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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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棉槿：“苏州几百家事业单位招 1346 位编内人员 http://mp.weixin.qq.

com/s?__biz=MzAxMjAxMjgzOA==&mid=402343216&idx=1&sn=e41cc3f85c25b26b5

1924e2676a1836f&scene=23&srcid=02283iMLQdRjijtQ40fotnnn#rd。”biochem：

“生物技术、生物教育、生物工程等专业就业难啊。苏州几百家事业单位招 134

6 位编内人员，跟生物技术、生物教育、生物工程等专业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1.2 会议预报

南开图：“今年的图书馆学实证研究会议如期而至 http://ibs.nankai.edu.

cn/n/2719.html。”图丁：“多些这样的会议就好了。”中原劲草：“能这样开

放的大学不多啊。”图丁：“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开放的，知识应该是共享的。就

像我们这个群，大家共享资源，真的特别好。”gaozy：“这个活动，主要是徐

教授极力在做，主要是优秀的图情人士。”图丁：“为徐教授点赞。”gaozy：

“值得敬佩的永远都是人，我们要为徐教授点赞，为有这样有理想的人而鼓与

呼。”空谷幽兰：“报名表上交了，切望能圆梦。”中原劲草：“真正的大牛不

是只顾自己玩的，而是用自己的理想照亮一片的。为徐教授这种有实践理性的大

家叫好点赞！”空谷幽兰：“大家就是有大家风范。”

朗月孤舟：“南开会议：眼动实验与 SC-IAT 实验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很

吸引眼球啊。”凤舞九天：“眼动实验与图书的关系是啥？找些读者来看读者读

一页书要眨几次？”朗月孤舟：“很好奇这个内容。”南开图：“眼动实验主要

用作：老年人、少儿阅读以及人机交互系统的设计等，这是跨学科，比较新的值

得关注。”

1.3 信息分享

联创：“关于申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四届青年人才奖的通知 http:/

/www.aiweibang.com/yuedu/120961419.html。”

hero8151：“关于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名单公示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603/c219469-28410512.html 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共立项 140 项：重点 8 项、一般 96项、青年 36项。”小淘可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AxMjgzOA==&mid=402343216&idx=1&sn=e41cc3f85c25b26b51924e2676a1836f&scene=23&srcid=02283iMLQdRjijtQ40fotnn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AxMjgzOA==&mid=402343216&idx=1&sn=e41cc3f85c25b26b51924e2676a1836f&scene=23&srcid=02283iMLQdRjijtQ40fotnn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AxMjgzOA==&mid=402343216&idx=1&sn=e41cc3f85c25b26b51924e2676a1836f&scene=23&srcid=02283iMLQdRjijtQ40fotnnn
http://ibs.nankai.edu.cn/n/2719.html
http://ibs.nankai.edu.cn/n/2719.html
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20961419.html
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20961419.html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603/c219469-284105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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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恭喜群里中项目的人，我也暗自高兴又有一大波好文章来袭。”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08 期 20160603）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982245.html。”

城市天空：“ACRL 发表学术图书馆 2016 年 10 大发展趋势。http://crln.a

crl.org/content/77/6/274.full，“ACRL 在‘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News"揭示了学术图书馆在 2016 年的 10 大发展趋势：・ Research data servic

es (RDS) 研究数据服务・ Data policies and data management plans 数据发

展政策与管理计划・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librarians providing RD

S 提供研究数据服务之馆员专业发展・ Digital scholarship 数位化学术中心・

Collection assessment trends 馆藏评估趋势・ILS and content provider/fu

lfillment mergers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与內容提供商的评价・Evidence of lear

ning: Student success, learning analytics, credentialing 实证学习：学

生成功学习经验分析与认证・ Digital fluency in the Framework 架构数位资

源使用・ Critical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Framework 架构咨询素养关

键能力・ Altmetrics 替代计量分析・ Emerging staff positions 新兴职位・ Ope

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开放教育资源。”

天*书香：“好读书的杨绛刊载于《河南日报》2016 年 6月 3 日 http://bl

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k0j.html。”

笨笨虎：“关于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名单公示 ht

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603/c219469-28410512.html。”

天外飞仙：“部属高校之‘图书馆排名’http://mp.weixin.qq.com/s?__b

iz=MzAwMDExNDgxNQ==&mid=2649782087&idx=1&sn=b0d03f81ea78b8d8373f94935

ea387a9&scene=23&srcid=0602VAybaf4GkSsdyWtJcGX8&lan=cn&lan=cn&lan=cn#

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

#rd！”

我的家园：“三载青春路，一世未了情 ——2016 年毕业典礼教师发言 htt

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U4OTMzOQ==&mid=2651596627&idx=2&sn

=dba7fda2292193d76a4beda87163b2c9&scene=23&srcid=0604zArwjNCGOikFBvRN

XXXa#rd。高校图书馆人要保持年轻人那种鲜活的心态去读书，不然一副老学究

的样子写讲话稿，都没有听众的。”麦子：“主要是如何能感动人。”我的家园：

“把脉这个时代这帮家伙（程馆的惯用语）的心态，根叔语一度流行的。”

逗逗：“机器人能报告放错位置的书籍 http://3g.163.com/ntes/special

/0034073A/wechat_article.html?docid=BOL3FN5K00162OUT&spst=0&spss=news

app&spsf=wb&spsw=1。”gaozy：“我在讲技术的时候，以后拿书也是通过意念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224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2245.html
http://crln.acrl.org/content/77/6/274.full
http://crln.acrl.org/content/77/6/274.ful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k0j.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k0j.html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603/c219469-28410512.html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603/c219469-28410512.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ExNDgxNQ==&mid=2649782087&idx=1&sn=b0d03f81ea78b8d8373f94935ea387a9&scene=23&srcid=0602VAybaf4GkSsdyWtJcGX8&lan=cn&lan=cn&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ExNDgxNQ==&mid=2649782087&idx=1&sn=b0d03f81ea78b8d8373f94935ea387a9&scene=23&srcid=0602VAybaf4GkSsdyWtJcGX8&lan=cn&lan=cn&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ExNDgxNQ==&mid=2649782087&idx=1&sn=b0d03f81ea78b8d8373f94935ea387a9&scene=23&srcid=0602VAybaf4GkSsdyWtJcGX8&lan=cn&lan=cn&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ExNDgxNQ==&mid=2649782087&idx=1&sn=b0d03f81ea78b8d8373f94935ea387a9&scene=23&srcid=0602VAybaf4GkSsdyWtJcGX8&lan=cn&lan=cn&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ExNDgxNQ==&mid=2649782087&idx=1&sn=b0d03f81ea78b8d8373f94935ea387a9&scene=23&srcid=0602VAybaf4GkSsdyWtJcGX8&lan=cn&lan=cn&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rd&lan=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U4OTMzOQ==&mid=2651596627&idx=2&sn=dba7fda2292193d76a4beda87163b2c9&scene=23&srcid=0604zArwjNCGOikFBvRNXXXa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U4OTMzOQ==&mid=2651596627&idx=2&sn=dba7fda2292193d76a4beda87163b2c9&scene=23&srcid=0604zArwjNCGOikFBvRNXXXa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U4OTMzOQ==&mid=2651596627&idx=2&sn=dba7fda2292193d76a4beda87163b2c9&scene=23&srcid=0604zArwjNCGOikFBvRNXXXa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U4OTMzOQ==&mid=2651596627&idx=2&sn=dba7fda2292193d76a4beda87163b2c9&scene=23&srcid=0604zArwjNCGOikFBvRNXXXa
http://3g.163.com/ntes/special/0034073A/wechat_article.html?docid=BOL3FN5K00162OUT&spst=0&spss=newsapp&spsf=wb&spsw=1
http://3g.163.com/ntes/special/0034073A/wechat_article.html?docid=BOL3FN5K00162OUT&spst=0&spss=newsapp&spsf=wb&spsw=1
http://3g.163.com/ntes/special/0034073A/wechat_article.html?docid=BOL3FN5K00162OUT&spst=0&spss=newsapp&spsf=wb&sps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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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机器，将书送到眼前。或者更远点，直接就用意念调出图书全文，借助设备

呈现在眼前。”嘉懿：“为什么不讲机器人直接整合知识，此时，人们不知道图

书馆为何物，除非有专门知识的人给他讲解这个古老的概念。”素问：“最好是

直接把知识送到人的大脑袋里。”gaozy：“最强大脑，就在群内精英里。”霄

飓：“需要重新定义何为人。”

我的家园：“冯其庸|传承发展优秀历史文化 http://mp.weixin.qq.com/s?

