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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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贵州医科大学 2016 年公开招考工作人员方案 http://gz.hrss.gov.cn/art

/2016/5/24/art_75_25550.html。” 

 

1.2 会议预报 

转 身 遇 见 ： “ 全 国 高 校 图 书 馆 海 报 设 计 研 讨 班 开 始 报 名 啦 ！

http://lib.smu.edu.cn/postertraining2016/。” 

张*懒：“图书情报工作创刊 60 周年会议‘学术出版与图书情报机构转型变

革高层论坛’，直播网址：http://bjadks.gensee.com/webcast/site/entry/join-37f3c0

775b574b1682c238a1dbc0e94b。” 

 

1.3 信息分享 

图谋：“数据商与图书馆谈数据库价格上涨问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

g-213646-980599.html 信息辑自：《图书馆报》第 310 期 A14-16版，2016年 05

月 27日。” 

Lee：“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比较分析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ibrary Au

tomation Systems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QBTS201502021.

htm ILAS、汇文、MELINETS 和 INTERLIB等 4个图书

馆自动化系统为研究对象，从技术特点、模块功能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了 4 个自

动化系统，认为 4个系统都采用了国内外各种应用协议、通信协议和数据库数据

交换标准，都能遵循国内外通用的字符编码规范和记录编码规范，并指出未来图

书馆自动化系统将整合更多的服务功能。”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07 期 20160527）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213646-980618.html。” 

图谋：“吴建中.学术书评亟待回归——为图书馆论坛（2016-5，135页）

爝火书评作序.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86b810102wbsx.html。” 

嘉懿：“图书馆论坛“贫困地区图书馆发展研究”栏目约稿启事 http://tsglt.

zslib.com.cn/CN/news/news11.shtml。” 

谢*南：“读书会视频直播：http://www.yy.com/share/x/1533896562/15013x0

3_3086178815_1533896562_1464344034_1464344034?tpl=1。” 

http://gz.hrss.gov.cn/art/2016/5/24/art_75_255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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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健：“从中信所网站过来的：《情报学报》杂志网址  http://www.istic.ac.

cn/tabid/726/jour/qbxb/default.aspx。” 

七色花*：“《嘘！这里是图书馆》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415318

5/。”这是一本介绍美国作家斯科特·道格拉斯在美国加州南部城市阿纳海姆（美

国迪斯尼乐园所在地）的一家公共图书馆工作经历。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通过

斯科特的感性描绘，了解到美国中小城市的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供给情况，

以及为了保证这些设施较好地服务于各阶层民众需要而进行的制度配套。斯科特

在书中还加入了贵族、经院图书馆脱胎转型而成公共图书馆的演变历史介绍。  

Lee：“邓志松：中国知网触碰《反垄断法》高压线 http://librarian.notefirst.

com/libnews/19457/default.aspx。” 

gaozy：“以悦读的名义谈情说爱 鄞州区图书馆举行悦读交友大会 http://n

ews.xinmin.cn/shehui/2016/05/29/30095092.html 群里提过图书馆功能之一，就是

促成好事,看来有了实现途径了,高校图书馆能不能跟进呢。大学生在图书馆谈情

说爱，总比去电影院、酒店要好。” 

图谋：“王芳.舍不得杏花春雨中的你.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8036-9

81010.html‘于良芝教授因其在 JOD 上发表的基础理论研究而荣获了 EMRALD201

5 年度杰出论文奖。于老师一直安静地做着学问，不为外界名利的喧嚣与浮躁所

动，成为年轻人治学的楷模。’。” 

麦子：“蒙特利大学因为和 Springer 谈不下来，就把 2000 多种期刊取消

了 http://www.bib.umontreal.ca/communiques/20160506-DC-annulation-springer-va.

htm。 

清风：“ 《图书馆》文章‘重塑形象，做可爱的“图夫”“书女”’http:/

/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652048445&idx=1&sn

=cbef0c26775b4c560261d50f008f9e50&scene=2&srcid=0530pMFQN0t7P4rPaxlED

0LG&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诲人不倦：“过去十五年（2001-2015）中国互联网上的公开网页文字信息，

70多亿篇（存储容量 200TB）！天网搜索技术基础上的积累。我们打算让它开放

共享，更好地发挥其潜在的价值。任何机构都可以申请拷贝。有意者可提供信息

（单位名称，联系人）到：webg@pku.edu.cn  后续操作事宜将在暑假期间进行。

http://weibo.com/1677746711/Dy53NxXYd?from=page_1005051677746711_profile

&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464687849382。” 

小伊：“不用上清华，也可以听清华的信息素养课程！主讲是林佳研究馆员，

我师姐把清华大学很受欢迎的课程刚刚录成了慕客 Mooc。需要的大学可以联系

本课程在本校的落地哦。信息素养简单说，就是教大家如何查资料丶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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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652048445&idx=1&sn=cbef0c26775b4c560261d50f008f9e50&scene=2&srcid=0530pMFQN0t7P4rPaxlED0LG&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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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你只会百度哦。http://www.xuetangx.com，搜索‘信息素养’，进入课堂

学习！相关从业人员可以学习借鉴。” 

谢*南：“如何查找本专业‘经典’图书 2016 年 5 月 31 日 第三十八招特

别是外文新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53500530102zfcd.html 。” 

城市天空：“They want to clean up in their exams! Chinese univers

ity installs study booths in SHOWERS to ease overcrowding in its lib

rary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616428/They-want-clean-exams-Chine

se-university-installs-study-booths-SHOWERS-ease-overcrowding-library.html。” 

惠涓澈：“彩云惠在当地的阅读推广活动，走向‘阅读推广人’培训。http:

//blog.sina.com.cn/s/blog_58d3fe530102wi4x.html” 

湖夫：“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校园读书节之‘阅读光影’http://blog.sin

a.com.cn/s/blog_50f211450102wh6t.html。” 

图谋：“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六一节包邮，折扣 6.5 折 ht

tp://item.winxuan.com/1201268106。” 

孤夜：“73位文化名家联袂为您推荐：儿童节孩子读什么 http://cul.qq.com/

a/20160601/009666.htm 。” 

诲人不倦：“最新研究发现，一个人的工作状况和终生收入与其儿童时期在

家庭能获取的图书数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家

研究了 6000 名 1920-1956 年间出生在欧洲九个国家的男子，发现儿童时期能获

取较多图书的人比那些有很少或根本没有图书的人，在物质上赚得更多。为什么

家里书多孩子一生挣钱多？作者解释，家里有很多书之所以重要，也许是因为它

们会鼓励孩子阅读更多，而阅读对学业成绩有积极影响。【文双春：有儿童的家

庭一定要有很多书 http://t.cn/R54IfXx】不跟你们闲聊，我去看书了，新一期的《故

事会》到了。” 

