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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1 招聘消息 

易水寒 ：“苏州科技大学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http://www.usts.edu.cn/new

s/News_View.asp?NewsID=875” 

 

1.2 会议预报 

图谋：“2016年全国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学术研讨会 http://www.tgw.

cn/zxdt/201605031255 为加强高校图书馆队伍建设和人力资源管理，提升馆员

能力和素养，由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人力资源建设工作组主办，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承办的‘2016 年全国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学术研讨会’

拟于 2016 年 6月 21-23 日在美丽的大连召开。” 

图谋：“全国高校图书馆海报设计研讨班预通知 http://www.tgw.cn/zxdt/

201605160826 海报是视觉传达的表现形式之一，其版面设计在第一时间会将人

们的目光吸引，通过调动形象、色彩、构图、形式感等因素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

以恰当的形式向人们展示出宣传信息。为了提升全国高校图书馆海报设计的整体

水平，促进馆员在海报的主题确立、构图、色彩搭配等方面技巧的掌握，教育部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读者服务创新与推广工作组将于 2016 年 7 月

15-17日在广州举办全国高校图书馆海报设计研讨班，培训嘉宾主要来自香港岭

南大学、国立台湾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以及南方医科大学等高校。” 

 

1.3 信息分享 

威威：“搜狗与微软达成合作发布权威英文及学术搜索 http://wenhui.new

s365.com.cn/html/2016-05/20/content_422478.html。”麦子：“这种东西，

最好是地区联合做，或者是国家级别做几个，每个学校自己做自己的，管理和长

期数据保存的难度很高。因为这和图书馆的关系几乎到了边缘地带，而靠目前的

知识很难做好，能做的可能只是从图书馆资源保障角度对这些新的资源保存作些

建议，或者管理结构什么的，但总的来说，我们是只做自己了解的懂的东西。当

然，你可以说人要不断学习适应新东西，但我觉得总应该有数据管理和计算机背

景的人做这些。” 

刘*平：“新成立的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和大数据研究院将以计算机科学、

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与经济金融、生命科学、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众多学科

领域进行深度交叉，聚焦大数据学科建设、研究应用和复合型人才培养，将努力

http://www.usts.edu.cn/news/News_View.asp?NewsID=875
http://www.usts.edu.cn/news/News_View.asp?NewsID=875
../å��äººå �/å��äººå �å�¨è®¯ï¼�æ�»ç¬¬101æ��%2020160415ï¼�.doc#_Toc448494137
http://www.tgw.cn/zxdt/201605031255
http://www.tgw.cn/zxdt/201605031255
http://www.tgw.cn/zxdt/201605160826
http://www.tgw.cn/zxdt/201605160826
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6-05/20/content_422478.html
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6-05/20/content_4224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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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据生产集成平台、数据科学研发基地、数据价值创

造终端、数据人才培养高地，推动和引领中国乃至全球大数据学科的发展。htt

p://gov.eastday.com/shjs/node5/node34/u1ai86309.html。” 

tianart：“Library Systems Report 2016。https://americanlibraries

magazine.org/2016/05/02/library-systems-report-2016/” 

图谋：“JCR 期刊分区及其检索方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750603.html。” 

左右：“2016年美国图书馆状况报告（高校图书馆部分）http://weibo.co

m/p/230418c2cb001d0102wsam。” 

图谋：“数据商与图书馆谈数据库价格上涨问题 http://m.xhsmb.com/2016

0527/edition_1.htm。” 

gaozy ：“cnki翻译助手 http://dict.cnki.net/。” 

图谋：“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定义及延伸 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213646-965906.html。”  

西北圕夫：“2016 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论文及案例获奖名单 http://w

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7618。” 

 

1.4 问题求助 

（1）政府采购图书折扣问题 

萧*：“请问各位老师，政府采购与图书供应商定下了 75%，这个折扣是最高

折扣吗？我们还有和供应商谈的空间吗？”gaozy：“有的，优中选优。”图书

采选：“我们是高职小馆，对图书要求也不高，订单给他们，他们能配多少是多

少，0.69、0.7。”小英子：“我觉得低价中标的结果必然是对服务的压缩，你

们可以更多的对服务提出条件。”图书采选：“他们可提供的服务已经到上架了，

只要我们提出的都可以做，当然伴随着外行、没经验、不知馆情、读者、熟练工

操作必然出的种错。人天可以依据我们的要求，对订单进行在过滤，并对不合乎

我要求的或提醒我确认的或已无法报订的，能及时回复。这项服务还是不错的。” 

