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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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2014：“http://www.scal.edu.cn/zxdt/201606270210 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

务创新案例大赛暨研讨会会议通知。”  

竟：“各位领导、同仁，2016 年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召开时间因

故延迟一天（调整到 9 月 12-14 日）；应多数与会代表要求，作品（教材、案例、

论文、教学视频）提交时间延后（截止至 7 月 31 日）。 诚挚邀请各位领导、同

仁 参 会 ， 并 组 织 贵 单 位 提 交 作 品 参 赛 。 详 见 教 育 部 图 工 委 网 站

http://www.scal.edu.cn/zxdt/201606270905。” 

系统消息：“小伊 分享文件‘关于开展科普阅读推广案例征集活动的通

知.pdf’。 

湘农图：“盐城工学院图书馆需要招聘一名工作人员，详情请见

http://www.ycit.cn/ShowNotice.jsp?id=4885&smallid=35。”cpulib*：“非编，不

限制应届生。”海边：“辽宁肿瘤医院招收博士毕业生，也是非事业编制。” 

扣肉：“7.4-8 日，我们公司和四川省高校图工委举办 Drupal8 培训班，地

点西南交通大学九里堤校区，欢迎各界朋友前来，这是第一次在西部举办 Drupal

培训班，机会难得，约起来。”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www：“@图谋  wiki《信息检索》上次你访问不了，是那个平台上的所有

网站被限制到内网，这个也受牵连，今天迁移到图书馆自己的平台上了 http://lib.

nit.net.cn/xxjs/。教育网上这个网址也许更快：http://lib.nit.zju.edu.cn/xxjs/。” 

图谋：“机遇与挑战并存 聚焦可持续发展——2016 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

坛在银川举办 http://m.xhsmb.com/20160624/news_3_1.htm。”“系统消息  欣然

读书 分享文件‘2016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的总结报告.pdf 下载。”河

北*安：“银川的图书馆发展论坛，现在可以下载 PPT 了 http://www.sal.edu.cn/2

016/agenda.html。”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11 期 2016062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213646-986614.html。”  

Lee：“高职高专图书馆发展问题（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99fd

450102whqg.html。Follaw 的这篇博文值得推荐，期待更新。”  

顾 * ：“图书馆报声音  A02/24 版从图书预约问题看馆员的烦恼

http://xhsmb.com/20160624/news_2_1.htm。” 

http://www.scal.edu.cn/zxdt/201606270210
http://www.scal.edu.cn/zxdt/201606270905
http://www.ycit.cn/ShowNotice.jsp?id=4885&smallid=35
http://lib.nit.net.cn/xxjs/
http://lib.nit.net.cn/xxjs/
http://lib.nit.zju.edu.cn/xxjs/
http://m.xhsmb.com/20160624/news_3_1.htm
http://www.sal.edu.cn/2016/agenda.html
http://www.sal.edu.cn/2016/agenda.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661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6614.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99fd450102whqg.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99fd450102whqg.html
http://xhsmb.com/20160624/news_2_1.htm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2 期 201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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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tianart：“中图学会组织的技能大赛，今天在微信上面已有样题，微信号‘公

共服务在线’。” 雨过天晴：“我正在发愁竞赛是什么内容呢，关注了微信号

心里踏实多了。” 

鸥：“https://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B00DO9TQ3Q/

477-0906511-3904505?ie=UTF8&*Version*=1&*entries*=0。数字图书馆建设体制

与发展模式（精装） 作者：郑建明，科学出版社第 1 版 2013 年 5 月 1 日”“第

13 章是我写的。” 

我的家园：“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

650089582&idx=1&sn=85574924db2630ddf4ec970b7418c105&scene=23&srcid=06

27sxcH2Hy8v9M7FVwbuqS3#rd。无锡科院图书馆 吴文化书院读书台《第二届校

园读书节系列活动展示》”“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

w==&mid=2650089582&idx=2&sn=f0d5a4d5b72a3e422c4155e6cc21eefa&scene=2

3&srcid=0627QnFK94zim3dbm7NilTMg#rd。吴文化书院大讲堂  耕读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人生成长与经典同行。”“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

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3&sn=244d180962839ec978aea20dbea2b5

99&scene=23&srcid=0627zdmXKnVTKi1hF0cXDU6J#rd。吴文化书院大讲堂  这

是我们的时代 —90 后互联网创业潮。”“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

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4&sn=febf813d10ef084b4214a4868a2cf7

b0&scene=23&srcid=0627Fe3WQe42DTdJbvTS7gun#rd。校园读书节  图书馆圆

满完成第二届校园读书节系列活动。”“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

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5&sn=e0f7b129e8ce751d652e658b7e803cf

9&scene=23&srcid=062772fA889tU5C7NpGcPmBb#rd。书摘美文  阅读，与经典

同行。”“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

582&idx=6&sn=d8e52789262b0b6248688f3f5556de40&scene=23&srcid=06277tUb

hoVjxjXUFRHLtN0z#rd。每周书目|教工为学生推荐一本书（三）。” 

城市天空：“英国脱欧对专业信息服务业和图书出版业有何影响？

http://www.bookdao.com/article/252585/。” 

无锡科*：“各位同仁：2016 华夏阅读论坛全部 ppt 已经上传‘全民阅读推

广群’（群号是 294820644）欢迎去下载共享。” 

图谋：“ACRL 报告《2016 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发布 http://m.xhsmb.co

m/20160624/news_9_1.htm 本报讯 6 月初出版的《大学与研究图书馆新闻》（C

&RL  News）2016 年第 6 期发布了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研究

计划与审查 委员会撰写的研究报告《2016 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ACRL 的

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是一个例行性研究报告，从 2010 年起每两年发布一次

https://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B00DO9TQ3Q/477-0906511-3904505?ie=UTF8&*Version*=1&*entries*=0
https://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B00DO9TQ3Q/477-0906511-3904505?ie=UTF8&*Version*=1&*entries*=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1&sn=85574924db2630ddf4ec970b7418c105&scene=23&srcid=0627sxcH2Hy8v9M7FVwbuqS3%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1&sn=85574924db2630ddf4ec970b7418c105&scene=23&srcid=0627sxcH2Hy8v9M7FVwbuqS3%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1&sn=85574924db2630ddf4ec970b7418c105&scene=23&srcid=0627sxcH2Hy8v9M7FVwbuqS3%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2&sn=f0d5a4d5b72a3e422c4155e6cc21eefa&scene=23&srcid=0627QnFK94zim3dbm7NilTMg#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2&sn=f0d5a4d5b72a3e422c4155e6cc21eefa&scene=23&srcid=0627QnFK94zim3dbm7NilTMg#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2&sn=f0d5a4d5b72a3e422c4155e6cc21eefa&scene=23&srcid=0627QnFK94zim3dbm7NilTMg#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3&sn=244d180962839ec978aea20dbea2b599&scene=23&srcid=0627zdmXKnVTKi1hF0cXDU6J%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3&sn=244d180962839ec978aea20dbea2b599&scene=23&srcid=0627zdmXKnVTKi1hF0cXDU6J%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3&sn=244d180962839ec978aea20dbea2b599&scene=23&srcid=0627zdmXKnVTKi1hF0cXDU6J%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4&sn=febf813d10ef084b4214a4868a2cf7b0&scene=23&srcid=0627Fe3WQe42DTdJbvTS7gun%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4&sn=febf813d10ef084b4214a4868a2cf7b0&scene=23&srcid=0627Fe3WQe42DTdJbvTS7gun%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4&sn=febf813d10ef084b4214a4868a2cf7b0&scene=23&srcid=0627Fe3WQe42DTdJbvTS7gun%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5&sn=e0f7b129e8ce751d652e658b7e803cf9&scene=23&srcid=062772fA889tU5C7NpGcPmBb%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5&sn=e0f7b129e8ce751d652e658b7e803cf9&scene=23&srcid=062772fA889tU5C7NpGcPmBb%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5&sn=e0f7b129e8ce751d652e658b7e803cf9&scene=23&srcid=062772fA889tU5C7NpGcPmBb%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6&sn=d8e52789262b0b6248688f3f5556de40&scene=23&srcid=06277tUbhoVjxjXUFRHLtN0z#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6&sn=d8e52789262b0b6248688f3f5556de40&scene=23&srcid=06277tUbhoVjxjXUFRHLtN0z#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Q3Nw==&mid=2650089582&idx=6&sn=d8e52789262b0b6248688f3f5556de40&scene=23&srcid=06277tUbhoVjxjXUFRHLtN0z#rd
http://www.bookdao.com/article/252585/
http://m.xhsmb.com/20160624/news_9_1.htm
http://m.xhsmb.com/20160624/news_9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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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重点关注了美国高校图书馆在若 干方面的发展

趋势，包括数据服务、数字学术、馆藏评价趋势、内容 提供商并购、学习的证

据、ACRL 信息素养框架带来的新方向、替代计 量学、新职位和开放教育资源

等。对比以往的报告，这份报告讨论的有些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如 数据服务、

数字学术、学习的证据、替代计量学等，在 2014 年的高校 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

中已经有所讨论，这次再次进行讨论，属于老内 容有新发展。这份报告的其他

内容则是美国高校图书馆近两年出现的 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2016 年

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全文载于《C&RL News》2016 年 第 6 期。王春生。全

