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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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预报 

图情*辑：《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主办的图书馆员情报人员新型能力提升

班在于 11月 16-19日在福州举办. 

徐老师：“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2016 年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夏

令营招生通知：举办专业 计算机相关专业、教育技术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起止时间 2016 年 7月 10日至 2016 年 7月 13日。 联系人姓名：王红岩。电话：

0431-84536338 Email wanghy668@nenu.edu.cn 邮编：130117 报到地址 吉林省

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报名网址 http://22

2.27.108.195/yjssjxly/xly_main.jsp 。” 

竟：“http://ile2016.csp.escience.cn/dct/page,2016 年全国高校信息

素养教育研讨会 

图谋：“http://www.libnet.sh.cn/silf2016/rcb.htm 第八届上海国际图

书馆论坛。”第八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 (Shanghai International Library 

Forum, SILF) 将于 2016年 7月 6-8日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本届论坛以“图书馆：

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为主题。届时，世界各地的图情界专家和同仁将汇聚一堂，

围绕与大会主题相关的热点问题、最新研究成果、新颖观念、先进技术和最新进

展开展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 

 

1.2 信息分享 

印度阿三：“两 90后女生守望公益社区图书馆曾为全国首家 24小时免费开

放、无人值守的‘鸟巢书屋’，正慢慢走向沉寂。http://www.xmnn.cn/dzbk/x

mwb/20160605/201606/t20160605_4902072.htm。”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6 月 17 日 http://m.xhsmb.com/20160617/ed

ition_1.htm。” 

七色花*：“《嘘，这里是图书馆》。豆瓣阅读 https://read.douban.com/

reader/column/3329010/chapter/22277369/。” 

中原劲草：“国人不爱读书，砸再多钱扶持书店也没用。http://cul.qq.c

om/a/20160620/006490.htm” 

城市天空：“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riting for Librarians， ht

tp://libraryjuiceacademy.com/138-professional-writing.php 

我的家园：“书摘美文：在阅读的世界里，也找到你的诗与远方。”http:

//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50&idx=5&sn=3

http://222.27.108.195/yjssjxly/xly_main.jsp
http://222.27.108.195/yjssjxly/xly_main.jsp
http://ile2016.csp.escience.cn/dct/page/1
http://www.libnet.sh.cn/silf2016
http://www.xmnn.cn/dzbk/xmwb/20160605/201606/t20160605_4902072.htm
http://www.xmnn.cn/dzbk/xmwb/20160605/201606/t20160605_4902072.htm
http://m.xhsmb.com/20160617/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60617/edition_1.htm
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3329010/chapter/22277369/
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3329010/chapter/22277369/
http://cul.qq.com/a/20160620/006490.htm
http://cul.qq.com/a/20160620/006490.htm
http://libraryjuiceacademy.com/138-professional-writing.php
http://libraryjuiceacademy.com/138-professional-writing.php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50&idx=5&sn=33bfd5fa890ec560dfaeb1b6b3acb1bb&scene=23&srcid=06208EiUeG9l7ecUymqbwTU1%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50&idx=5&sn=33bfd5fa890ec560dfaeb1b6b3acb1bb&scene=23&srcid=06208EiUeG9l7ecUymqbwTU1%2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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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fd5fa890ec560dfaeb1b6b3acb1bb&scene=23&srcid=06208EiUeG9l7ecUymqbwT

U1#rd 

城市天空：“对高校图书馆人定位的思考 http://m.xhsmb.com/20160617/n

ews_2_1.htm”  

城市天空：“2016年最具影響力學術期刊報告出爐 （Thomson Reuters） 

http://scientific.thomsonreuters.com/imgblast/JCR-newlist-2016.pdf。” 

默默：“期刊下载排行第九十四期（6.13-6.19）2016-06-21 社科智讯。h

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1Nzc5OQ==&mid=2650048229&idx=3&

sn=b1b11720b94307bfa3eda133f256cd39&scene=23&srcid=0621bSuyyouTyYSrCD

vYNMoF#rd 

gaozy：厦门大学馆藏发展政策。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0

7/14/6226096_162492372.shtml 

图谋：“读书笔记三则.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

&uid=213646&do=blog&id=986276 

欣然读书：“读书笔记三则，非洲三万里读书笔记。http://blog.science

net.cn/home.php?mod=space&uid=2520440&do=blog&id=977687。http://blog.

