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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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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王启云 编辑：宋晓莉 赵生让 董行 范良瑛 曾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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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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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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5 期（20160722）

（1）招聘信息

Follaw：“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正在申本中，未来可能是重庆中

医药学院。明年招聘 1 名编制馆员 1、硕士及以上，30 周岁及以下，计算机类、

图清档类专业，历史文献、中医文献、中医医史文献等相关专业 2、有两年及以

上图书馆工作经历且有馆员职称，学历放宽至全日制本科，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

3、有副研究馆员及以上职称，专业不限，年龄 40周岁及以下，学历放宽至全日

制本科。”

（2）会议消息

1）傲气雄鹰：“第十一届全国医学信息教育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

http://w.maka.im/pcviewer/XGQ4CDFX?DSCKID=d3a18f89-4a8d-4cd0-8b83-83

700036785a&DSTIMESTAMP=1468574559431 。”

2）Tianart：“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阅读与出版专业委员会、中国图

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阅读推广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将于 2016 年 8 月 5 日在

北京联合召开阅读与出版专业委员会、阅读推广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暨

"阅读推广：图书馆社会合作新桥梁"主题会议

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841 ”

（3）圕人分享

丹青：“志愿暖柳荫 书香沁人心。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朝阳奔跑”服务队

读书爱心公益活动侧记 http://url.cn/28saT62 。”

图谋：“SCI 再易主，中国学者必须知道的一些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90953.html （科技日报 2016 年 7月

16 日）武夷山等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的采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

长武夷山表示，从商业角度来看，买卖行为非常正常。他强调，一项业务的质量

高低，与它是否使用商业方式进行运作，没有必然联系。SCI 的商业性，不是它

受到指摘的理由。‘这次交易之所以让人感觉不一样，是因为现任东家和前任东

http://w.maka.im/pcviewer/XGQ4CDFX?DSCKID=d3a18f89-4a8d-4cd0-8b83-83700036785a&DSTIMESTAMP=1468574559431
http://w.maka.im/pcviewer/XGQ4CDFX?DSCKID=d3a18f89-4a8d-4cd0-8b83-83700036785a&DSTIMESTAMP=1468574559431
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841
http://url.cn/28saT6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909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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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属性完全不同。’张冬荣说。但她认为，这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信息社会内

容为王，作为一个科技信息产品，它能不能在科研和科研管理领域发挥应有的作

用，要看产品能否继续满足用户需求、把握时代脉搏，管控好自身质量。‘所以，

这次交易能产生什么影响，关键还要看新东家对产品如何打造。’”

飘扬：“昨日 SCI 被 237.3 亿抛售，今日已有期刊公开宣称放弃影响因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M4NDQ0Ng==&mid=2247484273&idx=1

&sn=cf10b6b37cadc1ba2a803a6b3c0e7d22&scene=23&srcid=0715dmXcjFUuqp4nr

torvLXN#rd 。”

闲在心上：“开封河南大学民国建筑欣赏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ODA5MDAzNw==&mid=2651776174&idx=1

&sn=5e1d4634297e63aeaad3329a3dd5e861&scene=2&srcid=0714Hc1Hgtqe55AxBQ

uMcrWe#rd 。”

tianart：“2016 谷歌学术指标出炉，影响因子面临冲击？

http://url.cn/2E1UrCy 。”

刘*平：“【集锦】最美馆藏资源_镇馆之宝（一）/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xNjcyNA==&mid=2651733203&idx=2

&sn=556b4960f0f0b21861a6b7cee36bc695&scene=23&srcid=0628r3rzfI3J6avoz

gssUCCE#rd 。”

Tianart、惠*澈：“首届阅读推广青年论坛作品征集令 | 花样年华的阅读推广，

花样年华的你 http://url.cn/29L54ey 。”

港湾：“7月修正影响因子 http://url.cn/27uLMft 。”

图谋：“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607/t20160718_272

156.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

行为办法》经教育部 2016 年第 14 次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图谋：“受委托在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中转发了两本书的序。这两本书均凝聚了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钱承军先生的心血。散木：《京报》研究的新探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1766.html 倪延年：永远铭记和缅

怀‘《京报》元勋’吴定九先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1767.html 。”

图谋：“如何促进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成果的推广与普及？.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763.html 。”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M4NDQ0Ng==&mid=2247484273&idx=1&sn=cf10b6b37cadc1ba2a803a6b3c0e7d22&scene=23&srcid=0715dmXcjFUuqp4nrtorvLX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M4NDQ0Ng==&mid=2247484273&idx=1&sn=cf10b6b37cadc1ba2a803a6b3c0e7d22&scene=23&srcid=0715dmXcjFUuqp4nrtorvLX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M4NDQ0Ng==&mid=2247484273&idx=1&sn=cf10b6b37cadc1ba2a803a6b3c0e7d22&scene=23&srcid=0715dmXcjFUuqp4nrtorvLX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ODA5MDAzNw==&mid=2651776174&idx=1&sn=5e1d4634297e63aeaad3329a3dd5e861&scene=2&srcid=0714Hc1Hgtqe55AxBQuMcrW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ODA5MDAzNw==&mid=2651776174&idx=1&sn=5e1d4634297e63aeaad3329a3dd5e861&scene=2&srcid=0714Hc1Hgtqe55AxBQuMcrW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ODA5MDAzNw==&mid=2651776174&idx=1&sn=5e1d4634297e63aeaad3329a3dd5e861&scene=2&srcid=0714Hc1Hgtqe55AxBQuMcrWe
http://url.cn/2E1UrCy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xNjcyNA==&mid=2651733203&idx=2&sn=556b4960f0f0b21861a6b7cee36bc695&scene=23&srcid=0628r3rzfI3J6avozgssUCC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xNjcyNA==&mid=2651733203&idx=2&sn=556b4960f0f0b21861a6b7cee36bc695&scene=23&srcid=0628r3rzfI3J6avozgssUCC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xNjcyNA==&mid=2651733203&idx=2&sn=556b4960f0f0b21861a6b7cee36bc695&scene=23&srcid=0628r3rzfI3J6avozgssUCCE
http://url.cn/29L54ey
http://url.cn/27uLMft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607/t20160718_272156.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607/t20160718_272156.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176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176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0763.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5-116期 20160729）

- 6 -

（4）问题求助

boson：“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是什么？@麦子 。”

麦子：“@boson 加州大学校董会。其实这是一个加大法人的说法，如果你要开

个支票给加州大学任何部门，台头都是 UC Regents。记得过去有个人说自己是

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会的，只能骗过国人，因为，那是学校最高领导当局。”boson：

“我查一些专利，是这个单位的，是不是贵校所有专利都在它的名下？”麦子：

“@boson 是这样，西半球最早的公司是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也就是 Harvard Corporation, 意思是一样的。他们的类似的正式活

动都在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下面的，一如 UC

Regents。这西半球的定义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世界最早的公司估计在日本。”

boson：“我查一些专利的专利权人是那个 regent，但也有一些显示专利权人是

uc berkley 之类，不知什么样的专利属于 regent 的。” 麦子：“我们很多人

都是签过一个合同的，说专利等归 UC regents, 我估计像 berkeley 等自己有内

部做法，想把专利留在本校。他们一直是想独立的，因为和其余的差距的确不小，

但实际上无法做到，所以，往往在实际中自行一套。

http://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infocenter/uc-inventions-glance 。这

个加大专利总括很好。” boson：“@麦子，看到了，多谢提示。”

（5）日常讨论

1）图书情报专硕的就业形势

图谋：“此方月.图书情报专硕就业怎么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4a09cb0102x1gb.html 。”小淘可可：“图

情硕士工作是找得到，只是不太好。特别是近些年，很多高校图书馆都饱和。”

2014：“专硕不一样吧。不知道图情专硕的培养体系啥样。”cpulib：“这由就

业办考虑。”2014：“我们学校是学院自己管就业呢。本科生就业率纳入院系年

终考评，跟院系经费挂钩。”cpulib：“首先读研读博的人不见得就是为了进图

书馆。”星辰：“就业可是个很严重的问题。”cpulib：“我也遇到一些人家根

本看不上图书馆。所以，何必担心就业问题。”2014：“第二，读一个图书馆学、

情报学的硕士，如果打一开始就不准备去图书馆或相关的行业工作，这本身就是

投机的做法。这里说‘投机’，不是在道德上批判，而是纯粹站在行业角度的痛

心与郁闷。”cpulib：“不过一般人最终都会找到一份工作，再经历二次，三次

http://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infocenter/uc-inventions-glanc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4a09cb0102x1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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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罢了。”

2）圕人堂平台联合投标科研项目的试探

2014：“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715/c219469-28557807.html

201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公告鼓励跨地区、跨单位联合投标，

鼓励理论工作部门与实际工作部门合作开展研究。”2014：“群主牵个头，以圕

人堂的名义投标。”牛牛：“这个真可以有。”生清：“全力支持。”gaozy：

“要做这个事。支持。”牛牛：“不过好像没有太多契合的主题。”图谋：“圕

人堂这样的平台确实是能有所帮助。”2014：“群主选个题，大家愿意参与的就

向群主自报履历。”牛牛：“先看条件：1.首席专家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经验，

社会责任感强，学风优良；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厅局级以上（含）领导职

务，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并担负科研组织指导职责；首席专家只能为一名。

2.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以及其他国家级重大科研项

目的课题负责人，不能作为首席专家参加本次投标。申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同年度不能申请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首席专家只能投标一个项目，且不能作为子课题负责人

或课题组成员参与本次投标的其他课题。子课题负责人须具有副高级（含）以上

职称，在本批次招标中只能参与一个投标课题，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两个投标课

题。”

3）西文书的价格查找与赔偿价格

印度阿三：“ISBN : 0803983808，题名 Human relationships 责任者： Duck

群里哪个馆有收藏这本书的能帮忙查一下价格吗？”徐霞客：“@印度阿三，

56.46 。”图谋：“那本书有好几个版本。文津搜索结果：所有责任者： Steve

Duck. 标识号：ISBN : 0803983808, 0803983816 (pbk.) 出版、发行地：London

Newbury Park, Calif. : 关键词：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Social

interaction. Social psychology. 语种： English 英语 分类： 中图分类 :

