那些就不能飘流了吧。”生清：“肯定了，那是不能漂的。”自由世

界：“漂流了不知去向的那些，也是打印出来，给国资处帐页注销吧。”生清：“漂

流部分的书，提前要做加工，帐上还要备份注明。”“书上也要盖，漂流图书的专

用章。”“我们图书馆自己也有帐，每年遗失、破损图书都会在账上注销。”图林

匠吉：“你们会定期清点吗？”清凉桐影：“遗失图书怎么确定的，点数吗？”图

林匠吉：“估计是借出去遗失的那种。”清凉桐影：“有可能是。”生清：“就是借

出去遗失那种，学生选择赔钱，进行注销。” 

 

（6）圕人堂实践、议题式交流及周讯信息检索 

图谋：“圕人堂实践可以视作图书馆 2.0 理念的延伸：微努力，微贡献，不

防微不杜渐，圕结就是力量。”一粒土：“许多发言很有启发。群中文件夹推送的

材料帮助很大。”图谋：“圕人的范畴是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这个范围

比图书馆员要大很多。”Mayday：“对于我这种学生也很有帮助。”“很多前辈讲的

很好。”图谋：“当前对圕人堂有贡献者，实际上也包括数字资源商等。”“理想的

状态是，人人参与，人人受益。”一粒土：“如果大家能踊跃分享各自领域中的新

资讯，前沿理论、技术、学习、研究方法，推荐好书好文章……这样我们的群必

定兴旺发。”olive：“不是本专业，对图书馆懂得甚少，自从加了这个群，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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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图书馆知识。”天天天蓝：“这里的确是图情界非常专业的群。”olive：“对，

我也这么认为！ 以前都是看大家聊，希望以后也能加入到大家的话题当中。”图

谋：“参与的方式有很多。”“包括分享读书笔记、学习心得等等。”紫日：“虽然

经常不怎么说话，但是还是受益颇多。”图谋：“甚至向身边的人宣传推荐圕人堂，

也是一种参与。”紫日：“网上的讲座听过，很好。”“上次的陕西那一次。”图谋：

“当前圕人堂其实已较好地聚集了力量，尚待进一步提供机会‘释放能量’。” 

小西：“有时想能不能一段时间开展一个某一主题的专题讨论？”图谋：“‘专

题讨论’是一直期待做的。”图谋：“圕人堂实践意图例解 http://blog.scienc

enet.cn/blog-213646-878340.html。”“早在去年 5月，图谋曾试图主持一个‘议

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主要原因：一是图谋能力有限；二是‘五要

素’缺项过多。议题式交流机制，主要意图是激发群体智慧，不是看一两个人唱

独角戏。”小西：“其实先从小的作起，提前在群里预告某一时间讨论某一议题。

有兴趣到时来交流。比如 1小时。我觉先可尝试下效果如何，慢慢做大。”“可以

邀清几个嘉宾暖场。”“有组织有计划的跟散做的不能比。”“只是个建议，知道有

难度很期待。”图谋：“我很久没怎么提‘议题式交流机制’这事，但实际是一直

在做铺垫工作。”“圕人堂群文件分享、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其实也可以视作前期

工作。”生清：“目前，米粒老师正在酝酿，面向圕人堂群友搞读书会，本期所分

享王波老师所著 2014版《阅读疗法》，希望能有更多圕友一起参与。”图谋：“当

前，欣然读书用时两个半月，实际上可以视作主持完成一个‘议题’，那就是‘书

香英伦：一个图书馆员的英国文化之旅’。”“‘书香英伦：一个图书馆员的英国文

化之旅’，可以视作‘议题式交流机制’首个完整的实例。”“欣然读书：书香英

伦之大英图书馆（21）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00110.html。”

“圕人堂期待助力该成果有机会正式出版。” 

春丽：“全球化视野：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谁有这个会议的 ppt 啊，到上海

财经大学图书馆网站没有找到下载链接，谢谢啊。”“圕人堂的周迅挺好，我在圕

人堂周讯（总第 28期 20141121）找到了会议网址。”“但得用百度搜索。”“我们

周迅能不能建立一个关键词检索平台或系统。”“每期信息量太大，建立个搜索功

能多有用啊。”图谋：“实际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搜索引擎，二是通过群信息查

找。”“更专深的检索功能，圕人堂暂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春丽：“查找国内图

情会议信息，周讯还是最实用的。”图谋：“我们现阶段追求的是‘经济适用’。”

