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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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消息 

洞庭水手：“ http://www.yygy123.com/html/n522.html ，2016 年湖南省工业技

师学院（中南工业学校）招聘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老师两名湖南省工业技师学

院（中南工业学校）系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管的公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创办于 1974年，下设有机械工程系、安装工程系、电气信息工程系、经济管理

系、培训中心和产业部等六个系部，面向全国机械和石化行业开设有 12个专业，

座落在洞庭湖畔美丽的岳阳市区。” 

 

2）会议预报 

（1） 图书情报：“友情通知：由《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和中图学会联合举办

的徐州研讨会及项目申请写作培训班的报名截止时间更改为 5 月 10日，请大家

抓紧时间报名，谢谢！” 

图书情报：“会议征文截止时间也更改为 5月 10日，请想投稿的老师利用这段

时间，好好修改文章，争取获得好名次，能直接发表到我们的正刊，祝大家好运！” 

图书情报：“‘以出版的视角看图书馆，以图书馆的视角看出版’学术出版与图

书情报机构转型变革高层论坛暨《图书情报工作》创刊 60周年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6年 5月 30-31日在江苏徐州开元酒店（云龙湖畔）举行，承邀各位参加（学

生会议费减半）。会议拟演讲嘉宾有：吴建中，王世伟，杨沛超，初景利，李广

建，方卿，李月琳，孙坦，刘万国，邱均平等，还有来自施普林格、剑桥、超星、

人天等出版商的报告。详情请见：

http://www.lisjournal.net/tabid/1171/Default.aspx  。” 

（2）图谋：“2016 年‘第九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第一轮会议通知

http://www.tgw.cn/zxdt/201604081043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

员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河南

大学图书馆承办的‘第九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CFLMS — Creative 

Forum for Library Management and Service），将于 2016 年 10月在河南开

封市举办。” 

（3）图谋：“2016 年中国高校研究数据管理暨图书馆前沿技术论坛(IT4L)会议

http://www.yygy123.com/html/n522.html
http://www.lisjournal.net/tabid/1171/Default.aspx
http://www.tgw.cn/zxdt/20160408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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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http://www.tgw.cn/zxdt/201604121012 ‘中国高校图书馆研究数据管理推进

工作组’与上海市图书馆学会联合中国图书馆学会数字图书馆委员会，发起本

次‘研究数据管理与服务暨图书馆前沿技术论坛(IT4L)’，这是继‘云计算’、

‘关联数据’、‘移动应用’、‘大数据’、‘资源发现’、‘数字人文’和

‘资源服务’之后的第八届 IT4L会议。本次会议主题为‘治理数据，启迪智能’，

聚焦研究数据管理与数字人文的融合，突出图书馆前沿技术应用，将大数据、

关联数据、机器智能、语义网络、深度学习、公众科学等引入研究数据治理之

中，探寻启迪数据智能、获取数据价值和驱动科研创新的有效途径。欢迎业界

同仁积极参会研讨。” 

（4）小淘可可：“分享文件 12:39:23"知识链接会议通知.pdf" 下载。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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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于 2016年

9月召开第七届‘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学会交流会’，由华中师范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承办。特向国内图书情报界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征文。详情请见附件。

祝好 中信所知识链接会议组 2016-4-1。” 

（5）小肥羊：“我们馆将在星期三邀请北大朱强馆长来讲座，欢迎广东地区的

同行前来捧场，具体信息如下：关于举办‘新《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解读’

学术报告会的通知为适应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指导

和规范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教育部对 2002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修订）》进行了修订。修订之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于 2015年

12月印发。为进一步理解新规程的指导思想与内容，推动高校图书馆实践工作，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特邀请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研究馆员来穗举办专题报

告会。该报告会为华南图书情报论坛第三讲。报告会相关事项如下：一、报告会

主题新《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解读二、报告会主讲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朱强研究馆员三、报告会时间 2016年 4月 13日(星期三)上午：10：00-12：00

四、报告会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号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会议厅五、参

会报名方式请填写附件中参会回执发送到联系人邮箱（参会回执请于 2016年 4

月 11日下午 5点前发送）。联系人：孟老师联系邮箱：mzh@m.scnu.edu.cn 联

系电话：15521088288 注：会后将发继续教育证明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二〇一六

年四月六日。” 

 

3）信息分享 

http://www.tgw.cn/zxdt/2016041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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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冬暖阳：“【燕山星云】比读书更重要的是什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UzNjAxOA==&mid=424245348&idx=1

&sn=93276c6402a57f307e6d7a6339f52367&scene=23&srcid=0409Uolsd0dXq3AcS

LHv0v4q#rd 。” 

(2) 逄丽东：“海外 | 美国公共图书馆掀起“创客热” http://url.cn/2BK12UX， 

海外图情 | 美国公共图书馆：开动脑筋服务创客： http://url.cn/2KslanT 。” 

(3) z：“南京理工大学移动图书馆微电影《在路上》正式发布：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YxMjUzMw==&mid=206959411&idx=

1&sn=2ae26b84b4e378ef1fb99e25e6d4c541&scene=5#rd 。” 

(4) 图谋：“刘茲恒.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AxNTAyNA==&mid=2650590603&idx

=1&sn=721baa2d11512dfd56ca69d082450643&scene=0#wechat_redirect 。” 

(5) 惠*澈：“湖北三新文化微信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I4NDcwMQ==&mid=403769142&idx=1

&sn=b54036182489557cf4bc82cf0ffb13fd&scene=23&srcid=04101k5DRLFECQM

EGfJAGqy6#rd 。 

陕西科技大学： 

帮推 | 我校图书馆 2016年“阅读推广月”系列活动隆重来袭 

http://url.cn/2CGLXIE  

2016年“阅读推广月”活动安排： http://url.cn/2BwvcVt  

从“我”成长到“我们”————师生同读一本书《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http://url.cn/2D4QBhy 。” 

关于开展“家书抵万金”有奖征文活动的通知 http://url.cn/2KJaBiO 。” 

(6) 老玲子：“去新时代的图书馆？这里有全球 13 座最值一看的案例: 

http://url.cn/2DVYFaT 。” 

(7) 无忧树、惠*澈、内农大李、笨笨：“大学图书馆发展趋势与服务创新论坛

PPT分享：http://202.117.24.12/news.do?event=single&id=2228 。” 

(8) 瘦身娃娃：“抢鲜看！广州图书馆读书月期间将推 60余场活动：

http://lib.notefirst.com/conferencefund/19406/default.aspx 。” 

(9) 七色花：“我的豆瓣专栏 

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3329010/chapter/20280700/ 。” 

10)郑图-：“各位老师好，《CALIS通讯》2016 年第 2期（总第 7期）已经发布，

欢迎大家都提宝贵意见，踊跃投稿支持本刊，谢谢！ 链接： 

http://www.hy.calis.edu.cn/ebook7/online.htm （F11可全屏观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UzNjAxOA==&mid=424245348&idx=1&sn=93276c6402a57f307e6d7a6339f52367&scene=23&srcid=0409Uolsd0dXq3AcSLHv0v4q#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UzNjAxOA==&mid=424245348&idx=1&sn=93276c6402a57f307e6d7a6339f52367&scene=23&srcid=0409Uolsd0dXq3AcSLHv0v4q#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UzNjAxOA==&mid=424245348&idx=1&sn=93276c6402a57f307e6d7a6339f52367&scene=23&srcid=0409Uolsd0dXq3AcSLHv0v4q#rd
http://url.cn/2BK12UX
http://url.cn/2Kslan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YxMjUzMw==&mid=206959411&idx=1&sn=2ae26b84b4e378ef1fb99e25e6d4c541&scene=5#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YxMjUzMw==&mid=206959411&idx=1&sn=2ae26b84b4e378ef1fb99e25e6d4c541&scene=5#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AxNTAyNA==&mid=2650590603&idx=1&sn=721baa2d11512dfd56ca69d082450643&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AxNTAyNA==&mid=2650590603&idx=1&sn=721baa2d11512dfd56ca69d082450643&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I4NDcwMQ==&mid=403769142&idx=1&sn=b54036182489557cf4bc82cf0ffb13fd&scene=23&srcid=04101k5DRLFECQMEGfJAGqy6#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I4NDcwMQ==&mid=403769142&idx=1&sn=b54036182489557cf4bc82cf0ffb13fd&scene=23&srcid=04101k5DRLFECQMEGfJAGqy6#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I4NDcwMQ==&mid=403769142&idx=1&sn=b54036182489557cf4bc82cf0ffb13fd&scene=23&srcid=04101k5DRLFECQMEGfJAGqy6#rd
http://url.cn/2CGLXIE
http://url.cn/2BwvcVt
http://url.cn/2D4QBhy
http://url.cn/2KJaBiO
http://url.cn/2DVYFaT
http://202.117.24.12/news.do?event=single&id=2228
http://lib.notefirst.com/conferencefund/19406/default.aspx
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3329010/chapter/20280700/
http://www.hy.calis.edu.cn/ebook7/onlin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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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ee：“贵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校园读书天使’摄影大赛作品（陆续更

新）电脑版入口：http://user.qzone.qq.com/2335171838/photo/V11PUZ9H0iuXiB/；

手机版入口： 

http://mobile.qzone.qq.com/l?g=1526&g_f=2000000103&albumid=V11PUZ9H0iu

XiB&res_uin=2335171838&subtype=3&a=4 。” 

(12) 左书右网：“书讯：《中国阅读大辞典》（北京大学教授王余光、南京大

学教授徐雁联袂主编，朱永新先生作序推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4月精装

出版）于‘423世界读书日’前推出了。该书是 1993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

读书大辞典》之后，‘北王南徐’再度联手推出的又一部以‘阅读’为主题的重

要工具书。这本书从策划到成书我都有参与，可用‘厚重’二字概之。” 

（13）tianart：“2015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发布：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4/14/t20160414_10464466.shtml ” 

（14）图书馆论坛刘编分享文件：《图书馆论坛》严防不法分子进行诈骗的再次

申明.pdf 下载。 

图论坛刘编：“最近学术不端行为的管理措施不断出台，但学术圈的网络诈骗层

出不穷，江湖上不少哥们姐们上当受骗。为此，《图书馆论坛》再次发个申明，

请朋友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对待自己的稿件，唯有如此，方能免招损失。

江湖上听到的传言，受害者不仅有涉世未深的年轻朋友，也有资格老的长者朋友。

恳请朋友们一定要当心，多个心眼。” 

(15) 湘农图 分享文件 14:42:490245蔡淑娴 SCI刊源收录影响因子中科院分区

-邹慧玲.doc 下载。 

(16) 图方丈：“推荐一个不错的数据库：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源，可以

直接在线阅览文章,可以免费在线看完整全文: 

http://drm.lib.ntu.edu.tw/cgi-bin/db/browse.cgi 。” 

(17) 图谋：“图书馆报 2016年 04月 15日

http://m.xhsmb.com/20160415/edition_1.htm . 

学有所成实不易，命运缘何却无情——怀念同窗、图情博士苏小波: 

http://m.xhsmb.com/20160415/news_7_1.htm 。” 

（18）无忧树：“大学图书馆发展趋势与服务创新论坛”在钱学森图书馆隆重召

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g3MzI0Mw==&mid=405364039&idx=1

&sn=f5ae92abec12d2047f7d924931b0f290&scene=23&srcid=0415ehIyqehryIt0Czev

Ne5U#rd  。” 

无忧树：“《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史》首发仪式举行：

http://user.qzone.qq.com/2335171838/photo/V11PUZ9H0iuXiB/；手机版入口
http://user.qzone.qq.com/2335171838/photo/V11PUZ9H0iuXiB/；手机版入口
http://mobile.qzone.qq.com/l?g=1526&g_f=2000000103&albumid=V11PUZ9H0iuXiB&res_uin=2335171838&subtype=3&a=4
http://mobile.qzone.qq.com/l?g=1526&g_f=2000000103&albumid=V11PUZ9H0iuXiB&res_uin=2335171838&subtype=3&a=4
http://www.ce.cn/culture/gd/201604/14/t20160414_10464466.shtml
http://drm.lib.ntu.edu.tw/cgi-bin/db/browse.cgi
http://m.xhsmb.com/20160415/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60415/news_7_1.ht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g3MzI0Mw==&mid=405364039&idx=1&sn=f5ae92abec12d2047f7d924931b0f290&scene=23&srcid=0415ehIyqehryIt0CzevNe5U#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g3MzI0Mw==&mid=405364039&idx=1&sn=f5ae92abec12d2047f7d924931b0f290&scene=23&srcid=0415ehIyqehryIt0CzevNe5U#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g3MzI0Mw==&mid=405364039&idx=1&sn=f5ae92abec12d2047f7d924931b0f290&scene=23&srcid=0415ehIyqehryIt0CzevNe5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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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g3MzI0Mw==&mid=405364039&idx=4