C912.69 美国国会图书馆 : HM132 参考文献：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p. [249]-274) and indexes. 载体形态： ix, 277 p. 。”印度

阿三：“找了，主要想问价格。”图谋：“我是提供进一步线索。也就是那本书

是 1992 年的美国出版的图书。文津搜索、读秀学术搜索均未显示价格。”印度

阿三：“有 86.92.98 三个版本，我也查了国图的书目。”默默：“孔夫子上有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715/c219469-28557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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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吧。亚马逊。淘宝。”生清：“我加工过的很多外文书，书中实际都找不到

价格信息。”图谋：“亚马逊有 2007 年（第 4 版）的价格信息。”印度阿三：

“600 多。”图谋：“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该书价格：225.83。”印度阿

三：“谢谢。我再找几个版本。”图谋：“1986 版，读秀上有全文。查这个东

西，读秀、CASHL 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同时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 marc 的规

范著录问题等等。西文书的价格著录，方式多种多样。”印度阿三：“应该是

86那个版本的，有人把书丢了，现在要赔钱。”gaozy：“你告诉他，不多，就

3000 块。”印度阿三：“要有依据。人家会跟你吵架的。”

麦子：“Title:HUMAN RELATIONSHIPS.Author:DUCK, STEVEPublisher:SAGE

PUBLICATIONSPub Year:1992Binding:ClothEdition:2ND ED.Content

Level:ADV-ACLC Class:HM132Subject Headings:INTERPERSONAL RELATIONS.YBP

Interdisciplinary Topics:PsychologicalApproval Note:AUTH: UNIV. OF IOWA.

TEXTBOOK--ADV. UNDERGRAD.Format:New Edition;

Textbook--adv.Language:EnglishUS List:49.95 USDHandled On Approval

YBP-US:6/9/1993UK List:37.50 GBP alternate editions (2P/0E)library

activity (22 sold) 。”

麦子：“Title:HUMAN RELATIONSHIPS.Author:DUCK, STEVEPublisher:SAGE

PUBLICATIONSPub Year:2007Binding:PaperEdition:4TH ED.Content

Level:ADV-ACLC Class:HM132Subject Headings:1.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2. SOCIAL INTERACTION.YBP Interdisciplinary Topics:Psychological;

Contemporary SocialApproval Note:AUTH: UNIV. OF IOWA. TEXTBOOK--ADV.

UNDERGRAD.Format:Textbook--adv.; New EditionFaculty Affiliation:U

IowaLanguage:EnglishUS List:70.00 USDHandled On Approval

YBP-US:4/25/2007UK List:31.99 GBPHandled On Approval YBP-UK:3/21/2007

GobiTween alternate editions (2P/2E)library activity (39 sold) table of

contentsBook NewsLibrary Note:Add...”

麦子：“是本教科书，有很多版本。最便宜的电子版要 158 美元。”

4）名人遗留藏书的处理

印度阿三：“葛剑雄:名人去世后如何处理自己的藏书

http://w.maka.im/pcviewer/XGQ4CDFX?DSCKID=d3a18f89-4a8d-4cd0-8b83-837

00036785a&DSTIMESTAMP=1468574559431 。”麦子：“这篇葛剑雄的文不错。我

平时遇到这种情况太多，我感觉是国内的图书馆太重视名人或教授藏书。其实绝

大多数的此类藏书是所谓的工作收藏，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但很多人希望通过

http://w.maka.im/pcviewer/XGQ4CDFX?DSCKID=d3a18f89-4a8d-4cd0-8b83-83700036785a&DSTIMESTAMP=1468574559431
http://w.maka.im/pcviewer/XGQ4CDFX?DSCKID=d3a18f89-4a8d-4cd0-8b83-83700036785a&DSTIMESTAMP=146857455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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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让自己留名，其实目的很自私。但国内很多图书馆的甄别能力有限，另

外还有上面的压力，于是把这些东西接过来，处理也不是，上架也不是。我现在

除了个人手稿，极少收私人收藏。即使收了，要事先说好，你的书我要能全权处

理，包括废纸回收。”湘农图：“麦子老师，您觉得‘家庭图书馆’这个说法合

适或者可取吗？”麦子：“@湘农图，也可以吧，但可能会被以为是可以对其它

人开放。”印度阿三：“@麦子，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此书被某馆收藏。深圳罗

湖和浙江温岭搞了这个。”麦子：“这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尤其可能是‘友情收

藏’。图谋的书我都收在馆里，但估计除了我其他人也不会看，但我想，总算在

北美做个记录，而且，因为其他图书馆没有，我们这本会永久保存。”湘农图：

“个人愚见，可能和个人藏书有交集。但是感觉这个说法更高尚一些。如果家庭

接近或相似的群体，可以互通有无，相互借阅成规模的自然也有会有类似‘图书

馆’个别功能。”麦子：“@湘农图，私人藏书比较贴切。”麦子：“家庭图书

馆听上去是世代传。比如嘉业堂什么的。现在遇到的往往是一个人的藏书，人死

了，收藏也就完了。我以前有段时间觉得自己是收尸的，一点不夸张。”湘农图：

“我的理解可能有失偏颇 。”gaozy：“@湘农图，不，你的理解很深刻，视野

很独特，这很好。”湘农图：“我看外面挂的横条幅写着要建立家庭档案，规范

啥啥的。”麦子：“我的最大体会是，任何人一定要在生前把藏书处理了，否则

到时很可能就是废纸回收的结局，当然，国内可能好一些，毕竟有太多的图书馆

要找书放。”湘农图：“家庭既然有档案可以建立，那家庭呢，书呢，给个什么

定义呢？原谅我思维比较跳跃。家庭图书馆的概念，好像没看到过也不知道是不

是孤陋寡闻，还是凭空腻造。”gaozy：“@麦子，是不是因为美国没有我们国内

‘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麦子：“@gaozy 大多人没有。”湘农图：“我公

公他们家的族谱就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1600 多年了，这个不晓得算作啥。”

素问：“族谱和藏书不是一个概念。”湘农图：“只是问问，没说是藏书或啥。

族谱可以算作是地方文献吧。”素问：“我办公室现在就有两堆去世教授家属捐

赠的书刊，领导还要搞个某某某特藏、文库之类的。其中一个教授的书清理完了，

除了一套民国版的书外，其他都是他自己买的普通书；另外一个教授的书刚刚运

过来，我略微看了一下，很多旧刊物，不知道纸包里面有些特别的没有。”湘农

图：“我理解的家庭图书馆，还是觉得和私人藏书不一样，可能流通这一块做不

了文章，但是采/分/典这块还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它应该是以家庭为中心，但

是至于怎么建立，如何建立，有啥，我还真没深究，不过这些都是不成熟的观点。

就像家庭档案一样。原谅我的天马行空，凭空想象和腻造。”麦子：“@湘农图，

我觉得个人收藏，私人收藏比较好，私人图书馆也可以。如果你把自己的收藏开

放给邻里，那叫家庭图书馆就比较合适。”湘农图：“谢谢麦子老师的中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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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湘农图，很多东西都有特定的文化语言含义，我们不得不在这些限制

下操作，自创有一定难度。”

5）图谋精神

幸福的大鱼：“图谋应该越来越多才好。”图谋：“偶尔‘图谋’的目的，更多

的是希望图书馆——精神，自己也顺便精神起来。”幸福的大鱼：“等我职称评

上了，我也争取当图谋。”gaozy：“职称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是‘图谋‘。谋

是一颗心，想做事，行是一举动，能做事。能力到了，更大的平台能做更多的事。

责任也更大。”幸福的大鱼：“谢谢！我会努力提高自己能力的，希望找到更大

的平台！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图谋：“职称是由他人称的，很多时候可能身不

由己；‘图谋’更多的是个人选择，‘To be or to not’随心所欲。”gaozy：

“大赞！这种气吞山河的心态，就是一种眼界。”图谋：“个人的‘图谋’之旅，

假如以正式起用这个‘法号’算，始于 2004 年（那年开始在 e 线图情设图谋博

客）。俺就一个俗人，个人选择‘图谋’，归根结蒂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12

年的‘图谋’之旅，自以为是快乐的、收获的。”朗月孤舟：“图谋的精神和执

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西北风：“理论是枯燥的，尤其我觉得图书馆学的理论

是枯燥、偏狭而浅薄的，而图谋却对其津津有味，真是难得！当一个人越对某种

理论讨厌时候，他也许就越缺乏这方面的素质。”图坛刘编：“图谋的精神，正

是所需要的，干社会需要而不易干的事;成圕人渴求却难达成之美。必须点赞，

加油!”笨笨虎：“给师兄点赞，近期大图封面论文。”苏豆芽：“收到刘老师

和图谋的书时，我觉得他们是图书馆界的匠人。”gaozy：“刚看了刘编的话，

我觉得很赞同很支持。我觉得圕人堂有一点极其好，实在。我们人抬人高，但是

我们客观实在。这两方面在圕人堂完美结合，因为平台里都是精英，都是业界翘

楚，明星馆员。我们抬谁，都实在，但我们还需要更多‘图谋’榜样。人带人，

人抬人，我们这个团队非常了不起！我骄傲啊！”

6）由一篇论文引发的学术讨论

图谋：“国内外图书馆职业能力研究进展与启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4215.html 摘编自：王启云.国内

外图书馆职业能力研究进展与启示[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3）：23-29.”

