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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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发展 

图谋：“圕人堂：图书馆进步的力量--圕人堂 QQ群 2016年新年献词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6449.html 。圕人堂这样的空间，

主要就是发挥"微价值"或者说"长尾价值"。"圕人堂"的灵魂是"圕"这个字，意在

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凝心聚力谋发展。2016年我们将进一步努力构建开

放的生态，促进协作与共享：圕人堂尽可能开放自己的资源；用开放的心态整合

和利用各种资源；跨界融合，促进协作与共享；连接一切，通过圕人堂网络社群

强化人、资源与服务之间的连接。” 

图谋：“上一期的周讯，有成员回邮件：‘周五下班前，读一读周讯，很有收获，

这一期讨论专业和实践的主题很多，希望继续，谢谢。’该成员还进一步告知：

‘可以学习和共享的平台，既然官方做不好这个事，就应该推动民间非营利组织

来做好。只有贴近普通馆员的组织才有顽强的生命力。ALA的发展路程和经验可

以借鉴，ALA在促进馆员的在职培训和知识分享以及行业规范上，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我觉得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有跨时代的意义。’很期待圕人堂也能在这方面

做点有益的工作。圕人堂进一步‘组织化’，作为我的角度，力不从心，鞭长莫

及，期待由咱们的成员及其它社会力量推进。相信当前的微努力于圕人是有益

的。” 

学者：“专家经过研究认为，一个温馨的群，理想的构成是这样的：1、要有一

个叽叽歪歪的群主。2、要有几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3、要有几名不甘老去

的世俗愤青。4、要有几个三天两头晒养生的专家。5、要有几个有事没事经常对

掐的好友。6、要有时不时蹦出几句冷幽默的疑似思想家。7、要有掌握各种小道

消息的‘内部’人士。8、要有几个爱发黄段子的奇才。9、要有几个比狗睡得晚，

比公鸡起得还早的失眠者。10、要有几个存储记忆能力超强的超级大脑。11、最

好还要有几个文人骚客。12、还要有几个视金钱如粪土，时不时发红包的爱心人

士。13、要有一名正襟危坐经常维持群规的纪委书记。14、要有一位甘愿受虐经

常挨骂被戏谑的好对象。15、要有一位经常请客，甘愿买单的隐形富豪。16、要

有一位经常身在海外，心系本群的时差先生。17、还要有经常召集各种聚会的群

众饭醉领袖。18、最后也要有众多个一言不发，宁愿潜水憋死也绝不退群的基础

群员。”图谋：“温馨、理想群的 18条，咱们圕人堂傍上两条：‘1、要有一个

叽叽歪歪的群主。18、最后也要有众多个一言不发，宁愿潜水憋死也绝不退群的

基础群员。’”简约：“赞成。”印度阿三：“‘16、要有一位经常身在海外，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6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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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本群的时差先生’，这个也是有嘀。”图谋：“另有若干条，咱们圕人堂是

不允许存在的。详见：圕人堂 QQ群规

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图谋：“圕人堂分享带链接信息的三要素：1、题名；2、链接；3、简短介绍。

只贴链接，不利于分享。” 

图谋：“随着群的发展，圕人堂亟需一批志愿者，从事"客服"工作。感兴趣者，

请关注：圕人堂客服服务规范(试

行).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210.html，圕人堂客服团队

的建设有待加强。种种原因，过去的一年虽然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尚不尽人意。

客服团队为 10人左右规模，这个团队的作用很重要。熟悉服务规范，乐意加盟

者请告知。新报名成员在圕人堂客服团队 QQ群，简单培训之后，"挂牌"上岗。”

凤舞九天：“我觉得可以借鉴淘宝旺旺的做法，把常见的问题弄出来让不知道的

去选可以极大提高效率，而新加入的致辞也可以那样自动弹出。”图谋：“我不

清楚淘宝旺旺具体是怎么个做法。我希望客服团队在试行规范的基础上，发挥集

体智慧，不断进步。管理员团队、客服团队均是自愿者，这两支队伍的作用很重

要。我自身实际上也只是志愿者之一。”凤舞九天：“自愿是一回事，我的意思

是让客服少做无用功啊，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做更多的事。”图谋：“当前的目

的也就是希望更多人一起来做"有用功"。”图谋：“因为大家都是业余的，尽可

能地在轻松愉快地氛围中做好"客服"服务。”宁静：“都要做些什么工作？”图

谋：“参见客服服务规范。先以试行规范为基础，由团队成员逐步摸索出更好的

管理与服务办法。”肃然余风：“（1）礼貌待人，使用文明用语；热情周到，

为用户提供方便。（2）熟悉圕人堂 QQ 群规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圕人堂 QQ群常见

问题（FAQ）解答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和

《圕人堂周讯》（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3）迎接新入群成员致欢迎辞：‘圕人堂欢迎新成员！新成员请浏览圕人堂 QQ

群规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祝圕人堂

之旅愉快！’，请注意同一成员避免重复。（4）解答圕人堂 FAQ及《圕人堂周

讯》中有答案的问题，能直接提供答案的直接给出答案，较为复杂的问题提供延

伸阅读材料或指导性建议。（5）协助圕人堂管理员团队（含圕人堂周讯编辑团

队）开展工作，做好解释说明。（6）维护群规范，对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及时

予以提醒或提供指导和帮助。（7）在实践中丰富常见问题解答知识库，不断提

升服务水平。”图谋：“从圕人堂建群至今，我自身的角色，其实也就是"客服"。

咱们的客服团队是志愿者，如果不愿意做，可以随时退出，但最好先告知一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21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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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客服团队的工作，主要是志愿的，没有硬性的任务，主要是利用闲暇时间为

圕人堂提供些有益的服务。这类工作是团队成员协作的，从整体上是持续进行的，

个体方面忙的时候少做活不做，有空闲的时候可以多做一点。从我自身的角度，

其实我是比较忙的。有工作上的事情、家庭生活方面的事情、还有一些是个人需

要做的事情。我也是努力挤出一些碎片时间做点事情。圕人堂的‘理念’是，多

一些小贡献、微贡献，大家更好地‘共赢’。一方面，客服团队成员不需有过多

的压力；另一方面，希望圕人堂全体成员多理解多支持。客服团队成员的付出，

圕人堂群中将会是“有目共睹”的（比如消息管理器中本身会有记录）。一份耕

耘一份收获，希望客服团队成员快乐服务，服务快乐。” 