&sn=a9f857e5122eae42dcd1468d800fb9b0&scene=23&srcid=0415vR1sI7jeYbfNIG

pNUf8w#rd  。” 

（19）芳草天涯：“e线速递 | 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开展 2016 年“全民阅读”

工作的通知： http://url.cn/2HxQqxH 。” 

（20）图谋：“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馆报《图书馆与读者》 

http://www.lib.tyut.edu.cn/webs/list/notice/96.html ，2013年创刊，每季出一期。” 

 

4）问题求助 

（1）生效的判决文书在哪里可以检索到？ 

虚怀若海：“生效的判决文书在哪里可以检索到？”顾健：

“http://www.court.gov.cn/zgcpwsw/。” 

虚怀若海：“中国裁判文书网？这里面是不是实时更新的，也就是不用到各个法

院网站去找了？”中原劲草：“北大法义或者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的那些数据库啊。”

虚怀若海：“要判决书。生效的判决书。” 

（2）有哪些好的图书推荐或出版社网站 

陽洸嗨滩：“2015 年及以后，有些什么好书了，请大家推荐一下哦。还有好的

出版社。我们马上买书了，想看看有什么好书。”鲲鹏展翅：“荐书堂 

http://www.book110.com/ ，我每次看这个网站推荐图书。”朗月孤舟：“图书情

报一些经典书都是 2015年前出版的。”鲲鹏展翅：“图书馆报

http://t.xhsmb.com/Special_41/Index.aspx ，人天的蔚蓝网，里面都有新书。”老

玲子：“了解图书信息，豆瓣网也可以参考。” 

（3）图书 CIP数据核字号在哪里查 

生清：“请问最新出版的图书‘CIP数据核字号’还能在哪里查吗？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官网上不能查近两年 

http://www.gapp.gov.cn/zongshu/serviceListcip.shtml?CIPNum=&ISBN=978988132

9073&Certificate=&PublishingUnit=&ValidateCode=YS2C 。”图谋：“直接用：

http://www.gapp.gov.cn/utils/cip_capub.shtml 。” 

（4） 哪个图书馆已做了创客空间 

Blind：“有没有哪位老师知道，国内外哪个少儿图书馆有做创客空间的？”

tianart：“@Blind 图书馆创客空间国内馆武大做了，其他没听说。国外儿童馆

在我关注的范围目前也没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g3MzI0Mw==&mid=405364039&idx=4&sn=a9f857e5122eae42dcd1468d800fb9b0&scene=23&srcid=0415vR1sI7jeYbfNIGpNUf8w#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g3MzI0Mw==&mid=405364039&idx=4&sn=a9f857e5122eae42dcd1468d800fb9b0&scene=23&srcid=0415vR1sI7jeYbfNIGpNUf8w#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g3MzI0Mw==&mid=405364039&idx=4&sn=a9f857e5122eae42dcd1468d800fb9b0&scene=23&srcid=0415vR1sI7jeYbfNIGpNUf8w#rd
http://url.cn/2HxQqxH
http://www.lib.tyut.edu.cn/webs/list/notice/96.html
http://www.court.gov.cn/zgcpwsw/
http://www.book110.com/
http://t.xhsmb.com/Special_41/Index.aspx
http://www.gapp.gov.cn/zongshu/serviceListcip.shtml?CIPNum=&ISBN=9789881329073&Certificate=&PublishingUnit=&ValidateCode=YS2C
http://www.gapp.gov.cn/zongshu/serviceListcip.shtml?CIPNum=&ISBN=9789881329073&Certificate=&PublishingUnit=&ValidateCode=YS2C
http://www.gapp.gov.cn/utils/cip_capu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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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基网站的检索词条不好用？ 

湘农图：“https://www.wikipedia.org/这个网址可以打开，但是检索词条却是

被封锁了。”Lee：“ http://www.chongbuluo.com/ 。从这里进，可以用中文维

基。” 

（6） 咨询政策信息如何查找？ 

晴天：“各位老师，我想问一下关于我国咨询业的国家政策在哪儿能找着？”

tianart：“@晴天 查查以前的论文与报道，关于总结中国咨询业的。印象里没

什么新政策，现在提智库，与咨询业有关。”晴天：“我也觉得智库与咨询业有

关。然后和图书馆联系起来。”安哥拉兔：“咨询的定义太大了，有管理咨询，

科技资讯，工程咨询，可能还有各个专业的咨询，你要弄明白是哪种。”晴天：

“按要求呢只是说让找咨询业的。”安哥拉兔：“哦，对了，图书馆还有参考咨

询。”tianart：“宏观政策。”晴天：“大体上的支持政策或者其他方面的。”

安哥拉兔：“ http://106.120.208.160:8080/BOOKS/019/14/DXYWPJD149985.pdf ，

这是我查到关于科技咨询的一个文件。”tianart：“中国咨询业整体发展已经

变味儿，比较新的相关政策从智库方面找吧。” 

（7） 笔记工具哪个好用 

天外飞仙：“大家平时是否有用一些笔记工具呀？有什么方便的能否介绍一下？”

温*雯：“印象笔记用过吗。”天外飞仙：“好像如果免费的话每月流量较少。”

后生：“我用的为知笔记。” 天外飞仙：“为知用过，感觉还好。” 

 （8）图书资料中级职称考试还考古代汉语和英语吗？ 

图方丈：“请教一下图书资料中级职称考试 今年是不是改革了呀 。湖北这边听

说还要考古代汉语和英语 （本科不能免试了）。”蜂鸟：“陕西不用考英语或

古汉语了。”Helen：“还是考试公平。”蜂鸟：“根据省人社厅《关于取消职

称古汉语考试的通知》（陕人社函〔2015〕233号）和《关于取消职称古汉语、

医古文考试后续相关工作的通知》（陕人社函〔2015〕615号）规定，从今年开

始，从事艺术、图书资料、群众文化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时，免于职称

外语（古汉语）考试。根据省人社厅《关于取消职称古汉语考试的通知》（陕人

社函〔2015〕233 号）和《关于取消职称古汉语、医古文考试后续相关工作的通

知》（陕人社函〔2015〕615号）规定，从今年开始，从事艺术、图书资料、群

众文化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时，免于职称外语（古汉语）考试。” 

蜂鸟：“关于报送 2015年度艺术图书资料群众文化系列中级职称评审材料的通

知：http://www.sxwht.gov.cn/20150831/100016731.html 。”小笨笨熊：“不用考

古汉语，英语还是要考的吧？”菠萝：“前几天刚考了职称外语。”小笨笨熊：

“这只是陕西省的规定，其他省的还是要考的。”图方丈：“湖北省图书资料考

http://www.chongbuluo.com/
http://106.120.208.160:8080/BOOKS/019/14/DXYWPJD149985.pdf
http://www.sxwht.gov.cn/20150831/1000167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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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评定由科技厅管 。” 

（9）Viewpoint Articles 和 Research Article 有什么区别 

annabel：“请教老师们，Viewpoint Articles 和 Research Article 的区别是

什么，这两类文章在国内都认可吗。”麦子：“@annabel，国内我不知道，前者

往往是一边的意见，比如我认为一胎化好。后者往往是综合研究，把一胎化和多

胎或不生都包括。个人觉得前者可以引用，但比较片面。”图谋：“Viewpoint

虽然不算 Scientific Article，但是也能为今后的科研带来益处。”麦子：“我

从没接触过科学类的。”图谋：“Nature 还有 Highlights等等类型的文献。” 

（10）信息共享空间方案 

洞庭水手：“信息共享空间方案 哪几家公司实力强？”安哥拉兔：“我就知道

杭州联创。上海做门禁的那个盛卡恩好像也在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其他的就不知

道了。”洞庭水手：“浙江大学 南开大学 上海交大 好像都是联创他们的。”

安哥拉兔：“搜了下，有个智华信也做这个：

http://www.zhihuaxin.com/zhx/rightDetail.jsp?headerID=3&leftID=61&rightID=464

814&headOperateId=0，中了南理工的标。不过最擅长做这块的，还是联创吧。” 

 

5)日常讨论 

（1）机构数据保存 

无忧树：“[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 

http://qxs.featurelib.libsou.com/ 。”hanna：“@无忧树请问，数据馆员对应机构

知识库开展工作，还是对应数字资产管理系统？”郑图-：“感觉和图书（信息）

的保存共享，整理二次利用永久存储问题都是图书馆应该考虑的问题，网络中心

做了谁做都行，举个例子 linux0.01版本，我估计网络中心不想存储吧，如果大

部分的历史数据网络中心不行存储吧，这些都是图书馆该考虑的问题。”郑图-：

“自己（指代图书馆）不转变观念没有做事情，不要说网络中心等机构钱多他们

做了，实际事情怎么做都是你争取的过程，有钱可以按有钱的方案做，没钱可以

按没有钱的方案做。” 

 

（2）跨专业考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 

雨滴项链：“我想考图书馆学（考研），但在选学校方面，有些迷茫，不知道有

人能否可以给我指点一下。” cpulib：“北大，武大。”无所谓：“跨专业的

啊。那要结合你自身的条件和实际要求。武大北大应该是最好，但是不知道适合

http://www.zhihuaxin.com/zhx/rightDetail.jsp?headerID=3&leftID=61&rightID=464814&headOperateId=0
http://www.zhihuaxin.com/zhx/rightDetail.jsp?headerID=3&leftID=61&rightID=464814&headOperateId=0
http://qxs.featurelib.libs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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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合你。”雨滴项链：“武大门槛高，感觉自己连出试都过不了。”无所谓：

“那其实北大也不低。看你的考试能力接近哪一个档次的。”伊丰：“南大，华

东理工也都可以。”河北工大安：“研究生没必要选那么好的吧太难了。如果不

是对研究特别感兴趣可以考专硕。”雨滴项链：“华东师大有图书馆学吗？我没

查到。”安哥拉兔：“上海好几个吧，上海大学也有的。”cpulib：“应该有。”

无所谓：“还要考虑到你自己的城市喜好。还有未来想发展的地方。”河北工大

安：“是啊。”安哥拉兔：“南京这边还有南农大。”雨滴项链：“我对图书馆

感兴趣，就想考学硕。”cpulib：“找个图书馆先干着。”河北工大安：“考虑

以后你的导师会给你多大支持。”无所谓：“太多了。很多都有。”雨滴项链：

“是的，南京理工大学也有。不知道怎么样。”cpulib：“南航也有。”印度阿

三：“大牛放多羊。”安哥拉兔：“南理工是情报吧……。” 雨滴项链：“我

现在大三。现在面临考研问题。自己也查了好多资料。但是信息不全。我是跨专

业考研。”cpulib：“南理工在经管院。”伊丰：“南农还可以，相对好考一些。”

cpulib：“我有同学在那。”印度阿三：“先找工作吧，钟情于学术除外。”伊

丰：“东南也有。”印度阿三：“中大，华南师大。”无所谓：“你先把你喜欢

的几个拿出来大家给你一些意见。”伊丰：“@雨滴项链你现在哪个城市。”雨

滴项链：“我本科学的是文化产业管理，不好找工作。就想考研。”cpulib：“第

一次听说这个专业。”雨滴项链：“河南信阳。”cpulib：“考古？”雨滴项链：

“好多人都没听过这个专业。”伊丰：“那你还要考虑专业方向，好多人刚才说

的不是图书馆学，是情报学或者商业情报。比如河海，南理工。一般叫信息资源

管理。”印度阿三：“新开的吧？”cpulib：“情报学也进图书馆，我就是。”

雨滴项链：“我就想考图书馆学，不考情报学。”伊丰：“啥专业都可以进图书

馆，两回事。”伊丰：“那就是武大北大南大最好。”cpulib：“图书情报是一

家。”雨滴项链：“有的学校对情报学有计算机方面的要求。”伊丰：“@cpulib200，

专业课不一样的。”雨滴项链：“是的，专业参考书有区别。”伊丰：“南大吧。”

安哥拉兔：“南大的专业硕士吧。容易点。”伊丰：“专业硕士没有学历吧。只

有学位。”安哥拉兔：“也是正式考试，脱产学习，应该有的。不是以前那种研

究生学历班了。”cpulib：“都有学位。”印度阿三：“人家说了要考学硕。”

河北工大安：“河北大学。”cpulib：“考试分数差别大。”雨滴项链：“南大，

上大，中大，华中师范大学，这四个学校的图书馆学怎么样，哪个招的人多（不

包括推免生），容易考一些。”cpulib：“一般专硕跟企业挂钩。”安哥拉兔：

“学术硕士不容易。”河北工大安：“我的母校也挺好的。学术氛围很浓。河大。”

cpulib：“但专硕就业好些，如果学校运作的好。我们专硕直接与企业联合培养。”

无所谓：“从学历角度看，专硕和学硕都一样。”雨滴项链：“前辈们，能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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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下上面四个学校吗？”cpulib：“看在哪就业，南大在南京还是可以的。”

