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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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招聘信息
印度阿三：“图书馆招聘，www.testcenter.gov.cn，图情专业，有兴趣的可以
了解一下。”图谋：“深圳图书馆招人？”印度阿三：“有，福田区馆也在招。”
菠萝：“招贤纳士，欢迎有兴趣的童鞋来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图书
馆工作！http://rsc.imau.edu.cn/info/1016/1826.htm?from=timeline。”

1.2 会议消息
会议君：“西部公共图书馆 2018 年学术研讨会 9 月达州召开 http://url.cn/5
MedpFL。”
江苏经*：““新时代 新发展：服务.效能.法制”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高层
论坛通知 6 月 19 日至 21 日 江苏南京 http://url.cn/5sE3Ulp。”
会议君：“图书馆参考咨询业务案例解析培训班火热报名中－7 月 16 日-20
日国家图书馆 http://url.cn/5GMWMTd。”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与您相约 2018 年中图年会展览 5 月 30 日~ 6
月 1 日河北廊坊 http://url.cn/5K8vdei”
会议君：“区域协作与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8 月沈阳召开 http://url.cn/5j
ZqiAz。”

1.3 分享推荐
图谋：“图书馆报：动态 |第一届中国图书馆史志优秀图书揭晓 http://url.cn/
5OmWSuY”海边：“内部编印也参评？”
河北科*：“图书馆报：声音 | 高校图书馆纸质书之痛 http://url.cn/52iS6bx。”
图林胖猴：“喜马拉雅 FM：济宁学院图书馆刘欣馆长作品《书香英伦——
英国图书馆之旅》选播 http://xima.tv/4m4tvA。”
图谋：“重庆市图书馆参观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14967.h
tml 重庆图书馆‘重图概况’最后一段为：‘重庆图书馆以收集保存文献典籍，
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倡导全民阅读，推动知识获取；收藏抗战史料，开展对
外文化交流为使命。以‘一流的馆舍、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
一流的读者’，建设‘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现代化省级中心图书馆。’笔者
的观后感是：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竞成！”闽西黄：“笔者的观后感是：
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竞成！”水秀：“好文。”
boson：“【与 Elsevier 谈崩，瑞典学者将无法访问 1900 种期刊】近日，瑞
典科研界终结了与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的合约，大部分科研人员在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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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日以后将无权访问爱思唯尔旗下的 1900 余种期刊，其中包括了《细胞》、《柳
叶刀》等顶级杂志。2017 年瑞典科研人员为发表论文向爱思唯尔支付了超过 13
0 万欧元，为了能访问相关论文资源则又花了 1200 万欧元，而爱思唯尔的年利
润率早已高达 37%。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瑞典致力于与爱思唯尔协商，以求一个
合理的价格。然而，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协议。据了解，此前法国和德国也有部分
大学因为出版商要价过高，而结束了与斯普林格（Springer）和爱思唯尔的合约。
(来源：知识分子)。”麦子：“从长远看，这是好事，会促进文献出版的改革。
现在的模式已经妨碍了学术发展。”贵阳-*：“长期以来的垄断导致出版商坐地
起价，对于使用者来说协商余地太少。也许这样的案例趋势会促进开放获取和出
版方式的变革。”
蜂鸟：“国家图书馆文津读书沙龙－李玫瑾青少年常见心理讲座

链接:http

s://pan.baidu.com/s/1DbWhgKXIVKgbLoXIySwAfA?密码:4l40。”
图谋：“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公示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
定级结果的公告 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805/t20180522_832893.html 按
照《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
知》（办公共函〔2017〕5 号）要求，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原文化部组
织开展了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全国共有 2994 个图书
馆经省级文化厅（局）审核完成报名获准参评，其中，省级成人馆 45 个；省级
少儿馆 13 个；市级成人馆 380 个；市级少儿馆 40 个；县级成人馆 2487 个；县
级少儿馆 29 个。经评估，拟确定全国上等级公共图书馆共计 2521 个，其中，一
级公共图书馆 953 个，二级公共图书馆 501 个，三级公共图书馆 1067 个。”道
无言：“看分布，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四省一级馆最多，图书馆跟经济、文
化有很大关系。”hero8151：“有些省的地级市较多，人口多。这也有影响。”
图谋：“全国六次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小数据：1994 年第一次评估，有
2189 个图书馆参评，评出上等级馆 1144 个，其中一级馆 68 个。 1998 年第二
次评估，有 2323 个图书馆参评，评出上等级馆 1551 个，其中一级馆 215 个。
2002 年第三次评估，有 2308 个图书馆参评，评出上等级馆 1441 个，其中一级
馆 344 个。2009 年第四次评估，有 2219 个图书馆参评，评出上等级馆 1789 个，
其中一级馆 476 个。2013 年第五次评估，有 3075 个图书馆参评，评出上等级图
书馆 2230 个，其中一级馆 859 个。2017 年第六次评估，有 2994 个图书馆参平，
评出上等级公共馆 2521 个，其中一级馆 953 个。”
图谋：“柯平：对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的思考柯平：对公共图书馆评估
定级工作的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08392.html 盐亭县图书馆
关于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情况汇报.http://blog.sina.com.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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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周讯（总第 211 期 20180525）

cn/s/blog_7177e2220102wzqs.html。”
云：“2018 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论文及案例获奖名单 http://www.sal.edu.