黛黛：“请问我搜集好了[图情方面的培训研讨会之类的]信息以哪种形式分享

呢？”图谋：“这类东西，可以在圕人堂群中分享。圕人堂群中推荐的信息，可

能会更及时，更具参考价值。收集好的，可以在群文件中分享。较为规整的，可

以在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发布（有点稿酬）”。 

 

（2）招聘信息 

苏州-罗：“2016 苏州市事业单位招聘，与图书、情报、档案相关岗位

http://www.jsszhrss.gov.cn/szwzweb/html/home/gkzp2016/index.html。” 

旺仔：“桂林理工大学 2016年招聘计划

http://departs.glut.edu.cn/rsc/detail.aspx?articleid=304” 

长沙-左珊：“2016 年湘南学院图书馆公开招聘 1人：

http://www.xnu.edu.cn/GongGaoArticle.aspx?ID=950。” 

 

（3）圕人分享 

1）Desper*：“http://lib.synu.edu.cn/px/index.html，关于举办"东北地区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交流研讨会"的通知。专家简介：王余光：教育

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徐雁：中

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教授。

郑章飞：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湖

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波：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与心理健康委员会主任,教育部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赵俊

玲：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推荐书目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

http://www.jsszhrss.gov.cn/szwzweb/html/home/gkzp2016/index.html
http://departs.glut.edu.cn/rsc/detail.aspx?articleid=304
http://www.xnu.edu.cn/GongGaoArticle.aspx?ID=950
http://lib.synu.edu.cn/px/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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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图书馆学系主任。郭晶：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生导师。刘青华：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图书评

论与阅读共享空间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委

员,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新涯：中国图书馆学会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建

设专业委员会委员，重庆市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信息技术专委会主任,

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 

2）图谋：“2016 年 2月 26日《图书馆报》电子报：

http://m.xhsmb.com/20160226/edition_1.htm”七色花：“封面是四川图书馆

新馆，高大上啊。” 

3）图谋：“顺带提供一个图情类图书宣传样例。圕人堂欢迎群成员宣传图情类

图书（自己的或他人的均可）。回家收到拙作的样书。我自己翻了翻，比较满意。

自 2015 年 6月准备书稿至出版出来，经历有些波折，期间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与

支持，其中多位是咱们圕人堂成员，由衷致谢！同时，期待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

正！据悉，该书年前下印厂，三月份应该可以上市。” 

书名：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作者：王启云（著）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 年 12月 

页数：283 

价格：58.00元 

ISBN:9787513038829 

中图分类号：G250-53 

该书是一部图书馆学随笔集，全部内容精选自科学网图谋博客

（http://blog.sciencenet.cn/u/libseeker，2013年 8月至 2015年 8月），

分为五辑：“学海泛舟——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习与思考”“图林漫步——图书

情报界人和事的交流与记录”“学习日志—图书馆学情报学读书笔记”“闲情

偶寄——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随笔”“圕人堂梦想与实践——贴近现实，

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对业界的人物、事情

的介绍和图书馆事业发展中问题的分析；二是对图书馆学研究的思考和总结；三

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综合分析的文章。该书体现了作者“为图书馆学情报学谋，

为图书情报事业谋”，对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图书情报领域教师和学生有一定

参考价值。值得对图书馆工作感兴趣者、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已从业者和

从事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各类与图书馆职业相关的人士阅读与收藏。 

4）hero8151：“图书馆的冷清与书店的热闹刘欣：

http://m.xhsmb.com/20160226/edition_1.htm
http://blog.sciencenet.cn/u/libsee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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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958777.html。”七色花：“@hero8151

你发的是莒南县图书馆啊。”味味姜：“我们图书馆好热闹。”周末：“莒南县

图书馆，现在还有呢，小学时候经常去，那时候办证三块钱。” 

5）hero8151：“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年度课

题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226/c219469-28153635.html。” 

6）图谋：“《今日阅读》2015 年第四期 http://www.szlib.com/jryd/2015-3.pdf。

看点：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的第十年专栏；"图书馆在行动"之阅

读推广活动推介（2015年 10月至 2015 年 12月）（p68-75）。《今日阅读》电

子刊 http://www.szlib.com/jryd/2015.aspx,该期的信息很棒，尤其是阅读推

广活动推介部分，好些值得学习借鉴。比如浙江工商大学寝室"图书漂流室"，安

徽农业大学图书馆"百度直达号"等。第 4期可能实际并未更新。可能是因为文件

较大（30M左右），加载缓慢。可以将其下载下来阅读。另，也亦可关注全民阅

读网站上的链接：http://www.lib-read.org/research_period.jsp?id=21。更

多阅读类报刊，可关注：http://www.lib-read.org/research.jsp。”图谋：“那

个页面，提供多种优秀阅读类报刊（包括《悦读时代》、《公共图书馆》、《尔

雅》等等）的全文阅读链接。”惠*澈：“@图谋，细致、贴心、周到谢谢！”图

谋：“@惠*澈，我所做的是有意识的"随手"分享，利己以利人。利己体现在有助

于自己"深阅读"且方便"回顾"；利人体现在，一是直接供感兴趣者参考；二是希

望有更多人参与分享（可以参考我提供的"样式"）。”惠*澈：“嗯，希望我们

都行动起来，让分享成习惯。”图谋：“惠老师做得挺好，期待有更多成员融入。”

胡萝卜：“@图谋，这个分享真不错。”Edwina：“因为图谋老师的分享，我知

道了"百度直达号",刚才给自己扫了下盲。” 

7）图谋：“美国高校图书馆馆员培训和发展的战略特点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9253.html，美国高校图书馆效果

评价的 9条规则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9261.html。” 

8）图谋：“史晓雷.UC.伯克利 Bancroft 图书馆的开放

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1927-959007.html。开放日主要目的就

是给公众展示下 Bancroft图书馆的收藏，让公众了解该馆有哪些收藏，以及怎

么利用。图书馆的服务人员非常耐心的给公众讲解每份展品的情况，以及回答相

关问题。全家人都爱图书馆（刘欣）：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959238.html，我享受着这份职业带