__biz=MzAwMDA5Mjg2NQ==&mid=2651391203&idx=1&sn=c61fb336ecee22634731f8

b46751acdf&scene=23&srcid=0606hVE7cnx51gZ61S4PTuji#rd。”

圕坛刘*：“[分享] 全国图书情报类期刊名片 | 书小二 http://mp.weixin.

qq.com/s?__biz=MzAxODUxMjI2Mw==&mid=2652833067&idx=1&sn=073a2f2af291c

ec3b4a60813f94760cd&scene=23&srcid=0606MahzCiLe88M9VZisSV1r#rd。”gao

zy：“书小二那个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研究，邮箱都是一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圕坛刘*：“自己需要核对呵。”

湖夫：“[分享] 读行吴地|漫步平江路。http://mp.weixin.qq.com/s?__b

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399&idx=2&sn=6067ded6d1780d3eade6c681b

b0f6b7a&scene=23&srcid=06063jnSFwIEjuqIqwTHLjZD#rd”

湖夫：“[分享] 真人图书馆|阅读丰富人生——兼谈阅读方法路径 http://

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399&idx=3&sn=e10

2e8609852791d906ca82315c9a78c&scene=23&srcid=0606T9AOcVi5ENf1r073C8GT

#rd。”

湖夫：“[分享] 开放通知|图书馆端午节期间的开放通知。http://mp.we

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399&idx=4&sn=bc157852

cae9bc53dc2c2ab0839a2f1e&scene=23&srcid=060632eVP8BUrW8rLe5PRBhi#rd”

湖夫：“[分享] 活动播报|读书交流会——我的经典我来读 http://url.c

n/2KANw7O。”

湖夫：“[分享] 活动预告|‘书香传情谊，真情留科院’2016 届毕业生捐

书活动 http://url.cn/27QefGO。我馆微信刊，与同行分享下，期待各位同行指

正。”我的家园：“欢迎图林大咖指导并关注。”

芳草天涯：“2017 图书馆学专业考研院校实力排名 http://kaoyan.xdf.

cn/201606/10516366.html。”

tianart：“[分享] 活动‘领读中国’公益项目发布会。http://mp.weix

in.qq.com/s?__biz=MjM5ODA5NTI4Mg==&mid=2656637944&idx=2&sn=ef96df8d87

28994ec5685c8d706d8a3e&scene=23&srcid=0608kvh8A6udxXreSNBkifUT#rd”

hero8151：“http://www.sinoss.net/2016/0608/73302.html 教育部社科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A5Mjg2NQ==&mid=2651391203&idx=1&sn=c61fb336ecee22634731f8b46751acdf&scene=23&srcid=0606hVE7cnx51gZ61S4PTuj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A5Mjg2NQ==&mid=2651391203&idx=1&sn=c61fb336ecee22634731f8b46751acdf&scene=23&srcid=0606hVE7cnx51gZ61S4PTuj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A5Mjg2NQ==&mid=2651391203&idx=1&sn=c61fb336ecee22634731f8b46751acdf&scene=23&srcid=0606hVE7cnx51gZ61S4PTuj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DUxMjI2Mw==&mid=2652833067&idx=1&sn=073a2f2af291cec3b4a60813f94760cd&scene=23&srcid=0606MahzCiLe88M9VZisSV1r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DUxMjI2Mw==&mid=2652833067&idx=1&sn=073a2f2af291cec3b4a60813f94760cd&scene=23&srcid=0606MahzCiLe88M9VZisSV1r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DUxMjI2Mw==&mid=2652833067&idx=1&sn=073a2f2af291cec3b4a60813f94760cd&scene=23&srcid=0606MahzCiLe88M9VZisSV1r
qq://txfile/
qq://txfile/
qq://txfil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399&idx=3&sn=e102e8609852791d906ca82315c9a78c&scene=23&srcid=0606T9AOcVi5ENf1r073C8G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399&idx=3&sn=e102e8609852791d906ca82315c9a78c&scene=23&srcid=0606T9AOcVi5ENf1r073C8G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399&idx=3&sn=e102e8609852791d906ca82315c9a78c&scene=23&srcid=0606T9AOcVi5ENf1r073C8G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399&idx=3&sn=e102e8609852791d906ca82315c9a78c&scene=23&srcid=0606T9AOcVi5ENf1r073C8GT
qq://txfile/
qq://txfile/
qq://txfile/
http://url.cn/2KANw7O
http://url.cn/2KANw7O
qq://txfile/
http://kaoyan.xdf.cn/201606/10516366.html
http://kaoyan.xdf.cn/201606/10516366.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5NTI4Mg==&mid=2656637944&idx=2&sn=ef96df8d8728994ec5685c8d706d8a3e&scene=23&srcid=0608kvh8A6udxXreSNBkifU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5NTI4Mg==&mid=2656637944&idx=2&sn=ef96df8d8728994ec5685c8d706d8a3e&scene=23&srcid=0608kvh8A6udxXreSNBkifU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5NTI4Mg==&mid=2656637944&idx=2&sn=ef96df8d8728994ec5685c8d706d8a3e&scene=23&srcid=0608kvh8A6udxXreSNBkifUT
http://www.sinoss.net/2016/0608/733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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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关于 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评审结果的公示。”

图谋：“近代图书馆学范式.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

3359.html 摘编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中国图书馆

学学科史._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5：165-167.《中国图书馆学学科

史》第二编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建立于初步发展’，第五章为‘在中国图

书馆学学术思想的初步发展’（该章由江南大学吴稌年研究馆员编写），第四节

为‘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范式的形成’，本文对该节进行摘编，介绍近代图书馆学

范式。”

图谋：“图书馆学的社会贡献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983415.html 摘编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中国图书

馆学学科史._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5：254-281 （注：该章节由河

北大学赵俊玲教授编写）。”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6 月 10 日 http://m.xhsmb.com/20160610/e

dition_1.htm 看点：以出版的视角看图书馆，以图书馆的视角看出版（A06 版）；

国内首个图书馆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在上图收官（A07 版）；馆配专刊（古籍

馆配，A17 版-A23 版）。”

Lee：“来来来，喝点我们图书馆的每日一句。http://tsg.gzvti.com/zx

hd/wbzx.htm。”

图谋：“台湾地区图书馆印象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983591.html2016-6-10 上午 07:55:00。”

1.4 问题求助

（1）中图分类号排序问题

gaozy：“我问下群里分类朋友。点杠冒括，分类号后有字母等怎么排序？

大家是有自己的规定还是按照书本的来？”tianart：“是这个排列：TP312BA

TP312C 之类的吗。”hanna：“计算机类？”gaozy：“312vb。”tianart：“字

母子顺排，就是 ABCDEFG”tianart：“字顺。”小淘可可：“后面那个是计算

机语言，按之母排。”gaozy：“312 后面是 312-后面是 312A？”tianart：“附

分号在字母前：TP312-44、TP312-62、TP312A。”gaozy：“我也这么认为。”h

anna：“还是不理解，‘-’和类号的关系更密切，不可分割的整体。”小淘可

可：“去看中图法的仿分。”

（2）国家社科基金问答

小淘可可：“国社课题研究经费有多少？”知识无界：“重点项目 35万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335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335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341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3415.html
http://m.xhsmb.com/20160610/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60610/edition_1.htm
http://tsg.gzvti.com/zxhd/wbzx.htm
http://tsg.gzvti.com/zxhd/wbzx.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359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3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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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 20 万元。”小淘可可：“国社课题研究周期是多久？”图

谋：“一般是 3 年，通常两年是不大可能完成的，超过 3 年结题是比较正常的。”

小淘可可：“要发多少篇文章，多少核心，写个结题报告，去答辩。”图谋：“国

家社科基金的结题率是比较低的，以前公布过有关数据。”Follaw：“一般情况

下，一篇 C 刊论文，从构思设计，到最后发表，至少需要 6-12 个月的时间，项

目一般 3 年，要很多篇 C 刊才能结题，而目前很多人主持人身上不止一个项目，

不可能所以时间都来搞这些吧，何况很多研究获取数据和处理数据也是很花心思

的，所以，结题真难，有团队或者有带研究生真好！”图谋：“要求越来越严格

了。”小淘可可：“问下大家，哪里可以看到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2014：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606/c219469-28415685.html”

（3）图情投稿问题荟萃

嘉懿：“现代情报的投稿系统，自从晋身新版中文核心期刊里，就打不开了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嘉懿：“是不是浏览器不行，我试一试 IE。”守望

书林：“换个浏览器，用这个能打开 http://221.8.56.50:87/Jwk_xdqb/CN/vol

umn/home.shtml。”

中原劲草：“现在不收费的刊物也在慢慢增加了本刊在线投稿系统现已开通

并投入使用,请登陆 www.lstc.edu.cn 乐山师范学院主页，选择‘师院学报’，

欢迎赐稿。另，从 2016 年第 3期起我们学报不再收取版面费，欢迎投稿！如有

疑问，请咨询学报电话：0833-2271291。祝您工作愉快！”小淘可可：“楼上的，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接受图情类的文章吗？早上跟一个编辑朋友聊天，他说现在稿

件太多了，他们也很忙,有些写得好的因为版面原因不得不放弃,他那个可是非核

心刊。”

pillpill：“我有一篇文章投的《图书情报工作》没被录用，被录用到《知

识管理论坛》了，这是个什么期刊，我看介绍是纯网络学术期刊？这是什么意思？

是正规出版的期刊么？”小淘可可：“就是网络出版的，看你们单位认不认。”

诲人不倦：“纯网络学术期刊，不出印刷版，有 cn 号，正规网络出版物。”浦

图邹：“曾用刊名：图书情报工作网刊。”节能：“这个刊如果学校认，社里可

以给你寄纸本的。我有朋友经历过。”pillpill：“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效力还