cn/view/new.aspx?id=12860&from=groupmessage。”
中原劲草：“社科学术圈:期刊基本常识 http://url.cn/5JhqYOl。”
冰凉的*：“分享资料给大家需要的收藏了《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編•三禮研
究 1》.晁岳佩 編.國家圖書館 2009.pdf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UVYVJMv
pwX0PTJI1Ds7DA 密码: 4fwb。”
图谋：“武夷山.胡亚东先生 2002 年的文章《图书馆的宁静》http://blog.scie
ncenet.cn/blog-1557-1115153.html《科学时报》2002 年 5 月 17 日发表了化学家胡
亚东先生的文章《图书馆的宁静》，这是‘我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征文系列中
的一篇。”
图笑笑：“2017 长江学者即将公布，图情档类 3 人入选 http://url.cn/58Wdts
G。”
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封面展示过的图书馆 https://media.weibo.cn/arti
cle?id=2309404242836865300408&from=timeline。”
图谋：“图书馆对教育发展起推动作用——美国 3 类图书馆 2017 年发展概
况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NDQ4Njc2NA==&mid=2247488140&id
x=3&sn=fa5960cb57e0c8412fc866517bfb554f&chksm=fbe38c0fcc940519ca0e56786
eee4291aa3d636ae9bc4d3b7785d6ba9ab93c129d44f71e9670&mpshare=1&scene=23
&srcid=0523T2oYF4OjMFLeRFgbjpDZ#rd 日前，《美国图书馆杂志》网站刊发了
2017 年度美国各类型图书馆发展概况的报告，概要地介绍了美国学术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和中小学图书馆在 2017 年度的发展状况。” 芝麻君：“在过去 5
年中，超过 58%的学术图书馆变更了从事参考咨询工作的员工队伍结构。学术图
书馆还为写作中心（42％）、辅导（39％）、测试（25％）、多样性和公平（1
2％）以及数字奖学金实验室（11％）等校园服务提供了人员和其他支持（括号
中数字为开展此项服务的学术图书馆比例）。群主发的链接，其中的文字，是否
是数字奖学金实验室，值得商榷。”boson：“对 digital scholarship lab 的硬译，
scholarship 这里当然不是奖学金了，大概是学术学识的意思，翻译成数字学术空
间比较适合。” 芝麻君：“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kf 港湾：“C 刊和 C 扩投稿方式都在这里：http://url.cn/54B1X14。”
图谋：“国内图情档专业需求现状综述 http://url.cn/5nxIfUs”
图谋：“茆意宏：人工智能重塑图书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15680.html 摘编自：茆意宏.人工智能重塑图书馆[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2）：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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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趋势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15506.html 摘编自：李杨，赖纪瑶，刘姝雯等.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现
状与趋势分析——基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招生就业数据[J].大学图书馆学报，2
018（2）：92-99.”
