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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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水寒：“石河子大学招聘在编馆员 http://www.shzu.edu.cn/31/3d/c3a7

8141/page.htm。”

安哥拉兔：“http://202.120.82.33/news/?p=5288，刚看到的，华东师范

大学图书馆招聘。”

2）会议预报

菠萝：“中国图书馆学会，2016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征文通知 http://www.

lsc.org.cn/c/cn/news/2016-04/18/news_8829.html。”

杨*洛：“‘第九届全国科学计量学与科教评价研讨会——计量学与智库评

价研究’征文或参会 http://sim.whu.edu.cn/index.php/index-view-aid-963.

html。”

图谋：“2016 年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预通知 http://www.tgw.cn/

zxdt/20160415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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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至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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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狼：“南京大学知识空间建设会议邀请函: http://g.eqxiu.com/s/N2QHi

ixg?eqrcode=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gaozy：“大牛云集，还

是值得一听的”图谋：“这个邀请函的形式很新颖，我昨晚在手机上浏览了，大

家不妨关注关注。”

Little：“继往开来赋新篇——《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编撰工作笔谈 htt

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xMzkwMQ==&mid=2653666946&idx=1&sn

=5bf2dcc5c588490059e4853265344a9d&scene=0#wechat_redirect，阅读推广新

教材。”

芳草天涯：“高凡老师讲座来袭，你 get 到了吗 http://mp.weixin.qq.com

/s?__biz=MzI5MTA2MjMxMw==&mid=2652005971&idx=1&sn=b78709b1b06bb450101

d06e88ee36604&scene=23&srcid=0422u2RLO5r1bWmW7vwQ0NPr#rd。”

3）信息分享

印度阿三：“朋友圈十大党，烦死你不偿命 http://mp.weixin.qq.com/s?_

http://www.shzu.edu.cn/31/3d/c3a78141/page.htm
http://www.shzu.edu.cn/31/3d/c3a78141/page.htm
http://202.120.82.33/news/?p=5288
F:/%E5%9C%95%E4%BA%BA%E5%A0%82/%E5%9C%95%E4%BA%BA%E5%A0%82%E5%91%A8%E8%AE%AF%EF%BC%88%E6%80%BB%E7%AC%AC101%E6%9C%9F 20160415%EF%BC%89.doc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4/18/news_8829.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4/18/news_8829.html
http://sim.whu.edu.cn/index.php/index-view-aid-963.html
http://sim.whu.edu.cn/index.php/index-view-aid-963.html
http://www.tgw.cn/zxdt/201604150824
http://www.tgw.cn/zxdt/201604150824
http://g.eqxiu.com/s/N2QHiixg?eqrcode=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g.eqxiu.com/s/N2QHiixg?eqrcode=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xMzkwMQ==&mid=2653666946&idx=1&sn=5bf2dcc5c588490059e4853265344a9d&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xMzkwMQ==&mid=2653666946&idx=1&sn=5bf2dcc5c588490059e4853265344a9d&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xMzkwMQ==&mid=2653666946&idx=1&sn=5bf2dcc5c588490059e4853265344a9d&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2652005971&idx=1&sn=b78709b1b06bb450101d06e88ee36604&scene=23&srcid=0422u2RLO5r1bWmW7vwQ0NPr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2652005971&idx=1&sn=b78709b1b06bb450101d06e88ee36604&scene=23&srcid=0422u2RLO5r1bWmW7vwQ0NPr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2652005971&idx=1&sn=b78709b1b06bb450101d06e88ee36604&scene=23&srcid=0422u2RLO5r1bWmW7vwQ0NPr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Y5Njc4MQ==&mid=2651024020&idx=1&sn=7dcd7a4a9556a8d6d7b22c944e4466ef&scene=23&srcid=0415f9KnHyquHmYbBSbTwW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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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iz=MjM5NTY5Njc4MQ==&mid=2651024020&idx=1&sn=7dcd7a4a9556a8d6d7b22c9

44e4466ef&scene=23&srcid=0415f9KnHyquHmYbBSbTwWDh#rd。”

xiaowei：“《科学》杂志网站今天撰文，表示欧盟要求在 2020 年的时候，

所有在欧盟发表的论文要可以免费查阅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

6/04/eu-urged-free-all-scientific-papers-2020。”

逄*东：“【读书时间】王兆胜：胡适的读书方法 http://mp.weixin.qq.co

m/s?__biz=MzA4MjAwMzQyOQ==&mid=2650064295&idx=1&sn=b88f8d0275bafec3c7

06e105e9ae2028&scene=23&srcid=0416ud6GcQBC0WaXGS2gcEGY#rd 。大凡读书人

都希望从书中获得更多教益，但有时却因读书不得其法，读书不少却收效甚微。

中国新文学先驱者胡适的读书方法很值得借鉴。”

七色花*：“在图书馆的小事 2https://www.douban.com/note/551987753/”

嘉懿：“在基层图书馆品味百味人生，图书馆是如何地嵌入到特定的结构中，来

读书的人又各种交通工具（也许这意味着读者的社会分层）；图书馆告示被视而

不见（也许这意味着当正式制度遭遇惯习、和社会网络）；读《查理九世》就能

增强胆量（这是阅读疗法的作用吗？请大师解读）；贴条形码与图书馆手工作业

（图书馆的运作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结构里，经费、制度和运作方式受着结构性的

约束。最现实的，图书馆的发展是否严重受制于当下官员的晋升锦标赛和民生政

治的运作模式）。”七色花*：“好吧。还是你厉害，从现象看到理论了。”

刘*平：“微信分享：2016 年挪威最美的书 http://mp.weixin.qq.com/s?_

_biz=MzAxMTA2Njk2Mg==&mid=403505768&idx=1&sn=3a749b5a2447f2b51b21230f

a8926b00&scene=23&srcid=0415KtHcj2Aqnt7FTdEAt6hT#rd。”

图谋：“王世伟：融合图书馆的理念与实践 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970318.html 摘编自：王世伟.融合图书馆初探[J].图书与情报，2

016（1）:54-61.融合图书馆（Blended Library）的研究起始于信息技术发展背

景下的图书馆空间和服务重塑，多集中于欧美的一些大学图书馆，全球图书馆界

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文献至今不多，在中国还是空白。”gaozy：“文章拜读。

供给侧也出来了，需求侧，读者侧，馆员侧都有待联动。”

山理王*：“彩云之旅阅读疗法团队在 2016 年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在 4.1

3 日与福建工程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合办阅读疗法讲座与活动，探索发展阅

读疗法，即交互式阅读疗法在高校阅读推广工作中的新形式，使高校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途径，心理咨询与阅读疗法合作双赢。这是彩云之旅阅读疗法团队的一点

儿努力所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1ce2a20102wjku.html”“在

活动举办前，我们担心效果，但活动结束后，大学生对阅读疗法的吸引与喜爱，

给了我们巨大的信心。目前正在统计听讲座的大学生的调查问卷，用数据回答宣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Y5Njc4MQ==&mid=2651024020&idx=1&sn=7dcd7a4a9556a8d6d7b22c944e4466ef&scene=23&srcid=0415f9KnHyquHmYbBSbTwWDh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Y5Njc4MQ==&mid=2651024020&idx=1&sn=7dcd7a4a9556a8d6d7b22c944e4466ef&scene=23&srcid=0415f9KnHyquHmYbBSbTwWDh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6/04/eu-urged-free-all-scientific-papers-2020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6/04/eu-urged-free-all-scientific-papers-202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AwMzQyOQ==&mid=2650064295&idx=1&sn=b88f8d0275bafec3c706e105e9ae2028&scene=23&srcid=0416ud6GcQBC0WaXGS2gcEGY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AwMzQyOQ==&mid=2650064295&idx=1&sn=b88f8d0275bafec3c706e105e9ae2028&scene=23&srcid=0416ud6GcQBC0WaXGS2gcEGY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AwMzQyOQ==&mid=2650064295&idx=1&sn=b88f8d0275bafec3c706e105e9ae2028&scene=23&srcid=0416ud6GcQBC0WaXGS2gcEGY
https://www.douban.com/note/551987753/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TA2Njk2Mg==&mid=403505768&idx=1&sn=3a749b5a2447f2b51b21230fa8926b00&scene=23&srcid=0415KtHcj2Aqnt7FTdEAt6h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TA2Njk2Mg==&mid=403505768&idx=1&sn=3a749b5a2447f2b51b21230fa8926b00&scene=23&srcid=0415KtHcj2Aqnt7FTdEAt6h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TA2Njk2Mg==&mid=403505768&idx=1&sn=3a749b5a2447f2b51b21230fa8926b00&scene=23&srcid=0415KtHcj2Aqnt7FTdEAt6hT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7031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70318.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1ce2a20102wjk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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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读疗法的效果，正是我们今后所要采取的研究方向与态度。”gaozy：“很

好！再次读来还是能感受到团队的辛苦与收获。”山理王*：“今天占用本群的

一点儿空间，说一点儿私房话，见谅，各位！”gaozy：“非常欢迎。”

印度阿三：“[分享] 图书馆利用率下降 这不能怪科技发展 http://view.i

news.qq.com/a/TEC2016041700678402。图书馆要更多人利用，那就多给点钱吧。”

倒立的*：“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解释，图书馆投入增加是国家经济向好的表现。

经济好时人收入增加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其他需求。再加之图书馆的改良，

自然会增加人数。而不是为了增加人数，去投入。”

印度阿三：“趣看，来，干了这锅‘反鸡汤’http://www.thepaper.cn/ba

idu.jsp?contid=1456709#modile.qq.com，祝您周一快乐。”

刘*平：“书香是生命永恒的香味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

ODk3NjYxMw==&mid=2651363689&idx=1&sn=262ac93020b4c4fcbdd62d1283117e23

&scene=23&srcid=0418KwUN36OnqZ6wWHuF2gIk#rd。”

tianart：“《永远的怀念——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http://blog.si

na.com.cn/s/blog_53586b810102wa6d.html 牢记任继愈先生的三个期待。”

hanna：“在图书馆界人士眼里，出版商的电子书馆藏销售模式已经很难忍

了 http://bookdao.com/article/128489/。‘单纯对书抱持热情的图书馆越来

越像被限制在外抽烟的烟民：孤立、尴尬、处于防守地位。行业精英在一次次会

议上指出，图书馆应该成为社区中心，成为创新媒介，成为知识生产者以及交易

市场。图书馆确实能够担当这些角色，甚至更多，但民意测验显示，绝大数公众

仍然只是把图书馆视作借书的地方。’”

tianart：“李克强：给教学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权 http://news.sina.c

om.cn/o/2016-04-18/doc-ifxriqqv6107635.shtml。”

动感豌豆：“近代文化变迁中的图书馆学思想 http://mp.weixin.qq.com/s?

__biz=MjM5MDAxNTAyNA==&mid=2650590603&idx=1&sn=721baa2d11512dfd56ca69

d082450643&scene=23&srcid=0409LzeoJwf8d9e5HUB1jC54#rd。中国社会科学网

跨学科研究里情报文献学栏目最新转载的关于图书馆学的文章。”

七色花*：“图书馆的节日 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3329

010/chapter/20517222/?qq-pf-to=pcqq.group。”

芳草天涯：“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 http://mp.weixin.qq.c

om/s?__biz=MzI5MzE2MTI3Mg==&mid=2648885809&idx=1&sn=c31ffd8b855ecddc5

0562b4bb089fef0&scene=23&srcid=0418eNdmY3Ti5eERO46yiC6D#rd。”

hanna：“北大为何买不起‘知网’？数据库涨价并不。http://mp.weix

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2650449507&idx=1&sn=1fa0e5545e

http://view.inews.qq.com/a/TEC2016041700678402
http://view.inews.qq.com/a/TEC2016041700678402
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456709
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45670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k3NjYxMw==&mid=2651363689&idx=1&sn=262ac93020b4c4fcbdd62d1283117e23&scene=23&srcid=0418KwUN36OnqZ6wWHuF2gIk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k3NjYxMw==&mid=2651363689&idx=1&sn=262ac93020b4c4fcbdd62d1283117e23&scene=23&srcid=0418KwUN36OnqZ6wWHuF2gIk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k3NjYxMw==&mid=2651363689&idx=1&sn=262ac93020b4c4fcbdd62d1283117e23&scene=23&srcid=0418KwUN36OnqZ6wWHuF2gIk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86b810102wa6d.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86b810102wa6d.html
http://bookdao.com/article/128489/
http://news.sina.com.cn/o/2016-04-18/doc-ifxriqqv6107635.s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6-04-18/doc-ifxriqqv6107635.s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AxNTAyNA==&mid=2650590603&idx=1&sn=721baa2d11512dfd56ca69d082450643&scene=23&srcid=0409LzeoJwf8d9e5HUB1jC54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AxNTAyNA==&mid=2650590603&idx=1&sn=721baa2d11512dfd56ca69d082450643&scene=23&srcid=0409LzeoJwf8d9e5HUB1jC54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AxNTAyNA==&mid=2650590603&idx=1&sn=721baa2d11512dfd56ca69d082450643&scene=23&srcid=0409LzeoJwf8d9e5HUB1jC54
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3329010/chapter/20517222/?qq-pf-to=pcqq.group
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3329010/chapter/20517222/?qq-pf-to=pcqq.group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E2MTI3Mg==&mid=2648885809&idx=1&sn=c31ffd8b855ecddc50562b4bb089fef0&scene=23&srcid=0418eNdmY3Ti5eERO46yiC6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E2MTI3Mg==&mid=2648885809&idx=1&sn=c31ffd8b855ecddc50562b4bb089fef0&scene=23&srcid=0418eNdmY3Ti5eERO46yiC6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E2MTI3Mg==&mid=2648885809&idx=1&sn=c31ffd8b855ecddc50562b4bb089fef0&scene=23&srcid=0418eNdmY3Ti5eERO46yiC6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2650449507&idx=1&sn=1fa0e5545e08702e414133963bfb6f7f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2650449507&idx=1&sn=1fa0e5545e08702e414133963bfb6f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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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02e414133963bfb6f7f#wechat_redirect”“‘我们面对的问题就从单纯的文

献获取问题转向谁更有能力掌控人类知识的脉络。一旦通过某种智能算法分析出

不同于传统学术传统的知识演进脉络，势必能在某种程度上对科研人员进行相应

指引，为了某种学术以外的目的或利益生产，在产生新知识增量的同时进一步消

解传统学术组织的自主性，可能更值得警惕。’最后一句，没怎么看懂。”gao

zy：“文意类似于搬书上下楼或同一楼层走，表述为物理介质的水平与垂直运动。

其实，他的意思我理解起来就是说，公司为了钱，争取了用户，最后直接把图书

馆这个学术机构一脚踢开！”

无忧树：“中外专家齐聚浙大共议文化传承与学术共享 http://www.cadal.

cn/xmdtt/xmdtt201604190904.htm。”

hanna：“‘读屏’并不一定就是浅阅读，捧一本纸质书也未必就是深阅读。

用手机看《红楼梦》和阅读纸质版的《鬼吹灯》，‘深浅’不言自明。没有什么

证据证明，通过电子屏幕获取知识的一代，知识面、思想深度或创造能力会低于

阅读纸质书的一代。数字阅读容量大、呈现方式多元、方便进行超链接，或许更

能激发人的求知欲和创造欲。http://culture.gmw.cn/2016-04/20/content_19

780423.htm。鉴于此，我们应该有信心说，是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几千年来从未

有过的、最好的阅读时代。这是多么积极乐观的心态啊。”闽师圕陈*：“现在

阅读多样化，过多拘泥于载体是不大可取，只要能阅读，都是极好的。”hanna：

“问题是：图书馆怎么办？在这样一个最好的时代，图书馆的作用大大下降了。”

罗 ：“图书馆提供舒适、便捷的阅读环境这个主题永远变不了，做不好‘内容’

就做‘平台’，把平台发挥到极致。”

