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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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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1）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图 谋 ： “ 2016

年 全 国 高 校 信 息 素 养 教 育 研 讨 会 通 知

http://www.tgw.cn/zxdt/201606270905 为进一步分享、交流及研讨各高校图书馆信
息素养教育成果和经验，以应对大数据和移动互联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新的信息环
境带来的挑战，经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组
组委会研究，拟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至 14 日在江苏省镇江市江苏大学召开 2016
年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
图谋：“第十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会议通知
http://www.tgw.cn/zxdt/201607140940 会议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
委员会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组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承办，定于 2016 年 9 月
21 至 22 日在长春召开。”“关于会议信息，建议采用我提供的样式，这样揭示
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书小弟：“http://news2.sysu.edu.cn/news01/147265.htm 程焕文教授率团参加
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暨第 82 届国际图联大会。”
小淘可可：“为了探讨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的新理念、新思路、
新方法，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
学会定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在武汉召开第七届‘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学术交
流会’。此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承办，欢迎国内图书情报界及相
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一、会议时间及地点：2016 年 9 月 19 日-21 日。华中
师范大学桂苑宾馆（地址：武汉市武昌珞瑜路 152 号）。参会费用：800 元/人。
交通和食宿自理。会议报名：报名截至 2016 年 9 月 12 日，由于参会人数较多，
额满即止。请在 9 月 12 日前将 ‘报名回执’发至会议邮箱报名。二、会议联络
人：陈丹，刘华

联系电话：010-58882061；邮箱：KOLink@istic.ac.cn

会议

网址：http://168.160.16.186/conference 全国知识组织链接会会务组 。”
满儿：“图书馆年会也可以报名了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
6-08/29/news_9352.html。”
hero8151：“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829/c219470-28673717.ht
ml2016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名单公示 44 中国古代图书史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陈力 国家图书馆。”
我的家园：“必备！最新南大核心期刊目录！http://mp.weixin.qq.com/s?__bi
z=MzA4NTkzMTgwMA==&mid=2654925233&idx=1&sn=fec428b048b9b6483f25e
5921dbd0c86&scene=1&srcid=0830mqrpxLw5XC9Dodphi5bG#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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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20 期 20160826）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8865.html。”
gaozy：“国内阅读推广研究进展分析。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
M5MTI3OTAzNg==&mid=2650044639&idx=1&sn=e1f09a716873029bc3206739e5
1ab436&scene=1&srcid=0826LXkUhoAmcnkj0ittMBSh#rd。”
hanna：“https://www.jiemodui.com/N/52782.html 追求极致的有效学习——
基于脑特性的学习原则：专家模式与认知地图。在看这篇文章，觉得可用到检索
课课件里。”“这篇虽然是在讲教育，但其中的知识图谱、专家分类模式等完全
是我们专业的跨行应用。”
论坛刘*：“图书馆论坛 2016 年第 9 期目录。http://m.eqxiu.com/s/kTDzCn1
4。”惠涓澈：“一如既往的感谢。”Sparks：“刘主编太敬业了。” 论坛刘*：
“《图书馆论坛》第九期电子本，呈送圕人们拍砖！”
图谋：“大学图书馆文库建设的问题与出路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999575.html。摘编自：兰小媛,潘卫,郭晶,刘宁静,周衡,姚妙峰.大学图书馆文
库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图书情报工作,2016,09:70-74.”“我做此类摘编，是期待
更多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佳作，更好地受到关注，更好地促进相关实
践开花、结果。”
论坛刘*：“《图书馆论坛》图书馆技术史专栏 http://url.cn/2EYjrhp。”
天天有*：“武将的读书风采载《图书馆报》2016 年 8 月 26 日第 10 版 http:
//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qz1.html。”
刘*锋：“美国 50 个州的 50 座最美图书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MjM5MDkzNjEwMA==&mid=2650591584&idx=1&sn=7c04045126a8cb14d07613
a278adf08e&scene=23&srcid=0831DiSj0g4oJuqI5u9MnUr4#rd。”
甬图万：“宁波市馆的技能比赛。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
AxMzc5OQ==&mid=2247485318&idx=1&sn=2ab2d0accd74c122342b023d56f9e85
f&scene=1&srcid=0901EjCpxxxy9rBGfMGbt8CO#rd。”
天天有*：“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全国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论坛侧记 http:
//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r1a.html。”
扣肉：“我在上学期找到了全球第二大的在线音像出版物资料库 Discogs。
https://www.discogs.com。它这个网站主要是音像制品，还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姊妹
网站，叫 Filmogs，上面收集了一些电影制品。我们有很多的西文 CD，甚至包
括黑胶唱片，LP 碟之类的。说实话，编目质量相当差，而且以前用的系统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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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marc21，所有数据都是编在 cnmarc 里。我的想法是从这个网站上抓取数据，
生成质量较好的编目数据。” “这个网站的优点在于，它有很好的规范档，尤
其是人名的规范档和各种变异名称。”
（1.3）小议图书馆的保洁服务外包
素问：“我们书架、阅览桌、厕所、外面走廊是物业搞卫生，其他自己弄。”
薄荷叶：“我们图书馆的厕所、外面走廊、植物浇水打理等物业负责。”图道：
“你们物业是图书馆直接跟他们签合同，还是学校其他部门管理的，我们这里归
属学校后勤处的。”薄荷叶：“我们这里归属学校后勤处的，图书馆提出要求。”
图道：“图书馆书库内地面卫生也不负责吗？我们是地面都由物业负责，其
他自己打扫。”薄荷叶：“室内自己打扫。”