图谋：“圕人堂 QQ 群建群四周年征文启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
646-1109181.html2018 年 5 月 10 日为圕人堂建群四周年。特此面向圕人堂成员
开展‘我与圕人堂’主题征文活动。体裁不限。征稿时间：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5 月 30 日。科学网圕人堂专题采用稿件，按 100 元每千字支付稿酬。投稿邮箱：
37825775@qq.com，请注明：圕人堂建群四周年征文——题名。欢迎参与！另，
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征稿，长期有效，见：圕人堂专题征稿启事 http://blog.science
net.cn/blog-213646-829795.html2014/9/22。”
海边：中国建设银行突然宣布：国内第一家无人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 http
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TUyMTI5MQ==&mid=2649995178&idx=1
&sn=b2d79261f844c5b29adba112803e8a3d&chksm=83b8cbceb4cf42d8b84d9c5ba8
d55b12b42f90802c10e3975ac9963faf5725672fc3987f0c1c&mpshare=1&scene=1&sr
cid=0521yiDdW5FA1zH7KAW0qUd2#rd。

1.4 问题求助
（1）求电子资源算馆藏的文件
一鸣：“求电子资源算馆藏的文件。” boson：“http://bgs.tjus.edu.cn/conte
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03&wbnewsid=2665 此处可以下
载。”
（2）图书公开招标是否有提供供货书目的要求
印度阿三：“请同行指点，在图书公开招标时，有提供供货书目的要求吗？
是不是中标商和投标商的比例是严格按 1：3 来开标，比如说招 2 个中标的，就
得 6 个投标的。问一下各地的政策。”图米兔：“未出版的书怎么提供书目。”
远归：“一般四个就行了。”图米兔：“不限制比例，一般限制最少投标人。中
标四五个的都有，馆配来投标的数量少，来 10 个都算很多的了。”/kaNig*：“中
标一家按 1:3 要求，多家没有比例限制，有最少投标人要求。”印度阿三：“最
少投标人怎么要求的。”图米兔：“比如来投标的少于四家重新招标。”/kaNig
*：“是的。”Lazycat：“公开招标至少要三个有效投标人，少于三个可以改变
为竞争性谈判。1. 投标人要多于中标个数 2. 最少投标人为三个。招标文件上尽
量不要出现能引起歧义的条款，最好一是一二是二，减少使用 XX 或 XXX 的字
样。”
（3）是否有图书馆为学校人才引进做前期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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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有没有图书馆为学校人才引进做前期分析工作，给学校人才引
进提供参考，想私下学习一下。” 图谋：“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设人才评价中
心，可以与他们交流。”
（4）免费的论文相似度检测工具
慢蜗牛：“有免费的论文相似度检测工具么。”草儿：“恐怕没有免费的午
餐哦。”biochem：“免费检测的没人承认。”biochem：“我们学校只认知网的
检测结果。”郑州航*：“笔杆。”zshp_2*：“笔杆检测结果偏高，可以参考。”
（5）求推荐可发的会议小礼品纪念品
图林胖猴：“各位老师，打扰一下，请问你们平时参加各种图书馆学相关会
议，主办方发什么小礼品和纪念品，你们会觉得比较钟意呢？”Lazycat：“对
纪念品无感，尤其去外地，扔在宾馆不合适，拿着费劲，能送人都送人了。”图
米兔：“笔记本、精美笔记本。”映山红：“质量好的 U 盘。”加多宝：“金
士顿那种能挂钥匙串上的优盘，印上数据库 logo。”

图米兔：“反正我是喜

欢笔记本，虽然没有过多少机会拿到礼品。”Lazycat：“主要看他要把这部分
单价控制在多少。”芷芸：“水杯、U 盘、精美笔记本、背包也行。”牛牛：“多
功能充电线。”牡丹师*：“眼罩。”徐州工*：“雨伞，夏天说下就下。”中国
药*：“手机充值卡，比较实惠。”Lazycat：“充值卡不行，有价，属于行贿范
畴。” 扣肉：“知网曾经赠过 翻页器，播放 PPT 的时候很有用。数据库商一
般还是赠送计算机的周边配件。另外，比较有趣的文具也是可以，比如可擦式中
性笔，无钉订书机。”
（6）关于深阅读概念的权威解释
迷茫的*：“哪位同仁有深度阅读这个概念的权威解释，谢谢！”书图同归：
“没有‘深度阅读’，有深阅读。深阅读、浅阅读应该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同