老马识图：“《国内外图书馆职业能力研究进展与启示》一文，论文第二和第三

部分收集了职业能力方面国外和国内的情况，确实花了功夫去检索的，但收集整

理资料本来就是图书馆人的专长，不明白花了那么多篇幅罗列的意义，是要给其

他图书馆人利用作进一步研究？还是和后面启示总结有什么紧密的联系？第四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42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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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总结中对美国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的介绍只是引用初景利的说法而已，依然是

罗列，没有能对美国图书馆学高等教育认可和职业资格认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作

一个有机的分析，似乎落入了自己对目前国内图书馆职业能力研究特点的评价：

多为概述性、深度较浅。其它内容是粗线条的，只是作者个人对此问题的展望，

连理论探讨都谈不上。期待这一课题的后续论文有新意。”图谋：“那是该课题

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同时是‘希望本文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图书馆职业能力研

究’。欢迎批评指正！”印度阿三：“注意到这篇文章 16000 字。”嘉懿：“这

个领域比较专业，内容看不太懂！从形式上看，个别地方表述是不是过于口语化？

个别段落，是否可以压缩或拓展、调整顺序？这些说法不一定正确，谢谢群主分

享好文。”麦子：“@老马识图的说法我很有同感，所以我们要写好这个题目，

但我同时承认其难度。某人的文章也是写的天花乱坠，和实际脱离太多，另外对

国外一些东西没消化好，反而让人觉得太高大上，没有实际运用的可能。”印度

阿三：“说点不成熟的看法，感觉学院(校)派同实践派有距离，从实践升华一步

到理论上不去，论文也就发不出来。”图谋：“印度阿三说的这点，也是我折腾

圕人堂的原因之一。介绍一个‘小故事’。2013 年第 3期读了周黎明主编写的

卷首语《与‘馆员’投稿者的一点交流》，对我的影响颇深，当时写了篇博文（周

黎明：与‘馆员’投稿者的一点交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696442.html ），全文转发了卷首语，

并写了简短的读后感。一年后的 2014 年 5 月 10 日，我决定办圕人堂 QQ 群，建

群目的为创建者试图推动做点有益图书馆界的事，比如 3个促进：促进‘两大阵

营’(来自图书馆一线实际工作单位的、来自教学科研单位的)的科研合作，形成

更具生命力的科研成果，互利互惠；促进与专业期刊的合作，专业期刊‘积极参

与与配合’，乃至‘引领’，意义重大；促进与《图书馆报》等媒体的合作，让

更多图书馆人看《图书馆报》。”图坛刘编：“@图谋，常有勇气。不过，能办

圕，抗打击力自然不一般。”印度阿三：“作为公图基层人士，觉得学院派和实

践派有些脱节。”嘉懿：“其实，尽管我们经常说要学以致用。但，其实，一个

重要的现实是，知识生产本身就是为了生产知识，并不追求指导实践。@印度阿

三 。”印度阿三：“那是从论文到论文。”麦子：“@印度阿三，的确如此，很

多报告也是。都是看，高大上是在做什么，但问题是，达到高大上的前奏是很实

际平淡的东西，你不做好实际的，永远也没可能高大上。于是下面一拨人，听神

仙故事。”嘉懿：“知识生产与实践有关系，但同时它是个独立的领域，有独特

的规则和多样化的目的。一味地或者即刻要求知识勇于实践，本身就不现实。”

印度阿三：“开拓视野可以，照行不可。@嘉懿，是，感觉特别是在写论文的时

候从实践升华的时候上不去。” 麦子：“还是要做好基本的东西。” 嘉懿：“比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6964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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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摩尔的那个乌托邦理论，几百年后才用于指导实践。” 老马识图：“对各

种观点应该进行比较分析的论述，而不是简单罗列。这要求写作者不是止步于检

索到哪些内容，而是阅读过这些内容并经过思考，叙述重要的流派观点和差异，

并有自己的想法，这样文章就有深度，有看头了。”

7）学术批评

图谋：“我很喜欢老马识图的批评，批评促进学习与思考，有利进步。当前的学

术论文，除了在投稿过程中或多或少可以收获一些批评，发表出来之后难得一

见。”图坛刘编：“@老马识图，讲得到位。文献综述非常重要。”图谋：“批

评者有批评者的思考角度。”图坛刘编：“论文，专业作者与专业读者真诚的去

廉价赞美的你来我往是重要的交流，目前是比较欠缺的。做个批评者也不容易，

既要有胆识，也要服人，也是功力的展现，值得表扬。”图谋：“还有一种有利

进步的方法，就是做‘论点摘编’，必要时辅以评论。可参考以下‘样式’：我

国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发展方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4473.html 。批评的过程，也是学

习与思考的过程。”图坛刘编：“图谋做了表率。真诚交流，都是值得表扬的。”

图谋：“作为我的角度，还有一个‘图谋’，就是期待更多人做这方面的事情。

短期内不见得有效果，但一定会是有意义的。”图坛刘编：“我们曾经有个想法，

就是挑些已发论文，供四方诸侯点评，言之有据，以理服人。后来，就只是想想

了。”图谋：“我选择的是一条‘折衷’法。”图坛刘编：“论点摘编，很有价

值，«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做了多年。这个对个人提升很有帮助，起码对文章的阅

读，就要更认真些。”图谋：“图谋博客中，‘学海拾贝’或‘摘编’的内容占

的比重比较大，其中有一定比例属于学术批评范畴。”图坛刘编：“四方点评是

学术作品提升的良方，关键是在投稿前，写好文章后，多请一些人来实事求是的

点评，然后不断修改。在商业上，这也是产品打造的手段，一个我们喜欢的产品，

往往有千百人试用了。学术作品，也可以这样。”嘉懿：“学术批评为何如此之

难，我们需要解释。尽管学术批评是学术生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它还是很

罕见。所以，虽然学术批评具有合法性（大家都同意，认同），但在现实中还是

很少，甚至木有。在一个学术生产的价值最终要依靠权力来评价的体制下，学术

生产本身构成了一个社会网络，学术活动不仅具有生产知识的作用，还是参与者

获取权力（学术权威、社会地位—科长处长 X 长……）、资源（职称，学历）、

声誉（大中小牛，大神，学科知名人士）的途径。在权力作为垄断评价者的情况

下，学术批评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网络的撕裂。尽管学术批评是合法的，但现实中

却是多重逻辑的博弈，因此，也是少见的。这是一个解释，不一定正确，应该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844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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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其它解释。学术活动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网络里。”tianart：“@

嘉懿 支持您的观点。”图谋：“嘉懿的思考很好。”tianart：“看楼上大家的

言论，除了学术批评，我们工作生活中的其他批评，都嵌入在社会结构人际网络

里。”印度阿三：“学术批评不说还好，相对文明很多和理直气壮，现实中的批

评就难了，特别是在图书馆这种单位，大家一团和气，想象一下被批评人的脸色

应该是很精彩的吧。” 图坛刘编：“批评和接受批评，都是一种能力。«图书馆

论坛»一直是持这种态度:批评是前行的动力。不仅仅是一种说法，也实实在在地

执行。问过则喜，批评，至少还在乎啊。拒绝批评，就意味着主动关掉了一扇清

新的窗户了。不过，批评不是中伤，造谣，诽谤，批评有自己的章法。”

8）图书数据查找

飘扬：“帮四川大学文学院的姜飞老师找一本书，（此处有亮点---重金酬谢）：

书籍通缉令 上海金马书堂 1930 年出版、作者署为‘百乐’的 68页小说

《上海之魂》，因事被四川大学教师姜飛通缉，在逃数十年矣，若有朋友或者朋

友的朋友将此书捉拿归案，或者提供此书的影印本或全书照片，或者提供此书的

有效藏匿信息，姜飛将致以读书人的崇高敬意，并奉上微薄的信息费和辛苦费（人

民币 4000 元以上，可现金，可转账）。敬请朋友们广为传播，助姜一臂，谢谢！

公元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姜飛拜托。【附言：据查，国图、上图等图书馆似

无此书，其藏匿处或在海外，或在私立图书馆、私人书房或者单位资料室。谢谢

朋友们！】。”度量衡：“@飘扬，这样的图书追查令多多益善。”

逄丽东：“张莉老师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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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

麦子：“国图是有一本，但能不能得到，很难说。”印度阿三：“人家不是说国

图没有吗。”麦子：“ 我估计能弄到这本书的可能不是很大。@印度阿三，读者

的话也能信？”印度阿三：“如果确定国图有可以想办法。”麦子：“那要我们

干什么。@印度阿三，任何人说的我都要自己查，尤其是读者。”gaozy：“这种

书，你基本上不要想着有电子版。”印度阿三：“如果国图有就好办了。”广州

书童：“未经允许，馆员私下复制领赏，性质严重。”gaozy：“文献请求者，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对于能拿出一些钱财来索求，怕是国图也托人查过了。”印

度阿三：“我估计应该是有数据无实物。”广州书童：“有数据无实物，账实不

相符的太多了。”麦子：“@印度阿三，你说的对，我估计国图并没有这书。” 印

度阿三：“所以我要呼吁的是我们这些前人要做好工作，否则害死我们这些后人。

现在特别头痛以前的数据。”广州书童：“如果国图员工真复制收钱被发现，轻

者警告重者估计可以开除。”麦子：“@广州书童，你的话对，如果自己馆有，

私下复制收钱是有道德问题的。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国内一些图书馆，为了拿

OCLC 的钱，在以前上传了数据，但实际上自己却没有书。我建议要这书的人能

乘机打假。”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5-116期 20160729）

- 15 -

9）图书馆建筑与规划

张*懒：

图谋：“Bodleian Library 是博德利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总图书馆，是英国

第二大图书馆，印刷型馆藏逾 1200 万册。1602 年正式建立于伦敦西北的牛津。

但其历史可追溯到 14 世纪。1598 年曾任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的外交家 T.博德利重

建该馆的计划为校方接受，才得以重建。博德利亲自监督改建工程，主持设计，

广泛搜集图书，并捐赠了自己的藏书。博德利图书馆馆史,见：

http://www.bodleian.ox.ac.uk/bodley/about-us/history ）。”麦子：“这

http://www.bodleian.ox.ac.uk/bodley/about-us/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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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中世纪风格。看到 bodleian 墙上的花纹有感，这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

一个中世纪教堂的入口，教会的门，全金属门，风格很像，设计很像。”