 

（2）SCI 论文检索证明的开具 

晨阳出海：“咨询各位老师一个问题：在开具 SCI 论文检索证明的时候，您

是否区分 文献类型？只开具 Article 、Review的论文，还是所有文献类型都可

以开?”gaozy：“检索证明，有收录就可以出。”晨阳出海：“SCI 里面文献类

型很多，目前一般评估认定的是 article、review、letter。”gaozy：“你评

估认定与是否收录是两个问题。文献类型可以有标记。” 

http://gov.eastday.com/shjs/node5/node34/u1ai86309.html
http://gov.eastday.com/shjs/node5/node34/u1ai86309.html
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2016/05/02/library-systems-report-2016/
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2016/05/02/library-systems-report-201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5060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50603.html
http://weibo.com/p/230418c2cb001d0102wsam
http://weibo.com/p/230418c2cb001d0102wsam
http://m.xhsmb.com/20160527/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60527/edition_1.htm
http://dict.cnki.net/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590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5906.html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7618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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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书馆考勤制度问题 

gaozy：“能聊聊图书馆的工作制度，请假制度，考勤制度吗？有没有人迟

到早退，一天不来，有没有觉得工作氛围太过和谐？我所知有的图书馆读者服务

部门不是排班，而是上一天，休息两天。这是什么道理？”tianart：“我们都

有制度，我们单位是楼上情况。不过我是朝九晚五的，倒班人员上 8点至晚九点

半，然后歇 2 天。”素问：“上一个整天，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或者十点吗？”

gaozy：“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半。”素问：“大概那时候，各个图书馆有不同。

不过，我们从老馆长开始，不让那样上一天，修两天了，中午犯困，学生投诉。

现在值班的人都招的住在附近的人。” 

hanna：“我馆服务部有老师上四天休三天。”印度阿三：“我们是两班倒，

早上 9点到下午 3点，下午 3点倒晚上 9点。”小肥羊：“我们可以安排上三天，

休四天。上班的时间是 8点到 22点，中间不休息（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广州书童：“我们是八点半到四点。”平球：“我们属于行政班，和行政人员一

样上班，人员不够，再来就是管理还是老式管理。书库，阅览分离。” 雨过天

晴：“我们馆流通人员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半，周六开放，上一天休一天；阅

览人员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双休日都开放，上一天休两天。技术服务部门和

行政机关一样周一到周五天天上班，管理比较严。对倒班的流通阅览人员管理很

松，不忙的时候上班都可以不来，只要还有一个人守门。” 

（4）中图学会论文收录咨询 

小淘可可：“问下各位，中图学会的论文在知网可以检索到吗，想知道写成

什么水平的有机会被收录。”湖商陈*：“不能检索到。”/kaNig*：“中图学会

年会一等奖论文会结集出版。”小淘可可：“但是 cnki 没有收录，哪里可以看

到呢” 

闽农李*：“当当网，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每年一本！个人收藏还是值

得的！里面有不少文章挺经典的” 

 

（5）美国图书馆超期罚款及图书借阅期限规定 

www：“美国图书馆超期罚款大约一天多少美元？公共图书馆图书借阅期限

多长，是不是可以拿麻袋去借？” 麦子：“美国图书馆现在没有迟还的罚金。

可以拿麻袋去借。如果没人催用，图书馆会在过期后三天催一下，但 21 天以后

就变成要再买，读者就会收到 150 美元以上的罚单以应付买新书的费用，加 10

美元手续费。这时还了，150 美元不要付，那 10 美元是不能免的。也就是说最

多可以免费过期 21天，但借期本科是 90天，其他人 1 年。可以延长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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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技查新查引的收费标准 

小棉：“科技查新查引的收费标准，是根据什么文件制定的啊？” 

小棉：“2001年实施的《科技查新规范》4.3 查新收费（1）查新业务实行

有偿服务。查新费用的确定应当按照当地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规定不明确

的由双方协商，合同约定。（2）查新机构收取的任何与查新事务有关的费用或

者有价之物，都应当在查新合同中注明。查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

收取查新合同中注明的费用或者有价之物以外的其他一切费用和有价之物。（3）

查新机构按合同约定收取查新费用，查新费用不应随最终查新结论而变动。” 

图谋：“某查新站：查新费用的收取标准严格按照‘江苏省物价局、财政厅、

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苏价费[2007]270 号、苏财综[2007]68 号、苏教财[2007]36 号）以及学校相关