样一种文献信息材料，对于不同知识储备的人想来感知是不一样的，个人感觉是
很难界定一种行为是深阅读还是浅阅读。”蓝鲸*：“我觉得目前还没权威解读
吧，理解角度太多了。”希达：“我个人比较赞同《如何阅读一本书》里关于深
阅读的解释：提高了理解能力的阅读是深阅读。”
（7）‘说课’一词的权威出处及解释
平湖晓色：“老师们好！谁能提供‘说课’这个名词的权威出处及解释？”
书图同归：请参见术语在线 http://www.termonline.cn/index.htm。
（8）上海图书馆（东馆）的建筑面积和投资额
印度阿三：“请教有谁知道现在的上海东馆的建筑面积和投资额？”广州书
童：“只知道 11 万平方米 。”慢蜗牛：“115000 平方米。”印度阿三：“这
个只是代建的收费，不是它的总投资。”道无言：“上海图书馆东馆施工总承包
招标公告_招标网_上海市招标 http://www.bidchance.com/info.do?channel=calg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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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459952”
（9）关于纸本数字化相关公司推荐
北语刘：“咨询：纸本书数字化用的哪家呢？比方说特藏数字化。”天涯：
“超星？”Lazycat：“超星。”
（10）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点摘要的认可度
孙掌印：“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点摘要，这个认可度怎么样。”苏州 *：
“掌印，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点摘要，学校应该给予奖励的。”木子：“那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的论文又怎么算呢？”河北科*：“我们学校是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全文刊发才给奖励，现在标准是每篇 1 万。”苏州 *：“可能各个学校
奖励不同，在我校，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论文，额外奖励，等同再发一篇 css
ci 期刊论文，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要也会有不同级别奖励。”中国药*：“真
有钱，我们学校一篇普通 SCI 才 1000 左右。”孙掌印：“咨询了学校，不是全
文转载不给奖励，空欢喜一场。”苏州 *：“每个学校规定不太一样，可能双一
流院校奖励控制得严格些。”图谋：“简单概述是：应运而生，因需而变。”

1.5 日常讨论
（1）图书馆搬馆经验
sunflo*：“有没有老师有图书搬馆经验，可否分享一下。完全外包，1 本书
下架，打包，搬运，上架大概多少费用？”
默默：“我们都自己打包。”李侠安*：“我们搬家也都是自己弄得，么有
外包。”二木：“我们自己下架、打包、拆包、上架。”海医图*：“我们自己
下架、打包、拆包、上架。” 广东二*：“我们也是自己下架、打包、拆包、上
架。”
猫爪：“多少册书啊。” sunflo*：“临时馆 7 万册。” 猫爪：“我们马上
要打包 70 万册，要找外面的人了。”默默：“外包有个问题，人家不懂你的编
号。册数，我们都自己数的。”驿～s*：“不知道怎么设置命令。”二木：“7
万不多，我们是二十多万，为了不乱架，还得自己来。”
sunflo*：“自己的老师做，要带学生吗？”海医图*：“自己来最好。”二
木：“边下架打包，边编好包号。”默默：“自己做不会乱。”二木：“过去就
有基本顺序了，上架后只需要微调。”sunflo*：“二十多万从下架到上架要多长
时间？我们人手少啊。” 二木：“下架大概半个月吧。上架因为当时分馆还有
将近 30 万册，这个没法单算。下架是七八个员工加二十多学生，轮班上架人数
也差不多，加晚班。”默默：“我们都全体馆员做的，主要利用假期，包中饭，
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半就可以下班了，用了一个月。自己打包一百多万册书，打
包、编号要清楚，帮上架的十来个人足够了，基本都是女人多。”sunflo*：“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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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总共才 8,9 个人。” sunflo*：“@二木学生劳务怎么支付的？” 二木：
“现在是 12 元/小时。”默默：“我们暑期做的没学生，我们一小时学校支付 1
5 元，目前 20 元。干体力活，给学生提供饮料、西瓜、香蕉、矿泉水就可以了，
一次性的口罩、手套都需要。”
sunflo*：“哦，有外包搬馆的，能提供一下外包的费用做参考不。”默默：
“现在人工贵，我们可用不起 自己慢慢搬。”sunflo*：“是的啊，自己做要带