“更多的能量需要大家共同开发或激发。”春丽：“是，用百度搜索到圕人堂周讯，

而且还能找到我要的资料，这还真是一件证实圕人堂意义的事。”图谋：“很多人

不理解为什么周讯通过科学网发步，甚至有人曾建议取消。我的考虑就是为了让

更多人受益（更多人可以读到或检索到）。”平平：“是的，有时我要找，也通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3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3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00110.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60 期 20150703）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8 - 

科学网检索，更好找到。”图谋：“科学网平台无垃圾信息，搜索引擎搜索效果亦

较好。” 

 

（7）数据库集团采购的讨论 

清凉桐影：“天津市的数据库都是集团采购，中心服务器就设在了天津工业

大学。”“这种做法让小的院校也能够用得起高大上的外文数据库了。”sonorous：

“有的学校自己也有钱买。”“天津外国语大学经费也少，就买了阿拉伯语电子书

数据库，里面 1万多本阿拉伯语的学术专著。”清凉桐影：“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各

家高校省钱省力省时间，小的院校也可以使用不多的经费购买到数据库了。当时

听介绍的时候貌似经费不是均摊的，所以小学校负担不重。适合小众口味的数据

库，肯定得自己学校单独购买。”sonorous：“买万方数据库也是联合采购的。” 

“知网不是联采。” 图谋：“天津的高校联盟很给力！”清凉桐影：“是啊，如果

全国各省份都做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就有希望了。”“天津能做到，从理论角度

讲，其他省份也应该能克服困难去做到。”“但是现实情况是比较失望。”图谋：

“图书馆管理集成系统也统一的，统一的程度相当高，具体高到何等程度，个人

保持好奇。”图谋：“这么多年过去，不知道自身评估效果如何？”清凉桐影：“期

待群里天津高校馆的老师能够不吝赐教，解一下疑惑。”广东肥羊：“南开大学退

出来了，已经买了其他的系统。”图谋：“近年没怎么关注，不知道南开大概是哪

一年退出？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 http://www.tjdl.cn/index.jsp。”图

谋：“2003 年，天津 18家高校 UnicornConsortia 系统全面开始运行。12年间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清凉桐影：“CALIS和 CASHL 以及各省的高校图工委

一直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只是政府部门重视的程度不如天津市政府。”图谋：“这

类比较，似乎很难。” “好像个人的观感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清凉桐影：

“我最羡慕的是小馆也用得起高大上的数据资源了。”图谋：“我对天津的情况不

了解。”清凉桐影：“2013年在天津师大开 CALIS第 11 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的时

候有过相关的介绍。”图谋：“集团采购的资源，是否各校分摊？还是 TALIS 统一

买断？”清凉桐影：“当时介绍关于天津各家高校的资金分配说的比较含糊，只

是笼统的说根据各家的使用量和学校划拨经费的多少确定缴纳的比例，大馆拿的

多一些，小馆拿的少一些。”“另外市里也有部分补贴。”图谋：“这块情况比较复

杂。江苏的情况是有统一买断的，也有按学校层次分摊的。”“真正‘高大上的资

源’方面，受惠程度很有限。”清凉桐影：“山东也有些数据库是按学校层次分摊

的。”图谋：“各有各的做法。”“就像高校图书馆的机构设置，给我的整体印象是

各干各的。”“假如要归纳‘模式’的话，估计可以有很多很多。”清凉桐影：“高

校图书馆，至少还有馆长对各部门统筹安排。”“数据库采购的模式不好统一，各

http://www.tjdl.cn/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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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校情况都不一样。”图谋：“单单是‘图书馆’的名字就有很多，职能也有所

不同，如果到二级机构就更复杂了，有时同样的名字，但可能所履行的职责差异

甚大。”“很多年前是这种局面，当前似乎更复杂了。”“我留意了某地（同城）两

高校馆的机构设置情况：A馆：办公室、系统技术部（主任办公室、技术服务 1、

技术服务 2），采编 部，数字化研究与建设部、信息咨询部、流通阅览部(a、b)、

网络技术部（主任办公室、用户服务办公室、运维管理办公室、技术支持 1、技

术 支持 2、网络与信息服务值班室）。B 馆：  办公室、系统技术部、文献资源

建设部、信息咨询部、数字化建设部 、读者服务部（a、b、c）。”“这两个馆的

二级机构设置名字上算比较接近，但图书馆职能方面，可以看出有不同。”Andy：

“在全国图书馆咨询联盟里注册后点击我的图书馆激活失败怎么回事。” 

 