规定执行。科技查新规范已有国家标准，但《科技查新技术规范 GB_T 32003-2

015》中未涉及收费这块。” 

芝麻：“现在查新收费这块，各地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各机构都是自己定的

吧。我以前调查过，发现差别挺大。但是应该都是得到各地物价部门的同意了。” 

 

（7）图书馆安检设备 

飞飞/mg：“问下，国内公共图书馆有安装安检设备的吗？是和高铁，地铁

差不多人过门，物包过传送带的么？”Follaw：“是的，就是车站那种。郑州图

书馆就有，还有专门的安保。”闫钟峰：“国图也有安检，包要寄存。” 

 

（8）重印书籍编目实践 

扣肉：“有一些书，在出版页或者前言中，写明是根据别的出版社先前出版

的书重印的，从书籍阅读的角度来说，读者看哪一种是没有区别的。但重印版本

虽然没有改用简体字，排版却已经变了。像这种情况，在编目或典藏实践中，是

做在一条数据，还是两条数据。”  

图谋：“重印，其实挺复杂的。有的纯粹是市场或市场运作需要。换出版社

重印，书号、排版之类均有改变，应该算不同的书，而有的重印，实际是修订再

版，比如吴建中的《21 世纪图书馆新论》重印了 3 回，每次印均有新内容。还

涉及到出版社改名的问题，例如人民音乐出版社原来叫音乐出版社。” /kaNig

*：“价格，isbn，出版社等信息不同做二条数据。”tianart：“isbn 号一样

的再版书，价格变了，也视为 2条数据，分类号种次号号一样，注上版本号。”

扣肉：“现在的实践是，着重判断内容。装帧方式的变化，不影响学生看，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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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本书，精装和简装版号不同，ISBN不同，应该做一条数据。” 

 

（9）中文期刊供应商选择 

30℃咖啡：“图书馆中文期刊是否是两家或两家以上供应商供货？如果是两

家供应商的话，图书馆给各家的期刊是怎么分的呢？按邮发、非邮发、类别？还

是其他。” 

朗月孤舟：“有些图书供应商也做期刊供应的。” 

天外飞仙：“我们馆是期刊两供应商，各种类型的每家都分一点，对供货商

也公平。把本馆的期刊目录拿出来，然后分给供应商就行了，图书馆与供应商是

合作共同体。”30℃咖啡：“原则上肯定是想基本公平，具体操作层面涉及到多

种分的标准。”扣肉：“那就只订非订不可的。谁家供货价格低，来得快，就选

哪家。” 

 

（10）libsys 和 interlib 系统的选择 

bluebaby：“libsys和 interlib 好用么？”湖州师*：“由于 ILAS后期升

级太麻烦，高校用 LIBSYS 比较多，很多高校都由 ILAS 转到 LIBSYS 了，985、2

11高校也有选择国外系统的。” bluebaby：“ilas一直是深图在用，也是他们

开发的，费用比较高，ilas里面增加一个馆际互借模块要 1.5万。” 广州书童：

“ILAS已经不再更新了，现在公共图书馆基本没有用 ilas 了，图创 interlib 基

本上是城市公共图书馆的主流。” xiaowei：“interlib 具有分布式总分馆模

式的优势，但流通和采编不方便。”BSxuyb：“现在图创也在不断占领高校图书

馆市场。”书小弟：“从读者体验来说，图创没有汇文好，后台处理读者荐购不

好用，信息的显示，批处理等麻烦，界面友好性差。” 中原劲草：“图创经常

要求升级，每次升级都会带来新的问题，老的问题不一定能解决。而且图创浏览

器适应性差。” 

（11）大学图书情报学刊投稿方式 

小淘可可：“大学图书情报学刊，是用邮箱投稿还是系统呢。” 

gaozy：“系统投稿，邮箱不再接收投稿了。网址 http://dxtq.cbpt.cnki.

net/EditorDN/index.aspx” 

 

（12）稿件退修，应该怎么办 

广财钟*：“投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论文，被退回修改，但是没有审稿意

见，是不是拒稿？”徐老师：“退修是有一定的价值肯定，太差的就直接被拒了。

应该问编辑部，退修一定得有修改意见，否则无法操作。”姜雨：“我刚好退修

http://dxtq.cbpt.cnki.net/EditorDN/index.aspx
http://dxtq.cbpt.cnki.net/EditorDN/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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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好了，一般会有修改意见的，按修改意见改好就行了，没有意见就打个电话问