学生，假期可能不好找。学生也要付劳务费。”图米兔：“自己干肯定比外包省
钱。”默默：“全馆人员都上，很快的。”sunflo*：“我们可能只有流通部人员
做。”默默：“搬家必须全馆人员，党员带头。”
sunflo*：“我们现在是先搬临时馆。”默默：“我是见过牛人搬书、上下颠
倒着上架，后续统架有的忙了，全错完。”sunflo*：“那不是白做了。”默默：
“他不管，只要全扔书架上，就完成任务了。搬到新地方再拆包、放地上、细排
完了再上架、全做。”默默：“每年统架倒腾。”道无言：“移库是个精细活，
要组织好， 编好包号，先下先上。”
（2）关于高被引论文的奖励
图谋：“关于 ESI 高被引论文奖励政策，不知是否有相关文本可以分享？”
中国药*：“高被引论文存在动态变化，不太好奖励吧，有的会没了的。”
河北科*：“我们学校是只要上过榜，当年给奖励。闪过一次，单位就认。”
河北科*：“制定政策的时候向学校科研领导反应过，针对高被引，昙花一
现的论文与长期在线的论文可否区别对待?领导们一视同仁。后来再想，我们学
校出个闪过一次的也是不得了了，领导深谋远虑。”中国药*：“是的，特别高
水平论文少的学校还是需要激励。”boson：“话说你们学校那篇 altmetrics 分也
相当高。哪天领导们与时俱进按文章级指标奖励也能得奖。” 河北科*：“领导
们还不清楚，需要省内高层学校引领。”
（3）对第六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结果的讨论
图谋：“柯平：对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的思考柯平：对公共图书馆评估
定级工作的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08392.html 盐亭县图书馆
关于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情况汇报. http://blog.sina.co
m.cn/s/blog_7177e2220102wzqs.html。”
图谋：“我留意并分享该信息，认为第六次评估定级工作很务实。”图谋：
“可以相互印证。”印度阿三：“以评促建。”道无言：“评估的出发点、评估
初衷很理想，确实也有促进作用。”印度阿三：“至少这个县的情况说明还是有
用的。”
图谋：“第六次评估公示结果：二级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
馆、福建省图书馆、海南省图书馆、西藏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三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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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图谋：“ 第五次评估：二级：江西省图书馆
（现一级）、河南省图书馆、海南省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三级：内蒙古自治
区图书馆（现一级）、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现二级）。”印度阿三：“应该是面
积不达标吧，青海省馆是不是到现在还没独立馆舍。”
诗萧：“真正要做到以评促建,就应该统一标准,搞东部一级标准,西部一级标
准,应该全国一个标准,让西部的差距显出来,促使政府增大投入,馆员加强学习。”
印度阿三：“这次挺好，没有大家一起好。” 碧海潮生：“第六次公共图
书馆评估，原来是一级馆的省级图书馆咋变二级馆了。”希达：“估计是测评时
候某些指标不合格就降级了。” 映山红：“这次评估之所以降级，估计跟必备
条件里的建筑面积要求太高有关。”
图谋：“柯平，刘旭青，邹金汇.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评促用——第六次
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回顾与思考[J].图书与情报，2018（1）：37-48.《图书
与情报》2018 年第 1 期刊发了柯平等对第六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回顾与
思考。该文回顾了评估定级中标准研制、宣讲培训和正式评估定级等不同阶段的
工作内容，并对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过程和未来发展做出了思考。”
生清：“这评估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记着几年前，还在群里感叹西部地区
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太少，尤其是适合儿童的书籍太有限。没想到就在这几年，
我们这里增加了大量的投入，还接受了一批来自上海图书馆捐赠的儿童读物，新
书多了，读者乐了，带孩子跑图书馆的人，越来越多了。”