顾*：“科学进步靠奖励还是葬礼？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781

8?full=y。” 

扣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6 月 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http://www.gov.

cn/premier/2016-06/01/content_5078737.htm。该会议确定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的

措施有：1、简化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编制，将直接费用中多数科目预算调剂

权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2、大幅提高人员费用比例。用于人员激励的绩效支出

占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比例，最高可从原来的 5%提高到 20%。3、差旅会

议管理不简单比照机关和公务员。4、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5、合理扩大

中央高校、科研院所基建项目自主权，简化用地、环评等手续，对利用自有资金、

不申请政府投资的项目由审批改为备案。” 

http://www.xuetangx.co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53500530102zfcd.html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616428/They-want-clean-exams-Chinese-university-installs-study-booths-SHOWERS-ease-overcrowding-library.html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616428/They-want-clean-exams-Chinese-university-installs-study-booths-SHOWERS-ease-overcrowding-library.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d3fe530102wi4x.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d3fe530102wi4x.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f211450102wh6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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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em.winxuan.com/120126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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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qq.com/a/20160601/0096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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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总第 108 期 2016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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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初冬暖阳：“儿童节 | 六一在成航怎么过，熊孩子告诉你 http://url.cn/2F96

LLS。” 

圕坛刘*：“‘罗氏藏书’揭秘：西方如何逐步了解中国？http://url.cn/2HC

UPKB。”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6 月 03 日 http://m.xhsmb.com/20160603/editio

n_1.htm。” 

中原劲草：“牛逼老师 7 分钟全面解读 34 所 985 考研名校 http://www.miao

pai.com/show/5drqQaCTX5Eq~fLdttSQnA__.htm。” 

刘*平：“北京城六区禁新建游乐园海洋馆 鼓励发展图书馆 http://travel.peo

ple.com.cn/n1/2016/0603/c41570-28408481.html。” 

圕坛刘*：“‘罗氏藏书’”揭秘：西方如何逐步了解中国？http://url.cn/2H

CUPKB。”麦子：“他 2011年的一批书如果换了我，可能不太会收，因为那个

大英百科是没有用处的。第二批可能除了说的 incunabula 摇篮本，其它基本是

工作类收藏（20年的积累期中可以看出），要欧美馆全部收下，然后不拆开（不

处理其中部分）的这种承诺，相当困难，所以，给上图可能是对他来说最好的选

择，为什么我不收，因为它经常有新版，图书馆基本每次都买新的，对个人来说

很贵，不可能每次都买，所以版本比较老，内容被覆盖了，此外，现在我们只买

电子版了。” 

 

1.4 问题求助 

（1）图书馆搬迁经验及打包材料 

扣肉：“我们要倒库，馆长推荐我们用包装膜，跟保鲜膜一样，可以直接在

膜的外边，用笔写上是第几包，直接上架后把膜一撕就可以了。（图片已上传至

群相册）”宁静：“价格如何。”扣肉：“价格大约为二十多块钱一卷。”tianart：

“我们一直用塑料绳。”扣肉：“用绳子捆，容易损坏书。”扣肉：“包装膜比

箱子的好处在于，包装后可以让搬家公司直接上架，如果装箱，那就没法让搬家

公司上架。”abc：“怎么打包呀 用打包机吗。”西南周*：“不需要机器直接

手工裹。”宁静：“在塑料上面写字，是用什么笔。”西南周*：“颜料笔。”

宁静：“这个在普通商店没有卖吧。”扣肉：“有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都有。” 

西南大*：“搬运找物流公司有专业优势和流程，搬家公司不专业，用托盘

（物流的标准俗语），非常节约时间和流程。”奋斗*：“怎么弄啊？演示下，

我们下学期也要搬几十万。”西南大*：“物流公司、托盘、 标准化小的拖车。”

西南大*：“可以自己租 10个托盘 2个拖车，楼梯自己搭木板，如果远 托盘更

显优势，先算好每一个托盘到达的准确地方，可以做到流程化，把书放托盘上面，

http://url.cn/2F96LLS
http://url.cn/2F96LLS
http://url.cn/2HCUPKB
http://url.cn/2HCUPKB
http://m.xhsmb.com/20160603/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60603/edition_1.htm
http://www.miaopai.com/show/5drqQaCTX5Eq~fLdttSQnA__.htm
http://www.miaopai.com/show/5drqQaCTX5Eq~fLdttSQnA__.htm
http://travel.people.com.cn/n1/2016/0603/c41570-28408481.html
http://travel.people.com.cn/n1/2016/0603/c41570-28408481.html
http://url.cn/2HCUPKB
http://url.cn/2HCUP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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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车一叉，托盘到位就可马上上书架，另外再请 5个外面零工。”我徂东山：“有

专业的图书管理公司，搬迁、上架一切都搞定了，不用找搬家公司或者物流公司，

而且他们经常做上架的业务，对于书架的规划很专业的，往往比自己预估的还要

准确，自己做其实不划算，因为馆员拿的工资远远比他们的要高，而且耗时长，

算下来还是外包出去省钱，效率高。” 

 

（2）国图学会年会征文费用交纳方式 

小鹿：“请问各位老师，中图学会年会征文评审费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是否可

以？”湘农图：“可以，是会员，第一篇免费，第二篇正常收费。” 

 

（3）美国图书馆图书剔旧标准 

微：“你们去重和剔旧的标准是什么？是某本书几年来无人借剔，还是几年

来借超 N 次后价值用完剔。”麦子：“15 年不用剔去所有复本。”微：“剔所

有复本的原因？”麦子：“场地和年维护成本，我们现在基本没有任何副本了。”

麦子：“我在这里说了很多次的旧书修缮，但大家都没有关注到一个基本思维：

我们对每本书的品相很注意，因为都是一本，而且一旦坏了，替换的附加费用和

人工是很贵的，而且也未必能买到，所以，要让所有书呈好的状态。”节能：“只

有一个副本怎么外借？不外借，怎么判断是否十五年没用过呢？馆内开架阅览，

怎么统计到看过哪本？”麦子：“我们都是单本，但都是出借的，美国图书馆都

不让读者自己重新放回的，鼓励大家留在桌上，这些每天都扫入机器的，所以外

借和馆内使用都是有数据的。” 

 

（4）图书馆书目收集渠道 

雨露：“图书馆里图书是政府招标采购,请问书目收集都是哪些渠道?”gao

zy：“是政府招标采购，书目收集主要靠书商。”小鹿：“出版社会发来一些书

目，自己可以搜集一些提供给书商，另外读者推荐书目也是一个途径。”tiana

rt：“ 可以现采，招标时可以要求书商的或参加一些大型的图书展销会。”图

书采选：“主要用新华书店对各类对公服务的网站、出版社推送书目。” 