图谋：“国内关于‘图书馆’有句提法‘标志性建筑’，诸位分享的欧美图书馆

照片，给了我更深刻的认识。”麦子：“图书馆往往是一个学校的标志性建筑，

但在牛津等古老学院未必适用，因为未必每个学院有图书馆，有的话，未必是这

个学院的标志建筑。”图谋：“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是否一直作图书馆用途？

国内图书馆建筑（超过 50 年的，且一直作图书馆用途的），难得一见。”麦子：

“不一定，往往是一开始是图书馆，后来派其他用处。我觉得以后这种情况会越

来越多。图书馆建筑时间长了，逐渐成了标示，但继续使用有一定的困难，因为

原来的设计可能不适合新的需要。”图谋：“标志性建筑，或许还应有两个‘内

涵’：有年头且标致。如若‘昙花一现’，似乎是一种缺憾。”麦子：“是，光

有年头是绝对不行的。”图谋：“某高校图书馆是 1990 年 11 月建的，2001 年

进行了改建扩建，2008 年的时候就觉得建新馆的需求十分迫切。这种情形是当

前比较常见的。这个节奏，个人认为匆匆，太匆匆……”伊丰：“要看当年改扩

建的力度。也许当年力不从心。”图谋：“更多的或许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

里是哪里’。”嘉懿：“要解释，为啥么图书馆建设会有‘脚踩西瓜皮，滑到哪

里是哪里’——一种类似漂游式发展的问题。”tianart：“大环境的影响，许

多建设都类似踩瓜皮。根源是人与机制。”嘉懿：“图书馆建设就像荷叶上的蛙

跳，尽管它在运动，但跳到哪里似乎是不确定的，没有长远打算，跳到哪里算哪

里，是荷叶决定方向、路径、方式，而不是青蛙主动的选择？”tianart：“比

喻得好。”嘉懿：“实际上是没有长远规划和打算，走一步说一步，一切行动都

是临时应对。”嘉懿：“大概和图谋说的那个脚踩西瓜皮一样，都是地方上的俗

语，表达的是一个意思，民间智慧。”海边：“说没有长远规划的不符事实吧？

十二五、十三五，图书馆都有做文件的，哪怕是字面应对的东西。”嘉懿：“说

的是一些现象，比如图书馆场馆建设中的，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印度阿

三：“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解释，因为情况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图书馆只是在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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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被动的应付，跟地方的经济实力、领导的重视程度等关系太大，个人实际筹

建经验的一些感觉吧。”图谋：“提及图书馆规划，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刘春鸿认为：‘我觉得 80%的图书馆不一定会执行自己做出的十三五规划。学校

也不一定会按照图书馆的十三五规划拨相应的经费、人力、物力。没有学校的支

撑，图书馆的十三五规划就不一定实现的了，不一定能实现的东西谁会去重视？

其实真的就是这么回事。不少图书馆做了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

但是三个五年并没有按照三个规划来执行、落实，来跟学校要钱、要人的。图书

馆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断向学校提出各项要求，但实际上并不是按照规划的内容、

目标发展。实际工作中的需求推动图书馆向学校争取人财物的支持，但是谁也不

会拿着十三五规划向学校争取相应的人财物。图书馆自己制订的东西学校不会认

可，也不会支持。规划不能说完全是纸上谈兵，但纸上的东西多多少少是和实际

有脱节。实际上就是轰轰烈烈搞规划，悄无声息做计划。不少事情都是如此。’

（见：刘锦山．刘春鸿：图书馆规划辩证（图）

[DB/OL]．[2016-07-05]．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393

704 ）我觉得刘馆长说的挺实在的。”印度阿三：“当年我们的新馆设计藏量

300 万，结果刚开的时候发现空间就不够了，到后来经费不断增长，年度新增的

图书平均在 30 万左右，直接就堆死了。”小肥羊：“年度新增的图书平均在 30

万左右，你们的复本数是多少？”印度阿三：“不同的类型复本不同。”小肥羊：

“广图的复本量好像挺大的，有些小说类的好像是 7本。”印度阿三：“你们应

该和我们差不多的。”嘉懿：“一本正经的投入很多资源制定一个计划/规划/

目标，而后又束之高阁或漫不经心/客观所限的部分执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现象，不只是图书馆存在这样的问题。”

张*懒：“牛津 cable 学院。”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393704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39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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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懒：“最后那张是食堂。”

太阳素棋：“UCLA 滴图书馆也很棒，每个桌子上都有一盏台灯，空间很大，各

个学院都有专业阅览室。”图谋：“景观似乎同美国很相近？”图谋：“第二张

图还同重庆大学图书馆的民国风有几分相似？”

10）图书馆新技术设备的经费数额

幸福的大鱼：“各位老师大家好！请问：图书馆 1.引进一套自动借还书机器设

备大概多少钱？2.安装一套 RFID 无线射频设备大概多少钱？3.座位定制系统和

设备大概多少钱？我正做采购计划，头都大了。”gaozy：“设备品牌价格差别

较大，建议你找到相应厂商问问看。”幸福的大鱼：“请问贵馆买了吗？”小淘

可可：“是的，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还有些厂家提供免费试用的。”广州书童：

“进口的、国产的，差别很大。”幸福的大鱼：“这三套设备加起来 10 万能够

搞定吗？”gaozy：“群里有负责技术的同志们应该有相应的联系途径。我单位

使用的 RFID 之类，总经费预算是 600 万。”小淘可可：“我们一台借还机是 19.8

万。”gaozy：“10 万块钱，大概率不够的。”annl：“我们六年前用的 RFID，

也没这么贵呀。”小淘可可：“按招标程序走的，没问题。”annl：“自助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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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钱要根据馆藏数量确定价钱。”gaozy：“你们使用的 rfid，这些年下来，有

什么跟进的反馈不。”annl：“我自己一直关注着。也做些小的改进。”幸福的

大鱼：“RFID 系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服务能力？”annl：“不是一两句话

能说的明白。就看你们关注什么了。”广州书童：“1.引进一套自动借还书机器

设备大概多少钱？几万。2.安装一套 RFID 无线射频设备大概多少钱？一套是什

么意思？标签贵。3.座位定制系统和设备大概多少钱？”海边：“gaozy,你馆真

的为射频设备上了 600 万?”海边：“一套自动借还书机器设备，3M 的，30万吧。”

广州书童：“射频设备贵的是标签。看藏书量。”gaozy：“海边，对的。号称

打造物联网的智慧图书馆，做成智慧图书馆标志性样本。”幸福的大鱼：“太烧

钱了吧。”海边：“纸本藏书多少册？”gaozy：“130 万册。”幸福的大鱼：

“100 万册。”广州书童：“如果没有电子标签，自助借还没有意义。他们是一

套的。”梦随风：“我们馆一套下来话费了 140 万。其中标签 50 万根。两台自

助借还机，一台 24h 自助还书机，一台分拣，两天盘点，两台标签写入。”幸福

的大鱼：“两台自助借还机器，一台 24 自助还书机器，一台分检，两台盘点，

两台标签写入 ，一共是 8 个设备？”广州书童：“十万是包不住你说的那些东

西的@幸福的大鱼。”cpulib：“10 万图书馆来说是小钱。”印度阿三：“如果

公图，服务量大，用 rfid 好，老司机的话。”幸福的大鱼：“俺们是高校的小

馆。”广州书童：“高校图书馆就不用了，中大那么多书都没有用。浪费钱。”

印度阿三：“其它类型，不熟，不评论。”印度阿三：“条码用得挺好的。”广

州书童：“为了用而用，全部瞎胡闹。”金三石：“上了自助设备，可以减少一

线员工工作量。但是，人员是不可能减少的，减轻的工作量会被其他新的服务替

代。上架还是靠馆员。”幸福的大鱼：“我看美国有机器人上架。”金三石：“那

个费用。智能书架都上不起，就不考虑机器人上架了。”幸福的大鱼：“智能书

架多少银子？”金三石：“我们用的是层架标，图书上架前，需要先扫下层架标。

一节就好多银子。不敢多问了。”幸福的大鱼：“我见过智能档案架，没见过智

能图书馆架。”金三石：“和层架标关联，在检索时候就能直接显示图书所在架、

层。但是，读者是要随意翻动的，还是会有错。”幸福的大鱼：“能拍一下我见

识见识吗？”印度阿三：“某馆的智能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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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art：“我们馆也用层架标，我们的方式是原有书架上贴码。”

金三石：

金三石：“目前的智能书架，貌似可以定时扫描吧。每层的图书信息能及时掌握。”

印度阿三：“印象中好像是个可以拖出来的显示屏带键盘的，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图米：“智能书架不用排架吧。”金三石：“也要排的吧。”图米：“随时盘库。”

印度阿三：“是可以定时扫描的，一般是设定时间来扫。”金三石：“大致分类

还是需要的。”烟波：“清点固定资产，比较方便了。”图米：“不用细排省好

多时间。”烟波：“是个不错的进步。”印度阿三：“我曾经问过如果一个人无

聊拿着一本书在书架上一直放来放去的话怎么办。”金三石：“我们近期把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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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来了。定时扫描，不要紧的吧。”印度阿三：“会把服务器拖垮的。”幸福

的大鱼：“对的智能档案架的好处，你想要那个开就那个开门，随时找到资料。”

金三石：“全部上智能书架，一般的馆是上不起的。”幸福的大鱼：“古籍可以

上智能书架的。”幸福的大鱼：“谢谢大家了！我可以把计划上报了。”

11）旧馆藏一例

生清：“与前人相比，现在的文献资源建设都有太多不自信，最近翻我们馆的古

董些，真有太多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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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清：“这是我们馆目前发现最早的中英文刊。这些刊都有上百年历史，经历过

战火，且多地辗转，目前的装订完好度，竟然超过了很多八九十年代装订的刊。”

2014：“牛。”生清：“这本英文合订是 1879 年的，人家从首刊收藏。”gaozy：

“@生清 这是图书馆精神的体现。”生清：“@gaozy，是的，想想在如此困难的

年代，我们的图书馆人竟有如此的收藏理念，实在让人敬佩。”素问：“@生清，

请问外文期刊图片中那个钤印名称是什么？看不太清楚。”生清：“@素问，大连

医学院图书馆藏。三线建设时，大连医学院搬迁遵义，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馆藏。”