问。” 

 

（13）图书资料剔除处理 

风萧萧：“请教，只有旧卡片目录的图书资料的剔除，想要批处理，具体怎

么做？怎么报帐呢？” annl：“系统里没有，就用老办法处理吧，盖剔旧章，

然后按照卡片上的财产号注销掉。至于怎么报账，每个学校各不相同。” 

 

（14）论文查重服务 

edifie：“单位有很多论文需要查重，请问是否有单位对外提供这个服务的。

事业单位需要发票。” 图谋：“高校购买的查重系统，对外服务，如被商家发

现，会被严厉‘制裁’的。” 肖松：“据我所知，在贵州有渠道进行 CNKI查重，

不过好像没有发票。” 

 

 1.5 圕人堂发展 

（1）期待形成圕人堂知识库 

图谋：“近期圕人堂群大窗交流的特点是，信息量不小，但值得整理进周讯

的内容并不多，整理者需要用‘放大镜’找寻。圕人堂群很期待较为规整的信息，

逐步形成‘圕知识库’或‘圕人堂知识库’。” 

图谋：“近期，时不时有群员问我问题，很多时候我是翻‘历史信息’供参

考。比如关于 JCR期刊分区，我 2013 年那篇博文，其实作了较为系统的‘科普’，

且在评论中有跟踪信息，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相关问题不见得能直接找到答案，

但有助于获取找到答案的线索。” 

 

（2）紧急通知 

图谋：“@全体成员 紧急通知 圕人堂 QQ群，5月 20日至今，有 20多名成

员未经管理员审核加入本群。为群安全计，先将未经审核成员移除出群，如确实

符合加群条件，欢迎重新加群。敬请理解与支持！” 

 

1.6 日常讨论 

（1）科技查新及服务收费问题 

美好*情：“请问国外有没有科技查新？国内的普遍说法是国外没有，只是

中国特色。”麦子：“当然没有，因为研究者本人是最了解自己做的的东西新不

新，除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刘*平：“国内研究者有不少也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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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东西是否新，主要是写申请等将不新的东西写成新的，后来出台了查新机构。

但是常常这样查新基本是形式作用，因为很少能够指出不新。有的是查出不新，

碍于情面不说，有的是业务问题看不出不新。我的工作体会是有理有据指出基于

文献分析的问题，对课题组提些建议。感觉老师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的。”

cpulib*：“国内也开始淡化了，新规程里也没提及，不过这会断了图书馆收入。” 

麦子：“这个收入问题很有意思。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在经费上面的地位比较

高。我举个例子，我们学校里大多数的教授办公室是没有电话的，只有系主任级

别才有，主要是为了省钱，因为一条线大约每月 50，很贵（我们学校是没有分

机的，每条线是一个独立的号码），但图书馆里所有的人，包括管理员每人都有

一个独立的电话，我自己有两个，因为有两个独用的办公室。我们在 08 年学校

大量减经费减人员时，对图书馆网开一面，也不裁人，而是少买书。因为这个情

况，我们自己很不愿意收费，因为这会有很多副作用，因为这会给学校有你可以

自己解决。”cpulib*：“确实有图书馆因为查新年赚近百万到处宣传，曾经还

是我们馆长羡慕的对象。” 

鱼雷：“美国的没有查新业务。我们馆只对校外服务收费。对校内的员工绝

大多数项目都是不收费的。目前只有查新和文献传递是收费的，而文献传递费也

只是收取供方收取的费用，我们馆是不收费的。比如一篇 10 页的论文，用户只

需支付 1.5元。这样做是为了告诉读者，确有需求再申请。因为你一旦申请了，

供方就得投入人员提供服务，而拿回来你有可用可不用，那就造成浪费了”麦子：

“图书馆一般是从外面找到经费，做项目而已。而数据馆员是帮助研究人员更好

运用和保存数据，至于上面那些，我看了一下，都是以 it 人员为主，帮助研究

人员更好运用和保存数据。”hanna：“我们很看重查新，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宣

传拉项目来做，我们好多兼职查新员。各有生存之道。” 

