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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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 QQ 群 2017 年新年献词
图谋：“@全体成员 共建圕人堂，共享圕力量——圕人堂 QQ 群 2017 年新
年献词

不知不觉，圕人堂将步入第 4 个年头。

圕人堂 QQ 群（群号：3

11173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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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 QQ 群 2014 年 5 月 10 日创
建，《圕人堂周讯》2014 年 5 月 16 日创办。2016 年共发布周讯 53 期（86 期-1
38 期）。圕人堂现有成员 1856 名。

圕人堂成员新年献词。（1）annl：‘一

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在潜水，每每看到同行们热烈的讨论，总是感动于图书馆员的
热情和激情，猴年岁末，鸡年伊始，感谢圕人堂同仁带来的快乐与启发。一年来
最敬佩的是堂主图谋，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管理着圕人堂有序稳定地发展。最
爱看的是高书记每天早晨的心灵鸡汤，看完就能兴奋地起床，一天精神饱满。最
喜欢的是麦子的思想，总是抛出一些有见解的观点，看后受益匪浅。最愿意看到
大家讨论业务工作，虽然很少有时间插嘴，过后翻看也想跟几句却错过说话机会，
但却让我更多地思考了工作，开阔了思路。总之，圕人堂已经融入我的生活和工
作，每天都要浏览一下。感谢堂主，感谢所有圕人堂的同仁们。祝愿圕人堂在新
的一年里如雄鸡高歌，唱响圕人梦。’（2）gaozy:‘2016 年真的过去了，回想
这一年来，感谢有大家的陪伴，我们一起嗨，一起学，一起提升自己，有时候，
观点不同争锋相对，但和而不同，彼此尊重，圕人堂是一个高素质的交流场所。
2017 让我们携手一起，多多交流，让我们和圕人堂一起，共同见证岁月。人老
多情，很多人素未蒙面，但神交已久，新的一年，让我们一个不能离开，好吗？
如果你觉得圕人堂变得你不爱了，说出来，让我们一起让她变得更好。’ 群主
新年献词。作为‘群主’，我乐意尽可能地投入精力做点推动工作，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有意义的。‘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我同样是受益者。我只是
圕人堂一分子，一直在为推动圕人堂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囿于能力与精力，好些
事情力不从心，许多地方做得不尽人意，我很惭愧。

2016 年，特别感谢推知

信息、超星公司对圕人堂的赞助！2017 年，推知信息将继续资助圕人堂，《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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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堂周讯》赞助单位将冠名：推知信息、世界艺术鉴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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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 2017 年：群策
群力，共建圕人堂，共享圕力量！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谨向圕人堂全体