cpulib*：“每家可能要求不同，

看合同怎么谈的了，我们阅览室内部也是物业开门前打扫干净，办公室自己负责，
不过也是临时工做吧。”Sparks：“我们都是物业打扫。这个是学校统一的。上
班前打扫完。”广州书童：“我们都是物业搞定。”图道：“我们书架，桌椅，
办公室自己搞掂。”草苇：“我们的保洁是外包的。”河北工*：“保洁是物业
公司管的，我们有什么要求直接跟物业联系。” 麦子：“@广州书童 我们清洁
的都是学校全职人员，工资福利和管理员差不多。”
（1.4）用户需要亲自到图书馆续借图书吗？
扣肉：“我有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对于非自助借还的馆，续借必须当面吗？
我们现在是要求学生必须到馆里来续借，我不晓得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BSx
uyb：“我们可以网上自行续借。”鸭先知：“一般都是网上就可以吧？”扣肉：
“只要续借次数和总借期不超，应该可以学生自助续借吧。”云朵：“我们是手
机，网上都行。”BSxuyb：“这是趋势。”扣肉：“我就觉得，续借的时候，
必须来馆里，没有任何道理。因为流通馆员在续借的时候也不检查馆藏的破损情
况。”2014：“我们是只能续借一次，再续借就必须归还了再借了。所以第二次
续借就必须来馆里。”河北工*：“我们就不允许续借，图书馆新书很少，再续
借别人没法看了。”2014：“我也觉得没必要非要学生来馆里啊。续借时还要抱
书来，借了又抱回去。专业书好多都很重的。”1833540：“学生在微信里自助
续借。”37600430：“应该可以自助续借。”1833540：“因为系统实际上是知
道学生借了什么书，显示出来，学生自助续借。”2410697*：“网上续借。”2
785624：“网上续借应该是一直有的吧，如果开了微信，最好也能微信续借。”
1136635*：“小扣肉，我觉得可以这么操作，直接参照通行做法，把自助续借做
好，定好续借期限。与领导及时沟通，争取支持，由领导从上到下来推，你只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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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工作。这样，会顺利很多，与你也好。”
（1.5）国内主流电子阅览室管理系统有哪些？
Lee：“想咨询一下国内主流电子阅览室管理系统有哪些？。”annl：“很
多馆电子阅览室都取消了吧？”Lee：“多数图书馆还是有电子阅览室管理系统
的。”annl：“我们用的联创的。” Lee：“@annl 接一卡通还是图书管理系
统？”annl：“一卡通，通过图书管理系统认证读者身份。因为管理系统太多，
都需要认证身份，所以，我们就把读者认证全部通过自动化管理系统。这样读者
的密码账号不论哪个系统，都是一样的，方便使用和管理。”Lee：“通过自动
化管理系统认证确实方便。贵馆用的自动化管理系统是？”annl：“汇文。”
Lee：“有图书馆用过图创的电子阅览室管理系统吗。”广州书童：“嗯。
文化 e 管家。”图谋：“金盘电子阅览室管理系统，用户比较多。”