给我的快乐和愉悦，更感动于亲人们传递给我的无数温暖瞬间，这于我是一笔无

比珍贵的财富，给我前行的力量和信心，让我始终心怀感恩，不敢辜负生活对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958777.html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226/c219469-28153635.html
http://www.szlib.com/jryd/2015-3.pdf
http://www.szlib.com/jryd/2015.aspx
http://www.lib-read.org/research_period.jsp?id=21
http://www.lib-read.org/research.jsp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925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926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1927-95900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9592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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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赐。”惠*澈：“真好！全家人爱读书爱图书馆。” 

9）刘建*：“访以色列图书馆：信息技术推动下的图书馆功能职能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402011536&idx=1&

sn=22bf4104555aa61987b975014d7f3893&scene=23&srcid=0229yl51uQiouA8tq2

U5nPVk#rd。” 

10）图谋：“武夷山.在《智库理论与实践》创刊号首发式暨智库建设学术座谈

会上的发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59360.html2月 28日，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与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智库理论与实践》(双月刊)创刊号

首发式暨智库建设学术座谈会。” 

11）图谋：“范运年.科技专著，从交稿到出版还有多远？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18488&do=blog&id=9

59667作者身份为：科学出版社编辑。从书稿到专著，还有好长的一段路程要

走。一般一本 30 万字的质量较好的稿件，正常走完编辑加工、排版校对等流程

需要 3 个多月的时间。” 

12）蜂鸟：“观点丨大学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区别：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AwNTQwOA==&mid=403724012&idx=2&

sn=a7bbc353d3d143e09efd6032afc790fc&scene=23&srcid=0301dsjTT4mmCwvK2R

P5iG9Z#rd。”蜂鸟：“不过文章中的最后一句不对，浙大图书馆已经面向公众

开放了。” 

13）图谋：“诸平.中国 98家机构知识库排行榜，大陆表现不

佳.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2210&do=blog&id

=959749据西班牙网络计量学研究室（CybermetricsLab）对于世界网络 2200余

家存储库的排名（TheRankingWebofWorldrepositories）结果，我国大陆地区有

33家机构知识库入选，台湾 57家机构知识库入选，香港和澳门分别有 7家和 1

家机构知识库入选，总共有 98家机构知识库入选。大陆地区厦门大学机构知识

库排名第一，但是世界排名 278，其余均在 870名以后；香港大学的机构知识库

世界排名 41，香港科技大学排名 326；台湾政治大学排名 79，台湾大学排名 93，

台湾成功大学排名 120；澳门大学排名 1621,看来我国大陆地区机构知识库建设

表现不佳，排名结果与可视度和学术性关系密切。”信手拈来：“原因众多。” 

14）芷芸：“对高校馆对外开放问题的几点看法（西北老汉）：

http://url.cn/27omGey。”暮嫣：“学习了。” 

15）七色花：“我在县城图书馆上班的十年：

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3329010/chapter/19109368/。我在

写专栏，请大家指正。”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402011536&idx=1&sn=22bf4104555aa61987b975014d7f3893&scene=23&srcid=0229yl51uQiouA8tq2U5nPVk#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402011536&idx=1&sn=22bf4104555aa61987b975014d7f3893&scene=23&srcid=0229yl51uQiouA8tq2U5nPVk#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402011536&idx=1&sn=22bf4104555aa61987b975014d7f3893&scene=23&srcid=0229yl51uQiouA8tq2U5nPVk#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5936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18488&do=blog&id=95966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18488&do=blog&id=959667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AwNTQwOA==&mid=403724012&idx=2&sn=a7bbc353d3d143e09efd6032afc790fc&scene=23&srcid=0301dsjTT4mmCwvK2RP5iG9Z#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AwNTQwOA==&mid=403724012&idx=2&sn=a7bbc353d3d143e09efd6032afc790fc&scene=23&srcid=0301dsjTT4mmCwvK2RP5iG9Z#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AwNTQwOA==&mid=403724012&idx=2&sn=a7bbc353d3d143e09efd6032afc790fc&scene=23&srcid=0301dsjTT4mmCwvK2RP5iG9Z#rd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2210&do=blog&id=95974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2210&do=blog&id=959749
http://url.cn/27omGey
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3329010/chapter/19109368/


圕人堂周讯（总第 95 期 201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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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16）书小弟：“市民建议出台青少年儿童分级阅读标准：

http://jiangsu.china.com.cn/html/2016/gsnews_0303/4496269.html” 

17）图谋：“馆配新书 

《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03/04/content_13_1.htm 

《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王启云著/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年

12月版/58.00元。该书是一部图书馆学随笔集，全部内容精选自淮海工学院图

书馆馆员王启云个人博客。王启云是图书馆界一位活跃的青年学人，在科学网以

图谋为名开设个人博客，并创建了图人堂 QQ群。该书分为五辑：学海泛舟——

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习与思考、图林漫步——图书情报界人和事的交流与记录、

学习日志——图书馆学情报学读书笔记、闲情偶寄——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

的随笔、图人堂梦想与实践——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体

现了他‘为图书馆学情报学谋，为图书情报事业谋’的志趣。 

《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理论与方法》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03/04/content_13_1.htm 

《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理论与方法》孙坦、初景利著/科学出版社 2016年 2

月版/120.00 元。该书系统总结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和国内外图书馆开展

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宝贵经验和最佳实践，从理论研究性和实践指导性两个方面剖

析了图书馆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系统阐述了图书

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主要模式、难点与重点和

发展方向等，对于促进国内图书馆深入开展学科服务，推动图书馆转型变革具有

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016年春值得期待的十大馆配会：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03/04/content_13_2.htm 

彭飞.专业采访是馆藏资源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

容.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03/04/content_15_4.htm 图

书采访应以服务读者，满足读者基本的阅读需求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加以引导，

使其提高。 

李芳.三一原则，应需而动的资源建设创新模

式.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03/04/content_15_2.htm，所

谓“三一原则”是指，在资源建设的全过程中，以读者需求驱动为核心，在资源

建设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读者（师生）、学科馆员和采访馆员多方协同，共同构

建能够有效支撑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优质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三一原则”中的“三”是指将资源建设的权限划分成三大部分，分别交给读者、

http://jiangsu.china.com.cn/html/2016/gsnews_0303/4496269.html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2003/04/content_13_1.htm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2003/04/content_13_1.htm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2003/04/content_13_2.htm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2003/04/content_15_4.htm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6-%2003/04/content_15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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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馆员、采访馆员，而“一”则代表学校资源建设委员会（通常由院系主管副