12）图书馆新技术的应用与超前性

金三石：“新加坡图书馆试用机器人管理员

http://www.techweb.com.cn/it/2016-06-08/2344534.shtml 。”annl：“机器

人如果能够将错的书放回正确的位置，就不需要管理员了。”黑天鹅：“机械化

和人工智能，真得让人获得解放么？人不从事必要的劳作之后，其存在的价值和

意义是什么呢？”Eric：“机器人不能完全代替人工，但是个很好的辅助。机器

人可以做一些繁琐细微的工作。”广州书童：“这个我听过新加坡那边人的介绍。

一个是查错，并不能上架整架。二，目前这个东西很贵。”annl：“科技进步，

这些都不是问题。如果真的投入使用，价钱会下来。就像 RFID，开始也很贵，现

在便宜多了。”gaozy：“科技的进步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但未来图书馆还是老

样子。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机器取代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目

前图书馆的有些工作层次较低，有些机械化的工作是注定会被技术进步而淘汰掉。

这是好的。所以，我更希望图书馆实践工作的圕人中有一批技术精英，能更好地

创新服务。有一批眼界开阔的精英，博采众长，促进工作进步。大家都知道前段

时间，有一个风靡一时的现象：机器人餐厅，有几个机器人提供服务的餐厅，甚

至打出‘禁止参观，游客止步’的标语，结果现在一个个都倒掉了。图书馆运用

机器人，总的来首，也就那么回事。毕竟图书馆是一个交流中心，需要人与人的

互动与交流，我对图书馆运用机器人是不看好的。”hanna：“我们学校电视台有

建校以来的视频，但是设备升级，无法读取播放，学校希望图书馆能够加工分编，

但现在的情况是无人会做。”甬图万：“图书馆不应盲目追求技术。”gaozy：“以

前的视频多是磁带形式的，需要转换，现在这样的转换设备确实不多了。也不是

无人会做，而是一般人没有这个设备。”凤舞九天：“@hanna，这不是应该电视

台或网络中心干的活吗。”hanna：“他们才不做呢。”凤舞九天：“那打死也轮

不到图书馆头上啊。”hanna：“堆在一个破烂的教学楼里。”gaozy：“@甬图万，

我非常支持你的看法。”hanna：“信息资源啊。”gaozy：“@凤舞九天 有事情

能想到图书馆，说明 hanan 所在的图书馆有为。”hanna：“机构知识库，这不都

http://www.techweb.com.cn/it/2016-06-08/23445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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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书馆挂钩。”凤舞九天：“也是。”gaozy：“一些不知道在干嘛的图书馆，

有什么事情都不会想到它。有的图书馆就是如此，一帮人如同蛀虫，寄生在图书

馆上，能做什么？只是做一些保安、文盲都能做的事情。”甬图万：“图书馆技

术太超前，都是浪费国家财力。深圳图书馆的 24小时自助机，吸干了好多图书馆

的资金。为什么能一年用几十万维护那些利用率低的机器，却不愿意花几万块招

几个员工。24 小时的后期维护费一台 7 万。”印度阿三：“作为亲身经历人，严

重不同意您的说法，技术进步是一方面，用的是人。”甬图万：“三年质保一过，

机器不行了，维护费高。图书馆的技术不能太超前，不是不用。成本和效益成反

比。”印度阿三：“个中是非曲折，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深圳图书馆的

24小时自助机不单是一台机器，是一个体系，需要后台支持的，一定要看到这一

点。”gaozy：“甬图万也是亲身经历者。我也亲眼看到各类先进的机器闲置，这

不是技术不先进，我觉得主要问题是读者不行，读者要教育。”印度阿三：“每

个人都看到硬币的一面。”印度阿三：“。”广州书童：“人才是主动因素！有

人（馆员）才有图书馆。”33 码半：“深圳这边机器利用率倒挺高，加上有预借，

挺受欢迎，就是读者使用中出问题太多，咨询量爆满，一线压力大。”甬图万：

“有个适用性。”印度阿三：“有兴趣可以找一下以前的文章看一下，前面我已

经说过图书馆是在这个时代被裹挟着前进的，有些事是身不由已。”甬图万：“把

个人经历说出来，找到解决的方法，学习到经验。”广州书童：“自助图书馆建

设是一方面 维护更加重要。”33码半：“技术进步是好事啊，但希望后期软件

硬件都要跟上啊，否则麻烦得不行。”gaozy：“群里共享过一些反思的文章。”

印度阿三：“自助图书馆辨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fa80210102w1ll.html 。”广州书童：“后

期的网络、设备、电。物流。没有这些就是一个摆设。参看北京朝阳。”印度阿

三：“‘但是也必须承认，由于政府强力推动，不少地方出现了‘一哄而上’的

现象。这正是我最为担心的，不免让人联想起当年为了实现所谓‘数字图书馆’

而蜂拥而起扫描馆藏图书的陈年旧事。在许多领导眼里，引进自助图书馆不过是

点缀和政绩，就像花钱买台洗衣机，接上水电就可以用了，就算是在文化建设上

‘为民办实事’了。为此我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劝解他们不要盲目上马。我承认

这样做是有私心的，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他们不会承认是自身决策失误，而是会

把账都算到自助图书馆的头上，会强加给自助图书馆各种污名。我们不愿意背这

个黑锅，结果却仍没能逃脱掉。在此我愿意不厌其烦地再次强调：‘城市街区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是为深圳量身打造的。其模式在深圳能够取得成功，是‘图

书馆之城’的体制，深圳图书馆的技术条件，以及深圳的物流、气候、科技水平、

读书氛围、市民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自助图书馆的模式无疑是值得大力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fa80210102w1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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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的，但深圳的许多条件也是难以复制的。同样是 24小时自助服务，东莞的自助

图书馆模式、苏州的‘无人值守图书馆’、张家港的‘图书馆驿站’等也可以获

得成功，均为因地制宜的结果。还要特别加以强调的就是各地的经济、财力的条

件。上文曾说自助图书馆是‘节约型’模式，但依然是要花钱的，因此我历来主

张不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地方暂时不要引进自助图书馆。曾经有一位西部地区的

主管领导在询问自助图书馆的价格后对我说：我们那里图书馆全年的经费也不够

卖一台自助图书馆。我的回答是：这说明你们目前还与自助图书馆无缘。对于相

当多地方的图书馆来说，自助图书馆的费用确实过于昂贵了，在决策上马之前一

定要谨慎斟酌，量入为出，还要充分考虑日后的运行和维护费用。’”印度阿三：

“我觉得这篇文章可以充分的说明问题。”甬图万：“后期维护很重要。”gaozy：

“这篇文章也就是一家之言。”印度阿三：“是的，至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

年的书社会里面为了这事弄得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啊。”广州书童：“我们

馆有 7 台，要维保、物流还有专人盯着。”gaozy：“没有绝对的好，绝对的坏。

在这个问题上，鼓励尝试，鼓励技术的运用，都是好的态度，太保守不好，但是

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广州书童：“总算效果还可以，稍显欣慰。要是和朝阳一

样……唉。”甬图万：“还有一个问题，自助机利用率不高啊。如何提高利用率，

投入要产出吧。”gaozy：“一言以蔽之，只要是花了钱，总会有点效果。要知道，

砸钱到水里去，还泛起水花呢。自助机器，在某个城市利用不高，可能是某个城

市读者不行。不过话说回来，在某城市，确实不行。也说明自助机器不适合在该

城市推广了。”广州书童：“我这边有去年我们自助图书馆的外借数据，要不要

看看？为什么我有呢，，因为这个是我负责工作的一部分。”印度阿三：“在某

个城市某个区域，都有高有低。”gaozy：“但是机器的本身是一种宣传，我就看

到乐购超市的一楼，孤零零的一个自助机，一年借出不到 5本书。这成本太高了，

就是买书都够发每个参观的人人手一本了。”gaozy：“有数据，当然要看了。”

甬图万：“这种宣传该不该由图书馆做？”印度阿三：“为什么我知道，因为这

个是我们研制出来的，不过现在没参与了。”广州书童：“每年我都要被绩效考

核搞得外焦里嫩。”印度阿三：“这个利用率，要看布点的位置和书。一般在公

寓、学校边上用的高，在工厂，机关反而利用率低。”gaozy：“我们都知道我们

这个地方，那数据是相当的难堪，不管放哪里，都差不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广州书童：“人家不会单台考核你，都是考核总体。”甬图万：“我们地区还是

具有普遍性的。”gaozy：“看来，正如甬图万所言，靠用户教育了。要加大宣传

推广，加大用户教育。”甬图万：“读者要看书，外包给快递公司，比你什么自

助机器强多了，还方便。”广州书童：“我这其他本来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公园、

商场、小区、地铁口。总的来看住宅小区使用率最好。不过看起来继续推进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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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大。”gaozy：“还是总体成本太高。就算是按照需求，每人买书赠书，也花

不到后续维护等费用的零头。”甬图万：“什么历史阶段用什么手法，太超前了，

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不过我们不浪费，其他部门也在浪费。”广州书童：“不

要一概而论。我觉得深圳就用的挺好的。”甬图万：“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财政收入减少，第一要压缩的什么行业，这种投入能持久。关键要一个持久健康

的行业发展模式。”tianart：“我们这里只有省图、市图二处地方使用，很受市

民欢迎。不过有不文明读者。”嘉懿：“一个机器/软件/概念有时候就可以把图

书馆搞的人心惶惶狼来了喊声一片，可能因为我们还是缺乏制度（图书馆作为一

种嵌入在人类社会制度矩阵中的制度）自信，文化（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网

络的节点）自信，效率（图书馆仍是人类社会组织知识的最有效率的模式）自

信？？？”

13）社区自助图书馆

金三石：“我们今年运行的第一家社区自助图书馆。”

濮市馆王*：“@金三石，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吗。”金三石：“是的。”濮市馆王

*：“在社区里面。我们是建社区分馆。”金三石：“我们也是在社区。”濮市馆

王*：“性质还不太一样。你也是公共馆？”金三石：“江苏昆山。公共馆。”濮

市馆王*：“昆山社区分馆在全国都有名的。”

第 116 期（20160729）

（1）招聘信息

Lee：“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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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weibo.cn/3732746641/4002222662364898/qq?sourceType=qq&from=10