sciencenet.cn/blog-2520440-978716.html。http://blog.sciencenet.cn/hom

e.php?mod=space&uid=2520440&do=blog&id=980973。” 

中原劲草：“与时间赛跑：古籍为什么要数字化难在哪里。”http://guox

ue.ifeng.com/a/20160623/49223449_0.shtml 

图谋：“东莞图书馆 编.图书馆规范管理工作手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h

ttps://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B01G8MW75O?ie=UTF8&*Versio

n*=1&*entries*=0 

biochem：“走进豪华的雅典人书店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

mod=space&uid=69051&do=blog&id=986439。 

图谋：“刚从图匪那看到的信息： 两位图书馆学博导入选第二批国家万人

计划：武汉大学长江学者陈传夫教授入，中山大学长江学者黄仕忠教授。” 

 

1.3 问题求助  

（1）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 

印度阿三：“DOI码是什么？图书有吗？”海边：“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

igital Object Unique Identifier-DOI)，DOI是资源定位全文网址，期刊论文

和图书都有。”印度阿三：“DOI 是谁给的？应该有统一的规则吧，不然没办法

看得懂。”图米：“DOI 就是数字对象码，有固定生成规则。”boson：“不能

自己弄，需要申请，国内 doi的代理是万方。”印度阿三：“图书有吗？”海边：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50&idx=5&sn=33bfd5fa890ec560dfaeb1b6b3acb1bb&scene=23&srcid=06208EiUeG9l7ecUymqbwTU1%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50&idx=5&sn=33bfd5fa890ec560dfaeb1b6b3acb1bb&scene=23&srcid=06208EiUeG9l7ecUymqbwTU1%23rd
http://m.xhsmb.com/20160617/news_2_1.htm
http://m.xhsmb.com/20160617/news_2_1.htm
http://scientific.thomsonreuters.com/imgblast/JCR-newlist-2016.pdf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1Nzc5OQ==&mid=2650048229&idx=3&sn=b1b11720b94307bfa3eda133f256cd39&scene=23&srcid=0621bSuyyouTyYSrCDvYNMoF%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1Nzc5OQ==&mid=2650048229&idx=3&sn=b1b11720b94307bfa3eda133f256cd39&scene=23&srcid=0621bSuyyouTyYSrCDvYNMoF%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1Nzc5OQ==&mid=2650048229&idx=3&sn=b1b11720b94307bfa3eda133f256cd39&scene=23&srcid=0621bSuyyouTyYSrCDvYNMoF%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1Nzc5OQ==&mid=2650048229&idx=3&sn=b1b11720b94307bfa3eda133f256cd39&scene=23&srcid=0621bSuyyouTyYSrCDvYNMoF%23rd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07/14/6226096_162492372.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07/14/6226096_162492372.s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627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627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520440&do=blog&id=97768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520440&do=blog&id=97768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97871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97871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520440&do=blog&id=98097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520440&do=blog&id=980973
http://guoxue.ifeng.com/a/20160623/49223449_0.shtml
http://guoxue.ifeng.com/a/20160623/49223449_0.shtml
https://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B01G8MW75O?ie=UTF8&*Version*=1&*entries*=0
https://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B01G8MW75O?ie=UTF8&*Version*=1&*entries*=0
https://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B01G8MW75O?ie=UTF8&*Version*=1&*entries*=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9051&do=blog&id=98643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9051&do=blog&id=98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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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SCI 官网也给图书留下了这个字段。” 

     印度阿三：“有位同事的朋友投稿，编辑说要提供所有参考文献的 DO

I码，论文的好找，图书的不知道。”海边：“现在论文投稿居然要求这个了？”