文见群文件。” 

tianart：“史帝芬斯的新书《图书馆员的核心能力：细心、积极性、矢志变

革》（The Heart of Librarianship: Attentive, Positive, and Purposeful Change）。

我们要积极适应经过深思熟虑且基于图书馆使命而进行的变革，这是备受尊敬的

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思想家、教育家迈克尔·史帝芬斯（Michael Stephens）所提

出的‘超链的图书馆管理’（hyperlinked librarianship）模式。对于领导层和工作

在第一线的图书馆员来说，这样做能让图书馆事业灵动起来，可以紧密契合用户

的需求和愿望。史帝芬斯的新书《图书馆员的核心能力：细心、积极性、矢志变

革》（The Heart of Librarianship: Attentive, Positive, and Purposeful Change）现已

由 ALA Editions 出版。这是一部文集，内容都选自他发表在美国《图书馆杂志》

——一个致力于探讨正在改变图书馆行业的问题和新兴趋势的期刊——‘办公时

间’（Office Hours）专栏中的文章。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一个便于访问、友

好且有求必应的图书馆环境的重要性，它能吸引开放和公平的参与；以及哪些因

素妨碍了图书馆提升社区参与和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图书馆领域的挑战、发展

和新机遇，其中包括将服务送达用户的新方式，以及如何利用好用户的好奇心；

未来图书馆员需要注意的事项，从确定你想要什么，到学习如何实现目标；为什

么图书馆与信息科学课程和教学方式需要改进；指导和协作；图书馆作为课堂的

概念，即作为参与空间，探索新的职业定位、新的技术以及与顾客互动的新方式。”

“这本书刚在亚马逊上查到。” 

Eric：“专稿   吴建中：走向第三代图书馆  http://mp.weixin.qq.com/s?__b

iz=MzAxMjExMzkwMQ==&mid=2653667051&idx=1&sn=c4a0a20d03036db9a758

30797a3f810b&scene=23&srcid=0628YAfxM2nzHajfUG1HuMVc#rd。” 

系统消息：“tianart 分享文件传统阅读与‘书香中国’建设研讨会暨中国图

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阅读史研究.pdf 下载。” 

西南大*：“各位老师，今天下午我 分享自己所经历的论文评阅、修改和论

证，资料在此，欢迎大家查看。今天下午想选一个大家可以参与的平台，所以正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xMzkwMQ==&mid=2653667051&idx=1&sn=c4a0a20d03036db9a75830797a3f810b&scene=23&srcid=0628YAfxM2nzHajfUG1HuMVc#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xMzkwMQ==&mid=2653667051&idx=1&sn=c4a0a20d03036db9a75830797a3f810b&scene=23&srcid=0628YAfxM2nzHajfUG1HuMVc#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ExMzkwMQ==&mid=2653667051&idx=1&sn=c4a0a20d03036db9a75830797a3f810b&scene=23&srcid=0628YAfxM2nzHajfUG1HuMVc#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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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定平台。http://pan.baidu.com/s/1pKWN8vx。” 

刘建*：“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650

044600&idx=1&sn=f2aaaea89828677ab113b221905b68a5&scene=23&srcid=0629n9

mMWEZNSvc7figZdyN9#rd。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给毕业生的礼物”呆保：“送

给毕业生的微书房，我们前年就开始了。”麦子：“这不错。” 

度量衡：“在线电子书转换, 免费电子书转换器  http://cn.epubee.com/。” 

巧果：“ARL 报告：《ARL Strategic Thinking and Design Initiative: Exte

nded, Updated 》http://www.arl.org/storage/documents/publications/arl-strategic-thi

nking-and-design-initiative-extended-and-updated-report-june2016.pdf。” 

天天有*：“阳羡书香处处浓——‘2016 华夏阅读论坛暨全民阅读推广内涵

深化研讨会’诗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lgh.html。” 

图谋：“胡懋仁.为什么读书与怎样读书是什么样的问题.http://blog.sciencene

t.cn/home.php?mod=space&uid=678176&do=blog&id=986856‘读书有什么用这个

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我们自己能解答的了的。在我们读书之前，我们

根本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因为你如果不去读书，对这

样的问题根本就没法回答。如果你还没有回答，就要先读书，那么就等于说，读

书本身与是不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把

书本捧起来读上再说。或者说，我们根本无须回答读书有什么用，或者为什么。”

“读书，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直接去读就对了。’‘或许，我们可以对人们在阅

读上给出一定的引导。但这种引导的效果如何，没人能说得清楚。我们来引导时

的出发点固然都是好的。但是读者们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引导，没有人能有更大的

把握。读书的过程也像一个品尝菜肴的过程，吃得顺口的，会多吃几次。吃得不

顺口的，尝一下就算了。当然，吃得再顺口，天天就是这些东西往嘴里塞，也有

腻的时候。所以也需要换换口味。’。”gaozy：“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

你好运，但是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阅读也是个人的事。谈读书，更是见仁见

智的事。”闲在心上：“读书可以让你远离世俗，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 

逄丽*：“推荐美国康奈尔大学和 Ithaka 在 2016 年 3 月最新推出的研究报告：

《一位研究者一天的生活——展望未来的研究型图书馆》讨论了信息寻求、学术

活动、脑力劳动、学术活动、图书馆资源、图书馆空间和自我管理。将研究者的

学术生活日常和图书馆资源、服务、空间结合起来观察。报告全文地址：http://

www.sr.ithaka.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SR_Report_Day_in_the_Life_Resear

cher030816.pdf。” 

tianart：“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European Research Librari

es，LIBER）、北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ARL）、

http://pan.baidu.com/s/1pKWN8vx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650044600&idx=1&sn=f2aaaea89828677ab113b221905b68a5&scene=23&srcid=0629n9mMWEZNSvc7figZdyN9%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650044600&idx=1&sn=f2aaaea89828677ab113b221905b68a5&scene=23&srcid=0629n9mMWEZNSvc7figZdyN9%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650044600&idx=1&sn=f2aaaea89828677ab113b221905b68a5&scene=23&srcid=0629n9mMWEZNSvc7figZdyN9%23rd
http://cn.epubee.com/
http://www.arl.org/storage/documents/publications/arl-strategic-thinking-and-design-initiative-extended-and-updated-report-june2016.pdf
http://www.arl.org/storage/documents/publications/arl-strategic-thinking-and-design-initiative-extended-and-updated-report-june2016.pdf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lgh.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78176&do=blog&id=98685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78176&do=blog&id=986856
http://www.sr.ithaka.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SR_Report_Day_in_the_Life_Researcher030816.pdf
http://www.sr.ithaka.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SR_Report_Day_in_the_Life_Researcher030816.pdf
http://www.sr.ithaka.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SR_Report_Day_in_the_Life_Researcher0308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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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CARL）

和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Confederation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COAR）

共同创建了一个联合工作小组。该工作小组的首要工作是确定在电子化科研、知

识库管理和学术交流的环境下图书馆的服务渠道。然后，该工作小组根据这些服

务和角色一一探讨图书馆专业人士需具备的能力。2016 年 6 月，该联合工作小

组通过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网站发布了两个文件，内容是关于图书馆专业人士的

新职能所对应的能力要求，其中，一个文件是有关研究数据管理方面（https://w

ww.coar-repositories.org/files/Competencies-for-RDM_June-2016.pdf），另一个是

关于学术交流和开放存取方面（https://www.coar-repositories.org/files/Competenci

es-for-ScholComm-and-OA_June-2016.pdf）。这两个文件将帮助图书馆管理人员

确定自家机构在技能方面的差距所在，如帮助他们做好最基础的职位描述，让专

业人士有能力开展自我评估，以及为培训项目的发展奠定基础。” 

图谋：“dqdx 的日志.‘阅读推广：理论活力与张力—— 2016 年上海阅读

推广论坛’参会记 http://librarysalon.com/space-24-do-blog-id-20350.html。” 

图谋：“内蒙古图书馆‘彩云服务’获美国图书馆主席国际创新奖

http://nm.people.com.cn/n2/2016/0628/c196697-28579741.html2016年 6月 28日《人

民网-内蒙古频道》 获奖证书上写到：‘彩云服务’项目 1、针对图书馆图书流

通率趋低的状况，采用高度创新、彰显读者决策采购的采访流程。2、与书店及

读者社区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创多方共赢：增加书店的售书额；彻底改变图书馆

服务模式；增强图书使用率；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读者满意度。3、利用云服务和

移动技术打造实体与虚拟共享空间，集成整合网络资源从而推动阅读及图书馆馆

藏的使用。4、构建可仿效的服务模式为在全国营造以读者为主的阅读氛围做出

贡献。” 

图谋：“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DEyMw==&mid=265

0666984&idx=2&sn=474fcf3e56c447d317bddbd9a0577bd3&scene=0#wechat_redire

ct 第八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会议日程。”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7 月 01 日 http://m.xhsmb.com/20160701/editio

n_1.htm。” 

图谋：“‘欣然读书’之欣然赠书 http://m.xhsmb.com/20160701/news_19_1.