麦子：“我们馆是不收费的，文件传递的供方的钱是图书馆出的，每次最多

可以补贴 60 美元，但往往高于此也是图书馆出了算了。我不懂这点钱收的管理

过程的隐形费用都还不止，为什么收呢？”鱼雷：“以前曾出现过，说是免费周

或者是什么的，读者为了看看好用不好用，申请了，我也很认真的找了，供方也

很认真的复印装订了寄过来，我打电话让用户来取，他却说他不要了，只为了看

看这个平台好用不好用。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收费，哪怕是及微乎其微的费用。因

为现在有些读者，让图书馆为他浪费几十块钱他一点都不心疼，而自己出一块钱

都心疼。”麦子：“理解，否则会滥用。我们现在文件传递是极多，因为过刊尽

可能不放在馆内，送到几十里外的联合书库，然后大量文件传递。对读者来说比

在馆里还方便，因为直接发到你邮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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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所见过的最奇葩的图书馆员的称呼 

印度阿三：“我所见过的最奇葩的图书馆员的称呼有哪些？”琼琚：“小学

生素质普遍低，没有什么尊师重道的概念，逮到女的都喊美女。”扣肉：“我们

都是大妈在流通，还是叫老师。”夏天：“我给学生照证件照时被叫‘师傅’。”

琼琚：“我们上到五十几下到二十几全都被叫阿姨”boson：“听说有叫‘哎’

的。”琼琚：“我刚上班的时候在流通轮岗，第一个小孩冲上来就喊阿姨。”惠

*澈：“我刚参加工作时，有被叫姐姐，还有一个男生说不想叫我老师，想叫我

名字。”诲人不倦：“大爷....”Lee：“‘同学’、‘网管’、‘学长’。”F

ollaw：“小伙子、年轻人。”绽放：“守书的。”老玲子：“电子阅览室的老

师被叫做老板。”长沙-*：“学姐。”simigo：“小同志，姑娘，丫头都有被叫

过 。”cpulib*：“一般叫老师的多。”朗月孤舟：“叫叔叔、阿姨比较多。”

无所谓：“还有叫哥。”boson：“我给人说我在图书馆工作，人家大悟的样子：

哦，后勤的。”朗月孤舟：“年纪大的有的喊：爹爹、婆婆。”琼琚：“以前听

北方的同行说还有叫‘大妹子的’。”图谋：“我近 20 年的图书馆职业生涯，

大概有：看门的、管理员、同志、诶、叔叔……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叫‘老师’

的居多。”绽放：“外面的人一听到说在图书馆工作，就说：你们就是守书的嘛。

包括一些老师也是这样。” 

麦子：“称呼问题倒是蛮有意思的。一定要称呼吗？上来‘你好’不可吗？

美国似乎从来没有称呼的。展开说这是否和文化有关？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的关

系往往也是被这称呼而一开始就造成隔阂，与其阿姨大叔哎，不如脸带微笑，上

去说：‘您好’。”星光：“国外没有称呼，但是所有人说话都很客气礼貌。”

麦子：“美国是低语境文化。但这么分，中国作为高语境文化，应该在称呼上更

模糊才对。”麦子：“客气有笑脸，但在一些文化，表情应该是严肃的，比如德

国。”星光：“北欧那边对陌生人笑脸，对对方会造成戏弄、不严谨得感觉，严

肃脸反而是表示认真听你讲话，关注你！” 

麦子：“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曾提出了高语境传播与低语境传播。高语境

传播（HC）的指的是，在传播时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

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LC）正好相反。东方社

会很多都是‘高语境’社会，例如：中国、日本具体来说，高语境传播的特征是：

在沟通过程中，只有很少的信息是经过编码后被清晰传递出来的，人们在交往过

程中重视‘语境’而非‘内容’，注重建立社会信任，高度评价关系和友谊，关

系的维持比较长久。沟通是含蓄的，人们对含蓄的信息非常敏感，个体从早期就

学会了准确解释这些含蓄的信息。具有权力的人对下属行为负有个人责任。信任

是人们履行协议的基础，协议常以书面形式确定。‘圈外人’较为容易辩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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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进入‘圈内人’的群体，在商务谈判过程中人们不太重视时间，却拘泥于形