安哥拉兔：“医学期刊，尤其是国外的，早就要求提供了。我们偶尔就帮医生查

这个东西。”印度阿三：“果然是医学类的国外期刊感觉很高大上的说。”安哥

拉兔：“对医学文献，尤其是 SCI 来说，这是很常见的。”图米：“中文 DOI 

（www.chinadoi.cn），国外 doi 查（dx.doi.org）。”安哥拉兔：“dx.doi.or

g是从 doi 查文献。” 

 

（2）中医药特色图书馆推荐 

Follaw：“各位群友大家知道哪些省市的中医药大学或医科大学建了新图书

馆，比较有特色？”海边：“内蒙古医科大学图书馆有个蒙医博物馆。”   

  

（3）关于一稿多投 

弋痕夕：“请教各位，同时投会议和期刊的论文，算一稿多投吗？”小淘可

可：“看你的会议录用是否见刊。” 

 

（4）金盘馆藏批量替旧 

天外飞仙：“那些馆用金盘？能用馆藏号批量剔旧不？”扣肉：“你说登录

号？还是条形码？”天外飞仙：“还有种次号自动生成时跳号怎样解决？登录号

是馆藏号。”扣肉：“按登录号剔除。。。我们很少用。”天外飞仙：“我们以

前一批书是抄录的登录号。”天外飞仙：“还有种次号自动生成时跳号怎样解决？”

扣肉：“资源管理的种次号。里边可以根据馆藏重建种次号。” 

 

（5）关于购置资源经费的比例 

清扬：“纸质图书，电子资源，现刊的花费合理的比例是多少，才能彰显一

个图书馆的内涵和质量，请教各位。”图谋：“关于几种资源类型经费比例这类

问题其实没有答案，还得根据自己的实际，看菜吃饭。”gaozy：“总体而言，

有倾向性的文件还是需要有的。”gaozy：“一般学校馆藏资源建设规划或馆藏

发展计划都有说明也有比例说明。具体可以参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

nt/11/1107/14/6226096_162492372.shtml。去看看厦大的比例。近年或许有变

动。但多数制定后在现实中都有微调。”麦子：“很有意思的问题，把内涵和质

量联系一起，我们纸质图书 4%，电子资源 90%，纸质期刊 6%。当然是大致数字，

正负误差 1%样子。”gaozy：“我个人更多的觉得，这是一种文字报告，彰显的

是报告本身的水平。具体的内涵与质量一看理念，二看管理与服务。”几木成图：

http://www.chinadoi.cn/
dx.doi.org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07/14/6226096_162492372.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07/14/6226096_1624923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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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差别这么大吗？感觉国内虽然电子资源虽然比例在上涨 但是还没有那样

的比例。”麦子：“现在我估计起码一半的电子资源根本就没有纸本的。”几木

成图：“直接就是只有电子出版吗？ 长知识。”麦子：“我们很多期刊即使有

免费的纸本送，也让对方不要寄。应该是纸的无法出的，举几个容易懂的例子，

我们有 3D 人体解剖，JoVE（是一份杂志，但所有的内容都是视频，比如如何做

一种手术），另外，和空间地理系统有关的，都是数据，你要自己检索。” 

 

（6）关于统计源核心期刊的问题 

如花美眷：“请问：在统计源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算核心期刊吗？”浪子：

“统计源的一般现在不算了。统计源是中信所的科技统计源核心期刊。”芝麻：

“我们评职按北大，南大，scd 也认。”Follaw：“看学校和系统怎么认定。重

庆市卫生序列的职称评定，就认可统计源期刊，也就是科技核心期刊，中信所的。

从 2015 年版开始，分为科技和社科两部分。这个科技核心，每年一版。”浪子：

“高校现在要求高了，科技类以前认统计源，后来是北大核心，现在不少学校要

求 cscd。” 

 

（7）关于成套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传记的问题 

娜塔莎*：“请问大家知道近几年出版的有没有成套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的传记，或者只要是同一出版社的就行。”西北风：“2009 年前后人

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传记。”娜塔莎*：“这套书

好像绝版了，都买不到！”西北风：“你可以打电话给出版社发行部，或上网求

购，说不定有存货。” 

 