htm 虽然了解她，却也感到惊奇，她是真的爱图书馆，爱图书馆人，爱书乐分享。

图书馆人当如此，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1.3）你提问，我回答 

(1)中国图书馆学会是从哪年开始评选优秀会员的？ 

https://www.coar-repositories.org/files/Competencies-for-RDM_June-2016.pdf
https://www.coar-repositories.org/files/Competencies-for-RDM_June-2016.pdf
https://www.coar-repositories.org/files/Competencies-for-ScholComm-and-OA_June-2016.pdf
https://www.coar-repositories.org/files/Competencies-for-ScholComm-and-OA_June-2016.pdf
http://librarysalon.com/space-24-do-blog-id-20350.html
http://nm.people.com.cn/n2/2016/0628/c196697-28579741.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DEyMw==&mid=2650666984&idx=2&sn=474fcf3e56c447d317bddbd9a0577bd3&scene=0%23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DEyMw==&mid=2650666984&idx=2&sn=474fcf3e56c447d317bddbd9a0577bd3&scene=0%23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DEyMw==&mid=2650666984&idx=2&sn=474fcf3e56c447d317bddbd9a0577bd3&scene=0%23wechat_redirect
http://m.xhsmb.com/20160701/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60701/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60701/news_19_1.htm
http://m.xhsmb.com/20160701/news_19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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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请问，中国图书馆学会是从哪年开始评选优秀会员的？”图谋：“ 

中国图书馆学会 1979 年 7 月 9 日在山西太原市举行成立大会，8 月 11 日中宣部

批准建立。优秀会员的评选，据个人的了解是从 2005 年开始，该年 7 月颁发的

是‘中国图书馆学会 2001-2004 年度优秀会员’。同时可参考：中国图书馆学会

优秀会员和优秀学会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0-1

2/21/news_5086.html。另，1983 年 10 月 30 日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上，

表彰奖励学会‘优秀工作干部’。” 

 

(2)如何申请加入中国图书馆学会？ 

幸福地图：“请问大家，想加入中图学会是不是提交申请就可以了？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通过吗？我提交申请有日子了还没有消息。”图谋：“若问的是申请

中国图书馆学会，较为靠谱的办法可能是咨询一下秘书处，电话：010-88545677   

E-mail：ztxhmsc@nlc.cn。”“系统消息：图谋 分享文件中国图书馆学会情况介

绍.pdf 下载。” 

 

(3)铁皮存包柜的管理方法 

平湖晓色：“这个老式铁皮存包柜咋个管理法啊？读者自备锁就成私有资源

了，其他读者意见大，有好的做法吗。”扣肉：“我始终觉得，如果要弄这种柜

子，还是弄成邮箱比较好。各户只能开自己的，邮递员可以开所有人的。” 

 

(4)联合参考咨询网站有哪些？ 

威威：“咨询各位专家，国内最好用的联合参考咨询网站有哪些呢？是以下

这些网站吗：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协作网，浙江省联合知识导航网，网上联合知

识导航站，南京城东高校图书馆联合体，湖南省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联

合参考咨询，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湖北省图书馆网上联合咨询，中国科学

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网上咨询台，CALIS 联合问答，北京高校网络图书馆联合虚

拟参考咨询，吉林省图书馆联盟联合参考咨询服务系统，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文献中心( CASHL) 学科咨询，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STL) 参考咨询，四川

省图书馆虚拟联合参考咨询系统。”“最突出的是：（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

盟）＝联合参考咨询网（中山图书馆）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上图）中国科院

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参考咨询系统。” 

 

(5)“AuRoSS”扫描机器人  

hanna：“看完书后随手乱放，无形中增加了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量。新加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0-12/21/news_5086.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0-12/21/news_50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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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科技研究局资讯通信研究院设计出一款名为‘AuRoSS’的扫描机器人，夜间

可以在图书馆内自动穿梭，通过扫描书页上的 RFID 标签记录放错位置的书籍。

隔天早上，工作人员只需根据扫描结果，便能轻易找到那些错放书籍并迅速放回

原处。另外，该机器人还能与摄像头、蓝牙、WiFi 等融合，也适合在仓库、商

店内使用。网友‘多特多’点赞：‘机器干活真带劲儿，一个顶俩还听话。’光

明日报 2016.6.6。” 

 

(6)Library is heart of university research 

朗月孤舟：“Library is heart of university research,国内有学者也提过了。这 6

个目标提的真好。1. Valued, Vital, and Visible Role 2. Effective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Access 3. Heart of University research 4. Platform and Catalyst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5. Culture of Engagement and Leadership in the Library  6. 

Productive and Excellent Space.”仗剑走*：“是大学的研究中心没错，但还不是

大学的中心。”朗月孤舟：“摘自课件：Strategic Planning at the UCLA Library: 

Preparing for Our Future 作者：Susan E. Parker, Ph.D.”“一直有个疑惑：教师、

图书馆和实验室是高校的三大支柱，源自哪里？”仗剑走*：“我记忆中的提法

是师资、教学设备和图书馆是高校的三大支柱。”徐徐清风：“上面这段话出自：

现代图书馆学教程  【作 者】郭星寿著【出版发行】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

社, 1992.03。” 

 

(7)图书馆藏书章盖在什么位置？ 

清风：“藏书章，贵馆都盖在什么位置，我们有一部分盖在切口下，感觉很

好。”清风：“很不好。”天外飞仙：“@清风 我们是盖两个，一个在切口，

一个在书名页。”小馆小员：“我们盖在书名页空白处。” 清风：“现在就是

感觉在切口的不好，影响整体美观。”天外飞仙：“在切口的中间或者固定位置，

不太影响美观吧。”清风：“有点损坏图书原本设计的感觉。” 2014：“我

们也是盖书名页空白。”天外飞仙：“藏书章表明是图书馆的资源，个人觉得不

影响。主要是馆内的书如果都统一了，排在架子上也很好看。”清风：“现在考

虑，像以前盖在某个固定页上一个，我们很久以前一直有盖在 21 页的传统。”

中原劲草：“盖章纠结啊，现代书书口、扉页都可以，古籍卷首卷尾空白处。” 

 

(8)全国高校图书馆一词的英文翻译 

牛牛：“请问全国高校图书馆 英文是什么。”牛牛：“the national academic 

library？”米粒 MM：“university libraries in China。”老马识图：“全国高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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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不宜翻成 university libraries，毕竟 college libraries 更多。”biochem：“college 

students。” 老马识图：“共同探讨：美国的 university 的图书馆，似乎更喜欢

说成 research libraries。但是，馆长有 university librarian 的说法，未见 college 

librarian 的说法，当然个人阅读有限。”麦子：“@老马识图 你这个话题很不错，

大学图书馆最常的说法是 academic libraries,这等于是国内的高校图书馆，是说这

类图书馆的一个统称。university library 往往和学校内部的设置有关，从这样看，

就很容易理解 university librarian 的称呼了。research libraries 则稍有不同，指的

是研究型图书馆。但复杂的是，研究型图书馆未必是大学里的，美国有几个超级

研究型馆都不是和大学有关，而大学图书馆中大多数并不完全能称为研究型图书

馆（当然很多是自己觉得是，但往往是教学类图。Academic libraries 可以是研究

型和教学型（和馆藏政策有关）。”牛牛：“最好有个专门的词汇表。”许继*：

“高校图书馆应该是 Academic libraries。”麦子：“词典未必有用，有些东西没

有定数，词典是不可能像我上面解释得这么清楚的。”牛牛：“本来写的 Academic 

libraries 后来改成 university libraries 了。”许继*：“一直以来国内图书馆和情报

所就是分开的系统。”图谋：“昨天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大学图书馆学

报》期刊上有两种表述：（1）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Y；（2）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封面等)。”麦子：“内页为主。”扣肉：“所以要

挂上 academic。因为还有学报二字吧。” 

 

(9)1939 年《美国图书馆权利宣言》 

图书采选：“谁上传下 1939 年《美国图书馆权利宣言》？”扣肉：“等麦

子吧，他肯定有原版的。”麦子：“http://www.ala.org/advocacy/sites/ala.org.advo

cacy/files/content/intfreedom/librarybill/lbor.pdf。”“主要內容是肯定圖書館為資

訊與思想之展現處所，並提出六項宣言以為圖書館服務準則，包括：(1)圖書館

當為。”“其所服務之社區團體，提供能合乎大眾興趣、資訊和娛樂需求的圖書

資料，作者的來歷、背景、觀點等，不得影響資料之是否被收納；(2)圖書館對

於當前或歷史性論題，都應該提供各種不同觀點與立場的相關資料，不得偏重一

方；(3)不得受任何朋黨或教條左右，以致撤銷或阻擋資料之展示流通；(4)在執

行其供應資訊和娛樂的功能之際，圖書館更當力拒任何類型的檢查和干預，並須

和一切相關團體與個人密切合作，以抗拒。”“任何削減發表自由和接觸意見觀

點自由之企圖；(5)個人不得為其年齡、觀點及來歷背景等因素，而被否決其使

用圖書館的權利；(6)圖書館於提供展覽或集會空間時，務使機會均等，不得因

申請者之信仰或其他性質之歸屬情況（如政黨或社團等）而有差別待遇。”夏天：

“这真正体现了图书馆作为知识和文化传承场所的精神。”“其实当前国内的图

http://www.ala.org/advocacy/sites/ala.org.advocacy/files/content/intfreedom/librarybill/lbor.pdf
http://www.ala.org/advocacy/sites/ala.org.advocacy/files/content/intfreedom/librarybill/lb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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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精神层面很浮躁，被技术和利益所绑架。”“图书馆本身就是积淀和底蕴