梧桐树*：“刚欣赏完，真是非常美，和大家共享。2016 AIA/ALA 图书馆建

筑设计奖公布_国外_景观中国 http://www.landscape.cn/news/events/projec

t/foreign/2016/0420/179078.html。”

中原劲草：“魏玉山：全民阅读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http://mp.weixin.qq.

com/s?__biz=MzAxNzAxNDcxMg==&mid=2650929304&idx=2&sn=f0ed58978867aa8f

3b1803c76266764d&scene=0#wechat_redirect。”

图谋：“顾晓光伊朗摄影展在北大图书馆举行 http://mp.weixin.qq.com/

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625&idx=1&sn=d689cebf19935eec9561

2416167d8e33&scene=0#wechat_redirect 有宣传视频。”

lib007：“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筹）文献资料征集通告 http://www.jnu.

edu.cn/jnu2014/html/xuexiaogonggao/2016/0415/213.html。”

图谋：“八个指标帮你鉴定一个好的 OA 期刊 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106618-970967.html 是否为 DOAJ 收录；是否被大型文摘数据库收录；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2650449507&idx=1&sn=1fa0e5545e08702e414133963bfb6f7f
http://www.cadal.cn/xmdtt/xmdtt201604190904.htm
http://www.cadal.cn/xmdtt/xmdtt201604190904.htm
http://culture.gmw.cn/2016-04/20/content_19780423.htm
http://culture.gmw.cn/2016-04/20/content_19780423.htm
http://www.landscape.cn/news/events/project/foreign/2016/0420/179078.html
http://www.landscape.cn/news/events/project/foreign/2016/0420/179078.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AxNDcxMg==&mid=2650929304&idx=2&sn=f0ed58978867aa8f3b1803c76266764d&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AxNDcxMg==&mid=2650929304&idx=2&sn=f0ed58978867aa8f3b1803c76266764d&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AxNDcxMg==&mid=2650929304&idx=2&sn=f0ed58978867aa8f3b1803c76266764d&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625&idx=1&sn=d689cebf19935eec95612416167d8e33&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625&idx=1&sn=d689cebf19935eec95612416167d8e33&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625&idx=1&sn=d689cebf19935eec95612416167d8e33&scene=0
http://www.jnu.edu.cn/jnu2014/html/xuexiaogonggao/2016/0415/213.html
http://www.jnu.edu.cn/jnu2014/html/xuexiaogonggao/2016/0415/21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6618-97096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6618-9709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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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按期出版，且每期均有一定量的文章；编委会结构：主编和一定量的编委成

员；具有清晰明确的学科定位；有明确的同行评议制度和出版费用说明；提供有

出版道德声明；使用最新的信息交流技术。该文由柴钊翻译。原文：8 Indicat

ors of a Reputable Open Access Journal.’ Ediqo Editing.https://www.e

diqo.com/blog/8-indicators-of-a-reputable-open-access-journal/ 。”

hero8151：“教育部社科司关于公布 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申报材料审核情况的通知 http://www.sinoss.net/2016/0420/72498.ht

ml。”

惠*澈：“图书馆报漫步 A09/24 版全家人都爱图书馆 http://m.xhsmb.com

/20160422/news_9_3.htm。”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4 月 22 日 http://m.xhsmb.com/20160422/e

dition_1.htm 看点：第六届全国文献采访工作研讨会报道、全民阅读专刊。”

顾*：“图书馆报声音 A02/24 版冷眼看论文 http://xhsmb.com/20160311/

news_2_1.htm。”

biochem：“赣一高校学生凌晨 3点排队检测论文 校方：整改 http://news.

sciencenet.cn/htmlnews/2016/4/344060.shtm。查重一次一篇 100 元，俺们这

里可以免费查两次。”图谋：“管理部门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实际提供该服务的

高校获利空间并不大。同类产品，有些是服务商直接提供服务，大致为两元每一

千字符，还分各种版本，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收费标准是不同的（与篇幅、比对范

围）相关。机构提供该类服务，有的是按机构付费，有的是按篇付费，有的只是

牵个线（直接由使用者利用服务商的产品与服务，机构帮争取一点优惠）……我

不知道那家高校是怎么妥善解决的。有些高校是图书馆作为‘参谋’，具体的帐

号管理、使用由教务处负责，教务处培训一批教务秘书，由教务秘书来负责批量

检测。上述方法，是比较可取的。”

无忧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蔡发翔馆长 《Working at the fronti

er:Academic libraries in research, teaching & learning》http://202.11

7.24.40/emlib4/tools/8-Caifaxiang.pdf。一起学习，我们也是才拿到授权的。”

图谋：“谢谢分享！图情学术报告及其它类型学术成果，圕人堂会是一个很好的

分享平台。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分享。”

4）问题求助

（1）24 小时自助图书馆运行反馈

gaozy：“上次群里节能分享了广州 24 小时借书机撤了一些。我问下大家

有用 RFID 的学校后续效果怎么样？有学校采购了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吗？”小淘

https://www.ediqo.com/blog/8-indicators-of-a-reputable-open-access-journal/
https://www.ediqo.com/blog/8-indicators-of-a-reputable-open-access-journal/
http://www.sinoss.net/2016/0420/72498.html
http://www.sinoss.net/2016/0420/72498.html
http://m.xhsmb.com/20160422/news_9_3.htm
http://m.xhsmb.com/20160422/news_9_3.htm
http://m.xhsmb.com/20160422/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60422/edition_1.htm
http://xhsmb.com/20160311/news_2_1.htm
http://xhsmb.com/20160311/news_2_1.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4/344060.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4/344060.shtm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8-Caifaxiang.pdf
http://202.117.24.40/emlib4/tools/8-Caifaxiang.pdf


圕人堂周讯（总第 102期 2016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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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可可：“我们有，还得搞两个人坐在旁边教人家用。有个 24 小时还书机，学生

晚上和周末回去还书，因为我们图书馆上行政班,像我们这种借还量不大的馆，

真没觉得节省了人力。还有电子标签太贵，一块多一张，每本书贴一张，很浪费。

我的建议是，有些使用量不高的书没必要贴，放在阅览室看看就算了。”gaozy：

“比较起来，你的意思是还书机比自助图书馆更有用。”小淘可可：“是。可以

减少开放时间。”gaozy：“原来是这样。”

（2）如何从 SCI 中导出全记录？

小心心：“如何从 SCI 中导出全记录？只有作者、标题、内容出版物这几个

选项。”海边：“选‘全记录’格式。”小心心：“选不了。”海边：“记录内

容下拉。”小心心：“下拉了，只有作者、标题、内容出版物和作者、标题、内

容出版物、摘要这两个选项。”海边：“你选中哪些库检索，如果是‘所有数据

为库’，就这两个选项，必须选核心库才会出现这个。”小心心：“已解决，万

分感谢。”

（3）SCI 中用机构扩展检索

海边：“平时接触外文期刊原文的同行，有没有注意到，作者姓名后面的单位数

字，是反自然序列的。比如：5,2。即这个作者有两个单位，第一单位是 5,第二

单位是 2。”刘意：“sci 中用机构扩展检索，不论其是否，有时 OG 字段未必能

检到，og 只是机构扩展检索的一个方式，要达到完全的健全检准是需要人工干

预核对的，还有就是将你们本校出现的各种写法反馈给 wos，使机构更加规范。”

海边：“是的，为了 ESI 数字，我们遇到情况时都跟 WOS 提。”

（4）图书借阅催还的微信服务

wu：“有使用过或了解超星的图书馆微信的老师吗，都有些什么功能啊。”

雨过天晴：“主要就是书目推荐。”wu：“有图书到期超期提醒吗。”雨过天晴：

“平时没注意，有这个功能。”中音王*：“借阅催还，我写了一个程序，是微

信企业号的，但是现在截图找不到了，是基于金盘的。但是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wu：“我们的催还没做好，这次想用汇文微信，但馆里有意见试用超星的免费微

信，所以想了解下。”中音王*：“中国音乐学院的图书馆集成系统是汇文的，

他们也用的是超星的微信。但是无论超星和汇文，都没有做微信催还。”wu：“汇

文有，我们试用了的。”中音王*：“你们的微信是服务号还是订阅号，订阅号

是没有办法做到微信催还的，技术上实现不了。”wu：“不是订阅号，公众号吧。”

中音王*：“公众号分为订阅号和服务号。”wu：“那就是服务号，不在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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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中音王*：“你是在首页直接展开的吧。”wu：“是的。”中音王*：“那

就是服务号。”中音王*：“一个月发四条是吧。”wu：“有这个功能。”中音

王*：“订阅号是每天发一条。”

（5）金盘查重如何定义转换关系

雨露：“求助：在金盘系统中查重，如何定义转换关系，怎样操作，谢谢。”

小淘可可：“你这个要在系统设置中。”天外飞仙：“excel 字段与 marc 字段

对应。”雨露：“我的右下方好像没有数据，没有对应过来，哪里出问题了。”

天外飞仙：“字段名是 excel 中的，后面是 marc 中的。”雨露：“谢谢你！多

了个@ 符号。”天外飞仙：“我前两天正好也在弄，如果订单中有册数，就写入

905 f 字段”雨露：“选固定值还是 MARC 呢？”天天外飞仙：“那就弄一个定

值吧，然后在修改。”

（6）征文字数要求如何算

小淘可可：“跟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征文要求字数，是指算空格还是实际字

数。”谢*南：“汉字、字幕、数字、标点符号、空格是不算滴，在出版时候，

图片也折算字符滴。 不过你这个不是出版。”boson：“一般没有特别说明，都

是指排版的字数。假如一个版面 1000 字，你就写 100 字，其他的都是空格、标

点、图片、留白，那么也算 1000 字。”

（7）投稿状态解答

woseic*：“请问稿件状态为‘退还其他编辑’是什么意思？ 退稿？”诲人

不倦：“由其他编辑进行审理，可能刚开始处理稿件的不是这个方向的编辑，换

做其他更专业的编辑。”woseic*：“谢谢，第一次遇到。”

（8）在 SCI/SSCI 中如何检索某学院的论文

广州吴*：“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检索某一个学院在 SCI/SSCI 中的论文？

如我找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在 SCI/SSCI 中的论文，我以‘Northest N

ormal Univ’为地址进行检索，仅得到该校的一篇论文，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该学

院在 SCI/SSCI 上的论文很多。”奋斗*：“一般漏检的原因是老师的对该学院的

英文写法不一样，要多换几种，还有的甚至对学样的英文名称写法都不一致。”

广州吴*：“那有什么办法收集到该学院的英文名称？除了在该学院的主页上。”

奋斗*：“你可以在知网中找找这个学院老师们对地址的各种英文拼法。知网中

很多刊物都要求有英文地址与摘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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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图书馆数据库的采购流程

弋痕夕：“求助各位，想要调查各图书馆数据库的采购流程，应该怎么找呀？”

麦子：“我不知道流程的含义是什么，大多数资源是极少馆员决定的。而且，老

师们是不知道我们的流程的，这点肯定。”图谋：“群文件曾分享山东大学电子

资源采购流程。信息来源：刘相金主编.山东大学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M].山东

大学出版社， 2015.7：35-41.国内的图书馆其实大多有采购流程，有的成文，

有的可能没有成文，但均属于有。”

（10）录音整理的软件推荐

湖商陈*：“大家有没有录音整理的软件？”广财钟*：“录音整理？”湖商

陈*：“恩，昨天一个教育部司长过来讲话了。”广财钟*：“我只知道编辑音频

有个 CoolEdit 的软件，网上下载就可以了，很简单。”苏豆芽：“goldwave 也

可以，跟 cooledit 差不多。是手机录音太小声，想调整？”湖商陈*：“恩，昨

天一个教育部司长过来讲话录音转换为文字。”苏豆芽：“我只试过录音后，用

软件转换格式到电脑播放，比手机播放大声点，自己也好总结下领导的说话录音

转文字直接用手机转吧，应该是手机这方面发展得更成熟点吧。”

（11）全书复印的法规规定

满哥：“问个问题啊，国内关于整本书复印有什么明确的法规规定吗？好像

境外很多都是不超过 1/3？”LW：“有的，一次复印不能超过 1/3。”止止稻人：

“同问。现在好多复印店都不给整本复印了。以前在图书馆借的书，如果买不到

的话，我都整本印了。毕业前印了 N多。”LW：“这是知识产权法规定的，因为

现在教育部对校园内的复印店进行了统一规范，包括图书馆也是。”止止稻人：

“那要印完，就是要分三次喽？”LW：“”LW：“是的，这样可以，但是一次最

多只能复印三分之一。”止止稻人：“图书馆内一直都不能全印。以前校内的复

印店可以。现在也不行了。”LW：“是的，教育部加强了规范，看来复印店也执

行得挺严格的。”

止止稻人：“那多问一句，如果是上下两册这种，三分之一，是指单册的三分之

一，还是全书的三分之一呢？我是不是又钻到文字的漏洞了。”LW：“如果说是

一本书的话，可能上下两册算两本书。”

（12）图书馆自助扫描设备

麦子：“国内有没有扫描的应用软件，我们现在在扫描机旁大量宣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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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复印机用的人少多了，我们买了 6个扫描机放在一起。当然，这东西很贵。”

中音王*：“清华好像也是自助扫描，他们买的德国的那个 bookeye。扫描图书

很方便。读扫描的文件，直接存入读者的 U盘里。”boson：“现在新出的是扫

描复印一体的自助机。”中音王*：“bookeye 那个是专门用来扫描图书的。会

自动矫正 自动抚平。那种一体机，都是平板式扫描。扫描图书很痛苦。国内也

有山寨的，好像是大连一个公司做的，很便宜。”麦子：“我们是这个 3000 多

美元一个 zeta。”中音王*：“bookeye 这玩意好像是十几万一个。清华愿意给

我们免费扫，但是他们想留一份，我们馆长不同意。”麦子：“也太贵了，300

0 都贵。”中音王*：“国产的有山寨的，叫成者，可能一千多人民币吧，我觉

得最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软件算法，抚平页面。这在扫描中是最关键的。”

5）圕人堂发展
（1) 期待推动圕人堂线下交流

图谋：“关于群成员线下交流，个人很期待能形成‘常态’。过去两年，作

为我的角度，或许可以说是‘有心无力’。我自己外出开会的几次，算是较小范

围地（比较‘隐秘’）聚过几次，可以说受益匪浅。由于一要注意影响，把握分

寸；二是经费方面受限制（当前模式下募集来的‘圕人堂发展基金’，每一分钱

的使用可以说都相当‘抠门’）。群成员自主自愿，效果或许会更好，期待有成

员推动。”

gaozy：“群主要想办法，圕人堂泱泱大群，怎么也争取个类似协会的社会

组织啊，组织出面邀请，圕友们就可以想去哪就去哪，因为给每个圕友都盖个帽

子，‘鉴于阁下在该领域的业界影响力，诚邀参加。’我看行。”图谋：“我看

还是成员想办法比较靠谱，我的力量非常有限。建群两年来，我大概可以说是‘绞

尽脑汁’了。所采取的策略是：微努力微贡献，循序渐进。”远方：“这个群是

我所见过 办得最好的一个。绝对实话。”广州书童：“跑堂都很辛苦 。”图谋：

“圕人堂运行到今天，那是诸多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在‘前台’晃得多一点，

‘后台’还有多位。比如《圕人堂周讯》编辑组成员，他们的默默支持，常常令

我感动不已。”

（2) 圕人堂讨论尺度

图谋：“关于圕人堂言论尺度问题，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处分条

例’（第 45 条、46 条等），是大家必须高度重视的。可能有成员觉得不属于适

用对象，事不关己。实际上不是这样，需要远离高压线，否则有危险。一旦有危

险，我作为‘群主’很可能被视作‘提供方便条件的’受到处分。”gaozy：“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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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图谋。群主确实承担了很多责任，我会放一放，收一收。”嘉懿：“支持群主，