（8）关于图书自然损耗率 

夏。：“请问图书馆界有图书自然损耗率一说么？”雨过天晴：“有。图书

在保存和流通中会有一定的自然损耗。”夏。：“有么？只听说过老化半衰期  

没听说过自然损耗率。”雨过天晴：“有的，百分之几，我不记得数字了。”夏。：

“自然损耗率是怎么计算的呢？我百度都没有百度出来。请问您是在哪本书或者

那个地方看到的这个呢?”雨过天晴：“应该是破损得无法修复，无法再利用的

书。我上班的时候老同志告诉我的，领导那时候也说，20 多年前。”徐老师：

“我没听说有自然损耗率及其官方的数值规定。不过按照一般的理解，它应该是

每年自然毁损的图书总量与全部馆藏图书总量的比值。每个馆其实做了统计都会

有个客观的结果。至于好坏的标准就更难说了。”徐老师：“或许叫破损率会更

乐观。那些必须送去修理或报废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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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丛书的 ISBN 问题 

扣肉：“今天我发现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书，是同一个 ISBN 号。后来详细看

了才知道，是某丛书的不同卷。大家有遇过么，丛书十多本，给一样的 ISBN？”

图米：“有的。丛书号。”扣肉：“出版社这么考虑是为什么？这个知道么。就

是为了省书号么。”图米：“在书号紧缺时代有些这样做的。”扣肉：“我们在

回溯，发现不太对啊。完全不同的书，用 ISBN 查重，居然都出来了。后来仔细

研究了半天，发现是丛书。”徐老师：“要是多卷书这样做还行，丛书就不应该

了。原则上每一种不同的书都应该有自己的 ISBN。”扣肉：“从封面和装帧来

说，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关系。从书也应该有大概相似的装帧和封面设计。然后就

在版权页上使劲看啊看，一致判断这些书是丛书。”节能：“我见过完全看不出

来有关系的书给同样的号。而且任何地方看不出来。”扣肉：“对，就是我今天

看到的。你说从版权页也看不出么。”节能：“就是我用手里的书的号从 calis

检出另一本书。”扣肉：“好歹今天我们的书，在版权页上有一行，CIP里有一

行。”节能：“任何地方都看不出。”扣肉：“感觉像是丛书。”徐老师：“别

是套牌书吧。”节能：“包括序言我都看了。同一个社的。我手里是我们老师的。”

扣肉：“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版权页。CIP那一栏。”节能：“我就差没读正文

了。我想看出两本书的关系。”扣肉：“版权页识别不了？”节能：“不能。一

下记不起书名。但主题完全不搭界。”扣肉：“遇到这种情况，就到版署的网站

上查询。可以按 ISBN 查询的。”徐老师：“丛书和多卷书有时难以区分。我见

过一套书既有一个共同的 ISBN ，每个又有自己的 ISBN。即使是同一种书，精装

与平装，ISBN 都不相同。”扣肉：“那是这个号登记的信息。”节能：“因为

是我们老师的专著，当时要做学人文库。看套不到数据就自己原编了，没有去考

虑其他。”扣肉：“我们遇到两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就是简装精装的 ISB

N不一样。”徐老师：“这些是正常的情况。”扣肉：“然后上架的老师很有意

见，说你们编目怎么给了不同的种次号。这个东西恐怕只能上架才能发现。因为

编目也只能按照题目来看，出版日期和版次不一样，年纪可以做两条数据。又没

法一一核对内容。因为编目也只能按照题名来看，出版日期和版次不一样，可以

做两条数据。ISBN 也不一样。今天回溯的时候遇到一本书，也是这个问题。我

们手里有两种书，原文是俄语，有一种是根据英译本第三版翻译成汉语的，另外

一种是根据俄文第五版翻译成中文的。就在想，要不要做在一条数据里。后来我

们决定，直接把老的书剔除了。”图米：“精装简装不同书号在一条数据里可以

给一个号。”扣肉：“直接剔旧，下架。”图米：“不同译本是不同种书，要分

别做数据的。”扣肉：“这样就太平了。老书的状况确实堪忧，不适合流通了。”

图米：“不同译本可以按版本区分来集中排架。”扣肉：“这都是实践经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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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素问：“ 版本不同的同种书，可以还是给一样的种次号。种次号后面