的地方，领导层面非要让做成刷存在感的利器。”清风：“近现代的图书馆，西

学东渐的结果，只学到的是为教育的目的，没有价值观的培养。”夏天：“我们

对读者价值观的影响，也许就在我们的精神状态和服务态度上，让学生在毕业很

多年以后，觉得图书馆有可以回忆和品味的地方，有的馆有价值连城馆藏，有的

是有温馨静谧的学习环境，有的是有严谨可敬的学者风范，我认为我们可以不追

求大而全，但核心其实都是一样的。” 

 

(10)如何解决占座问题？ 

印度阿三：“占位，各位老司机可有好办法？”河北*安：“我这里是每天

晚上清理一次，10 点之前老师跟学生说一声不用占座，然后我们的学生读者委

员会就开始把占座书籍清理到固定书架上。”印度阿三：“中途有人离座怎么办。”

河北*安：“中途的不好管。就是老师干预的话 如果水平不高也可能有冲突。只

要有冲突，图书馆就理亏。” 

Lee：“[分享] 深圳图书馆的微博。深图官博发了一条关于占座的微博。一

个小姑娘的‘血泪’控诉。”闲在心上：“我们是不让物品占座的，发现了就拿

走，谁先来谁坐。”Lee：“这小姑娘太任性了。”闲在心上：“东西放在那，

人家想看书的却没地方坐，这是图书馆极大的资源浪费，也是对想看书的读者极

大的不公平。”嘉懿：“图书馆空间再大，可能也有不够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

像旅游景点那样，实时监测、公告人流量和空间（座位等）承受能力，以达到勿

谓言之不预的效果，也可以用数据督促政府扩大投入？”cpulib*：“我们就有流

量监控。”gaozy：“ 好一点的公共馆已经做到很好了了。但占座问题比较复杂，

总会遇到各类问题。”gaozy：“我倾向于觉得出现占座的怨言多数是对图书馆

正面的宣传。” 

 

（1.4）圕人堂实名制的利与弊 

我的家园：“弱弱建议下，群主：如果本群实名制交流，可避免这么多麻烦。”

图谋：“圕人堂 QQ 群为什么不统一要求实名制？圕人堂是一个公开、公共、公

益的平台，不宜统一要求实名制。比如有的馆有多名成员，可能还是上下级关系，

好些话题，彼此都不敢发言；圕人堂的部分交流成果是公开的，有些观点，不敢

或不宜实名表达。实名交流可以利用圕人堂平台，另行组建讨论组或另行建群。”

米粒 MM：“6 月 3 日‘学习知识空间建设’研讨会后集体参观贵馆哈。”度量

衡：“备注名加个工作所在地加公共馆或高校馆或其他类型馆，方便针对性交流，

群主你看我这个点子如何。”图谋：“针对性交流的更好办法是，另行组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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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或另行建群。”图谋：“圕人堂无法解决所有需求。”米粒 MM：“各取所需

吧，比如我就不爱实名，大群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蜂鸟：“关于各人的

真实情况，我有个教训供大家吸取经验，在一个也是图书界的群里说了自己的真

实身份，那年我们馆评估，结果一些资源商、书商、还有仪器商不停的打听各种

信息其实，俺只是个小人物啊。”广州书童：“应该是实名鼓励，匿名自由。” 

 

（1.5）圕人堂的建设与发展 

图谋：“这几天多位成员在‘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中分享了照片，强

期待更多成员的参与，参与的成员越多，价值愈高。”“圕人以圕人的情怀，记

录图书馆模样，展示图书馆风采。”“时不时浏览‘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

中的图片，感觉有愉悦身心、增广见闻、启迪心灵诸功效。”张小懒*：“重庆

大学图书馆大厅里的目录柜。刚才有老师提到，顺便分享一下。”印度阿三：“我

喜欢这种有历史厚重感的图书馆。”图谋：“图书馆相关软硬件商、资源商，阅

馆无数，欢迎有空多分享。”2014：“重大馆真的搞得好。不光有钱，而且会花

钱。”图谋：“与图书馆有关的产品与服务信息推介，也期待在群里分享。”联

创-*：“@图谋 好的，以后多发言，多和大家探讨学习。”图谋：“圕人堂非

常期待‘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多参与交流与分享。”图谋：“张小懒*的‘各位

群友来我们图书馆的时候可以找我免费导览哈’，其实也正是圕人堂所期待的‘圕

人堂文化’的组成部分。”  

 

（1.6）图书馆搬迁工作经验谈 

河北*安：“关于新馆建设，哪位老师有经验，还请不吝赐教。” tianart：

“我们新馆也在建设中，等了 8 年了。” tianart：“布线一定要关注，另外就

是装修材料、家具，还有配色。”河北*安：“这次是搬新校区 5000 多平的馆舍，

服务 30000 学生。”扣肉：“你说的是建筑面积还是投影面积？”河北*安：“建

筑面积。说是三个馆，每个 5000 多，问题是 80%的学生都在主校区。”扣肉：

“我们四千多平米，只有两千多学生。”tianart：“我们早到新校区了，但是没

钱盖，从动工到现在图书馆已经建设 8 年，还是框架，等省长的 1.5 亿资金到位

后估计进度快了。”“今年沾名人的光，省长答应给 1.5 亿资金，其中包括建图

书馆的费用。”河北*安：“感觉设计师是图做得能多漂亮就多漂亮，实物能多

难用就多难用。设计团队不了解图书馆，图书馆的人还没话语权。”仗剑走*：

“图书馆缺乏学设计的人才。”印度阿三：“学不学设计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

话语权。其实很多的设计单位还是有经验的，关键是你的设计费够不够吸引大牌

来。图书馆想要个自己中意的实用的馆太难太难。”河北*安：“我们总会比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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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馆好些，我们现在的馆，外面下一次雨，里面漏一个月。书库又闷又热。”

扣肉：“那不是设计师的问题，是建筑水平的问题。”河北*安：“我们现在的

馆几十年了。原来都是按闭架借阅设计的。”gaozy：“搬迁工作主要是前期规

划一定要好。我们这方面是有教训的。我们多个校区没有统一规划，导致后续的

工作量加大。原有顺序的图书，全部打乱顺序，重新来过。”扣肉：“将现有图

书用包装膜包在一起。上面可以直接用笔写东西。把膜一扯，直接原样上架。”

/kaNig*：“@扣肉多个库要整合不能像说的这样吧。”扣肉：“如果我们用包

装膜包成一大包，就可以让搬家公司上架。”/kaNig*：“只要有第一次可以让

搬家公司上，后面的就得自己上。” 扣肉：“你也可以直接按单库的册数留

出空。并三个库，就乘以 3。”/kaNig*：“要规划好，留出足够的架位，第一次

的定位很重要。”扣肉：“况且你并架的话，会不会涉及到重新按种次号排列。”

gaozy：“我坚定认为，规划得当，会减少工作量。这次我们东校区下架时，我

到现场多管闲事，对 h 大库安排写下流水号。后期就方便很多。目前新馆 h 已全

部上架。”扣肉：“其实也是大事，要全面理架。”san san：“我们馆这次是先

合库再细排，超大工程。以后倒腾就可以按你说的类号加流水号。”/kaNig*：

“尤其并库。书架要算到每一层。前期如果书是细排的工作还少点。”san san：

“我还发现元老级馆员在这种倒库工作中作用巨大。”gaozy：“对！尤其是书

库里的老同志。”san san：“她们身经百战，懂得窍门。小组作用应该让她们带

队。”/kaNig*：“主要还是前期策划，到具体上架要全体总动员。”san san：

“人员组队更重要。我曾经分到不同小组，发现效果完全不一样。有经验的和没

有经验简直两回事。”/kaNig*：“小组自由组合，任务限期完成，最大限度调

动人员积极性。”san san：“这期间流通部的老师和元老级馆员就是宝贝，会做

事，能做事。我这两个月全和她们学着做。不然脑袋里一点章法都没有。”/kaNig*：

“要配套检查，不合格要返工。”san san：“我们还要细排，规划上架。毕竟复

杂。”河北*安：“我们是三个校区。还有一些学校合并留下的后遗症。”/kaNig*：

“细排就要任务到组，便于检查，上架最终都要细排。”san san：“不能硬来，

馆里好多人身体不好，年纪偏大。只能前期尽量到位，后期维护。做工作也要讲

人情。我们这次负责人就是馆里的老人，有人情味。”/kaNig*：“实际上，我

们后来既完成任务，大家也没怨言。”gaozy：“我就是要求大家能来尽量来。

但我并不会分配工作量，你自己掌握节奏。”san san：“合库蛮复杂的，我学了

不少。通过集体劳动接触不少同志。年纪大的最宝贵的是经验 ，我学了很多。

合库的负责人，在我看来是人才，难得的人才。一般人做不了。”tianart：“我

们学校 06 年搬到新校区，图书馆至今没有盖好，我已经参与负责筹建了 3 次临

时馆，搬新馆的书库经验积累得杠杠的。”河北*安：“我们 3 个馆，每个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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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库，合起来得多难啊，新馆资源还不知道以什么原则配置呢。”tianart：“一