（8）图情资料分享 

书香：“好消息，分享镇江会议学术报告课件，迅速下载，过期不候：http:

//85d0fb.l25.yunpan.cn/lk/cQ8xPcSvqhkb9#/-0 下载提取码：8d1d。”清凉桐

影：“谢谢分享。” 

小花儿：“2015'江苏高校图书馆馆长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 请问一下，这个

里面提到的相关交流的 PPT，哪位同仁有呀？能否给分享一下，非常感谢。”系

统消息：“ 【惯员】叶子 分享文件 11:14:0820150604-05-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馆

长会议报告....rar 下载。” 雨路：“真是很好的资料。谢谢叶子老师！谢谢图

人堂！” 

城市天空：“Research Data Curation Bibliography,Version 5:/7/1/201

5 http://digital-scholarship.org/rdcb/rdcb.htm。”“The Research Data C

uration Bibliography includes over 350 selected English-language arti

cles, books, and technical reports that are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t

he curation of digital research data in academic and other research i

nstitutions.” 

论坛刘编：“暑假来啦，热啊热啊，《图书馆论坛》第七期新鲜出炉啦，不热，

或许还有点凉。” 

信手拈来：“呼和浩特会议资料的网盘地址谁有,麻烦发一下，我光用相机拍

了,没记录。” 

东北海边：“‘圕人堂’建群也就一年多，真正热门起来半年，在学术期刊中正式

亮相发文也有时滞吧。”greenoli*：“呼和浩特的会议资料 http://pan.baidu.c

om/s/1bnuaEBH。”“密码：：2njh。” 

 

http://85d0fb.l25.yunpan.cn/lk/cQ8xPcSvqhkb9#/-0
http://85d0fb.l25.yunpan.cn/lk/cQ8xPcSvqhkb9#/-0
http://digital-scholarship.org/rdcb/rdcb.htm
http://pan.baidu.com/s/1bnuaEBH
http://pan.baidu.com/s/1bnuaE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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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CI-HUB TEARS DOWN ACADEMIA’S “ILLEGAL” COPYRIGHT PAYWALLS 

天外来客：“http://torrentfreak.com/sci-hub-tears-down-academias-i

llegal-copyright-paywalls-150627/  Note: Sci-Hub is temporarily using

 the sci-hub.club domain name. The .org will be operational again nex

t week. 。”“爱思维尔诉讼 sci-hub。” 

 

（10）2015 江苏高校图书馆馆长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 

图谋：“2015'江苏高校图书馆馆长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 http://202.119.4

7.54/NTCMS-web/CmsViewAction.do?method=getCon&data={ID:989} 发布时间：

2015-06-12 。”图谋：“这条新闻信息量比较大，提及图书馆十三五规划编制等

内容。” 

 

（11）论文抄袭与一稿多投 

浣紫：“大约浏览了下，本馆之前某些人发的论文。”“感觉就是扒书。”雨路：

“这是现代人的写作方式。”清凉桐影：“人文社科的东西，原创的相对来说少，

能有一点创新我觉得就很不错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其实自然科学的东西，

好多试验方法也是重复的，以医学为例，只是研究的病种、基因不一样，结果就

有差异。” 刘建平：“创新和书上扒应该是有显著区别的。”“是创新还是书上扒

作者心知肚明。”雨路：“学生交的期末论文我看了直接头疼，有直接一篇原封不

动的，有东拼西凑的，有几个学生是自己写的哦？”平平：“不知道你们在的省

有没这种情况，各种论文评比奖项很多，年底什么图工委，高校图工委，本市图

工委要举办很多论文评比。”平平：“你可以把公开发表的拿去评奖，当我看有时

一等奖是发表在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上的某某文章还有发表在图书馆杂志上的

某文章。”“难道说两篇文章的质量一样，都是一等奖，看得我诧异。”刘建平：

“复旦大学校庆视频一开始也声明是创新，后来在明明白白的事实面前才改了说

法。”清凉桐影：“山东这边评奖要查重。”平平：“查重好避免。”“其实看人的科

研能力，看在什么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就行了。”“还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感觉自己

不抄好吃亏一样。”麦子：“@平平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研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做

研究。” 

风起苍岚：“一稿多投后，不寄版面费人家还会发表吗。”小西：“不会。”沈

奎*：“拉入黑名单。”风起苍岚：“那是 3年之内的黑名单还是 5年之内的黑名单。”