成员，向关心、支持、参与圕人堂的建设与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祝愿
大家新年吉祥，幸福安康！”
惠涓澈：“我的新年寄语：暑往寒来三春秋，图谋功在圕人堂。集聚力量目
标远，众人拾柴事业旺。芸芸众生为稻粮，核心人物领头羊。不甘平庸来入群，
学习分享争先强。大好平台共珍惜，生机勃勃呈吉祥。向天再借五百年，脚踏实
地步辉煌。”图谋：“期待梦想照进现实。浏览了一下大家的新年献词，借用过
来：2016 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 年，‘天上不会掉馅饼，努力奋
斗才能梦想成真。’。‘让我们满怀信心和期待，一起迎接新年的钟声！’。”
惠涓澈：“不忘初心，满怀信心，继往开来。”图谋：“感谢大家对‘群主’赞
扬，同时，也恳请宽恕其种种不是之处或不当之处。”陕西理*：“感谢群主让
我们度过了充实的 2016。”陕西理*：“期待本群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图
谋：“@全体成员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祝福全体新年快乐，幸福安康！”栀
子花：“自踏进圕人堂，学习了解到很多知识、资源、工具，接触到很多观点，
也有很多收获和启迪，有时还正好在工作上派上了用场。祝大家的新一年就像鲜
花一样美好！”谈天：“感谢圕人堂 16 有你，17 同行。”
图谋：“共建圕人堂，共享圕力量——圕人堂 QQ 群 2017 年新年献词.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4564.html （科学网）共建圕人堂，共享圕力
量——圕人堂 QQ 群 2017 年新年献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1f015010
2wy39.html （新浪网）共建圕人堂，共享圕力量——圕人堂 QQ 群 2017 年新年
献词.http://librarysalon.com/space-13-do-blog-id-20451.html （书社会）。”“ 延
伸阅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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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咱们圕人有力量——圕人堂 QQ
群新年献词.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5228.html3 圕人堂 2016 年新
年寄语辑.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179.html4 圕人堂 2016 年大事
记.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3137.html 。”
1.2 谁是圕人堂 QQ 群的先进个人？
Gaozy：“图谋兄啊，现在快公布群内先进个人吧。我都迫不及待了呢。”
图谋：“先进集体：圕人堂；先进个人：YOU。”gaozy：“这个 YOU 是见者
有份。太开心了。”图谋：“假如要枚举优秀代表，我难以一一。”“比如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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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今天在群相册中分享了 80 余张图书馆照片。比如欣然读书，累计赠书 166
册（《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游记》，该书定价为 88 元）。比如《圕人堂周
讯》编辑团队成员，数年如一日，默默奉献。还有的圕人，并未在圕人堂群中，
但是也是在用行动支持圕人堂的建设与发展。”惠涓澈：“感谢所有的付出，祝
福所有的获得。”图谋：“圕人堂群能够坚持，远非一己之力，确确实实是一群
圕人在奋斗。”惠涓澈：“@图谋 一个人可能走得快，一群人肯定走得远。”
gaozy：“群里都是精英，能经常来分享知识或观点的，更是精英中的精英。我
通过圕人堂学到了很多知识。图书馆经典理论里有个交流说，我们交流起来，就
像真人图书馆口号那样，坐下来，聊一聊，我们是玉指动起来，隔着屏幕，咱们
嗨起来。” cici：“感谢圕人堂有你们，不忘初心，壹柒同行！” gaozy：“我
们大家在这里挺愉快的，我们人员总数是很稳定的。我们天天这里交流，对旁观
者来说，也是一种阅读推广。” 徐老师：“圕人堂里话图情，辞旧迎新又一年。
群主群众是一家，共促事业大发展。” 丰瑞：“感谢群主提供的这个平台，我
是一名图书馆专业的学生，偶然的机会进入了这个群，感受到大家对图书馆专业
的热忱，也对这门专业充满了信心。看到大家对图书馆的讨论，互相帮助，虽然
我的学识还达不到与各位老师讨论的程度，所知甚少唯愿学。谢谢图人堂的每一
位成员。”gaozy：“我印象比较深的，2016 年有个编目的问题，群里资深专家
难倒一批。这也是学习和成长。我就是群里学习了编目的一些知识，参加一个友
谊赛，无意中把题目都答对了。”芝麻：“数字图书馆论坛的编辑老师，一直在
给发电子版，而且不是群发，很感动。”
仰望浩*：“大家受益于群里图书馆方面的最新信息发布，感觉最棒的是相
关学术视频的实时提供。”gaozy：“我觉得最棒的是沈老师的群内讲座。分享
其次。”2014：“我觉得最棒的是有问题在群里提出来马上能得到帮助。”gaozy：
“以我们这里的资源和人脉，完全可以做一个国际文献互助小组。对各个圕人的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一块工作有帮助。但是需要高度的责任和奉献，套用一下，
只有人人都团结起来，圕人堂才不会松散，只有人人都负责与贡献，才不会人散
圕灭。”
1.3 文献中的圕人堂 QQ 群
图谋：“圕人堂及《圕人堂周讯》在图情期刊正文或参考文献中出现的频率
有所提升。参见：文献中的圕人堂 QQ 群.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7
4214.html 这块的统计难度较大，欢迎知情者补充。”iceberg：“高校图书馆专
业馆员职业能力认识与需求调查/鄂丽君、王启云，《图书与情报》2016-10-15
这篇文献里也提及了圕人堂。”图谋：“文献中的圕人堂 QQ 群‘淮海工学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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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王启云创建的‘圕人堂’QQ 群成为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的平台,
是馆员之间合作互助的范例。在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图书馆之间、馆员之间以
及馆员和研究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将不断推动行业发展。’（信息来源：杨薇, 陈
晓亮, 黄国凡.知行合一 创新创意 关联无限 开拓未来——第 12 届数字图书馆
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暨 Lib 2.15 会议综述.http://www.oaj.pku.edu.cn/dxtsg/article/
2015/1002-1027/1002-1027-33-5-12.html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5): 12-19 ）‘图
情 QQ 社群‘圕人堂’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其非常重视整体形象的塑造，设
计了专业的 Logo,建立专业编辑团队定期推出周讯；从建群伊始，就与‘科学网’
博客平台、新浪微博平台建立‘链接’。‘圕人堂’借助跨界融合，实现了人、
资源和服务之间的连接，是馆员自主培训的典型案列。’（信息来源：李金永.
地方院校馆员培训中的‘软抵抗’分析[J].新世纪图书馆，2016（10）:33-37.）。”
图谋：“《图书馆报》自 2015 年 9 月推出‘圕人堂话题’，当前已刊发圕
人堂话题系列：2016 年(1)对‘考研党’提前占座问题的思考.http://m.xhsmb.com
/20160115/news_19_1.htm(2)图情专业出身的人在学科馆员面前什么感觉？.http:/
/m.xhsmb.com/20160205/news_11_2.htm(3)正视图书馆员的职业危机.http://m.xhs
mb.com/20160318/news_7_2.htm(4)小议强制学生进馆借阅.http://m.xhsmb.com/20
160325/news_21_2.htm(5)馆藏文献剔旧如何操作.http://m.xhsmb.com/20160513/n
ews_9_2.htm(6)关于跨专业考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http://m.xhsmb.com/201606
17/news_11_3.htm(7)高校馆电子阅览室的利用现状.http://124.207.48.191/epaper/ts
gb/2016/09/09/A08/story/40551.shtml(8)外包服务杂谈.http://124.207.48.191/epaper
/tsgb/2016/11/04/A19/story/41600.shtml（9）图书采访问题谈.http://124.207.48.191
/epaper/tsgb/2016/12/23/A11/story/42983.shtml《图书馆报》刊发圕人堂话题系列(1)
对‘考研党’提前占座问题的思考.http://m.xhsmb.com/20160115/news_19_1.htm(2)
图情专业出身的人在学科馆员面前什么感觉？.http://m.xhsmb.com/20160205/new
s_11_2.htm(3)正视图书馆员的职业危机.http://m.xhsmb.com/20160318/news_7_2.h
tm(4)小议强制学生进馆借阅.http://m.xhsmb.com/20160325/news_21_2.htm(5)馆
藏文献剔旧如何操作.http://m.xhsmb.com/20160513/news_9_2.htm(6)关于跨专业
考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http://m.xhsmb.com/20160617/news_11_3.htm(7)高校馆
电子阅览室的利用现状.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6/09/09/A08/story/40
551.shtml(8)外包服务杂谈.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6/11/04/A19/story/
41600.shtml（9）图书采访问题谈.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6/12/23/A1
1/story/42983.shtml2015 年[1]‘圕人堂话题’之关于三线典藏工作的讨论[N].图书
馆报.2015.09.11(图林漫步 A16/32 版) [2]‘圕人堂话题’之高校图书馆开放时间
等小议[N].图书馆报.2015.10.23(图林漫步 A15/32 版)[3]‘圕人堂话题’之由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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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的服务说开去[N].图书馆报.2015.10.30(图林漫步 A17/32 版)[4]‘圕人
堂话题’之关于馆员活动的内容和经验[N].图书馆报.2015.11.20(图林漫步 A16/3
2 版)[5]‘圕人堂话题’之对图书馆员职业发展问题的探讨[N].图书馆报.2015.11.
27(图林漫步 A15/32 版)[6]‘圕人堂话题’之馆藏剔旧问题的困扰.[N].图书馆报.
2015.12.18(图林漫步 A12/32 版).http://m.xhsmb.com/20151218/news_12_3.htm [7]
‘圕人堂话题’之 图书馆大开放与阮冈纳赞五原则的发展.图书馆报.2015.12.25
(图林漫步 A17/32 版).http://m.xhsmb.com/20151225/news_17_3.htm 。”
1.4 规范圕人堂 QQ 群群成员昵称
图谋：“随着群成员的增多，群规范越来越重要。对于群名片不规范的成员，
很可能会被‘率先’移除出群。”雪中冰人：“@图谋 群主，群名片标准是什
么样的？”谈天：“没有标准名片，但是别出现这种怪异的火星文后现代的这类
风格的就行。” “非实名制也是这个群大家能够没有顾虑发表一下自己看法的
推动因素之一。当然敢于实名的更值得钦佩。”
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群计划于成员达到 1900 名之后，移除群昵称或
群名片不规范者。群昵称或群名片规范属于圕人堂的基础工作，恳请诸位成员支
持。当前仍有部分成员尚未调整到位，特此再次提醒。根据群规范‘成员昵称。
圕人堂成员昵称实名与否，自行选择，但以方便交流为宜，不能用严重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的昵称或不文明、不健康的昵称。’请群成员中显示的昵称或群名片存
在以下情况的尽快修改：1、重名；2、特殊字符；3、生僻字。”“届时被移除
的，如果愿意重新加群，圕人堂亦随时欢迎。”“圕人堂群可以说是一群人用心
经营的，希望多理解，多支持。”biochem：“我怀疑有不少群成员几年都不曾
发过一次言。”图谋：“如果群资源不紧张，也没影响谁，我们默许。潜水也是
可以的。”二木：“发不发言也跟个人工作和个性有关吧，未必就不关注，再如
学校馆的，每年两个长假期，休假期间也未必频繁关注。”图谋：“有一批资深
潜水员，确确实实在关注圕人堂，即便被移除了，很快会重新加群。”
图谋：“关于加入本群，加群时需要提供与圕相关的信息，如果没有会被拒
绝，并告知：圕主题群。对于群成员邀请好友加群的，群成员需要介绍一下，之
前有与圕毫不相干的成员，时不时邀请火星文成员加群。” “圕人堂，希望保
持一个动态平衡：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果从来不参与交流，也从来不关注交
流内容，最好是离开，让更需要的人进来。”
1.5《圕人堂周讯》还有提升空间
duke-zx：“圕里大多数人还是一直在关注圕的，现在的影响早已从线上到