加个后缀。但编目数据分开，排架还是挨着的。” 

 

 1.4 圕人堂发展 

图谋：“图谋很期待咱们圕人堂成员在合适的场合宣传圕人堂的梦想与实践。欢迎更

多圕人关注圕人堂、支持圕人堂、圕聚圕人堂……。” 

图谋：“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交流群，自

2014 年 5 月 10 日建群至今已逾两年，当前成员为 1623 人。建群至今已发布《圕人堂周讯》

110 期，群活跃度保持在 30%左右。圕人堂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已面临生

存危机，简略叙之。全文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5318.html。” 

图谋：非常期待圕人堂网络社群中，越来越多成员愿意分享读书笔记。一定程度上可

以视作一种图书情报成果的‘科学普及’，也可以视作一种阅读推广活动。此举，有助于彰

显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图谋：“近期群成员新成员较多。4 月 15 日群成员 1547 人，6 月 23 日群成员 166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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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成员凝心聚力去建构，而不是随心所欲去消解。” 

 

1.5 日常讨论 

（1）编目中有关著者的著录规范 

扣肉：“大家谁来给我讲讲，统一著者是咋回事？”图米：“你指的是著者

规范么？”扣肉：“就是把‘鲁迅’和‘周树人’能关联到一起的 dsx”。海边：

“类似统一题名。”扣肉：“主要就是在 calis做的那个中文名称规范库里查询。”

图米：“联合目录要求做，各馆情况不一。”扣肉：“就是谁已经开始用了规范

库，我从 cccna 的网站上查询到，感觉他的资料也很像 marc格式。”图米：“现

在的趋势是在记录中使用规范形式著录。”扣肉：“比如著者规范库，本身就在

701里按规范格式著录么？”扣肉：“不管书上是怎么写的？”图米：“是的。”

扣肉：“都著录在 701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主要还是用在西文，以及中文的译

著，而且比如说著者改名了，很多东西，也不能再重新进行回溯吧。” 

 

（2）关于规范库 

麦子：“这 authority control 是最基本的东西。”扣肉：“就是规范档么。

我记得好像国图的规范是在 701$3 中著录规范著者的规范控制号。然后由 opac 

来实现检索。但是 CALIS 没有开展这个事情。但目前为止中国的系统根本没有

这些。著录的时候，我肯定是要以书上的内容为准。”麦子：“这不是很乱，不

会吧？”扣肉：“同一份谱子，可能有不同语言的版本，是不同出版社在不同时

候出的，内容也确实不一样。比如‘柴科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都是一

个人。还有他的俄文原名，英文原名，和各种变体。不可能在一条书目中穷尽所

有的可能，这也不现实。”麦子：“没有一个统一 name authority 的？”扣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53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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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没有。因为我们用的 ILS没有这个功能。”麦子：“大家都是这么编目的？”

扣肉：“而且即便有，我肯定也只能以作者的母语原名为权威姓名。但是作为读

者来说，要输入原名检索这是非常不现实的。那些作曲家的名字，非常拗口。谁

能记得住啊。”麦子：“中文没有权威控制？”扣肉：“中文的话，比较简单。

比如著名作曲家叶小钢。他作品署名的时候，根据 心情，来选择 叶小钢 或 

叶小纲。像叶小钢这种情况，在著录的时候就很难弄。因为无法保证所有编目员

都要懂音乐，知道这个作者。况且著录不是要根据资料的实物来么。”gaozy：

“我觉得扣肉讲的这个事，确实是一个问题啊。大家有知道的都讨论讨论呗。怎

么对特例做出一些规定呢。”闽师*源：“ 编目著录一直都是责任心和细心的活

计。”逗逗：“扣肉，对著者权这个认识的非常深刻。”扣肉：“国图和 cali

s 确实做了规范档，而且很详细。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把这个数据和 ILS 相结