向 gaozy 学习。”gaozy：“群里我学习了不少。开放包容，活泼严谨，和而不

同，圕人堂就是一所大学，相互都是老师。”

（3) 圕人堂网盘分享

梅吉：“各位老师，因本群空间有限，我们申请了百度网盘作资料分享，

此前多次将群文件迁移到百度网盘，也将资料分享地址和密码在群文件以 word

的形式作过说明，不知老师们在资料下载时是否遇到困难或其它问题，请及时和

我沟通联系。欢迎及感谢各位老师无私分享的报告。刚刚提交在群文件的资料是

之前图谋老师分享过的‘山东大学电子资源采购流程’，此前也已作迁移。刚刚

听闻有老师需要这件资料，特地再分享一次。在此也请各位老师对本群资料分享

和管理情况提意见和建议，不胜感谢！”

6）日常讨论

（1) 文献计量分析中何谓第一机构

小心心：“如果要查找本单位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 SCI，只在 RP 字段

中进行选择，是否可行？估计会漏检许多，但是只在 C1 中找，数据太多没法选

啊，人工看，眼睛都看花了。哪位老师有高招？”谢*南：“我也要问这个？文

献计量分析中，到底什么叫第一机构？是不是，第一作者的机构才叫第一机构？

还是通讯作者的机构是第一机构？还是第一作者机构为第一机构，但是当第一作

者和通讯作者机构不一致时候，这种情况通讯作者的机构为第一机构？如果是第

三种，那实际就是通讯作者机构为第一机构。”boson：“当然是通信作者机构

了。”小心心：“我觉着是第一作者的机构吧。”boson：“你跑到哈佛读博，

发了个第一作者的文章，难道那成果就是你们单位的了？就是这个意思。”谢*

南：“不对吧！哈佛读博期间发文了，假设哈佛不要求必须署名哈佛，学生就署

名其他学校了那当然是其他学校了，压根没署名哈佛。”boson：“问题你通信

作者是哈佛，成果当然算哈佛的”

小心心：“第一作者挂好几个单位的情况下，排在最前的那个机构。是不是

可以这么理解？”谢*南：“ 作者如果好几个单位，那看第一个单位但现在的问

题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不是一个单位，算哪个？”小心心：“不知道唉。”

刘*平：“要看研究来源。”如果来源的作者的，只是用哈佛的设备、资料

等，是作者原单位。”谢*南：“那这样呢，合作研究，假如一个北大的博导和

一个哈佛的博导合作第一作者是北大博导，写的机构是北大；通讯作者是哈佛博

导，写哈佛，那么第一机构是什么？”boson：“如果 idea 不是哈佛的，哈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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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署通信作者。”刘*平：“如果是来源为哈佛，作者在哈佛承担了其中的研究，

机构需要写哈佛。idea 是哈佛，机构需要写哈佛。”

谢*南：“都没关系，署名时候就解决了，那是署名前的事情。没贡献也不

会有名字的。现在问题就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不是一个机构，两人就是两个单

位合作。第一机构是什么？”boson：“你说的那个情况妥妥地哈佛，谁通信作

者谁老大。”谢*南：“那看通讯作者，有依据出处吗？如果通讯作者机构是第

一机构，那就明白了。主要就是这个概念界定求出处。”

刘*平：“目前做统计，一般是在统计分析前说明数据归档说明。看到的数

据统计分析第一作者机构有多种归类方法，所以应该在统计分析前说明数据归档

说明。”谢*南：“那是说实际第一机构是没有统一概念的？谁怎么定义都可以？”

安哥拉兔：“我们学校统计 SCI 发文的口径是通讯作者。”刘*平：“通讯作者

机构是责任机构。”tianart：“各个学校标准是不一样。我们学校认只署自己

单位的。同时注明自己读博或者博士后的单位，学校不承认。”

星辰：“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谁更重要些？”刘*平：“通讯作者是来源和

责任者，第一作者是最主要的实施人。”安哥拉兔：“博士毕业的话，第一作者

就够。要说知识产权，肯定是通讯作者。”晨逍：“国内好多第六第七作者挂个

通讯作者，几乎和这个人关系都不大了吧。”安哥拉兔：“通讯作者和排序无关。”

晨逍：“是，但感觉有违贡献大小的原则。”刘*平：“国内有通讯作者异化，

因为导师出论文出版，导师无论是否为这个成果的来源，总是通讯作者。大牌专

家教授是很多论文的通讯作者。”

谢*南：“我了解的是作者署名，不是通讯作者。有贡献的才放到作者里面。

在英文投稿的时候，作者写几个编辑都是要问的。我有朋友和老外合作，都要先

说明第一作者是谁，好像没先讨论通讯作者是谁过……国外一般是 1个作者如果

有 2篇文章署名第二作者，分量相当于发表过一篇以第一作者署名的文章，因此，

作者排名非常重要。所以，我本来一直以为第一机构应该是第一作者的第一个机

构，而且一般国外通讯作者是整个研究的设计人，一般是出主意。”

晨逍：“评职称时，第一作者有效，通讯作者有效，然后就乱象了，感觉通

讯作者更多挂名了。”小心心：“还有共同第一作者的，我遇到过，实为第二。”

弯月亮：“我遇到过一篇文章，第一+共同第一是 3个，通讯+共同通讯是 7个，

总共多少作者不记得了！”海边：“我也遇到过，首先看通讯作者的第一个机构。”

刘*平：“通讯作者在这里是异化了，异化具有普遍性。依然沿用通讯作者是来

源和责任人的概念，真有学术不端，貌似通讯作者不负什么责任。”安哥拉兔：

“怎么不负责啊……我们学校有个海归博导，有篇文章在发表几年后被人发现问

题，主动撤稿，然后这个博导最后离开了学校，他就是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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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南：“在数据统计上，WOS 关于机构有两个字段 C1、RP。C1 是所有作者

地址，但 C1 呈现顺序不是按作者署名顺序来，而 RP 是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又不

一定是第一作者。一般做统计，都是拆分 C1 字段，第一个出现的机构就算第一

机构。这就麻烦了，？因为 C1 的字段，它不是作者顺序！我看过第一作者的机

构列在 110 条，如果这样直接拆分 C1，哪个机构第一个出现就叫第一机构，那

就有问题了。 但如果第一机构是通讯作者机构的话，那就没问题！所以！到底

什么叫第一机构”海边：“是的，所以我们要求看原文，SCI 无法精准。”谢*

南：“这和原文没关系……原文 123 就是这么标的，数据库是从原文提取的。”

图谋：“有些疑难问题，需要由科研处或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或认定，很多时候，

是有由话语权的人说了算。”

boson：“第一机构就是对文章负责的机构，成果属于此机构，当然是通信

作者的机构了。如果有人解释与此不一样，让他照这个改。你看你发的那张 plo

s one 图里面，排名第一的机构就不是第一作者的机构，而是通信作者的。”海

边：“有些通讯作者有多个机构。”boson：“当然是排名第一的机构了。”

谢*南：“如果出现‘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不是一个，但是标数字 1的机构

是第一作者的机构’这种情况，那么第一机构就应该不是第一作者机构，是通讯

作者机构了。”海边：“通讯作者机构是 3，也是有。”鱼雷：“国外期刊中，

不是按照作者权重顺序排队的，国外更注重通讯作者，他要对此文章负责的。”

刘*平：“通讯作者是来源和责任人。”

谢*南：“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标为数字 1的就是第一机构！但是这个第一

机构可能是第一作者的机构，也可能是通讯作者的机构 。”鱼雷：“是滴。”

谢*南：“如果有通讯作者是 3的，那就是这样了 。”海边：“数字 1代表第一

机构。不代表，只是为了跟作者配对。”谢*南：“清了！实际既不是第一作者

机构是第一机构，也不是通讯作者机构是第一机构。就是标数字 1的是第一机构，

但这个 1不一定标在哪里。”海边：“不对。”谢*南：“不对吧，这个第一机

构还是按主要性排滴吧。”海边：“你不要管数字。”

鱼雷：“我给你个例子，我们前馆长，博导，从数学科学院到图书馆任职，

这期间仍是博导，很多博士生的论文的通讯作者是他。在我馆当馆长是都在一个

学校，不会有变化，在他的名字上标的是 1.”海边：“通讯作者对应的机构编

号是 3,也是第一机构。”鱼雷：“现在他到民族学院当副校长去了，但是仍然

是我们这儿的博导，那么他带的博士生在读期间发的文章，他仍然是通讯作者，

但第一机构是内大，而不是民族学院，所以在他的名字上标注的是 2或者以后的

数字。”海边：“当然，所以不要管数字序列，就看通讯作者的第一单位。”谢

*南：“不对。就像刚你说的，有的通讯作者机构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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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雷：“按道理是要看数字的。”谢*南：“就是数字，数字为 1就是第一

机构。不过这个数字怎么标的，应该不是随便滴，得问。感觉还是按贡献重要性

吧。通讯作者一般都是有名望声誉的，这个是毋庸置疑滴了。谢谢各位，尽管还

是没找到规范的‘第一机构’定义……”

晨逍：“那这博士生发表的文献算成果算你们学校的么？如果按通讯作者的

第一机构算，这些成果在有些评估中就不能算你们学校的了。”谢*南：“我们

学校是不算，我们只看第一作者的第一机构。第一作者的机构如果是外校，通讯

作者如果是本校，那么也不算本校成果 。发奖励不给，只给第一作者，而且第

一作者的机构必须是本校，但是评职称时候通讯作者的成果也算数。不管了，我

这里第一机构的定义就是：期刊中标明数字 1或者字母 a的即为第一机构。”鱼

雷：“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产权归学校所有。”

春夏秋冬：“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对科研机构的评价标准，对科研机构怎么

评价的，科研机构一般就是怎么奖励。”刘*平：“第一作者机构、通讯作者机

构，这样表达比较清楚。”cpulib*：“研究所与学校有点差别，学校第一作者

基本上是在读研究生。”

（2) 图书馆发展定位

易水寒：“有时候图书馆很可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为没有原创创新，

只能是跟形式走，换花样，这么多年的电子图书馆，复合图书馆，数字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现在又在搞融合图书馆，每一步还没有走踏实就过时了，没有走稳

就想跑，图书馆人不可只成为玩弄概念的御用文人啊！”远方：“是的，我也有

同感，虽然我算不上是正宗的图书馆人。”广*华田：“说得有理！”逄*东：“赞

同。”cpulib*：“图书馆就像家庭装修一样，有钱的就装成智能型。”刘*平：

“核心是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文献服务。玩概念，牵强附会核心，使图书馆更加

边缘化。”

远方：“我觉得 图书馆应该属于咨询业，而不是管理行业。行业的整体定

位，略有疑问。”易水寒：“为什么图书馆的新技术应用都是别的行业推广的，

昨天南大计算机系搞得智慧图书馆，机器人盘点机，高科技都不是图书馆人在实

践中做出来的，还成天在那里，满嘴的技术，概念，不如腾出来点版面给其他人

发文章，评职称。”

cpulib*：“图书馆有三种人：只做事不研究；只研究不做事；边做事边研

究。”易水寒：“成天喊人家不重视，你做什么让人重视的事？”刘*平：“有

为才有位。”gaozy：“一语中的，非常赞同。当然，我不反对玩概念高瞻远瞩

发论文，并且对这些同志非常敬佩，乃至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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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土*：“先被重视后发挥重要作用，还是反过来呢？所谓的重视不外乎

给人给钱给政策，图书馆的公益性定位意味着有重视才会有产出。要得到重视有

的走行政路线，有的走学术呼吁。”安哥拉兔：“光呼吁没用，先做点事情出来

吧。”一粒土*：“大家来出出主意，做什么事？” 远方：“大英图书馆有一份

远景规划，可参考。”安哥拉兔：“根据学校和图书馆具体情况，找好定位。图

书馆有定位，个人也有定位。”远方：“但是现在看它可能过于保守。武大周力

宏发文介绍,英国的公共图书馆已经关掉很多。”

嘉懿：“个中原因是不是这种情况？还在于图书馆本身并没有自己的话语和

边界，对新技术新概念的反应与其说是主动的吸纳创新，不如说是对它们入侵的

被动接受，于是图书馆的话语总是在新技术中流变，在新概念中漂移，以至于图

书馆本身变得面目全非。一个前现代的学科，没有现代化，而直接进入了漂移不

定的状态,后现代状态。”

归去来：“有的用法，平时没注意，按习惯了，细思却是很不妥的。”远方：

“我的意思是图书馆要略激进一点才行。仅靠开门关门，实现不了职业价值。I

FLA 的观点相对比较进取。”

（3) 数据商眼中的程焕文之问

圕坛刘*：“【重建津梁，共好可期】各位朋友，早上好！在这明媚的春天，

在国家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推动学术期刊走出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大好形势下，‘图书馆与数据商’之间的战争再次引爆，这次影响之广是前所未

有的。《图书馆论坛》秉持服务于学界业界的原则，近两年高度聚焦现实问题，

力图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为此，去年《图书馆论坛》设立《程焕

文之问专题研讨》栏目，邀约各方就‘图书馆’与‘数据商’之间的那点事儿进

行理性的讨论，达致彼此理解、互助共容，最终实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共

好’局面。

经过半年的努力，获得来自数据商的看法。这并非易事，个中艰辛道来，足

以烧掉烟鬼几包烟，吹掉酒徒几瓶酒。正因为艰辛，价值才得以彰显。但愿这篇

采访稿能够为图书馆与数据商之间的纷争起到一点作用。这篇采访稿来自中山大

学资讯管理学院肖鹏博士不达目标不罢休的努力和足够的智慧。肖博士本在哈佛

大学留学，学业繁忙，但仍然不畏艰辛做成此事，这种精神正是新技术派的基因，

也是图书馆科研和建设事业的希望所在。肖博士的采访稿，周一就会在中国知网

上见面了，若朋友们有兴趣，届时可以上知网（并非帮闲卖广告）。出于种种原

因，刘编不能将访谈稿在这里贴出来，但可以贴出‘题记’，供诸君一阅。谢谢！

最后想表达一个观点——‘倾听’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基本能力和素养。在这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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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见解不同，利益不同，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

从某个角度而言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对与自己的不同，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式是

沟通交流，达致求同存异，而非互不理睬，自说自话。其中关键一环是要‘倾听’，

具备倾听的素养和能力。”

gaozy：“刘编，和而不同，也是我群里一贯的观点。有时候，预设立场，

闭塞视听，才是问题所在。因最终目的某些程度上是一致，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合

则共赢，分则双输，确实需要对话来解决这个‘天问’。如果非要将数据库商与

图书馆做个比喻，我觉得他们就如同中美关系。但数据库商是美国，图书馆则是

中国。图书馆的伎俩数据库商不知道？”刘*平：“共建、分享、共赢。”圕坛

刘*：“是的。既要斗争，又要合作。”嘉懿：“中性地看，实际上就是说数据

商是求利的，不管图书馆人如何对其涨价的痛恨，但实际上图书馆离不开他。刘

*平：“探索多种合作、分享、共蠃的模式更符合互联网精神和时代要求。”

图谋：“关于‘程焕文之问’，肖博士的采访，有了数据商的观点，有进步，

但当前尚未触及本质。终端用户才是‘上帝’，‘上帝’的声音更值得‘内容分

析’。当前，科学网上陆续可以见到一些声音，值得关注。比如当前的科学网博

客头条。林中祥.‘知网’乱涨价，想钱想疯了吧！.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79177-970418.html 彭宁川.以创新破除知网的垄断.http://blog.sc

iencenet.cn/blog-639927-970404.html。”

gaozy：“我个人觉得我们格局一定要大，要跳出现有层次，结合历史来分

析。图书馆当初藏书楼后来也曾有收费。数据库商作为新时代的图书馆，她的成

长历程是和图书馆一样，相信为了人类知识最终会有完美的结局。至于说用户，

现在的方式是用户端费用由图书馆这一中介结算。”嘉懿：“确实，但在合作开

放共赢的话语背后，有可能是利益和权力的重新积聚。就像互联网创业，在 BAT

的阴影下，可能只有永远长不大的灌木丛而不是参天大树。”