沈奎*：“这个不清楚，最好给人说清楚。”风起苍岚：“不寄版面费人家应该已经

明白我的意思了。再打电话反倒不好意思。”沈奎*：“嗯，邮件诚意说明。”风起

苍岚：“那不发邮件也可以吧。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沈奎*：“应该可以。”

http://torrentfreak.com/sci-hub-tears-down-academias-illegal-copyright-paywalls-150627/
http://torrentfreak.com/sci-hub-tears-down-academias-illegal-copyright-paywalls-150627/
http://202.119.47.54/NTCMS-web/CmsViewAction.do?method=getCon&data=%7bID:989%7d
http://202.119.47.54/NTCMS-web/CmsViewAction.do?method=getCon&data=%7bID:989%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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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个人建议不妨诚实的说明情况，致以歉意。”“万一人家给你发表出来了，

白纸黑字，对彼此的麻烦更大。”风起苍岚：“但我没有寄版面费。”“怎么个说法？”

图谋：“也没有哪个条款说必须交了版面费才发。”风起苍岚：“总不能说自己一

稿两投了吧。”“但人家要收 600元版面费，这是明白的。”图谋：“实事求是说，

反而人家能谅解。”沈奎*：“为了快速发出，评审需要什么的，编辑也能理解。”

风起苍岚：“人家的投稿指南写得明白，一稿两投要视情节轻重，给处罚的。”“严

重的情况还要通报单位的。”“最好的办法是，不寄版面费，得罪了期刊，以后再

不往那里投稿了。”图谋：“实话实说，通常是因为先收到某刊的录用通知，同意

在某刊录用，请另一家做退稿处理。”风起苍岚：“具体怎么撤稿？这个过程似乎

很尴尬。”“人家写明了，刊物不接受撤稿以及退回版面费的请求。”“我很担心人

家打电话追着要版面费。”图谋：“那不叫‘撤稿’，撤稿是正式刊发之后请求撤

下。”沈奎*：“我会努力写个 3、4 篇，投向不同的期刊~拒了，就改，换期刊~”

眼望雁塔：“不想登就直接告诉编辑不准备发了，表示一下歉意，礼数得到。编

辑审稿付出了劳动，还是要说一声。”刘建*：“一稿多投并形成一稿多发作者和

出版物都有责任。出版物态度坚决，这种事情会少很多。出版社只管收版面费，

暗中支持，结果肯定是茁壮成长。”“国外很多期刊，发现这样的事会撤稿并通告

等，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山西武*：“杂志社最好是可以建立作者黑名单，录

用不发者一两次情有可原，继续任性的趁早挡在门外边。”Desperado：“现在基

本上都是一稿多投，原因很简单，如果不多投，自己的文章指不定什么时候能发

出来，审稿周期太长。所以现在大多数人采取的方法都是多投，如果第一个中了，

马上去其它家撤稿，只要不一稿多发就可以了。”山西武*：“一稿多投可以体谅，

不同期刊社审稿效率差别不小。录而不发，归到底是个人诚信问题，现在国内的

信任危机如此严重，知识分子还是这么任性？管理层应该铁腕治刊。” “作者自

身要洁身自好点，自觉点。期刊社做好管理，别为了版面费一味纵容。长期下去，

最坏的结果就是期刊越办越垃圾。”23494：“我曾经投某核心刊，编辑说发增刊，

我就回复邮件拒绝了。会不会留下不好的印象。”沈奎*：“不会。”“这是你选择

的权利。”Desperado：“增刊被作者拒太正常不过了，正经写文章的人，一般都

不会选择在增刊上发吧？”竞一：“我们这边人事部门和科技管理部门的老师说，

增刊的文章还不如普通刊的文章受重视。” 

 

（12）图书馆新设备 

LWIND：“请问，现在图书馆有什么新的系统或者设备吗。”23494980：“图书

杀菌机。”LWIND：“这个已经考虑进去了。”“好像杀菌机不贵。”kangaroo：“IC

空间、纳米材料显示屏、3D 打印机、3D 视听体验空间、读者互动设备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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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0：“杀菌机多少钱啊。”四瓣丁香：“5 万。”“可以讲点价。”广州书童：“我

们这边有几台。”“一次一本，大概十几秒完成杀菌过程。”梦舞：“这个使用起来

多麻烦,还不如在休息时在书库开紫光灯杀菌。”蜂鸟：“图书里面也可以杀菌?”