合。”图米：“200 照录，701 是要规范的。”扣肉：“不是著者权的问题。是

读者查询怎么方便。你是没见过国图的那个规范档。一个著者的变异名称，可能

有十多个。”图米：“ILS用规范记录中的多入口指向各记录。”扣肉：“确实

没有必要在一条数据里无限重复这些变异名称。”图米：“艺术家有笔名，艺名，

网名，原名。”扣肉：“对。还有不同语种的。包括中文还有大陆翻译，香港翻

译，台湾翻译。”有的时候还不一样。”图米：“是的。”扣肉：“我们最近回

溯的时候，莫扎特，莫差特，莫札特 都有。题名还比较好办，我们人名主题里

多写一些就行了。关于莫扎特的传记。什么语言就都能检索出来了。”图米：“外

国人用原名 lc 的规范。”扣肉：“对啊。但是读者检索就很困难。现在随便抓

一个人，很少有人能马上拼出 肖斯塔克维奇 的原文。不要说这个人，连舒伯特

 都不一定有人能拼出来。这都是很常见的作曲家。而且还有台湾的学生，这对

于他们来说，也是很不方便。”图米：“我觉得这个是 OpAc应该解决的问题。”

扣肉：“应该是 OPAC。但是前提是你要先有著者规范库。然后还要在 MARC 数据

里著录规范控制号。才能正确检索到。”图米：“数据里使用规范标目就行。”

扣肉：“按理说，ILS 里要有相应的辅助功能。可以按一个什么键，处理 200 或

701里的内容，与规范库比对。或者在保存的时候自动检查。但是现在我们的图

书馆软件厂商，压根就不知道规范库是咋回事。”图米：“有，但功能不理想。”

节能：“我们用的系统规范档是开放的，是需要使用者自己建设的。但我们没做。

 扣肉：“规范档本身当然不是开发商做的。”扣肉：“但是你的 ILS 要支持这

个功能。因为这个跟程序有关系。编目回溯，OPAC 都跟这个事情有关系。”节

能：“你可以考察几个其它产品，说明这东西该有，它不该要钱。而且我们那个

系统其实也不好，但对个性化要求还是答应的，虽然有时实现得不好。” 

 

（3）图书馆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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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我遇到一个最差劲的图书馆员是崇拜卡斯特罗，骂美国历届共和党

政府，而且把这种思绪带到参考咨询中，引起学生投诉。”扣肉：“我不能给学

生传递正能量，但是我觉得图书馆的馆员应该教会学生自己思考。学生来借书或

者查找资源，显然是为了有所收获，那我就要辅导他从有限的馆藏资源中发现有

用的东西。”麦子：“图书馆员只能告诉读者如何找资源，但不能加入自己观点。

其实图人的基本职业标准，在 1939 年开始采用的 ALA 图书馆员的道德信条里的

第七条：We distinguish between our personal convictions and professio

nal duties and do not allow our personal beliefs to interfere with fa

ir representation of the aims of our institutions or the provision of

 access to their information resources.这些标准用了差不多八十年，有是

有道理的，比如读者隐私。以前在图情读书时强调，如果前面有读者要造炸弹的

资料，即使警方来，除非有法院许可，图书馆员是不可以提供信息的。 

1939年开始采用的 ALA图书馆员的道德信条：We provide the highest le

vel of service to all library users through appropriate and usefully 

organized resources; equitable service policies; equitable access; an

d accurate, unbiased, and courteous responses to all requests.We upho

ld the principles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resist all efforts to c

ensor library resources.We protect each library user's right to priva

cy and confidentiality with respect to information sought or received

 and resources consulted, borrowed, acquired or transmitted.We respec

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advocate balan。ce between the int

erests of information users and rights holders.We treat co-workers an

d other colleagues with respect, fairness, and good faith, and advoca

te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that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welfare of 

all employees of our institutions.We do not advance private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library users, colleagues, or our employing instit

utions.We distinguish between our personal convictions and profession

al duties and do not allow our personal beliefs to interfere with fai

r representation of the aims of our institutions or the 。provision o

f access to their information resources.We strive for excellence in t

he profession by maintaining and enhancing our own knowledge and skil

ls, by encourag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o-workers, and by

 fostering the aspirations of potential members of the profession.” 