 

（5）参考文献著录 

虚怀若海：“请教一个问题：参考文献的来源是通过邮件获得的，该如何著

录？就是某个观点、文本，没有在网站等渠道公布，但是通过邮件获得了。”b

iochem：“personal communication，老外论文经常用，国内的论文一般不用。”

虚怀若海：“国内的怎么处理？需要在参考文献中说明吗？”biochem：“直接

在文中注释即可。在某段话后面，直接加括号（pers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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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更可取的做法可能是：（１）取得原作者的许可；（２）获取原作者公

开发表的文献。”虚怀若海：“是图书馆的一个政策性文本，没有公开。”bio

chem：“有的时候论文没有发表，引用肯定要征得同意。”图谋：“这种更需要

权衡。”虚怀若海：“我的研究是对这些文本进行的一个内容分析，在获取的时

候，说可以做研究之用。”图谋：“假如是人家的过程稿之类，是不可以发表出

来的。”虚怀若海：“类似于这样的，说本应该是公开的，但是由于一些程序，

还没有放到相应的网站上，这可如何是好？”图谋：“那种就属于 biochem 老师

说的加注释情况。”图谋：“前一阵子有成员私下索取图书馆十三五规划文本，

除非得到许可，否则不合适拿来做‘内容分析’并公开发表。” 

雨裳：“百科全书怎样写参考文献？百科全书 M.北京:出版社?”图谋：“那

是工具书。”雨裳：“那作者.词条.”gaozy：“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 [Z].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图谋：“群文件中（2015 年 6 月 4 日）有 20

15版参考文献著录标准。” 

 

（6）下架图书的标准及原则 

gaozy：“下架图书有没有制定标准及原则？”顾*：“有复本，除非热门书，

一律下架；计算机类的，一般 5年以上；其他的，看情况，一般以新抵旧，有新

书进去，旧书才下架。下架的书，搞了一个二线书库，书架比较宽松，如实在有

需要，也可以外借，但事实上是极少。” 

 

（7）馆藏登录号与图书条码号 

竞一：“请教一下马老师，您馆里这个登录号是账面上的号码吧？跟图书上

的馆藏条码号是两个？还是统一的？”天外飞仙：“ 我们的登陆号就是馆藏号。

以前老的图书条码与馆藏号是不统一的，现在统一成一样的了，统一可以减少工

作量嘛，实现批量典藏。”竞一：“那如果有丢失，是要补原来的条码号呢，还

是随便一个新的号？”天外飞仙：“丢失后，可以补其它的条码，如果补成一样

的，要专门去做一张条码，成本上不合算。” 

 

（8）科技查新问题 

清风：“请教个问题，科技查询，需要至少查那些数据库。”湘农图：“教

育部的科技查新，国内外的各至少使用 10 个以上数据库，中文的三大数据库是

必查数据库，外文的必须要用 PQD 国际联机检索。”清风：“像一些本科院校的

查新站，也是要按以上说的吗？”湘农图：“本科院校的查新站，那应该要按照

教育部的查新站来进行吧。”清风：“还有记得一些由省级机构授予的只具备某

个学科的查新站，一个课题的查新，严格的说，是不是没有一个标准说，必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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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库？而是通常只要查过哪些就可以了。”湘农图：“你可以参考看一下《教

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查新报告撰写规范》和《科技查新技术规范》，里面有非常

明确的说明，包括数据库的使用，但是使用的数据库一定要保证能够得到检索结

果才列上去，教育部的查新站规定比较规范了，按规范行事把。” 

小伊：“没有资质的高校图书馆怎么开展查新查引等工作？我看教育部的那

个查新站规定很严格，如果想合作开展应找哪个馆合适？需要什么手续和费

用？”湘农图：“没有资质的高校图书馆，开展查新查引工作应该没问题吧，只

要对口的单位认可就可以了，我们以前没有资质的时候，这些工作也是慢慢开展

起来的，和湖大，中国农大等都合作过，后来慢慢资源多了一些以后业务开展得

也多一些了。”小伊：“如何合作的？”天外来客：“可以和有资质的单位合作。” 

清风：“国内查新报告就如何收费的？”tianart：“ 不同查新站不一样吧，

我们这里是省科技局授权的一般是 500左右。”静静生活：“我们是教育部授权

的一般 600，国内外 1200。” 

 

（9）刊物中文章版权归属问题 

渔歌子：“咨询一个问题，还请在国外的同仁能够证实一下。我最近在看《废

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中文译本，作者在致谢中提到‘本

书部分章节原稿发表于下列刊物，这次重印得到了它们的同意’，后面跟着列出

所发表的论文题目，刊物名称，以及发表时间。我想知道国外的版权是否有这样

的规定？自己已发表的论文，想要放到自己的著作中，需要原来刊物的同意？”

麦子：“一般在刊物里出版的文章本人没有版权。”渔歌子：“本人没有版权？

版权归刊物所有？”天外来客：“不是开放获取的期刊论文，你都签署了版权协

议，此时版权归出版社所有。”扣肉：“作者仅有署名权，其它著作权，均已转

让给杂志社。” 

 

（10）《图书馆报》投稿方式 

Eric：“求图书馆界媒体投稿方式。”图谋：“《图书馆报》：请投到 linz

ongzheng@163.com，并注明‘图书馆报投稿’。《图书馆报》电子报网址：htt

p://m.xhsmb.com/ （可以下载手机读报客户端，安卓端或苹果端）。” 

 

（11）剔旧图书的处理 

度量衡：“求教图书馆剔旧下来的书，纯当废纸卖有点可惜，有什么地方可

去，或二次利用的渠道分享的吗，处理我们不要钱的，但也不想花钱，如运输费

之类的，报废程序肯定正规。”麦子：“国内情况不知道，但我觉得二次渠道会

mailto:linzongzheng@163.com
mailto:linzongzheng@163.com
http://m.xhsmb.com/
http://m.xhsm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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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副作用，会有人说，你是这样处理图书馆东西的，我们是扔，但全部盖注销章，

另外要避人眼目。”Helen：“图书是学校资产，不能卖掉，我们建了个密集书

库。”hanna：“书存起来，期刊不算固定资产，可以卖给学生，不能让其流到

孔夫子网去，会有问题，毕竟上面有馆藏章。”度量衡：“ 学校资产不能卖给

学生。”中原劲草：“可以盖注销章，流通到县级馆，这样还可以增加点馆藏，

国有资产没有流失，可算成国有资产的再划拨。”印度阿三：“国内对于国有资

产管理是有严格的法律和法规的，我们的是统一交给财政部门认可的部门进行拍

卖处理的。”度量衡：“你们哪个专业拍卖机构将旧书卖给谁，原纸厂，还是其

它的什么。” 印度阿三：“我们不管，由拍卖公司去搞定，谁买的我们也不知

道，是由财委统一弄的，所有的国资处理拍卖都可以找他们的，只是程序、手续

齐全，卖多少钱我们都不管。”度量衡：“ 哪装车运走产生的物流费用，谁出？”