23494980：“恩，说是有风吹的一页页的散开杀菌。”“主要是为了学生自己操作，

像自助借还书一样。”四瓣丁香：“我们馆上了虚拟翻书系统、全息成像系统、3

60 度幻影成像、3D 打印机、电子书借阅机。”“自助借还机、自助打印复印机、

智能书架。”满天霞飞：“虚拟翻书系统是啥呢。”四瓣丁香：“虚拟翻书系统：在

书模上展开一本虚拟图书，当读者伸手做出翻书的动作时，虚拟图书可以翻页，

展示栩栩如生的虚拟动态翻书效果。”“其实就是个演示的作用~”满天霞飞：“好

洋气啊。”四瓣丁香：“专门设了一个新技术体验区，普及科学，启迪思维。”刘

建平：“方便说是那家图书馆吗？有机会想感受一下。”守望书林：“四瓣丁香，

请问你们是那个学校？图书馆现代化很高大上！”四瓣丁香：“佛山市图书馆。”

“新馆，所以配了些新技术新设备。”“智能书架也只是局部，没敢敞开用。”守

望书林：“你们经费非常充足吧！”四瓣丁香：“新馆，所以各种经费还可以，但

也没多到全面用智能书架 。”梅子：“智能书架有什么功能了。”四瓣丁香：“图

书实时定位。”“书架上有天线，可实时监测所属区域图书上的 RFID 标签，实时

更新数据库里的图书信息。”四瓣丁香：“理想状态是，可以不用整架了。” 

 

 

 

 

 

 

 

 

 

                   图书消毒柜（照片由广东书童提供） 

（13）招聘、招生及培训信息 

易水寒：“吉林大学图书馆招聘专业技术人员 http://www.jlu.edu.cn/new

jlu/xngg/?file=info&act=view&id=671。” 

生清：“武汉大学广东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函授站 2015 年武汉大学软件工程

领域（数字图书馆工程培养方向）工程硕士招生中，欢迎大家报考！详情请点击

http://www.zslib.com.cn/News/Detail.aspx?dbid=64&sysid=569。” 

生清：“2015 年古籍修复提高班以及其他古籍修复、书画装裱、版本鉴定、

http://www.jlu.edu.cn/newjlu/xngg/?file=info&act=view&id=671
http://www.jlu.edu.cn/newjlu/xngg/?file=info&act=view&id=671
http://www.zslib.com.cn/News/Detail.aspx?dbid=64&sysid=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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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版水印、 西式传统手工精装书装帧培训班的简章。http://www.nlc.gov.cn/

dsb_zx/pxyg/。” 

 

（14）书香浓浓：盘点美国最壮观的 11 座图书馆 

花香满衣：“http://travel.gmw.cn/2015-07/01/content_16140562.htm?u

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re&utm_medium=sinaminiblog&bsh_bid=

671802174。”Lee：“欢迎大家多多分享，同时对照片做简单的文字说明，谢谢。” 

 

（15）中国大学图书馆代表团访日交流 

花香满衣：“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701/c1002-27233305.

html。” 

 

（16）图书馆第四代人 

老沫：“今天图情的大事之一，张晓林卸任了”刘建平：“张晓林卸任馆长了，

有说明新任？”riff：“卸任后去哪里？”老沫：“我是看的微博。退休啦。”沈

奎*：“经研究，决定：黄向阳任文献情报中心主任；何林、刘细文、张薇、李春

旺任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免去张晓林的文献情报中心主任职务（保留正局级待

遇）；免去孙坦的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职务（保留副局级待遇）。”老沫：“说说图

书馆第四代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vvd8.html” 

 

（17）你选书，我买单，读者参与荐购流程 

自由世界：“你选书，我买单，读者参与荐购流程最近被内蒙图书馆烧了一

把，挺火的。” “提升了下理念：图书馆负责采、编、藏，读者用借书证去借阅，

是全世界图书馆通用的运转模式，难道还有另辟蹊径的新模式?内蒙古图书馆首

创的‘彩云服务’就将流程来了个‘乾坤大挪移’——把处于流程最末端的读者

提至最前端，让读者成为图书采购员，所选新书可以作为图书馆馆藏图书。”“以

前也有很多图书馆直接把系统搬到书店搞：你选书我买单的。”“只是有了形象和

实际操作，只是理念没经过一些专家提炼 所以没达到那个高度 还有宣传力度

上。”东北海边：“读者的书，图书馆统统全买单吗。”自由世界：“图书馆没馆藏

的。”“要在系统看看那。”“或者馆藏数量比较少的。”“符合图书馆采购条件的，

并且是持证读者的书，直接现场加工借走。”“应该不少图书馆以前都做过。”东

北海边：“有过滤，对。听着宣传，以为是随意全包。”自由世界：“全包应该不

行吧，要是全包有些副本会很多。”riff：“结合起来吧。”自由世界：“是结合。”