无所谓：“在广东就中大了。”安哥拉兔：“南大的比例低啊，这是今年的名单： 

http://im.nju.edu.cn/content.do?mid=3&mmid=31&pid=0cf138ad-97cb-11e4-a3c2-40

a8f01ece83&cid=d1e60534-f243-11e5-bb5c-40a8f01ece83 。”cpulib：“导师相

对熟悉南京高校。”伊丰：“中大南大都不好考。”印度阿三：“中大好考的说。”

安哥拉兔：“学术硕士名单人少，说明基本都是免试的。”伊丰：“我觉得安徽

大学好考。” cpulib：“不过现在图书馆招图书馆学的很少。这个专业太窄。

情报学面广。”印度阿三：“其实这个专业很好考，专业课考高分一点就行了。”

雨滴项链：“南大这 5 个人都是免试的吗？”cpulib：“文科的东西。”安哥拉

兔：“估计不是，我印象中以前图书馆学一届能有十几到二十左右。说明绝大多

数都是免试的了。”印度阿三：“考个第一就行了。”cpulib：“保研的太多了。

还有外校保进。”安哥拉兔：“情报学相对更多，三四十个？南大学情报的比图

书馆学多啊。”无所谓：“现在学硕的数量应该是下降了吧。学硕和专硕可以相

应的调比例。”cpulib：“一般都是情报多于图书。”安哥拉兔：“从找工作的

角度来说，其实档案更好一点。尤其最近几年。”无所谓：“@安哥拉兔说的是

对的。”安哥拉兔：“尤其在考公务员的角度来说。有的公务员岗位是要档案专

业的。”cpulib：“先看看今年图书馆学招聘信息。”印度阿三：“是的，就业

市场上档案学好一点。”安哥拉兔：“我认识好几个学档案的都在学校档案馆里，

进高校还是容易的。”雨滴项链：“南大情报学对计算机方面有要求吗？”安哥

拉兔：“南大……,情报学初创的时候，是从计算机系分流出来的，你说呢？”

雨滴项链：“上海大学图书馆学怎么样。”cpulib：“安大，南农一般的试试。”

安哥拉兔：“要考某个专业的话，看看考试的参考书就知道具体要求了。”印度

阿三：“那就免了吧，即使考上专业课也很辛苦。”无所谓：“要是怕计算机，

可以报图书馆学。”雨滴项链：“是的。我就是想报图书馆学的。”伊丰：“南

大的情报学不错的，看导师，沈固朝很厉害的。”安哥拉兔：“上海大学应该还

行吧。”cpulib：“南大有长江学者。”印度阿三：“文科没什么决窍，把参考

书背下来，找前几次的试卷参考一下，基本上就 OK了。”伊丰：“楼上说的安

大南农相对好考一些。”雨滴项链：“南大图书馆学 4本。”无所谓：“情报学

南大的不太好考，感觉对于雨滴来说还是难了点。”伊丰：“不好考@无所谓。”

无所谓：“她又不太喜欢计算机，那就应该尽量避开，最好是图书馆学。”无所

谓：“她自己也喜欢图书馆的。”cpulib：“可惜我导师带情报学。”雨滴项链：

“不是不喜欢，就是这方面自己差。”安哥拉兔：“南大的比例低。免试的太多，

比如南大本科生如果愿意去边疆支边一年，可以免试上硕士的。”cpulib：“现

在好学校免试比例一半以上呢。”无所谓：“信阳想离家近。郑大图书馆学也是

http://im.nju.edu.cn/content.do?mid=3&mmid=31&pid=0cf138ad-97cb-11e4-a3c2-40a8f01ece83&cid=d1e60534-f243-11e5-bb5c-40a8f01ece83
http://im.nju.edu.cn/content.do?mid=3&mmid=31&pid=0cf138ad-97cb-11e4-a3c2-40a8f01ece83&cid=d1e60534-f243-11e5-bb5c-40a8f01ece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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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错的选择。”cpulib：“而且学校互相保。”雨滴项链：“离家远也无所

谓。”印度阿三：“这么多免试的。，我们那时候怎么没那么好的事。”cpulib：

“是的。”印度阿三：“中大吧，这边好找工作。”雨滴项链：“我不想待在河

南了。”伊丰：“河南就一个郑大 211。” cpulib：“不过现在东部高校图书

馆进人很有限。尤其图书馆。”无所谓：“如果是广东，就是印度阿三说的，选

中大。如果是上海，那就华东师大，南大对你来说太难了。”雨滴项链：“上海

大学怎么样？好考吗？”cpulib：“最近很牛。不是据说合并二军大嘛。”雨滴

项链：“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一般要考多少分才能进复试。”安哥拉兔：“可以选

中自己将来要发展的城市，再找相关的院校。仔细研究专业。不要指望四处开花。”

tianart：“想来冀发展，那就河北大学。”cpulib：“是的，图书馆就业有地

域性。”伊丰：“南大就业问题不大。”无所谓：“现在说考多少分没意义，每

年的题难度都不一样，算分都会有权重。”印度阿三：“还是考虑一下就业吧，

最终还是得工作。”无所谓：“你就干掉多少名就行了。”cpulib：“南大牛人

多。”雨滴项链：“我想考南大，但是感觉太难。”cpulib：“在职读博士大多

都南大。”印度阿三：“说了考第一就行了。”安哥拉兔：“南大不容易。”伊

丰：“南大都是牛人导师，安排弟子就业没太大问题。”雨滴项链：“我跨专业

想考第一太难。”cpulib：“好像南京图书馆界跟南大关系很近，很多都是直接，

间接是南大学生。”伊丰：“江苏高校 140+。”无所谓：“这里的应该算是这

个学科大家给你信息比较全的地方了。”印度阿三：“她跨专业有点难，没熟人

问，也没在这个专业混过，对学界也不熟。”无所谓：“这就比较麻烦了。其实

大家给你的意见都很中肯，基本上是合理的，你没有学科背景，你的感受和判断

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先看看你考试能力有多强。如果英语政治不成问题，图书

馆学的学起来也很快。”tianart：“@雨滴项链图情界的大牛，你欣赏谁，喜欢

谁的研究？还是先保证最好考的。” 二水：“@雨滴项链图书馆学一般不考高数，

情报学要考高数。” 左右：“最好你能联系上想考学校的学长学姐，研招办的

老师一般都很忙，可能没耐心解释的，当然也不排除有很负责的老师。华东师大

专硕也不错，关键看导师，人脉广的话找工作能帮忙说上话。专硕比学硕好考多

了，认真准备机会还是很多的，找工作二者区别不大，专硕一般两年，学硕三年，

从找工作角度专硕更划算，不过学硕的奖学金机会可能会多一些。” 

 

（3）在职读博申请 

井水：“是不是在职申请只有武大一个可以选择了？图情专业。”cpulib：“南

农也有在职博士，不过得排队。”印度阿三：“很佩服读博士的人。”井水：“我

说的不是在职博士！现在不是有在职申请博士学位！没有博士学历的那种。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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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论文答辩。”安哥拉兔：“那种在职申请博士学位的，好像只听说武大有的。

现在有没有就不知道了。”图谋：“中山大学也有，但有诸多前提条件。”小白

兔：“怎么在职申请博士学位？请教。”图谋：“南开大学好像也有。申请考核

制。”tianart：“@小白兔看你申请的学校要求。另外，还有你本单位的规定。”

井水：“前提条件是否是 3篇核心其中一篇为 SSCI或者中图，1个省级奖项、

主持过国家项目？”井水：“武大好像是这个条件。”cpulib：“估计有这个条

件都不要读了。”印度阿三：“直接高级了。”cpulib：“直接正高了。破格去。”

图谋：“各校要求不一，但肯定门槛不低。”安哥拉兔：“我记得那时去申请武

大这个学位的很多是硕导甚至博导。”井水：“对呀！想转教师必须要这个博士

学位。”图谋：“教授上博士的并不少。”安哥拉兔：“我知道一个博导去申请

的。”tianart：“还有提拔时也要博士学位。”二水：“@小白兔在职申请博士

学位和申请考核制是两个概念。”小白兔：“主持过国家项目，问题是不是博士

貌似不能申请国家级课题吧。”井水：“图谋说的对！找到！武大确切要求了：

申请人应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管理等领域做出突出成绩，在所申请学位的

学科领域独立发表过 4篇以上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或者出版过高水平的专著。其

学术论文，人文社科类必须有一篇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理、工、医科类必须有一

篇被 SCI/EI/ISTP 三大检索收录。其学术研究成果、专利和管理方面至少有一项

获得省部级奖励。[这是]同等学力申请授予博士学位的规定。” 小白兔：“现

在还只主持过校级。”井水：“我刚才咨询的省图书馆学会、社科信息学会、情

报学会类项目即使不是自筹的是不是一般高校也认定为横向课题呀。”Helen：

“还有在职博士可以申请吗？几年前找了几个学校都要脱产的。不敢脱产啊，怕

出来就找不到工作了。” 

 

（4）微信的订阅号与服务号 

河北工大安：“哪位老师对汇文比较熟。忽悠我们把微信的订阅号改成服务号。

因为微信要和汇文挂接说必须要生成服务号。”中央音王：“这个是肯定的。汇

文的应该不错了。服务号和订阅号的区别他肯定给你讲了。”Arwen：“我们学

校两个号都有订阅号和服务号。”中央音王：“服务号有很多功能。订阅号很多

接口都不支持的。”河北工大安：“可是我问别的馆说订阅号也可以。但我们的

技术水平达不到。本来订阅号做的挺好的。一下改成服务号了。”中央音王：“那

得看你要求什么样的接口。”中央音王：“对于你来说，实际变化，不就是能群

发的数量变少了么。”河北工大安：“不是。”中央音王：“那是什么？”河北

工大安：“现在说自定义回复都不能实现。”中央音王：“自定义回复，服务号

和订阅号都可以的。但是当你接入了自定义接口，就必须使用接口返回。”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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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安：“他说和他们挂接后就不行了。”中央音王：“对，这个有可能。但是

他们应该可以将你的需求，转化为菜单。”河北工大安：“您说的是自定义菜单

还是回复？”中央音王：“自定义菜单，这个没问题的。应该不影响。”河北工

大安：“那我不是要一直换菜单。”中央音王：“干嘛要换菜单。”河北工大安：

“看需求啊。”中央音王：“这个应该不会。汇文的产品很成熟了。”河北工大

安：“但他们的工程师真是……一直从我们身上找原因。”中央音王：“这个属

于双方沟通不畅的问题。客户经理要负责的。”中央音王：“汇文当时有没有承

诺你，可以做图书催还。从微信催还。”河北工大安：“好像有。”中央音王：

“这个实际上是最核心的功能。”河北工大安：“微信这部分费用我们付了。每

次借书倒是会发信息。”中央音王：“OPAC转成微信查询，这都不是大事。借

书通知，意义不大。因为学生本身就是知道的。能催还才是关键。”中央音王：

“我们就没有打算上微信，因为学校的图书馆，有固定的读者群。我们以后都挂

在企业号上。”河北工大安：“里面有个荐购我想要是来了书谁荐购的自动给个

信息。他说不归他们管。”中央音王：“荐购的问题，我估计是程序实现不了。

因为读者的荐购信息，都很模糊的。很多既没有 ISBN，题名和作者也不一定准

确。”河北工大安：“荐购时显示馆藏有没有也不行。荐购扫码只是把书号扫在

微信上，所有信息还得自己填。”中央音王：“我们对于荐购，都要求读者提供

购买渠道。比如京东或当当的购买链接。或者对应出版社的信息。后期采购部人

工整理。我们现在走的是教授邀请制的馆藏建设。我们邀请一批教授，定期开书

单。按理说应该是学术委员会的事情，但是他们办公室懒得管。”cpulib：“能

调动教授也是件难得事。”中央音王：“我们就要来学术委员会的人名单，确实

是在教学第一线有经验的，我们列入教授咨询的范围。一天到晚在家里，与一线

教学脱节的教授，我们馆长说不考虑。”kaNig*：“@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安，

微信荐购，你说的问题我们解决了。”闽南师大吴：“@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安，

你是升级服务号的时候才接汇文的接口还是订阅号的时候就接了。”河北工大安：

“他们忽悠我们这的技术部生成服务号后才接的汇文。按说公众号和我的微信连

着呢，可升服务号时居然没经过我授权就做了。”闽南师大吴：“如果你原来的

自定义菜单和自动回复是在微信官方平台上设的，那换成开发模式就是都要重新

设的，不管订阅号还是服务号都一样。微信扫码荐购与馆藏挂接的问题，汇文技

术上应该是能够实现，是不是你交流交流对象不熟悉这一块啊？那是都要重新

做，只要决定改成开发模式，自动回复就都要重来一遍。”河北工大安：“不是

不能重来。他们说就不能设自动回复了。”闽南师大吴：“那可能是升服务号只

要登陆公众号就可以。我们平时开发模式改设置就都要管理员微信扫码才行。那

你要找他们，不可能不能设，这是最基本的功能了。微信扫码荐购，我们刚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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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做的，我刚随手拿本小朋友的书扫码，也能调用到数据。你可以进我们微信测