印度阿三：“我们都不管，只负责带人来看一下货，然后就是办一下拍卖的手续，

我们中间不涉及任何的费用。”度量衡：“这样好，不花钱，不碰钱，这模式很

科学，可以向领导建议。”印度阿三：“我们也是不断的摸索，主要是要有顶层

设计，财委它把流程设计好了，我们执行就行了，我们是公共系统的，高校系统

的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每个单位都是不一样的。”海边：“高校馆自己也是只

能跟着资产办的管理办法去执行，在资产上，图书馆不能自行处理。”印度阿三：

“是的，我们剔除的东西一片纸都要先留好堆起来，拍好照存底，然后审计之后

才能拍卖处理。” 

 

（12）最新版 SCI 、SSCI、 EI、 ISIP 期刊目录 

梅子：“求最新版 SCI   SSCI  EI  ISIP 期刊目录？”2014：“SCI,SSCI

的网上有呀。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htt

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SS。” 

 

1.5 圕人堂发展 

（1）群内交流，共促发展 

gaozy：“增加群的热度，思想交流即便包含各种不同判断，也是思考，只

要有交流，就会有成长。”西北风：“没交流，再聪明的人也会变成傻子，你要

成长，你就得做好不断被否定的准备！”嘉懿：“多聊聊图书馆咱们大有作为，

各种业务创新，让图书馆工作的各类创新竞相涌流。” 

gaozy：“群内民主和谐，公平，平等，群内轻松交流，不要设置太多束缚！

现实中，趋利避害自然要注意，但圕人堂，这个图书馆与网络结合体，更是崇尚

自由民主。”嘉懿：“活力迸发，这才是正道。”gaozy：“业务交流，很重要，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SS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D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options.cgi?P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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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圕人意识的提高，直接指导业务提升。没有思想的放开，谈什么活力！谈什么

业务创新？没有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谈什么进步与成长？畅所欲言，兼容并包，

图书馆不是绝缘于社会的海市蜃楼，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固定思维久了，嘉的提法，

属于和而不同范畴，但我要予以迎头痛击，要放开思想，并敢于直面各类问题，

才能促进图书馆事业进步，事业的成长，首要有人，人最大差别是思想，想法放

开，无限可能，总是畏手畏脚，这不好！”嘉懿：“现在政府正致力于打造网络

清朗空间，我们聊图书馆工作创新，恰逢其时，这也是群主一直倡导的。”gao

zy：“群主要学习我的‘恕我张狂’，我要学习群主的‘谨小慎微’。要互补，

要响应国家号召，与时俱进，总是谈业务创新，哪里那么多？要兼容并包，发散

思维。” 

gaozy：“通过积极参加，把群活跃度提升起来，是对圕人堂最好的宣传，

我希望更多的圕人因知名度，热度而认识圕人堂，而不是邀请参加爱上圕人堂，

与他谈恋爱，用心呵护她，这是一片见证我们友谊与成长的好地方啊，现实中种

种束缚，在这里你可以得以解脱；现实中敢怒不敢言的，这里说说我们出谋划策；

业务难题，说出来，群友互助。” 

gaozy：“不论是大咖还是小虾，我个人觉得，能在圕人堂与大家一起交流，

不装，不见外，我们都要‘人抬人高’。对大咖，我们圕人乐于锦上添花；对小

虾，我们圕人也要雪中送炭。建设圕人堂，使图书馆成为我们共同的家，让每个

兄弟姐妹都能有收获，能有成长，平台是虚拟，但我们要创造实在的感觉，得到

实在的效果。” 

 

（2）圈人操作，技巧分享 

gaozy：“我刚发现了一个技巧，手机上长按各位头像，就自动会出现@某某，

以前每次都是几千人搜索，这以后不再简称了。”雨过天晴：“你解决了困惑我

多年的技术难题哦！”图米：“群里以前说过的，周讯里不记这个。”gaozy：

“所以讲，周记要适当兼容并包，这些好用的技巧，我觉得可以有。”图谋：“周

讯不是周记，实际上周讯中‘本周讨论概要’部分，是各期周讯整理人负责。” 

 

（3）奋斗中的“群主”们 

我的家园：“这个群是我目前看见图书馆专业群里面最活跃，最有思想火花

的群。深夜了还有讨论，就是很少看见群主。”gaozy：“图谋兄，时常来。以

后都知道图谋忘看启云。”图谋：“圕人堂群‘群主’的作用是‘群辅’，成员

是真正的群主，我在群中冒泡较少，但每期的周讯及相关工作，通常至少需花两

小时左右时间，除此之外，还有好些幕后的群务及相关工作需要处理，比如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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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发展基金的管理及化缘问题，几乎常年未间断。”gaozy：“这些年，图谋大

致做了三件事，一是创建圕人堂，短时间内英雄云集；二是不间断地进行周讯的

整理工作，记录呈现群友智慧；三是常年开展基金相关工作，确保平台稳定发展。

如果说，还有什么的话，我觉得，群主积极响应党中央‘七不讲’和谨小慎微的

处理群众工作，促进和谐，也是很重要的！很遗憾，我觉得群主做了一点‘微小

的’工作，是不折不扣的‘群辅’。”图谋：“图谋，是一个图谋，又不只是一

个图谋，是‘一群人在奋斗’，如是而已。” 

 

1.6 日常讨论 
（1）美国 NCES与 ARL 年度数据统计比较 

麦子：“我们有大量的图书馆数字资源年度统计，归入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

（ARL）统计数据，另外美国图书馆对藏量不是很在意，因为质量很难定量的。”

顾*：“这是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

tics (NCES) Home Page, a part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的

统计，http://nces.ed.gov/，NCES里面包含有 ALS统计数据，不知 ARL的统计是否

自愿？”麦子：“不是，他们有年度出版物。另外有意思的是，他们每年的统计

中，工资收入统计占很多，http://publications.arl.org/ARL-Annual-Salary-Survey-2

014-2015/、“http://publications.arl.org/ARL-Statistics-2013-2014/,工资的有 160

多页。”微：“我想知道年度统计指标除了工资外，大致还有哪些，数据是不是

也像国内一样，各个单位填报然后他们汇总。”麦子：“除了工资，其它的和费

用以及馆藏有关，数据是各单位自己报了再由他们汇总。”微：“他们也有什么

生均么？”顾*：“ 全面的报告中有生均，first look 没有。” 