层密集，放旧书。一层自科，一层社科，看数量，也可占二层。”河北*安：“可

能是先入为主的原因，还是觉得上海交大的资源配置模式好，按学科配置资源，

一个学科的图书期刊工具书都在一个阅览室。”gaozy：“我们现在是按照大类

分书，然后期刊也全部放在书库里。将期刊部门取消了。”tianart：“我觉得我

们学校达不到交大的思路，看部门设置就知道资源分布思路了。”广东小*：“一

个学科的图书期刊工具书都在一个阅览室，我们 12 年前就这样做了。” 

生清：“其实，和我们图书馆的前辈相比，还真不算什么，今天和同事一起

清我们老本，发现我们最早还有明清时期的文献，而且这些绝大多数还是从大连

搬过来，后来也搬过好几次，目前依旧完好，真心被前人的精神感动。关键是

1903 年时期装订的资料，目前居然还完好。” 

默默：“还有个问题，搬新馆后，学生都要疯了，拼着命借书，每天上书量

翻倍。我们有过每天一个阅览室，一千册上书量。”鱼雷：“再拼命借，每人那

也有数量限制吧？”默默：“二十本，两个月。好几万学生的大学校。”鱼雷：

“这是一种宣泄式的借书。下一步还会有一波逾期还书潮。” 

 

（1.7）在电子时代，图书馆如何设定自己的坐标？ 

    Lee：“[分享]在电子时代，图书馆如何设定自己的坐标？接着这个分享继

续提问:为什么来图书馆的人越来越少？”节能：“图书的服务方式随着技术进

步变化了，为什么还要纠结来多少人？”星光：“因为读者都在家里远程电脑用

数据库资源呀，比如国图注册免费用知网、还有外网可用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资

源呀！”Lee：“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倒是不限 ip。但国图非在馆办的证没有知

网使用权呢。总感觉这样下去，图书馆的可被替代性越来越高。” 星光：“公

共图书馆读者很多呀，只不过高校馆读者少而已，因为高校读者门槛提高了，本

身都是高中就玩网络开脸书、Ins 账号玩的年轻人，年轻人群体本身迅速掌握信

息搜索能力，而公共图书馆读者老的老小的小，偏离两级化，没有可比性。” 嘉

懿：“当知识因流通渠道不畅载体匮乏时，通过图书馆提供知识可以产生规模效

应；当载体渠道等都不是问题，通过图书馆提供知识可能增加交易成本，降低知

识获取的效率，造成社会资源浪费？”西北风：“有人要抢你的饭碗，要砸烂你

的职业，这也可能是件好事！是你的责任，就能引起你的反思；不是你的责任，

也说明你的饭碗和职业确实具有影响力！”嘉懿：“图书馆仍然是知识获取最有

效率的组织形式。”图米：“图书馆还有保证社会公平的作用，没钱人也能免费

学习的机会。”  

古渡客：“图书馆学还好，一直不属于热门专业，但愿意读的学生还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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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所谓：“本身是一个小学科专业，不太希望很多学校扩招。这样最后砸

的还是这个专业牌子。”古渡客：“图书馆学的没落可能与信息环境有关系，移

动互联网太厉害了，当信息唾手可得的时候，愿意到图书馆看书或者查找信息的

人就越来越少了。”图米：“图书馆最好是想怎么做好自己的服务，而不是担心

被人抢了饭碗自己怎么办。”星光：“嗯，怎么吸引读者。”图米：“饭碗不是

因为做的工作不被需要丢的，而是该做的工作没做好才丢的。”Lee：“每一份

职业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正如图米所说，该做的工作没做好，肯定

要丢饭碗的。”西北风：“你一天老想着怎么保住自己的饭碗，不想着怎么干好

工作，其结果可能是你要丢掉你的饭碗；如果你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其结果也

许是谁也抢不走你的饭碗！” 

 

（1.8）开架永远都是找不到书的，是吗？ 

Lee：“我个人觉得，《省图书馆，书会‘躲猫猫’》，看似一则普通新闻，

实际上信息量很大，新闻稿中提到：‘罗霞前前后后冲着 5 本书去过，有 2 本书，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张小娴的《面包树上的女人》，遭遇了跟记者一

样的情况：网站明明显示在馆，可是按着索书号找了三四遍，就是找不到。至于

这些书后来又出现过没，罗霞已不再关心了。用她的话说，她已经‘学聪明’了，

再也不在网站上查书了，只管在借阅室逛逛看看就行。"我属于好事之徒从贵州

数字图书馆（http://www.gzlib.org/）查的《一九八四》，显示省图有纸本。点进

去看了之后才发现，书原来是在各县分馆，http://ilas.gzlib.com.cn/opac/book/416

643。”扣肉：“可见 OPAC 本身是有问题的。”Lee：“opac 本身没问题，可

能的情况是图书馆没有明确告知读者还有分馆，罗大姐没仔细看馆藏地点，记者

也没有事后核实，所以就出现了上上一条信息中记者写的罗大姐的‘遭遇’了。”

扣肉：“公开在互联网上的 OPAC 这样显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读者是在本馆

的电脑上查询，应该有办法默认只显示本馆的复本。”/kaNig*：“大开放管理

模式，读者会把喜欢的书藏起来，导致显示在馆找不到书的情况。”/kaNig*：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印度阿三：“开架永远都是找不到书的，另外我们有保

存本库和预借库。”Lee：“考虑周到。” 印度阿三：“但馆藏空间压力很大。”

水中鱼：“大开放管理模式确实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图书馆设有样本书库是很

有必要。”扣肉：“我觉得 OPAC 不显示译者，是不妥。作为一个从事翻译超

过十年的专业人士，译者是对作品很重要的再加工。”印度阿三：“作为一个读

者，找得到书才是王道。” 

 

（1.9）图书馆即时数据展示屏，数字背后的故事 

 

http://www.gzlib.org/
http://ilas.gzlib.com.cn/opac/book/416643
http://ilas.gzlib.com.cn/opac/book/416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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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图书馆（图片提供：广州书童） 

 

河北工*：“很少接触公共馆，感觉现在发展比高校馆好。”广州书童：“到

16：00，到馆人数 24,449。”图谋：“这个流量，确实相当了得。”河北工*：

“今天？”图谋：“或许会是 TOP5 之内？”广州书童：“在中国不是 top5 之

内，是 top1。”图谋：“因为不清楚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山图书馆等馆

的情况，因此存疑。”广州书童：“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不用存疑。”

图谋：“接下来就要 PK 投入情况了。”广州书童：“他们的也算可观，不过比

我们差一大截，起码少 200 万/年。”图谋：“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在远程

服务方面做得挺扎实。”gaozy：“国图、上海图书馆远程服务我觉得确实是非

常好。作为受益者之一，我要点赞。”广州书童：“我们的数字资源少，但是我

们的也是全面开放的。都不用到馆办证，只要网络注册，认可就能够使用。要论

开放性，咱也不迟疑。”gaozy：“我倒是在想，是不是可以有个图书馆就是做

实体服务。网络上的资源难道很有必要每家都买，重复建设吗？我倒是存疑的。”

广州书童：“我们的资源全市公共图书馆通用。”图谋：“公共馆之间的资源与

服务，给我的印象是，差距真不小。”印度阿三：“我上午看了一下，11 点左

右，进馆 6849 人，在馆 3984 人，全天估计在 15000 左右。”图谋：“上个周日，

某省馆 16:30 左右，到馆人数是 8793 人，大约是公共图书馆的 1/3。我刚才还翻

看了上海图书馆 2015 年 5 月 13 日 15:00 左右的数据，借出总册次 39071，还入

总册次 42483。一天的借还量与部分高校馆一年的借还量相当。”广州书童：“上

海我如果没有搞错的话应该是上海中心图书馆的数据，是连入系统的所有图书

馆。”图谋：“我当时看到这个展示，给我有一种‘视觉冲击’感。”洞庭水手：

“如何看这个实时数据呢？这个东西很好，我们新馆也准备上这么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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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书童：“我们也在做。”广州书童：“这个需要投资不少，软件和硬件。主

要是我们和上海一样，不是单馆，要搞全市的。所有图书馆都要一个人流统计系

统，摄像头等等，预算不算少。”图谋：“某省馆的比较简单，只显示‘今日进

馆’及‘当前在馆’人数。”图谋：“高校馆做这方面的东西，可能还得掂量一

下。光电费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扣肉：“人流量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有闸机。”

印度阿三：“我们也有，比较简单，我们有统一的服务平台，全市统一的。”广

州书童：“有人流量之后还要抓取数据。”图谋：“‘可持续发展’这点很关键。

很多新馆有个通病是，一开始轻轻松松‘拿来’或‘建起来’，但实际在自身条

件下无法‘转起来’。这个‘自身条件’包括经费、人力、馆舍环境等。”印度

阿三：“主要还是持续的经费投入。”图谋：“个人知道有些馆是属于经营有方，

不是单纯依靠投入。”印度阿三：“现在我们这边是不准经营。”洞庭水手：“我

们馆不允许收费。”cpulib*：“暑假一到，公共馆人更多。” 

 