不如普通期刊。”节能：“这个看学校,也看用来干什么 ,评职称估计够呛。算

科分什么的估计能行,各学校规定不同。”

（4）随书光盘数据库加工

后生：“请问一下各位老师，您们学校的书附光盘都是自己加工还是买的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606/c219469-28415685.html
http://221.8.56.50:87/Jwk_xdqb/CN/volumn/home.shtml
http://221.8.56.50:87/Jwk_xdqb/CN/volumn/home.shtml
http://www.lstc.edu.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109期 2016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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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库啊？我们现在买的麦达数据，但是云光盘下载总是消耗个人流量，所以想

问问大家那边都是怎么解决的呢？”tianart：“我们的随书光盘数据库是委托

公司加工，公司扫描后，压缩上传至馆内服务器。”

（5）分卷册图书索书号著录

扣肉：“同志们好，谁能比较正确的跟我说说，索书号最完整的构成方式。”

小淘可可：“分类号加种次号。”扣肉：“分类号/区分号，分年卷期的，这个

东西算不算做种次号的一部分？”小淘可可：“如果是分年的卷，我们在种次号

的地方要把年写上去。”扣肉：“比如说我有一本书分上下卷，那么 905$h 不

是已经写了 1 和 2 了么。”扣肉：“$v 还要写？”小淘可可：“比如 I247.5/1

147(1)这个是上册。平时套录多了，没仔细研究过 MARC 数据，期待高人回答。”

小淘可可：“扣肉，你是做编目的吗？得跟你学习。”扣肉：“我只是系统管理

员，我只是觉得 $d 写了分类号，$e 写了种次号，$v 写了分卷号。为什么还要

在 $e 再加上 :1，这不是重复了么。我觉得只要加$v 就够了吧。$e 本身就是

书次号，就只表明书次就可以了，我应该是没有理解错。”图书采选：“905 字

段，子字段非必备，系统根据设置自动生成，一般为$a收藏单位代码$d 索书号。”

扣肉：“$d 是分类号，远远不够啊。”图书采选：“非必备，有个索书号，作

索引抽取就可了。”小淘可可：“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6）电子书下载量测算

LIS_Gi*：“请教各位前辈，你们图书馆的电子书下载量是怎么测算的？现

在很多数据库商提供的下载量是以章节为单位，导致报送事实数据库以及年鉴的

时候数据偏高，不符合实际，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啦！”

2014：“我们馆这个数据也是数据库商提供的。前年在西安那边开会，有个学校，

西安科技大学还是哪个？他们做了个基于 COUNTER 的统计系统（时间太久了我又

没找到相关的 PPT，那个 PPT 看来是没有提供给参会者，有可能说错了哈），前

年听报告，讲的是期刊论文，自己测出来的和数据库商提供的有差别，国外数据

库商还差得不太多，国内的差别有点大”LIS_Gi*：“是的，Springer 之类的数

据库商也是按照章节下载量来提供数据，比实际按照整本书下载的数据要多得

多。不知如何解决？”

（7）保留本库存在之必要性

平湖晓色：“和大家咨询一下：瑞新修馆基本都实行 RFID 自助借还、一门

式管理模式，原来一个个的阅览室变成大开放的超市化管理，原来有的‘样本库’

或叫‘保留本库’还继续存在吗？我们馆全部按大类统一划分馆藏，没有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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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本库，感觉还是有问题的，求同仁们聊聊？。”2014：“我们的新馆没用 R

FID 呀。没修新馆前我们都早就没有样本库了。”河工圕安*：“保留本库就是

为了说明：馆里以前有过这本书，意义不大吧，我们馆现在一种书，就买一本，

就把样本库取消了。”平湖晓色：“有些套书挺占架位的，部分重点研究性图书

流通率低，感觉存样本库还是比较好管理，也有利于保存。”平湖晓色：“我了

解有个图书馆每本新书都要在密集库存一新复本，所有书这样存一复本似乎太浪

费了。”

（8）美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员工作职责

顾*：“RESEARCH ASSISTANCE 的 responsibilities 能否共享？”麦子：

“不是很懂这个问题。”顾*：“我看到有这个，工作职责是什么？具体干啥？”

琼琚：“RA助研，TA 助教。”麦子：“这就是到处都有的参考咨询台。”顾*：

“我很感兴趣，请告知，当然 poster 上的 monday sundae funday 我也注意到了。”

麦子：“上午 9-5，帮助学生写报告，找资料。”顾*：“学科馆员担任？”麦

子：“不是，参考咨询馆员，很多人这是 24小时转，有些报告甚至半夜 12点钟

到期。”顾*：“那只是初级的帮助了？”麦子：“其实学科馆员的主要工作是

做馆藏建设的，只做特殊的咨询。”顾*：“有如何注意知识产权，标注参考文

献的指导？”麦子：“可以比较复杂，有时花 30 分钟以上也常见。”麦子：“前

者，另外就是如何找一个题材的资源。比如，一手资料，和二手间接资料。”顾

*：“教方法，还是帮助找到资料？”

顾*：“另一个问题是，如果长达 30 分钟以上，学生一直站在 counter 外面？

还是另外有地方？”麦子：“是，就站在外面，这似乎从来不是问题，我们咨询

馆员也是站的，当然也有椅子，当然也可以约一个一对一的。”图书采选：“我

认为图书馆的学科，是用于资源建设和认识读者的，而不是强烈地直接参与它学

科教学、科研。”麦子：“本来就是这样，但有几个大牛提出的高大上，苦了不

明真相的老百姓，意味学科馆员就是什么都做的。”

（9）图书数据与实际不符产生原因

tianart：“求高手指点。图书清点后，实际统计数据与管理系统中的典藏

数据有一定的差距，分析一下产生差距的原因包括：图书丢失现象；数据馆藏地

与实际馆藏地不一致的情况；借阅不规范现象存在。请问大家还有别的发现吗？

有好的解决办法吗？”朗月孤舟：“ 装订期刊计算了吗。”tianart：“不算期

刊，只有图书。”cpulib*：“老鼠啃了。期刊，图书分开点的。”烟大*广：“评

估时虚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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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图书馆员幸福吗

多想你好：“做一名普通的馆员，大家感觉幸福吗？”雨过天晴：“ 幸福。”

麦子：“我生活幸福，但不是由于这个职业。”星辰：“做一名普通的馆员，多

看些书 就会感觉幸福，个人看法。”度量衡：“从不比较,心态健康的我们自

认为幸福的。”星辰：“因为看书是免费的。”abc：“你们都看什么书籍。”

星辰：“我看西游。”度量衡：“《悲惨世界》 。”雨过天晴：“上班时间可

以看书，很多行业是不允许的。”星辰：“ 你要是如来，就可以使用如来神掌。”

印度阿三：“你若安好就没事，你若安不好，看我如来神掌。”朗月孤舟：“我

赞同麦子 观点，幸福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家庭、环境、生活、心态等等。”

朗月孤舟：“但据说图书馆馆员幸福指数很高，工作环境好，收入稳定，待遇还

行。”biochem：“知足常乐。”

（11）硕博论文提交系统

小白兔：“国内现有的硕博系统除了清华同方 TPI，麦达 ETD，还有那几家，

哪个好用？”扣肉：“什么叫硕博系统。”小白兔：“就是硕博论文提交系统，

现在要更换，我们之前用的就是知网的 TPI。”刘*平：“论文提交、存储和发

布相同。”扣肉：“我们是金盘给开发的。”刘*平：“我们用的方正的论文提

交和发布系统。”boson：“方正、万方都有，原来有家 trs，不知道还做不做

这个了。”

（12）如何挑选外文电子书

米粒 MM：“请教经验：挑选外文电子书的标准跟流程。最近馆里采购一批

外文电子书，供应商给了 6 万条书目，领导找了我们几个英语专业的馆员，指示

挑 2 万 3 千册出来，自己琢磨了一下：一是先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跟馆藏图书比

例来确定挑选数量；二是剔除对象：年代越早的电子书（例如出版年份标识为 1

846 年的电子书，对我们财经类学校似乎没用），非英语，然后就没了……高人

指路。”gaozy：“电子书是馆藏补缺或宣传时用用就好。你自己想清楚大致的

范围，征求一些人意见，不放心就大家签字做个类似讨论的材料。电子书目前这

东西即便有标准，有挑选方法，也没大用。使用量总体都低。” kf港湾：“可

以结合本校的专业考虑最新的书。”

1.5 圕人堂发展

（1）话说圕人鸡汤

gaozy：“我是属于‘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插科打挥之辈。但这

并不影响我热爱圕人堂，因为圕人堂兼容并包。当然，圕人堂本身并不值得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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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有一群可爱的朋友，有一批业界精英，一批与之相关的各行各业的翘楚，

能海侃，能实干。很多无言默默关注的朋友，我知道他们都将圕人堂放在显眼的

位置，加入圕人堂，就已跻身业界高端交流层次。”内农*李：“能拿自己开涮

的人有内涵啊！”