顾*：“令人感到非常惊奇的是，ARL的数据和 NCES 的数据，尽管是二个口

子，但很接近。我曾经将 nces 的 Academic library survey 研究了一下，nces

比 arl 的详细，项目多，对于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来说，数据差不多，但是 nces

有普通学士型、副学士的。”麦子：“我要说明的是 arl 是邀请制，很多年没有

新成员了。” 

 

（2）中美图书馆藏复本量的讨论 

微：“没有复本，就一本，那不是很舍不得借，很怕学生弄丢，弄坏什么的。”

麦子：“我们没有休闲书和课本参考书，所以，学生基本也不借书。你想，即使

如此，我们还有 350万，这都是人类知识信息，而且我们每年花 350多万在数据

库里，馆藏质量明显要好，柏克莱光手稿就有几百万。”微：“那买的书是给老

师看的吗？科研、教学用的？”麦子：“任何人都可以看，但就是为了科研教学

的。”节能：“那这样的话不是影响几个读者同时使用一本书吗？”麦子：“我

http://nces.ed.gov/
http://publications.arl.org/ARL-Annual-Salary-Survey-2014-2015
http://publications.arl.org/ARL-Annual-Salary-Survey-2014-2015
http://publications.arl.org/ARL-Statistics-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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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情愿让他们去馆际互借，或 recall,就是强制要这本书。”节能：“大家不都

是和你们差不多的复本吗？所谓可能‘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麦子：“但他

们的那本未必会在用啊。”节能：“国内馆一般多复本就是为了即保证有的读者

借出去读，也有一本不外借，保证其他读者可以到馆阅览。”麦子：“的确很好，

但到了一定的阶段，钱和人工都没发维持了，我们期刊也是这样，馆内使用等于

馆外使用。” 

节能：“大学馆是为教学科研服务，收藏不应该是他的第一任务，即使收藏

有国家馆承担，但馆际互借也是有人工物流以及时间成本的。”麦子：“美国没

有国家馆的概念，我们有很多地区性收藏体系，相对于其它成本，和买书比，这

些都是小的费用。”节能：“如果大学馆复本为一本，有点没为当下用户考虑，

有些工具性图书，价格高，学生购买有难度，图书馆购入再整体借出很妥当啊，

经济。”顾*：“这点是国内的优点，特别是工科和美术类。”麦子：“你这看

法，可能是这里 99%的人会得出的看法，但是国内的做法面对美国的使用办法，

根本没发操作。我这几年时间买了联合王国的议会文献 state papers online，

花了 30 几万，而且我只买到 1900 年左右，后面还有，就是 2个人用，但对他们

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我有 1000多个这样人要应付。”顾*：“你们是一流研究

型大学，无力考虑大众的需求。”节能：“二八定律适用于图书借出，我觉得美

国也不会因为图书采选质量高就不是这个规律，但对于有需求的图书那就复本影

响使用了。”顾*：“但是工具书毕竟种数有限，而且现在不少教学部门统一给

学生买了。美国也有一种机制，比如预约的人多了，会采购复本的。”麦子：“最

近在买 http://gdc.gale.com/products/19th-century-british-library-newspapers-part-i-a

nd-part-ii/ 300 多年的 UK报纸，又是几十万，这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啊，简单的

说，国内面对的收集对象要简单的多，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就是哈佛都没有，因

为世界上东西太多，收不过来，所以哪里还有钱去买复本。”顾*：“这些东西

用的人少，为什么不利用馆际互借文献传递之类的？教授飞到其他图书馆去做访

问学者也划得来啊？为什么非要买呢？”麦子：“你不可能什么都外借，而且这

些都是数据库，没法借的，除非自己用，你无法外借检索功能吧，更多的是没有

出版的东西比如：比如手稿，信件，手绘地图，但这些对研究来说太重要，毕竟

书基本上都是第二手的，是其它人的研究成果。我们现在主库就是再多的人预约，

也不会买复本，因为这很可能是和教学有关，把这书放在 reserve就好了，我们

也就是买教授反复论证他们需要的东西。”顾*：“换句话说，UC已经将科研置

于教学之上上。”麦子：“是的，teaching 是第二位的。”麦子：“教学为主

的比如加州州立，馆藏的费用就低多了。另外如果有医学院和法学院，那花钱更

像流水，我们有前者，图书馆有专们一个人跑实习医院为师生设计教学项目的，

http://gdc.gale.com/products/19th-century-british-library-newspapers-part-i-and-part-ii/
http://gdc.gale.com/products/19th-century-british-library-newspapers-part-i-and-par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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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社区学院兼职过，他们图书馆员薪水很高，人也多，但每年只有 5万买书，

百分之几的经费，总之，表面上看，美国的高校图书馆没钱，而且这一直会这样，

就是哈佛也如此，因为你面对这么个大的覆盖全世界的知识量，另外还要做自己

特藏的电子化什么的，你哪里还有钱买复本？我们有个乌托邦和科幻的特藏，这

是极其窄的一个收藏，但前年买了一册乌托邦的首版，花了 80000美元，还是感

情价。工程化学什么的还有很多 protocols, 工业标准。也是很贵的。我们今年

年终超了 20 多万，我们一直有省一笔钱到年终，然后看大批的积累下来的数据

库等比较贵的东西，然后花几个星期讨论，挑选买一些。”印度阿三：“你光买

数据库吗。”麦子：“这个数据库等定义太广，反正不买书，这是平时学科馆员

自己选书，或者是按照程序书商自己配的。” 

 

（3）联盟保存制度 

节能：“美国有一个可以借鉴的制度，地区联盟保存制度，它可以用在低使

用率资源保存中。如：为固定资产的期刊建立联盟保存，这需要地区性组织协调，

如图工委这样的组织，这个成本不大。”gaozy：“国内缺少负责这方面的稳定

领导人和馆员队伍。”麦子：“ 可以在一个地区里大家分工，建立资源共享的

馆际互借，我们的学校系统内纸本共享，不说各校的自己书库，单是独立的联合

书库（也是没有复本的）已经在 1500 万，可以在 2，3 天内得到书。”gaozy：

“国内建立了很多的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利用得当，基本上，数字资源获取还是

非常便捷的，但纸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基本还是没有大的突破。”麦子：“我们

的共享内容比较复杂，如：现在的去重，在十几年前开始已经是在系统内去重，

尤其是期刊类。但是即使有很好的电子版，我们都有三份完整的纸版，在系统内

和区域内保存，馆际互借是两套系统，电子系统会自己在系统内部找，然后全国

全世界找。”印度阿三：“系统含哪些范围？州层面的吗。”麦子：“就是加大

10个学校，州立其它非研究类学校一般也帮不了忙，资源的贫富差别是极大的，

如果这 10 个学校解决不了的东西，能解决的左右相对质量的学校，这类学校也

没有几个。”印度阿三：“这十个学校的钱是哪来的？来源是不是一样的。”麦

子：“ 少部分的钱是州里的，大多数是自己的。” 