广州书

童：“图创文化 e 管家。金盘。”呆保：“我们用的联创机房管理系统。之前用
过金盘。”Daisy：“@Lee 我们用的是金盘。”
（1.6）征集一款打印 APP 的名字
联创-*：“各位高人，如果给一个打印 APP 起个名字，叫什么比较好？”
图谋：“我觉得再补充点关于核心功能或核心竞争力的信息，征名效果更好。”
Sparks：“LC 云打印。”Daisy：“打印工厂？”图谋：“俏皮的可为：‘联创
打手’。‘打手’为打印手机 APP 的简称。供参考。”DFLIB：“全打印，这
个名字咋样。”图道：“如果是你们联创的产品就叫‘联手印’？”Lee：“铁
手团。”gaozy：“印吧。”薄荷叶：“也可用叫‘银手链’。”小淘可可：“华
为打印。”老玲子：“@联创-卢大位 个人觉得最好还是包含‘打印’两个字，
这样更容易搜索得出来，而且通俗易懂。然后在‘打印’前或后面再加个体现你
们公司或产品特色的词就好了。”
（1.7）《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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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6 年第 1 期，系创办 35 年的内部刊物获
准公开出版之后的首期。”花香满衣：“是月刊吗？”图谋：“是浙江省图书情
报界首份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刊物上写的是月刊。但第 1 期的出版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10 日。”花香满衣：“有投稿系统吗。”图谋：“正好翻到最后一
页的征稿启事。上边有投稿邮箱：lsrw@zjlib.cn。看来是暂未启用网络投稿系统。”
花香满衣：“可以投稿试试。”图谋：“分享上述信息，传递的是咱们圕人堂也
祝贺《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公开出版！”
（1.8）积极探索数据库与图书馆的良性互动
信手拈来：“http://url.cn/27MwCas。3 月份，北京大学发布‘知网数据库涨
价过高，随时可能中断服务’的通知，终于有了下文，知网受到舆论关注。”“希
望这有助于国内学术内容数字出版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gaozy：“具体从事
资源订购的同行，我觉得这点需要考虑。不要单单考虑经费，我们也要考虑图书
馆未来，国内数据库商的平衡发展，与我们息息相关。”hero8151：“它有给作
者的脑力劳动以合理报酬吗？”印度阿三：“我们干脆停国外的。”hero8151：
“不管它是便宜还是贵，利润率太高，恐怕是有问题的。”广州书童：“用户导
向，那个用的多就买哪个。便宜没人用，未必就有人买。贵一些用的人多，未必
就不买。” 印度阿三：“外文肯定最贵。”广州书童：“如果按照总价除以下
载篇次，得出的结果知网未必最差？” gaozy：“探索数据库与图书馆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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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广州书童：“但是我对一般城市公共图书馆购买外文数据库有保留。”
hero8151：“应当建成 JSTOR 那样具有公益性质的数据库。”
（1.9）高校图书馆“走进学院，服务学科”工作经验谈
中南民*：“请教大家一下，我馆计划走入学院进行调研（学科建设、科研、
教学），需要调研哪些具体内容？”2014：“我觉得不如先列个表单吧，图书馆
能做些什么。给学院介绍下图书馆的这些工作。”霞：“两个角度，我们有什么
可提供给老师们，对方在做什么，有哪些问题我们能帮助解决。各系都有宣传网
页，先了解。关于科研，教学，这些可以在职能部门也了解到。学校的大方向比
如十三五规划，各系各部门独有的任务可以关注，都可作为切入点来聊。忌讳座
谈时候发牢骚。”霞：“找到一点点切入点那就是好的。一点提示，一定是馆长
或者负责人带队。”河北工*：“我们原来也是每个学院找了一个联系人，结果，
人家有事不找我们，我们需要观众时老去麻烦人家。”霞：“我们曾经在系里开
大会的时候借人家半个小时然后组织座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准备好学
科资源 ppt 讲解 5 分钟，告诉对方我们有这个，然后老师们就会针对自己所需提
问交流了。慢慢来，时间久了建立联系就好。”节能：“我觉得如果怕收冷脸，
最好先针对各学院教学科研情况，至少做出馆藏情况，给学员介绍一下。包括书
刊库的情况。然后请对方填一些表，比如学科建设基本用书刊，经典书刊，等等。
然后针对要求尽快答复。”霞：“因为老师们有事刚刚开始不好意思麻烦咱们馆
员，不熟悉。很客气的。”中南民*：“@节能 基本用书刊，经典书刊，这个可
以有。”节能：“说实话，真的忙咱能帮人家多少？先做咱保险的。 不建议动
不动就说要给学院做课题服务，容易打脸。”霞：“有时候解决他们的及时性问
题，虽然小，但他们很需要帮助，更能给咱积攒赞。时效性反馈及时很在意。”
2014：“推介资源这个是比较容易的。比如我们学校，老师很多不了解图书馆的
资源和服务。”河北工*：“还有就是一些深层次的服务，我们没有专业背景的
话做不好。”中南民*：“@节能 做不了课题服务，最多是检索论文。”2014：
“其实这种馆长带队介绍图书馆资源及服务，也对图书馆有很好的宣传作用。”
霞：“课题很难深入，下苦功夫后面开展还有可能，初期不建议这些。”cpulib*：
“其实那些教授都是实验室，要搞就先搞实验室，相对安全和压力小。”中南民
*：“嗯 我们几年前就走入所有文科学院做资源与服务介绍。”cpulib*：“跟整
个院部对接确实不好说。”节能：“推荐资源，邀请学院做一些事，如辅助选书
（千万不可以一下就把选书依赖了学院）。”节能：“@cpulib2009 赞成你说的，
先拿自己相对服务能力强的实验室试试。”2014：“要不就回顾下，我们做了的
工作有哪些哪些，这几年新增的资源有哪些哪些，大家对已做的工作感觉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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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意见和建议，对我们还没开展的工作有些什么希望。之后组织讨论下，对