湘农图：“你每天都发鸡汤，感觉喝得太多了，如果你能发点自己的鸡汤，

估计味道会更好一些个人意见啊，别放在心上。”gaozy：“我很欣赏你的这个

说法。欢迎大家原创鸡汤，私信我，由我来统一发（原作者会注名），我也将苦

思冥想，希望能灵光乍现，创作好的鸡汤与大家共成长。”湘农图：“我相信你

有很多原创，但是感觉有些鸡汤味道淡了点，口味重点的估计会效果好很多。”

湘农图：“书记是高人，我们是俗人，可能点和层次不在一个面上，请见谅。”

gaozy：“你这说的，群里都是精英，都是高人，卧虎藏龙，我们要平等，自由，

谈笑风生。但是敢于、愿意像我这样抽出时间来插科打诨的，并不很多。有的同

志在想，是不是多聊了，说明工作很闲，聊得多了，我自觉收一收？是不是说的

多了，会暴露自己的一些无知和幼稚？是不是该更多地花点时间来陪家人，陪孩

子？当然，有的朋友本身就对群信息关注较少，但我觉得圕人堂，值得关注。我

觉得我愿与大家交流、愿晒自己的无知，这点很好，值得大家参考借鉴，更希望

大家能学习。积极参与讨论。Communication makes life better.千人大群，要

把热度提上去，让我们黏上圕人堂！”雨裳：“谢谢书记友情提醒，我的嗨点有

些高，不容易嗨。”gaozy：“其实我多数时候心情也都是平静的。”kaNig*：

“理解书记的苦心。”闲在心上：“谢谢书记的高汤。下班回来感觉好累的，喝

点鸡汤，还真不错。”

图谋：“‘鸡汤’的频率过频；言论时不时跑火（可以说触碰红线，这点

每每令我‘心惊肉跳’，曾多次提醒周讯整理者‘特别注意’）。”gaozy：“今

天什么事影响了群主的心情？我基本每日两条，群主说的必须要执行，减少至每

日一句？说明群主对鸡汤也挺关注，这很好。后续更多的书摘来一些，欢迎群友

提供更好的短阅读材料。”图谋：“其实不只是我的心情。可以说是被迫的。群

成员年龄层分布比较广，未满 18 至 60+均有。什么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到我这个年龄，属于敬而远之的。”

嘉懿：“如果没有鸡汤，新的一天将如何开始？”gaozy：“我减少点，也

可每日少点翻找摘选鸡汤的时间。群内光学术或光工作，是肯定不行的。现实中，

工作突出如 bio 的也是生活丰富多彩，每天的都会有不一样的精彩。我觉得我们

每个成员要为多元，和而不同，民主，平等等理念而鼓与呼。搭建一个业务交流，

学术切磋，思想碰撞的活跃平台。尊重差异，而不是消灭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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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群规促发展

图谋：“圕人堂是圕人的平台，不是‘我的平台’，我的作用只是做点辅助

工作而已。圕人堂 QQ群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群中的交流与

分享，群成员自觉遵守交流规范（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

46-847582.html）就好。”gaozy：“多核心等于无核心。因时间兴趣等多方面

考虑，我对加入业界交流群是慎重的。圕人要有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百花齐放，

是好事。但是开枝散叶的圕人堂，要搞好。”

gaozy：“群辅同志就是低调，和稀泥，没有批评怎么有真爱，这样不行的！

我觉得阅读推广是业务核心，要支持！大群是业界精英，宏观指导，谈笑风生。

搞好大群，带动各类分主题深入交流！我们圕人要嗨！”图谋：“gaozy 同志，

时不时批评群辅，好些批评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我那两句发言，其实是有原因的：

圕人堂是平台或者说是舞台，它不是个人的，两年多来在为之努力；圕人堂群规

范的作用，期待进一步发挥，实现群成员的自我管理，时不时有成员向我询问我

可以做某事吗，或者有时做了某事觉得不合适向我表示歉疚，好些时候，出于礼

貌还得耐心应答。”

gaozy：“答图谋，我更多时候其实是在一种语境下的‘点评’，绝非批评。

群大了，自然是大家的平台。如同个人做企业，做大了，就是社会责任。群里总

体都是精英。这么好的平台，我们要呵护她。要有事没事群里冒个泡，聊聊工作，

畅谈，交朋识友。”图谋：“我知道你是有心人，出发点很好。欲速则不达，有

些分寸还是要斟酌一下。”gaozy：“两个凡是。群主讲的对。”“心情要好，

至少要保持平静。至于其他一些提示或要求，我觉得群里像现在直接说出来，这

样很好！和而不同，群主是要支持的，群主讲的，总体要执行，群内偶尔踩红线

的也就我了，对于‘百分之一左右的’部分人，他们的不理解，我是无视的。有

批评才有真爱。请群友更多学习我的‘恕我张狂’。有时候，群里需要无知无畏。

都搞深沉，不行。不要畏惧，任何人都有知识盲点，需要多交流。”

（3）圕友视角共分享

biochem：“刚刚在校园拍了 300 张照片，回头传上去。”图谋：“关于图

书馆空间利用方面的照片，很期待分享。某高校馆，属于老馆舍，近年不大可能

建新馆，校领导参观了台湾高校图书馆之后，认为台湾高校图书馆馆舍普遍不大，

其貌不扬，但馆内空间利用大有文章：有内涵、有品位、有文化。意欲学习借鉴。”

biochem：“是啊。”图谋：“2000 年之后，国内高校图书馆同仁参观访问过台

湾高校图书馆不少。如果群里有老师去过，希望可以分享一些。以前有群成员分

享过参观访问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的照片，挺好的。”biochem：“台湾、NTU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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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去过，但没有过多关注图书馆。”图谋：“国内高校图书馆，好些馆在空间

利用、馆内环境设计也有亮点，希望分享。理解，关注点不一样。”biochem：

“NTU 校园很美。”

1.6 日常讨论

（1）托管型公共图书馆的探讨

NEXTIoTn：“看到一篇托管型公共图书馆的探讨，托管型公共图书馆是指公

共图书馆主管单位按照政府搭台、委托管理、企业运作、全民享受的思路,与企

业签订协议,将所属图书馆委托给企业管理,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服务进行评估

以后向企业支付服务费用,从而以规范化的分馆作业形式,为区域内广大公众提

供文献信息服务的一种图书馆管理模式。我想说这样的话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是

都要变企业的了。”hanna：“老早就有。”NEXTIoTn：“就是得 09年的。”印

度阿三：“它的员工都是招来的吧，早就有了。就是政府购买服务啊，无锡新区，

成都武侯区就是这样的。”NEXTIoTn：“那原来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去哪里了，

承包给了什么公司？”顾*：“无锡的是新建的，原来也没有工作人员。”NEXT

IoTn：“那后面承包给了什么公司经营。”印度阿三：“台湾艾迪迅，两个都是

由它运营的。”顾*：“上面有人懂行，但公司招的负责具体运行的都是新手，

这说明图书馆工作太简单了，人人都会，这就是没有职业门槛的好处。”印度阿

三：“本来就简单啊。”顾*：“是啊，以至于要不是有事业单位的编制，现在

可以立马全部下岗。”NEXTIoTn：“其实我觉得图书馆可以做的很多，对于学生，

还是工作的，都有帮助。现在那么多培训机构的，图书馆那么多资源，完全都能

够学出来，当培训老师了。”顾*：“不懂，有图书馆培训机构？”NEXTIoTn：

“不是，很多老师办培训机构。我的意思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自学完全也能胜任

老师。”

印度阿三：“顾老师作为管理者应该深有体会吧。”顾*：“深有体会的是

由于外行太多，图书馆浪费巨大。那昨天 327 字段咨询的时候，回复的人怎么那

么少，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指导一下。我坦白，我不懂，marc 出现前曾经编目过，

现在不搞这个，让我自学，一下子也学不会。”印度阿三：“学习一下就可以了，

编目入门没那么难。”顾*：“诸位看官，如果图书馆是自家的，自己掏钱的，

像企业一样，有这么办图书馆的吗？”远方：“我有同感。有的效率非常低，简

直令人发指。”

NEXTIoTn：“那现在武侯区和无锡新区那个服务的怎么样了？可以对比嘛。”

顾*：“不了解武侯区，无法比较。”NEXTIoTn：“看看企业做和不是企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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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研究。”印度阿三：“这个不清楚，如果不是当事人可能不会了解真实情况。”

hanna：“媒体有报道，武侯区活动多，引入社会力量运营武侯区图书馆‘动’

起来了。”

印度阿三：“顾先生应该了解无锡的一些，能谈下感受吗。”顾*：“公共

馆就是活动多，好像合同上有规定的。”NEXTIoTn：“主要啥活动啊。”hanna：

“百度一下。”顾*：“台湾的图书馆更美国化一点，大家只要看看台湾大学的

网站，对比美国的，就知道了。”印度阿三：“应该是有考核标准的。”

www：“一些一流大学的数字资源购买的经费接近或超过纸本，但图书馆的

人力资源用在数字资源方面的比例又有多少。”www：“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去研

究下这方面的问题。”顾*：“中国大学图书馆公开招聘的连看关阅览室借还书

的都是硕士生了，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不可谓不大。”www：“ 所以图书馆的人力