刘*平：“资金是每个学校的预算，各自一套策略，这样区域联盟在很多方

面形同虚设。”闽农李*：“区域联盟也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比如文献传递，

单就 FULINK 运行到现在来看，文献传递这个服务还是满足了不少学校的读者需

求。”印度阿三：“我们这里可以通借通还，但通采只是说说，数字资源由几个

大馆自发协调，我们这里几个高校馆同公共系统还有些合作，数据库采购上有时

候会沟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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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库采购决策问题谈 

麦子：“蒙特利大学因为和 Springer 谈不下来，就把 2000多种期刊取消了

 http://www.bib.umontreal.ca/communiques/20160506-DC-annulation-springer-va.ht

m。没有这种底线，就没有谈判。没有双赢，那就双输也好。”印度阿三：“好，

赞同。”麦子：“国内可能不少学校有 Sage Research Methods 数据库, 我和谈

了多年，但价格谈不下来，但他们每年还是找我，说有多少学校有这个，其中包

括我们姐妹学校，我说，我是我，这些学校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教学需要和

我们也不同。你这个价钱和内容实在不符合，除非以后价钱大调整，否则不要再

找我，免得大家浪费时间。除非因为其它学校有，我们和他们联合，可以给我们

大折扣，否则尽管斯坦福，柏克莱有，也不会影响我们做是否采购的决定，因为

我们不是为他们的师生服务的。”无所谓：“麦子老师说的很对，基本上每次我

都这么回复这么给我推销的。”麦子：“我有时对他们很强硬，没有一点通融的

说：‘只要我在，我会保证不买你的。’另外现在就是合同细节，我上周拒绝了

两个我们很需要的杂志：一个需要用登陆方式进入，一个不可让我们馆际互借，

这种东西往往埋在合同细节里，有点麻烦。协商下来，他们坚持，我们说这是起

码底线。” 

无所谓：“麦子老师，你们谈合同细节是可以修改的吧。”麦子：“ 是，

官式的合同都是可以修改的。”无所谓：“那你们有底气可以和他们谈。很多时

候我们这被绑架的多。”麦子：“而且这都是我自己说了算，所以很方便。但我

们合同是起码有三个人单独看过。” 

印度阿三：“一般来说，现在如果不让馆外访问的也 OK 的。”麦子：“何

为馆外访问？”印度阿三：“以前的数据库只能来图书馆才能用，现在在家登录

就可以了，叫馆外访客。”麦子：“不家里用这没法用。”印度阿三：“以前是

这样的，中国这边，它是要限制使用范围的。”麦子：“现在大多数人都不来图

书馆用东西。”刘*平：“不用到图书馆就能方便的用到图书馆多种资源。”麦

子：“ 然后就是入馆人数，借阅量之争。其实，只要用了，你管他怎么用的呢？”

刘*平：“是这样。好像看到图书馆人多、各种活动不断才说明图书馆作用大、

很重要。”印度阿三：“没错，是这样的，所以高校图书馆最好都并入网络中心

变成服务器上的馆岂不是更好。”麦子：“这是未来可能的一种方向。”麦子：

“作为从业人员，我们千万不能因为爱好这份工作而失去了客观判断。另外，说

到底，这就是一份工作而已。”gaozy：“ 换个形式存在而已。我也一度非常担

心图书馆没有核心功能而沦落。津津乐道的资源建设，终有一天会去中介化。” 

 

http://www.bib.umontreal.ca/communiques/20160506-DC-annulation-springer-va.htm
http://www.bib.umontreal.ca/communiques/20160506-DC-annulation-springer-v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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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社区图书馆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思考 

远方：“田国强：一位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教育效率与公平 http://mp.weixi

n.qq.com/s?__biz=MzA4Nzg5MTYwNw==&mid=2651627477&idx=1&sn=322dec2

685bdf202c76862604777ae04&scene=1&srcid=0520F69AbiwUpsExnQOyC6AM#r

d。他提的三点，1以十二年义务教育落实教育起点公平；2以赋权高校多元办学，

开放式办学，以此实现高等教育效率提升；3要更为长久地实现教育公平与效率

的兼容，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才是其根本，政府的调节与规制只能是治标。田国

强这三点， 跟马晓河的三点对策基本是一样的，后者理论高度更胜一筹。马晓

河等总结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存问题后，提出三项重点：改革政府的公共品

供给体制、建立社区内准公共品供给的科学决策机制、借市场之力打破城乡界线。

马院长的这几句话，在理论上适用于几乎所有 公共品供给问题。上周群里讨论

的农村图书馆问题，解决办法就是马晓河这三条。国企、事业单位，包括公共图

书馆，都属于‘准公共品’的供给方，问题性质是一样的，解决办法也都一样。” 

www：“公共图书馆的社区化，应该很值得去做，这块做好了，农村图书馆

的问题应该也就解决了，立此存照，5 到 10 年左右，公共图书馆估计都在忙社

区图书馆建设了。”远方：“我是因为考虑社区图书馆问题怎么解决，才涉及到

这些理论观点，因为它们性质都相似，所以解决的方法也接近。”嘉懿：“要是

以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政府通过公共图书馆供给图书馆服务，是不是可能成本

过高，不如直接购买服务直接向居民提供？”远方：“马讲的第一条 就是‘改

革政府的公共品供给体制’。”嘉懿：“这可能牵扯到一个经典的科斯命题，组

织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如果通过公共图书馆供给服务的交易成本过大，

还不如不通过图书馆而直接有市场提供。”远方：“财政下拨的公共经费 本来

是应该发展事业用的，现实却是 大半被吃掉了，必须改革。”嘉懿：“make o

r buy，要看哪种交易成本最低，但这样以来，理论上讲，可能为公共图书馆的

消亡打开了另一个通道，不是基于技术的，而是基于效率的。”清咖：“撬动公

共品供给体制的支点恐怕还得是自上而下的。”清咖：“通道，基于效率的改革

是改革元年的初衷，多年下来出来了公平问题，二者纠缠了 N多年，关键是产权

应该是怎样的呢，股份制真的很好的解决了产权问题吗。”远方：“‘改革政府

的公共品供给体制’， 我理解 就是按公平、效率  这样的指标，谁做的好就把

资源配置权交给谁。”嘉懿：“确实，产权应该配置给最能有效率使用的主体。

如果纯粹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可能解释不了为什么低效率的事业单位为什么存

在。”远方：“准公共品 属于市场失效区域，所以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同时发

力才行。”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g5MTYwNw==&mid=2651627477&idx=1&sn=322dec2685bdf202c76862604777ae04&scene=1&srcid=0520F69AbiwUpsExnQOyC6AM#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g5MTYwNw==&mid=2651627477&idx=1&sn=322dec2685bdf202c76862604777ae04&scene=1&srcid=0520F69AbiwUpsExnQOyC6AM#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g5MTYwNw==&mid=2651627477&idx=1&sn=322dec2685bdf202c76862604777ae04&scene=1&srcid=0520F69AbiwUpsExnQOyC6AM#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g5MTYwNw==&mid=2651627477&idx=1&sn=322dec2685bdf202c76862604777ae04&scene=1&srcid=0520F69AbiwUpsExnQOyC6AM#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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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图书馆专业思维与技术手段之争 