了线下。但是个人觉得安静的看着学习的，说不定就会在合适的时候发声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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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天天看一堆无聊的文字堆砌，圕人气是高了，但那并不是圕的初衷。”
gaozy：
“所以才会有周讯，周讯意义重大。精英的信息都在周讯里。”cpulib*：
“应该多交流，否则加群就没有意义。”gaozy：“浓缩的都是精华。群内一定
要热闹，这是我们要有的共识。只有交流起来，才能有内容，有热度，有影响，
对我们有粘性。”图谋：“近日，群中好些问题，比如学科服务、特色数据库建
设等等，图情期刊中有不少可资参考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可以从图情期刊中找答
案的，在群中提问的效果通常好不了。一、群交流属于碎片式交流，好些问题的
回答真是‘一言难尽’的；二、我们的文化是‘枪打出头鸟’，有些言论是有顾
虑的，谁公开认为自己或自己机构‘做得好’，往往会有好果子吃的。”gaozy：
“@图谋 确实如此，所以周讯我自己是每期必看，就算是用流量下载也在所不
惜。我们讲究内敛。比如现实中表扬，一般人会说，哪里哪里，还有很多不足，
多包涵啊。能像我这样，胡吹海侃到自我表扬的，实在是不多，值得学习啊。”
图谋：“周讯的价值，有待进一步的提升。现有的框架基础上，依然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目前为止，《圕人堂周讯》出了 138 期。圕人堂群内外的知晓度还
很有限。”iceberg：“很厉害了，大江南北都知道呢，连我们偏远地区的都在群
里混着呢。” 图谋：“台湾成员用繁体，大陆成员最好用简体。因为整理周讯
时，原则上均用简体，会增加周讯整理人的工作量。希望理解与支持。”图谋：
“圕人堂期待更多台湾同仁参与交流与分享！”
图谋：“关于‘红包’，我也做点说明。那只是象征性的。圕人堂的每一分
钱均来之不易。部分是‘化缘’所得，部分是我自掏腰包。”芷芸：“不忘初心，
逐梦前行。愿门圕人堂在图谋堂主的领导下，红红火火，越来越旺。”图谋：“圕
人堂的收支，圕人堂大事记中有记录。”
1.6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春丽：“http://202.118.40.33/rsc/wygkcn_ShowArticle.asp?Wygkcn_ArticleID=
1055 中国医科大学 2017 年自主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白石桥：
“数字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通讯第 14 期（总第 268 期）。”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38 期 20161230）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4262.html。”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12 月 30 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
2016/12/30/A01/265367.shtm。”
图谋：“图书馆报 2017 年 1 月 6 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
1/06/A01/355567.shtml。”
图谋：“许建业.融合创新，精准惠民——以‘陶风采’服务暨惠风书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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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为 例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6/12/30/A06/story/43219.shtml 作 为
‘馆店合作‘成功范例的‘陶风采’服务暨惠风书堂项目，是南京图书馆‘十三
五’时期重点实施的精准服务系列惠民工程之一。”
栀子花：
“搜图识花 圕 栀子花整理出品.pdft。”
“前一阵子听@扣肉 @hanna
等老师聊起关于识花和博物杂志的事，一时兴起，整理了一个小文档‘搜图识花’。
文档利用了两位老师提供的素材，语句上也用上了@gaozy 爱用的‘NAIVE’一
词。可能还有借鉴参考的，就没一一列举了。”
丫头：
“佛山市图书馆推出雨伞外借服务。”
“http://url.cn/437qr2L 佛图 2016
最后的告白：未来的下雨天，让我为你撑伞。”
碧海潮生：“http://url.cn/438k83z 又一家颜值超高的图书馆来了！8 米高书
架，盛世美颜！”
碧海潮生：“帮同学转的问卷，麻烦有熟悉的老师帮忙转发或填写一下，谢
谢！各位老师。https://sojump.com/m/11663279.aspx?from=timeline 关于留在北上
广深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
天天有*：“给即将退休的图书馆员—轻轻掀起六十岁的面纱 http://blog.sina.
com.cn/s/blog_dbc3ff2b0102ww8c.html。”
湖商陈*：“http://url.cn/43GLUPD 湖商学子陶汝琴被评为 2016 年度十大教
育人物。湖南商学院大四女生陶汝琴 3 年来 11 次走入‘麻风村’,她的这份执着、
勇敢和大爱，给饱受病痛折磨的麻风病人带来了希望！因为她的善举，她被中国
教育新闻网评为 2016 年度十大教育人物，和她一起入选的还有杨绛先生！”
tianart：“http://url.cn/43HdPFo 干货｜学术论文的质量评价与写作（上）。”
系统消息：“图谋 分享文件 地方院校馆员培训中的_软抵抗_分析_李金
永.pdf 下载。.新世纪图书馆，2016（10）:33-37.摘要：地方院校馆员培训中‘软
抵抗’现象是一种微小的、非直接性的对抗，但其累积影响不容忽视。论文调查
了馆员培训‘软抵抗’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被动性、随意性、应付性；剖析了
馆员对培训的态度、认知、期待，对馆员培训‘软抵抗’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
了馆员培训‘软抵抗’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应对馆员培训‘软抵抗’的六种策略。
全文见群文件。”
碧海潮生：
“http://www.scal.edu.cn/zxdt/201612301256 安徽省高校图书馆‘用
户体验和体验式服务论坛’在安徽师范大学成功召开。”
tianart：“文章数量越多，学者研究水平越高 http://kepu.gmw.cn/2017-01/03/
content_23392874.htm 该篇文章观点可以讨论。”温情小*：“如果我以经常实践
的标准去不停地发文，很自然的，许多文章可能都发表在低水平期刊上，无论是
经济（版面费）还是要求（评职称所需要的高水平刊物）都会极大损失。”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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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写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温情小*：“人不可能在最初低级水平的时候突
然写出一篇高段位文章，那么他（她）是应该通过不停地写，但是未必要发表的
形式来实施还是说通过先发表低阶刊物来实施。”栀子花：“有些发文多，是因
为带研究生，辅导学生写，还有团队中合作者写，并非都是一个人独立完成。”
书图同归：“我觉得文章作者可能没有区分‘自然而然’的发出较多文章的文章
质量和‘以数量为目的’的发出较多文章质量。”
图谋：“《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6-2015http://www.soujianzhu.cn/Nor
m/jzzy267.htm。”
鐘大倌人 ：“人大经济论坛：http://bbs.pinggu.org/thread-5043870-1-1.html
[其他] 最新版的 CSSCI 目录计划于 2017 年 1 月发布。”
中原劲草：“http://url.cn/43KQ0YK 图书馆精神 | 懂书、爱书、有修为，才
能深切体察读者心理。”
空空：“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KbKnlmVYF1pINMRUgj6rajm-x50
TUWocyMzdU38tjI98n5KyKRWoopgopHu_tw9iaj2y-n1Ps2A7hAFast1xcr0T1M1Ps
k0DPZFZnoHrCK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
鐘大倌*：“http://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45515&
mobile=yes 最新 2017 年版 CSSCI1 月 9 日公布。”
天农潘：“http://url.cn/43L99ah 2016 年大数据行业从业者调研报告（精华
版）。”
图谋：“朱德富摄影作品 http://www.lygwh.gov.cn/show-87-42615-1.html 这是
一名图书馆员的摄影作品。”
左右：“http://url.cn/43PAuMf 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公布阅读推广课题项目
立项结果的通知。”
碧海潮生：“http://url.cn/43PGwJ5《图书情报工作》2017 年选题指南。”
1.7 你提问，我回答
（1）请教“user-initiated ILL”如何翻译？
闲在心上：“想请教‘user-initiated ILL’这该如何翻译？”牛牛：“我认为
是 inter library loan 的简称。”闲在心上：“Despite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the Web,resource sharing remains an important library service. An
increasingly technology savvy population and advances in user-initiated ILL and
document delivery have greatly increased the speed of delivery and user
satisfaction.Although local procedures differ. established protocols for resourc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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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cy,accountability,and efficiency which make the services practicable. The
typical borrowing process for the physical loan of material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teps。”牛牛：“显然文中讲的是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
（2）请教微信平台已经推送的内容有错怎么办？
雲兒飄：“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假如微信平台里今天发的信息有错
别字，明天修改后重发，之前别人已转发的信息还存在吗？”草儿：“应该在的
哦。”雲兒飄：“那是不是今天关注的人数也全没了呢？”草儿：“之前的在哦。”
扣肉：“好久不上微信公众号了。但我觉得应该是今天发的跟昨天发的是两篇文
章。这个不确定。你可以不重发，直接修改了素材再看。”雲兒飄：“@扣肉 修
改不重发的话，好像还是显示是之前的内容。”扣肉：“那就是了。明天跟今天
发的，是两篇文章。”星星：“把发布内容删了，素材上修改再发就行，是新文
章数据重新统计。”扣肉：“如果是服务号，是占用发送条数的。”
（3）打印图书条码是不是一定要用专业的条码打印机?
浪漫妥协：“请教各位老师，打印图书条码一般是用什么打印机啊？”贵阳
-*：“条码打印机。”浪漫妥协：“有具体的型号吗？我搜了下条码打印机都是
热敏的，应该不适用吧！”印度阿三：“Easy code pc 4@浪漫妥协 。我们用
的是这种。”闲逛的猫：“我馆用的是 zebra 条码打印机。”闽农林*：“我们
是直接使用条码打印软件来解决问题的。打印机就选用常见的惠普激光打印机 1
020。”水中月：“什么条码打印软件呀。”闽农林*：“@水中月 Labelmx 条
码条形码标签设计打印软件 7.0http://www.onlinedown.net/soft/47058.htm。我们也
是用了很多年了！但是需要你自己用心去设置一下模板！标签打印工具大全 htt
p://www.onlinedown.net/zt/4151/——其实条码打印软件非常多的，您选择一款自
己用着顺手的就好！关键是你用软件的话，就可以不用专门买一台条码打印机了！
我们原来纠结的问题就在于——专用的条码打印机多数使用喷墨，需要经常更换
墨盒；而且我们手中已有激光打印机，用来打条形码肯定要比喷墨便宜啊！所以
就想着找一个条形码打印软件。”扣肉：“热敏的成本比较低。”水中月：“那
条码纸如何放，放正中间吗。”闽农林*：“就和普通打印纸一样放置，只不过
在条形码软件中设置了单个标签的具体格式而已@水中月 。”
（4）图书馆常用英语
公共小*：“各位老师，求助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jmvs
2ZHO9tc0ReuTQGZrE3A88eV5AiKyV1QebObB4LiqwNfInuWTg5o-uBwcYcV0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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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g7GAH0xN_mSWvFNDfODBQjqJXnzBt1-ncO9-LFm。”
空空：“图书馆用语
reserve/book 预 借