黔东南*：“我们馆在建有 10000 多平。”映山红：“一级馆面积要求 5.5
万。” 印度阿三：“东部省一级馆是的。”印度阿三：“要算投入使用的，在
建好像折半计算吧。”黔东南*：“公共图书馆法出来了，各个图书馆评估不上
等级的，相应的主管单位和所属政府是不是要问责呢？”映山红：“我记得必备
指标里还有一个是区域协作协调，要求通借通还量，很多馆也是有难度的。”
书图同归：“如果给评估这个行为打 100 分的话，里面可能有 80 分我们是
在做无意义的事情，或者流于形式，或者徒有其表，但是有 20 分还是实实在在
促进发展的，比如说声势搞起来，调动了所有的公共图书馆和政府部门参与；评
估若干指标的设置有很多都是很新鲜的，一定程度上让大家有了一个初步的印
象。我觉得为了那 20 分的进步，我们就不要过分苛责前面 80 分的虚妄了。毕竟，
进步和创新都是一点点积累的，除了发生技术爆炸或者其他外力因素，只要有一
丝益处和一点进步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总比一潭死水强。”
黔东南*：“评估只是流于形式，说白了就是‘教你如何去套用资金’。”
木子：“作为一名图书馆工作者，认为评估结果并未真正反映出图书馆的实际水
平，流于形式，皆大欢喜而已。应该是浪费了大量人力造假，这样说或许偏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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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对图书馆工作的促进作用有单真的没有专家们想的那么美好。”
（4）哪些图情类期刊录用周期短见刊快
云：“请问下图情类什么期刊录用之后见刊特别快，我有个同事今年评职称
要一篇普刊就可以，但是她写的太晚，投到一个期刊说已录用但是见刊要明年。
她今年 11 月要评职称了所以想看看有什么快一些的普刊。”海边：“学报能快
吧。”云：“什么学报。”海边：“本校的。公共馆的作者可能麻烦。”学无止
境：“除非认识编辑，加班帮你插队搞定。”米朵朵：“中国管理信息化，这个
刊比较快吧。”凤舞九天：“图书馆杂志，最快的一个月。”海边：“图书馆杂
志，一般人发不了。除非是专家约稿。”云：“中国管理信息化属于图情么。”
米朵朵：“可以发图情的文章。” 孙掌印：“内蒙古科技与经济比较快。”
李师龙：“图书馆研究觉得发的挺快的，正常投稿，４个月出刊了。”※雨人*：
“非要图情的期刊，这事就比较麻烦。”米朵朵：“只要是和图书馆工作有关的
文章，不一定非要发专业杂志吧。”一米阳光：“内蒙古科技与经济半月刊，发
的比较快。”印度阿三：“这种刊要慎重。”
小辉：“我们这里评职称，有期刊正式录用通知也可以算的。”印度阿三：
“要印出来才算吧。”孙掌印：“是的，正常应该是要见刊的。又不是说课题结
题之类的，看到录用通知就算了。”水上的*：“内蒙古科技与经济见刊很快，
只要投稿一般都要，但是评职称不一定认。”印度阿三：“有的会列入黑名单。”
碧海潮生：“给钱就能发，原来《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一样。”孙掌印：“现
在图书情报导刊明显比原来靠谱了。”碧海潮生：“是的，改为月刊后好多了。”
Sunny：“想问下各种图书馆会议征文。获得奖在评职称的时候有用吗？”碧海
潮生：“用处不大。”印度阿三：“仔细研究各单位的评审政策才知道有没有用。”
Li&Ming：“中图年会征文有点用吧，其他的不敢说。”书图同归：“没有
无用有用一说我觉得，评职称除了要达到基本条件，还要比你的竞争对手强，从
这方面看，多写一篇文章，多点社会实践都是有用的，尤其当你基本条件和其他
人一样的时候。有时候你比别人资历大，工龄多都是很有用的。别人发普刊，你
发几篇核心，那更是很有用。”
（5）论公共馆讲座活动的必要性和出路
闲在心上：“临颍县城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读书学习氛围浓郁。只要想参加
活动，不要担心地域---城乡联动; 想要培养好孩子---家校共育; 看看下图，读书
分享，教育讲座，只要想学习、改变，总有你需要的。”图情中*：“全年都这
样还是一周哟？”朗月孤舟：“希望这种文化活动内容大于形式。”
闲在心上：“他们的活动做得非常好的。周末有约学龄前孩子读书会，做到
100 多期了。阅读推广是由行动，亲自一点点做出来的，而不是说说，吹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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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方法就是阅读推广了。为郭馆长点赞！活动涵盖了所有中小学，还有你们的周
末有约学龄前孩子读书会，还有你们的成人读书会，太多了，我也记不清有哪些，
请多多分享你们的案例。”湖北文*：“公共图书馆现在的状况反而比高校馆好，
原因一言难尽。”闲在心上：“他们县的很多行政机关有很多爱读书的人，他们
还有一个每日一小时，在网络共读。”道无言：“怎么承办的大多都是中小学，
图书馆一个都没有。” Lazycat：“因为图书馆 1. 平时活动少。2. 书刊少。3.