图书采选：“今天 CNKI 所做的都是图书馆的理念，但图书馆运作不了，必

须要公司化运作。”节能：“就算图书馆不存在了，知识组织还是要的，可能在

其他部门。我们还可以做。”gaozy：“图书馆应该是兼容并包的，但核心的功

能是什么？与技术无关。理念是最重要的。”节能：“核心竞争力肯定是一门技

术才可以担当。”gaozy：“没有技术是不是没有图书馆？只是图书馆人兼容并

包，博采众长而已。但技术是很重要的，这要肯定。”图书采选：“至少图书馆

不可能有高速计算机、不可能长期专业的水平高的开发人员，那不符合加一的成

本理论。开发要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团队，没有必要，现在图书馆管理软件都不可

能每个馆开发一套的。”gaozy：“图书馆有一批人搞技术，这是很有必要的。

也是图书馆保持生机活力的一个因素。但是任何的技术背后，都是图书馆人专业

的思维才能需要技术的实现。有些人，技术做得好，图书馆学也是非常精通的，

二者融会贯通，就是高高手。”深中张：“图书馆人专业思维与技术手段是现代

图书馆发展不可或缺的。” 

 

（7）图书馆财产清查 

草苇：“请问有没有图书馆在进行资产盘点？图书是怎么盘点的？” gaoz

y：“逐一清点。”节能：“ 按要求是有账就查，见物就点。”tianart：“我

们图书准备逐一清查，正在做人员分配，计划闭馆一天先统计在架的书，先数数，

经验是大家不用顺序数下去，只数单架，再做加法。”扣肉：“一般图书馆系统，

都会有盘库的功能，用移动式扫描枪，把一架的书全部扫出来，然后一次性录入

盘库模块。”天外飞仙：“这个前提是你的数据必须正确，特别是金额。”扣肉：

“盘库走的是实洋，走码洋，财务对不上。”麦子：“我们盘点都是用手工的，

因为有条形码，索书号和书本身不符合的情况的，主要是看索书号的排列位置，

条形码和计算机系统里书名是不是符合。”竞一：“如何手工？一本一本拿下来

核对信息？与计算机系统里核对？”麦子：“我们是把手提拿到书架，一本本看

的，我们清点是因为有些书放错了架，另外就是索书号和书不符合（有时让学生

贴一车新书的索书号标签，他贴错了一本，整车都会出错，有些书因此永远也找

不到了），估计我们有 2%的书因为类似人为原因而遗失，这种弄错，往往要很

长时间才会发现，当然，各馆情况不同，盘点的目的也不同。”图米：“我们编

目在书上写号，贴的时候可以核对一下。”Helen：“我们也是学生贴书标，但

入库的时候，有老师把关，看看每本书是否贴错，一般绝大多数可以及时纠正的。”

图米：“打印个索书号清单看着贴也行。”图书采选：“我们清点图书不闭馆，

按库清点，清点中还回的图书不上架，在清点库结束前，再清点它们，将未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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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置为声明丢失。人手少可按类清点。用扫描枪、可移动计算机，可以顺序扫，

固定计算机要搬下图书。清点中发现与 marc不符的就改，marc内容太简的完善，

破损放一边，批完成前处理，大批量的贴错位，入库前就能发现，不会出现在清

点中，书与系统中的 marc、状态一致，纠下乱架、处理破损，地方不够，作布

局调整，如一部分入密集书库。” 

麦子：“其实，我们程序规章没有少写，但到了执行，就大打折扣。这种问

题应该是要落实在贴标签条纹码的时候，而不是这种事后补救，因为代价太大，

而且我们也是有一搭无一搭这么清点，没有制度化，关键是，这种清点，一定要

工作人员来做，而不是学生，但工作人员的成本就大多了。”刘*平：“平时数

据和物品的管理到位，这种清点基本是不需要的，按照制度进行物品和相对应的

数据管理，错误率应该是很低的。”hanna：“为什么让学生贴书标呢？我们都

是包给书商，要求上门加工服务的，如果错误率高，招标会受影响的，书商贴错

了，编目审校、典藏都会发现，要扣钱的，加工师傅都是熟手，中年妇女，做得

很顺，几乎不出错。”麦子：“我们很少外包，深层原因是为了保住现有人的饭

碗，也有比如我馆进了一批老挝柬埔寨的书，实在没办法自己做，其他姐妹学校

也没有人能做，只好外包，另外就是不能太省钱，因为一旦上面知道你可以用一

百块做 150块的事，他也不会明年再给你 150。”中原劲草：“在国内，图书馆

这些业务外包，领导的目的是让更多的闲人来做科研，来写书发文章。”麦子：

“我们没有科研要求，自己还写点东西，但其他人很少写东西的。”嘉懿：“书

记，可以具体点，讨论理论图书馆学与图书馆具体的工作那点事。” 

 

（8）在高中开检索讲座的必要性 

hanna：“图书馆是不是应该在高中开检索课讲座？研学：人大附中学生在

折腾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I1NzkxNQ==&mid=2653269

294&idx=1&sn=83d7a7078c0b66bc68240a9cc2c6ffd0&scene=2&srcid=0531jWkuD

NDrJ59UDlNrlDKA&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瘦身娃

娃：“主要城市的高中，如上海，有信息技术课，必修，含基本检索知识。”黑

天鹅：“人大附中，精英教育和具备资源的中小学，都可以让学生学习一些文献

检索技能，现在，绝大多数中小学不具备使用数据库等的条件。”hanna：“这

些课题做出来都需要数据库支撑吧。”刘*平：“中学生多数用公共图书馆数据

库，一些大学的附中可以用大学的数据库，对于做上述专题研究的中学生检索不

是问题，上数据库捣腾几下，基本能够检索利用文献了。”蜂鸟：“尤其是高校

老师们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父母们做论文查资料，自然也就会了。”克莱蒙：

“这个课题可不只是会查数据库就能做，要会 matlab 还有 机器学习的算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I1NzkxNQ==&mid=2653269294&idx=1&sn=83d7a7078c0b66bc68240a9cc2c6ffd0&scene=2&srcid=0531jWkuDNDrJ59UDlNrlDKA&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3wechat_redirect%2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I1NzkxNQ==&mid=2653269294&idx=1&sn=83d7a7078c0b66bc68240a9cc2c6ffd0&scene=2&srcid=0531jWkuDNDrJ59UDlNrlDKA&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3wechat_redirect%2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I1NzkxNQ==&mid=2653269294&idx=1&sn=83d7a7078c0b66bc68240a9cc2c6ffd0&scene=2&srcid=0531jWkuDNDrJ59UDlNrlDKA&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3wechat_redirec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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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我见过高一获全国数学竞赛高中组一等奖的中学生，对这些 matlab，