人家希望图书馆开展的工作能不能做给个答复，能做的就做，暂时不能开展的解
释下原因？”广东小*：“我们学校建立了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中南民*：“我
们学校也有，都是各学院的院长。”广东小*：“老师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买
什么数据库。”中南民*：“对啊 有的要求专业数据库 就一两个专业用，又死
贵死贵的。”广东小*：“我们很头疼，现在有钱，老师们提的数据库都可以买，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经费保障不稳定呀。”广东小*：“数据库涨价这么厉害，买
的时候很爽快，砍得时候很痛苦的。”瘦身娃娃：“一些老师买了未必用的，我
观察过的。而且，多数全文库用量低的应该可以砍，文摘多数免费。”
（1.10）图书馆人才评价工作大家谈
hanna：“我们要做人才评价了，向各位同仁请教啊。”“人事处给了一笔
钱。”“今早开会馆长说的，还是人事处主动找上门来的。”“年底要岗位设置，
跟馆长说了，美国没法参考，人家一个资格准入，咱 80%都得下岗。”广东小*：
“基本上就是用文献计量学的指标来做。”小丸子：“图书馆这边也只能从论文、
专利这些入手了吧。”linda：“人才评价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年限限制，要是讲
求短、平、快，恐怕那些十年磨一剑的人都要下岗了。而往往是那些人埋头做出
来的东西，才往往是好东西。”小丸子：“图书馆做出来的人才评价只是一个参
考作用，起不到决策性的作用，只能从论文指标分析一下，但老师做过的一些项
目，我们图书馆好像没有什么办法给人家量化评价。”Sparks：“其实我们学校
每个二级单位都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论文按照学校规定的一类，二类，三类期刊。”
“课题按照国家重大，重点，一般。”“还有就是横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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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源库建设重在促进学术研究
2016-8-30 10:13
信息来源：http://news.gmw.cn/2016-01/21/content_18595903.htm
（ 2016-01-21 08:12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 【光明日
报·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与对策】
作者：苏新宁、黄水清 分别
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面向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快速响应情报体
系研究”首席专家、南京大学教授 ...
263 次阅读|没有评论
大学图书馆文库建设的问题与出路
2016-8-29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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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兰小媛,潘卫,郭晶,刘宁静,周衡,姚妙峰. 大学图书馆文库建
设的探索与实践 . 图书情报工作,2016,09:70-74. 原文全文见： 大学
图书馆文库建设的探索与实践_兰小媛.pdf 兰小媛,潘卫,郭晶等《大学
图书馆文库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图书情报工作》2016 年第 9 期）是
一篇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
447 次阅读|没有评论
审稿人角色
热度 2 2016-8-28 23:52
我的审稿人角色，是先从学术图书做起，再做学术期刊的审稿人。时间
均不长。 我从 2001 年开始正式发表期刊论文，从 2009 年开始出版第
一本书，也就是以作者身份经历过了若干次被审稿。我还曾有幸做过幕
后审稿人，也就是做辅助工作，包括博、硕士学位论文及期刊论文，得
到了锻炼机会。除此之外 ...
532 次阅读|2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4 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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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圕人堂祝贺《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公开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6
年第 1 期，系创办 35 年的内部刊物获准公开出版之后的首期，出版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10 日。出版周期为月刊，投稿邮箱为：lsrw@zjlib.cn 。
（2）2016 年 9 月 2 日 14:00，群成员达 1703 人（活跃成员 268 人，占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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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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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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