资源怎么用好，是作为领导要注意的地方。”

hanna：“引入社会力量运营武侯区图书馆‘动’起来 http://epaper.scda

ily.cn/shtml/scrb/20150907/109592.shtml。9 月 1 日，是公司‘进驻’图书

馆整四个月的日子，成都市武侯区图书馆馆长许冰正与艾迪讯电子科技（无锡）

有限公司成都项目负责人戈靖，共同商量 9 月馆里将要推出的大小活动。”NEX

TIoTn：“还有图书馆馆长，我以为就全部承包给了公司。”

（2）图书馆人员不足与过剩谈

gaozy：“赵继海曾说过，图书馆人员不足与人员过剩同时存在。其中，人

员过剩就体现在流通阅览，而技术及深度服务的人员总体不足。个人以为，根据

馆情不同，多数图书馆的流通阅览服务，人员过剩但服务并不多样。多数守着一

亩三分地，混吃等死，却不知，流通阅览完全可以做起阅读推广，带起学生社团

等服务群众的事。我对阅读推广是图书馆核心功能之一的看法至今未变。具体怎

么去做阅读推广，群里有高人，更有专门讨论群，我所知有限。”嘉懿：“这仍

然是一种以效率为取向的观点吧？单纯的以效率为出发点，而忽视制度、人力资

源的状况和组织结构，就去重组流程变革结构，恐怕转型的代价会更大甚至远超

当前图书馆运行的代价，而结果追求效率的预期也不会实现。这种情况在金融医

疗教育文化领域的案例很多。”gaozy：“你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我以为，垂死

挣扎的点点波澜，也比平静如水的悄然死去要好。我们很多流通阅览服务人员没

有意识到，这个岗位，暂时存在的理由就是，有人需要安置。”嘉懿：“对万恶

现实的批判、一步到位的急切变革和美好未来的畅想，这是最容易的事情，难的

是对于当下理性而保守的面对，发现问题循序渐进的解决。‘有人需要安置’，

你已经回到了现实，不能因为重组业务让他丢饭碗。千千万万的这种情况呢？”

http://epaper.scdaily.cn/shtml/scrb/20150907/109592.shtml
http://epaper.scdaily.cn/shtml/scrb/20150907/1095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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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zy：“图书馆的问题目前已然在解决，只待自然减员，很多馆已不新招人。

解决之道，不是循序渐进的办法，而是时间。时间也是人类自己想象创造出来的

办法之一，所以，你说的对循序渐进的办法就是时间。”嘉懿：“面对新技术新

概念的时候，要有热情拥抱畅想构想展望想象力驰骋，也要有点理性的保守主义。

有时候感觉，我们对新技术新概念畅想展望一番弄得人心惶惶一骑绝尘之后，图

书馆的事还在那里岿然不动，可见保守的理性也需要一点点啊。”654874*：“高

嘉两位牛人对图书馆的问题切的很准，如果针对这些问题再提出一套解决方案及

改革指南就更完美了。”

嘉懿：“坐而论道，眼高手低，百无一用是书生。”654874*：“望闻问切

都 ok 了，就等一剂良药了！”gaozy：“良药就是时间。办法大家都知道，但不

可行。总不能圕人自己砸自己饭碗。”

（3）图书营销形式小议

图谋：“《图书馆奇谈》（村上春树）.http://www.xiaoshuotxt.net/wa

iwen/4683/275471.html。早上看了《图书馆奇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

15.11），全书书上印‘字数 36 千字’，正文文字实际为 1.4 万字。该书定价

为 29.5 元。据说‘中长篇小说一般没有明确的字数规定，但作为严格的出版部

门，一般以字数在 8 万以上，作为长篇小说，2 万—6万字或 4 万—8 万字或者

更低一些称为中篇小说。’该书的 CIP 数据称其为‘长篇小说-日本-现代’似乎

不靠谱。该书开本为：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全书共 58页，一面文字，一

面绘图（[德]卡特.曼施克 绘）。”节能：“其他什么字占了大部分？”

gaozy：“图谋兄对出版乱像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图谋：“我主要是见

识了这种图书营销形式。我觉得那本书估计是赚大钱的畅销书。并不见得是‘出

版乱象’，倒可能是不错的图书营销策划案例。”节能：“个人看点不同。我先

确认字数真实性。”图谋：“字数也就 3.6 万字，按版面计算的结果。”节能：

“没那么多吧。不是一面都是插图吗？你刚才说实际字数 1.4 万，那插图就是它

的 20%，对吧？加起来没那么多吧？”图谋：“也就是每页的字数很少。按 58

页计算，每页 620 字。”节能：“就是两面都是字不是才 2.8 万吗？”图谋：“那

点倒没矛盾，我说字数 1.4 万是指纯文字，我列那几个数字是觉得有‘过度包装’

成分，如此营销术，也算增广见闻了。”

（4）图书馆勤工俭学学生管理

芷芸：“请教图林各位高手对于勤工俭学的学生是怎么管理的？有什么具体

的考核细则或标准。对于工作的好坏怎么鉴定？还有有没有特别规定每周不超过

http://www.xiaoshuotxt.net/waiwen/4683/275471.html
http://www.xiaoshuotxt.net/waiwen/4683/2754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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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时。”扣肉：“我记得我们学校是规定，折合每天不超过四小时。以前我在

教务处，也没有找过学生干活，因为很多事情不能让学生干。图书馆的活，现在

没有学生干活。以前有，但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馆藏流失很多。而且我们的学

生，很难找勤工俭学的。”kaNig*：“我们学校勤工时间是学生处规定的。之前

勤工学生主要做上架工作。登记到岗时间，每月统计报学生处，学生处把钱打学

生卡里。”雨过天晴：“我们前几年有勤工助学，现在也没有了。现在提倡志愿

服务，欢迎学生随时来帮忙打扫卫生什么的，人家来去自由，没有多的要求。”

芷芸：“勤工俭学来馆的时间不固定，有时你不在班时学生来了，究竟他干

了多少活，多了多少小时无法核定，全凭学生自己写，有孩子转空子，谎报情况，

所有很难处理。各位同仁有没有好的办法，多多支招。我们志愿服务另有规定，

免费的，时间自由，当班老师统一有登记，累计达到规定的时间后颁发志愿服务

证书。”度量衡：“我们是 12 元/小时。建立 QQ 群时时汇报及校园卡刷卡学生

处还有啄木鸟不定时巡查，对冒领多写小时数的,我们要严惩的。”芷芸：“但

对于勤工俭学，我们是当班老师那儿填表登记，最后有办公室专门一位老师负责

归总，报财务处核定后发钱给学生。问题是学生在你不当班时来，即常白班的，

周六日不当班，学生来了，每周 1-5 很少来，周六日来，多了多少事，学生自己

登记，就来水了。感觉管理很乱，不好管理。关键是怎么考核？多写小时数？”

gaozy：“我们目前动员志愿者，但是志愿者管理起来也是一个麻烦事。”雨过

天晴：“我们的志愿者来了就给他们安排个具体事情，今日事今日毕，没有多的

管理。”

（5）圕人同寻正能量

cpulib*：“在图书馆必须培养自己的兴趣，这样才不会卷入那些无聊的琐碎

的事情中。”www：“尊重差异，做好自己。——高书记语录。”雨过天晴：“太

喜欢这个群了，太喜欢群里的诸位了，不管大家说什么，我都看得很开心，知音

们啊！常常说出我的心里话。”cpulib*：“周末吐吐槽，平时谈谈业务。”雨

过天晴：“大家工作学习之余聚一起吐吐槽，再一起喝点鸡汤，然后开开心心地

去面对各自的身边环境吧！我们志同道合互相鼓励。”闲在心上：“说说放松一

下心情。相信吐槽的都是很有责任心，踏实工作都能做好自己的人。”西北风：

“听大家都说做好自己，高兴之余，也感到这个社会没有外在约束了，人和人似

乎不相干了，人似乎对周围世界也无能为力了！”惠*澈：“建议阅读《自由在

高处》、《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度量衡：“还是要鼓励大家对身边不平之事弘扬正气,不建议学。我告诉我

们同事，不管其他人迟到早退，还是上班打鼾，你们做好你自己。”惠*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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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自己，影响他人。”牛牛：“制度做到位就行。”惠*澈：“从现实出发，量

力而行。是领导的从制度着手。”雨过天晴：“这两年您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群

里有很多人都蛮好，每次心灰意冷时看看大家的发言，自己就好像又有了活力，

有了坚持工作信念的勇气，感谢网络让我看见了外面的世界。自从入了图书馆专

业群，这两三年来我的心态越来越积极健康了。”

西北风：“问题是现在有一种无为之风，只管自己，不管别人；还有一种

更坏的风气，只求自己活，却把别人往死路上推，这大概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

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所以也有了只做好自己的这个观念！是消极意义上说的，

而大家都是积极意义上说的！”萧竹：“要有好自为之的本能，也要有不容小人

使坏的气场！正与邪向来此消彼涨，邪不压正不止是说说就能实现，要实实在在

地去争取。”顾*：“这个说得好！现在太多的普通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其实也在

滑向另一边，成为自己当初反对的人；另一个方面，所谓洁身自好的好人，保持

沉默，其实就是帮凶。”gaozy：“这个要赞。有时候要批评！要多管闲事。”