院长为代表）和图书馆馆务会（党政联席会议）所组成的资源建设领导小组。最

终，“三”和“一”有机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全新资源建设模式。 

18）鲲鹏展翅：“除了增加开放时间，高校图书馆还要提高吸引力： 

http://www.jyb.cn/opinion/pgypl/201602/t20160217_652122.html 2016年

02月 17 日，作者：卢萧，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蒲公英评论网。” 

19）黛黛：“想搜集本学期的图情方面的培训研讨会之类的信息，可否给推荐下

网站？”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培训班

的通知：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1/29/news_8701.html 

培训时间：2016 年 3月 23至 25日。”宁静:“这个在各个省或市图书馆学会网

站上都会有这类信息，湖南省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 2016年全省图书馆基础业务

培训班的通知如：

http://www.library.hn.cn/tsgxh/bsxhdt/201603/t20160301_393810.htm。” 

20）城市天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力奋教授参观莱斯大学

（Rice University）图书馆校史档案有感：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6443#s=p 

 。” 麦子：“@城市天空，这是募钱最直接最省事的办法，最能感动老校友

的就是这些东西。”  

（4）问题解答 

1）阅览室活动怎样开展 

常金图：“请问各位大师，阅览室可以开展什么活动。今年馆领导提出每月要有

工作计划，叫我们每个馆员集思广益，搞出本岗位特色，想请各位同仁帮我们指

点指点，出出主意。”味味姜：“读书会。”广州书童：“每年的计划是什么，

分解就是了。”生清：“如何计划，还得看所在部门。”常金图：“县级馆阅览

室平常就收发整理期刊，上下架及装订。阅览室自修室在一起。平常老年读者与

自修者居多。”广州书童：“那就是领导觉得你们清闲，给你们增加一点活儿。”

常金图：“有点这个意思@广州书童。”生清：“@常金图，不知道你们馆是否有

过刊装订回溯业务，那个活干起来，事情就多了。”常金图：“有的。繁琐。”

生清：“是的，这些活儿概说简单，做起不易呀。”常金图：“@生清，理解万

岁。” 

2）CSSCI2016 年目录有无变化 

胡萝卜：“CSSCI2016 年目录，是继续参照 2014-2015年目录吗？有没有准确消

息的？”图谋：“关于调整 CSSCI 来源期刊目录更新时间的说明，2015 年 12月

31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

http://www.jyb.cn/opinion/pgypl/201602/t20160217_652122.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1/29/news_8701.html
http://www.library.hn.cn/tsgxh/bsxhdt/201603/t20160301_393810.ht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6443#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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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ssrac.nju.edu.cn/news_show.asp?Articleid=638。该说明中明确了

‘在新的来源期刊目录更新前，2016年数据库收录继续按 CSSCI（2014-2015）

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学术集刊）目录进行数据采集入库。’”胡萝卜：“关键

是会不会在 2016 年中间推出，还是 2017 才推新的。”图谋：“具体如何变化还

是以他们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只需关注其网站就好。” 

3）传记类图书命名中"略传"和"传略"之区别 

我徂东山：“请教大家，传记类图书命名中"略传"和"传略"有什么区别？”图谋：

“那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查工具书解决。传略，一种比较简略的传记．相对"详

传"而言，它所记述的内容粗略，文字简洁、朴实；略传,大略的生平事迹记叙。”

梦断鹰城：“还是没弄明白，太学术化了。感觉也没啥多大差别。”图谋：“关

于那两个词，其实得看具体的语境及具体的需要。我刚才只是随手百度一下。有

的时候需要"咬文嚼字"，还需要找更权威的工具书进行辨析。”梦断鹰城：“感

谢王老师给普及的。虽然没明白。” 

4）采购计划的指导性文件 

天外飞仙：“各馆有类似于采购计划的指导性东西没有呀？”图谋：“关于采购

计划，各馆馆情不同，"指导性"文本表现形式不同。这类文本通常是不公开的。

个人所在馆指导性文本，文献资源采购方面主要有两种：一种为 2016-2018年经

费预算；另一种为年度文献资源采购使用方案（含预算。经由校内文献资源建设

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5）新馆员培训课程或课件 

宁静：“各位同仁，我们图书馆今年进来几个新的管理人员，有没有针对新馆员

的教育的课程或课件，求推荐。”朗月孤舟：“大连理工大学第三十四届全国高

校图书馆专业干部进修班

http://www.lib.dlut.edu.cn/layersec.asp?menuID=400400&fatherID=400000

&haveChild=0。”Meow：“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 2016 年图书情报工作岗位培训班

http://peixun2016.csp.escience.cn/dct/page/65554#rd?sukey=014c68f407f

2d3e1395fcf1c8bdff25e669613df62807c64782276e3f51a07ab311ee67108a6b040

57bc3814d88e84fc，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于老师们来说是否有价值，刚看到就顺手

分享了。” 

6）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刊投稿信息 

图谋：“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刊投稿信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这个页面的信息，欢

迎跟评论补充，发现错误请及时指正。以利进一步修订完善。芷芸贴的那个截

http://cssrac.nju.edu.cn/news_show.asp?Articleid=638
http://www.lib.dlut.edu.cn/layersec.asp?menuID=400400&fatherID=400000&haveChild=0
http://www.lib.dlut.edu.cn/layersec.asp?menuID=400400&fatherID=400000&haveChild=0
http://peixun2016.csp.escience.cn/dct/page/65554#rd?sukey=014c68f407f2d3e1395fcf1c8bdff25e669613df62807c64782276e3f51a07ab311ee67108a6b04057bc3814d88e84fc
http://peixun2016.csp.escience.cn/dct/page/65554#rd?sukey=014c68f407f2d3e1395fcf1c8bdff25e669613df62807c64782276e3f51a07ab311ee67108a6b04057bc3814d88e84fc
http://peixun2016.csp.escience.cn/dct/page/65554#rd?sukey=014c68f407f2d3e1395fcf1c8bdff25e669613df62807c64782276e3f51a07ab311ee67108a6b04057bc3814d88e84fc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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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确实比较旧。比如《图书情报知识》的在线投稿系统已用了好多年。《情