中国图书馆学会于 2002 年制定并颁发《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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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确立职业观念，履行社会职责。2.适应时代需求，勇于开拓创新。3.真诚

服务读者，文明热情便捷。4.维护读者权益，保守读者秘密。5.尊重知识产权，

促进信息传播。6.爱护文献资源，规范职业行为。7.努力钻研业务，提高专业素

养。8.发扬团队精神，树立职业形象。9.实践馆际合作，推进资源共享。10.拓

展社会协作，共建社会文明。” 

麦子：“比较一下。7-10 似乎不该是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很滑稽的。

尤其是 9,1，2都有点问题。不该放在这‘道德’准则里。”tianart：“有部分

内容应该是职业精神。”hanna：“没有讲到客观中立。”麦子：“这么多人，

做成这样的东西，我想未必是都不懂，而是有些人不懂，但余下的即使懂也未必

敢说。”麦子：“客观中立是这个职业核心精神。读者是来查资料的，不是来听

你意见的。” 

 

（4）阅读推广中的客观中立 

节能：“忽然想起个事来：这几天讨论中说到图书馆职业道德中有一条应该

是服务时客观中立，是吧？那图书馆做阅读推广怎么客观中立呢？”嘉懿：“阅

读推广意味着，对别人的阅读行为进行干预吧？”节能：“我理解是。说成是对

阅读意愿干预，好像也不过分。”印度阿三：“引导而已，告诉你要这么做，你

做不做我不强求，应该是这样的意思。”西北风：“各方面的阅读对象、读者、

主持人、历史时代和观点，等等都涉及到，这就是一种中立的表现！”节能：“我

觉得我们馆有引导嫌疑：会在推荐时说这书如何如何。你们怎么做推广词呢？既

然要推荐，肯定是要说出认为值得推荐之处吧，那不就有引导作用了吗？”印度

阿三：“很正常啊，推广说白了就是推销，怎么可能不引导呢。”嘉懿：“总觉

得阅读推广是对别人阅读行为的干涉，而且为干涉行为的合法性制造了一套话

语，这一套话语以让阅读者获得发展国家民族振兴为特征。”节能：“那又怎么

说服务，尤其是内容服务的客观中立呢？这个原则我以前没考虑过，但大家前几

天说的应该有这个服务原则的。 我好像自己晕了，既认同又不认同。也就是我

不知道怎么把握这个原则。”gaozy：“阅读推广工作，我觉得是很好的。要说

客观中立，本身并不存在。有态度的推广，未尝不是好事。”和而不同。” 

逗逗：“我看首先定位图书馆是不是教书育人单位？图书馆员是不是教育人

的职业？”gaozy：“有态度，但是不能偏激和狂热。做阅读推广，重要是一颗

公心。以阅读推广为噱头，行获取私利之实，这种行为该制止的，也该谴责的。” 

 

（5）未来的图书馆 

逗逗：“现在世界都在玩网络学习、虚拟设计，国内还在苦口婆心地呼吁纸

质书，南辕北辙，如今全球化主流是娱乐至上，在娱乐中学习、植入信息，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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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在一个时空隧道里。”朗月孤舟：“没有纸质书的图书馆还是图书馆吗？” 

gaozy：“图书馆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若干年后的样子，不是一般人能

够预测的。图书馆分不同类别，是否所有的图书馆都需要收藏大量纸质图书？我

觉得这个是值得商榷的。目前是有个评估指标在做引导。”印度阿三：“没有纸

质书你什么都不是，光有数字的东西有什么用，直接交给学校的网络信息中心就

够了，要图书馆干什么。”逗逗：“评估指标还沿用 70 年代标准，十几年不动

换。”朗月孤舟：“若干年后的图书馆样子确实没法预测，但很难想象没有纸质

书的图书馆是什么样子。还能叫图书馆吗。”cpulib*：“完全没书很难。”ga

ozy：“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啊。我们多少人在做解构图书馆方面的工作呢？”an

nl：“图书馆可以变化，但是完全没有书是不可能的，即时世界上剩最后一本书，

也应该是在图书馆里吧。”印度阿三：“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图书馆不要纸的东西，