renew 续借

available 可获得的 out on loan 借出的

closed reserved 只 读 不 借 in circulation 在 书 库 里 out

circulation 借走了 not for circulation 不外借 classification 分类

bibliography 书目

（ 籍 者 检 索 目 录 ） on the shelf 在 书 架 上 newspaper 报 纸 journal 日 报
periodical(magazines and journals)定期刊物

current/back issues 现今/以后发行

category 种 类

interlibrary service 图 书 馆 际 服 务

return in time 及 时 归 还

open/closed shelves 开 架 / 闭 架 书 库

librarian 图 书 馆 长

titles/authors/subjects)目录 reference stacks 书库

catalogue(under

delivery desk/circulation desk 借

书台 call slip 借书单（索书单） check out 登记并借出 charge out 把……借出来
library card/admission card 借书卡 date slip/deadline/date of expiry 期限 due 应付
费

overdue and pay a fine 过期并交罚款。提供帮助及服务

8、请问您在找什么

资料吗？ Are you looking for anything special? 9、您要找什么书或信息？ Are
you looking for any books or information? 10、这是本室的介绍资料。
introduction of this room. 11、请跟我来。Follow me, please.
Here are the books you need.

Here is the

12、这是您要的书。

13、我强烈向您建议本馆/本室的…（资料）。

strongly recommend you … in this library/in this room.

I

14、我馆的开放时间是

This library is available from 9:00

除星期三之外的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A.M. to 9:00 P.M. everyday except Wednesday. 15、对不起，您需要办借书证才能
借这里的书。

I am sorry. You need a library card to check out the books in this

room. 16、请到服务台办理借书手续。 Please check out at the service desk.

17、

请到一楼办证处办证。 You can get your library card at the card issuing counter on
the first floor. 18、对不起，本室的资料不予外借。 Sorry. The items in this room
may not be checked out.

19、您一次只能借两本。 You may borrow two items at

any time. 20、您可以使用他人的证件借书，但须同时出示持证人的身份证或护照
的复印件。 It is allowed to check out items with another person’s library card, but
you must show a copy of the owner’s I.D card or passport at the same time.
您可以借阅本室的视听资料，但不允许复制。

21、

The videos and CDs in this room

can be borrowed. But you should use them only for personal purpose and cannot
make copies.

22、借期一个月，最后还书日期是五月 5 号。 You can keep the

items for one month. The due date is May 5th.
进行续借：在线续借或电话续借。
following ways: Internet or telephone.

23、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

You can renew your items in either of the
24、本室中的资料过期每天每册罚款一角。

The overdue fine for the materials in this room is 0.1 yuan per item per day. 25、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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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请拨电话：… If you need any help, please dial …. 26、
这是本馆的专题书目。

Here are the catalogues on special topics.

您要的书已经被其他人借走。

27、很抱歉，

I am sorry. The book you are looking for has been

checked out 28、我已经记下了您的问题。 I have made a note of your question.
29、请您留下电话，我将尽快给您回复。 Would you please le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I would call you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联网获取我馆的网络化服务。

30、读者可全天 24 小时通过互

The library ’ s on-line services are available

twenty-four hours a day on Internet. 31、您的书已经过期五天，请缴纳一元罚款。
Your books are overdue for five days. You should pay 1.00 Yuan as the fine. 办 证
32、请填写这张表格。 Please fill in this form.

33、请在空格中填写您的姓名、

性别、出生日期、年龄、职业、国籍、身份证或护照号码等。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your name, gender, birth date, age, career, nationality, the number of your I.D.
card or passport, etc.

34、请出示您的身份证或护照。 Please show me your I.D.

card or passport. 35、您需要提供一张小一吋的照片。 A small photo is required for
your library card.

36、请您缴纳 205 元，其中 200 元是押金，5 元为工本费。Please

pay 205 Yuan. 200 is the deposit and 5 is the cost.
还。

37、当您退证时，押金将全额返

When you cancel your card, the deposit will be returned to you fully.

的证已办理完毕，请不要遗失。一旦遗失，请立即挂失。

38、您

Your card has been

processed successfully. Be sure not to lose it. Once you cannot find it, you should
report to the library immediately. 电话用语

39、您好，这里是广州图书馆。 Hello,

this is Guangzhou Library. 40、您好，我想请李先生（小姐/红包士）听电话。Hello,
could I speak to Mr. /(Miss/Ms. ) Li? 41、我就是。 Speaking

42、请稍候，我马

上叫他/她。 Hold the line please. I’ll go to get him/her 43、对不起，他/她出去
了，您要留口信吗？

Sorry, but he/She is out.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44、续借：请告诉我您的图书证号好吗？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the number of

your library card? 45、请不要挂线，我现在为您办理续借手续。 Hold on please,
and I will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right now.
归还日期为…

46、您的续借手续已经办完，最后

Your application has been processed successfully. The items should

be returned by the date of ….

47、对不起，您的书已经过期，不能续借。 Sorry,

your items are overdue and may not be renewed. 。”
（5）考试阶段图书馆应不应当 24 小时开放？
hanna：“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门口学生排队。”天涯海角：“早晨开馆
的时候？”hanna：“正值紧张复习，备战期末考试的学子们还是早早赶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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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多路长队等候开馆，壮观的场面堪比春运。据悉，该校图书馆也提前半小时开
馆，以减少等候时间。”蚯蚓：“@hanna 即便 6 点开馆，也有人 5:45 或更早来
等候。”星星：“有些人心疼学生，要求图书馆 5 点半开门。”hanna：“为什
么不在宿舍自习呢？”星星：“集体行动的逻辑，人们喜欢群居。”蚯蚓：“有
不少读者把图书馆当成自习的场所，理由是学习的气氛好。”二木：“为什么非
得到图书馆复习呢。”hanna：“我上学时从不到图书馆自习，只在图书馆看休
闲杂志。”图米：“没有暖气，又没空调的话，很难过的。图书馆有空调肯定抢
着去。”温情小*：“@图米 好像今天对这个新闻的讨论是 平时为什么不多去
图书馆，非要临时报佛脚。而且类似南财这个新闻，前几年就报道过，这个属于
旧闻重提。”图米：“这是没上过学的人问的问题吗。平时多去图书馆临近考试
的时候就可以不去临阵磨枪了么。而且考试期间有些教室要安排考试不给自习，
不如图书馆安逸。”biochem：“@hanna ‘据悉，该校图书馆也提前半小时开
馆，以减少等候时间。’不能 24 小时开馆吗？”hanna：“据说南京大学是 24
小时开馆的。”