顾*：“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关键是游戏规则倾向于小人。”嘉懿：“但我们

普通人，每个人都是这样。除了教科书中讲的革命家和好战士。”gaozy：“现

实中个体趋利避害是天性，人性。”顾*：“ 所以要修改游戏规则。”嘉懿：“回

顾我们在学习、生活、职称、职务等方面的行动，每个人都在这么做，只不过程

度不同罢了。”顾*：“实际上，趋利避害的普通人何尝不是现在游戏规则的受

害者，只有最塔尖的人，才能够在丛林中笑。怎么破解？确实是一个死结。”g

aozy：“其实就是落实一句最简单的话：不让老实人吃亏。但是现实中老实人吃

死亏。怎么破解？有的分寸只能自己拿捏。”顾*：“老实人也不一定就吃亏，

我在学习，生活，职称，职务上都很老实，现在不也很好？！”嘉懿：“图书馆

的变革风起云涌，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gaozy：“适时控制节奏。”嘉懿：

“勿忘初心，圖人堂出发点是聊图书馆。”

gaozy：“心似大海，念如浪花。念念归静，波澜不惊；念念归动，风起云

涌。见得多了，就觉得追求自己的心灵最重要。在波澜不惊与风起云涌中，感悟

心灵，体会生命，看透而不看破。”liddnk*：“此乃圣人境界，俗人几人做到？”

小君子：“顾馆可不仅如此哦，顾馆不仅能看破，还切实为改变不懈努力着。”

liddnk*：“高人见怪不怪，俗人牢骚满肠。”小君子：“我觉得牢骚也分正能

量和负能量。”顾*：“是在努力着，不过，总算也大彻大悟，所有的努力是不

可能改变他人的。所以呢，图书馆行业依然会那样，当然了，依然有我的一点色

彩。”小君子：“是的，你最多只是影响，改变不了谁。”

gaozy：“有时候需要换位思考。个别群友的仰望之情，我看可以休矣。以

兴趣交友，以心灵交友，而不是对其他趋之若鹜。我们都不能免俗，但是我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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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洒脱点。人活一世，难道就需要对别人仰望吗？没有自己的心胸视野的人，

是注定的可怜。”节能：“有些身在高位之人并不是我仰望对象。年纪到了，自

然有了不一样的视野。”gaozy：“做好自己。可以读做做（停顿）好自己，也

读做好（停顿）自己。当然这和自己的阅历有关，也和自己的性格有关。独特的

内心，独特的追求，一定的生活阅历之后，会找到自己的定位。不管是内心还是

其他。”西北风：“图人堂人气之旺，让人叹为观止！”

（6）学生社团管理实践经验

gaozy：“我想问群友一个工作中的问题。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我们也有。

可是最近我发现他们特别行政化，提个社团部门副职，搞了一个下午。一个个孩

子精气神好的很。最近会长携三个部门负责人来新馆，我还得跟领导们汇报情况，

亲自带他们四处走走。图管会的领导，就是他们四个人。有图书馆管理学生社团

经验的朋友吗？我现在看到会长，马上起来迎接。创始人混到我这样的，有吗？

我想说的是，以读者为尊，以学生为尊。比以领导为尊好得多，感觉舒服的多！”

芝麻：“问题是图管会的职责是什么？图管会不是协助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吗？”

gaozy：“不知道。我这个创始人，也搞不清楚他们存在的意义了，有经验的朋

友们欢迎分享经验。”

远方：“我没有直接管过学生组织，但有一些侧面的印象。 老实说对他们

没什么好感。”伊丰：“本末倒置了。”闲在心上：“学生社团也很复杂的。争

社长什么的也很激烈，旧人压迫新人。有的不适应，当不上社长，就出来不干了。

我也碰到过很上心的社长，有才，有创意。我不是负责人，不过与他们有交集，

喜欢与我说说事。”gaozy：“我觉得还是不要搞的好。虽然我现在不管了，但

是我觉得高校图书馆搞这个社团，还是不合适。每个馆员带一些读书兴趣社团，

倒是好的。”芷芸：“我们是志愿者协会。”

伊丰：“不管是图管还是读协本身定位是学生社团，是图书馆业务指导的，

对于图书馆阅读推广和文化活动组织是很好的。我们日常的文化活动都是孩子们

自己搞,我们给予方案审批和经费支持，部门协调，社团不是图书馆的，我们统

一归团委管，这个归口我们联系和业务指导。”闲在心上：“我们学校好多个学

生社团，有青协，诗社，文学社，三农，志愿者协会，舞蹈协会，哑语，汉服等

等，感觉很能锻炼孩子们的。”伊丰：“不多，我们将近 50+。”gaozy：“原

来如此。”

伊丰：“关键看管理，我觉得对于图书馆工作是促进的。孩子都管不了麻烦

了。支持也不要流于形式，要真支持，所以主管老师也要在馆里有一定发言权，

我们有专门的办公室，经费，网站，甚至配照相机，摄像机，演播厅也给他们负



圕人堂周讯（总第 109期 2016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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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

责，大型活动馆领导占台。奖状奖项馆里支持。”

（7）书库 RFID 运行实践经验切磋

gaozy：“今天我们的密集书库，直接搬家公司将书码上去，以后 rfid。会

有问题吗？懂行的，抽空想想看啊。”闲在心上：“不细排啦？”闲在心上：“那

找书时怎么找啊。”印度阿三：“在一层内找。”gaozy：“以你丰富经验，可

行不？”闲在心上：“书不按分类排放，怎么找？最怕这。”印度阿三：“可以，

但你事先要规划好架位，如果是密集库堆死不动的话 RFID 是很好用的，在一层

内找书是相对容易的，我们已经这样用了好久了。”

扣肉：“用 RFID 搞密集排架只有一个问题，复本可能不在一起。如果这个

架还要兼做流通的话，那你找书就会受限。你的图书馆系统就要出索书单，告知

流通人员，到哪一架去找哪个复本，而且这个复本一定是能找到的，还书的时候，

还要告诉上架的人，你一定要放到哪一架上，不然以后就找不到。”gaozy：“这

个我暂时还是毫无头绪。”扣肉：“我就这么跟你说，你就认为 RFID 理架就相

当于登录号排架。索书是按索书号的，可不是按复本。”印度阿三：“其实如果

你架位信息更新频率高的话随便上架都可以。”扣肉：“主要是索书困难，不同

的复本不在一起，如果没有包含架位的索书单，那么流通人员会有意见。”

扣肉：“索书人员无所适从，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书，而且很可能你系统出的价架

位信息不对，就没有任何办法找到书。”印度阿三：“我们的保存本索书是有架

位的。”扣肉：“就是看你这个库的目的是什么？你保存本不存在复本的问题，

谁也不会存五六个复本。”gaozy：“真是令人担忧啊。RFID 是一个系统工程，

与人员素质、现有系统、网络情况等都密切相关，到底效果怎么样，现有操作的

馆，鲜有全面总结的，如汕头大学图书馆具体怎么样，文献检索，竟无所获。所

以，我看高校使用 RFID 是 failure。”扣肉：“RFID 本身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

只要解决了复本的问题，就可以上。”印度阿三：“复本有什么问题吗？”gao

zy：“你讲的很对。我只是觉得凡是能改进服务的，都可以用。但是具体用得怎

么样，好不好，竟然没有全面材料，这个我觉得是个遗憾。”扣肉：“就是我说

的，RFID 本质上是登录号，每一件的 RFID 是不一样的，如果登录号和索书号是

一样的，那么就无所谓。”印度阿三：“当然，里面是写了条码进去的。”扣肉：

“当你的使用情况下，登录号和索书号不能一样，那就要解决复本的问题。”

gaozy：“复本，用了定位这个就没有这个概念好不，找到就好了，管它复

本干嘛。”扣肉：“你五件复本，登录号都不一样，但是索书号是一样的，又可

能不在一起，你找书谁来找？馆员来找吧。”印度阿三：“系统告诉你在哪个条

码在哪个架上，你去拿就行了。”扣肉：“读者索书可不是按条码哦，读者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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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索书号，读者索书，不管复本的，你随便拿一个都是可以的。”印度阿三：“是

啊，这有什么问题吗，哪个架上有就去拿就行了。”扣肉：“你的密集库是保存

本，上面没有复本。一个索书号只能找出一本书，只能找出一册书，这就是我说

的，登录号和索书号没有区别的情况。”印度阿三：“外面开架啊，读者自己去

找，不用馆员找。”扣肉：“但是如果你的密集架上，一个索书号，可以找出多

个复本，那就不能这么简单，一定要分清情况。”印度阿三：“闭架索书也没问

题，你给我索取号，我查系统哪个架上有就去拿就行了，也不复杂。”

gaozy：“群里讨论极少我看不懂的。扣肉的高深之处就在于，将简单的问

题绕到最后，连‘恕我张狂’的我，都不懂了。我自己都记不清了，这是第几次

我看不懂扣肉了。”扣肉：“对，这就是我说的，系统要出索书单。告诉流通人

员，你到哪个架上，一定能拿到一个副本。而且还书的时候，也要出上架单，告

诉上架的人，你这一册必须上到哪个架上。”印度阿三：“那要 RFID 干什么。”