圕坛刘*：“这个世界，我的理解，谁都离不开谁，这是社会进步的显现。

很难说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具有同理心非常重要。把不同意见说出来，用理性

的语言说出来，是第一步的。”图谋：“数据库商、图书馆方面均没有把‘上帝’

当回事。这个问题可能的有效解决方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倾听用户声音，用户至

上。”gaozy：“图谋这个办法，不可行。有些问题的解决，只有一个办法，那

就是时间。”圕坛刘*：“社会发展就是分工越来越细，显现出专业性。各部分

互相交换，都是为了利益。但我个人认为，那种以所谓的公共利益来贬损个人利

益和机构的做法是危险的，与此同时，以个人利益和机构利益来侵犯公共利益也

是危险的，都不符合现代社会生态系统。马化腾，马云都是朋友，但也是对手，

这种关系，似乎更符合潮流。”gaozy：“非常赞同。和谐前行需要双方磨合成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177-97041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177-97041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39927-97040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39927-9704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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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展中的问题，留给时间去解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宏观统筹。”

嘉懿：“图谋你说的这个，我一直认为，数据商和图书馆所面临的激励强度

不一样。数据商对讨价还价的成果拥有完全的获取权，它有激励去做利润最大化

的事情；图书馆作为一个代理人（附属于学校政府或其他机构），它对数据商的

讨价还价的成果是不能获取的，它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拼命的讨价还价。”图谋：

“科学网上就‘知网’发声的，估计会有数十篇博文。浏览这些博文会发现，‘信

息不对称’是多么地严重，各说其是，其中有些观点任何一方看，似乎都觉得彼

此狭隘。”嘉懿：“所以，图书馆的讨价还价大多是象征性的，这种象征性实际

上也纵容了数据商涨价的动力。”图谋：“这个话题的讨论，圕人堂群讨论讨论，

或许会有些意思的。群成员中，数据商、图书馆、终端用户，均有成员，其中，

数字资源采访馆员有多位。”

圕坛刘*：“从更大的视野来看程焕文之问，有非常大的价值。图书馆购买

社会服务已成为国家大政方针，有些地方已经进行了诸多的实践。如果在程焕文

之问上取得突破，对国家未来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购买有很大的价值。”我是

*云：“订阅纸本期刊的减少，就易从数据库这里找回来，要不杂志社的日子都

不好过。”图谋：“当前的‘乱象’之源，或许在于各自追求‘效益最大化’，

且图最省力。”嘉懿：“图书馆与数据商的互动，图书馆存在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就是图书馆讨价还价的努力无法获取剩余索取权。”圕坛刘*：“换一个角度看

问题，图书馆与数据商之间的是商业行为，受供求关系、商业圈生态和技术发展

影响。看看手机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明白，程焕文之问的解决之道并非反复讨

论的那些话语。”嘉懿：“这个确实，当数据商的垄断行为达到一定程度，一定

会出现拐点，或替代者；因为对现状变革的投资，会塑造新的格局。问题是，拐

点在哪。”倒立的*：“市场会决定的 就像股市没人知道拐点在哪。都想顶逃，

看运气罢了。”

图谋：“罗朋峰.评读林中祥《‘知网’乱涨价，想钱想疯了吧》.http:/

/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87114&do=blog&id=970521。”

gaozy：“发散多说一点，当初岭南派程焕文先生打出理念的大旗，一开始是多

么孤寂？后来事实胜于雄辩。关于这个‘天问’，我相信程先生是在更高视野下

提出来的。相比很多闷声发财的教授专家，我个人对程焕文先生这样旗帜鲜明，

很有特点的教授，公开点赞，非常敬仰。”倒立的*：“都喊贵，真见哪家不买，

屈指可数。都喊亏，真见过涨疯的，凤毛麟角，说明这是市场其实是很正常的。”

hero8151：“最近青菜很贵，但老百姓照样得买，这能说明这个市场很正常吗？”

嘉懿：“图书馆的行动也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网络里的。图书馆买数据库的

目标也是多样的，除了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目标外，还有环境压力（没有某某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87114&do=blog&id=97052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87114&do=blog&id=9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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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能支撑咱学校的发展远大目标吗）、组织的合法性（人家都有咱没有行

吗？）、话语权（通过购买凸显重要性），等等。因此，花钱、多花钱可能不再

是图书馆高价购买数据库与否的决定因素，实现其他目标才是。”

倒立的*：“菜价高就会有人去供给，供给多了自然就低了。”hero8151：

“供给本来就是充足的，但价格是人为炒起来的。”倒立的*：“您说的只有行

政垄断的市场才是畸形的，自由市场不存在，价格只会波动。”hero8151：“市

场垄断照样是畸形的。”倒立的*：“价格会高或低 但总是对现在供需的反应，

正常。”hero8151：“有需求，有供给，但供应商控制供给--囤货、炒作……价

格就不正常了。”

嘉懿：“而且，代理人的目标也是多样化的，这些多样化的目标存在前者的

冲突，代理人会选择最紧迫的目标进行行动。图书馆购买数据库的时候，也隐含

着多种目标，省钱只是其中之一。但当其他目标更为重要的时候，高价购买接受

涨价，也是符合逻辑的。”倒立的*：“做个比喻吧。这叫老子出钱，让儿子给

孙子买玩具。钱还不能剩。你说这玩具能便宜吗？”嘉懿：“实际上就是这理儿，

包括政府采购、公共工程等等，作为代理人的官员也很少设身处地的为纳税人节

省资源。”印度阿三：“深有体会。”嘉懿：“没有见过哪个官员为了一项公共

工程和提供商讨价还价，死磕到底的因为除了省钱，这个工程对于民生改善、对

于城市发展、对于政府政绩更为重要。当数据商涨价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不是正

本清源，这家数据商是一家什么性质的公司？”倒立的*：“应该是有区分。但

可能也不一定那么明显。非营利组织兴许卖的更贵，反而不能谈价。我听说过一

些非营利组织，在谈判时反而更强势。”嘉懿：“是啊，当年米塞斯哈耶克和兰

格等人的论战表明，模拟的竞争、控制型竞争似乎会更糟糕行不通。”hero815

1：“市场行为异常、出格的时候，政府不作为是不恰当的。”嘉懿：“是的，

但是市场做不好的事情，政府也不一定能做好，甚至做的更差。”我是*云：“看

了几篇文章，北大这样的大学都说涨得狠了，还要停用知网，或许涨得不妥当；

涨得太多，买的人就可能减少，就是涨价，赚钱也不会多。”

hero8151：“任何问题，永远也无法在所有人当中取得共识。”倒立的*：

“至少暂时无法共识 其实要求控制的人也是一种利益诉求，人性罢了。”嘉懿：

“无法系统的形成共识，就去寻找共识可能重叠的部分，也是好办法。”hero8

151：“但想要解决问题的话，必定只能忽略部分人的所思所想及其利益。”倒

立的*：“我觉得解决办法是，让每个人自由选择。”hero8151：“每个人都或

多或少地被网住了，被裹挟了。”嘉懿：“是啊，组织的行动存在着多重的逻辑，

效率只是其逻辑之一；对于政府的购买行为，提高效率（指标之一是省钱）也只

是其目标之一。其他目标，可能会更重要，在决策中占的分量会更重。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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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组织来说，省钱的目标可能被其他目标所替代，到头来，高价购买特定的东西，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倒立的*：“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嘉懿：“这一点，

政府采购的供应商心知肚明，数据商也不例外。”倒立的*：“当我们替别人花

钱又不受约束，省钱的动力就不够了。”

麦子：“对电子数据库这类特殊的产品，我觉得上面有些说法不是很全面，

而且我不认为可以把美国的情况和中国，因为是两个市场，两种商业文化。我自

己大概每周有一两个数据商来访，最近因为财年要结束，基本每周平均买一两个

数据库，价格在 5000 美元以上。这两三个月大约每月买 5万美元样子。我这事

也做了 10 几年了。我的体会是，即使是完全独家的，漫天要价不打折的极少。

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市场比较成熟，供应商比较自律，另外，人都比较

讲道理，我们自己也做功课，把学科使用的数据收集得比较好。但最主要的，我

们的教授都比较理解我们，这类的决定基本是我通过和学科馆员了解了情况，再

和一个数据库委员会讨论后拍板的，教授的意见往往是参考，另外，教授为了得

到某些资源，愿意出一半钱也是有的。这样，我和数据商商量时，往往底气很足，

这样往往可以拿到极好的价格，所以，我们采购成功率也高，因为没有非买不可

的东西。但如果我是被教授牵着鼻子走，那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国内的情况很大

程度上是自己给对方吃死了，图书馆自己没底线，就是再高，也有人买。如果我

是数据商，我何必放你一码呢？”节能：“非常赞成。”图米：“真相是没底线。”

麦子：“我觉得这和看病一样，美国的医生就管看病，对费用之类不管。而

美国图书馆，这使用人和采购是两回事。我往往是谈的下来谈，谈不下来不谈，

钱是我出的，东西不是我用的。”倒立的*：“采购权和使用权分离。”图米：

“国内图书一样，低折扣就是有能中标。”gaozy：“公共无主，这是强调公有

制的虚伪世界所无法回避的人性缺陷。麦子，一不小心又当了回皇帝新衣里的小

孩。当然，总有人认识不到并各种‘正能量’，但并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总有

百分之一左右的人是我们所称的弱智或神经，对此，我觉得我们要无视或帮助而

不是指责。我呼吁，大家有觉得不合适的，公开说出来，不用拐弯抹角。”麦子：

“我很不同意这种正能量的说法：物理上是否成立咱不说。世界本来就是很复杂

的，刻意鼓吹正能量一来很虚伪，另外，没有负，哪有正？我们是生活在充满了

矛盾和挫折的世界里，又不是什么色彩缤纷童话世界。当然，整天碎嘴说负面，

也不利心情，所以两者要平衡。”

嘉懿：“这么多年来，图书馆在吐槽数据商涨价、甚至在一番声嘶力竭的抗

议之后，大多数还是接受了连续涨价的现实。我们不能只是描述这样的状况，也

不能只是义愤填膺的说我抗议；我们要对这种状况作出解释。这样才能找到出路。

这种状况为什么还是发生了，发生这种结果的逻辑是什么？”麦子：“我觉得这



圕人堂周讯（总第 102期 2016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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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

里的一些所谓非正能量的发言是代表这个群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多典型‘正能

量’的宣导，我往往就急速跳过，因为我怕哪天发作骂人。”gaozy：“麦子先

生的话，我个人非常赞同。什么主旋律，什么正能量，这类说法，都只是我们的

宣传而已。宣传，正常人都懂。”麦子：“另外，从管理角度看，对这种讨论的

引导，其实是一种技巧，以后最好不要用正负的语言，或者说是不要讨论，因为

往往越描越黑。而且越是想静下来，约热烈。”gaozy：“我觉得开放包容很重

要。”麦子：“图谋是好人，但是体制里的性格，没有办法的事。”gaozy：“我

非常理解。”

麦子：“我自己是为了自己找乐子，对四平八稳的议题没有兴趣，最好是这种焦

点话题，有争议的，没有结论的，那才有意思。”嘉懿：“就是，对同一种现象

或议题会出现各种观点的交锋，这样才有意思。从中产生一些有穿透力的观点，

增加理性增进共识，其实，很多反常的现象都是可以解释的，就是在一个看上去

正面的技术或概念出来的时候，本身也可能隐含着致命缺陷，而我们往往看到了

很多不可遏制而后有烟消云散的狂热，比如有位群友说的‘X图书馆’（复合智

慧...），X2.0 等等，没有等到反思就无影无踪了。我有时想，现在图书馆界这

么炙手可热的‘阅读推广’，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印度阿三：“说到这个，

对于这些事，我倒是觉得刘编说的对，起码先得听听对方的立场和诉求，这是底

线。”boson：“烟消云散这件事不好一棒子打死。这些年我们见过许多流行的

东西势衰乃至烟消云散，比如博客、msn space、人人、易趣……很多东西都在

探索当中，是流行下去还是烟消云散有很多因素，没人能够预测。”嘉懿：“是，

还是正面看待。烟消云散的是表象，可能这些东西已经沉淀为图书馆的底层基层

结构，隐而不现，从根本上提升的图书馆的品质。有些东西不是消失，是从一个

前卫的技术或理念变成一个图书馆常态化的结构。”gaozy：“不管消失还是换

一个方式存在，都有特定功能，都值得肯定。正如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

飞过。我也想就各类概念神乎其神地解读一番，这样至少会有很现实直接的效果。

关于阅读推广，内容很丰富，我觉得与人交流的业务只会越做越好。有一段时期，

我认为阅读推广是图书馆最核心的工作。”嘉懿：“嗯，即便是有一天阅读推广

概念不热了，也说明它已成为图书馆当然的组成部分，又提升了图书馆的品质。

最高深的技术或理念，就是那些不断的悄无声息的把自己编入到人们生活的东

西，成为生活中人们不假思索的组成部分。图书馆的那些貌似消失的技术和理念

也许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成为了图书馆（人）自然的组成部分。”gaozy：“结

合起来看，你总是能分析本质，有的话语或许别人不尽赞同，但也反驳无力。讨

论无分对错，观点说出来就很好，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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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追悼业界同仁

安哥拉兔：“又一个讣告 http://weibo.com/2230287313/DrpZRlywJ”印度

阿三：“又是一个年轻博士。”图谋：“啊？是屈博士。”安哥拉兔：“是，在

微信圈里和微博上同时看到的。”麦子：“锻炼，饮食，环境，生活都有因素，

但做图书馆这行会这样，很难理解。”boson：“中信所不算‘图书馆这行’吧。”

安哥拉兔：“北大的博士，中信所应该也算这行。这个讣告是《图书情报工作》

发的。”鱼雷：“不管做哪行的，关键是，锻炼的少了，案头多了。”安哥拉兔：

“看到有人在微博下面留言，提到肖东发老师也在这几天去世了。突发心肌梗塞，

这种人身体往往平时还挺好的。”Mavie：“肖东发教授讣告 http://sjc.pku.e

du.cn/Browse.aspx?id=3408。”

鱼雷：“突发心梗，原因多半还是出在血脂上。”麦子：“还是和饮食有关。”

鱼雷：“总感觉自己年轻，没问题，于是缺少锻炼，造成血液中血脂堆积，突然

某个斑块脱落，就大面积心梗。”麦子：“就是就是。”鱼雷：“主要是体质问

题和锻炼问题。饮食是次要的，因为有的人，一口肉都不吃，仍然血脂高血压高。”

gaozy：“要讲科学。心肌梗塞本身就不能多运动。”安哥拉兔：“每年体检，

多锻炼。”鱼雷：“所说的运动不是那种激烈的，而是温和的持续的，比如你每

天要是快步走连续 40 分钟以上，就可以将血液中的脂肪逐渐烧掉。因为快步走

的运动量，需要四十分钟以上才能开始消耗体内堆积的多余能量，所以建议大家

每天要坚持锻炼。”麦子：“中餐的特点是食料一般，但大油盐糖，外面吃，尤

其是食堂，更如此。方便是方便了，长期对身体损害太大，不知此人结婚了没有，

有没有孩子，中式讣告往往没有这些。”

鱼雷：“我现在每天早晨开车到单位，必须早动身，否则堵车。于是每天比

上班时间早 1个小时到单位，慢跑 40 分钟。”麦子：“锻炼固然重要，但忌口

似乎更重要，因为要烧掉热量实在不容易。”中原劲草：“吃素 30 年，体型体

重都保持的好，结婚后被逼着吃点荤腥，体重蹭蹭往上涨。咋控制饮食都回不去

了。”安哥拉兔：“光吃素也不行的，容易得抑郁症。”中原劲草：“俺不抑郁，

倒是被逼着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才抑郁。”wu：“注意身体，多运动，饮食清淡。