64095010&wm=2468_1001 。”

（2）圕人分享

麦兜：“镇海中学阅读沙龙预告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UxNzQ5NA==&mid=2652321990&idx=1&

sn=8f9cf569ba78b732d5fa98ba3dd496ee&scene=2&srcid=0722ycrO0wEOLi19TzN2

V5Xb&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我们这个活动刚刚秒

杀了。”

图谋：“今天的图书馆报. http://m.xhsmb.com/20160722/edition_1.htm。”

tianart：“书博会 | 20 位名编辑推荐 20种（套）优秀新书

http://url.cn/27rnmmZ 。”

tianart：“第 26 届书博会评出“十大读书人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k3ODM4Nw==&mid=2652588345&idx=1&

sn=9f7429ebf520ff2751643dea3ff34806&scene=23&srcid=0728CyhrAf4y2IljHdp

E9nXO#rd 。”

城市天空：“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改革的 10 大锲机，你准备好了吗？

http://lib.notefirst.com/libnews/19556/default.aspx 。”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7月 28 日

http://m.xhsmb.com/20160728/edition_1.htm 。”

（3）圕人堂发展

1）亮相自由行（一）

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亮相自由行缘起：有部分成员认为当前活跃成员偏

少，找不到合适的参与话题。为了这样便于大家找到交流对象，特此开展‘亮相

自由行’活动，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参与。亮相内容：简单介绍自己以及研究方向

或兴趣爱好。实名与否，悉听尊便。实例 1：图谋——我是淮海工学院图书馆图

谋，在参考咨询部，从事数字资源采访、学科服务、科技查新等工作，当前的研

究兴趣为图书馆员职业能力研究。实例 2：惠涓澈——我是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惠涓澈，在采编部，主要做中西文编目，爱好读书写作，业余做阅读推广，当前

研究兴趣为图书馆文学与阅读推广。实例 3：芝麻——我是燕山大学图书馆芝麻，

科技查新与参考咨询部，负责查新，检索，咨询等工作，研究兴趣广泛，关注过

http://m.weibo.cn/3732746641/4002222662364898/qq?sourceType=qq&from=1064095010&wm=2468_1001
http://m.weibo.cn/3732746641/4002222662364898/qq?sourceType=qq&from=1064095010&wm=2468_100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UxNzQ5NA==&mid=2652321990&idx=1&sn=8f9cf569ba78b732d5fa98ba3dd496ee&scene=2&srcid=0722ycrO0wEOLi19TzN2V5Xb&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UxNzQ5NA==&mid=2652321990&idx=1&sn=8f9cf569ba78b732d5fa98ba3dd496ee&scene=2&srcid=0722ycrO0wEOLi19TzN2V5Xb&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UxNzQ5NA==&mid=2652321990&idx=1&sn=8f9cf569ba78b732d5fa98ba3dd496ee&scene=2&srcid=0722ycrO0wEOLi19TzN2V5Xb&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http://m.xhsmb.com/20160722/edition_1.htm
http://url.cn/27rnmmZ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k3ODM4Nw==&mid=2652588345&idx=1&sn=9f7429ebf520ff2751643dea3ff34806&scene=23&srcid=0728CyhrAf4y2IljHdpE9nXO#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k3ODM4Nw==&mid=2652588345&idx=1&sn=9f7429ebf520ff2751643dea3ff34806&scene=23&srcid=0728CyhrAf4y2IljHdpE9nXO#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k3ODM4Nw==&mid=2652588345&idx=1&sn=9f7429ebf520ff2751643dea3ff34806&scene=23&srcid=0728CyhrAf4y2IljHdpE9nXO#rd
http://lib.notefirst.com/libnews/19556/default.aspx
http://m.xhsmb.com/20160728/edition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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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的几个方面，目前弱点是，缺乏对某一主题的深入研究。实例 4：

tianart——我是河北科技大学图书馆 tianart, 馆内各项业务工作诸如采编、文

检课教学、信息咨询、流通阅览均从事过，现在负责馆内自助借还业务。个人研

究兴趣是信息分析、信息素养、图书评论，个人评价自己为‘典型的爱书人’。”

图谋：“此次亮相活动，期待更多成员积极参与，这样大家将因此受益更多。”

gaozy：“亮相自由行，很好。究其本质，是人以类聚，是迈向实名。就我而言，

平台里脾气相投，惺惺相惜的朋友，已经彼此成为好友。但我觉得，就致用来说，

还需要更多朋友分享真知灼见，抛出主题，亮出观点。如有基金项目获得者，不

妨就选题立项做交流；论文写作水平高的，不妨好为人师，讲讲心得体会；领导

水平好的，不妨提携年轻人的职场经验等等。讲出来，话题抛出来。各位朋友，

同志们，老师们！以我为例，我没什么很高的水平，但谈笑风生，因为我爱圕人，

我愿意花费时间，分享观点，晒出无知，供大家参考、批评指正，以期共同进步。

这是什么？这是态度。期待大家动起来，交流出真知，交流出感情。”

图谋：“亮相自由行。亮相内容：简单介绍自己以及研究方向或兴趣爱好。这样

便于大家找到交流对象，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参与。”gaozy：“将自己擅长的话题

亮出来，讲出来。”图谋：“我起个头。个人期待圕人堂中学生成员活跃起来。”

图谋：“我是淮海工学院图书馆图谋，在参考咨询部，从事数字资源采访、学科

服务、科技查新等工作，当前的研究兴趣为：图书馆员职业能力研究。”

惠*澈：“我是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惠涓澈，在采编部，主要做中西文编目，爱好

读书写作，业余做阅读推广，当前研究兴趣为：图书馆文学与阅读推广。去年刚

刚晋升研究馆员，今后的研究可能会放慢，更加从心所欲。比如假期读书有意无

意也做一些资料的积累。比如刘心武《百家讲坛》说红楼设置悬念，引发兴趣的

例子，被我收集起来。”

河北芝麻：“我是燕山大学图书馆芝麻，科技查新与参考咨询部，负责查新，检

索，咨询等工作，研究兴趣广泛，关注过图书馆服务的几个方面，目前弱点是，

缺乏对某一主题的深入研究。” 惠*澈：“@芝麻，需要在研究中发现自己。”

tianart：“我是河北科技大学图书馆 tianart, 馆内各项业务工作诸如采编、文

检课教学、信息咨询、流通阅览均从事过，现在负责馆内自助借还业务。个人研

究兴趣是信息分析、信息素养、图书评论，个人评价自己为‘典型的爱书人’。”

青荷：“@惠老师，我是文艺学专业出身，研究馆员目标接近中。以前写过《红楼

梦》方面的论文，现在研究方向是阅读方面。对您的研究方向和您们的‘彩云之

旅’很感兴趣，希望有机会向您请教。”

2）研究小组

青荷：“欢迎加入图研，群号码：276676471，刚建的研究小组。对（数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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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图书馆数字人文发展等相关议题感兴趣的同

仁，尤其有课题申报经验、有课题申报合作意愿的同仁，欢迎加入。加入条件：

馆员以上职称，有科研写作能力（C刊核心发文 3篇以上）。欢迎文献尤其是外

文文献检索能力强的同仁加入。更欢迎有国社、教育部课题申报经验和研究的成

功人士，指导、合作。就是一个研究小组，兴趣相关的可以一起探讨，凝聚力量，

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终点是组团申报课题。”Sparks：“感觉你是在招募团队。”

青荷：“很多人都没有高级课题的申报经验，我也是，希望能得到牛人的指点。

真的希望研究兴趣相投的，共同做点事。”图谋：“也是一种双向选择。圕人堂

提供的是一个平台或舞台，各取所需。其实圕人堂一直鼓励大家‘单干’。聚是

一团火，散作满天星。期待的是这种效果。”青荷：“这不是单干，一个班级里

的小组而已。”图谋：“‘聚’也好，‘散’也好，开心就好。其实群文件中已

经有有关‘课题申请’资料。”图谋：“参与群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大

窗中冒泡，也可通过群文件、博客、微信、微博等等途径交流与分享。另一句是，

循序渐进。直指目标而去，往往事倍功半。圕人堂这样的平台，可以是‘练功’

的场所。”

（4）问题求助

1）借还系统出问题的情况下，读者借还咋办？

风萧萧：“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借还系统出问题的情况下，读者借还咋办？”河

北工大安*：“暂停。”老玲子：“我们馆前段时间系统升级，有几天不能借还，

采取的是手工登记的方式，等系统能用了再登到系统里。”河北工大安*：“@风

萧萧，我们前一段时间换系统，停了半个月，但一定要跟读者讲清楚。我们馆馆

员年龄都很大，手工纪录肯定是干不了。”

2）文献分类的专业书

谢*南：“求教个小白问题: 我想查文献分类，推荐哪本专业书？”图米：“中图

法？”谢*南：“是文献分类。”谢*南：“按加工深度分 0123 次，按出版分十大

文献。按载体分手写印刷缩微等。我想知道 哪个专业书会介绍这个。”gaozy：

“这个似乎每本信息检索教程书里都有呢。”老玲子：“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之

类的书都有这方面的知识。”谢*南：“书名，我要书名。我要的是 一本书 文

献分类的标准。”河北工大安*：“没听说有这样专门的标准。”谢*南：“就是

找了几本信息检索的书，都不可心，看大家有没推荐的。”cpulib：“信息检索

的书大多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学校所具有的资源写的，所以，不一定适合其他学校。”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5-116期 20160729）

- 29 -

闽南师大陈：“看看这个适合吗？信息素养——学术研究的必修课（通识版，清

华大学）

http://www.xuetangx.com/courses/course-v1:TsinghuaX+THU201605X+2016_T1

/about 。”

3）GLS 全称

图谋：“‘1928 年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一所具有博士学位的图书馆学院（GLS）。’

请问其中的 GLS 全称是什么？”Desper*：“global libral studies。”刘*锋：

“1928 年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以下简称 GLS）。”麦子：“当年申请过这里，等了一

个多月，收到通知说他们决定撤销这个图情系。”吼吼哈哈：“我可惜的还有他

们撤销了图情系。”