“包装的很高大上。”东北海边：“没有过滤的部分说明。”竞一：“这确实是个好

http://www.nlc.gov.cn/dsb_zx/pxyg/
http://www.nlc.gov.cn/dsb_zx/pxyg/
http://travel.gmw.cn/2015-07/01/content_16140562.htm?u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re&utm_medium=sinaminiblog&bsh_bid=671802174
http://travel.gmw.cn/2015-07/01/content_16140562.htm?u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re&utm_medium=sinaminiblog&bsh_bid=671802174
http://travel.gmw.cn/2015-07/01/content_16140562.htm?u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re&utm_medium=sinaminiblog&bsh_bid=671802174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701/c1002-27233305.html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701/c1002-27233305.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vvd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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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读者帮着选书还不算，还帮着搬回图书馆。”“将来全国连个网，到外地选

出也可以这么入馆藏，图书馆和书店都省了物流费用。”“其实，有地方在试行线

上选书，线下送书，读者不用搬书回家了，书店直接快递到读者家，所谓 O2O

模式。”自由世界：“是的，觉得大家都有很好的想法。”riff：“不就是当当吗。”

竞一：“问题是当当还没有跟图书馆做协议购书的案例，读者在线上买书时不必

付款，也象内蒙古新华书店和图书馆那样，直接入图书馆馆藏，就更方便读者了。

图书馆给当当结帐。谁认识当当老总，让他赶紧找图书馆签协议去。”riff：“这

种要玩死资源建设部。”竞一：“这些都需要一个更大范围的联网，‘互联网+’时

代么，不是没可能。”riff：“图书馆又没财政自主权，很难这么玩啊。”竞一：

“跟有没有财政自主权关系不大，主要是要大范围联网，不然查重的问题解决不

了。只要政府想做这样的事，不差钱。”不喝可*：“@竞一 请问像内蒙古新华书

店和图书馆那样，直接入图书馆馆藏，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和零售门店直接挂钩

的？”自由世界：“实体店吧。”“书城之类的。”“购书中心。”“这个东东很多图

书馆搞过，只是没包装理念提升。”竞一：“要提升就得上升到一定层面，成为某

一级政府的政绩，就有钱儿有面儿有里儿。”“如果是高校馆，至少也要教委、图

工委出面去谈，动静才够大。”自由世界：“是的，高校馆老师可以多荐购，一般

学校里面的书比较专业。”竞一：“许多高校馆教材是不入馆藏的。”“而有些高校

馆，教材不仅入馆藏，还要适当增加复本。这跟该馆的传统有关。”东北海边：

“高校馆应当入藏教材。特别是本校用的教材，只是复本数要有控制，不是为学

生省教材钱。”“因为有些教材在几年后需要查找时，当时教课的老师可能不在单

位，或其它种种原因，无法找到原本了。”“这时，图书馆的保藏作用就显现了。”

竞一：“有些高校馆，不仅教材不入藏，各种考级、考试相关书籍都不入藏，因

为年限短，更迭快。”自由世界：“教材划分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的，是分类法呢，

还是题名人工识别呢。”竞一：“分类号里有-43。”“不过现在许多馆编目外包，

分类号也是公司数据员给，不严格，比较乱。”东北海边：“外包回馆还要验收的，

包括数据验收。”竞一：“回馆验收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很多馆没有精力做到修改

分类号这个层次，就随他去。排架时很困惑。” 

 

（18）网盘资料的检索 

山西武*：“向大家了解一个问题：一般在不翻墙的前提下你是通过什么方式

获取自己需要的电子书、最新上线的电影等资料的？前提是免费。找别人获取除

外，在百度付费看电影除外。例如电子书 the cat in the hat .2015-4-10 上映

的《the longest ride》。”“还有收听 the cat in the hat 的原生态配音。”大

寒妈：“搜网盘。”梦断鹰城：“怎么搜网盘。”“一直觉得网盘好东西多。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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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怎么搜。”大寒妈：“壹搜 http://www.yiso.me/。”“28种搜索网盘资源方法

http://www.gn00.com/t-505215-1-1.html。”海边：“@大寒妈 感谢分享，这推

荐实在给力。”Lee：“搜网盘的资料可使用谷歌及谷歌的山寨品 配合 site:  fi

letype 等进行高级搜索。”大寒妈：“不过我感觉有些时候好用，有些时候不好

用。”山西武*：“网盘一般对电子书比较好用点吧，如果网盘里搜不到该当如何？”