式。他指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于的高语境顶端，是东方文化的代

表。而美国、奥地利以及大部分北欧文化倾向于低语境。他认为，美国人与中国

人在传播行为方面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对直爽和委婉的偏好。研究认为：美国人

偏好直言不讳；中国人强调社会和谐不直接表露自己情感，蔑视言语上的咄咄逼

人。由于重视间接交流，接受者的敏感性与领会话外音的能力以及理解隐含意义

的能力变得尤为关键。在西方人们通过诸如辩论和公共演讲等正式的训练，尽力

提高传者的效率；而东亚人则尽力提高受者的敏感度。当人们排除了脑中所有的

先入之见，使自己的头脑像镜子一般清晰时，就达到了最高的敏感阶段。当心心

相印时，理想的根本不需要使用语言的交流就随之而来了。 霍尔的高低语境文

化概念说明人们在初次交往中消减不确定性的方式会有不同。他指出在高语境文

化中，言语交流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言语交流种类。具体而言，高语境文

化的人们会寻求背景信息(如父亲的职业、宗教信仰)来消减不确定性。此种信息

的收集，使高语境文化的人们对陌生人未来的行为上的预测有较大的把握。 东

方的高语境文化常被称为‘不接触’文化，这种文化的成员与低语境‘接触’文

化相比较少地进行触摸和目光对视，交流时站在较远的距离之外，在初次交往中

较少地使用非言语行为。另外，高语境文化对模糊的场合难以容忍，所有场合，

哪怕只是社交集会，也要设定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hanna：“称谓还是伦理的要求，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熟人社会中尤

其有效。社会高速发展进入陌生人社会，称谓的作用逐渐弱化甚至消失。” zs

hp_2*：“入馆教育第一课:见面称呼‘老师’。”素问：“按公务场合礼仪规范，

大哥姐姐叔叔阿姨是不能喊的。其实，也可以称图书馆员为‘掌柜的’。掌柜的！

给俺找本书！掌柜的，帮俺查份资料！掌柜的，还书！” 

 

（3）追忆杨绛 

金海岸：“据【澎湃新闻】今日发布消息：5 月 25 日凌晨一时，著名女作

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 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享年 105 岁。据称杨先生有遗言，火化后再发讣告。—— 据说各路媒体 20 年前

就准备好了她的讣告照片，但万幸的是，先生生并没有那么早离我们而去，而是

以整理钱钟书先生的书稿为己任，继续辛勤劳作。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作者：黄薇  |  文章来源：《文史参考》）被誉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的杨绛先生，在过完 104岁生日后，身体依旧很好，仍然思路清晰、精神矍铄。

1994 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

瑗也病中住院。1997 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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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内心之

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

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

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杨绛与钱钟书合影杨绛与爱女钱瑗 2

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

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 4 年，96 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

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

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

与中外文笔记，多达 7 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

3年出版了 3 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 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

文笔记》也于 2011年面世!杨绛、钱钟书、钱瑗一家三口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

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

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

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 7000 步，直到现在还能弯

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

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

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

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 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

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

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钱钟书去

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

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

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

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

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gaozy：“百岁老人，随时都在等待这一刻。我觉得这也是人世轮回的自然

规律。无需感慨。愿每一个年老的生命都安乐地离去。提醒我们每个年轻人珍惜

时间”hanna：“杨先生生前做了好多事情，此时去应该没有遗憾了。” 

蝴蝶：“《一百岁感言》 杨绛（赳赳敬读）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

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

家’了。（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无中生有，有复归无。生灭，自然形态。

寿命、生命能是不由自主的，人作不了自己的主。命者，口令也。口令一到，呜

呼哀哉。未悟透生死，非学者也。杨先生，大学者也。）?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

染的污秽回家。 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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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心静至

此，如《大学》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佛家则以‘戒定慧’

洗净‘贪嗔痴’的污秽。未悟透此理，非学者也。杨先生，大学者也，与儒佛一

辙。）?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

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 

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

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所言甚合佛家‘四圣谛’之‘苦谛’，众生皆苦，有求皆苦，苦海无边，认苦