biochem：“哈佛大学一图书馆是 24 小时开放。”城市天空：

“哈佛开放的那个馆是一个很小的分馆。”biochem：“我们图书馆晚上开到 10
关门。”清凉桐影：“为了考研和期末考试，24 小时开馆还不如开放 24 小时的
通宵教室。”2014：“我们今天出通知，这两周新校区的图书馆开到下午 4:30。
因为学校的交通车晚上没有了。”清凉桐影：“@星星 我觉得加不加班和工资
高低没关系。关键是除了个别人，大众对 24 小时开馆没有需求。”biochem：“@
清凉桐影 对呀，所以考研前及期末考试前几天 24 小时开放。就开放几天，也不
是全年开放。”清凉桐影：“@biochem 开放教室就可以了。开放教室经济划算。”
南京大*：“南大图书馆没有 24 小时。晚上 10 点，9：40、 50 音乐就响了。”
清凉桐影：“没必要非得开放图书馆。因为考研前和考试前，需求的是空间，而
不是图书馆的信息资源。” cpulib*：“考研占座的学校有一定责任，不应该把
学生都推向图书馆，毕竟图书馆不是自修室。我们是不存在这样现象，近半学生
考研，学校提供大量空调教室使用。”扣肉：“再说图书馆提供的自修室，数量
也不会太多。”
（6）朔州市图书馆李根求助信息的后续报道
悦览树：“……你走了，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在我们身边……。大家关注和关
心的山西朔州三岁烧伤女孩小奕泽，因伤情突然恶化，于 1 月 3 日晚九点三十分
左右不幸去世，她父母决定把孩子的眼角膜等器官捐赠社会，孩子的爷爷奶奶仍
旧在医院治疗，情况良好。感谢近两个月来关心帮助孩子的各界人士、图书馆界
同行。孩子虽然远去，但大爱永存，感天动地。愿天堂没有伤害，愿人世间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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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荡，正气长存。感谢感恩所有的好心人……。” 空谷幽兰：“生命的逝去心
伤，爱的传递这样动人。”
（7）新馆舍建设中库房应当放在什么位置？
小笨笨熊：“请问：我们准备要修新馆，库房建在什么位置较好呢？”扣肉：
“库房要有独立的空间就行了，因为空调和新风系统都是独立的。大面积使用门
禁系统，只会白花钱。”小笨笨熊：“是和阅览区在一起呢还是另外单独开辟地
方？怎样实现借阅藏咨一体呢?”阿喵：“是书库么，很重的。”小笨笨熊：“是
啊，书库还有几种，密集书库、特藏书库。”扣肉：“特藏只是资料性质。特藏
也可以放在密集架上。”阿喵：“密集书库可能只能放一层。楼都能压塌了。”
扣肉：“放在一层就要严防火灾水灾。因为我们去年就发过大水。”“这个问题
你还是要问专业的建筑设计师比较好。他们可能要考虑实地情况。”阿喵：“跟
他们说清楚，雨水不要倒灌进窗台。”小笨笨熊：“我们提了需求，设计师问我
们要怎样修，修在哪儿，我都搞糊涂了，到底是我们设计还是他们设计呀？”阿
喵：“一楼啊。真会压塌楼板的。好像国外的大学密集的都放地库之类。”小笨
笨熊：“嗯，谢谢各位老师，书库还是应该在一楼，确实太重了。”阿喵：“密
集的肯定要一楼，书库我们是八层的，也一层一层全满了，快要冒出来。”
（8）零借阅图书是怎么界定的？借阅量是如何统计的？
书图同归：“有些书尽管是零借阅，但不一定是零阅览，现在的剔旧制度还
是有待商榷的地方啊。”关婷*：“我们做过零借阅图书的推荐，效果还是很差。”
非：“零借阅怎么界定的？取得什么时间段？”闽农林*：“有些图书表面零借
阅，可是放在书架上经常有人看啊！”龙归凤隐：“所以借阅量下降也不能说完
全是坏事，只能看趋势。”关婷*：“零借阅怎么界定的？取得什么时间段？时
间段自己界定的，我们馆统计的是五年内没有被借过的。”关婷*：“我觉得现
在电子化那么厉害 纸质借阅量下降很正常啊。”闽农林*：“阅读推广，应该是
有目标地推广——目标人群不明确的阅读推广，我个人认为效果不可能太好。因
为受众不明确。”龙归凤隐：“这是一种趋势，没必要行业为了追求指标和社会
趋势硬抗。太累了。移动阅读电子阅读是大趋势，我们自己平时都适应这个习惯，
在工作上却要拉他们往回走，也不现实。”关婷*：“我们做阅读推荐的时候 都
会尽量附上电子版的。”非：“对活动的重视大于阅读本身。阅读推广推广的 就
是阅读，就应该内容为王，而不是活动搞得多么轰轰烈烈。”
关婷*：“求教各位一个问题：读者在馆内自由取阅且未借走的图书，算不
算‘借阅’？‘借阅量’是否=‘借出量’？”龙归凤隐：“借阅量现在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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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名词，借出去阅读的量吧，我这么理解。@关婷* 。”扣肉：“@关婷* 借
阅量一般指 ILS 里流通的统计。阅览的数字大多数馆可能压根也不记录系统。”
书图同归：“阅览量很难统计吧。”星星：“这种可以是纸质统计，手工统计。”
扣肉：“开架阅览的话，可能只有借助智能架才能统计。”书图同归：“谁从书
架上取了书，谁就发生了阅览行为。”扣肉：“开架的话，如果是智能架可以设
定一个时间，比如一本书被拿走了十分钟以上才被认为是发生了阅览行为。”龙
归凤隐：“这只是反映某一个趋势的一个指标。跟 GDP 一样。”扣肉：“借阅
量的话，一定要发生‘借’这个动作。”芝麻：“起码是利用资源了。”龙归凤
隐：“很多时候我们看中的是一个趋势和量的变化。”星星：“但是现在我们反
向思考，未来读者都戴上 vr 美瞳微型眼镜，自动记录，眨一下眼睛就能自动拍
照。现在有这样技术，2017 年智能手机有。”
1.8《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征稿启事及投稿问题