扣肉：“实际上，当你的书架本身不是智能书架的时候，用 RFID 理架一点意义

都没有。”印度阿三：“你随便还到哪个架，然后再采集架位数据更新就行了。

为什么一定要智能书架呢？”扣肉：“谁来更新啊。你指望流通的更新么？一个

月都不更新一次。”印度阿三：“那你要提要求啊，多久要采集数据，多久更新

啊。是你工作的机制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扣肉：“那你等于给流通部门

加活啊。”印度阿三：“智能书架也不可能做到实时更新。”扣肉：“人家满心

欢喜的，上 RFID 能省事，结果一点都不省事。”印度阿三：“你不用倒架啊，。”

扣肉：“智能书架每一层上都有 RFID 感应器，有接口可以实时更新到馆藏

信息。”印度阿三：“这么讨论下去就没意义了，我早就说过 RFID 不是仙药，

一吃就灵的，你只能是看你上 RFID 的目的是什么。”gaozy：“其实这个事物，

不是新鲜事物，只是很少有实践的系统总结。”

印度阿三：“我这个周一就亲自体验了一把，问过，实时更新是不可能做到

的，比如说我无聊，拿一本书取了又放，放了又取，我累死你服务器。”gaozy：

“很多的总结，都是雷同的让人惊讶。”印度阿三：“一般是设定数据更新的时

间的，比如说一个小时或更长。”扣肉：“密集架的情况，是馆员找书，不会没

事来回拿书的。”

印度阿三：“我说的是开架流通的地方，密集架你用不着智能架，太奢侈了，

因为开架流通才会乱得厉害啊。”扣肉：“开架的话，用智能架不是更浪费么。”

印度阿三：“不浪费啊，我觉得。”扣肉：“开架的话，你是要解决理架的问题。”

gaozy：“公共图书馆你要知道一年有多少人？”扣肉：“而不是倒架的问题。”

印度阿三：“不用理啊，如果是智能的话直接更新架位号就行了。”gaozy：“公

共图书馆的借还数量是远超高校图书馆的。”扣肉：“你开架的话，学生是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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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找书么。”印度阿三：“他可以查 opac,opac 会告诉你这本书在哪个地方

啊。”扣肉：“在这个时候，上 RFID 智能架的目的就是解决馆员人手不够，顾

不上理架。”印度阿三：“智能书架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扣肉：“这是智能

架的唯一用处。”印度阿三：“错，还有一个用处做馆藏清点和统计。”扣肉：

“这不是主要用处，因为读者会把 RFID 标签扯下来，我们已经抓过好几个这样

的读者了。”麦子：“其实，如果密集书库的话，而且加了一个机器人，有了 r

fid, 就是完全乱排都无所谓。更好的系统可能是让机器手自动把书拿来，而不

是去每晚排架。”

Lee：“请教一下：全开架借阅，图书全是永久性磁条，全馆只有一个出入

口，实行部分图书自助借还。如何解决图书防防盗检测难题？”闽农*林：“ 布

置在唯一出入口进行检测是最常见的做法。防君子而已，小人是防不住的！”

gaozy：“确实没有完美方案。”印度阿三：“装摄像头吧。”Lee：“传统的防

盗监测仪识别不到贴有 rfid 标签的图书是否已借，rfid 监测仪监测不到未贴

rfid 标签的图书。如果是夹带，装了摄像头也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做都难。”

gaozy：“对的。所说防君子，我觉得有道理。想拿走，哪个图书馆都无法

避免。我们的 RFID 项目，等开馆后，厂家会来处理。也不知道实际效果，几百

万项目，后续我会群里实事求是地汇报经验与教训。”Lee：“你们是全馆都实

行 rfid 还是部分实行？”gaozy：“全部。”Lee：“全部的话，倒是不存在刚

才我提到的那个问题。”印度阿三：“自己试过才知道。”Lee：“投入和产出

严重不协调。”印度阿三：“而且才几百万而已，小项目。”Lee：“但是据说

深圳图书馆 rfid 弄得不错哦。”印度阿三：“RFID 并不是替代条码就行的，它

是个系统工程。”gaozy：“深圳图书馆，必须要好。投入恐怕是最多了，而且

公图读者借阅量极大，效果非常明显。”

（8）科研论文类型评定核算

春丽：“问一下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学校晋级，评博导或者论文奖励对除

article,review 以外的 letter,editorial 等科研论文类型给怎么核算，还是用

什么标准？”图谋：“letter 等不能算科研论文，但对学者的学术声誉有帮助，

有些工作不能带来工分，但也是有意义的。”boson：“letter 在不同的期刊不

一样。有的地方 letter 是研究短文，有的 letter 只是读者来信性质。个人意见，

未经过 peer review 的都不应该算论文。”春丽：“我们学校一个老师发表在

Lancet 上的 editorial,内容是病例报告，影响因子 45，这样的论文应该算论文

吧。”boson：“这个是分期刊的，letter 在有的期刊如 nature 是经过 pe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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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短文，在 science 上面就不是。” 图谋：“关于 Letter,刚才看到：

‘Nature 的学术论文主要以 Article 和 Letter 形式发表，前者大约 6 页，后者

3-4 页 。 Letter 在 Nature 上 是 严 格 的 学 术 论 文 。 ’ （ 引 自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5489-982761.html）我昨晚的回答不准确，

供参考。”

天外来客：“editonal 不是学术产出，不能算作成果，一般是社论或者某

个会议的介绍。letter 在不能的学科有不同的意思，在化学里边是快报，比如

指明的 organic letter，就是 ACS 出版社的经典刊物。letter 和 communication

（通讯）差不多，比 article 或 full text 要求更高，一个要求精炼简洁，二是

文字把握能力。”

boson：“关于你们那个 editorial 是否算数的问题，按照中信所的标准，

在统计的时候，editorial 是算数的，因此 editorial 对于你们学校的论文数是

有贡献的，从这个角度可以算。但个人角度认为，没有经过 peer review 的都不

应该算做学术论文。现在网上舆论（方舟子、科学网……）正在对此讨伐，从维

护学校声誉角度来说，也要审慎行事。”天外来客：“个人支持 boson 观点，

editional 一般只有期刊编辑，或者特邀的专刊（特刊）编辑，才能署名发表，

普通作者是发不了的。”

图谋：“作为图书情报工作者，多做些了解，很好！算与不算，好些时候由

‘上级组织’认定去，比如某级‘学术委员会’或‘评审委员会’之类。”很多

时候，因为与种种利益相关联，缺乏普适标准。”顾*：“文献计量恰是图情专

业的长项，如果专业人士轻易放弃，听让上级组织认定，导致利益相关而缺乏普

适标准，那说明图情专业很失败，如果由于属性所致没有普适标准，除外。”天

外来客：“顾老师，图谋老师估计是有心改变，无力回天。科技处和社科处的论

文奖励政策有导向作用的。”顾*：“别误会，靠哪一个人都是有心无力，但是

我们是一个行业啊。”仗剑*涯：“赞深表赞同。”gaozy：“要有行业自信。不

要轻易向所谓的权力低头。话语权不一样的，是客观存在的。”顾*：“一个人

是没有什么话语权，但是如果行业有意见，cssci 和 c 刊尚不是行业意见，只是

行业内的一种意见，已经在国内学术界有了很大的话语权了。”

春丽：“和中信所联系，他们说他们在机构排名时用 Article 与 Review,

在给各机构发表的国际论文检索报告中包括了各种类型 SCI 论文,这是否还表明

其他类型论文对我校有贡献？他们说 2012 年以前是按 4 种文献类型计算机构排

名，最近两年改成仅 article 和 review 。”boson：“他们自己说的当然最准

确了。看来现在是这样：排名只按那两种，检索报告包含所有的类型。12 年之

前的应该还有 letter 和 editoria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5489-982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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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献计量分析可视化工具

朗月孤舟：“十多年前很多图情论文都是用 SPSS 做计量分析，现在很多都

是用 CITESPCAE 之类可视化分析，个人感觉 spss 内容有点过时。”凤舞九天：

“分析不同是由于视角的差异，你只有站在不同视角去看一个事物才能获得完

整、客观的结论，所以不存在过不过时的问题。”朗月孤舟：“看看现在图情文

献计量论文，用 SPSS 的少之又少了，与 10 多年前大相近庭。”

西南*周：“刚刚看见大家说 spss、citespace，我想有种可能，大部分人

用的是 spss 盗版吧 也没有看见其可视化部分；而 citespace 以及类似东东，一

直令人担忧的是，其数学校验力度太弱。”朗月孤舟：“看到很多文章的 SPSS

的可视化就是聚类分析树状图、坐标图等，期待你的分享。”洞庭水手：“我很

想了解一下可视化分析的一些方法工具。”朗月孤舟：“图情类 SPSS 文章很多

套路就是矩阵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

朗月孤舟：“推荐几个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vosvierer\pejak\gephi\net

draw。”洞庭水手：“李杰博客：http://blog.sciencenet.cn/u/jerrycueb；

陈超美博客：http://blog.sciencenet.cn/u/ChaomeiChen。”朗月孤舟：“可

视化软件作图不难，关键是解读，作图时辅助手段。这个还是主要自己摸索学习，

有问题就看书（李杰和陈悦的书），”凤舞九天：“这个软件是免费的吗？哪里

可以找？”朗月孤舟：“CITESPCEE 分享 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

hen/citespace/。”洞庭水手：“CiteSpace 软件开发者，Drexel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cs 陈超美教授。”朗月孤舟：“陈超美