为乐。从百岁学者口中发端，比大和尚讲来，更是字字重如须弥山。与世不争，

你以为无求品自高，结果遭利用欺侮；忍辱呢，结果遭侵犯损害；济世呢，结果

遭嫉妒排挤；处处小心，还要营一个壳保护自己，要随时准备吃亏。苦呵，苦呵。

可见，做人之苦，之不堪言，之不值留恋。）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

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生处在贪痴嗔慢疑之中）人寿几何，

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

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一切皆有因果作用）上苍不会让所

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

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福报有大小，业力有

共别）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

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

哲学。（话锋一转，人生既然这么苦，该怎么办呢 ？以上是病根，此时开处方。

知足即安，知安即乐，知乐即常，知常即可常乐。可参读叔本华《人生的智慧》。

另：精神一义，常作两端解，一端为思维、情感、意志、心理之活动，一端为生

命之最高意识或曰灵魂。杨先生此处，义理稍粗，未及精研。）?一个人经过不

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

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

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

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上段讲精神，此段讲内心即灵魂，境界

更‘捣’一层。此处锻炼，即为修炼，亦为修养，亦为修身，亦为修心。寒山悟

道诗：‘我心似明月，碧潭独皎洁；无物堪比伦，更与何人说。’杨先生心迹与

此接近。赞叹啊，造化啊，随喜啊。祝福杨先生，一颗灵魂，经轮回人世之锻造，

终于脱尘离俗、铅华自现了。弘一说‘华树春满，天心月圆’即为此意。人生，

终得大圆满。）” 

信手拈来：“105岁，超凡脱俗的才女。读读她的文，里面有这个时代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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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脱和淡泊。”tianart：“感慨斯人已逝。又一位民国先生已走”夏天：“当

年她的文章看了不少，现在已经记不住了，但是当时看文章的感觉至今仍然难

忘。”gaozy：“世态炎凉，无需迎合，人情冷暖，勿去在意。身在万物中，心

在万物上。静听大海潮起潮落，笑看天边雁去雁回。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以平

常心对待无常事，淡然看待人生的得失，荣辱与成败。在纷扰喧嚣的红尘，亦能

简单明约，空静安然地享受生命与生活。”度量衡：“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

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纪念一下这位世纪老人。”鲲鹏展翅：“钱钟书那么有才，

能创作这样一部经典作品，也和这个妻子有很大关系的。”夏天：“干校六记，

语言平淡，却惊心动魄。”gaozy：“老人家阅尽人世沧桑，驾鹤西去，世间再

没法遇见！杨老先生永垂不朽！”鲲鹏展翅：“说实话，我觉得围城能够翻译出

那么多国家语言，也算半个诺贝尔文学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观点吧”西北

风：“我感觉围城是一部反映普通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的最真实的文学作品之

一。”鲲鹏展翅：“来源生活，高于生活。” 

印度阿三：“重商，赚钱也是一种文化，与看不看围城没关系。但文学不等

于文化，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也是文化。”西北风：“大家再想想青春之歌，可

以说与围城反映的是两个世界，前者是理想世界，后者是现实世界。”gaozy：

“‘我们仨’团聚了。有时候，用文字来记录生命的高大上文学，用心读来，是

受益匪浅。”微：“确实，生活需要高雅文学的引领、抚慰，也需要通俗文学的

伴奏、催眠。”gaozy：“对我这样的理工科思维人来说，文化，还停留在插科

打诨的不入门阶段。不装的说，近十年来，没有完整读过一大部作品。多读随笔

散文，小说学刊，还有报刊文摘，炎黄春秋。我给自己定位是没知识，但特有文

化的那种。知识总有盲点，但文化不然。我觉得咱们都要有文化。”微：“我不

光仰慕杨先生的才华，更惊羡她的长寿。”gaozy：“愿我们一起，‘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微：“她是淡泊名利，明心见性。成佛的境界，成家的修为。”

 Hanna：“杨绛的文字冷冷的、细细的、不动声色的，却让人心怦怦跳。” 

 

（4）图书馆微信号 

扣肉：“我们就不打算弄微信公众号了。等着网络中心的企业号开通后，我

们划在其中一项就行了。因为企业号是把全校所有的应用都装进去，它自带身份

验证功能。微信公众号要涉及到跟读者账户绑定的功能。但是如果是在企业号就

没有这个要求。因为通讯录是由企业号自己管理的。”安畅喆：“现在都是一卡

通，很多绑定也是基于学校的认证。很少学校还读者证和校园卡分开的了。” 

cpulib*：“微信号弄了得专人维护。企业号出来的晚，好多高校都没弄。”扣

肉：“网络中心会进行企业号的管理。图书馆只是其中一个功能。作为高校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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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只有很少的功能是对校外的。” 

扣肉：“图书馆微信，不但要有编辑，还要有客服。”河工圕安*：“吸收

不少学生来负责编辑。不过技术部老师改成服务号了，服务号很难运营。”201

4：“服务号，一周发一次。”河工圕安*：“订阅号比较好。”扣肉：“服务号

的功能很多。”河工圕安*：“但是用不上。”扣肉：“订阅号的到达率很高，

但是阅读率很低。” 