图片由碧海潮生提供

图片由 Sparks 提供

书图同归：“http://ztiii.zjlib.cn/noticeinfo.aspx?nid=545《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征稿启事。”
洋葱：“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发稿见刊快的图情类普通学术期刊？”
Sparks：
“估计都不快。都要 3-12 月不等。”洋葱：
“3 个月见刊的可以。”Sparks：
“情报探索，12 月录用，2017 刊在 2 期或者 3 期。”碧海潮生：“《图书馆研
究与工作》，一周左右时间。一般下个月就会出版，现在投稿预计三月份见刊。”
洋葱：“大神们，我这个小虾米现在着急想发一篇文章给普刊。”碧海潮生：“那
就发《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相对而言是最快的了。让核心刊物一老师帮我看了
他说我这篇发不了他们刊，发普通刊物没问题。”洋葱：“@碧海潮生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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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工作不是核心刊物吗？”碧海潮生：“不是，普刊。浙江图书馆主办，不
是天津那个，天津的是《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小鹿：“图书馆工作与研究是
核刊吧。还有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吗？没听说呢。”洋葱：“@碧海潮生 请问您
有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刊物的投稿联系方式吗？”Sparks：“这个是浙江的。”书
图同归：“每个核刊用稿标准不一样啊，不着急的话，可以多试试。”碧海潮生：
“他们是邮箱投稿，不收版面费。纸张和排版印刷还是不错的。今年七月转正式
出版，估计对稿件需求大，所以出刊快。”Sparks：“确定不要版面费吗。”碧
海潮生：“确定，投过两次都没收版面费。”书图同归：“我一直以为季刊用稿
量都会比较少，等待时间会更长的。”碧海潮生：“他们转正式出版了，现在是
月刊。”
系统消息：“ 竹西 分享文件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7 年第 1 期.pdf 下载。”
竹西：“《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7 年第 1 期，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碧海
潮生：“这么快就出来了？”海边：“151 期了?”竹西：“延续原来的内刊总
期数。”碧海潮生：“12 月投稿的文章三月能出么？谢谢。”竹西：“这个不
好确定，三审三校都要时间的，没那么快。”碧海潮生：“12 月中旬收到录用
通知的。”鐘大倌*：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估计接受稿子的数量要大幅增加了！。”
竹西：“比以前好多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小洋：“投稿多久有答复啊。”竹
西：“我们审稿周期一般 20 天到一个月左右。”海边：“本群也会有很多圕人
作者的。期待能进入 CSSCI 核心。”鐘大倌*：“不收版面费的良心期刊，下面
就是提高影响因子，提高被引。”竹西：“脚踏实地，仰望天空。”iceberg：“好
的，关注并投稿！”
1.9 在微信公众号中推送什么样的文章最受欢迎？
扣肉：“今年上班最后一天，我来发一个喜讯。昨天我在学校微信里发的一
篇文章，由于内容受到广大师生喜爱，大家纷纷转发。阅读转化率是 400%。意
味着，580 个读者里，平均每人又转发给四个好友，或者在朋友圈分享。现在阅
读数 12300 人。点赞 140 次。所以大家运营微信的，最关键还是要看内容是否贴
近大家。”碧海潮生：“应该发到本群供大家学习学习啊。”扣肉：“https://qy.
weixin.qq.com/cgi-bin/wap_getnewsmsg?action=get&__biz=MzA4OTQ1OTQ0Mw=
=&mixuin=MjI0NjI4Njg3MjAxOTUzMjA0Mg==&mid=10001373&idx=1&sn=a36f
25c5729ef4d126873e712bac7035 如何在论文中优雅地输入♯♭♮♩♪♫♬。”碧海潮
生：“很实用的帖子。”扣肉：“我感觉是破了我校微信目前的记录。大家可以
在阅读原文那里，链接到原文。”闲在心上：“@扣肉 谢谢含金量这么高的微
信。”闲在心上：“我是将网址复制过去的，可以吧？”扣肉：“可以。你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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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没问题再群发。只要大家能打开就行。”闲在心上：“我们馆的公众号
要书记审批的。”扣肉：“我觉得对这种新媒体进行言论管控，本身就是错误的。
尤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是高素质的。大家心里会知道，什么东西适合在图书馆
的微信发。你要说编辑会不小心写个错字，我觉得可能。要真发了什么不合时宜
的东西，还真不可能。”
非：“@扣肉 为什么不要自己搞微信号呢？”关婷*：“我们官微转发过几
次次我们的推文。”2014：
“我们学校官微关注的都不多。比我们图书馆还后搞。”
扣肉：“因为微信企业号有学校强制力量进行推广。”闽农林*：“@关婷* 我
们现在有专人负责此事。微信号的运行还是非常稳定的，各项活动也持续开展很
多年了！”关婷*：“我们官微也是比我们还迟申请微信 但由于他们人手充足 现
在搞得很不错。”2014：“我们的微信就我一人兼职搞。”扣肉：“而且说实话，
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抵达效果很差。”关婷*：“订阅号就我一人负责，下面带了
几个学生，遇上考试，都是我一人写推文，回复消息等啊。”扣肉：“尤其是订
阅号，基本等于没发。”2014：“学生都没有。领导说我不需要。”关婷*：“不
会呀 我们订阅号的阅读量都可以啊 。”关婷*：“按照杭图阮立的说法 只要阅
读量达到粉丝数的 10% 都算合格的 我们很多都达到了 但效果肯定没有服务号
好啊。”非：
“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不可能都是原创吧？那转载文章的时候怎么办？
有经费支持吗？”2014：“我都是原创呀。”2014：“不过服务号一个月发 4
次消息。”闽农林*：“@非 我们基本都是原创，与实际活动相对应！没有经费
支持！”扣肉：“我们的微信，现在做了自动催还。”2014：“微信图书馆至少
要具备查询馆藏、个人借阅情况和续借功能吧。”扣肉：“微信上续借的话，由
于涉及到 ILS 的接口，我现在没有做，但是各 ILS 厂商的话，有相应的程序可以
做。”海边：“我们可以直接在微信上续借预约。”扣肉：“一般是 ILS 厂商提
供这样的程序。”2014：“我们一直没有提供预约功能。”扣肉：“自己开发也
可以。如果你想要做 Sierra 的接口，应该可以到 iii 的网站上去看一下。他们
有一些 api 文档。”
1.10 如何查询引用文献数、被引次数?
海边：“有对 EI 数据库了解的同行吗问几个问题。1.EI 能查被引用数吗？2.
有通讯作者标引吗？”图谋：“EI 本身无法查被引，通常是 scopus 中查。”海
边：“CSSCI，有引用吗。”yz：“有。”海边：“不过，我还是在中国知网查
吧。感觉 CSSCI 的引用数字不如知网多。”iceberg：“@海边 知网里的引用包
括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的引用。”海边：“如果只算期刊引用，数字是不是比
CSSCI 大？因为 CSSCI 的刊源不如知网多啊。”图谋：“统计分析的数据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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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数据标引的质量、可检索字段等也不一样。”海边：“关键上面制造任务
的领导外行，没有明确的标准统一下面单位的数字统计方法。”图谋：“如果是
考虑检全、检准，那最好是综合数家的检索结果。百度学术搜索、Google 学术
搜素结果亦有较高参考价值。”海边：“没时间一一甄别引用文献了，不同的来
源肯定有重复。”图谋：“对于人文社科来讲，CSSCI 的检索结果，‘权威性’
较高。”海边：“引用数低啊。”图谋：“若单纯考虑被引量，百度学术搜索会
更客观。”海边：“明天看看任务书。”图谋：“检索效果，百度学术搜索做的
更给力。多数据源、同名作者等的识别，一目了然。”海边：“是的。”图谋：
“如果是学术著作，还可以参考读秀学术搜索的结果。CSSCI 的被引量，不就百
度学术上的吗。”图谋：“其中的情况很复杂。一定是不同的。因为其统计分析
的信息源、文献类型等是不一样的。百度学术中分析的‘出版物’有‘期刊’、
‘会议’两种。CSSCI 的被引文献包含有：期刊、图书、报纸、网址、会议文献、
学位论文等等。”“有些文献，参考文献的著录存在错误（这种情况，比例还不
低），计量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图谋：“那就看实际用途了。如果
是比较严肃的用途，我们通常建议选取比较过硬的，逐一列示。如果是填表式的，
告知是哪个或哪几个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仅供参考。”豆洪青*：“他引有三个
规则，说明他引定义是必要的。如果是报奖或啥的，一般做一张汇总表，具体检
索数据库及引用信息，作佐证材料。做这类东东还是要严谨，有据。曾经有人被
举报材料有问题，结果板子打在查新员身上。”图谋：“关于‘他引’，令我困
惑不已。”春丽：“@豆洪青* 做查新的还这么有风险。”图谋：“CNKI 里边，
‘他引次数’是指排除论文‘第一作者自引’（引用论文的第一作者与被引论文
的第一作者为同一人）后的被引次数。”豆洪青*：“本来是很清楚的，但上面
定政策的，列了三种。”图谋：“不少论文是有多位作者的。”豆洪青*：“忠
于事实，不作评价，一般没问题。”图谋：“合作者中任何一位引用合作的那篇，
均应视作‘自引’。”豆洪青*：“这是我们的理解。”海边：“对的。”豆洪
青*：“还有是排除第一作者，排除委托人两种。”海边：“知网跟 SCI 定义不
同。”豆洪青*：“所以我们站出的报告，对他引都作定义的。”春丽：“是@
豆洪* 我们这里也是。”图谋：“知网客户服务中心的博客.他引频次的查询技
巧.http://blog.sina.com.cn/s/blog_b659563f0102x02g.html。”豆洪青*：“同时写明
委托人核对过，因为同名同姓，简写等情况，查新员无法一一准确识别。” “sci
没有他引字段，虽然好多人利用系统来区分，但我从不用它系统来区别。”图谋：
“学科评估期间要求查找 SCI 收录论文的他引次数，我当时是按自己的理解做
的。碰到多人合作论文时，头大的很。”豆洪青*：“让老师们自已核对，或一
起核。”图谋：“我这边是学科办委托做。”豆洪青*：“我严禁查新员自个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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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海边：“我们只能跟科研处说限期内完不成。”图谋：“也就是不同论
文作者打交道，更头大。”海边：“为什么严禁？@豆洪青*。”豆洪青*：“没
关系，做好后让学科城学院核对。”图谋：“我能理解豆老师那边的做法。”海
边：“象我们发文量少的机构还好办，要是大型高校，量更大。”豆洪青*：“lou
s，lou sy，你认为是同人还是不同人?”图谋：“因为当事人会比较清楚，旁人
很多时候难以弄清楚。”豆洪青*：“是的，万一查新员搞错，还要被骂的。”
图谋：“有的人还可能有署名多个机构。署名不同机构的，可能是同一个人不同