试一下。”中央音王：“ISBN可以调亚马逊或京东的信息。”中央音王：“也

或许是在后台调的 CALIS。” 

 

（5）图书馆馆藏政策与空间问题 

北纬 40：“请问要想了解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馆藏政策和战略规划怎样可以找到

比较全面的？”麦子：“这个哈佛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他们是相当混乱的境地，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尴尬。一两句话说不清，但结论是：不值得模仿。另外，回答

你这个问题，先要回答一个很麻烦的定义：什么是哈佛图书馆？”印度阿三：“老

美的大学有好多个图书馆，也许每个校区或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所以很难定

义，或许都没有统一的叫法。而且好多以捐建人命名的，听起来昏乎乎的。@麦

子对么？”麦子：”@印度阿三，哈佛的问题是你说的情况放大很多很多倍。尽

管它有90个图书馆，但‘图书馆’可以管理的系统大概是 3-4个: widener, Lamont

等，就是主馆和本科馆等，其他大多各自为政。另外就是 widener，他们有太多

的，比如三、四百个是起码的长期基金，而每个都是有不同的用途的，绝对不可

逾越。所以，在图书馆方面，哈佛就是个恐龙。不过我挺喜欢那些古老而厚重安

静的图书馆。现在在交流和学的，都是一些很小，根本名不经转的学校的一些具

体别致的做法。”gaozy：“我觉得这和文化有关。如美国文化突出个体，更加

务实。我们追求的是统一、和谐，像榜样靠拢。”gaozy：”@印度阿三，，我也

觉得厚重感的图书馆挺好，他们应该也在求变，所以空间再造？”麦子：”@印

度阿三，，现在强调个人家居式的阅读空间，那种一本正经的端坐设计，很难吸

引读者。强调隔离，和空间的综合利用。”印度阿三：“家居式阅读不错，都弄

成自家书房，来去自由，高谈阔论，但也是公共场所。”麦子：“你们说的没错，

我也喜欢过去那种，但现在时代变了。”印度阿三：“是，但现在奇怪的一边强

调空间转型，一方面又大规模采购纸质书，没地方放，好难搞。”gaozy：“国

内都尝试 pda了。”麦子：“印度阿三这个问题绝对是中国特色，包括很多国家

层面的决定的矛盾之处。”印度阿三：“也算是大变化吧，时代在挟持人转变。” 

gaozy：“我们要变，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阅读空间设计确实是需要更多转变。

希望公共和私密能有更好的平衡。” 印度阿三：“似乎没有比较成功的例子，

公共与私密平衡，个性化的话利用不高。” 麦子：”@印度阿三，我们图书馆的

阅读空间多，而且舒服，所以没有更舒服的，人不来。” 印度阿三：“是的呢，

空间转型中图书馆凭什么吸引人进门，这是个大问题。” 

 

（6）视听资料的数字化工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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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王：“我们馆长就一直在想，以后要少买 CD。转而购买在线视听服务。

订阅的东西。”麦子：“@中央音王，这个问题展开说，又会变得较复杂。对一

般图书馆，绝对是。但如果你是中央音乐学院，就不仅仅是，否则眼光有点短。”

中央音王：“主要是考虑到经济问题。因为 CD本身的寿命有限。盘片本身的质

量越来越差。”麦子：”@中央音王，这只是一个部分，你没有想到我想到的。

而且这是托词。关键是：你是不是要建成中国最大的音乐收藏？还是服务一下，

有点古典音乐听听就好了。”中央音王：“不是啊。因为没钱，以后也没钱。而

且，我也不对外。我能把师生的教学服务好就不错了。”gaozy：“王鹏，我这

方面不熟悉，我觉得数字资产化，比 CD 会不会更好发挥作用呢。”麦子：”@

中央音王，我的顾虑是特别东西是没有 streaming。”印度阿三：“听起来中央

级别的应该不差钱吧。”中央音王：“问题我们学生少啊。学生少的学校，经费

就少。”gaozy：“搞精英教育。却又缺乏经费来源，这和规模产生效益冲突了，

麻烦。”麦子：”@中央音王，搞音乐的没钱，即使有，估计是老公的钱，没法

捐给学校。”中央音王：“我们现在的思路是，把我们独有的东西做好。因为别

的更有钱的学校和图书馆，他们可能也会做一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是我们独

有。”麦子：”@中央音王，那还是应该有 cd,另外，把这些东西数字化（不流

通）。”中央音王：“我们馆长就是考虑到数字化本身的成本太高。”麦子：“先

以不流通的方式数字化，版权问题以后再说。”中央音王：“不是版权的问题。

是因为馆员人数少，干不过来，所以只能聘外包公司来进行数字化。这成本就上

去了。”gaozy：“这种载体类型本身就比较复杂，鸡肋一般。”中央音王：“归

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当然外包公司本身有很多高级的设备。我们买了也不合算。

比如 VHS 录像带转制成 DVD。这设备很复杂。外包公司都用的是电视台级别的编

辑机。”麦子：“你们这个情况倒是有意思。”gaozy：“服务中一切的问题都

是钱的问题。怎么在有限经费下最大化收益，这就让专家和馆长去想吧。”麦子：

“可否直接数据化，转 DVD不是好办法。”中央音王：“这个肯定的，我就是举

个例子，有数字化的文件，DVD是为了方便流通。”麦子：“为什么不用一般的，

我们有几个，就几百块钱一个。你还不是拿来流通？”中央音王：“我们不想用

一般的啊。目的不仅仅是流通。”印度阿三：“你的荷包不支持你的想法。”麦

子：“另外有副本不流通？”中央音王：“因为我一次数字化后，还能供给我的

数字资产管理系统，放网站上给读者看。以前建的点播系统。录像带跟扫描仪一

样，你想要多清楚就能多清楚。当然有的时候确实受到实物的状况限制。比如我

们以前扫描的乐谱，那时候只有 100dpi。现在就觉得根本不行。还有我们很多

珍贵的教授手稿原件现在也在等着数字化。”麦子：“你这个分享很有意思，谢

谢。”gaozy：“这类东西还是留给历史来解决的好。现有的任何方式从以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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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都是有问题的。技术太快。”麦子：“你们这个有意思。”中央音王：“当

然这是馆长的想法，都数字化。我个人是觉得手稿这个东西，即便他很珍贵，也

不具有什么学术参考价值可以值得数字化的。现在做数字化了以后，就只能是等

着这个人变成什么什么家，出名了，我就弄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印度阿三：“错，

作者成名之后就猛了。”麦子：“也不是。就要决定内容和实物中哪个更重要。”

gaozy：“其实就是数字资产化，但目前没有完美解决方案。也不是钱的事。”

中央音王：“因为他们的这些东西，应该已经出版了。有现成的书。这手稿只是

很珍贵而已。但是你要说他有什么实际的价值，还真没有。”印度阿三：“现在

你要收个名人手稿原件什么的就好了，眼光放远点，百十年之后呢。”麦子：“那

样的话，实物（比如拍卖价值，更高。数字化就不必优先了。”中央音王：“我

们的这些东西缺点就在于，它不具有炫耀的价值。比如红色娘子军。这个剧的作

曲家手稿，你说有啥用。没有用。”gaozy：“要从历史文物的角度去看，从保

存的角度。”中央音王：“对，就是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值得

保存。”麦子：“保存就可，不必做什么，档案一般。”印度阿三：“保存好吧，

至于有没有用，留与后人吧。”中央音王：“但是谁也说不出究竟有什么实际用

处。”麦子：“未来的用途现在很难说。”gaozy：“历史资料，艺术代表性不

是现在能懂得。”中央音王：“我们去年斥资六百万买了一百多箱巴赫的有关文

献。据说还有 19 世纪的书籍，是全新的。” 麦子：“钱真多啊，600万可以做

很多事了。”中央音王：“因为人少，就得找省事实际的办法。可能在我的推动

下，我们是全国首先给学位论文申请 DOI 的。”印度阿三：“人呢会变的，技术

派看不懂文人派的东西正常，反过来也一样。”中央音王：“一般 DOI 都是期刊

申请比较多。”gaozy：“哈哈。一件事情暂时没人做，有两个原因，一是确实

创新，引领潮流，开创性。二是毫无意义，大家不愿意去做。”中央音王：“我

们是有把学位论文提要出汇编的现实诉求。馆长指示要在每一篇论文旁边印二维

码，扫一下就能看。那这个解决方案，只能是 DOI这种终身标识。”图谋：“学

位论文申请 DOI，其实有个问题。学位论文属于灰色文献范畴，它与期刊文献的

地位是不一样的。我比较好奇的是，这块当前这么做的多么？”中央音王：“万

方给我反馈的是，很少。我们的学报，电子出版被知网不知道以什么授权方式独

家垄断。然后知网自己注册了他们前缀的 DOI。这件事其实我是很恼火的，但是

由于学报跟图书馆属于不同的部门，我们不好说什么。而且我们学校学报对于数

字权利保护来说，一点都不关心。可以说完全不懂。”图谋：“通常应该是有授

权的。还是因为处于边缘地位，生存不易。很多学术期刊，处于这种境地。”中

央音王：“我们的学报，问题倒是不大，毕竟音乐类我们是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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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图书馆建筑与资源利用 

图谋：“张伟伟.太原科技大学的柱式建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47068-968558.html , 图片来源：

http://lib.tyust.edu.cn/Browse/ArticleView/ArticleInfo.aspx?ID=1000290000000001

32 , 

http://lib.tyust.edu.cn/Browse/ArticleView/ArticleInfo.aspx?ID=1000290000000001

22 。太原科技大学图书馆于 2003年 10 月建成投入使用，建筑面积 16000平方

米。图书馆建筑仿欧式风格，建筑古朴典雅，环境舒适宁静。”linda：“这么

漂亮的图书馆，不知道学校有没有做过调研：院系老师一年最多去几次？现在

很多图书馆院系老师一年也不会去一次，书也很少借，图书馆的传统资源都成

了摆设，很多新书从上架到剔除都没有人借阅过。”图谋：“linda提出的这

个问题，我这两天也有所思考。当前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发生了改变。资源构

成由数字资源及印刷型资源构成，前者所占比重愈来愈大；服务分为到馆服务

与非到馆服务（网络服务）。教师用户主要是通过网络利用图书馆；学生用户

利用图书馆方式包括网络利用及实体利用。教师用户确实没多大必要进行实体

利用（到物理形态的图书馆），因为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基本可以通过网络

获取。印刷型馆藏的存储与利用，当前确实是问题。数字馆藏的管理（采购、

存取等）与服务同样问题重重。当前所谓‘数字馆藏’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在

图书馆掌控范围内的比重非常小，主要是通过采购方式获取机构用户使用权，

近年多种重要数字资源价格飞涨，因‘用不起’或停或砍，一旦停了或砍了，

发现‘曾经拥有’几成了过眼云烟。”cpulib：“社会发展的趋势，好比现在

的实体书店一样，书还是继续被利用，只不过获取途径改变了，图书馆也一样，

馆藏资源应该比以往创造更大价值，只不过不好衡量罢了。”图谋：“变革中，

如何找准位置，还确实是问题。”cpulib：“虽然图书馆看不到老师，但是他

们也离不开图书馆。去年寒假我们服务器出问题了，结果很多老师都急死了，

闹到校长那边去了。”图谋：“图书馆这一行，资源优势日渐式微，人员方面

由于核心业务外包等因素，似乎已然是可有可无。”tianart：“图书馆应该是

存储的资源为基础，对大数据的利用与分析。”瘦身娃娃：“什么服务器让老

师离不开了?@cpulib2009。”图谋：“当前图书馆的好些数字资源，其实与图

书馆服务器脱离联系，可以不经过图书馆网站或图书馆设备直接获取服务。”

cpulib：“图书馆服务器挂了，后来借助学校网络中心的服务器临时用下。”

图谋：“cpulib2009 那边的情况可能算特殊情况。”cpulib：“主要是购买的

那些资源链接。但现在老师还是习惯从图书馆访问出去。”DFLIB：“我馆为使

电子资源在掌控范围，将一个国外数据库整库下载后，在自己的服务器上自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47068-968558.html
http://lib.tyust.edu.cn/Browse/ArticleView/ArticleInfo.aspx?ID=100029000000000132
http://lib.tyust.edu.cn/Browse/ArticleView/ArticleInfo.aspx?ID=100029000000000132
http://lib.tyust.edu.cn/Browse/ArticleView/ArticleInfo.aspx?ID=100029000000000122
http://lib.tyust.edu.cn/Browse/ArticleView/ArticleInfo.aspx?ID=1000290000000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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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对内提供下载。”cpulib：“这个只能偷偷弄吧。”DFLIB：“是的。国外数