平时没人重视。” 闲在心上：“由图书馆发起，推动的。就像高校做读书月活
动一样，发起，推动学校一些行政机构和图书馆，学校的一些学生参加，但真正
做事的，却是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人。我们的诗词大会，有学生还问有不有学分，
报名时，我对学生说，这样问的都不收。”
湖北文*：“图书馆员自己能开面向大众的讲座才好啊，有时候我在想，花
点钱把各行各业的专家教授请进图书馆开讲座，和高校图书馆越来越成为学生的
自习室，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好像是图书馆的工作内容，可是，细想想，和图
书馆真的有关系吗？有这个场地，谁不能做啊！要图书馆员干什么呢？端茶递
水？”Lazycat：“不要把图书馆当成万能的，图书馆员至少还需要采编维护吧，
好像图书馆传统工作不是工作似得。”书图同归：“感觉现在我们是为讲座而讲
座了，只要考虑花多少钱，请多大的腕就行了。”
刘建平：“图书馆任务核心大概是是信息资源有序收藏存放，最大程度方便
用户利用。所有工作其实都是围绕核心任务的。”Lazycat：“可是现在传统工
作越来越不受重视，该配备的专业人员一减再减。”hanna：“讲座跟图书馆有
啥关系？一个场地罢了，没啥关系，就是挣个人气。”书图同归：“我觉得理想
的讲座、展览应该是基于自身特色资源的，否则都是请名人讲座，似乎对图书馆
本身意义不大，尤其是有一些讲座名家，这个馆请、那个馆请，最终可能只是成
就了‘讲者’的名望。”Lazycat：“挣人气，刷存在感。”
刘欣 *：“感觉我们的活动读者参与度还可以，资源培训的学生比较多，其
它的文化交流活动都以小型活动为主。比如我们的孔子学堂‘国学经典诵读班’
每期只招收 50 人，但每次报名都有二三百人。”惠涓澈：“我觉得资源培训必
须加强。”默默：“现在活动太多，读者忙不过来了。”
刘欣 *：“我们的资源培训全部馆员主讲，感觉比数据商的讲师讲得效果好
很多。培训都是直接送到院系。” 默默：“对，还是多去院系效果好。”中原
劲草：“数据商的讲座去听过几场，完全抓不住听众，很泛，没有针对读者需求
的多。”
（6）高校馆院与院系协作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案例
hanna：“《霍乱时期的爱情》读后感 http://url.cn/5Kv4Zn8。”雨过天晴：“羲
和读书会，这个名字就很棒呢！”hanna：“寒假一共交了 1400 篇，最后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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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篇。”雨过天晴：“能收上来 1400 篇，说明组织到位，优中选优啊！”hann
a：“有些院很看重，一个院交了 700 篇，学生的寒假作业。”雨过天晴：“最
看重的这个院是什么专业？”hanna：“自动化专业，反倒是人文类的交的少。”
雨过天晴：“观察中，好像理工科孩子一旦愿意读书，反而格外精深。”hanna：
“跟生源有关，自动化学生分最高，人文的分最低。”雨过天晴：“有道理，综
合素质原本就高一些。羲和的名字好，旭日东升，大学生们是国家的未来。”
雨过天晴：“图书馆办讲座，省心省力还容易宣传出彩。”
芷芸：“我们每年的 PPT 演讲大赛与各院系协作，院系指导老师各带一到两
个学生，我们馆员也作技术上的指导，先海选 50 个，再初赛选了 22 最终决赛，
决赛再评出一二三等奖，一等奖三个，二等奖五个，三等奖七个，进入决赛的其
余都优秀奖。让院系老师指导，老师也评奖，这样老师也愿意。一个老师带一到
两个学生，就不吃力了。”
雨过天晴：“院系里那么多老师，总能找到几个有热情，有理想的愿意一起
做。”芷芸：“拿到优秀指导奖的喜滋滋的，精神物质双丰收。”鲲鹏展翅：“要
发动学生组织的积极性，发挥辅导员和指导老师的积极性。”
芷芸：“我们学校现在有个政策，只要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职业技
能大赛的老师，都给予充当课时费的奖励，这样好多年青老师都乐于去指导学生
去参加各种大赛，包括职业技能大赛，各种比赛。能拿到奖的老师既得到了荣誉，
精神补偿，另外又增加了课时费补助，双丰收了。所以都争着去带学生啊！”雨
过天晴：“这政策好呀！”鲲鹏展翅：“能不能分享这个政策呀，我们现在聘期
考核，指导学生活动也算分数，在评职工都量化算分。” 芷芸：“院系老师交
流中说的，具体文件当领导的才有。”
雨过天晴：“我一直在想，如果所有学校都把阅读和写作算学分，阅读推广
就事半功倍了，迅速达到全民阅读。” 鲲鹏展翅：“征文和阅读对于提升学生
写作与口头表达都有很大的帮助。”雨过天晴：“征文是经典好活动，就担心学
生的参与度。”
芷芸：“我们还有教职工书法、摄影大赛，也有参加市里的摄影大赛，评上
奖的，都算你的业绩，大家劲头更高了。我馆这次发动院系老师和学生参加了江
苏省‘中科杯.智赢未来.掌上诗词大赛’，拿了一个特奖，四个一等奖，二等三
等奖无数，中科的奖品丰厚哦！特等奖的拿了 iphone iPad，一等奖的 kindle 阅
读器，其中经贸学院学生参与率 96%以上，斩获特等一等几个大奖，而且图书馆
也另外发奖，双重奖，孩子们乐欢了，参与率更高了。”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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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茆意宏：人工智能重塑图书馆