扣肉：“高校图书馆，还是尽量申请企业号。公众图书馆大多是订阅号和服

务号并行的。高校，是最适合搞微信企业号的。人员基本固定，业务分割比较明

显。”cpulib*：“现在微信号太多，要想吸引学生还是很难。”扣肉：“所以

你要有一定的手段。当学校所有的业务都有统一的入口，学生就方便了。当然也

包括老师。尤其现在老师欠书超期的那么多。那么就通过微信告知。订阅号技术

上无法做到欠书催还和预约到馆。”2014：“服务号可以查馆藏，查电子书刊，

这对我们学校的学生还是很有意义的，可以查自己的借阅状态、续借和预约情况

等。”扣肉：“汇文据说是可以做催还。但是订阅号是实现不了的。”林中小鸟：

“自动催还功能很好啊，我在广图借书每次收到催还信息我就知道快过期要续借

了/偷笑，他们还是微信和短信一起发的。”扣肉：“发短信现在比较受到限制，

微信很好。” 2014：“比起移动图书馆来，学生还是更容易加微信。” 

乌班图：“我们馆已将重心全部放于微信公众平台上，觉得 APP已然式微。”

扣肉：“后来我就建议他们搞微信企业号。”林中小鸟：“微信企业号比服务号

要多很多功能吗？”扣肉：“企业号的好处在于，把学校所所有的应用全部装进

去。”林中小鸟：“如果是与时俱进，大家关注的话题，点击率就高，其它的点

击率真是很一般。” 

bluebaby：“咱们也搞了移动图书馆和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也是我发布

信息。”扣肉：“外包和多聘人，哪个更合算。”bluebaby：“外包合算啊。”

郑图：“都行，关键是要有自己核心业务 。”扣肉：“外包的话，就是经常会

做不到你想要的东西。”郑图：“不是通过每次的购买，成了个软件大杂烩，而

是通过购买完成我们规划的业务路线征程运作，不是成了个别人贴金和赚外快的

机会。”扣肉：“我觉得外包只是解决人力的问题，脑力还是要图书馆馆员自己

做。”cpulib*：“只能说图书馆领导不愿意跟软件公司计较。”郑图：“只有

利益一致时候不会计较 。”bluebaby：“做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是自己没有

把需求跟外包公司沟通好吧。”cpulib*：“有的政府做软件最后把软件公司头

都搞大了，要求太多太多。”cpulib*：“图书馆做软件都是逆来顺受。”扣肉：

“外包公司干的应该是体力活。”扣肉：“不能任凭他们搞脑力活。”郑图：“外

包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包的过程中，个别人的寻租和寻租中为了个人私利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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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核心利益 。” cpulib*：“图书馆外包都是用人家现成的软件，没有

考虑个性需求，或者说钱太少了” 扣肉：“我们之所以要外包，不是因为我们

懒得干，或者干不了。只是因为人手不够干不完。”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转载]数据商与图书馆谈数据库价格上涨问题 

2016-5-27 12:27 

信息辑自：《图书馆报》第 310 期 A14-16 版，2016 年 05 月 27 日 1 数

据 库 供 应 商 应 合 理 定 价 ， 控 制 涨 幅 

http://m.xhsmb.com/20160527/news_15_1.htm 史小军（暨南大学图书

馆 馆 长 ）  2 数 据 库 价 格 增 长 应 在 一 个 合 理 范 围 内 

http://m.xhsmb.com/20160527/news_14_2.htm 胡宁（中国人民大学图

书馆采编部主任） ... 

6 次阅读|没有评论 

徐小跃谈国学与现代生活 

2016-5-26 07:34 

摘编自：李海燕.国学与现代生活——徐小跃教授访问记.阅微，2016（2）：

1-7. （1）国学，是国故之学的简称，就是中国过去的学术思想。通俗地

说，即指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意义上的国学，表征中国传统学问，指称

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是 20 世纪初产生的。 （2）国学的内容用中国传统

分类来说，包括了这五学：经、史、 ... 

229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6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059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059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7976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7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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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5 月 20 日至 5 月 23 日，圕人堂 QQ 群有 28 名成员未经管理员审核加

入本群。为群安全计，圕人堂群发紧急通知“先将未经审核成员移除出群，如确

实符合加群条件，欢迎重新加群。敬请理解与支持！”。 

（2） 2016 年 5 月 27 日 14:00，群成员达 1599 人（活跃成员 566 人，占

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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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梦（实习）、生清（指导）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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