报学报》也有在线投稿系统。” 

7）年度报告如何分类 

书小弟：“请问下老师们，一般的年度报告应该划分到什么类？按其学科划分到

学科，还是划分到工具书类？谢谢。”hanna：“你说的"工具书类"是指 Z类吗？”

书小弟：“如词典、年鉴这种的工具书。”hanna：“要看各馆的馆藏布局了。”

书小弟：“如 2015 年中国旅游年度报告？我们归属到旅游专业这块。”hanna：

“一般来讲，按中图法分入各学科。只有综合性学科类工具书才入 Z。《2015

年中国旅游年度报告》，F59。” 

8）为什么我的稿子不被编辑看好？ 

远方：“来自人民网微博#人民帮帮忙#【帮帮农民！云南文山 5000吨山药两毛

1斤无人问】云南红甸乡，因优越的土壤条件，山药肉质细嫩，色泽光亮，口感

好，且有健脾、除湿、补气益肺等作用。然而今年却愁坏了种植户，目前近 5000

吨山药滞销，甚至低至两毛一斤也无人问。联系电话：15812262664。随手转发，

帮帮农民！” 

远方：“我有一篇论文稿里提出：（理论上）农村图书馆可以承担信息中心的职

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我真不理解，为什么编辑们一点肯定的意思都没

有？”Ques：“为啥种了这么多山药？”广州书童：“农村图书馆肯定可以解决

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需要很对前提条件。比如懂经济的馆员。”远方：“@Ques，

不太清楚，可能农民的盲目性比较高，决策是依据很不完全的经验，或者说是市

场主体发育程度不够，阻碍太多。”安哥拉兔：“这个实际是商业决策的问题，

不是简单的提供信息就能解决的，所以只能说是"理论上"，实际很难做到。”远

方：“@广州书童，是的，我专门论证，写了 8千字。”远方：“@安哥拉兔，有

两个成功的例子。”Ques：“[这两个例子]是 1987年。而且是县和市图书馆。”

安哥拉兔：“能够提供技术咨询的，都是水平不错了。江阴的经济水平比很多城

市都要好啊。”远方：“我在湖北本地的报纸上看过好几次，农民利用农家书屋

里的信息，改进了经营决策。”安哥拉兔：“而且是 2001年后，如果 10年就做

了 34个咨询和一百多文献传递，真不算多了。我知道某些文献传递平台，一个

月就可以传递几百篇标准了。如果真的感兴趣，可以实地去做做。理论有时候是

和实际脱节的。”Ques：“农业部和信息部门多弄点项目，这样农民就忙起来，

没时间打牌了。”远方：“唉，这篇稿子写了很多年，竟然一点儿正面反馈都没

有。搞得我极灰心，都想改行了，学厨师或者水电工可能还好些。”广州书童：

“围城里面有句话说得有点意思。没读书的上了文字的当，读书的上了印刷品的

当。”远方：“@安哥拉兔，已经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了。在理论上，一只黑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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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够了！”安哥拉兔：“嗯，如果你想论证农村图书馆，那举的例子和实际不

符。江阴那个地方，最近每年去一两次，绝对不是农村。豪车遍地走，处处是高

楼。”远方：“嗯，我注意到了。我谈的是农村（也就是社区和基层图书馆）解

困的可能途径。比如说，某中西部地级市，‘级别’挺高，但如果仅有文娱功能，

也只能视之为农村图书馆。”安哥拉兔：“解决问题需要兼顾的方面很多，国家

政策，农民的意识，行业趋势。不能简单的依靠农村图书馆提供信息。比方说你

提供的信息有缺失，造成了决策失误，该如何处理？建议多考虑方方面面。而不

是仅从本行业考虑出发。”Ques：“赞成。”远方：“是的，农业部有很多专门

的信息平台，但离农民太远，也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地方的情况，所以是资源利用

能力的问题，而不是资源不足。”Ques：“农业部毕竟有专业的人员去指导该发

展啥。至于怎么卖出去，有电商和实体。”远方：“基本上，我的稿子已经讲清

楚了。花的功夫够几篇文章了。但编辑部就是不认可。连一点儿反馈都没有，这

是最让我灰心的。我给国外的期刊投过稿，人家不仅把外审专家的意见全部反馈

过来，还赠送几本样刊让我学习。”安哥拉兔：“因为你只是说了可能性，缺少

实践和验证吧。”远方：“这些编辑太高傲、冷漠了。”印度阿三：“只能说你

的选题不合口味。”广州书童：“给论坛投，有反馈。”远方：“@安哥拉兔，

按你那要求，干脆去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算了。一篇文章只要在几个关键点上有明

显改进，所谓知识增量，就完成任务了。”安哥拉兔：“我是从自己的理解来说

的。”Ques：“你说的就是给他意见。我觉得这个要看那样的图书馆要做了，要

看农村图书馆馆员的才能了。你具体是要说帮农民干嘛呢。”远方：“@安哥拉

兔，你提的也都确实是 keypoint，不过，我都反复考虑过了，各种文献、各相

关学科的文献，读的恐怕不止 500篇。对馆员缺少基本的信任，对基层投稿者没

有基本的尊重。”远方：“@Ques，我的意思就是农村图书馆必须发挥教育、经

济功能，增强自身发展的动力；从环境资源方面看，它应该得到充分支持。这两

件事是互为因果的，但不必然出现在某个地方。”Ques：“你说的农村图书馆是

乡镇的么？”远方：“全都是。”Ques：“乡镇图书馆有网站么？那农民要咨询

的话好远啊。”远方：“这么说吧，这件事政府可以不做，以后肯定会有其他替

代途径出现，但在政治影响上对政府略不利。”Ques：“村官在。”远方：“现

在提出精准扶贫，是很英明的。”小淘可可：“我去年还真参加了精准扶贫。去

年去了三个月，走家串户去登记。”图书采选：“从目前来看，图书馆员水平不

是首要的，没有标准、规范、一正确的方向才是关键的。一个图书馆被多个外行

领导本能的领导下，什么意志、水平的图书馆员能继续、而且不断的与时俱进、

图书馆不走向危机？！” 