还可以为风险做点保障。”

图谋：“著名编辑出版学家、图书馆学家肖东发病逝 http://sky.cssn.cn/

zx/bwyc/201604/t20160417_2970269.shtml。

2016 年 04 月 17 日 14: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妙凝金强.忆北

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肖东发教授（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

00b88030102w7y4.html

周能汉.怀念肖东发教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ea4ce0102

http://weibo.com/2230287313/DrpZRlywJ
http://sjc.pku.edu.cn/Browse.aspx?id=3408
http://sjc.pku.edu.cn/Browse.aspx?id=3408
http://sky.cssn.cn/zx/bwyc/201604/t20160417_2970269.shtml
http://sky.cssn.cn/zx/bwyc/201604/t20160417_2970269.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b88030102w7y4.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b88030102w7y4.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ea4ce0102wp5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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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5i.html

北大教学通讯的博客.【悼念肖东发教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肖老师

访谈稿.http://blog.sina.com.cn/s/blog_93195e1c0102wesr.html

肖东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tiliO7Bu3_vMWEAxmzem9pFLtK

YsUG6A3Uyt14CxcOI4DlXkaHfoDKr98gIbZrRUU5sPPPbdv4SGgdlNqmS6FK。”

麦子：“现在的环境，忌口其实是第一的。”路上：“一语双关，为了健康

和和谐，既要忌进口的食物，也要忌出口的语言。”路上：“麦子老师高度概括

了，都关乎个人的修养。”

书小弟：“屈鹏博士，我记得是赖茂生教授的博士，2012 年在我母校华中

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四届搜索行为与用户认知研讨会上，还做过报告，跟屈博士有

过面对面交流。英年早逝，太可惜了。多少年轻人为了事业，消耗了身体，平时

锻炼太少。祝屈鹏博士走好！”无所谓：“大家早点休息，别熬夜了。”

（5) 小议身边的污染

转身遇见：“江苏 500 学生身体异常续：学校新址污染物超 http://news.i

feng.com/a/20160418/48489562_0.shtml。”芷芸：“常外是选址上的诟病，竟

然在原农药厂址上建，这些害人的领导，校方、环保局难咎其质，竟然饮用已污

染的地下水，明白着害下一代。”素问：“其实，也要关注自己工作岗位的污染，

尤其是新馆。另外，新书的气味也很重的，以前说书香书香，现在书的封面各种

讲究，堆在一起气味就不是香气了。”河工圕安*：“搬新馆的同行们更惨了，

还有甲醛污染。”广财钟*：“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素问：“对于污

染，锻炼身体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是新馆，第一记得上班开窗户，如果不能开

窗户，就开通风设备，另外要督促馆长测试室内空气是否达标。”海边：“我们

馆搬来已经十年了，塑胶地板还有味。每天早上上班开门时，味道很浓。”素问：

“我们一样，另外书的污染也不能忽视。”印度阿三：“我们也一样啊，。”c

pulib*：“大多图书馆好看但是通风效果极差。”素问：“进门第一件事情打开

窗户，不管冷热。”印度阿三：“你们还有窗户，我们连窗户都没有。”素问：

“十多年前，还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这么重的危害，对身体伤害这么严重。”广

财钟*：“这些伤害有的都是慢慢积累，后期才出现问题。”广州书童：“有的

开窗自然好！但是我们连窗都没有得开，当如何？”素问：“好多建筑跟风不搞

窗户，以为自己多有钱。电费花了不少外，电力供应也不能支撑这么多装逼无窗

户的建筑。除了最热的时候停电外，设备过了几年不能正常运转也是一大缺点。”

素问：“我们馆那年最热的时候，顶楼一个阅览室‘中央空调’坏了，修又修

不好，重装又没有那么多钱，可把那里的同事热坏了。热就算了，窗户还打不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ea4ce0102wp5i.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3195e1c0102wesr.html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tiliO7Bu3_vMWEAxmzem9pFLtKYsUG6A3Uyt14CxcOI4DlXkaHfoDKr98gIbZrRUU5sPPPbdv4SGgdlNqmS6FK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tiliO7Bu3_vMWEAxmzem9pFLtKYsUG6A3Uyt14CxcOI4DlXkaHfoDKr98gIbZrRUU5sPPPbdv4SGgdlNqmS6FK
http://news.ifeng.com/a/20160418/48489562_0.shtml
http://news.ifeng.com/a/20160418/4848956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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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闷热难受。本来就没有强大的电力供应和牛叉的通风设备，里面还有带污染

的家具，搞没有窗户的公共场所就是浪费，自己害自己。”

麦子：“这个无毒无味的油漆不难吧。我们最近油漆了很多会议室，都是油

漆完了，隔天就开始用，而且都是没有窗的房间，第二天还有点轻微的气味，过

几天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自己 10 几年前也重现粉刷了房子，我是一间间粉的，

都是几小时后干了就搬进去，也没有问题。”广州书童：“进口涂料就可以。”

素问：“有一种油漆叫做工程漆。”

安哥拉兔：“家具一般用木工板，需要胶水粘合，胶水里有甲醛。”所以

都是慢慢挥发的，尤其是柜子或者抽屉之类的地方，味道最重。还有和天气有关，

天气越热，挥发的越多。有那种无甲醛或者含量少的木工板，但是价格就很贵了。”

图米：“这样的结果是害了使用者，也害了正经做生意的人。”安哥拉兔：“新

家具，或者新装修的房子，只能是多通风。夏天装修，开门窗吹上几个月，再住

进去，味道就好多了。”

（6) 图书馆“试水”微信预约选座

hanna：“南京大学图书馆‘试水’微信预约选座惹争 http://edu.sina.c

om.cn/l/2016-04-18/doc-ifxriqqv6102052.shtml?qq-pf-to=pcqq.group。”中

音王*：“这实际上是外面的公司给定制开发的，这个公司还想再接入别的图书

馆的。”hanna：“我们也使用了一段时间，停掉了，学生不肯让位子，预约成

功的同学也坐不了，每张桌子都贴了号。”cpulib*：“不能全面开花，部门空

间使用差不多，是很麻烦，肯定会不方便的。”hanna：“也就是一层楼的一部

分阅览桌，结果争执很多。引起争议是件好事啊，一下子意识到图书馆的存在了。”

无所谓：“你做一个前期的宣传和调查，然后试运行，有什么问题，改也有根据，

不至于让别人说图书馆朝令夕改。”cpulib*：“读者需要离开座位的可以在微

信端选择保留座位，目前分为 3种：去卫生间（20 分钟）、查资料（30 分钟）、

用餐（90 分钟，用餐状态只在特定时间段可用）。”hanna：“学生讲这是我考

研的位子，凭什么让我让出来？”tianart：“我们年年处理这个矛盾，考研的

学生与大一大二学生。现在的孩子太自我了，觉得享受服务是理所应当的。”h

anna：“而且这服务是围绕他一个人转的。”无所谓：“以后不行就跟学生处，

系里沟通一下，做好宣传，考研也是普通同学也要遵守学校规定。”tianart：

“我们在就是与学院辅导员合作，合理疏导学生。”星辰：“这个座位半个小时

没有人，东西就可以清走。”tianart：“我遇见过一个学生，大一时坚决反对

占座，大三后积极占座。”

http://edu.sina.com.cn/l/2016-04-18/doc-ifxriqqv6102052.shtml?qq-pf-to=pcqq.group
http://edu.sina.com.cn/l/2016-04-18/doc-ifxriqqv6102052.shtml?qq-pf-to=pcqq.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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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馆员招聘面试问题评析

浅浅：“最近去面试，有个考官问我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我跟她说是

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她似乎不太满意，想请教各位老师，关于这个问题，

你们怎么看啊？”tianart：“美国公共馆已经提出‘创客’了。”cpulib*：“这

不是趋势，现在就是在主动服务。”tianart：“你说的是现在的做法，而非趋

势。”小辉：“图书馆的人手越来越少，工作却越来越多，这时候还提‘向主动

服务转变’，当然不开心。要我说，应该是向‘自动化’、‘云端化’、‘特色

服务化’转变。”南师馆员：“我觉得很对啊，只不过是一个方面而已。”tia

nart：“趋势最好说未来的发展，面试老师估计是这个要求。”

浅浅：“考官还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图书馆的热点是什么，我分了工作和

科研两个方面，其实工作说了阅读推广，构建机构知识库，慕课等，科研则主要

是说了编目理论，学科馆员的职能等，我感觉回答的似乎也不好。各位老师对于

这个有什么看法啊？”riff：“我觉得能回答这些还不错了，有些非专业的回答

的基本牛头不对马嘴。”琼琚：“要都能说到位了倒成了大家了。”花香满衣：

“专业和非专业，差别真是很大。无所谓：“其实面试看的是一个人的整体素质，

专业只是考察的一部分上面说的很对，真说的很到位，也是大家了。”

印度阿三：“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 http://www.cssn.cn/ts/ts_sksy

/201604/t20160408_2958297.shtml。以前有位发了一个一位老师的观点，可以

找回来看一下，个人感觉总结得蛮到位的。”

（8) 图书馆员参加运动会

蜂鸟：“今天我们学校运动会，早上闭馆。已经提前发过通知了，可你看学

生说的： 在其位谋其职做其事，提前闭管，到时间不开门，弄权做势，商贸的

痈疽。”度量衡：“开运动会闭馆干吗？”蜂鸟：“我们都去站方队了。”老玲

子：“馆员可能也要参加。”图米：“运动会也没必要闭馆吧。”子非鱼*：“出

场式，方块队，还要比赛，有项目的馆员都去运动场了。”Helen：“我们学校

运动会从来都与我们无关。”子非鱼*：“你们不参加吗？”Helen：“参加的去

比赛好了，其他的正常工作。”度量衡：“锁一下借还书不就是行？”子非鱼*：

“我每年有项目啊，4*100 接力 ，第四棒，还有 100 米，60 米之类的。还参加

羽毛球、气排球比赛。”蜂鸟：“运动强人啊。”子非鱼*：“生命在于运动啊，

我几乎每天都运动。”

滢滢：“我们也没有因为运动会闭馆。这个应该是可以协调的。此外不得已

时，学生工、临时工都可以抵挡一阵子。”蜂鸟：“学生也和临时工也都在操场。”

Helen：“我们是要求参赛的人员不得与自己工作冲突，否则自己放弃。”老玲

http://www.cssn.cn/ts/ts_sksy/201604/t20160408_2958297.shtml
http://www.cssn.cn/ts/ts_sksy/201604/t20160408_29582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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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们开幕式是要求闭馆的，因为所有教职工都要参加开幕式。”子非鱼*：

“要有主人翁精神， 参与意识 。”kf 港湾：“有条件的图书馆还是建议统一

制服，穿的整齐，学生老师都舒服。”子非鱼*：“我们鞋子衣服裤子都发了，

我馆有羽毛球队、乒乓球队、气排球队。”

夏雪：“我们运动会集体项目，太极拳。”子非鱼*：“太极拳是表演，开

幕式上。”kf 港湾：“建议图书馆也多运动。”夏雪：“我们的太极拳是比赛

项目，有名次的。太极拳发源地和其他地方对太极拳的看法不一样的。每年运动

会都有集体项目太极拳的。”

郑图：“别守着图书馆这么多知识，从外表看很多人和大妈大叔没有区别，

但别这些东西都不弄，最后真在图书做了几十年的大妈，这是一种悲哀。你把知

识学到后，最受益的是你的后代！It's not the end ,it is only on the way.”

麦子：“这是个不错的职业，但的确前面有不少挑战。”郑图：“加入这个群的，

特别是年轻的人，一定好好看看上面的那句话，别浪费守着这么多宝贝的几十

年。”图米：“Never too old to learn，So Much to Learn 。这个更恰当。”

蜂鸟：“想要获取别人的尊重，自己要有点压箱底的货。”阳光*：“对啊，有

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比较容易出彩。”蜂鸟：“我经常在机房给学生普及电子资

源，有时候甚至是单对单，普及过的学生都很乐意叫我老师，而不是阿姨。”麦

子：“所以，尊重是要自己争取的。”

蜂鸟：“对现在的学生不要要求太高，有的孩子连父母都不尊重，更别说无

关紧要的人了。这种小事不要放在心上，发发牢骚。轻松一下，继续为值得你服

务的学生努力吧。”hanna：“孩子也挺有意思。”麦子：“我觉得这些人其实

很笨，尊重别人对自己也好。”hanna：“就是小孩，啥也不懂，自以为懂，多

聊聊又会改变想法。有些偏激的，只能不理他。”飞天猫：“我们也从那个年纪

过来的，多谅解吧，大部分孩子还是懂事的。”

（9) 学科馆员兼职外聘的可行性

徐*轩：“我是小白，想请教各位老师们，学科馆员的工作流程和方式。除

了图书馆专门聘任相关专业的学科馆员，有多少馆是聘请学院老师兼职的情况

呢？或者还有其他方式？哪个实行的效果使图书馆与院系师生沟通效果更好

呢？尽量缓解图书馆与院系之间的隔阂矛盾。这个以前讨论过类似问题么。”麦

子：“很有意思的想法，不记得这里讨论过。”芷芸：“个人认为聘请学院老师

或兼职更能便于沟通，消除隔阂。但目前操作上要学院老师自愿的不多，聘请在

流程上怎么操作的，请群中高人指点。据我所知，扬州有大学多年前就是院系老

师兼职做学科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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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8151：“是否可以吸引教师转岗来做学科服务？”无所谓：“吸引来做

学科服务可以。吸引教师转岗，不现实。”hero8151：“有些学校会对老师进行

转岗。”无所谓：“哪个学校都有，问题是没有老师愿意转到这个岗上来，除非

实在在教学岗待不下去了。”hero8151：“是哦，教学岗呆不下了，也更愿意去

行政岗，所以说要吸引——要有吸引力。”cpulib*：“教学岗待不下去肯定是

犯错误的。”hero8151：“也可能是专业调整或取消了，没课可上。”

cpulib*：“学科服务是听起来好听，做起来难。学校实验室是团队，而他

们团队内部什么人才都有，很难打入进去。”现在搞单干的教师基本没出路。”

hero8151：“文科还好啊，不少都是单干。”中原劲草：“咋个有吸引力？是钱

更多了还是上班时间更少了？还是教授更容易评了？文科老师倒是能单干，但是

更多的现实体制因素使得这些人不会也不愿意去干的，不现实啊。”cpulib*：

“我们也尝试过聘请院部老师，结果也不了了之，比较无趣。”

飞天猫：“我们这边是图书馆设立一个学科馆员，学院设立一个专门联络

员，结果不是很理想。” 麦子：“是不是可以展开说一下为什么效果不理想？

你们希望达到怎样的效果？其他各位也可以说说。”

kf 港湾：“现在不是有好些个机构都重组了吗？学校首先重视。”中原

劲草：“机构重组是解决领导干部冗余的问题，跟学术扯不上边的。”飞天猫：

“很多学校都是轻视教辅的，资源待遇都比教学岗低。”kf 港湾：“重组，业

务就要互相渗透，和院系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的……”飞天猫：“图书馆

人员想打进学院内部太难了。”cpulib*：“铜墙铁壁。”中原劲草：“图情专

业的都太爱图书馆了。”kf 港湾：“将来可能都会以中心的形式互存，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

满哥：“其实世界知名大学一般也是重教学人员的，教辅人员待遇低一些都

正常，美国也只有少数公立大学的高级图书馆员可以跟教授一样，想想教学系列

人员获得岗位所需要的门槛，以及教学科研任务压力，这也正常。图书馆重点在

于做好自己，给学校教学科研提供有力的支撑，成为教职员工和领导都认可的不

可或缺的一环。”朗月孤舟：“认可很重要，在图书馆边缘化的今天，关键是图

书馆人怎么去做到别人认可。”