据库监控很历害，己被警告好多次异常下载。”cpulib：“但有的太敏感了，

ACS就是。我们老被封。”DFLIB：“为此都写了好几次情况说明了。”cpulib：

“但是感觉用户并没有恶意下载。只能是技术限制太严格。”DFLIB：“一定有，

只是你没查出来，我们这个数据库供应商可以监控到每一次访问及所作操作，

非常历害。”瘦身娃娃：“就是主页服务器吧？说明每天有不少人查数据

库,@cpulib2009。”cpulib：“可能下文献的人速度快了点。”gaozy：“除非

镜像资源，网络访问的数据库基本在 ip 段范围内自由下载，完全可以绕过图书

馆网站这个中介。百度学术等发现系统更好用。” 

麦子：“@图谋，要更正一下，而且我昨天已经说过，上面的美国国会的照片也

是错的，这到底是哪个州的的议会大厦，我没有时间考证，但美国国会大厦还是

比较特别，上面的半圆顶是有几层的，而且上面有个自由女神像，此像巨大。这

明显是不同的。左边的不是国会山。”图谋：“我转帖那几幅图，是图片源地址

的错误。而且当时需要的是太原科技大学图书馆图片，没想到两幅图是‘连体’

的，也不清楚有错误。麦子分享的图片，带来了新知识。谢谢！”麦子：“@图

谋，，有大量类似的楼，但国会的上面有个巨型雕像。”图谋：“促使我转帖的

原因是，我觉得那个太原科技大学图书馆建筑确实能令我眼前一亮。此外，我进

一步关注了该馆网站，感觉网站做的挺不错，也看到了更多该馆的照片，给我的

印象是，该馆图书馆建筑方面经得起考验（已有 13年）。”gaozy：“漂亮。这

样的环境才是对知识的尊重嘛。”图谋：“国内的图书馆建筑，近年新建了不少，

我自己也参观过一些，大多新鲜一小会，随后问题不少。”gaozy：“徒有其形，

不具其神。”图谋：“麦子老师分享过不少美国图书馆的照片，加上欣然读书分

享的英国图书馆照片，感觉国内图书馆与英美图书馆的差距确实不小。”麦子：

“@图谋，反正过几年会重盖，而欧美往往是修。”图谋：“国内图书馆有点‘历

史感’的越来越少了。”图谋：“节能老师有空在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中多分享

几张吧？谢谢！”麦子：“一看就是国内的，因为空调。还有下面的窗上的铁栏。”

gaozy：“麦子，其实主要是看看地基就知道了。”节能：“铁栏不上不行啊，

要安全啊。空调有什么特点能看出来是国内？”gaozy：“国内的再美，往往地

基会出现裂痕。建筑进度问题。”麦子：“哥林多式的柱子只有上端没有底座。”

图谋：“一般不允许外墙挂空调，影响外观。”麦子：“美国除了出租公寓，都

是中央空调。”节能：“这空调只有个别房间有。技术部和咨询部。”gaozy：

“过去好读书不求甚解，现在是好建楼，不求长久。外观再好，细节都不堪。”

节能：“楼修的较早，北方，用暖气，少用空调。”gaozy：“中外文化差别很

大，窗户多是朝里，我们往往朝外。”麦子：“@gaozy这倒没注意过，现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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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倒是真的。”  

 

（8）藏书的固定资产管理 

中央音王：“各馆的图书，在固定资产管理方面是怎么操作的。”河北工大安：

“都是固定资产，再破也得存着。”Arwen：“化成灰也得存着。”中央音王：

“我不是问这个问题。因为图书从单册来讲够不上固定资产的登记标准。但是购

买的时候都是一批一批的。每一批的总价是够的。我总觉得固定资产要按照不可

拆分的最小维度登记。”Arwen：“我们固定资产有的数量就填一批。”中央音

王：“多年以后，有的图书已经剔旧不能流通，被新版本的所取代。那么在处置

的时候又没有办法按照当时的一批图书做帐。或者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了遗失，由

于绝版又没有办法补救。”Arwen：“如果处置的只是一小部分，那就留下处置

清单，当处置清单积累到接近一批，就按一批报废。”印度阿三：“要做登记，

我们是按批做登记的，删除的时候也要精确到册，然后一年报废一次。我们的规

定是一批超过 500 块就要算固定资产，就要做登记。不是按单本走的。”中央音

王：“那其实资产也是一本糊涂账。”Arwen：“对！！！”印度阿三：“不会

啊，很清楚啊，怎么会呢？”河北工大安：“不盘库就肯定是的。”印度阿三：

“盘库也没用，说不清。”河北工大安：“话说好像有人说每年允许有百分之几

的丢书这个有文件吗？”印度阿三：“没有，从来没找到过，如果有的话那就好

办了，固定资产管理中唯独没有对图书的使用年限作出规定，而且通行的说千分

之几的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中央音王：“不知道，我们大额固定资产，如果要

报遗失的，要求提供公安局的报案证明。但是说实话，这个很牵强。因为公安局

也有立案标的的限制。”印度阿三：“是的呢，如果要报丢失的话后果很严重的，

所以大家都。”中央音王：“读者丢失的还比较好办。让他赔就可以了。我一直

觉得，图书资产管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按理说，单位的固定资产管理部门，

不应该对图书进行登记，这样比较省事。都靠图书馆系统就可以了。”印度阿三：

“审计你说的过去就行啊，问题是你过不了。”节能：“省里的固定资产清查图

书要求按册登记进入系统。但另外一个统计口径上要求单价某限额以上才算固定

资产，所以又不用登记了。我遇到的就是这。”中央音王：“图书馆系统可是管

理到册的。”印度阿三：“那说明你们的对固定资产的定义有问题。”节能：“都

是省里要的数据。”中央音王：“一本书几十块钱，确实没法登记资产。这个跟

征税成本是一个意思。”印度阿三：“在系统里登记就行啊，你付款的时候不可

能一本一本的付吧，总应该是按批走的吧。”中央音王：“因为图书馆的书籍，

都有登录号和条形码。”节能：“期刊不安固定资产算，你们呢？”印度阿三：

“我们是合订刊要算的。”中央音王：“说实话，我一直不知道，我们馆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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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渠道是什么。”节能：“就是年底装订后补提固定，是吗？”中央音王：“这

个时候了，三月份的人民音乐还没到馆。”印度阿三：“是啊。一般不都是走邮

局的吗？难道高校的不一样。”老玲子：“我们馆不走邮局。”节能：“这个工

作不知何故，我们一致没做。我也是偶然发现，给责任部门提出来要补提，但没

进展。”中央音王：“邮局也不是什么内刊都有。”印度阿三：“外刊只能走专

门的进出口公司吧。”中央音王：“比如很多学校的学报，就没法从邮局订。”

节能：“期刊中刊也可以走公司，有公司做中刊，招标。”中央音王：“按理说

期刊应该是直接和出版单位订最方便。但是那么多刊，一个一个去谈，确实人力

成本太高。”节能：“还是中间商合适吧。”印度阿三：“我们一般的是走邮局，

还有个什么天津联订之类的，外刊就中图公司吧，我只知道这么多。”中央音王：

“邮局也是中间商。然后就是经常非常滞后。老师很有意见。”节能：“对呀，

所以一个一个谈方便吗？”印度阿三：“我们的到是还可以。”中央音王：“网

上都有扫描的电子版了，我们现在连上一期的纸质刊都没有。”印度阿三：“叫

你们的采购部门催啊。”中央音王：“这就是馆长的事情了。”节能：“如果走

邮局，不到刊，迟到刊太正常了。”中央音王：“我觉得不能因为期刊和报纸是

开架的，阅览量就不统计。” 

 

（9）图书馆如何应对数据库商的涨价 

梦里客：“北大为何买不起“知网”？数据库涨价并不是根本原因...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2650449507&idx=

1&sn=1fa0e5545e08702e414133963bfb6f7f&scene=23&srcid=0415RpKaKqBa3BrI

d25vynd5#rd 。”linda：“CNKI涨价，高校该怎样应对？坚决抵制，CNKI会觉

得很委屈：爱思唯尔涨价，也没有抵制到底啊，为什么轮到国内数据库天就变小

了？”中央音王：“CNKI可以按内容项目购买吧。”葡萄藤：“CNKI是按实际

需要内容购买，并不是全部都有。”linda：“相对于爱思唯尔涨价，CNKI其实

真的很不算啥了，所以目前高校的过激反映，看看最终的走向会怎么样，跟对待

国外数据库的态度会不会一致还是有所区分。”倒立的*：“不买呗。”中央音

王：“由于是强垄断，这个没有办法。”linda：“虽然现在的科研对国内的科

研资源不屑一顾，但是真的没有了国内资源，大家应该还是不太习惯。”节能：

“ELSIVER 与知网我觉得本质不同。” 图谋：“大不同。”linda：“特别是社

会科学的研究，能发 SSCI的国内研究也不多，更多的还是看国内的科研文献。”

中央音王：“好在计算机的核心技术文章，不在国内。”节能：“所以，因了这

个不同，其实完全可以抵制成功 CNKI。而不可能成功在 ELSIVER。”图谋：“SD

是事先约定好涨价及涨价的具体幅度(比如事先签好的三年期合同)，CNKI不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2650449507&idx=1&sn=1fa0e5545e08702e414133963bfb6f7f&scene=23&srcid=0415RpKaKqBa3BrId25vynd5#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2650449507&idx=1&sn=1fa0e5545e08702e414133963bfb6f7f&scene=23&srcid=0415RpKaKqBa3BrId25vynd5#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2650449507&idx=1&sn=1fa0e5545e08702e414133963bfb6f7f&scene=23&srcid=0415RpKaKqBa3BrId25vynd5#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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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linda：“假如有一天，国与国之间发起科研战争，进行科研信息封锁，

按目前的态势，自然科学的我们自己的科研，我们自己都很难得到了。” 倒立

的*：“这个想多了。”中央音王：“我特别想知道 CNKI有什么支出。收录期刊

和论文，会给责任者钱么？” 图谋：“另一个不同是：SD旗下资源具有唯一性，

CNKI的资源很大比例不是唯一的。”知易行*：“CNKI最多给出版社钱，是不会

给作者的。”湖商陈*：“是的，可以替代。”印度阿三：”@中央音王，不会给

作者，因为你的论文在发表的时候你自己把它给了杂志社了。”湖商陈*：“其

实 cnki 这个工作应该由政府来做。可以合并维普，万方，台湾，香港等期刊，

博硕士论文。管不管是一回事，管不好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可以避免一些重复性

劳动。”节能：“当多个省份政府文件规定，也们评审一些资格需要以商业数据

库检索结果为准（其权威性甚至超过了纸刊本身时），能说会正常发展吗？”

biochem：“我们只认纸质材料。不同单位要求不同。本来数据库有的材料不需

再提供纸质材料。包括各种评审、申报等所需的材料。”节能：“我们是双审。

有的地方只有纸质还不行，具体哪里记不得了，但听说过。”biochem：“有专

著、期刊原件都不行？” 节能：“既要原件，也要检索页。”节能：“政府工

作依赖商业企业，我是知网我也涨！”长弓：“@湖商陈*，国家花很多钱搞共享

工程，最应该做的就是该把报刊全文数据库做起来，让知网牛逼不起来就好了，

可以为国家财政节省太多的钱了。” 图谋：“导致那个情况是，现在纸质的‘制

作’起来容易。”节能：“其实，检索页‘制作’也…”biochem：“做假网站

更容易。点几下鼠标就可以了。”图谋：“人家双管齐下。”灯：“真是站的高

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啊。”biochem：“没有诚信的社会，会增加很

多成本。”节能：“主要是说依赖的东西不是自己的，还不让人家卡脖子？我知

道有人做平台项目，就是找数据商。等于买人家已经有，而且已经卖给自己的东

西的一部分而已。”许*新：“图书馆议价能力差。”linda：“其实从现在很多

图书馆的项目，高的没有底气自己都认为自己做不了，低的 low 的让人不敢直视。

都是很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许*新：“部属院校一个老板，省属院校一个老

板，就没一个老板的样。”倒立的*：“@许*新正解。”节能：“我反正对本行

业目前不看好。资源收集整理与组织的本职工作没人做，拿着别人的东西做服务。

能行吗？”linda：“做服务的宗旨是没有错，现在光做资源收集整理与组织的

话，图书馆估计都会失去院系的顶尖用户了，他们不仅不用图书馆的纸版资源，

电子资源都有自己的渠道，离开图书馆照样做科研。”罗：“小馆现状，我赞同

这个。”许*新：“做资源收集整理与组织的话，图书馆估计都会失去院系的顶

尖用户---这个是整理和组织比较低水平导致的。”图谋：“现实却是问题重重，

基础服务马虎应对，高端服务心有余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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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图书分类编目工作外包 

宁静：“各位同仁，你们馆内图书分类编目工作是否都外包了，有没有具体的价

格表和合作合同，麻烦给传一份资料了。”梦随风：“现在都是书商的事了。除

非回溯建库需要图书馆外包出去，新书在招标的时候都包含给书商了。”噢！亮 ：

“恩，我们也是。”宁静：“是在招标时，将这一部分的费用算在书价里吗。”