9）图书馆申请购书经费的报告怎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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妍馨：“哪位有关于"申请购书经费的报告"，给共享借鉴下吗？不胜感激！”肃

然余风：“购书经费不是放在年度预算中的吗？”空空：“对呀。都是做年度预

算一起的呀。”妍馨：“我们是县级馆，先得向局机关申请呢。”肃然余风：“哦，

馆馆性质不一样。”妍馨：“看来你们都不需要打报告的啊。”朗月孤舟：“高

校馆购书一般不打报告，除非增加经费。”刘建*：“@妍馨，一般是根据上一年

度的情况酌情修改增加就可以了。”伊丰：“政府公文还不好写，领导只要协调

好了给钱，其他就花团锦簇呗。”妍馨：“有什么大概的格式？”伊丰：“查档

案，找历史文档参考就行了。你们总不会没档案吧。” 

10）超星电子书下载为什么没有目录 

天外飞仙：“超星有的书在线时可看到目录，为什么下到本地后无目录呀？”肃

然余风：“点一下目录页，应该有的吧。”天外飞仙：“我已经下载到本地，就

是没有目录。在线目录完整。”鱼雷：“在超星阅读器的左侧边上。有小箭头。

在那个巴掌图标左侧。点击这个就出来了。”天外飞仙：“我意思是在线全文包

库有目录，下载到本地没目录，是目录文件没有下载下来。”鱼雷：“就是下载

后才用超星浏览器。在线全文不用超星浏览器。”天外飞仙：“对不起，表述不

完整，是目录不全。一般来说已有章节目录的下载后超星中也有章节目录。但是

在线时有目录，说明目录是全的。”鱼雷：“有的是它没有做目录。所以就用"

正文页"。有的没做。”天外飞仙：“同一本书，在线有章节目录应该下载后就

有呀。”鱼雷：“那不一定。”天外飞仙：“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取网页目录的方

式，但是弄不来。”鱼雷：“应该的事儿很多，但不一定都能。”天外飞仙：“好

吧，只能说明不太规范。或者给他们的运营有关。”鱼雷：“超星的问题就在这，

在线阅读和下载阅读，用的不是同一个（或同一种）文件。” 

11）给编辑部汇款没收到怎么办 

可爱秋：“请问各位老师，有谁给编辑部汇款半个月还没到的呀？后面又是如何

处理的呢。”依连：“一个星期左右应该可以收到。”可爱秋：“没有呢。我打

电话问过了。”欣然读书：“有，又等了半月，然后收到了，不过，当时是春节

时期间，节前汇的，节后很久才收到。”依连：“如果收不到两个月内会退回。”

可爱秋：“地址也核对了。我节后汇的。我查了汇号，是已经到那个地方了，可

是还没去领。我打电话给编辑部问有没有收到去领的通知，也没有哦。”鱼雷：

“等着吧。没事儿。或者你给责任编辑通报一声，那你的汇款凭证拍照发给她

（他）。不影响你发稿就行，啥时候取款是他们的事儿。” 

12）论文相似度是多少才合适 

红月亮：“各位老师：我想请教一下论文相似度的问题。论文里引用别人的学说

或理论部分，显示相似度经常为 100%，这样是不是不可以呢？”2014：“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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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用部分不超量。” 

13）哪一款结构方程模型中的 PLS 分析软件比较好用 

书小弟：“各位老师，请教下：结构方程模型中的 PLS分析，目前哪一款软件比

较好用？不要自编程的。”Aldrich：“@书小弟 781280777SIMCA-P软件比较好

用。” 

14）新规程中高校图书馆的定位有无变化 

暮嫣：“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出台了。”鱼雷：“去年年底就出来

了。”暮嫣：“新规程中高校图书馆被确定位学术科研部门了吧。”鱼雷：“第

二条 高等学校图书馆（以下简称"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建设和发

展相适应，其水平是学校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暮嫣：“高校图书馆完成转型

了。”鱼雷：“对图书馆的定位基本没变。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

构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变化的是这两句话。”暮嫣：“原

来的老规程里写的是图书馆为...服务性机构吧。”鱼雷：“一直都是定位为学

术性机构。” 

15）2016 年的数据库培训周在哪儿办 

小鹿：“请问今年的数据库培训周在哪儿办？什么时候？”子非鱼*：“兰州？

银川？5 月份。”小鹿：“在哪儿能看到相关信息？在 CALIS 或者什么专业网站

能否看到？”子非鱼*：“可以看到。”后生：“http://dbtraining.calis.edu.cn/。”

烟大圕张：“报到日期是不是有点儿问题。”后生：“嗯，还是 14年的呢。” 

16）在大英图书馆门厅内展示的"一本书一个球连在一块"是什么意思？ 

凤凰：“求解：在大英图书馆门厅内展示的"一本书一个球连在一块"是什么意

思？”朗月孤舟：“书和球在一起在网上被戏谑比较多。”小白兔：“一书一世

界的意思吧。”徐老师：“应该是古时候书籍都加装铁链以防盗。”河北芝麻：

“同意小白兔。” 

17）从哪里能查到统计某单位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据 

apple：“求助：统计某单位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据，从哪里能查到。”

小白兔：“Wos？”流星雨：“还有 EI，爱思唯尔的 scoups。”麦子：“@流星

雨 elsevierscopus。”流星雨：“＠麦子，因为我们购买了 elsevier 的期刊数

据库，scopus试用了一段时间。”麦子：“@流星雨，如果免费或价钱极其便宜

还是可以的，否则远不如 WoS。”流星雨：“＠麦子当时试用时是刚推出，用了

近 2年，后来还是购买的 wos。尽管价格贵的多。” 

18）论文查重软件 

http://dbtraining.cali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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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罗：“各位老师，咨询一下，贵馆有没有购买论文查重软件、为读者论文

查重服务？如何管理的？”riff：“一般是研究生管理部门买这个。我们学校是

用学位论文的数字版权换的服务。”苏州-罗：“@riff，是万方还是知网？”riff：

“学校买的知网，我们还在用大雅。” 