麦子：“在加州事情倒是倒过来的：社区学院和加州州立大学的图书馆员都

是教授职称，但加州大学不是。而加州大学图书馆内部也讨论过，甚至投票过，

但愿意有 faculty status 的人很少。这个问题是有利有弊。有了 faculty stat

us, 要求就不同，而图书馆员平时事务性事情多，而且没有寒暑假，一旦要求高

了，负荷太大。另外，地位本身和职称的关系不大，教辅人员还是教辅人员。工

资待遇其实更重要一些，这样起码心理可以平衡一些，加州公立系统里最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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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水往低处流，图书馆员愿意去社区学院，每年有寒暑假，每周工作 36 小

时，而且工资比较高。”素问：“美国人实在，就是清洁工也觉得自己很有尊严，

不会感觉被人歧视。”麦子：“这倒是，尤其是学校里，清洁工等一做就是几十

年，到退休。”

满哥：“在学校教学系列占主流我觉得是正常的事，他们从事的是主业，我

们就是辅助性的。但是通过我们的工作获得教师和学生的尊重，我觉得不是不可

能的事。” 麦子：“是的，但我觉得你要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满哥：“我不

知道是自我感觉良好还是怎么样，我在学校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满哥：“其

实归根结底是满足感。让用户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对于图书馆的需求尽可能得

到满足。”麦子：“要利用自己的长处，而追着他们后面渗透到系里，这一开始

就被动了，你要让他们追你。我似乎觉得现在国内的学科服务总思路是希望自己

的学科水平和教研一样，这完全是错误的。”

gaozy：“思路不一样。国内讲究积极性主动性，讲究走出去，深入院系。

学科服务总体是值得肯定的，多多少少做了事。思路与麦子想的并不一样，毕竟

馆长们都不是傻子，有的就是著名教授。”麦子：“那是什么思路？”gaozy：

“领导们，除了特别昏庸的，对馆内能做到什么程度的服务还是有底的。总体思

路我不敢妄言，因为并没有统一的思路，但深入院系，联系科研教师，提供基本

文献服务等做法是普遍的。”麦子：“其实能做到这个，就不错了。我看了一些

高大上的说法，要那样做，学科馆员可以大量猝死。”gaozy：“我就觉得吧，

其实国内的很多服务，走的比美国还远，做的比美国同类院校还好。这也是最近

国内拿到图联大奖的前提。做的确实好。”麦子：“我想肯定是的，美国都是些

老人，没有什么干劲。” gaozy：“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我们馆舍多，从业者

众，关键是人不是傻的，有的还挺能，且钱多。所以，总是先进的。同志们，朋

友们，要自信啊！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缺点，即技术创新，两个优点：模仿超越和

服务意识。”

boson：“听说中科院的学科馆员有任务压着，有的甚至急得要哭。”麦子：

“我可以想象，我觉得很多高大上研究中指出的学科馆员服务的内容是超出了这

人职务范围的。”小淘可可：“感觉学科馆员就是非专业人士当着专业人士的面

班门弄斧。”浅浅：“这意思是说学科馆员的工作量很大么？”素问：“不是工

作量大的问题，是很变态。”小淘可可：“本身做课题的人，对图书馆期望值就

很高。”浅浅：“就是说他们要求学科馆员给他们提供的服务，都是很难解决的

变态的问题？”小淘可可：“不同学校要求不同，我见过有些学校学科馆员就帮

着征订期刊，采购图书。”riff：“不然越来越多的要求有学科背景呢？”

天农潘：“我对学科服务的理解，是我们图书馆员以信息管理这个学科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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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前提，对自己业务熟练程度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后，与其他专业里顶尖的的人

开展的不同学科高手间的平等对话和思想碰撞。交叉学科之间的头脑风暴可以让

科学家了解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学科变化。这一点，国外知名期刊如 nature 和 ce

ll 也是非常敏锐的，他们做的报道与我们学科馆员的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处。”

麦子：“你的解释可能是第二三代的，比较高大上。问题是，这些事难道不是科

研工作者自己应该做的吗？你要一个半瓶子醋的图书馆员了解国际专业东西，然

后帮你出主意做科研，是不是有点太慢了？我没有贬低图书馆员的意思，但现在

一些学科太专业，可能全世界就几十个人做，做科研的如果这些人是谁都不知道，

我看也就不要做了，因为这是基本的东西吗，你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朝什么方

向开枪呢？”天农潘：“这个并不高大上，而是我切身的体会。比如我是学植病

的，我导师每天看植病的文献，但是他不会关心在另一个领域，基因和蛋白已被

做成关联数据，并且可以通过关联数据的检索发现新的基因和蛋白间的互作关

系。而我却因为是图书馆员，关注情报方向的发展，知道这个变化。可以从另一

个角度帮助他查阅文献。Nature 周刊在 2014 年 9 月新开了一个 toolbox 栏目，

旨在帮助科学家了解新的科研工具，而这也正是我作为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关心的

问题。”飞天猫：“对，图书馆员要在一个领域做精估计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提

供跨学科领域周边联系，或者某一方面的计量分析之类的。”麦子：“谢谢解释，

所以，我们还是要利用自己的长处。”天农潘：“是的。馆员要自己肚子里有货，

要知道自己的学科领域在发生着什么变化 。”麦子：“ 这是应该的，我的理解

是，有些地方可能要求，让图书馆员关注教授自己的研究课题在世界上的动向，

甚至是新的热点，然后让教授去做，这样，可能强人所难。”天农潘：“那肯定

是偏的。”

麦子：“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您是学科馆员吗？如果是，这是专职还是兼

的？”天农潘：“好像只有中科院的学科馆员是专职吧。我想大学图书馆，一般

都是兼做的。”麦子：“工作量的比例是多少？”海边：“潘老师,除了学科馆

员,还做哪些具体工作?”天农潘：“应该不会有硬性的比例，而且每个大学的要

求也会不一样。”

广州书童：“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学科馆员好虚无。如果能够为教授做前

沿研究服务，我为啥不自己做？或者加入教授研究团队。”麦子：“这是我一直

说的。”飞天猫：“学科馆员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加入科研团队，但是现阶段这

只是个愿望。”天农潘：“你说得对，所以上交大发明了一个模式，通过学科馆

员培训科研团队里的年轻人，把图情里的检索技术教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跟踪。”

海边：“交大这个不算发明.图书馆一直在这样做。”广州书童：“我说的偏激

一点，学科馆员不过高校图书馆转型过程的一个画饼，自我陶醉自我安慰。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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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敬请谅解。”麦子：“最好的办法是研究团队里有一个人专做文献检索，

从图书馆派一个人，有点隔靴抓痒。”海边：“这种培训,一直是学科馆员的主

要工作。”天农潘：“但是就如我所说，除了大学信息管理专业里的教授，其它

学科领域里的科学家，很难像我们这样直接感受信息管理领域里的前沿变化。”

海边：“很多馆的学科馆员并没有您这么深厚的学科功底啊，对前沿变化的感知

度不如你体会的深。”麦子：“我本人对此还是很有保留，因为结果是图书馆更

加削弱。”

（10) 孩子沉迷网络小说如何解

麦兜：“求助：我们在推广阅读，我的家人却在为我的亲侄子成天沉迷网络

小说而发愁！亲侄子每天抱着手机看小说，老师没收把父母拿去用，结果哥哥不

让他用，他就跑网吧上网，如今过去四天了，还处于离家状态，不回家，每天网

吧，也不去上学，大家出出主意，咋办办？侄子读高一，每天沉迷网络玄幻小说，

最近测验 150 分数学考了 18 分。”度量衡：“每天看多少,手工抄多少？”麦兜：

“不抄，只看，每天就捧着手机看，晚上被窝也看，你们看咱们还推广阅读呢!

去年我还买了全套的盗墓笔记给他做生日礼物。”

中音王*：“可以鼓励他到学校图书馆去看，不要让他在网上看，无论如何，

学校图书馆的书内容还是要比网上的健康。”gaozy：“我觉得吧，对这样的孩

子要用阅读疗法治治。这就必须要找隐居图林的高人不可啊。”安哥拉兔：“建

议找心理咨询师。”麦兜：“估计是要找戒网瘾的？”

徐*轩：“青少年都会受环境影响吧，家人有没有学习阅读的氛围。”素问：

“小孩子这么迷恋网络小说，应该要问真正的心理医生，专门研究青少年心理的

心理医生。”满哥：“打小就给家里到处放上书，给孩子弄一间活动室摆满书，

能培养出阅读习惯吗？”中音王*：“我小时候就经常看书。”

中原劲草：“应该让这孩子去淘一周大粪，搬一周砖，接触下社会，就不会

迷恋网络小说了。”安哥拉兔：“一方面网络小说吸引力的确大，二来说明自控

力差一点，需要找人引导下。虽然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中二’的阶段，但

的确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还是建议找专业的人吧。图书馆的阅读疗法是对付不了

这种情况的。” 徐*轩：“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M3NjIyM

A==&mid=402480976&idx=1&sn=2be3bbd6e14d1567182732dfb96cba71&scene=0#w

echat_redirect 虽然不相关，有个挺逗的帖子，阿里高层，短期出家时顺便教

育了个不务正业的高中孩子。”

wu：“试试给他看已出版的纸本网络小说，不要在网上看，再慢慢控制看书

时间，上网是很难控制时间的。再或者，让他看看《如何阅读一本小说》这类书，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M3NjIyMA==&mid=402480976&idx=1&sn=2be3bbd6e14d1567182732dfb96cba71&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M3NjIyMA==&mid=402480976&idx=1&sn=2be3bbd6e14d1567182732dfb96cba71&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M3NjIyMA==&mid=402480976&idx=1&sn=2be3bbd6e14d1567182732dfb96cba71&scen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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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带着思考看小说，想办法让他从情节中脱离出来。”麦兜：“如何阅读一本

书估计很难看得进去啦。”

芷芸：“我孩子高一时的情况和你侄子一样，喜欢看网络玄幻小说，盗墓笔

记初中就看了，哈里波特小学看了。高中一年下来，成绩年级倒数几十名，我们

也到中学找心理老师疏导，收效甚微。高二分科后，我没收了手机。虽然也反抗，

但忙于小高考，时间紧张，没时间顾及，慢慢地也就适应了。其实高中生沉迷网

络小说，主要是自生的认知不足，人生目标迷茫，慢慢来，别着急。等他看到周

围孩子都在为高考赶路。他自身感到学习重要性，学习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时，

他会醒悟的。家长多和孩子交友交心，多沟通，孩子会慢慢转变的，家长首先要

改变，不能唯分数论。”

麦兜：“我侄子是我哥嫂创业时期生的小孩，几乎没时间去管教，现在就这

样了!后来几个，他们非常注意陪伴小孩，孩子看上去都不一样。感觉跟没父母

陪伴关系还是蛮大。”麦子：“就是我说的，自己在孩子身上花时间是最重要的，

不是光花钱。”麦兜：“其实我哥嫂也非常后悔，但是时光总是不可逆。”刘*

平：“父母首先要修炼自己。个性品格有问题的父母即使是一直陪伴子女，也很

难在子女健康成长中发挥作用。父母的自我修炼是基础，有基础的陪伴更有意

义。”

（11) 图书馆失物招领管理办法

广财钟*：“关于图书馆失物招领，咨询下哪些图书馆有制定相应管理办法？”

度量衡：“我们学校存放三年后无人认领，就自行处理。”广财钟*：“这是不

成文的规定？”度量衡：“三年一轮学生都毕业了，可以处理了。”广财钟*：

“失物招领一般是哪个部门管理？”中音王*：“按理说是保卫处，我们实际上

一般是物业看门的。”度量衡：“图书馆流通部前台，行政办公室。”中音王*：

“对于有些东西，容易找到失主的，比如手机、电脑，一般当班的人会直接找。

水杯这种东西，一般也没什么人找。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遗失物自

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现实中由于图书馆不是

国家机关，没有权利处置这些东西。”广财钟*：“之前去了汕头大学图书馆，

有一间研讨室全部都是读者的失物，好多水杯。”素问：“要是真的保存六个月，

会有一大堆废品，还有发霉的物品。”中音王*：“吃的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直

接丢掉。”素问：“学生考研完以后，书啊杯子啊，水果零食扔在桌子上就不管

了，还有棉衣外套小被子。平常还有学生把装有钱包手机的书包放在外面的架子

上，钱包手机被人偷了。”逄*东：“我们馆专门有一个屋，就放这些物品。还

有一个老师负责领学生去找。”中音王*：“水杯这种东西，如果要做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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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出去，还涉及到消毒的问题，很麻烦。”

（12) 图书馆存亡危机辨析

印度阿三：“图书馆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说的不对，请批评指正。”天农

潘：“有为才有位嘛。至于图书馆能不能死，还要看图书馆有没有用。如果找到

了自己的缝隙就能生存，找不到就会死掉。”鱼雷：“不能消极理解，应从积极

的角度去想，早死早托生，所以转型是必须的，也许转的过程中就涅槃了呢。”

嘉懿：“不会死的一个被制度化的组织，即便是没有实现理想的目标，它也

会存在下了，作为一种制度的嵌入物、符号、象征、仪式。”天农潘：“其实看

美国信息管理学院的课程设置，就能看出这种转变是一直存在的。”嘉懿：“图

书馆是被一种社会制度，一种与知识和文化相连接的制度安排，即便是它没有实

现它设定的理想目标，但它仍然会因为嵌入在社会里作为符号和仪式而存在。说

图书馆会死掉，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印度阿三：“我只是说得偏激一点，至于

死与不死，我当然希望它不死，不然谁给我发工资啊。”

天农潘：“我比较敬佩的同行，秦健老师 50 多岁了在学 R，胡小菁老师也是

50 多了，自学了 coursera 里全套的数据分析课程。我想这可以理解为职业精神

吧。”印度阿三：“要不断的学习才是真的。”广财钟*：“活到老学到老，老

了还学专业知识，佩服。”海边：“两所规模差不多的高校,图书馆管理和服务

也会有较大的差距,关键就是馆员。”天农潘：“我认为关键是校长和馆长。”

嘉懿：“模仿科斯的一段话：图书馆既然是知识传播的组织，为什么有的知

识通过图书馆传播，而不通过图书馆传播，为什么不能通过图书馆传播所有的知

识，为什么所有的知识都不通过图书馆传播。或许这里面存在一个交易成本的问

题？当通过图书馆获取知识，成本高昂时，人们就会绕过图书馆；当愈来愈多的

知识不通过图书馆获取时，图书馆就边缘化了。”倒立的*：“成本是读者用不

用图书馆的关键问题。”嘉懿：“图书馆防止被边缘化的最终出路，或许是降低

用户获取知识的成本如果获取知识的成本（时间精力金钱等等成本）高昂或者说

木有比较优势，人家干嘛不用成本低的方式获取知识呢。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

么有人宁愿买书读，都不去图书馆。可能是买一本书的成本，低于去图书馆看这

一本的成本。”麦子：“这是我一贯的立场。”海边：“珠海市馆,市民来借书

的越来越少,就是成本问题(时间和交通)。分析报告指出,开通移动服务,以减少

市民借还纸本书的成本。”嘉懿：“公共产品这个名号喊得震天响，不是优质的

公共产品，人们为了享用它而花费的成本高昂那么，不去使用该公共产品或找到

替代方式，是一种理性选择。”海边：“近年珠海图书馆借书市民减半通过手机

等移动终端阅读渐成主流 http://www.hizh.cn/zhujiangwanbao/301724.jhtm

http://www.hizh.cn/zhujiangwanbao/301724.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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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广财钟*：“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思考方式。”麦子：“我现在是在图书