“例如那个电影。”大寒妈：“大家太客气了，互联网精神就是要分享啊。” 

 

（19）镜头下的图书馆活动 

图谋：“镜头下的图书馆活动，参与度比较低。希望暑假期间的表现比寒假

期间好一些。”“期待更多图书馆走进圕人堂。”“借助圕人的力量，更好地走近图

书馆。”“当前 QQ 相册的空间不限，欢迎更多人参与分享。”“昨天下午参观了中

国矿业大学（徐州）图书馆，该馆大厅做了‘醉’在图书馆摄影获奖作品展，征

集了很多用户视角的照片。”“该馆闫馆长介绍说，今后做 PPT，再也不愁图书馆

照片素材。”“个人认为此举非常好。不仅有助于让用户走近/走进图书馆，实际

上还成为了上好的馆史素材，让一群人（图书馆与用户）更好地记录历史、见证

历史。”许继*：“很好的图书馆推广。”城市天空：“Marketing @ Your Library，

中国也应该组织类似的倡议与宣言推动行业发展。”图谋：“该馆的阅读推广工作

也做得很漂亮。昨天看到高校阅读推广案例大赛华东分赛区初赛，该校阅读推广

活动获二等奖。”“他们做阅读推广活动，从 2002 年开始不间断，已经形成了系

列‘品牌’，难能可贵。”图谋：“他们的做法不仅仅是一个案例，于他们自身来

说已成‘惯例’。” 

 

（20）圕人堂召集参加厦门大学鼠兔班成员 

图谋：“我 7 月 5 日从南京南站乘 D3213 到厦门北站，16:40 到达。如有恰

好同行的成员，请同我联系一下。谢谢！”水蓝：“很遗憾去不了，期待会议资料

分享！”图谋：“7月 6日 20：00 总馆一楼馆员之家 馆员聚会，期待圕人堂成员

聚会。”“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2006 年参加了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图书

馆 2.0 会议，参加过 Lib2.06（上海图书馆）,L2.07（厦门大学图书馆）。因为

数字图书馆距离我愈来愈远，此次吸引我参会的主要是图书馆 2.0会议。” “圕

人堂宣传彩页还剩 650 张，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会议如有需要， 欢迎向图谋

索取。宣传彩页的运费由圕人堂发展基金解决，其它寄希望于圕人相助。”“最好

是能随会议资料一起发放。”暨大李*：“王老师 群里有多少人参会。”图谋：“我

知道的有 10名左右。”“另，东道主馆有 10名左右成员。”图谋：“第八届图书馆

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预留了 200 张圕人堂宣传彩页，当前还剩 450 页。”图谋：

http://www.yiso.me/
http://www.gn00.com/t-50521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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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目的主要有二：期待更多圕人关注圕人堂 QQ 群并利用《圕人堂周讯》等

资源；期待更多圕人加入圕人堂 QQ 群，推动圕人堂议题式交流机制早日成为‘正

常态’。” 

图谋：“我为第 12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暨 Lib 2.15会议准备的《圕

人 堂的梦想与实践》PPT，已上传至群文件，欢迎批评指正。谢谢！”系统消息：

“ 【冠员】图谋 分享文件 11:34:26 圕人堂的梦想与实践.ppt 下载。”信手拈

来：“看了 PPT，图谋辛苦了，公益性的事业也需要这样的营销推动。”大寒妈：

“很感动，很理想主义，很有情怀。”竞一：“读完了，我读了这么久，图谋老师

要写多久啊。做公益事不容易！”图谋：“希望所付出的努力是有益的。”“《圕人

堂的梦想与实践》的 Doc版及 PPT 版，均算上午急就的。”“实际我只是‘跑堂的’

之一，还有不少人在为圕人堂做贡献。” 

图谋：“对于图书馆 2.0，有种种批评。图谋是图书馆 2.0 的受惠者之一，

因了图书馆 2.0，更加坚定地‘爱上’图书馆这一行。圕人堂或许可以算是图书

馆 2.0精神的延伸。”“是否直播，我不了解。但该会议的资料，按照惯例，会及

时地分享。进一步的关注，可以留意会议网站：http://adls2015.xmulib.org/。” 

 