19）图书馆对计算机方面要求的是与哪方面有关的知识 

SaSa：“想咨询各位前辈一个问题:图书馆对计算机方面要求的是跟哪方面有关

的知识。”安哥拉兔：“硬件维修，网络管理，服务器管理，可能还有编程吧。”

BSxuyb：“网站设计、数据库开发，感觉各方面都有。” 

20）哪家图书馆有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 

广东肥羊：“哪家图书馆有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光盘版）呀？此数据库包

括 1978 年以来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精心编选的《复印报刊资料》（印刷版）的全

部全文资料。光盘版分为四个专辑，分四张光盘出版，其中马列、哲学、社科总

论、政治、法律一张盘，经济一张盘，文化教育体育一张盘，语言、文学、艺术、

历史、地理及其它一张盘。每个条目除了包括标题、作者、原载期刊出处，原载

期刊的年、期号、及页号、分类名、分类号等题录项目外，还包括全文。”无忧

树：“我们以前用，现在改网络版了。”广东肥羊：“我们一个老师说他一篇

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 1994年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了，现在要我们查，

但是现在网络版数据库都是 1995年开始的。去过刊库查纸本，也没有找到。”

无忧树：“我们的数据也没了，那个系统需要加密狗，用起来太复杂。”无忧树：

“CGRS 是由浙江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的大型数据库系统，它结合全

文数据库和 Internet 技术，能够对文本、数字、版式文档、图象、声音等多媒

体信息提供安全、高效的数据管理和强大的信息检索。天宇全文信息管理系统，

主要包括天宇全文信息检索系统（CGRS）、天宇电子信息交换系统（CGMail）、

互连网智能信息采集（CGSeek）、网页动态信息发布（CGPage）、数字文档管理

（CGDMS）、数据库网关（CGGateway）、图文数据光盘出版（CGCDPS）、数据转

换及文献辅助标引（CGEdit）等系统构成。浙江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拥有该商

品软件的全部版权。”无忧树：“直接找他们公司售后要吧，他们肯定有人大复

印报刊资料 1623625847。”BSxuyb：“有回溯数据库。” 

21）采编部业务相关的调查问卷与设计问题 

竞一：“这是一份与采编部业务相关的调查问卷，请各位老师帮忙填写：

http://www.sojump.com/jq/6783379.aspx。对最终调查结果有兴趣的老师请小

窗我。”2014：“[我]不是采编部的，我看了看问题，都不知道呀。像我这种情

况正常不？”竞一：“@2014，关于采购的问题比较多，你或许更了解编目方面？”

2014：“好多问题我都回答不了。”竞一：“@2014，或许你是领导吧？我的问

http://www.sojump.com/jq/678337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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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有很多具体业务问题，所以你不了解。”2014：“……我不是领导呀，我就

是想问下，其他图书馆的非采编部人员也了解这些问题吗？”竞一：“不会了解

吧。”2014：“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大家都知道，心想是不是我太不称职了。”

苏豆芽：“有个题目是否应该改为书目获取方式呀？看到后面一道类似的题目了。

我想请教新书征订目录，这个采购是怎么操作的呀？”hanna：“实体书店不就

是现场采购吗？这题目出得很外行啊。”竞一：“@hanna实体书店和现场采购

是两回事。”伊丰：“出的很不好。”竞一：“实体书店是有有图书卖场的意思。

现场采购是各种订货会或者书商的书库、样本库去采。”hanna：“实体书店属

于现场采购之一种。”竞一：“角度有区别吧。”hanna：“书展书库样本库都

算，能看到实体书的都算。”竞一：“实体书店的书跟订货会以及其他现场的书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hanna：“稍有区别，就是走款和 MARC。”苏豆芽：“还

有一道题。是指电子资源与纸质图书购买经费的比例？包括电子图书的吗？财务

里有项叫图书购置费，包括纸质图书、期刊、数据库等，为什么突然转到电子资

源，不是一直要调查的是图书采购方面的吗?”竞一：“电子资源的经费占总的

购置经费比例。不同的馆可能用不同的经费名称，电子资源经费加纸质资源的等

于总的购置经费。我的问卷里是这个意思。”苏豆芽：“那是。不过我觉得年度

购书总经费，一眼看过去，会让人想到是电子资源与图书采购的比例，还不清楚

是否包括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两项，还是单指其中一项。”竞一：“许多图书馆

的电子资源和纸质资源统一由采编部来购置。”苏豆芽：“虽然如此，但问卷题

目是‘图书采购调查问卷’。”竞一：“您理解意思不是就可以填写问卷吗？”

苏豆芽：“这是我看了问卷的想法而已，希望竞一老师不要介意。”竞一：“感

谢您对调查问卷的修改建议，我们会一一改正，谢谢。”自由世界：“填完调查

文件就可以看结果了是吧？”竞一：“@自由世界，这个结果是您填完之后的，

不是最终的结果。”自由世界：“好的，要小窗看是吧？”图行侠：“哦图书采

购的。”竞一：“不是小窗看，如果您有需要看最终结果，小窗告诉我，我会在

调查结束后，发一份给您@自由世界。”竞一：“@图行侠，是的。如果您不是采

编部门的，请帮助转发链接给您的采编部同事，谢谢。” 

22)谷歌搜索用什么方法打开 

暮嫣：“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用吗？”朗月孤舟：

“http://dir.scmor.com/google/。”巍笑：“（GoogleScholar）谷歌学术打

不开怎么办：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85b7a6408d0ca003bac95f3.html?qq-pf-

to=pcqq.group。”riff：“国内有做 GS镜像的网站。懒就花钱买 VPN。上次在

微信上看的有个网址找文章不错，我是买的 shadowsocks代理，懒得自己折腾

http://dir.scmor.com/google/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85b7a6408d0ca003bac95f3.html?qq-pf-to=pcqq.group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85b7a6408d0ca003bac95f3.html?qq-pf-to=pcqq.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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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Horizon：“猎豹浏览器有个一键翻墙的插件，安装下访问谷歌是没问题

的，但对一些敏感信息屏蔽了。”riff：“那是内置的 goagent，现在时灵时不

灵。”印度阿三：“就 chorme就可以啦。”Horizon：“查找外文资料，没谷歌

不行。”sonorous：“确实，深有感触，百度根本搜不出来。”Horizon：“如

果只是查资料用一下，免费软件基本够用了，前提是不怕折腾。”Riff：

“http://www.ishadowsocks.com/，我提供一个，里面有免费有收费自己选择

吧。” 