4）课题申请

洋葱：“课题申请是不是得有一定的背景铺垫才有希望通过？”刘*平：“平时的

积累和涵养蛮重要的。”图谋：“关于‘课题申请’，科学网圕人堂专题还曾分

享：听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申报辅导报告笔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6898.html 该文的延伸阅读更有

料。”刘*平：“建议专题讲座准备期、申请期、完成期，延伸期分别详解。”广

州书童：“怎么从事实际工作的，就是运用型学科。对课题和论文的要求越来越

低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刘*平：“多在实际工作中动脑筋想办法，一

堆研究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期待看更多来自于实际工作的感悟和研究。”

（5）日常讨论

1）于良芝新作

图谋：“我校教授获 Emerald 2016 年度杰出论文奖来源：南开新闻网 发稿时间：

2016-06-03 南开新闻网讯(通讯员 樊振佳 李月琳)全球著名学术出版机构

Emerald 集团近日发布公告，我校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于良芝教授成为‘杰出

论文奖得主’(Outstanding Paper Award Winner)，为图书馆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以下简称 LIS)领域全球公认国际 A类期刊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以下简称 JOD)本年度该奖项唯一获奖者。 于良芝这篇题为

‘Back to the fundamentals again: A redefinition of information and

associated LIS concepts following a deductive approach’的论文于 2015

年发表在 JOD 第 71 卷第 4 期。该文针对 LIS 学科长期有争议的概念问题，从方法

http://www.xuetangx.com/courses/course-v1:TsinghuaX+THU201605X+2016_T1/about
http://www.xuetangx.com/courses/course-v1:TsinghuaX+THU201605X+2016_T1/about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6898.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5-116期 20160729）

- 30 -

论角度对以往信息定义进行评述，并选择‘数据’概念作为起点，通过逻辑推理，

逐步推演出了信息、知识、作品、文献等其他概念，为 LIS 基础概念框架提供了

新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在图书馆信息职业人才培养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具有创新性

的参考意义。于良芝长期致力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信息社会问题和图书馆管理

等领域的研究，已有多篇研究论文在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等本领域国际高水平期刊公开发表。 Emerald 是一家拥有近 50年历史的国际

学术出版机构，目前在管理学、图书馆学及工程学等专业领域拥有约 300 种高质

量同行评审期刊。为了表彰研究者在各自领域的卓越贡献，该集团每年会组织旗

下各学术期刊编委对其上一年度发表论文匿名推选‘杰出论文奖’(Winner)和‘高

度赞扬奖’(High Commended)，且每份期刊每年度至多有 1 篇论文获得‘杰出论

文奖’和至多 3 篇论文获得‘高度赞扬奖’。”徐老师：“于老师是以数据为基

本概念，推出图情学的其他概念，作为图情学的共同基础。于老师强调图情行业

过去的数据概念必须要修正。于老师前两年还发了一篇关于公共图书馆使命的论

文，也与此有关。今年九月份于老师以上述论文为框架的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的大

作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估计和美国鲁斌的图情学基础有的一拼。”图谋：

“另爆个料，于良芝教授将出版新版图书馆学概论，第一章内容下午报告内容。

于教授下午的报告也分享到群文件中了。”

2）社会学研究

嘉懿：“@图谋，看社会学人如何认识图书馆。社会学很有趣，擅长提出各种有穿

透力的问题，解释纷繁复杂的现象。”图谋：“艾尔.巴比那本书是经典。开场就

提这本书。邱泽群译的版本重发一次。”嘉懿：“巴比的书已经出了十几版了好

像，好书。2009 年出了第 11 版。”tianart：“我们的许多研究方法都来自社会

学。”图谋：“群文件中有 2005 年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第 10 版。”嘉懿：

“图书馆学的会议拿出时间安排一个社会学的讲座，主办方可谓用心良苦，也许

是在尝试把握实证研究之根，寻找实证研究之源。社会学研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

实证上的，几乎是不实证，无研究。”tianart：“大学有社会学研究方法，心理

学之类的专业课。”图谋：“徐教授的叫法，今天的主题是它山之石。”cpulib：

“学习总有帮助。”tianart：“还有市场调查，这门课当年是徐老师教的。”嘉

懿：“觉得说他山之石都有点自大了，也许我们在这种研究方法上，只是人家支

流上的一个小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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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书馆证

图谋：“我原打算办个证，瞅了下情况，未开口。”海边：“不在本地住，有证

怎么用？”图谋：“有的非常有用。比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均非常有用。可远程利用部分数字资源。国家图书馆的可远程利用 156 种中外文

数字资源。还可以利用其移动图书馆。”tianart：“我也有国图与上图的证。”

cpulib：“如果把全国的省级图书馆都办个证，那也不错啊。”

4）研究成果的结果

印度阿三：“浏览了一下[上面分享的几个文件]，十分好奇这些项目做完之后会

怎么样？研究小白痴小声的问一下。”tianart：“@图谋，国内图书馆的层次区

别很大，有些成果未必适用某些馆。”图谋：“为成果找人，为人找成果，让成

果更好地‘结果’。”tianart：“群主说得好，。”图谋：“下大力气得出的成

果，鲜有人关注或进一步利用，匆匆被结果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嘉懿：“@

图谋 其实，科研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生产本身，不一定非要应用（即便是花很大

力气搞出来的）。古往今来，有多少研究被应用了？而且，一段时期内的科研，

翻来覆去的就那么多话语，如果整体的观察一下特定时间段的科研产出，实际上

大家说的东西都是那么几样东西。尽管某个人的成果没被利用，但可能它表达的

东西已经被实践了。”谢*南：“@青荷 ，研究就两类：empirical 和 logical 前

者就是实证，后者为逻辑演绎通常的理论研究，通常，因为实证也可做理论研究。

随便一本研究方法书都有说明学术研究就是这样，就个人要吃饭睡觉一样再正常

不过，不这样就不是科学研究。实证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是两回事。研究本身严

谨科学有价值自然推广。问题是现在很多研究发表了立项了，而实际都知道是什

么因素使其发表立项，自然不能被真的认可！涉及到真实利益，就知道成果好不

好了！这是自然规律。问题出在根源！！！和 考评！”gaozy：“看来制度问题

都是通的。可怎么样想法更好呢？更好的想法怎么去操作实现呢？路径实现，好

多问题。”青荷：“实证研究自然包括成果。实证都是假把式、伪命题或是不自

觉的伪命题，成果也就不用说了。再推广，也是出自个人私心而非公利。所以，

不管是什么东西，需验明正身，不能都归结到制度上去，总有真命题真研究，这

是需要推广和普及的，关键是推广的路径，这是研究要解决的，制度还是交给政

治家们。”嘉懿：“@谢*南，制度提供的激励，确实是问题所在。科研人员会根

据科研制度来行动，不同的科研制度安排，塑造了科研行动者的不同行动。如果

激励的制度是扭曲的，能指望科研工作者按照理想化的科研流程来行动吗。”谢*

南：“IMARD 研究方法和结果是完全分开的两部分。@嘉懿，实际很赞同施的话，

科研人员不要做市场！！研究好，自然有公司找你！他们可是吃油的老鼠，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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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点风吹草动都不放过，学者就做好科研就是。”

5）图情刊物

图谋：“《图书与情报》不收版面费（包括基金项目的），稿费 300+，被人大报

刊全文转载另有奖励（500～1000 元）。”

图谋：“《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征稿启事《图书馆研究与工作》是由浙江图书馆

主办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33-1398/G2，国际标准刊号：

2096-2363，月刊，大 16 开，每期 96 页，每月 10 日出版并公开发行。它秉承学

术研究与经验交流相结合、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办刊宗旨，紧密关注图书馆学研究

热点与前沿问题，推动图书情报实践提升与理论创新，注重学术性、实用性，适

合各级各类图书馆（室）、情报所（室）、资料室工作人员和广大读者阅读，欢

迎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惠赐稿件。本刊对来稿有删节权，如作者认为不便删改，

请在文稿上注明。对于拟用稿件，本刊将在收到稿件后一个月内发出用稿通知，

请作者留下电话、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一个月内未接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另行

处理稿件。限于人力，本刊对拟不刊用的稿件不退稿，请作者见谅并自留底稿。

为实现期刊编辑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我刊特对来稿作以下要求：1234567 电话：

0571-87988086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曙光路 73 号《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投

稿邮箱：lsrw@zjlib.cn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gaozy：“《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公开发行之后，原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停办。”

黄淮杜*：“希望图书馆的好刊物越来越多。”

6）图书馆建筑的设计

麦子：“我 09年去的时候，他们[天津图书馆]在说要去外地取经，现在看，和又

不少上海浦东馆的痕迹，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另外自然采光有点差。总体给人以

很庄重的感觉，但人们去图书馆是为这种感觉吗？”广州书童：“天津图书馆去

过，感觉空间挺浪费。另外，少儿服务区域太小了。”河北工大安*：“这个色调，

确实感觉庄严肃穆。”麦子：“就是，然后又是那种井洞式的硬冷。阴冷。当然

也硬。感觉是个南北合串的四不像。”广州书童：“北方的这种设计，其实挺耗

能的，我感觉。”麦子：“另外就是无故拉大了和读者的距离，你想，从街面走

到最后的服务点/书，要多远？”广州书童：“确实。”

7）少儿图书馆的面积

boson：“天津馆我觉得挺不错的，我去了就感觉：天津人民真幸福。”广州书童：

“别的不说，我们同行去了，觉得少儿服务区域太小太小了。”河北工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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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书童，广州馆少儿服务区面积多大？我们在规划新馆各个区域的用途呢，其

中有 1000 多平用于教师休闲、少儿服务等。”广州书童：“我们五六千平吧，不

过还是不太够。不算共用的功能区。”河北工大安*：“我们主要是给学校职工的

孩子留个空间。学校职工一共才 2000 多。”广州书童：“天津，我记得是一个很

小很小的角落，目测四百。我们少儿部的同事去了很郁闷。”印度阿三：“我们

少儿是后加的，不到 600，吵到爆。”广州书童：“我们自己条例规定不少于百

分之二十。算上公用的，还是不合格。”boson：“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复康

路馆）座落于南开区复康路 15 号，总建筑面积 9306.8 ㎡，是天津市青少年的信

息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阅读中心，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广州书童：