时期、不同背景下的行为。”豆洪青*：“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图谋：“xx 重
点实验室、xx 研究所、xx 大学，甚至还有拼写错误的情况。”春丽：“明白了。
还有不写二级学院的。重名的更多。”豆洪青*：“如果学校硬要做，我会写个
事项情况说明，让他们领导，我们领导签字盖章。”海边：“周到。”豆洪青*：
“结果没人敢勉强我做。”海边：“我总是勉强接受。”春丽：“我们也是不得
不接受。”图谋：“利益攸关的时候，比较麻烦。尽可能避免受夹板气。有些学
校的科研激励政策，与他引次数挂钩。”春丽：“各学校激励政策不同，有的看
影响因子，ESI 高被引。”海边：“看 IF 最不科学。”春丽：“将影响因子加
起来比。很普通的现象。”图谋：“现在比中科院大类分区的也比较多了。各有
各的理。”春丽：“中科院分区也用，但也结合论文数量。中科院分区是什么时
候看大类？”海边：“它不太合适专业高校。”春丽：“我们好像医学刊看的类
别和非医学刊看的类别不一样。因为有大类和小类。”图谋：“各自有各自的政
策。”春丽：“这都是科研处学校定。”图谋：“强调大类的，通常是综合类或
多学科类搞平衡，利益均沾。”
1.11 图书馆的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
（1）相关文献信息推荐
yan：
“大家好，想咨询一下各个图书馆学科服务都具体怎么做的呢？cpulib*：
“可以到做的好的图书馆调研，这里估计谁也说不清。”tianart：“ 基于馆藏的
学科服务（资源建设）：比如教参系统，荐书系统。基于三大索引的本校学科分
析报告。基于各类基金项目的本校学科分析报告。信息素养系列培训。现在想到
的。@yan。”图谋：“其实麦子说的比较清楚，见群文件：美国高校图书馆的
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_邱葵.pdf。”
罗维*：“前天有位同行问如何做学科服务，我这里推荐一本书《大学图书
馆学科服务理论与实践》，蔡莉静主编，海洋出版社。ISBN 978-7-5027-9032-5。”
图谋：“蔡莉静主编. 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理论与实践.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5.01. 郭晶，余晓蔚主编. 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案例精选. 上海：上海交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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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 2014.05. 。孙坦，初景利主编. 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理论与方法.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04. 。”
图谋：“1998 年之后，国内高校图书馆界学科服务、学科馆员是热门话题。
其‘中心思想’是为了促进图书馆员的专业化发展，提升图书馆员的职业能力
与服务水平。学科服务是以用户为核心，主体通过学科馆员，依托图书馆和公共
信息资源，面向特定机构和用户，建立基于科研与教学、多方协同、面向一线用
户的一种新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机制，向用户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知识化的服务，
提升用户的信息能力，为教学科研提供有力的信息保障与支撑。清华大学图书馆
学科馆员工作职责：（1）深入了解对口院系的教学科研情况和发展动态，熟悉
该学科的文献资源分布。（2）参与对口学科的资源建设，提供参考意见；推动
对口院系与图书馆合作订购资源。（3）开办相关图书馆讲座，解答深度课题咨
询，逐步提高对口院系师生的信息素养。（4）深入院系，征求读者意见及信息
需求；与图书馆顾问密切合作。（5）编写、更新相关学科的读者参考资料，包
括学科服务网页、资源使用指南等。（6）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推广图书馆的资源
与服务，以提高文献资源利用效率，使读者更加关心图书馆建设。（7）试用、
评价、搜集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源。（8）为对口院系的重大课题提供文献层面的
特别帮助；与对口院系学术带头人建立联系。（各专业馆学科服务负责人的工作
职责根据各专业馆具体情况而有所调整）。”
（2）各馆学科服务经验交流
温情小*：“请教群里同仁作为一个专业的门外汉，如何能在段时间内明确
这个专业的学习路径?——具体点说，比如我想了解甚至想写学科服务方面的文
章，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能够获取比较权威准确的这一方面的经典或者有影响力
的著作？总不能通过看当当上的评价体系吧？文章不能仅仅就是看被引数和所
登刊物影响因子吧？如何能获取业界专业人士点评的可靠性专著或者文章？”
Sparks：“这个有难度，有些东西仁者见仁。”扣肉：“学科馆员，基本上还是
得有本专业的相关背景。对于专业不了解的人，去做学科馆员是很困难的。”小
洋：“@温情小胖猴 感觉还需要实践，看看论文写写文章出不来成果的。每个
学校情况不同，学科馆员的概念也很广泛，做到本校老师或者学生认可你就可以
啦。”图情人：“各位老师 有图书情报专业的做学科馆员的吗。”2014：“我
们馆就是图情专业的做学科馆员，不过我们没做什么深入的工作，本来也全部都
是兼职学科馆员，没有专门做这块工作的。”图情人：“我们也都是图情专业的，
刚开始做学科馆员这方面，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展。”
雨过天晴：“成为院系老师的项目组成员，然后提供一些资料收集服务，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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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配合老师们的项目写相关论文算不算‘学科服务’？”小丸子：“@雨过天晴
这个相当算了，你们还能配合写论文啊，好厉害。”雨过天晴：“@小丸子 我
个人这两年的一个尝试，不是单位安排的。”2014：“老师写论文都需要你们配
合了，应该是老师们认可了啊。”“我们这边以前学科馆员做的一些工作，人家
学科那边好象觉得并不需要。”雨过天晴：
“去年参加了美术学院老师的一个‘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项目，写了篇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方面的论
文。今年准备参加文学院一个老师的项目组，看看可不可以在‘阅读推广’上面
做文章。”图谋：“这是其他学科为图书馆学学科服务。”小丸子：“你参加老
师项目，主要为他们提供什么服务呢@雨过天晴 。”雨过天晴：“@小丸子 帮
她们收集相关资料，最主要是我琢磨她们项目和图书馆工作的关系，我自己尝试
写相关文章。”图情人：“很好的探索。感觉图书馆员应该是个万事通。”雨过
天晴：“@小丸子 去年刚刚开始尝试，还很不成熟，我也是摸索着干，个人行
为。刚刚看大家说学科服务，我突然就想到这算不算啊。”罗维尔：“今年我们
馆的阅读推广成果。”雨过天晴：“我自己主攻阅读疗法，和心理学老师现在也
打得火热。”“@tianart 加入院系老师的项目组，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思考图书馆
工作，做好服务；另一方面写的文章还可以帮助她们结题，比较受欢迎。”温
情小*：“@小洋 您可能的目标属于比较优秀的成果，我的初步目标是希望能有
一些一般的成果作为自己研究的动力和信心。不知道初期采用看论文偏理论层面
的努力是否可以达到这种初步目标？毕竟很多实践也是要看本馆具体实施条件
的？”温情小*：“@雨过天晴 天晴老师，想请教一下，你们加入老师的课题组，
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课题项目，那么这些努力是否对于你们利益诉求相关的内容有
助力呢？——比如对你的职称文章和职称评定？”水秀：“这是一定的。”夏天：
“图书馆业务其实也涉及了很多领域，当你在一个领域里做的时间长了，有自
己的想法以后，自然就可以写出来东西了。”水秀：“而且这应该是值得提倡的
学科馆员的服务方法。”雨过天晴：“@温情小胖猴 不知道，没有吧，这是我
个人行为，不过我觉得可以帮助自己思考。”温情小*：“@雨过天晴 天晴老师，
你是不是觉得即便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是你对此比较感兴趣，并且认为通过实践
能给你的本职研究带来开拓性视野？”水秀：“问题是现在很多图书馆人不能切
入进去。”罗维*：“能做学科服务的馆，不能说有很多大人物，也可以说卧虎
藏龙，人才济济。”温情小*：“@雨过天晴 天晴老师可能属于心态比较好，有
长远发展眼光的图书馆从业人员。”雨过天晴：“@温情小胖猴 根本没考虑利
害得失，就是想促进自己思考。”夏代：“@雨过天晴 请问你采取什么方式加
入院系科研课题组呢？”雨过天晴：“@夏代 听说人家要报项目，觉得这个题
目自己可以试一试，就毛遂自荐啊！”水秀：“帮助查资料，选重点核心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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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就是图书馆的业务服务。”温情小*：“@雨过天晴 否则，从现实角度来讲，
我们馆应该只有已经评上研究馆员的老师才有心情去做这个，反正从职称序列已
经到头，也不指望成名成家，更重要的是，有个研究馆员的‘虚名’，被服务学
科人员才能对你正视，否则的话更多的是排斥和不屑。”雨过天晴：“@温情小
胖猴 我没有想那么多，其实也是觉得好玩，只是囿于图书馆氛围有时候会闷。”
夏天：“上海交大图书馆馆长陈进教授曾说过要让学科馆员走出去。不要整天坐
办公室。”星辰：“职称能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综合实力，不服不行。”夏天：“其
实就是要加强和系部的联系。”夏代：“高级职称的很有些没去做学科馆员，因
为做不了。”印度阿三：“我们早就是全员聘任了，但有高级、中级和初级岗。”
夏代：“高级职称当然是大家的追求目标，永不会变。学科馆员不是很高级，但
是有的高级职称的做不了。”清凉桐影：“@夏代 不能拿以前的晋升标准和现
在的标准来衡量。还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制度合理一些。再说学科馆员
真正能做些什么，一直存疑。因为馆员学科方面做的再好也很难超越专业人员。”
夏代：“可是学科馆员的工作是有难度的，综合能力要求比较高。”张小懒*：
“说到学科服务，之前我们的学科馆员嵌入老师的课题组，的确帮着做了些事情
也得到肯定。后来，有大牛找过来，说是团队准备冲 nature 档次的刊物，希望我
们的学科馆员能嵌入服务。各位觉得，作为学科馆员，在这种需求下，能做什么
呢？”清凉桐影：“学科馆员嵌入课题组所做的那些事情，是不是掌握了检索技
巧的研究生，做的会更好一些呢。”张小懒*：“只有技巧没有经验和眼界呀，
懂专业的确是优势。”刘建*：“@清凉桐影 不仅需要掌握检索技巧，实际需要
对所服务的学科信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豆洪青*：“干嘛嵌入人家课题，要
想办法让人家给你课题。”张小懒*：“感觉学科服务里最大的困难就是好不容
易打开了局面但没办法做到团队期望的深度。”印度阿三：“从资料收集员到研
究参与员这个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我个人理解。”图谋：“也得量力而行。”
印度阿三：“如果有水平参加研究的话呢也不会在图书馆。”夏代：“以前院系
资料室的资料员就参与过老师的研究项目，帮助查资料等。”豆洪青*：“写一
篇论文要检索 n 次。”清凉桐影：“@刘建*