（1.10）在流通部门积累服务经验与技艺 

扣肉：“年轻的同学们，如果你们以后真的到图书馆工作，我建议无论你们

的岗位是什么，都要到流通部门接触读者。至少半年以上。我觉得我以前在教务

处那么久，接触的学生多，跟长年在图书馆内勤不碰读者的人，在本质上是有区

别的。”朗月孤舟：“扣肉要新人接地气。”扣肉：“这些人缺乏对读者的关心

和爱护。我们馆长说，新入馆的人，都要在编目实习半年。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我始终觉得接触读者多了，心里会对读者有感情。总之是以为读者更好服务作为

前提。” 

hanna：“我们馆领导这几年‘以人为本’，尊重馆员个人发展，把本来从

事核心业务的比如分类、编目、采访的同志（采编部累，老师也愿意离开）都分

解到了看起来高大上的岗位上，比如阅读推广、查新、教学等。”华夏：“分类、

编目、采访，这些都可以外包的。”空谷幽兰：“图书馆的业务特别在高校，我

以为更需要关注读者服务、阅读、查新，教学做得好学生能更多受益。”hanna：

“现在学校做智慧校园，智慧图书馆也纳入其中，属信息化处负责。这样看起来，

趋势就是，图书馆只要提供一些服务即可，作为一个机构可以消失了。”春丽：

“不要消失，可以被合并。”2014：“被信息化处合并了。”春丽：“被信息中

心合并挺好啊，地位提高了。”朗月孤舟：“信息中心合并,地位会更加边缘化。”

2014：“现在有学校是图书馆与信息中心在一起的呀。”朗月孤舟：“图书馆与

信息中心合在一起非常牵强。”朗月孤舟：“分分合合,合合分分。” 

蓝马：“现代图书馆从诞生那天起就是存储知识、整序文献、确保读者公平

获取阅读的场域，并不是说传统形式的采编阅才是图书馆，阅读推广和其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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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就不是图书馆，即使在互联网如此蓬勃的今天，确保信息的公平获取，尤其

是海量信息的整序和分类，仍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只是我们应对变化的步伐走

得还是太慢，好似图书馆的知识传播价值变得越来越微弱，在激发人们创新创造

的作用上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但图书馆确实是传播知识、启发智慧的最佳场所，

图书馆人需要清醒的看到这一点，顺应时代开启变革。”嘉懿：“@蓝马 确实

如此。但很多文化组织/制度虽然声称自己为维护公平获取特定社会资源而存在，

但实际上它们主要是保障了中产阶级的公平获取，对这种组织的描述也浸透着中

产阶层口味的话语；有些阶层比如精英并不需要或很少用这些社会基本资源；有

的社会阶层利用这些资源的成本非常高以至于哪怕是免费的，利用它也成本高昂

以至于不利用才是合理的，比如很多西藏牧区的孩子并不参观北京的一个免费公

共设施。所以，有时候，图书馆让一个乞丐或流浪汉入馆，就可以成为爆炸性的

新闻。” 

 

（1.11）圕人千里来相会—安安与书童会面记 

 

 
广州图书馆岭南风韵（图片提供：河北*安） 

 

tianart：“@河北*安 已在广州？”河北*安：“是，一会儿去广州图书馆。”

gaozy：“若见到书童，请二位代为向娜娜问好。”河北*安：“争取照相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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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安：“@广州书童 联系过，不过听说您后天不在，所以改今天了。”广州

书童：“@河北*安 几点钟到？我有个早会，十点左右搞定。见群友哈。”河北

*安：“上午应该一直在广州馆。”嘉懿：“@河北*安和@广州书童 将进行有

史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晤，并就彼此共同关心的的图书馆装饰装修布局、服务管

理规划等多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达成一系列广泛共识。稍后，双方将在群里共

同发布会面的成果。”广州书童：“第一次见网友，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在远处观

望，我到底过去不过去呢。”印度阿三：“已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报告群主：左边

是书童，右边是安。”2014：“背包的肯定是来参观的。”图谋：“成员之间此

类约会进一步常态化。”朗月孤舟：“**社将在明日发表社论，社论题目为：圕

人会面常态化。”印度阿三：“题目叫《有缘千里相会，圕人堂中段子多》——

安安与书童会面记。”图谋：“圕人堂成员每天可能有 N 起约会，愿意展示的

欢迎展示。”中原劲草：“这群里不能整天板着脸来说所谓的行话，油麦点好，

活跃气氛。”图谋：“本来就是一个接地气地草根空间。” 

印度阿三：“@广州书童 想问一下，你们的自动分拣工作起来吵不？”广

州书童：“我们分拣在玻璃屋里面的，还好。”海边：“深圳和广州图书馆的流

通量特别大，自动化程度高。”图谋：“很多人去参观学习过，心得体会的分享

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期盼圕人堂成员多一些分享。很多成员对圕人堂有种种期

待，希望收获点什么，而收获之源是大家的种种贡献与参与。”gaozy：“有朋

友问我，圕人堂这个平台你这么嗨？为什么？我告诉他，凡事但问付出，莫问收

获。要每个人都要有特色，让平台丰满起来，生动起来。”图谋：“比如参与‘镜

头下的图书馆模样’活动，在群文件中分享读书笔记，分享自己各类型理论与实

践成果等等。”河北*安：“既然考察呢，就恨不得住图书馆，多了解一些东西。”

印度阿三：“你直接去找小肥羊叫他带你去吧，华师、 暨南大学都在天河那一

块。”广东小*：“欢迎过来。”河北*安：“@广州书童 非常感谢，今天收获

特别大，非常震撼，公共馆的服务不像我们有些偏离本行。”广东小*：“欢迎

河北*安到我们这里来指导工作。”河北*安：“好像我们这次参观成圕人堂专场

了。” 

河北*安：“见到传说中的杨博士了。”gaozy：“不能吝啬赞美。”河北*

安：“昨天走了 20000 步。”/kaNig*：“@河北*安 照片在哪？”河北*安：“都

传上去了。”左右：“看了广图的照片感觉现代化不亚于上图。” 

河北*安：“明天去深圳图书馆。”海边：“安，明天可以会见印度先生。”

印度阿三：“什么时候到。”河北*安：“@印度阿三 约的是 9 点半。”印度阿

三：“好的，欢迎欢迎。”河北*安：“我们去就是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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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中美图书馆经费来源的比较 

Follaw：“@麦子 美国各种类型的高校图书馆有没有最新的建设/评价等标

准？”麦子：“@Follaw 我看 ala 网站上有一些，http://www.ala.org/acrl/issues/i

nfolit/resources/assess/issues 但如果你在国内听见有人说美国大学图书馆评估，这

都是为了迎合国内的需求而说的，因为我自己的馆和姐妹馆从来没做过评估。”

许继*：“@麦子 是不是对图书馆对学校的价值或者绩效有评价的趋势。”图米：

“我觉得制度比评估来的实在。”Follaw：“@麦子 我比较好奇美国的各类型

图书馆遵照什么建设，决定权在谁手上。类似国内教育部、教委这样的部门，学

校，馆长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麦子：“@Follaw 以前有个朋友是公共馆，

每次开会，市长为主，他和警察局消防局争钱。”Follaw：“@麦子 这意思是

图书馆要自己去化缘，然后决定自己的发展吗？”麦子：“@Follaw 当然是。”

cpulib*：“国内有的好的公共馆有时是愁钱怎么花。”图米：“国内评估可以要

钱。”印度阿三：“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这边的港中大（深圳）图书馆好

像是说政府先给三年的钱，以后就要靠自己去找钱了，不过我不确定这个说法是

否准确。”Follaw：“@cpulib2009 2010 年以前，大多数公共图书馆愁钱从哪里

来；之后，免费开放，各级财政必须分项持续给予资金支持，所以，大多数馆又

开始愁钱怎么花。”Follaw：“@印度阿三 一些县级图书馆，人数十人左右，

以前开门都是问题，突然有几十万的免费开放经费，你说怎么花？”金三石：“关

于免费开放资金，我们除了不能买纸质书，其他貌似都可以。”Follaw：“@印

度阿三 大概您是江浙沪粤一带的。国家免费开放分东中西部，国家财政、地方

财政支持力度不同。东部好像地方财政自己搞定，中部和西部国家财政好像有支

持。” 

 

（1.13）关于数据库的购买的讨论 

许继*：“同方知网的中国知网（CNKI）买断了中国绝大部分期刊的版权资

源，这一现象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高校不得不接受知网的涨价。北京大学图书馆

今年 3 月发布消息称，2015 年的数据库合同期已到，随时可能中断服务。云南

大学透露，2014 年知网的报价从原来的 40 万提高至 70 万。武汉理工大学图书

馆称，2000 年以来 CNKI 公司对该校的报价，每年涨幅都超过 10%，从 2010 年

到 2016 年的报价涨幅为 132.86%，年平均涨幅为 18.98%。虽然涨价一度招致抵

制，但由于没有替代数据库，大学最后仍然不得不购买知网。在与中国知网进行

的价格战中，败下来的往往是高校一方。”顾*：“高校图书馆怎么会没有办法

呢？一有维普和万方，二我们伟大的高校图书馆可以文献传递啊。”hero8151：

“如果伟大的教育部发布命令，全国高校停止购买 CNKI 一年，它还能撑下去

http://www.ala.org/acrl/issues/infolit/resources/assess/issues
http://www.ala.org/acrl/issues/infolit/resources/assess/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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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Rain：“文献传递虽说速度还可以，但老师们要下载东西真的一会都不想