馆，所以，我的观点是以图书馆的作为一种社会机制长期存在而鼓吹呐喊，不过，

假如我是校长，而且我在经费上有困难，我可能就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甚至

利用我对图书馆的性价比的理解，大幅降低经费。从长远看，我比较支持后面的

做法。”顾*：“利益而已。美国提出 ROI 的概念，请问高校馆是否普遍考虑这

个问题。”麦子：“没有，但我自己因为以前是在公司里做过，这方面考虑的比

较多。图书馆实在是烧钱的地方，我们有四个副馆长，以前只有一个，现在很多

很基层的会有时有三个副馆出席，真是太浪费，每小时的会，成本几千美元。”

清咖：“ROI 是资本投资的概念，图书馆给出的回报用什么做价值度量呢？”

顾*：“我看到美国有的论文将学校基金项目获得的收益与基金项目和图书馆的

关联作比较，好像是对图书馆投入一美元，可以得到 3-4 美元的收入。当然这种

研究只是一家之言，有许多可以商榷的。”麦子：“我觉得不需要这么多人也可

以把事情做 90%甚至更好。”顾*：“和美国相比，估计国内图书馆烧钱烧得更

吓人。”麦子：“资源的投入可能是，但人员的投入不是。”顾*：“可是你知

道吗？我看过统计数据，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数是超过中国高校图书馆的（相对

于读者数量）。”麦子：“我们是 55%是工资福利，资源 35%样子。”

海边：“国内高校图书馆更不会有 ROI 的概念吧.如果提到投入,就是指购书

经费,都强调的是必须不低于全校经费的一个%的数字。”顾*：“中国人工便宜，

人却较少，而且现在还有减少的趋势。”麦子：“所以中国的 roi 比较高，图书

馆的性价比高。”顾*：“不能这样说，因为中国的硬件投入，图书馆楼、设备、

特别是纸质图书的投入太大了，至少专科类图书馆是这样。”麦子：“周围有几

个社区学院，可能在 80%，基本不买书。这倒是，美国一般就旧楼用几十年。”

顾*：“我们相反，你知道吗？国内专科图书馆的藏书量是美国的 n倍，n中间

水平大概在 5以上，很多书都没人看。”小淘可可：“我们就是专科，一年购书

500 万，什么书都买。”麦子：“真浪费，因为中国的出版量并不大。”嘉懿：

“图书馆千万不能给老百姓、政府或主办者这样的感觉：将资金投入图书馆建设

是不划算的！”

清咖：“现代图书馆资源建构方式值得研究，藏用关系是图书馆恒久的话题。”

麦子：“这个问题我们倒是解决了，而且是图书馆的中心工作。”嘉懿：“应该

让人们感受到图书馆的价值，让纳税人或政府感受到，投入图书馆建设是一件物

超所值的事情。”图书采选：“大家都是购买，实在浪费太多。”tianart：“教

育部做教学评估时，涉及到图书馆的指标很多。”顾*：“事实上，我个人觉得

投入图书馆真的是一件浪费的事，特别考虑到图书馆这个池子里面充满了各种塞

http://www.hizh.cn/zhujiangwanbao/301724.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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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图书采选：“评估仅是书的数量或者数字文献数量，怎是图书馆？”tiana

rt：“比如人均藏书量，藏书总量。”顾*：“行业太弱，无法对图书馆有一个

正确的认识，影响政府部门的只有藏书量和面积。”清咖：“ 行政体制问题不

是一个行业能够研究的，问题是个问题，可行业内没有解决办法。”顾*：“行

业问题，行业组织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特别是现在国家注重行业协会，有些文

件里，比如人社部文件对于定编定岗就提及行业意见，政府实际上不可能什么都

知道，只能听取行业意见。”嘉懿：“如你所说的。其实，一直感觉，我们缺乏

一个图书馆学的国家理论，以便让我们在认识图书馆问题的时候，不只是反躬自

省、不只是怪罪部门领导学校领导、不只是在行业内拔剑四顾心茫然，而是将图

书馆的问题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中，来审视，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结构性根源。

这些问题是由国家、社会、市场、图书馆和制度，这些一系列特殊的互动关系呈

现出来的状况。”倒立的*：“很可能本质问题就是，我们对知识价值没足够的

重视，文化就是对知识价值的漠视。”图书采选：“不用社会功能直接去研究。”

gaozy：“朋友们，我来晚了！看你们这么深刻的讨论我深深地感动了。都是人

才，都是高见啊。圕人堂真是好地方，学术研讨开阔视野，闲谈聊天增进感情。”

（13) 图书馆读者协会组建经验

宁静：“各位朋友，我院图书馆想组建读者协会，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经验。”

河工圕安*：“很多馆都有类似协会。”宁静：“在组建时，报名人数太多，如

何进行应聘的呢？”梧桐树*：“ 个人愚见：首先要看成立组织的目的。其次，

一定要看学生的动机。第三，最好有成立组织的框架，今后如何组织和管理都要

有想法。”一鸣：“个人觉得最好，找一个人脉资源广的做领导，例如在学生会

的，以后组织活动，可以方便一些。再就是艺术设计专业的也需要一些，以后宣

传策划啥的，都可以，其他的成员，就要看他的决心和积极性了。”

宁静：“主要目的是为了学院日后开展一系列的读者活动做准备。”图谋：

“读者协会是学生社团，由图书馆方面指导。”宁静：“主要是如何组建起来。”

一鸣：“我们最开始是在大一新生的时候招募。”图谋：“这个每个学校有具体

的流程，依据是所在学校的学生社团管理办法。”宁静：“读者协会是学生社团，

但是目前需要我们牵个头。”图谋：“初期，需要图书馆方面同学校团委、学生

处等沟通。”宁静：“至少最初的班子，需要图书馆牵头。”图谋：“这个问题

只有自身结合所在学校的情况去推。我是实际做过‘读者协会’指导教师的。”

宁静：“那么，面试时，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呢？”图谋：“建立学生社团需

要走相应的程序，比如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起草章程等等。具体面试之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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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事情由学生去做。指导教师的作用是，做好沟通工作，提供‘指导’。”宁静：

“在初期班子还没有搭建起来，没有学生做这类工作。”图谋：“那就让学生处、

团委帮忙想办法，如果他们支持力度不够，实际效果很有限。”宁静：“嗯，的

确，他们在发动学生这一块有现成的班子，比我们白手起家好。”

伊丰：“骨干肯定是你图书馆先物色，然后让他们去起草章程、办法，之后

招新，选举，骨干自然是会长、副会长、各部部长，普通会员数量不限制的，越

多越好。学生社团主要就是学生自制，归属团委领导，图书馆只是业务指导和支

持。”宁静：“主要是在几千报名人数中，要如何选出骨干。”图谋：“其实图

书馆方面，主要就是与会长联系，主要负责指导与帮助会长开展工作。而这个会

长人选，可以由团委提供建议人选。”目前为止我们这儿是两种意见，一种是在

所有报名人数中，至下而上，先由他们选出人选，在集中应聘，还有一种，是我

们图书馆老师，分系进行面试选出。这两种方式不知合适吗？”图谋：“管得过

宽了。”宁静：“哪一种更好些。”图谋：“实际上，学生社团得按学生社团的

章法办。因此，还是得先了解所在学校的章法。这个很重要。”

宁静：“这个协会是学生的社团组织，但目前为止占时还是归在我们图书馆

下。”福农李*：“选择骨干这事情不应该图书馆负责吧？我们这边都是应聘入

选之后的同学们自己开会选举出来的。而且，除了当年第一批学生馆员是我们筛

选之外，以后每年招收学生馆员都是由老学生馆员负责筛选工作的了。现在我们

这边的学生馆员工作，绝大多数都是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的！”郑图：“图书馆

只是挂靠单位，你要是需要和这些学生，可以和这些学生在图书馆作为挂靠单位

。”宁静：“我们这儿图书馆并没有单独出来，是挂在教务处门下的。”图谋：

“那情况更特殊。”

宁静：“要组建这个协会，也是我们图书馆建议的，所以占时由我们管理，

以后搭建起班子后，就由学生自己运作。”郑图：“没事，形式上正确就行了，

你要做事，这些事情你们就需要自己操心，不要想他真正的负责机构，没有才是

领导。”福农李*：“自主性越大，学生馆员的积极性越高！”

（14) 由专业馆员所占比例说开去

麦子：“请问目前国内图书馆专业馆员，占全馆总人数的平均比例是多少？

我们大概 35%。我觉得这个比例可以。”图谋：“规程的目标是 50%，实际上差

距很大。大概算是远景吧。”伊丰：“我们大概 30%左右。”麦子：“比例再高

不太合适，我觉得大多的职务不需要专业馆员。”图谋：“关键还得看做什么，

怎么做。”麦子：“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专业馆员是需要管理员主持的，这是一

个很复杂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们的管理员质量如何？”图谋：“比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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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素养课程假如不开或没开，这块就少了不少岗位。”麦子：“这些是需要馆员

的，我过去有个有博士学位的数据分析员，但她是管理员。我们流通基本上是管

理员带一群学生。”图谋：“你们的新兴职位挺多。”麦子：“我们的特藏在一

年里招了 8个人，大多是专业的。”图谋：“我们不少馆人员大都消耗在管理员

岗位上。”麦子：“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是很重要的。美国混日子的人不少，但

学历和经验基本是只过而不低的。”

图谋：“辅助馆员角色，有工勤系列，也有专业技术系列（从初级到正高）。”

麦子：“我们有 5，6个图情硕士在管理员岗上，当然，他们是拿管理员工资的。

但是，大学学历的，就是超级能干也不可能做馆员的。这类人其实不少，很有能

力，但只能做管理员。”素问：“图情硕士为什么在管理员岗位上？是不是他们

以前是管理员，后来读了硕士不愿意离开本校或者本地？或者没有馆员岗位

了？”麦子：“他们是在管理员的位置上读的图情。所有位子都是公开招聘，包

括馆员。其实除非离开去外校，本校很难。本馆招的时候，往往给个面试的机会，

但一般拿不到，馆里喜欢外面招的。馆员的本职外的活动比较多，而这些是评职

称必须的，但做惯了管理员，喜欢做日常的和工作有关的事，很难做这个转变，

尤其在原来的馆。我这么说不知大家是否理解 。”

素问：“国内图书馆的情况就是各种岗位混淆，各类人员混杂在一起，职责

不明。比如副高职称馆员、中级职称馆员和初级助理馆员干一样的活，采编、流

通都有这种情况。”长弓 ：“总结的很到位！”小淘可可：“我们领导说，以

岗位拿工资，不管你博士还是硕士，高级职称还是初级，干管理员的活，就拿管

理员的钱。换句话说，就是岗位只分领导岗位和普通人岗位，你高职称干不到领

导就当个普通人吧。”tianart：“我们有这类文件，执行时 以具体情况而定。

所以是大锅饭，大家干得是良心活。”小淘可可：“管理员岗位你说人家不辛苦

吗？一天上班 13.5 个小时，还要面对读者的各种抱怨。”gaozy：“这事公办学

校世界难题。我们国内其实不算严重，主要是给年轻人干事创造环境。国内基本

上是偏好的，美国更差。”

（15) 中外图书馆馆员招聘交流

麦子：“我在和管理员开会时了解到去年一位夜班 4-12 点的管理员去世，

所以要招一个新的，从去年 10 月公告出去，有 130 人申请，但只有 15 人合格，

邀请其中两位面试，一位撤回申请，一位居然没有来，而且也没有事先通知。鉴

于如此，只好决定重新开始招聘程序，所有人要重新再申请。所有招聘委员会上

的人都是管理员。我们另外在招一个学科馆员，有三个人面试，一般我和这类位

置的候选人有个单独的 30 分钟的面试，但这次排不过来，所以让我和每个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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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吃晚饭，这其实蛮好的，除了是下班时间这点不好以外。”图米：“原来外国

求职的也这么不靠谱。”

素问：“ 对于学科官员的人有几轮面试？几轮是单独面试，几轮是多人面

试？对于学科馆员的应聘者，我去过二次面试现场，一次在图书馆，还可以对应

聘者提问，一次在学校（也是招图书馆职工），只有主考提了问题，但主考不是

图书馆的人。应聘人员都只有十分钟的讲述时间，一些人就像背书，实际也是背

下来的。现在我们都没有资格去了，只有馆长才能去看看。实际情况是本来没有

限制要图书馆专业的，应聘者也没有干过图书馆工作，你能让 TA 讲什么？ 。”

麦子：“所有的馆员位置大致如下：早上 8:30 招聘委员会派车去旅馆接来

馆里，随后参观一下馆里。委员会面试一个小时。所在部门工作人员见面 45 分

钟。做一个面向全馆的报告（题目实现给的，比较灵活的，所以每人说的就看本

事了），部门主任 30 分钟。午饭 60-90 分钟，往往是馆里选 4-5 人，以管理员

为主，副馆 30 分钟，图书馆员协会 30 分钟，委员会再次面试 30-45 分钟，馆长

面试 30-60 分钟，晚饭（其实也是面试），这么一天是很累的。所有参与的人都

要填表，写评语。包括吃饭的我们一般选当地一个比较高档别致的旅馆。即使国

外来应聘，所有费用，包括餐饮，都报销。其实都是这样的，但和工业界不能比，

我儿子出去面试，经常是坐头等舱，然后住上千美元一晚的旅馆。”

顾*：“美帝要求高，其一个图书馆学硕士的门槛，国内估计 90%以上的人

都不行了。”麦子：“这话是对的，就是在美国，一般人如果没有经历，根本不

行。”顾*：“那说明是真心吸引人才，中国大概只有华为之类的少数企业如此，

相反，咱们可以收报名费，发展招聘经济。”麦子：“但就是这样，往往也招不

到合适的人，也留不住好的人才，我说美国。”

顾*：“前二年我看到纽约大学上海分校招聘馆长的，我好奇等着看，结果

还是一个老外来就任的。”麦子：“他们那个位置很伤脑筋，一直找不到人，现

在的其实是华人，年纪估计在 67，是一个学校的退休老太太。纽约大学的工资

一直比较低，看不懂。”顾*：“收入和国内的馆长比估计不低的吧？ 。”麦子：

“估计 9-10 万美元，不高，我不知道国内多少。”顾*：“我没有 MLIS 学位，

否则倒真想去试试。”麦子：“我还以为有 30-40 呢。20 也太少了。”顾*：“比

较基准不同。”麦子：“那个位置不是馆长级别的，像一个分馆长。”顾*：“是

的，从收入来看，已经可以完败国内所有的高校馆长了，我纳闷了，怎么没有一

个中国人去当这个馆长，就算 90%不行，那 10%的图情毕业的也应该可以啊。”

麦子：“只能是美国去的，否则很难，比如：你要每年给这 10 几个人写年终评

定。”

cpulib*：“国内图情能当馆长的太少，没有管理机会和经验，当馆长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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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授或行政领导，在国内忽悠下可以，国外肯定不行。”麦子：“但在美国的，

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愿意去的。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美国大学的位置，只是地点

碰巧在中国而已。”顾*：“那倒是的，在美国好好呆着没有必有来中国。也不

一定，不是现在美国图书馆行业就业也比较困难吗？”麦子：“现在美国的很多

图书馆位置在中国的中国人合格的不少，但没见过有人申请的。就是中文馆员也

不行，现在新进的，不少都是中文博士加图情硕士。”顾*：“大约如你所说，

只能是美国去的，国内图书馆界有高学历的多、有图情硕博学位的也不少，但是

真正美国化的恐怕就凤毛麟角了。”麦子：“合格的人，我数数没几个，而且大

多是女的，你想谁会抛家弃子去上海做这个，除非退休，但养老金不够的。”

顾*：“我记得当初看招聘启事，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Director, NYU Shangh

ai Library – New York University - Shanghai, China - iSchool MLS ht

tp://mls.umd.edu/2014/07/director-nyu-shanghai-library-new-york-unive

rsity-shanghai-china/。每个人以什么理由或心态进入图书馆、呆在图书馆是

一个方面，但是图书馆行业对进入的人有什么具体要求，在岗的人应该如何做，

有什么使命感，这也不能忽视。”