机器学习等不是问题。”tianart：“现在中学生会这个的很多。” 

 

（9）儿童时期阅读对其发展的影响 

孤夜：“73 位文化名家联袂为您推荐：儿童节孩子读什么。http://cul.qq.co

m/a/20160601/009666.htm ” 

诲人不倦：“最新研究发现，一个人的工作状况和终生收入与其儿童时期在

家庭能获取的图书数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家

研究了 6000 名 1920-1956 年间出生在欧洲九个国家的男子，发现儿童时期能获

取较多图书的人比那些有很少或根本没有图书的人，在物质上赚得更多。为什么

家里书多孩子一生挣钱多？作者解释，家里有很多书之所以重要，也许是因为它

们会鼓励孩子阅读更多，而阅读对学业成绩有积极影响。【文双春：http://t.cn/

R54IfXx】不跟你们闲聊，我去看书了，新一期的《故事会》到了。” 

谢*南：“我更觉得有多书说明能买得起书，能买得起很多书说明不愁吃穿，

那对应的 父母的经济状况，背后的父母的手教育水平都会高所以，不是书多少，

而是其他因素当然不排除有钱也不看书。”黑天鹅：“儿童时期能获取较多图书

的人比那些有很少或根本没有图书的人，在物质上赚得更多， 社会资本与社会

再生产。儿童时期能够获取较多图书的阶层，尤其是家庭藏书的话，其父辈甚至

祖辈拥有优质、充足的文化资本。”谢*南：“实际这就和富二代更有发展，穷

人家的孩子还是穷人。 跨阶级不容易 一个道理  当然，还是不排除特例，但是

要看的是共性，不能是几个富二代花天酒地就说有问题 ，有个贫苦人成为巨富

就宣扬， 要看主流 。”黑天鹅：“典型社会学研究的议题，人与社会的再生产

  阶层流动与再生产。律师、医生、教师、牧师等社会中上阶层的子女绝大多数

肯定也会生活在中上阶层。” 

boson：“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啊大哥，儿童时期能获取较多图书的人本来

家境就好啊，怎么证明不是良好的家境造成的涅？”麦子：“我很同意你说的儿

童时期图书获得因果性的说法，图书的获得只是现象，是有其它因素（家境，居

住的周围环境，父母是否有时间让孩子获得书籍）才有图书获得的可能。现在如

果父母不带孩子到图书馆，而每年两次去世界各地转 20 天，甚至书都不读，就

是光去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每天看一个个藏品，获得知识的多少，可想而知。除非

当地有特别厉害的东西，而且可以自己有权留下，但你说在中国有没有这个可

能？没有的话，县博物馆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hanna：“阅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麦子：“对，其实作为儿童家长，如

果自己是有点文化，多陪孩子做亲子活动更重要，内容多样化，钓鱼，跑步，旅

http://cul.qq.com/a/20160601/009666.htm
http://cul.qq.com/a/20160601/009666.htm
http://t.cn/R54IfXx
http://t.cn/R54IfXx


圕人堂周讯（总第 108 期 2016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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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 

游都可以。你说的我深有体会，我是一向自己不买书的，买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买了书，潜意识里有我已经获得了书里的内容。但借书因为有期限，对阅读的促

进更大。”嘉懿：“深有体会，买书或看书，喜欢最大限度穷尽相关主题，职业

病，也的确。”麦子：“我是遇到过太多有藏书，甚至有几万本书的人，但是，

孩子不要，图书馆取几本，余下的让学生等自由取用，余下的只能回收。”嘉懿：

“现在图书价格高，但更大问题的是，放书的地方价格更高，所以私人藏书，是

个非常奢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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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歌 

2016-6-2 07:55 

早上起来，浏览到圕人堂 QQ 群成员“我的家园”夜里临近 12 点的消息：“这

个群很少看见群主，以后都知道图谋忘了启云。” 我准备早餐的同时，回

复了一下：“圕人堂群‘群主’的作用是‘群辅’，成员是真正的群主。我在群

中冒泡较少，但每期的周讯及相关工作，通常至少需花两小时左右时间。

除 ... 

157 次阅读|没有评论 

 关于高校图书馆信息检索课的思考 

热度 3 2016-5-29 12:06 

作为高校图书馆员，一直认为信息检索课很重要。在作一些关注与思考，

且开展了一些实践与探索。 《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教高【2015】14

号）“第三章 工作人员”的第十一条中有“高等学校应根据发展目标、师生

规模和图书馆的工作任务，确定图书馆工作人员编制。”“专业馆员的数量

应不低 ... 

1221 次阅读|3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8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186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186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100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100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1004#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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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2016 年 6 月 3日 14:00，群成员达 1616人（活跃成员 561人，占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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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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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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实习）、生清（指导）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招聘消息
	1.2会议预报
	1.3信息分享
	1.4问题求助
	（1）图书馆搬迁经验及打包材料
	（2）国图学会年会征文费用交纳方式
	（3）美国图书馆图书剔旧标准
	（4）图书馆书目收集渠道
	（5）参考文献著录
	（6）下架图书的标准及原则
	（7）馆藏登录号与图书条码号
	（8）科技查新问题
	（9）刊物中文章版权归属问题
	（10）《图书馆报》投稿方式
	（11）剔旧图书的处理
	（12）最新版SCI 、SSCI、 EI、 ISIP 期刊目录

	1.5圕人堂发展
	（1）群内交流，共促发展
	（2）圈人操作，技巧分享
	（3）奋斗中的“群主”们

	1.6日常讨论
	（1） 美国NCES与ARL年度数据统计比较
	（2）中美图书馆藏复本量的讨论
	（3）联盟保存制度
	（4）数据库采购决策问题谈
	（5）对社区图书馆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思考
	（6）图书馆专业思维与技术手段之争
	（7）图书馆财产清查
	（8）在高中开检索讲座的必要性
	（9）儿童时期阅读对其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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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群文件共享

	3.大事记
	4.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