刘老师属于先搞专业，再学习图

书馆知识的。现在国内图书馆界像您这种情况占的比例太少，属于特例。”图林
颂：“@张小懒.CR2 ,大牛团队准备冲击 Nature 更 Science,嵌入式馆员要能提供
服务，首先英语是超级突出，帮助他们搜集相关国外相关课题研究最前瞻性资源，
这需要懂相关专业，资料搜集、汇总，甚至提炼，乃至能审阅论文更是锦上添花
大服务。”清凉桐影：“@图林颂 做到这种程度，可以当审稿专家了。”图谋：
“将军领军在前方攻城拔寨，在后方做个伙夫、运点粮草，也是一种参与。”水
秀：“所以还是要提升自己。”小丸子：“@张小懒.CR2 请问你们嵌入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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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着做什么事情了呢？”图林颂：“哈哈，我们图书馆界能提供这样服务，有这
样人才，这说明大牛也能真正依赖图书馆了。”清凉桐影：“与其说依赖图书馆，
不如说依赖图书馆购置的资源。”图谋：“依托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就更好了。”
图林颂：“现在资源是静止的，需要人才把资源变活，能让更多人用，让资源
最大发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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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员培训中的“软抵抗”成因及其对策
2017-1-3 12:14
摘编自：李金永.地方院校馆员培训中的“软抵抗”分析 .新世纪图书馆，2016
（10）:33-37. 原文全文： 地方院校馆员培训中的_软抵抗_分析_李金永.pdf 馆
员的职业成长是图书馆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馆员培训是推动馆员成长不可或缺
的实践活动。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的发展模式由资源驱动、规模驱动、技 ...
345 次阅读|没有评论
2016 年学术活动回顾
2017-1-2 19:35
2016 年是我个人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年份，特此简略回顾。 学术研究。2016
年我发表的论文只有一篇半。一篇是个人独立完成的，另半篇是与课题组成员密
切合作完成的。年初，连续 11 天，完成一篇稿子的撰写与投稿，这 11 天真是日
夜兼程，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卖命”了。这篇 ...
564 次阅读|没有评论
共建圕人堂，共享圕力量——圕人堂 QQ 群 2017 年新年献词
2016-12-31 19:59
共建圕人堂，共享圕力量 ——圕人堂 QQ 群 2017 年新年献词 图谋 不知不觉，
圕人堂将步入第 4 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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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次阅读|没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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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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31 日，圕人堂发布《共建圕人堂，共享圕力量——圕人
堂 QQ 群 2017 年新年献词》。2016 年，特别感谢推知信息、超星公司对圕人堂
的赞助！2017 年，推知信息将继续资助圕人堂，《圕人堂周讯》赞助单位将冠
名：推知信息、世界艺术鉴赏库。期待 2017 年：群策群力，共建圕人堂，共享
圕力量！谨向圕人堂全体成员，向关心、支持、参与圕人堂的建设与发展的各界
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2）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 月 1 日，图谋发放红包两次，每次 100
个（金额 100 元）。祝福圕人堂成员，新年吉祥，幸福安康！
（3）圕人堂成员竹西分享《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7 年第 1 期电子版，被
下载 60 余次。
（4）本周台湾高校图书馆同仁 Emmet YU 积极参与交流。台湾成员用繁体，
大陆成员最好用简体。因为整理周讯时，原则上均用简体，会增加周讯整理人的
工作量。圕人堂期待更多台湾同仁参与交流与分享！
（5）2017 年 1 月 6 日 14:00，群成员达 1869 人（活跃成员 488 人，占 26.11%），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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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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