噢！亮 ：“这就应该必然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呵呵。”宁静：“一般是按什

么比例来加的呢？”噢！亮 ：“这个就不清楚了。”梦随风：“一般都是在新

书采购招标的时候他们的报价就包含所有加工编目上架费用。”陽洸嗨滩：“现

在应该都是全包了吧。就是招标和选书有些麻烦了，过程太长。”节能：“一般

都是全包价吧，就是书价，加工价，运输价格全在内，书商报价。”宁静：“我

们这儿还是第一次，想要全部包出去，但不知大约的行情，也要有个范围也好谈。”

陽洸嗨滩：“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报价的，我这是全包，7.6这，有家 7折全包，

但没有中标了。”节能：“折扣和订单数量，甚至和所在地区都有关系 。”印

度阿三：“也要算一下供应商的成本，低价可能保证不了质量。”宁静：“在洽

谈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tianart：“我们是直接依书的原价结账，

加工费运输费都含在里面。对书商而言，不同出版社的折扣也不一样。”陽洸嗨

滩：“那价格有些高了。”tianart：“会有返还到学校的大账户里。”鲲鹏展

翅：“还有加工程度的深浅也决定折扣点的高低。”陽洸嗨滩：“理工，医学要

贵些吧。”tianart：“加工的要求可以在招标文件里明确。加工不合格的会退

回。” 

 

（11）实体图书馆到馆人次减少 

城市天空：“ Pew survey shows fewer Americans visit libraries  皮尤调

查显示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去图书馆：

http://abcnews.go.com/US/wireStory/survey-shows-fewer-americans-visiting-libraries

-38222850 。”太仓中专：“手机上就能借到电子书，当然不去图书馆了。”满

哥：“图书馆要转型，要建设学习中心。建设资源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建设空

间满足读者对于学习场所的需求。现在很多公共馆都人满为患，说明图书馆自有

他的吸引力。”逄丽东：“赞同，公共馆和高校馆都存在这问题。”河北工大安：

“高校馆人满是上自习的多。有人管这种现象叫虚假繁荣。” 

 

（12）亲力亲为阅读推广 

惠*澈：“上周我们做书展，这周明天上午阅读推广中心培训成员使用话筒什么

http://abcnews.go.com/US/wireStory/survey-shows-fewer-americans-visiting-libraries-38222850
http://abcnews.go.com/US/wireStory/survey-shows-fewer-americans-visiting-libraries-3822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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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午有亲子阅读报告会，从周四开始，图书馆深入学院的读书报告会就开始

了，率先在电信和机电开启，下周天天晚上有，所以很忙啊，全面、力度大，背

后的付出可想而知。”林中小鸟：“我们明天有个读书分享会，报名人数才寥寥

几个。”南师馆员：“厉害！”惠*澈：“没有什么章程，每次有事开会安排工

作提要求，大家因为是自觉自愿加入的，所以都很积极，都能落实，等我们活动

结束，才准备好好总结，近期只顾做事。”南师馆员：“出于自愿积极性才高！”

惠*澈：“我们在学校微信平台、图书馆微信平台、图书馆网站、图书馆大厅、

科大书友会群都通知了，报名也不理想，我是怎么做的，给大家发一下我的执着

和用心。”惠*澈：“就这样搞定，今天早上班车上和环境的老师坐一起，我说，

给她们学生 2个名额，老师很高兴，这样，终于 OK。”林中小鸟：“我们前几

天搞了个代书板设计比赛，在微信上投票的，大家就很积极，关注的人数增长了

一倍。”老玲子：“真的是用心在做，佩服！”惠*澈：“要是等，后面报名的

就没有时间读书了！”宁静：“看来很多事情沟通技巧重要。”林中小鸟：“沟

通真的很重要，还有工作的热情和执着。”惠*澈：“我付出很多，获得更多，

赢得学生的信赖和尊重，就会被追随。”hanna：“惠老师是儒家入世型的布道

者。”度量衡：“惠老师，这些活动参与者的奖品或奖励如何设置的，求分享。”

惠*澈：“学生？”度量衡：“读者：学生或教职工。”惠*澈：“参加同读活动

的送书，结束送图书馆书签，只是纪念品。”度量衡：“惠老师： 贵校图书馆，

读者活动经费是年化固定的，还是一事一申请。”gaozy：“怒赞！这种精神，

这种工作态度，我代表我自己，表示佩服。”惠*澈：“具体我我不清楚，那是

领导的事。”gaozy：“虽然我不喜欢搞对比，但比起有的同志上班还在聊吃饭，

不知道境界高到哪里去了。”惠*澈：“应该不是固定的。我们全是本职工作之

外做。我的同事自愿跟着我的至少 3年了，最早的一位从 12 年开始跟着我研究

起步的。” 惠*澈：“面向全校活动外，我和一同事负责经管学院阅读推广。记

得去年年底有个周末，我去政法参加读书促进会的活动，我老公打击我，花了时

间，还没吃饭，何苦？我回来坐在电脑前，说，等我文章出来就赚回来了，结果

参会小记很快发在图书馆报。想做就去做，不计较、不顾虑，自然会收获，喜欢

就好，愿意就好，贵在自足，贵在精进自己，分享他人。”图道：“向惠老师学

习，为你的研究和服务精神点赞。” 

 

（13）图书馆图书馆员日 

芳草天涯：“国际动态 | 2016年美国图书馆工作人员日定为今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403228359&idx=

1&sn=403b0b620ea4db52d5989359b638bd78&scene=23&srcid=0412sDkdNx3ged6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403228359&idx=1&sn=403b0b620ea4db52d5989359b638bd78&scene=23&srcid=0412sDkdNx3ged6IEgFiVo6l#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403228359&idx=1&sn=403b0b620ea4db52d5989359b638bd78&scene=23&srcid=0412sDkdNx3ged6IEgFiVo6l#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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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iVo6l#rd 。”图谋：“National Library Workers Day（美国图书馆工作人

员日）http://ala-apa.org/nlwd/ ，2016 年 4月 12日是美国图书馆工作人员日

（National Library Workers Day，NLWD），在这一天，人们将向图书馆工作人

员表达谢意，感谢他们在支持公民教育和终身学习以不断促进人们生活和社区发

展中所作出的贡献。高校图书馆馆员在学生学习和学业成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当今的高校图书馆员主要向学生传授各种信息素养技能，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掌

握住互联网上不断增长的信息。公共图书馆馆员正在从传统的图书保管者角色向

多元化角色拓展，他们为社区参与提供着更多的机会，并紧贴用户需求不断传递

各种新服务。学校图书馆馆员为在校学生提供服务，教导学生批判性思维技巧，

为学校及外界提供资源和支持，培养人们的创造力。（信息来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403228359&idx=

1&sn=403b0b620ea4db52d5989359b638bd78&scene=23&srcid=0412sDkdNx3ged6I

EgFiVo6l#rd&ADUIN=37825775&ADSESSION=1460418616&ADTAG=CLIENT.

QQ.5425_.0&ADPUBNO=26509 ）顺着群成员芳草天涯的链接推荐，推出以上

信息。我进一步转贴，主要是因为欧美图书馆是国内图书馆界学习的标杆。‘美

国图书馆工作人员日’是图书馆界的大事，同时也是一种‘图书馆营销’途径。”

李祥：“起码是对图书馆工作馆员工作的肯定。值的一看。是个纪念的日子。”

鲲鹏展翅：“什么时候，国家也能像设置教师节、记者节、南丁格尔护士节一样

针对图书馆员也专门安排一个节日，那说明图书馆员的群体地位在社会一定上升

不少。也能充分体现国家对从事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高度认可。”嘉

懿：“美帝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中性）比较多，他们通过集体行动设置公共政

策议程，谋求本行业利益。但是，国内的行业利益若想进入政府决策议程，这种

方式不行吧？这次，图书馆员日是不是这种情况？”安哥拉兔：“这种节日设置

一般是针对＂弱者＂的吧，我是这么理解的。”李祥：“图书馆职称工作有门槛。”

鲲鹏展翅：“正因为地位不高，才需要一些设置节日来唤起其他行业的重视和理

解。” 

李祥：“要求高了待遇高了 被重视了，才有可能。”图谋：“‘美国图书馆工

作人员日’，一定程度上意义重在‘图书馆营销’。”gaozy：“我与图谋持一

样看法。”嘉懿：“也可能是公共政策设置议程的模式、利益集团谋求行业利益

的方式不一样；在国内，如果一个行业的问题想进入公共政策议程，不是靠本集

团单方面压力实现的。关于图书馆立法，可能就是一例。”嘉懿：“我也赞成图

谋的看法。但是，行业利益的政治营销，可能收到公共权力体制的结构性约束。”

gaozy：“全美图书馆周。每年 4月的第二周是美国的国家图书馆周，自 1958

年第一届开始，美国图书馆协会一直致力于‘鼓励人们在闲暇时间阅读’，希望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403228359&idx=1&sn=403b0b620ea4db52d5989359b638bd78&scene=23&srcid=0412sDkdNx3ged6IEgFiVo6l#rd
http://ala-apa.org/nlw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403228359&idx=1&sn=403b0b620ea4db52d5989359b638bd78&scene=23&srcid=0412sDkdNx3ged6IEgFiVo6l#rd&ADUIN=37825775&ADSESSION=1460418616&ADTAG=CLIENT.QQ.5425_.0&ADPUBNO=2650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403228359&idx=1&sn=403b0b620ea4db52d5989359b638bd78&scene=23&srcid=0412sDkdNx3ged6IEgFiVo6l#rd&ADUIN=37825775&ADSESSION=1460418616&ADTAG=CLIENT.QQ.5425_.0&ADPUBNO=2650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403228359&idx=1&sn=403b0b620ea4db52d5989359b638bd78&scene=23&srcid=0412sDkdNx3ged6IEgFiVo6l#rd&ADUIN=37825775&ADSESSION=1460418616&ADTAG=CLIENT.QQ.5425_.0&ADPUBNO=2650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403228359&idx=1&sn=403b0b620ea4db52d5989359b638bd78&scene=23&srcid=0412sDkdNx3ged6IEgFiVo6l#rd&ADUIN=37825775&ADSESSION=1460418616&ADTAG=CLIENT.QQ.5425_.0&ADPUBNO=2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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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倡导阅读来‘提高收入和健康’以及‘促进稳固和快乐的家庭生活’。今年

的荣誉主席是美籍华裔作家杨谨伦（Gene Luen Yang），他是全美青年文学大使，

凭借《美生中国人》成为美国第一位以创作绘本小说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普利兹奖

的人，同时还赢得了漫画界最高奖项艾斯纳奖的青睐。美国驻华大使馆宣传了一

下： http://t.cn/zOKzbEA，http://t.cn/RqMzoE6 。” 麦子：“@图谋 我还是第一

次听说 ala有图书馆工作日。其他我没有细想过，但美国各馆倾向各顾各不做统

一的事情。http://www.nyslaa.org/libraryassistantsday.html，仅限纽约州。” 

 

（14）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撤销 

节能：“关于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撤销的一个新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AyMjU0MA==&mid=2649616190&idx=

1&sn=d62ef66431f06e4f2c78ee2dfe942a57&scene=23&srcid=0412kIQ20E9efm5u

wvx0jdSC&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wechat_redirect 。”味味姜：“这种

事情如果作为形象工程来做，肯定是不长久的。”tianart：“主要是资源不行，

更新慢类别少。我们这新华书店有读者俱乐部，会员收费，可借图书，非常像

90年代我读大学时的租书屋。它的新书很多很全，比省图市图都火。”riff：

“新书出来都是优先书店。馆配要延迟。” 

 

（15）高校图书馆业务学习 

素问：“我想咨询一下各位同行，有没有高校馆定期搞业务学习的？想学习一些

先进经验，我们馆搞过 N次了，但是效果只有一般般，收益最大的还是讲课的人。”

Little：“业务技能大赛呗。大赛促使学习。我们文明服务月都搞。把平时学的

都考。评出一二三等奖。”城市天空：“学习本来就是自发行为，没有激励机制，

都是形式。”素问：“是的 啊，经常台上那个人讲的辛辛苦苦，底下大妈们低

头玩手机。”BSxuyb：“‘收益最大的还是讲课的人’，确实如此。那么就轮换

讲课的人好了。”Little：“奖项设大就行。”素问：“是的，准备这样，轮流

上课。”BSxuyb：“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素问：“临时工大妈平常就是上

上书，觉得讲的东西离自己很远，玩手机算客气的了，还有人底下讲小话不停歇。”