弄点数字的都对了，特别是一些政府的主管部门的领导心目中更是如此认为的，

还建什么新馆，买什么新书，直接给钱买数据库就行。”gaozy：“我更愿意相

信，最后一本纸质书出现在博物馆里。所有已存在的均不会消失，只会换一个形

式或功能存在。”annl：“在博物馆，也别在档案馆吧？就像毛笔，有了钢笔铅

笔电脑后，毛笔依然存在着，只是功能不同了。不管以后有没有书，反正现在是

有，既然有，我们图书馆人还是要让其发挥作用。” 

 

（6）图书馆的级别 

度量衡：“对图书馆专业的同学们的择图书馆建议，按级别选图书馆，图书

馆是事业单位也分级别；副部级局级副局级处级副处级科级科员级级别越大平台

也越大。”赛米尔：“老师~  请问市图书馆是属于什么级别呢？”boson：“有

副部级的图书馆吗？深表怀疑。”朗月孤舟：“国图是什么级别？”boson：“应

该是局级，有个副部级的馆长。”朗月孤舟：“2009年 12月，文化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周和平出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副部长级)。”谈天：“文化部直属单位。。” 

赛米尔：“那市图书馆和省图分别是什么级别呀？”度量衡：“看你是什么

市了。” 

度量衡：“省会，直辖市，局级。”谈天：“直辖市是省属单位。直辖市是

省级，所以。”朗月孤舟：“现任国图馆长韩永进应为正局级。”不离：“国家

图书馆馆长应该是副部级吧。”广州书童：“正局级。”lib007：“文化部副部

长周和平曾兼任国图馆长。”浅水痕：“国图应该是厅局级，省、直辖市、副省

级城市图书馆应该是县处级吧。可能有的地方领导高配半级。”度量衡：“副馆

了都正局了，正馆肯定副部了。”lib007：“国图历史上有几任馆长是副部级，

但不全是。”嘉懿：“它这个正局级是用括号说明的，就是说组织上照顾她享受

到了这个级别，但不是她职务本身的级别。”朗月孤舟：“常务副馆长应该是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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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但陈力享受正局级待遇。”嘉懿：“仍然说明，国图本身是正局级的单位吧？”

朗月孤舟：“周和平应该是个特例。”嘉懿：“也有高配 兼任的吧？”boson：

“国图这个机构是局级，只不过有一些高配的馆长。如果是副部级，馆长天然就

是副部级，副馆长天然就是正局级，就不会加括号了。”广州书童：“是的 。”

boson：“机构的级别和领导的级别不一样，否则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兼任清华

经管的院长，清华经管学院岂不成国家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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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笔记三则 

2016-6-23 07:48 

图谋按：图谋非常期待圕人堂网络社群中，越来越多成员愿意分享读书笔

记。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一种图书情报成果的“科学普及”，也可以视作一

种阅读推广活动。此举，有助于彰显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

联系理论，旨在实践。特此分享读书笔记三则，期待“抛砖引玉”。 1 真

人图书馆与高校教师第三年龄人力资源 ... 

224 次阅读|没有评论 

圕人堂面临的危机 

2016-6-18 07:39 

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交流群，

自 2014 年 5 月 10 日建群至今已逾两年，当前成员为 1623 人。建群至今

已发布《圕人堂周讯》110 期，群活跃度保持在 30%左右。圕人堂的探

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已面临生存危机，简略叙之。 一、“群

主”力不从心。 两年来， ... 

510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4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627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627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531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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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16 年 6 月 17 日，W.狼捐赠圕人堂发展基金 5000 元。圕人堂发展基

金结余 17259.74 元。 

(2) 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 ）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交流

群。其愿景（ VISION ）是：圕结就是力量！其定位（ MISSION ）是：专业讨

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圕人堂 QQ 群四法宝：成员、群规范、

《圕人堂周讯》、圕人堂发展基金。近期群成员新成员较多。4 月 15 日群成员

1547人，6月 23日群成员 1662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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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成员凝心聚

力去建构，而不是随心所欲去消解。 

（2） 2016年 6月 24日 14:00，群成员达 1664人（活跃成员 468人，占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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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实习）生清 宋晓莉（指导）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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