2018-5-25 11:03
摘编自：茆意宏.人工智能重塑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2）：11-17. 《大
学图书馆学报》2018 年第 2 期刊发南京农业大学茆意宏教授《人工智能重塑图
书馆》一文。该文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正在来临，它将重塑各行各业，也给图书馆
的信息资源建设、服务、馆员、建筑与环境、图书馆管理等各个方面带来新的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9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趋势
2018-5-24 10:08
摘编自：李杨，赖纪瑶，刘姝雯等.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现状与趋势分
析——基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招生就业数据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2）：
92-99.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 年第 2 期刊发了李杨，赖纪瑶，刘姝雯等《我
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现状与趋势分析——基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招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8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结果的公告及相关信息
2018-5-23 07:09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公示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结果的
公告 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805/t20180522_832893.html 按照《文化部
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办公共
函〔2017〕5 号）要求，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原文化部组织开展了第六
次全国县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7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重庆图书馆参观记
2018-5-20 23:02
2018 年 5 月 14-19 日,笔者参加双一流背景下数字资源发展暨 CALIS 第十六届引
进数据库培训周活动。5 月 17 日 8：38 给重庆图书馆任竞馆长发短信，告知：“有
幸通过《图书馆报》与您及贵馆结缘。我这周在重庆大学开会，上午想去贵馆参
观，请问是否方便派工作人员带领一下?”下午 2:32 发短信：“已在贵馆参观，贵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69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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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5 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8 年移除操作情况：2 月 23 日移除 37 名；3 月 27 日移除 22 名；4 月
22 日移除 16 名；5 月 8 日移除 16 名；5 月 23 日移除 20 名。累计 111 名，被移
除后重新加群成员大约为 20 名左右。如果不执行移除操作，新成员进不来，群
活跃度可能会持续走低。圕人堂群 2018 年新加群成员为 178 名（其中 2 月 23
日至今加群成员为 142 名）。
（7）2018 年 5 月 25 日 14:00，群成员达 1965 人（活跃成员 635 人，占 32.32%），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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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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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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梅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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