BSxuyb：“培训临时工大妈些什么？”BSxuyb：“听不懂不需要用到的不想听。

培训也需要有针对性。”素问：“领导要求都要来。”南师馆员：“我来图书馆

好像压根没遇到过业务学习。”素问：“有一回，业务学习请了一位外馆的老师

上课，结果快讲完的时候，一个大妈一个哈欠然后一声叹息：哎————，外馆

老师匆匆收场·······，馆长送走外馆老师，回头大发雷霆。”BSxuyb：

“馆长重视业务学习还是很不错的。再研究一下怎么针对性培训就更好了。”素

http://t.cn/zOKzbEA
http://t.cn/RqMzoE6
http://www.nyslaa.org/libraryassistantsday.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AyMjU0MA==&mid=2649616190&idx=1&sn=d62ef66431f06e4f2c78ee2dfe942a57&scene=23&srcid=0412kIQ20E9efm5uwvx0jdSC&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AyMjU0MA==&mid=2649616190&idx=1&sn=d62ef66431f06e4f2c78ee2dfe942a57&scene=23&srcid=0412kIQ20E9efm5uwvx0jdSC&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AyMjU0MA==&mid=2649616190&idx=1&sn=d62ef66431f06e4f2c78ee2dfe942a57&scene=23&srcid=0412kIQ20E9efm5uwvx0jdSC&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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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本来那次外馆的老师讲的很好，大家听得还很认真的，结果最后来这么一

曲。”cpulib：“对牛弹琴还不如不弄。”无所谓：“我觉得提高图书馆员的门

槛好处就是这些人以后就进不来了。[现在]拿个自费的大专证进来都能混个中

层。”cpulib：“可怕的是终身制。”李祥：“其实对大妈们你不能要求期望值

过高。他们没有压力，更没有动力。所以还是要区别对待。职称行业资格证书还

是应该有些要求。” 

无所谓：“没压力没动力有欲望。工资职称奖金奖励可不想少。”2014：“临时

工大妈真的没必要参加吧。”李祥：“应该有分化让行业职称门槛相对的提高点。

不那么好拿。但他们面对的直接是读者服务工作。”2014：“我们每学期都有馆

内学术活动，开学时制定学术活动计划，一般包括新开讲座试讲和专题讨论，专

题讨论是每个部门定个讲题（馆长定或部门主任定），各部门自行准备，按计划

时间开讲，其他部门参与讨论。另外外出参加会议的人回来汇报会议内容，这个

按参会时间增加到学术活动中。” 

 

（16）自行开发应用系统与写论文 

www：“各位同仁：热忱邀请你们参与热书发现系统中对图书的评论或读后感想。

我们后续的研发和系统服务急需这些数据的支持。也请将这个信息转发给你们的

好友，让更多的人来参与。网址：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clm=book&what=hot 选书：可以浏览或通过热书搜

索功能选择你要评论的图书即可在线评论。感谢支持。” 图谋：“你的‘热书

快递’我的建议是显示顺序为顺序（目前是倒序）。不太符合习惯。” www：

“@图谋，《信息检索》是我们的一个维基教学平台，我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能访

问了，我在校内是可以的，我测试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另外，热书快递栏目是 最

新采集加入的图书。其它形式的选择可以从右边导航区域选择。” 图谋：“你

们的技术服务做的很棒。”南师馆员：“也有人认为, 我们馆开发了很多实用的

系统, 效果很好, 由于把时间放在实际工作上, 所以没有写出论文来, 写论文

会对实际工作产生冲击, 甚至有人专门写论文升职称, 不好好做实际的工作。有

人认为, 科研就是玩笔头子的, 不解决实际问题. 做实际工作才是最实在的。”

闽南师馆：“说得好。”Helen：“@南师馆员，开发了系统结合图书馆实践之类

文章超级受核心欢迎啊。”南师馆员：“@hellen 说的对，确实如此，核心好发

的很。”Helen：“@南师馆员，我们没有，所以写文章就杯具。”南师馆员：“是

的，大数据看不懂，也写不了，数据库不掌握数据库商提供的信息，也写不了，

有人靠这个权利让数据库商提供数据，核心发的一溜烟。”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clm=book&what=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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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关于 DOI 信息的编目问题 

中央音王：“有对编目比较了解的老师么？大家在编目的时候会把 DOI写在 014

字段么？014我记得是专门记录论文标识的。但是貌似由于是非必填项，大家用

的不多。”gaozy：“北大段老师似乎有本编目的书。可借来一看。”中央音王：

“你说的是 cnmarc 使用手册，蓝色那本书吧。”中原劲草：“如果是将来有建

立数据关联，做了说不定可能还是有用呢。包括 016等字段。”中央音王：“关

键是 014 的说明是，建议期刊论文使用。本字段记录分配给期刊论文的论文标识

号, 它应具有唯一性, 无歧义。”中原劲草：“莫非你这是纸质学位论文？”中

央音王：“对。但是我要给他们都申请 DOI的。”中原劲草：“328。”中央音

王：“328的话。。。内容太多了。感觉是什么塞不下的东西，都往这里边装。”

中原劲草：“看看 3字段找找合适的。”中原劲草：“不一样的，仔细看看还是

有区别的。”中央音王：“其实我是不是可以参考 marc21的 502字段，来使用

cnmarc的 328。”海边：“502$8?”中央音王：“502$o。”中央音王：“我只

要注册写成 doi:10.12027/MUS/Ph.D./T.YaBing。我决定了，就参照 marc21的

子字段来使用 cnmarc 328。现在大部分都是 $a，其它子字段倒是没什么人用，

正好和 marc21 也不重复。”海边：“DOI不是原文链接吗。”中央音王：“对，

但也是唯一标识符啊。”海边：“为什么不放在 856。”中央音王：“856 我已

经放了。但是我用的是 856 $u，直接放的网址。不过也是一个办法。我可以再

加子字段。我是怕，把 doi放在 856，DOI组织本身不会愿意。” 

中央音王：“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他是一个标识符，只不过可以从网

上检索到而已。”中央音王：“你比如论文后面的引文，也可以把 doi 作为唯

一标识附在后面。”海边：“附在后面这种情况，就是相当于发表出处的作用。”

中央音王：“对。”gaozy：“王，要先去对 doi彻底了解。”中央音王：“我

的了解是，无论你是不是有网上可以自由阅览的网址，DOI 也是存在的。当然

DOI注册的时候，会强制你必须有能看的地方。因为它的初衷是为了促进 资源

相互链接。”gaozy：“你这个属于新情况，编目精灵对编目未来做了展望，找

她学学，群里很多编目工作都外包了。” 海边：“过去是纸本，现在兼包电子，

编目条例跟不上。” 

 

（18）零借阅率的书 

hanna：“在审核我馆三年来零借阅率的书。居然达到了四万种。”印度阿三：

“正常啊。”hanna：“快一半了。”逄丽东：“我们馆更多，好多年都不剔旧

了。”七色花：“我们馆更多，我馆从来没剔旧过。”hanna：“采访人员的水

平有问题，选了一些和学科专业不相关的书。馆藏监督评价没做起来。后面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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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多多。”印度阿三：“要大规模的数据分析才能做。” hanna：“采访这活和

人的关系太大。不同的人做真是差别太大，后续考评又跟不上。除非是书痴，才

会花太多的心力。轮两次岗，书都乱套了。” 

 

（19）编目外包后的验收 

静静：“各位老师，有加工，编目全外包的馆吗？你们是怎么验收的，需要做哪

些查验工作？我们才开始大批量外包，稳妥起见，取取经。”图米：“专人检查，

检查编目。”静静：“可否具体些？”图米：“可以典藏自己做，典藏的时候检

查。重点就是分类、索书号。”静静：“需要一本本对着书检查吗？”图米：“开

始的时候要的。如果做的好，以后可以慢慢放宽。”静静：“我们是才开始外包，

但是馆配商做了多年，也给其他馆做，比较有经验了。要说经验，倒是我们没有

验收的经验。”图米：“要查，刚合作的时候，双方都不了解。由原来做的人查，

原来馆里怎么做就怎么查。”夏雪：“每一个馆的分类和编目细则不同，馆配商

经常把其他馆的细则混用的。”静静：“但是登到的不需要再录入系统了吧，是

不是只要把书单和书对上就行？”图米：“是的，有时候会混，他们做的多。”

夏雪：“验收时种、册和价格都要核对的。”逄丽东：“@静静 我们馆也是典藏

自己做，在检查。”图米：“书和书单相同是是基本要求。”静静：“怎么查验

他们发过来的数据和实际到馆的书都对上，是需要编目的查吗？”夏雪：“编目

数据要逐条审核，即使馆藏数据他们也会出错的，需要审核的。”图米：“主要

查分类，检索字段，和索书号。”静静：“要是一本本对，工作量比自己做也少

不了多少了。”图米：“查主要的。”夏雪：“如果不这样做，书目数据的质量

无法保障的 。”图米：“还是比自己做省时间多了。”萧竹：“一本本过是必

须的。”图米：“本来就算我们自己馆做，也是有专门人审校的。”静静：“而

且拆包时已经乱了，和转入的数据都没有对应顺序了。”夏雪：“比自己节省了

不少时间，特别是物理加工 。” 静静：“主要是省了物理加工的事了。”图米：

“扫条码。同时可以检查条码有没有贴错。” 静静：“一本本条码都要扫吗？”

图米：“一种书扫一个，看你们情况。”夏雪：“特别要注意丛书的集中与分散

问题 。”图米：“索书号要注意，他们做的时候不太注意查重。”风萧萧：“还

有上下册，不同版本。”逄丽东：“我们馆是书商派人到馆里来加工。”图米：

“你们发数据，不是远程做好的吗？”静静：“是打包的数据。我们转入我们的

系统。”图米：“那更要好好检查了。”静静：“我们先查验仔细些，有问题好

及时发现。”tianart：“编目数据提前核对，通过网络联系。书到馆后再拆包

根据典藏单本本查验，书名与价格一致就可以了。编目与加工的要求可提前在合

同里说明。我们都是到馆验收后再分批结账。”静静：“没有书，编目数据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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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形式上的吧。有哪些是有可能需要改的呢？是不是先把数据转入典藏表，

书到馆拆包后，按照典藏数据核对。随书来的书单就不用核对了，最后以转入系

统的数据和书对上更科学。”tianart：“我们主要以书单核对，编目数据提前

核对。书商出大错的时候少，如果流通中发现小量的错误，采编自己更改。”节

能：“@静静，数据转入哪里，和使用系统及工作流程有关系。”节能：“@tianart 

想请教：手头无书，提前核对书目数据什么项目？核对依据又是什么？我见到有

这样做的，一直不理解。”中央音王：“我感觉书商的数据还不如从 calis 下

载。”tianart：“采购系统里有书的基本信息，核对 MARC数据是否准确。分类

号已经依据书本身的在版编目数据给出。”节能：“@tianart，采购系统基本信

息准确性可信吗，我一直认为那个信息既简单又可信度不高。”tianart：“我

们分类这部分工作基本靠出版社了，用在版编目数据，在版权页上。你们用什么

系统？”图米：“虽然 cip分类已经大有长进，但是分类还是要看的。”夏雪：

“CIP数据分类不准确，虽然近年来数据质量已经有了很大提高。”tianart：

“是不高，但是我们领导用这个。”夏雪：“采编干的是良心活，想要书目数据

质量，只能是自己下功夫了。”tianart：“我们大概近 10年了，采编部门不设

置‘分类’岗位。”gaozy：“采编岗位最核心的业务，对馆藏质量影响最大的

程序是什么？”图米：“这个也具有指导意义，如果这样没啥问题，大家可以下

岗了。”tianart：“图书馆很多部门都是良心活。”夏雪：“拿着实体书去审

核编目数据才能有效果。”tianart：“@gaozy，我个人感觉，应该有藏书规划，

以此为依据采购，专业编目。这是采编部门的核心工作。”夏雪：“以前的分类

教材上总是提到一句话‘切忌单凭书名分类’，如果没见到书，仅凭采购数据审

核和‘仅凭书名分类’有何区别？”tianart：“我读大学时的图书馆用的是国

图编目数据。”2014：“现在编目外包，外面的一般都直接用 CIP的分类号。”

夏雪：“馆配商的编目人员有的不懂分类，仅仅学过一点编目知识，靠着套录数

据来工作，质量堪忧。”2014：“我有时看到觉得有点问题的，提交给采编部，

采编部就核对国图数据。但根据我的经验，一般都没改过。”眼望雁塔：“编目

外包基本上是图书馆自毁前程。”夏雪：“国图的数据质量确实高，但各馆还有

自己的规则吧。比如丛书的分类。”tianart：“@夏雪，很多馆都用 cip 的。”

2014：“对，还有专业馆和综合馆应该也有区别吧。”tianart：“我们丛书的

索书号最乱。流通部门提过意见。单位的数据审核人员很关键，编目外包后。”

夏雪：“在采编，想自己省事的懒办法多的是，但是作为我‘于心不忍’。我是

60后，对工作不会糊弄，只好带着自己的部门同事受苦受累了。” 

 