等。”2014：“图书馆是夹在用户与数据库商中间。”Rain：“其实我们图书馆

人很支持文献传递这种方式。”许继*：“就比如上海公交老年卡取消一样。老

师们有的是办法不花钱弄到文章。”琼琚：“就是，国内资源可替代性太强。”

印度阿三：“可以从淘宝的视觉审视服务，有效果再给钱，没效果就退款。”2014：

“而且还可以做大数据分析。”许继*：“对于非土豪教师，不愿意下载花钱，

图书馆可以先帮忙文献免费获取一下。” 顾*：“我要说的是，江苏高校图工委

在这方面做得很棒！圆满地解决了问题！江苏高校之所以还在大面积使用 CNKI，

不过就是读者习惯，还有高校图书馆真的不差那么点钱，话说反正也不是馆长口

袋里的钱。”  

 

（1.14）原版外文期刊的订购及议价 

14 席*：“请问各位前辈，你们的原版外文期刊都从哪家征订的，价格有折

扣吗？”烟大圕*：“就那么几家，折扣的可能性不大。”14 席*：“我们是从

中图公司订的，没有折扣，并且每年涨价。”烟大圕*：“教图也是。”广东小*：

“完全不可能的。”广东小*：“图书馆是没有任何议价权的。”图谋：“关于

进口报刊，我们这边不到 1 万元，领导也说让议议价。”广东小*：“买这点东

西，进出口公司都懒得理你。”图谋：“小肥羊那边属于大宗采购都没空间。”

烟大圕*：“我今年外文的数据库和纸质期刊，一律超预算了，都是人民币贬值

惹的祸。”图谋：“我们 2017 年只留一种报纸 Sunday Times.”广东小*：“几

万的话，别人都不一定愿意接你的单。”clf：“外文书刊没有标价，价格哪里可

查？一般是怎么验收的呢？”扣肉：“最简单的办法，你把码洋和实洋写一样的。”

14 席*：“没有，即使有，还有汇率换算问题，我们也搞不清，刊的价格怎么算

的。都是公司报价。”clf：“那订前总要给图书馆一个报价吧？”14 席*：“上

一年的报价加 10％。”14 席*：“这只是估价。到年中付款吋，中图会发来结算

清单。”clf：“嗯，就是感觉他们报个价，要就要，不要拉倒。价格是他们定，

要折扣的话，意义也不大了。”clf：“他们可以抬高原价，就像卖衣服一样。”

扣肉：“码洋实洋分开登。没有码洋的情况下，你只能写实洋。不过我昨天看了

一本外刊，发现电子版比纸本的还贵。”麦子：“这再好理解也没有了。电子版

可以多人看，流通快，不需要去图书馆拿。我们纸本都有折扣，但电子没有，而

且在集团采购时，有买一本花四倍价钱的例子。我们现在甚至在纸本是在订阅电

子版刊物后免费送的情况下，让对方不要寄。” 

 

（1.15）目录柜，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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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盒（图片提供：鱼雷） 

 

 

目录盒（图片提供：琼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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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柜（图片提供：张小懶） 

 

 

目录柜（图片提供：书小弟） 

 

河北*安：“去华南师大，跟杨老师请教，收获也挺多，不过光顾着听了，

忘拍照了。”生清：“不知大家可否方便时，提供点有关目录柜的照片，这东西

目前确实不多用，但也见证过图书馆的发展，今特在圕人堂群相册，建立专题，

准备收录有关目录柜的珍贵照片，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星光：“办个图书馆

历史博物馆也能看到。”生清：“这些东西，该让后人知道，虽然现在已经不用。

若还能有，关于目录柜中，卡片的照片，那真是更棒了。个人感觉虽然图书馆必

将进入更新的时代，但也希望能为我们曾经所熟悉的东西，留下点什么，谢谢大

家。”霞：“目录柜，历史的记忆。保存完整的一套可使用的话，挺好的。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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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有可能就被忽略掉。”霞：“有手写的，还有机打的。”生清：“作为

文献的收藏者，有时更觉得，该为这个专业自身的发展历史，做点什么。”霞：

“提建议：收藏到档案馆，可人家不见得收藏的。”琼琚：“这是我本科的时候

在某个公共图书馆看到的，已经不用靠墙放了，就好奇拍了几张，虽然没有经历

过那个时代，但至少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印记。”生清：“这东西不少地方都有，

且各地方的还不一样，很有看头的，若是参与者能更多些，会很有意义。” 

霞：“目录盒中的小铁棍是固定卡片，串起来。”鱼雷：“目录盒里面串卡

片用的。2014：“目录卡片下面有个洞。”图米：“串孔的。”鱼雷：“防止某

些手欠的人把目录卡片抽出来，更重要的是防止某些不讲究的人大手大脚的一下

把抽屉盒拉出来目录卡片洒一地。”biochem：“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查这些卡片，

查 BA、CA……找到期刊后复印论文。”琼琚：“这种东西莫不是见过，一般人

还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我们上大一的时候当古董参观的。”tianart：“我读

大学时，开架书库很少。都要到目录柜查，写索书条，再给闭架书库老师。”tianart：

“那些年代，新到图书馆的人都要跑库。”朗月孤舟：“当时数据库还是光盘数

据库，先在系统查文章目录，然后图书馆老师帮找光盘。”印度阿三：“目录柜

我们采编部还留着呢，而且是手写的，要字写得好的人才能做目录卡片，我只是

觉得前辈们的字写得真是好。”海边：“当年我手写过，刻写过，打字过。”烟

大圕*：“现在想想当时扔东西太随意了，包括早期的计算机等。”生清：“看

过前辈们手抄的帐页和卡片，真心佩服。”闲逛的猫：“我刚工作时，既分类、

编目，也打卡片，插卡片。” 图书采选：“目录柜真好，这就是图书馆的感觉。

我们以前的目录柜被前馆长给扔了，十分可惜！水曲柳的，自己学校的木工做的，

以后再以没有了，木工也没有了。” 琼琚：“《检索目录柜》新增 11 张。”图

林晓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引起许多的工作经历。”琼琚：“只是看看老

古董而已。” 2014：“我昨天去照了几张我们保留下来的目录柜，看你们发的

我都不好意思发了。主要是太脏了。”雨过天晴：“有保留下来的目录柜就不错。”

cpulib*：“以前见过是木制的。” 

 

（1.16）小议购买清洁旧书用的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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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尘器（图片提供：麦子） 

 

扣肉：“我们馆长推荐的一个吸尘器，用来清洁旧书上的灰尘。”麦子：

“@扣肉 3000 多的吸尘器？这么贵？dyson 的也不要这么多吧？！”扣肉：“就

是 dyson 的。无线吸尘器。馆长跟资产处申请的就是三千块钱。我曾经考察过，

国内一般的无线吸尘器，包括飞利浦的，都是充电十小时，使用半小时的。”

 麦子：“我们用于此类的手提吸尘器，撑死了 50 美元一个。”扣肉：“充

电十小时，使用半小时的，不行的。晚上馆里要断电，那我就没法充电。” 麦

子：“我们馆里用的是这个样子的。”扣肉：“啥牌子？”麦子：“Black and decker。”

 扣肉：“百得。我在京东上搜到了。” 麦子：“我自己买过他们 2 个，一

个用了 20 年。”扣肉：“也是充电十小时，使用半小时的。” 麦子：“这是最

普通的牌子。”扣肉：“京东上是 699。” 麦子：“@扣肉 就是，我可以买 5

个，白天充。”扣肉：“是用来吸古本上的尘土。四十年代的书。”麦子：“@

扣肉 我们是用来吸书的。”扣肉：“但是是不是用来吸古本书的。”麦子：“40

年代的书我们比比都是。1895 年前的书才算，也是这个。”扣肉：“这种东西，

国内小狗牌的更便宜。好像是三百多。”麦子：“我们馆的还不如这个。”麦子：

“你买的什么型号？”扣肉：“Dyson 戴森 V6 Motorhead 无线吸尘器 家用防

过敏 除尘螨 一机多用。”麦子：“这明显是吸地用的。这怎么能吸书尘？用附

加的管子？”扣肉：“有个软毛刷。”麦子：“@扣肉 你这个连续吸的时间是

20 分钟。我估计用 40-50 分钟最多了。”扣肉：“用一个特别小的吸管，吸尘器，

在吸书上的尘土。”麦子：“@扣肉 你这体积太大，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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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排解小馆员的大烦恼 

小馆小员：“真的不明白我怎么就那么不招领导待见呢？好歹我也是学图书

馆学的。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干劲特别大，当时刚好赶上搬新馆。我工作几个月后，

就换馆长了。搬新馆的时候我们采编老师休产假，所以当时采编所以事情都是我

在做，新馆初期的上架规划、流通这块也是我主要负责的。后来新馆都准备好，

正式开放后馆里就进新人了。我就带着一个新人熟悉流通，她是英语专业的，所

以也带着一起做了以前积压的一些英文图书。新同事熟悉了半年多之后，流通就

由她接收了，我继续负责采编。后来因为读在职研究生，在采编呆了 2 年的我就

回流通值班了。”图谋：“越是‘专业’的，越须低调一点。因为图书馆这样一

个机构，‘专业’人员原本就属于少数派。”酉卒林夕：“能大展拳脚的时候就

努力做事，不能的时候就发展自身随时准备大展拳脚。等换一任领导也许发现其

实前任对你真不错。”图谋：“‘专业’更多体现在工作上，不是体现在学习经

历上。”2014：“你找个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写写文章，积累一下报个课题。”