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 (Drexel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PA, USA) 信息科

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大连理工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Drexel–

DLUT 知识可视化与科学发现联合研究所美方所长。”

（10）美国图书馆送免费冰淇淋

麦子：“本周期末考试，图书馆送免费冰淇淋，排队的人不少。”朗月孤舟：

“外国学生考试周就是吃吃喝喝减压，中国学生通宵达旦加压。”顾*：“外国

学生的压力可能更大，所以图书馆才要出此招减压。”朗月孤舟：“昨天是圣代，

今天是什么。”麦子：“昨天周日，什么都没有，现在是周一下午 5:47，今天

是圣代，把冰淇淋挖在碗里，上面按要求浇巧克力和草莓汁。”朗月孤舟：“国

内麦当劳里面圣代也浇巧克力和草莓汁，不好吃。”麦子：“这当然是很一般的。”

顾*：“这个活动的经费图书馆出？”麦子：“其实这类的活动实在花不了

http://blog.sciencenet.cn/u/jerrycueb
http://blog.sciencenet.cn/u/ChaomeiChen
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
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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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钱，但很有效。一加仑（4升不到）的冰淇淋就是 5，6 块钱。”素问：“这

钱怎么报销呢？”麦子：“几个管理员说做，副馆出的钱，他们每年有 1-2000

块资助小项目。”素问：“是刷的专门公务卡吗？还是学校食堂供应的，然后像

国内一样财务直接从图书馆的账目上扣除？”印度阿三：“应该没那么复杂吧”

素问：“不可能用副馆长自己的信用卡刷吧？公私不分啊。”麦子：“拿了发票

到馆里报销，秘书知道用哪笔钱。”麦子：“学校基本上都是外面的一些快餐，

选择很少，都是到外面买的，而且要便宜的多。”

扣肉：“很多馆都是禁止饮食的吧，大多数能喝个水就不错了。”顾*：“理

念不同。”素问：“还有食品相对便宜的原因。”麦子：“我们是可以吃的，没

有什么问题。”扣肉：“我们馆内是不能吃东西，有色饮料也不行。咖啡这种东

西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像雪碧这种无色饮料，是不是也在禁止范围，那就不好说。”

印度阿三：“能严格做到吗？”麦子：“我们特藏部不行，其他的都可以。”扣

肉：“简而言之，如果老师发现学生带饮料进来，就会加以劝阻。”扣肉：“大

部分学生还是不会执拗的。去年圣诞节，我们馆长扮圣诞老人，发的糖果，是找

外包公司赞助的，他自己找人做的衣服。”顾*：“人家是减压，咱们这个是为

啥呢？”

（11）小议幼儿阅读疏导

顾*：“四大名著是很好的，可惜小孩子读不得_叶倾城_腾讯大家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yqc160607.html?ADUIN=317802523&

ADSESSION=1465259258&ADTAG=CLIENT.QQ.5479_.0&ADPUBNO=26582。”凤舞九天：

“对，这几个书除了西游记要正能量一点，其他的如果不注意引导，很麻烦的。”

刘*平：“冰心、张兆和等幼时阅读丰富，后来都成为文化名家。非功利自由阅

读，春风化雨般的浸润，经典文化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融入到血液中，妙也。”印

度阿三：“小孩不看这个好，但现在老看些个公主书也不是个事啊，我家的是女

儿，老是问些个公主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让她看了一些有关于英国、日本皇室

公主之类的纪录片，她也知道了原来公主只是童话里的人。昨天他们上语文王二

小那一课，我差点说叫他不要看这些，但是课本里面的东西，我就忍住了。昨天

的腾讯文化里好像也有一篇说不读四大名著的，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吧。”顾*：

“兼听则明吧，听二边的观点，自己下结论。我倒觉得现在丛林法则盛行，和这

几本名著还是大有关系的，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蜂鸟：“我想起一句话了，

少不读红楼，老不读三国。”印度阿三：“很惭愧的说，四大名著只看了三个，

红没看过。”水中鱼：“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这样的观点极其错误。”

boson：“说西游记正能量，我怀疑说这话的看没看过《西游记》。”鱼雷：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yqc160607.html?ADUIN=317802523&ADSESSION=1465259258&ADTAG=CLIENT.QQ.5479_.0&ADPUBNO=26582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yqc160607.html?ADUIN=317802523&ADSESSION=1465259258&ADTAG=CLIENT.QQ.5479_.0&ADPUBNO=2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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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看热闹可以，但细读起来，认真地读起来，那些‘妖魔鬼怪’都是

有背景的，猴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打死他们的。白骨精除外，也就白骨精一个没

有背景，因此被彻底消灭了，是满满的负能量！”

（12）数据库用户调查前期策划

关婷*：“各位同仁，我们想对学生做个数据库使用调查，想对学生分成几

类，大家觉得怎么分类好点，是按年级分还是其他？”南师馆员：“学科要考虑

进去吧，本科还是研究生，博士生？”关婷*：“目前分了本科生和研究生，但

我觉得本科生里面也很很多啊。”南师馆员：“我觉得学科背景也很重要，文理

工商法艺 。”关婷*：“还有那些经常参加各种竞赛，需要查资料的这些学生，

我觉得利用数据库的频率应该会比普通的学生多吧。”

凤舞九天：“我的建议是你先不要分类，没必要，把这类信息当作基本信息

让学生填了后，最后做分析的时候来看就好，没必要提前分。”关婷*：“以前

没分 领导说没针对性。”凤舞九天：“你做完了给结果里面有就行了，你领导

还会亲自去做？写文章的时候单独列出不就完事。”2014：“你分类的目的是什

么呀？是准备不同类的对象问卷不一样吗？如果不是的话直接就列基本信息学

生自己填，分析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了。”关婷*：“可能会有点不一样，而且

不同的用户得出的权重也不一样 。”凤舞九天：“那还不是看你的分析，空了

看看数据挖掘吧。”关婷*：“不是写文章 是每年的数据库评价分析。”2014：

“但是如果你不同用户问题不一样，是不是有前期的调查数据支撑你列出不同问

题？”凤舞九天：“都大数据时代，还纠结这些干嘛，信息来了，做好分析，全

都有了。”朗月孤舟：“首先明确数据库使用调查目的是什么很重要，项目设计

都是按照目的来设计的，包括什么学生分类也是这样。”

关婷*：“对学生的调查 大家觉得以什么形式好点？问卷？访谈？还有其他

方式么。”空谷幽兰：“访谈真实。”关婷*：“访谈只能对少数人吧 。”空谷

幽兰：“哈哈 这就看你调查的需要了。”我是*纸：“其实两者结合起来会更好，

关键还是看你的论文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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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地区图书馆印象

2016-6-10 07:55
自 2000年以来，台湾地区图书馆与大陆图书馆的交流日益增多，学术会议、相互参观访问等等，

图情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献不少。而且，不仅仅是大陆图书馆人，大陆图书馆的主管机构（比如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3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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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校领导，公共图书馆主管机构的领导），说起台湾地区高校图书馆，可以说是好评如潮。我

至今并没有实际去过台湾地区图书馆 ...
126 次阅读|没有评论

图书馆学的社会贡献

2016-6-9 10:26
摘编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_北京：中国科学技

术出版社，2014.5：254-281 （注：该章节由河北大学赵俊玲教授编写） 任何一门学科的价值

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是对整个科学体系的贡献，及学科如何增加科学知识，丰富完善科学体

系；二是对社会实践领域的价值 ...
259 次阅读|没有评论

近代图书馆学范式

热度 4 2016-6-9 07:00
摘编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_北京：中国科学技

术出版社，2014.5：165-167.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第二编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建立于

初步发展”，第五章为“在中国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的初步发展”（该章由江南大学吴稌年研究馆员

编写），第四节为“中国图 ...
1185 次阅读|4 个评论

基于 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作者分析器的学术体检报告

2016-6-5 07:41
围绕第四次教育部学科评估，CNKI加强了引文数据库的研发。运用 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

（ http://ref.cnki.net ）作者分析器的进行粗略地“学术体检”，同时体验一下该数据库的功能。一、

数据 王启云第一作者检索，检索时间 2016年 6月 5日。 A 发文量 2001-2014：40篇，其中基

金文献 8篇。 序号 年 ...
328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7 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359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341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341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php?mod=recommen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335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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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总第 109期 2016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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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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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6 年 6 月 9 日，群成员我的家园发送口令红包 100 个（金额 100 元），

1小时内被领完。

（2）2016年6月10日14:00，群成员达1624人（活跃成员550人，占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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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实习）、生清（指导）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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