（20）“圕”的来源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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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王：“‘图书馆’一词的缩写形式，读作 tuǎn，由我国近代著名图书馆

学家杜定友于 1924 年发明。这人一定是老北京人。北京话说快了，就吞字。”

gaozy：“对。王的解释很靠谱！但是这个字，不读一声，不读三声，而是二声。

当初创立者就读作二声。以示天下图人是一家，谐音团结。后人多以讹传讹。”

嘉懿：“原来还有这么个寓意啊，前辈独具匠心啊。”gaozy：“其实当年康有

为老顽固非常郁闷，对杜定友先生这个后生非常不爽，一度欲杀之，康死前恨恨

地说：定友小匹夫，还圕，团结，我看是圕（三声，北方表示哄，骗的意思）人，

无知小儿哄无知国民耳！”嘉懿：“@gaozy 这是黑色幽默，还是历史？你这么

一说，感觉 圕 这个字是计划外生育。”gaozy：“算是戏说历史吧。圕在图书

馆书人法的民国时期，风靡一时。大多数人都接受圕，形似神似，是一个很有精

气神的字，用现在的话说，一个字充满了正能量！不仅道出了图书馆屋内有书的

内涵，还体现了一种团结协助，干事创业的图书馆精神。民国时期图书馆大发展，

这个字本身就是很好的宣传。不得不为前辈大家的智慧而钦佩。与其说是计划外

生育，不如说是两种理念的争锋，是一种图书馆理念的艰难破局，杜定友先生符

合先进文化发展方向，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特别符合‘三个代表’。”嘉懿：

“@gaozy 高老师展现了一种可以称为 图书馆学的想象力的东西，将图书馆置于

特定的社会结构来思考图书馆的命运以增进理性。” 

图谋：“圕人堂与圕及圕人相关博文： 

圕字音‘团’义‘图书馆’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3346.html 

圕的故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744.html  

杜定友图书馆学之特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752.html   

咱们圕人有力量——圕人堂 QQ群新年献词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5228.html ‘ 

圕人’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这个概念比较接近美国图书馆协会成员所

指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及‘图书馆支持者’，但比其更为广泛，它包括图书馆

员、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和学生、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资

源商、硬件商、平面媒体等等）。这样的‘拓展’并非毫无边界，是基于图书馆

事业的现状所做的‘调适’。”图谋：“这组博文中有关于圕的‘正史’，圕人

及圕人堂的轨迹。熟悉圕人堂的‘发展史’的成员知道，圕人堂是有梦想、有实

践的。圕人堂有对杜定友先生的纪念与传承之用心。” 

 

（21）《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征求意见 

鲲鹏展翅：“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48/201604/t20160413_238121.html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征求意见公告。”刘建平：“@鲲鹏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334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74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75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5228.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48/201604/t20160413_238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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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这个文件中[对]一稿多次发表似乎没有列入学术不端。”linda：“也看

到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不同的刊上，题目内容一模一样。所以是在想一个问题：因

为很多期刊从投稿到录用要几个月甚至是更长，录用还是好的，不录用，又要重

新投其它的刊，这种情况也是对作者不利，特别是时效性比较强的文章。”小淘

可可：“不交版面费就不会被刊出。” 

 

（22）韦棣华奖学金 

图谋：“韦棣华奖学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T5eLituio4CnaAgg4E6hkmJrBO9SAjEUNdR4FH

c5LygvU5ZHsuWWWOKK0YcFXXuf-chDQa14zVb0ryOGZZMx ，韦棣华奖学

金由美国韦棣华基金会向中国图书馆学会提供，奖学金仅用于中国大陆地区大

学（学院）受全日制教育，就读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动感豌豆：“中国图书馆学学生层次最高奖。”动感豌豆：“在下不才，曾在

2012年获得此奖，撰写的《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与青年人才成长的实证分析——

以韦棣华奖为例》已经为国家图书馆学刊录用，即将刊出。全面统计了 2003

年到 2012 年十年间获奖者的学习、就业、科研等情况。敬请关注。”浪子：“什

么时候可以看到。”动感豌豆：“刊期不定，应该不会太晚。”小肥羊：“我

都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获得的了。”图谋：“看来动感豌豆知道。”小肥羊：

“好像一次是 2000，一次是 2002或者是 2003。”动感豌豆：“以前是博士 2500。，

硕士 2000，本科 1500。2009年后统一安排 1500。”科大+姜：“@动感豌豆：

期待大作。”动感豌豆：“4人在不同阶段两次获奖，有吴汉华，还有武汉大

学吴钢。”科大+姜：“不过不知道能不能提前看到你的大作呢。”浪子：“小

绵羊，你是四人之一，@小肥羊 。” 

 

（23）大学图书馆发展趋势与服务创新论坛 PPT 

图谋：“截止目前，共有 8名报告嘉宾授权 PPT合理使用，其余 PPT在获得报告

嘉宾授权后会在此网页（ http://www.ir.xjtu.edu.cn/home/news/41 ）进行更新。1.

清华大学 邓景康馆长《综合支撑服务体系下的图书馆建设》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1-Dengjingkang.pdf 2.香港科技大学 陈丽霞馆长

《香港八所高等院校迈向新一代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2-Chenlixia.pdf 3.上海交通大学 陈进馆长《梦画

明天的大学图书馆》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3-Chenjin.pdf 4.新竹交通大

学 袁贤铭馆长《图书馆创新服务——机构典藏加值应用》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4-Yuanxianming.pdf 5.西安交通大学 王元馆长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T5eLituio4CnaAgg4E6hkmJrBO9SAjEUNdR4FHc5LygvU5ZHsuWWWOKK0YcFXXuf-chDQa14zVb0ryOGZZMx_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T5eLituio4CnaAgg4E6hkmJrBO9SAjEUNdR4FHc5LygvU5ZHsuWWWOKK0YcFXXuf-chDQa14zVb0ryOGZZMx_
http://www.ir.xjtu.edu.cn/home/news/41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1-Dengjingkang.pdf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2-Chenlixia.pdf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3-Chenjin.pdf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4-Yuanxianm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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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的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5-Wangyuan.pdf 6.日本国立和歌山大学 渡部幹

雄馆长（等待授权）《University Library trends in Japan And Wakayama 

University Library reform》7.澳门大学 潘华栋馆长《新趋势、新变革、新发

展——从澳门大学图书馆说开去》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7-Panhuadong.pdf 8.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蔡发

翔馆长（等待授权）《Working at the frontier:Academic libraries in research, 

teaching & learning》9.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张甲馆长《数字环境下研究型

图书馆的空间利用变革》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9-Zhangjia.pdf 10.北京

大学 聂华副馆长  （等待授权）《面向未来，重新定位，挺立潮头：图书馆聚

焦于机构使命的服务创新》11.台湾大学 陈光华副馆长《Linked Open Data (LOD)

——图书馆的挑战与实践》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11-Chenguanghua.pdf 。” 

 

 

（24）微信号新书推荐 

米粒 MM：“请教一个问题，发现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微信号新书推荐，扫一下

对应图书二维码就可以直接阅读全文，这是采用什么方法用哪家电子书实现的？

这个方法很好推文见下面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M1OTMwMA==&mid=405319762&idx

=1&sn=eedeb8373d611e1a495047edb4e2b7f8&scene=23&srcid=0415arrjEvKQN5J6

Jen6VgZU#rd 。”天外飞仙：“会不会是超星的？这个网站的网址

http://wyd.weishutu.com/index.php/book/chapter/bid=10060592865/islogin=0/cid 。”

米粒 MM：“这个网址属于超星吗？”天外飞仙：“微阅读。温馨提示：微阅读

暂不提供注册服务，请用以下方获取账号：1.在您所属机构网站的‘书香中国’

数据库平台注册账号，所属机构一般为学校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2.关注所属机

构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微阅读’或‘云阅读’栏目注册账号。3.所属机构必须

已经购买了中文在线的‘书香中国’和‘微信阅读’产品。4.购买微书房阅读卡。”

天外飞仙：“是书香中国的。”刘建平：“看样子不是超星的。”米粒 MM：“现

在有很多电子书推出自己的移动端应用，学生不下载的一个原因是不喜欢占用手

机内存，用这个微信推文附电子书链接阅读，对用户来说很方便。”闽南师大陈：

“现在学生比较乐意接受图书馆就一个 APP入口就好了，或者所有都在微信公众

号上。非常厌倦图书馆那么 app占满内存和手机屏幕。”中原劲草：“是呢，现

在的 APP 太泛滥了。”山人常宏：“应该是中文在线。确认是中文在线，里面有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5-Wangyuan.pdf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7-Panhuadong.pdf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9-Zhangjia.pdf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11-Chenguanghua.pdf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M1OTMwMA==&mid=405319762&idx=1&sn=eedeb8373d611e1a495047edb4e2b7f8&scene=23&srcid=0415arrjEvKQN5J6Jen6VgZU#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M1OTMwMA==&mid=405319762&idx=1&sn=eedeb8373d611e1a495047edb4e2b7f8&scene=23&srcid=0415arrjEvKQN5J6Jen6VgZU#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M1OTMwMA==&mid=405319762&idx=1&sn=eedeb8373d611e1a495047edb4e2b7f8&scene=23&srcid=0415arrjEvKQN5J6Jen6VgZU#rd
http://wyd.weishutu.com/index.php/book/chapter/bid=10060592865/islogin=0/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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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在线内容，学堂在线是清华的 MOOC，中文在线是股东投资了 5000万。清华

大学占股 40%。”米粒 MM：“刚才的书香中国里面有一个‘清华慕课’资源，说

是由学堂在线 MOOC 平台提供，我现在就困惑了这书香中国和中文在线是啥关

系。”山人常宏：“都是资本关系。”土匪：“对，上市公司，股权。”山人常

宏：“学堂在线据说现在估值达到十亿。”土匪：“宣传册说有清华慕课 100

余门。”闽南师大陈：“书香中国和中文在线，超星公司与汇雅电子图书。以上

可类比。”土匪：“中文在线从去年 250 跌到现在 105。其他中文库还没上市的。”

山人常宏：“不一样。”土匪：“忘了同方。”山人常宏：“学堂在线里的 mooc

课程都是清华北大几个学校的课程，大概 100多门。清华自己的课程都是老师线

上线下混合模式的。当然针对自己的学生，校外的只有线上视频课程和论坛交

流。”天外飞仙：“如果我不用智能机是不是不能用图书馆，这样也是一种不公

平。”凤舞九天：“@天外飞仙 可以浏览网页就可以吧。”天外飞仙：“@凤舞

九天，如果碰到认真的学生，你怎样解释呢？”逗逗：“@天外飞仙，电脑上也

可以上微信。” 

 

（25）计算机辅助剔旧 

天外飞仙：“咨询一个问题，有没有计算机辅助剔旧的呀？利用自动化系统给出

剔旧图书建议清单？”逗逗：“电脑记录 15年不流通不借出的书，下个书单呗。”

天外飞仙：“这也是一个方法。”郑图-：“应该的剔旧是需要大数据支撑下的

剔旧 ，另外对于教学辅导和其他一些类别的书需要另外方案处理。”郑图-：“好

像我们好多年都没有剔旧过吧。”天外飞仙：“现在大数据条件下的剔旧应该是

一个研究方向。可是好像还没有类似的产品做出。超星之类的应该可以做。”凤

舞九天：“剔旧不难，关键是剔除标准的制订。”天外飞仙：“重点就在这儿。

怎样才能制定合理的标准？”凤舞九天：“不能单纯用时间来限定。或者弄个问

卷或投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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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的存在感 

2016-4-10 16:46 

科 学 网 马 中 良 先 生 的 热 门 博 文 《 图 书 馆 还 去 吗 ？ 》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57522-968845.html ），其中有：“就

目前的情况，我一般买书回家慢慢读；网上查找；科研资料更需要网上查

找，不用去图书馆。”我跟了条评论：“图书馆的服务也是在与时俱进的。

当前‘网上查找’获取的资料与服务，很大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9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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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次阅读|没有评论 

我的图书馆工作经历 

2016-4-9 23:40 

我 1999 年计算机信息工程系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毕业（工学学士），同年

8 月参加工作，成为一名图书馆员，如今已有 17 个年头。记得我刚参加

工作时，有人问我你在哪个部门（工作）？我告知图书馆，人家马上说：

“哦，图书馆看门的。”今天，不时有人问我做什么工作或在哪个部门工作，

我告知图书馆，人家接着说：“哦 ... 

208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8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6914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901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6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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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群成员分享大学图书馆发展趋势与服务创新论坛 PPT。截止目前，共

有 8名报告嘉宾授权 PPT合理使用，其余 PPT在获得报告嘉宾授权后会在此网页

（http://www.ir.xjtu.edu.cn/home/news/41）进行更新。 

（2） 2016 年 4 月 15 日 14:00，群成员达 1547 人（活跃成员 416 人，占

2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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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www.ir.xjtu.edu.cn/home/news/4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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