天外飞仙：“感觉你可能在馆里面过度强调自己的专业了。”扣肉：“你要知道，

如果能闭眼就把馆里的馆藏找到，那你就是最牛的。这是一个馆员的核心竞争

力。” 小馆小员：“毕竟学这个专业的，还是热爱这个行业的。谢谢各位老师

的开导，我会继续找原因  争取提升自身能力，加油，我上书去了。” 小辉：

“用我们馆里老前辈的话说，领导不重视，就是最大的重视，这样你可以专心做

自己感兴趣的事，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自由发展。领导重视了，那就惨了，整天

写材料、开会、领会领导意图，大多数时候瞎忙，最后有点成果也被领导占去了。”

度量衡：“@小馆小员 写论文要强调专业及专业术语;平时工作交流要把专业理

念与术话转化为通俗易懂搞笑的语言，不能一本正经。” 公共小*：“@小馆小

员 领导用咱，咱就干好；暂时不用咱，咱还不乐得自在么。” 

 

（1.18）阅读，需要推广吗？ 

许继*：“ 当代大学生阅读呈现出功利性阅读、多样性阅读、休闲式阅读的

特点，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对于提高大学生的阅读能力，激发大学生的

阅读兴趣，提升大学生阅读效率，引导大学生科学阅读，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倒立的*：“读书当然要为自己好，功利性谈不上。”鱼雷：“其实主要是功利

性和休闲性两种 。”许继*：“我是觉得关键作用这个词有点绝对真理的意思，

根据什么来的完全看不到啊。”鱼雷：“我不认为高校图书馆应该花力气去搞阅

读推广。”图米：“闲书不闲书这个分类本身就是功利的。”鱼雷：“阅读，本

身是个私密的事情（奥巴马就是这样说的）。搞阅读推广，就意味着你要对你校

几千甚至数万学生进行私人订制。”甬图万：“没有目的的阅读还有什么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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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阅读没有价值。”许继*：“随着信息网络时代到来，,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成为‘手机族’和‘网虫族’,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手机和上网上，使得书刊

等传统阅读对象逐渐消弭。为此，高校图书馆应积极采取措施，将大学生的注意

力转移到书籍阅读上，培养他们的求知欲和广泛兴趣，提升图书馆阅读率。但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很多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推广这一环节上还存在着诸多的问

题。”转身遇见：“既然时代的潮流是数字阅读，为什么还要大力去推广回归纸

本阅读呢？”鱼雷：“就因为总理在连续两三年的报告中提到了全民阅读，所以

图书馆的一些大佬们想；嘿，阅读，不就是读书嘛，我这里有的是书啊！那我来

推广吧，结果就形成了大批图书馆都安排大量人力物力来搞阅读推广。其实，人

家总理并不是这个意思，人家的意思说，老百姓要通过读书来提高自己，充实自

己。”Follaw：“如何吸引人到图书馆来？搞图书馆营销更好些吧。”甬图万：

“图书馆就是一个基本文化保障设施。”tianart：“个人认为，阅读一定要和信

息素养结合，信息素养与批判性思维的养成。”鱼雷：“那是比较高端的阅读了。

关键的是让一个人能静下心来读一页书。”甬图万：“把保障基本文化、文献信

息资源的先做好最重要。”2014：“我觉得阅读推广不一定要推广具体的书呀。”

许继*：“出版社行业利用政治能量发起农家书屋、全民阅读等利用国家资金为

图书买单，扩大市场等行为可以理解。公共图书馆应该是改进程序让更多人更多

次的使用图书馆，以此来促进阅读。高校图书馆的义务感来自哪里。”2014：“我

上周参加中图学会那个阅读推广基础班的学习，范并思老师说阅读推广服务的对

象是特殊人群，即缺乏阅读意愿或有其他阅读障碍的人。”鱼雷：“对于阅读，

无所谓纸书还是电子书。”2014：“图书馆营销吸引缺乏阅读意愿的人到图书馆

来。”鱼雷：“我读纸书是一种享受式的读书。”许继*：“前些年大喊图书馆

精神，不能干涉读者读什么，这些年又推广阅读，让读纸书，读经典 。”鱼雷：

“而读电子书基本上属于功利性的读书。功利性的阅读，我的理解是，我这次阅

读要达到个什么目的，比如，我讲课前的备课、要评职称了写论文之类的。”嘉

懿：“获得读书的愉悦感、从读书中获得精神享受，不算功利性吧。”嘉懿：“效

用，我觉得可以替代对阅读是否是功利性的评价，每个人读书都是为了获得他自

己的效用，无所谓功利不功利。”2014：“其实我觉得阅读推广完全不用推具体

的书，因为推具体的书就存在干涉读者阅读的可能，也不用非要推纸书。”许继

*：“阅读推广前图书馆对阅读关注的最多的要说阅读倾向需求调查了。这个是

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读者研究并改进馆藏建设。除了阅读倾向之外，大概有

研究的就是阅读辅导了。”鱼雷：“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宣传读书馆，通过阅读

推广宣传图书馆。”2014：“我感觉阅读推广是借全民阅读这股东风，把图书馆

服务重组一下，加上这个名字吧。每个人理解不一样，有的就推经典，推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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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阅读推广的内涵还没有统一认识。” 

2014：“我比较赞成这种不推荐图书的活动。”许继*：“高校图书馆可以

推荐书，推荐专业基本书。”2014：“推荐图书也不该由图书馆员来推荐。”鱼

雷：“专业书推荐是教师的事儿，用不着我们。”2014：“我们可以配合提供资

源。”许继*：“做书目可以的。”鱼雷：“我们在做的事儿是：拿到老师们给

学生们的推荐书目（肯定有馆藏中没有的），然后找到解决的办法，教给学生们。”

2014：“我不太赞成图书馆自己做‘推荐书目’，图书馆可以组织专家提供‘推

荐书目’，就看专家买不买账。”boson：“阅读推广有的人不以为然，有的人

认为是图书馆的重要业务。这个争议可以搁置，但很多地方阅读推广搞得实际上

不专业。”嘉懿：“这是一种组织趋同的现象，随着一些有效率案例的示范、专

业规范的传播、权力体制的压力，社会组织会趋向于按照相同的组织结构进行运

作，即便是采用这种组织结构是无效率的它也在所不惜。”芝麻：“世界上很多

国家都在搞阅读推广。”嘉懿：“其实，组织跟风、随大流有其合理性，是一系

列社会机制作用的产物，也是组织在当下的理性选择；尽管从结果看，一地鸡毛。”

鱼雷：“而现在很多图书馆长们也是这样，他不搞阅读推广，就好像有问题似的，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很健康就搞了，但没想明白该怎么搞，于是很笨拙，很不专业。”

嘉懿：“比如，图书馆搞阅读推广，尽管有很多不专业的甚至渣渣的现象，但是

这种活动使图书馆获取了存在的合法性、话语权，当然最现实的是资源。效率没

上去，但效益来了。”“我们对阅读推广的指责和诟病，大多是从资源利用的效

率来说的；但从图书馆/图书馆员获取的价值来看，还是物有所值的。” 2014：

“评价方法要科学吧。”嘉懿：“所以，对图书馆干的事，评价的时候，好不好、

有用没有用，要看对谁——对社会、对读者、对图书馆还是图书馆员，这些主体

有着不同的行为逻辑，不能笼统的说好不好。有些事情从社会角度看，是浪费资

源；但是对图书馆或者对参与的图书馆员，却是很有受用。有的对社会看非常有

益的事情（比如图书馆 24h 开放），对图书馆员来说却要付出更多。”远方：

“@嘉懿 这些都涉及价值观问题，一般主要是效率和公平两个指标，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利用效率明显不够，一个原因就否决了。” 许

继*：“我倾向于阅读行为体验包括阅读方法应用，阅读习惯养成。对阅读内容

推广表示不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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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图书排架知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7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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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28 09:25  

图谋按：2010年曾编撰过《简明图书排架知识》，因其可能有一定参考

价值，特此发布。 1. 什么是索书号？ 索书号又称为排架号，是表明

馆藏中的某一文献的排架位置、以便提取和归架的一套编号。一般由字

母、数字和其它符号组成。索书号由分类号、种次号、辅助区分号等构

成。如 TP31/123 、 H31/ ... 

29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大数据”与“小数据”  

2016-6-28 08:00  

摘自：唐文方.大数据与小数据：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新华文摘，

2016(6)：149-151.（摘自《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 6期） 大数据时

代的来临，表面上打断了原有的以抽样调查和实验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

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路径。网络的发展和对人们生活的不断渗透，使得大

数据的挖掘和收集成为可能。大数据 ... 

294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0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722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720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87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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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16年 6月 30日发放《圕人堂周讯》第 100-112期编辑补助 2600元，

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14669.68元。 

（2） 2016年 7月 1日 14:00，群成员达 1674人（活跃成员 513人，占 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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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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