（21）数据商的垄断行为及图书馆人的选择与策略 

平平：“数据库商恨死程焕文了。‘程焕文’专题研讨：出版商在图书馆数据

库贸易中滥用许可权的反垄断法规”清凉桐影：“都不发声，任由涨钱，最后的

结果只能是数据越买越少。”嘉懿：“老程在挑战利益集团，勇气可嘉。”梦断鹰

城：“现在数据库商涨价都已经肆无忌惮了。”平平：“看着这些文章好爽，数据

库商的确越做越过分了。”山西武*：“作者自己生产，到最后用的时候还得花钱。”

梦断鹰城：“http://thecostofknowledge.com/。”“很多人抵制爱思唯尔。”刘建

平：“cnki做法和爱思唯尔差不多。”梦断鹰城：“2012 年 5个多月来，在美国一

个名为‘知识的代价’（The Cost of Knowledge）网站上，已有全球 14429 位科

学家签名（名单）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有人用‘学术之春’形容这场运动。

吹响号角的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数学家威廉·提摩西·高尔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今年 1月 21日，这位来自剑桥大学的菲尔兹奖得主发表了一篇博客文

章，号召同行行动起来，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爱思唯尔集团。 读到这篇博

文的泰勒·内伦（Tyler Neylon）——一位目前在硅谷开公司的数学博士当即给

高尔斯教授留了言。第二天，他建立了一个网站，命名为‘知识的代价’。泰勒

事后回忆，自己读到那篇博文，就意识到可以做点什么。在他看来，高尔斯是一

位拥有号召力的‘超级明星’。”平平：“是啊，不用他还不行。”梦断鹰城：“开

放获取现在还不是很给力啊。”信手拈来：“从无序竞争的资源原始积累进入有序

http://adls2015.xmulib.org/
http://thecostofknowle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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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环境是发展趋势,商家和利益集团的不适应是正常的,但作为学术界,在这

个问题上确实应该做点贡献。”梦断鹰城：“希望中国图书馆界也来一次学术之春

行动。” 眼望雁塔：“国内现在确实还没有关注到 CNKI 与爱思唯尔对图书馆危害

的相似性。将来 CNKI 一定会让图书馆买不起。”riff：“CNKI还好。”“起码有一

大部分不是独家。”“艾斯维尔那都是独家。”信手拈来：“商家追求利润,是商业

规律的必然,所以,图书馆界需要为维护信息公平做点贡献,也是职责所在.程馆

长的声音贵在体现了图书馆人的责任感!”灰姑娘：“其实已经感觉 CNKI 越来越

霸道。”峰云：“大家都做好机构库，然后联盟。多长的道路啊。”riff：“有次万

方的销售聊天时候说 CNKI现在就是拿钱给出版社砸独家。”梦断鹰城：“等垄断

一家独大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用上了，很多图书馆已经没办法和他们对抗了。”r

iff：“高校馆也吃不起，又不是都是 985高校每年几千万。”梦断鹰城：“985的

时间长了也扛不住。”李祥：“这个最初的计划不是国家设立的吗？”“不是有科

研的经费的吗？梦断鹰城：“牛津现在都不和爱思唯尔合作了吧。”信手拈来：“当

年微软独大，是靠反垄断法才让商业竞争进入良性循环，现在的自由发展环境是

在考验国内政策主导者们的管理智慧，也是在考验图书馆从业人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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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第十二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暨 Lib2.15 会议日程 

2015-7-2 17:01 

信息来源 ： http://adls2015.xmulib.org/2015/06/08/53/ 厦门大学图书

馆，厦门，2015 年 7 月 5-9 日 时间 地点 形式 内容 2015/7/5，注册日 

9:00-21:00 逸夫楼大堂 注册 入住厦门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或厦门宾馆 

2015/7/6，会议第一天 8:00 总馆五楼南强报告厅 会议开幕 张甲：研讨

班 ... 

个人分类: 圕人堂|91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02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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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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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6个文件。 

3.大事记 

（1）第八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预留了 200 张圕人堂宣传彩页（当

前还剩 450页）。已寄出，快递费 23元。宣传目的主要有二：期待更多圕人关注

圕人堂 QQ群并利用《圕人堂周讯》等资源；期待更多圕人加入圕人堂 QQ群，推

动圕人堂议题式交流机制早日成为“正常态”。 

（2）7 月 2 日图谋为第 12 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暨 Lib 2.15 会议

准备的《圕人 堂的梦想与实践》PPT 版及 DOC版，上传至群文件。 

（3） 2015年 7月 2日 14:00，群成员达 1174人（活跃成员 348人，占 30%），

本群容量为 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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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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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辑录”（第 1 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动态

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让让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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