麦子：“中国很讲学历，因为相对经历，学历比较能计量，少造假，否则随

你说了。我觉得国内的思路基本都是这样，也没办法。脱产的研究生，大学生从

传统上就让人觉得总是低一等，也没办法，这里的猫腻也是多了一些。”顾*：

“选拔人用学历确实是最简单的，也是相对容易操作的，但是现在国内学历泛滥

（相对于就业岗位和需求），这样的情况下，学历似乎也难以发挥作用，比如今

天华师大招管理员，图情硕士；前端时间南京图书馆招管理员 7名，报名人数数

千，不知道用人单位再用什么去筛选。另一方面，就讲现在才进入图书馆的，特

别那些不是公开招聘的，学历其实也不见得有多高，关键因素不在学历。”

麦子：“我因为从小在学校长大（父母都是教师），而且以后也基本一直在

学校里，自己对学位看的很淡。我的看法是，学位对科研很有帮助，但到了教学，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有很多高学位的上不好课的人，至于其它的工作，学位

的作用更有限。” 素问：“学校如果建校 60 年以上，最长的土著可能有 4代了，

建校 50 年的，3 代比较普遍。除了关系，也有父母压制或者诱导儿女呆在身边

的，特别是独生子女。一些教授甚至是 50 上下的教授也是这种思维，儿女呆在

自己单位跟着自己混在情理之中。另外就是教授也希望自己的弟子留在身边。”

麦子：“我觉得从小在学校长大其实是很害人的，因为思维很固定，我后来在非

学校的环境工作，觉得十分压抑，只想做在学校的工作。”

麦子：“今天开了一天的会，其内容使我想到昨天关于为什么像上纽大的位

置没有在中国的馆员申请。最大原因可能是：中美高校馆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工作

http://mls.umd.edu/2014/07/director-nyu-shanghai-library-new-york-university-shanghai-china/
http://mls.umd.edu/2014/07/director-nyu-shanghai-library-new-york-university-shanghai-china/
http://mls.umd.edu/2014/07/director-nyu-shanghai-library-new-york-university-shanghai-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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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这样你如果让一个国内的标准看很优秀的

馆长做这个是，会相当困难，尤其是此人在外面，你要他独当一面把美国的管理

精神体现出来，而且你基本无须插手。我现在做馆藏建设的最大一部分工作量其

实是通过一套复杂的机制，和姐妹馆协调，建立一个共有的馆藏而极力缩小自己

的实际收藏，另外继续加强馆际互借的效率。这个和国内为了每个学生平均拥有

藏书量是完全相反的。其他的例子太多，对一个没有这些背景知识的人，即使是

在美国其他类图书馆的人，你事事要手把手教，这图书馆还如何运作？”克莱蒙：

“同意。”麦子：“我自己经常带新的学科馆员，大多数人的行为过程是在新环

境里把自己经历的熟悉的东西往里面套。很长一段时间还会说，我在什么地方如

何如何。但我发现，如果级别差不多的馆还可以，差距大了，更起来就吃力。此

外，如果遇到一个有很多外来的交叉因素互相影响（一个学校有很多馆，或者是

一个紧密的联盟），而你是从一个单纯的结构来的，适应就要更长时间，其他不

说，组织结构复杂的图书馆里，各种委员会，任务组的缩写你都要记半天，要弄

清各个的功能，在没有对总的管理文化了解之前，是很难的。”

（16) 新书推荐：《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之旅》

图谋：“《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之旅》http://books.ipph.cn/cniprb

ook/ipph/book-view.action?bookid=BK1604201129150006&headline=新书上架

本书是作者在英国访学期间撰写的一本专业游记。作者以一名专业图书馆员的独

特视角，以细腻的笔触、清新的文风及图文并茂的方式，向我们描述了英国图书

馆等文化机构的异域风格和遍及英伦的浓郁的文化氛围。全书共分四部分，分别

为大学图书馆篇，公共图书馆篇，博物馆、美术馆、名人故居篇和闲趣与思考篇。

本书既适合与图书馆有关的从业者阅读，也适合向往图书馆工作、喜欢读书、喜

欢旅行的人士阅读。”gaozy：“这本书不错。图谋推荐出来，大家能馆里采购

的，都采购采购，现在学者出书不容易，圕人互相帮忙吧。”宁静：“这本书真

心不错，图文并茂。”gaozy：“恩。我已记录下来，会把购这本书放在心上。”

图谋：“欣然读书：书香英伦合辑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213646-945140.html《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之旅》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年

3 月出版，王波撰有长篇序文《我们应该向英美图书馆学习什么》，全书彩印。

该书系以书香为主题的英国图书馆游记，同时可视作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英国

图书馆考察报告。每篇文章文字和照片相映成趣，记录了作者在英国期间参观访

问图书馆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不仅有助于了解‘海外馆情’，对我国图书馆

建设及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较高参考价值，而且对推动书香中国建设具有一定的

现实指导意义。《书香英伦》一书曾于科学网圕人堂专题连载两个半月。”gao

http://books.ipph.cn/cniprbook/ipph/book-view.action?bookid=BK1604201129150006&headline=
http://books.ipph.cn/cniprbook/ipph/book-view.action?bookid=BK1604201129150006&headline=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51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51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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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当时我未在，此刻我已来，这种锦上添花的事情，我觉得必须做。”图谋：

“作为我的角度，希望科学网圕人堂专题能继续得到大家的关注与支持。”gao

zy：“很惭愧，对圕人就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谢谢大家！”图谋：“《书香英

伦》与圕人堂‘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857286.html），又是密切相关的，或许可以说是该活动的成果之

一。《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之旅》一书，是作者刘欣的力作，同时承载着圕

人堂成员的关爱，希望该书能有更多‘知音’。”zzz：“该书一个月前已经订

购，目前尚未到。需要再次催到咯！”

图谋：“《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之旅》出版了 http://blog.sciencene

t.cn/blog-213646-971720.html 该书的出版，是圕人堂的大事、喜事。”幸福

的*：“建议我们馆也采购。”Little：“我们也采。”止止稻人：“谢谢提供

资源信息哦。刚去京东和当当瞅了瞅，没有看到售书信息呢，看来得再等等了。”

远方：“amazon 有，但已经脱销了。”图谋：“知识产权出版社就可以呀。”

止止稻人：“这么快就脱销了啊。”

欣然读书：“各位群友，大家好。下午我们图书馆有活动，所以没有看到

各位网友的交谈。刚才回到家看到大家热议《书香英伦》非常感动。《书香英伦》

能够出版，非常感谢这个群，感谢王老师和诸位群友，刚开始只是将一些照片发

到镜头下的图书馆里，觉得大家有可能对国外的图书馆感兴趣，后来在王老师的

鼓励和策划下，在圕人堂里开始连载游记，得到大家的很多支持和帮助，也直接

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一直在想着能为这个群做点什么微小的贡献，或者说怎么

才能回报一下这个让我受益很多的群。这本书现在已经出版，目前还在路上走物

流，估计下周初能收到书，当当和京东，十天后就可以购买了，新华书店也差不

多同步，为了答谢各位群友们的帮助，我想向群里对这本书有兴趣的朋友赠送 5

0 本书，如果想要的可以小窗给我留信息，格式为：收件人邮编、地址、姓名、

电话。因为本书全部彩印，成本较高，为避免丢失，不方便寄平件，需要寄快递，

所以需要对方支付一下快递费用，有点不好意思，抱歉。”书香：“恭喜贺喜刘

馆长。”欣然读书：“收到信息后我会给大家回复收到。为了多些群友得到赠书，

每人限赠一册，满 50 本为止，请大家理解。”图谋：“欣然读书的赠书，亦视

作捐助圕人堂发展基金，圕人堂周讯大事记中将予以记载。”欣然读书：“各位

亲，刚才忙了一阵子，还有少量余额。如果收到预约我会给大家确认，满额也会

告诉大家。感谢各位对拙著的支持。书中的错误不足也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包涵书到了以后，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寄给大家。刚才有多位群友提出，想买多本。

当当网十天后就可以买到此书，新华书店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书店是原价，网

上应该是八折，现在还不确定。我也从出版社买了一些，如果是圕人堂的朋友从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7172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717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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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买，我也是本着回报本群的原则，60 元每本（含快递费），不过没有发

票。有需要的话可以小窗联系我。”

（17) 微信推送图书馆服务实践谈

烟蕴：“作为图书馆人，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力！唯一一个为学生争取的数字

资源也被搁置了！”米粒 MM：“今天我馆微信号申请认证也被学校 pass 了。”

Little：“我们前段时间刚通过,需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法人证,是不是学校不愿

提供？”米粒 MM：“是，专门上校党委会讨论。”中音王*：“申请微信居然还

要上党委会,我们就直接主管领导签字，宣传部备案就可以了。”Eric：“现在

意识形态管控较紧。”Little：“我去财务处要对公帐号，财务处还说像你们学

习，我们也申请个。”

芷芸：“我校微信公众号刚运行两周，看来我馆是幸运的，分馆我们的校领

导好眼光，有魄力。他是学计算机的。”Little：“领导很重视微信平台,想问

下大家微信平台的二次开发是自己做还是外包了？”Eric：“我们也一直在计划

搞微信平台，但是就觉得麻烦，至今没动。”易水寒：“购买超星数字图书馆他

们帮制作。”芷芸：“我们外包，超星做的。馆里没人有这个水平。”米粒 MM：

“很多数据库商都可以帮忙做的。”

中音王*：“建议大学图书馆不要自己申请微信，太傻了。”Eric：“为什

么？”中音王*：“我们是让网络中心申请的企业号。”Little：“我们是进行

了认证，已经运行两年了。”素问：“为什么？是技术层面还是其他问题？”中

音王*：“因为大学图书馆，很少对外。”中音王*：“微信企业号，是全校的应

用都往里装。”Eric：“读者会看的。”中音王*：“因为微信企业号提供很多

的功能，是普通公众号没有的。”Little：“超星做的到底咋样？”中音王*：

“超星你可以参考中国音乐学院的。”

中音王*：“这是我们的企业号。”Little：“这个催还功能太好了。”

Eric：“这个不错。”中音王*：“这是我觉得最实用的功能。”Little：“是

和图书集成管理系统对接了吗。”中音王*：“是,每天晚上九点自动发,到期前

三天，到期日。”

Little：“你们是什么集成管理系统。”Lee：“借口免费还是收费？”中

音王*：“逾期后每天发,我们是金盘,接口是我自己写的。”Little：“我们问

过深圳 ilas,接口 2 万,你太牛了。”Lee：“ilas 的借口有点贵。”中音王*：

“看你们是谁家系统了,金盘的我可以免费拷给你们。别的系统，我介绍跟我合

作的公司给你们做。”

Little：“有谁家的实现了 ilas 对接？我们需要。”Lee：“我们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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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音王*：“但是我们做的是企业号哦,普通公众号，我们是不支持的。”Littl

e：“其实我认为这个催还功能是一个很好的吸粉的方法。”Lee：“企业号一个

馆来做是不是有点浪费了。”中音王*：“企业号一般是网络中心申请,图书馆只

是其中一个功能。因为还有一卡通、教务、财务，这些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Little：“除了这个催还功能，大家认为还有哪些功能比较实用，在微信上

实现。”Lee：“微信自助借还！”中音王*：“我在规划中，还有一个馆员专用

的功能。”Little：“因为微信二次开发，菜单数量有限。”Lee：“读者微信

扫一扫图书条码或者 ISBN 号，就可以把书借走了。”Little：“大家在用的，

可以出来讨论下，学习中。”中音王*：“扫描条形码，可以盘库。”Little：

“读者微信扫一扫图书条码或者 ISBN 号，就可以把书借走了。实现了吗？”中

音王*：“读者扫描 ISBN 是不行的，因为 ISBN 不是唯一副本。”

Lee：“西南政法还是西南交通，我忘记具体哪一家了。他们馆和超星合作，

扫一扫就可以借书。”中音王*：“扫描条形码盘库的功能，技术上是没有问题

的。”wu：“用微信扫条码，怎么过防盗？”Lee：“和 rfid 结合。”中音王*：

“但是由于不是紧迫需要，目前没有提上日程。防盗是通过 RFID 做的。扫描条

形码是没有办法的。扫描条形码是不能防盗的，技术上实现不了。”Little：“和

一卡通绑定，微信支付超期罚款。”wu：“UHRFID 是不是比 RFID 便宜，好用些。”

Little：“我看我们学校运动会他们通过微信发起话题。”Lee：“搬个小

凳子，坐等下一个成功案例……。”Little：“大家感觉图书馆微信吸粉好办吗？

现在我们粉丝两千多，学生将近两万。好多东西通过微信推广，效果达不到。”

中音王*：“就是因为你的宣传途径不够，关于微信，其实我预期中的功能也有

缴费，打算下学期做，因为我们有对外复制的服务。”闽师圕陈*：“无需营销，

坐等读者细分就好。”中音王*：“毕竟我们有些馆藏，在外面是没有的，现在

是要到财务缴费，凭收据给复制，如果能做微信支付，直接打到学校对公账户，

外来人员就方便了。”Little：“我们也有复制的。”中音王*：“而且微信给

公立大学，开的是 0费率，你说外来人员，复印费，一页两毛钱，我们和财务都

觉得麻烦。而且这些人，一般都不要发票，开票的人工成本都不够。如果他在我

这儿直接收费，收到学校账户，我直接给他印就可以了。他如果需要发票，就拿

着微信的收据去找财务开票就行了。大部分人是不要发票的。我个人是不建议学

校的图书馆自己申请公众号，因为很麻烦。”麦子：“一页两毛是他自己印还是

你给他印？”中音王*：“我举个例子，具体收费标准我记不得了，好像不是这

么便宜，学生使用自助复印终端，每页两毛。”麦子：“那还差不多。”中音王

*：“如果是馆员给学生提供复印服务，一页三毛，外来人员多少钱，我还真不

知道，反正是有零有整的。我就觉得为了几页谱子，人家大老远来的，两个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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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跑，不太人性化。学校一卡通是脱机交易，和公交卡一样，卡里有钱。技术上

是没有办法想在微信里从校园于卡通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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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之旅》出版了
2016-4-21 17:10
《 书 香 英 伦 —— 英 国 图 书 馆 之 旅 》

http://books.ipph.cn/cniprbook/ipph/book-view.action?bookid=BK1604
201129150006headline=新书上架 本书是作者在英国访学期间撰写的一

本专业游记。作者以一名专业图书馆员的独特视角，以细腻的笔触、清新

的文风及图文并茂的方式，向我们描述了英国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的异 ...

21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王世伟：融合图书馆的理念与实践

2016-4-15 16:42
摘编自：王世伟.融合图书馆初探 .图书与情报，2016（1）:54-61. 文章
介绍了德国康斯坦丁大学图书馆“融合图书馆”的创新理念与创新实践，分
析了融合图书馆融合化、互动化、可视化、泛在化、智能化等五大特点，

从新一轮科技革命环境下的图书馆创新探索、图书馆大融合中的通体革命

以及引领未来的智慧图 ...

289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9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7172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7172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7031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7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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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6 年 4 月 20 日，图谋为感谢大家关注与支持高校专业馆员调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7372.html），发放 100 个拼手

气红包（总金额 100 元）。1小时内被领完。

（ 2 ） 《 书 香 英 伦 — — 英 国 图 书 馆 之 旅 》 正 式 出 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71720.html），该书曾于科学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737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717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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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专题连载两个半月，是作者刘欣的力作，同时承载着圕人堂成员的关爱，

希望该书能有更多“知音”。

（3）《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之旅》作者刘欣，为答谢圕人堂的关注与

支持，赠送图书 50 册（成员先索取先得，每人限一册，赠完为止）。赠书行为

亦视作捐助圕人堂发展基金。

（4） 2016 年 4 月 22 日 14:00，群成员达 1557 人（活跃成员 416 人，占

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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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清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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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