23）有关出版社或者图书采访的 QQ 群 

Horizo*：“想问各位同仁，有出版社或者图书采访的 qq群等相关的组织吗，能

不能帮忙推荐下，我们馆想向出版社直接要书目 Mark数据，之前中标书商发给

我们的数据把许多折扣低的书目删掉了，质量堪忧，昨天试着网上找出版社联系

方式，但不少电话都是错误的，请同仁们不吝赐教。”节能：“@Horizon…好多

大出版社都有微信或扣扣群。你可以在书展会上与有关出版社联系好，他们将把

你加进去。” 

24）报纸的出版周期 

印度阿三：“请教一下，报纸的出版周期，周五报，是什么意思？是每周五才出

还是每周出五期？”hanna：“每周五出一期。”麦子：“@印度阿三，表达不清，

但似乎应该是每周五出一期。”hanna：“没

有每周出五期的。”hanna：“日报、周报、

旬报。”印度阿三：“应该是每周出五期吧。”

hanna：“每周出一期，周五出。”麦子：“我

遇到过每周出 5 期的。”hanna：“看价格应

该是每周出五期。”印度阿三：“在看报纸送

订的目录，发现好多缺的，所以问一下刊期是

什么意思，我觉得应该是一周五期吧？”麦子：

“@hanna，我特别小心有些看上去明显的东

西。”hanna：“财经类的应该是，周末不开

市。”酉卒林夕：“应该是周五出版的意思。”

hanna：“得去看具体报纸了。”印度阿三：

“按字面是这个意思，但实际去查应该是一周

出五期，。”云：“是每周出 5期的意思，可以确定。”酉卒林夕：“是的，周

末不出。”hanna：“今天有。肯定不是只是周五出。”云：“对于报纸的出版

频率邮局就是这么表达的，周三报就是表示每周 3期。这个我还去求证过，一开

始光看字面意思也有点奇怪。”hanna：“查过了，确定是一周五期@印度阿三。”

http://www.ishadowsoc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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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阿三：“谢谢，我也正在查。” 

25）图情的投档案的期刊评职称算核刊 

芷芸：“@图林晓理，请问图情的投档案的期刊评职称算核刊吗？”图林晓理：

“@芷芸，这要看您省的职改办的评审要求，据我所知有位知名的专家说过档案

学核心期刊可以算。”朗月孤舟：“2011 版核心《兰台世界》里面专门有图书

馆文章栏目。《兰台世界》是档案的期刊。”图林晓理：“2014 版《兰台世界》

已不再是[北大版]的核心期刊了，请注意！” 

 

（5）待解答的问题： 

1）learn2be：“请教，求对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钱穆《国史大纲》

有研究的学者。” 

2）乘乘：“http://www.news.zju.edu.cn/news.php?id=37253，有没有浙大的

同行?说说情况？” 

3）hanna：“问一下：大学图书馆的资源推荐工作有没有发展到个性推荐的程度？

就像网购一样，买了一样，就会有提示：您感兴趣的还有....” 

4）天外飞仙：“大家都是怎样做好图书采访工作的呀？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

下没？”图谋：“这样的问题，回答起来，稍嫌"宏大"，估计回答的可能性不大。

建议如下：1、缩小问题，便于获得回应；2、建议查找期刊文献，觅取答案。” 

5）Lee：“求教：有哪位同仁所在的图书馆同时开通无线网络和自助借还服务？” 

6）gaozy：“群里有图书馆采用 rfid的不？谈谈实际效果啊？” Lee：“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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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高校图书馆效果评价的 9 条规则 

热度 1 2016-2-28 15:20 

摘编自：王春生.美国《高校图书馆标准》简析 .情报资料工作，2013（4）

106-109. 2011 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发布的《高校图书馆标准》 

是一个基于效果评价的图书馆评价标准。导言中指出高校图书馆必须证明

其价值，用文献记录证明它对所在大学整体效率的贡献，为应对高等教育

的变化做好准备。可见 ... 

个人分类: 圕人堂|556 次阅读|1 个评论 

美国高校图书馆馆员培训和发展的战略特点 

2016-2-28 14:43 

摘编自：张玲.美国高校图书馆管理进展——基于战略规划文本的分析 .

http://www.news.zju.edu.cn/news.php?id=3725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9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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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26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59261#comment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9253.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95 期 201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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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 

图书情报工作，2015（24）：5-11. 美国高校图书馆对于馆员培训和发展

的战略呈现两个特点： 一、对馆员培训及发展的重要性达到统一认识，

并有明确的行动计划。 馆员作为终身学习者，是图书馆非常有价值的资

源，馆员培训不仅可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10 次阅读|没有评论 

《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前言 

2016-2-26 19:45 

前言 本书是一部图书馆学随笔集，全部内容精选自科学网图谋博客

（http://blog.sciencenet.cn/u/libseeker，2013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

分为五辑：“学海泛舟——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习与思考” “图林漫步——

图书情报界人和事的交流与记录” “学习日志——图书馆学情报学读书笔

记”“闲情偶寄——学习、工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97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6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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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25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88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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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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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6年 1月 1日 8:33:38曾说过：“今后群成员在圕人堂群发放红包

超过 50 元的，也将视作捐助圕人堂发展基金，《圕人堂周讯》大事记中予以记

录。”据此，圕人堂周讯（总第 91-94 期 20160226）“大事记”中遗漏以下信

息：2016年 1月 28日图谋为纪念图谋博客 11周年发 100个拼手气红包(总金额

100元)；2016年 2月 8日 7:38，图谋发 200个拼手气红包（总金额 100元），

5 小时内被领完；2016 年 2 月 12 日 21:41 孔祥爱发拼手气红包 20 个（金额 60

元），13 秒被领完。 

（2）2016年 2月 27日，图谋收到《图书馆报》稿费 594 元，续费 QQ年费

超级会员，支付 228 元（续费后，2017-05-12 到期），入圕人堂发展基金 366

元，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15509.72元。 

（3） 2016年 3月 4日 14:00，群成员达 1470人（活跃成员 328人，占 22.3%），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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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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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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