“那这样算，广州少儿馆 1.9 万平方。”印度阿三：“你们如果馆外有广场的话，

如果有人要拍东西怎么管理的。”广州书童：“别的地方有少儿区域不能代替自

身设计的不足。”印度阿三：“我们以前的老馆整体给了少儿，3万多吧。”广

州书童：“其实我搞不太明白，你们三万多老馆不难，搞了个五万的，为甚咧？”

印度阿三：“太旧了吧，我也不知道为啥呢。后面就是荔枝公园，我上面问的问

题书童你们遇到过吗？”广州书童：“我们翻了五倍啊。但是还是老馆舒服。”

印度阿三：“是啊，老馆的环境很好的，周边生活也方便。”

8）图书馆服务一瞥

图谋：“天津图书馆总馆的自助办证服务很便捷，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高效的。

穿拖鞋一律不许进馆，那种脚后跟有带子的必须放下来。非敞口的包必须放存包

柜（包括放钱包的小包），敞口包经察看后可以带进去。”麦子：“这不错。”

扣肉：“不穿拖鞋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存包的要求，是为了什么，怕丢书么？”

图谋：“据说参观者可以凭身份证入内，不用交 100 元押金办证。目前该馆似乎

不支持凭借书证帐号的远程访问。我分享上述信息，主要目的是供参考。”印度

阿三：“我们这里随便进，过安检就行了。”图谋：“馆内好些地方要有效证件。

如果存包时把有效证件（主要指读者证、身份证、老年证）存了就不方便了。”

gaozy：“馆内还需要身份证？”图谋：“好些房间是刷证入内。我是通过身份证

办的，读者证上与其关联，电脑上会显示身份证上的照片。”清凉桐影：“走之

前把 100 元押金退还回来没？退的话是不是借书证要收回啊？”图谋：“算我收

藏了，或者算参观费了。”图谋：“读者证的网络用途基本仅限于登录 opac 查询。”

清凉桐影：“不过我在线咨询天津市图书馆的老师，回复说可以使用馆里的部分

电子资源。”图谋：“目前没有远程访问数字资源功能。”凤舞九天：“图书馆

什么时候变成找论文的地方了，他以为这些论文不要钱，免费下的啊。”gaozy：

“图书馆文献传递是参考咨询部门服务题中之义。”凤舞九天：“图书馆就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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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别什么都揽自己头上，到头来累死不说，还没好话。

文献传递这个，说来跟鸡肋差不多，理想很美好。其实说穿了，找不找得到文献，

全看有没有买权限。”图谋：“当前，其实好些大型公共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远程

访问比许多高校馆强很多。”清凉桐影：“对，并且秉承免费原则。资源也比高

校馆多得多。天津市图书馆也是使用的易瑞授权访问系统。”图谋：“我昨天登

录了，似乎需要另外的账号？不是读者证账号。”

9）学科服务与馆员的被认可

云：“高校图书馆现在都在搞学科服务啊。学科馆员对接院系。只是这个业务吧，

开展起来不太容易 。”凤舞九天：“对接是对接，但是不能搞成跟秘书一样啊。”

云：“有时候能帮他找到，有时候确实很难找。”gaozy：“为读者找资料，还是

为人找书的基本范畴。每年做得好，确实很有用。”云：“学科馆员现在是各个

高校热点吧，只是开展的好的单位很少的。主要是也没啥额外的途径，主要靠馆

员自己对各种数据库的了解，然后去解决读者的问题。然后其实馆员自身水平也

有限，还有就是有些东西确实不是公开的，哪有那么好找。”凤舞九天：“这样

说吧，我对一个数据库再了解，没有账号又能怎么样。”云：“ 有理。其实做到

对数据库很了解都很难，尤其国外的。”图谋：“当前，很多科研能力较强的教

师，有许多途径获取各种账号。”云：“对的 其实应该让他们来做学科馆员。只

不过他们才不屑于做这种事。”凤舞九天：“那些账号要么来着淘宝，要么来自

论坛，要么是出国留学办的回来后人家学校没有封号，要么找熟人要的。”云：

“都把这种东西当作是自己的珍稀资源来用的，而且现在考评都是靠文章，占有

的稀缺资源当然也不乐意分享。”凤舞九天：“他们不是不屑，而是不愿意拿出

来，就像你愿意把自己好不容易搞到的东西让别人随意用不。”云：“图书馆搞

学科馆员吧，出发点是很好的。解决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倒还可以，比如推荐采

购或者图书馆利用中出现的问题，已经有的东西不会查，这种。但是遇到这种高

度的问题，就难做了。”凤舞九天：“推荐采购还是用户来比较好，毕竟是他们

看。图书馆跑去买书，以为买了最新的，拿回来，结果人家根本看不上。”云：

“对的。所以有了学科馆员之后，他们就发邮件或者 qq我自己想看的，我再反映

给采编部。有些人确实不知道怎么直接联系采编部。这样会密切一些。”清凉桐

影：“本来应该图书馆做的事情，靠个人能力去搞账号弄资源，非长久之计。”

云：“图书馆搞学科馆员，其实主要希望老师可以用一用，因为图书馆地位在院

系老师那里太差了。但是实际做起来很少有老师把这个当回事儿。其实也是成效

问题。那种鸡毛蒜皮的事儿，其实也帮不上他们什么大忙。真正他们想问的，类

似这种什么海外论文的下载的事儿吧，大多数又是无能为力的，或者绞尽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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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了劲了。”凤舞九天：“老师们一般下文章都自己去找，因为图书馆去下，

效率太低。所以这个服务真的是鸡肋。”云：“定位是为学校师生的科研教学服

务，目的其实就是提高图书馆在学校教学辅助中的地位。但是好像很难呢。”凤

舞九天：“图书馆应该把精力放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而不是去迎合做一些超出自

己能力服务的事情，那样只能被别人说是一天太闲了。”云：“恩 所以说真正能

体现用处的是‘非一般文章’。”凤舞九天：“如果把辅助和下文章等同起来，

那么制定政策的人估计是外行。”云：“ 高校现在都在搞学科服务啊，很火的 。”

麦子：“学科馆员做文献传递是浪费。论文一般要付钱。我问过 DAI 的全文版，

大约 50 万美元，极少有订的，因为性价比极低。我馆每年的论文索取量大约是

50多，一般谁要，馆际互借就给他买个电子版，大约 35美元，这是性价比比较

高的做法。”青荷：“在高校，老师根本看不上\质疑图书馆（或人的能力），除

非你也是科研牛人大咖。”凤舞九天：“火的东西就好啊？图书馆要对科研人员

体现出他们欠缺的优势，别人才会尊重你。就跟有句话说，别说你被人利用，那

是因为你还有价值，如果别人连用都不愿意，说明你就一无是处了。”云：“对

啊，这种优势到底是啥呢？”小丸子：“同问，图书馆有啥优势呢？”凤舞九天：

“图书情报啊，做学科的信息分类，发展趋势预测。”青荷：“人家才不要你的

预测。”云：“对于具体的使用者来说，这些他们并用不到。”凤舞九天：“科

研人员他只清楚自己那个研究方向的前沿，图书馆可以站在比他们更宽的视野来

看待一个学科。”清凉桐影：“图书馆现在炒的概念挺多也挺响，真正有多少概

念能为用户切切实实提供帮助呢不炒概念，论文发表不了。炒概念前后，对馆员

的个人能力提升在哪呢，实在是有点迷茫。”青荷：“自己科研都做不好，还预

测人家学科，谁相信你。”凤舞九天：“不要你的预测，是因为你的预测的价值

还未足以吸引他。你看看 endnote 的统计分析功能，琢磨一下吧。”清凉桐影：

“外行预测其他学科，自己给自己拔高而已。”青荷：“有几个这样复合型或者

专家型的馆员？”凤舞九天：“图书馆最牛的就是可以做学科交叉的东西。”麦

子：“@凤舞九天，你这个更宽广的角度说我不同意。如果有这个本事，图人自己

做研究算了。”凤舞九天：“单搞科研的人只关注自己的那一个点，但是事物的

联系是很多的。”云：“其实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博士阶段方向都定的很窄了，

大部分人是不会再生出什么新方向的。有一部分老师生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也并非

因为图书馆的什么预测，人家自己领域也有牛人和带头人，去研究这些交叉学科，

生出新的方向。”清凉桐影：“统计分析几个关键词，就指明学科热点，有点太

武断了。”青荷：“关键是老师根本不相信你有这个能力。”谢*南：“再问图书

馆有什么优势时候，先问图书馆员有什么能力？图书馆员的能力能否解决师生需

求？所解决的需求是什么级别的需求？如果不具备解决高级别需求的能力那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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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学习的条件’。”凤舞九天：“那你先把他们的需求搞清楚。下载文献

除外。”清凉桐影：“需要 SCI 论文。”云：“其实不是下文献，而是告诉他们

如何找到文献。问题是现在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找到文献。”图米：“不是你比他

厉害，才要被尊重。”青荷：“图书馆不培养自己的人才，真正复合型或者专家

型的人才，要走精英路线是不可能的。但是，真正复合型或专家型人才，人家又

不在图书馆呆着。”云：“我觉得我能告诉他，这个文献在哪个网址可以找到，

即使它是需要他自己付费的，那我的任务也是完成了的。就是有时候吧，我的业

务水平吧，连在哪个网址能找到，都告诉不了他。”谢*南：“还是先看看馆员自

己吧，实际还可以问，我们馆员付出多少？这个付出不仅是量，更有质。”青荷：

“图书馆没那么高大上。提供大众产品是主流。精英路线，再过几十年也许可能。”

清凉桐影：“我觉得应该教会读者如何找到这篇文献的网址才是最重要的。”云：

“对的。”图米：“工作不同而已，很牛吗，自己工作做好行了，干嘛要认可。”

云：“目前我没这个水平。我自己都找不到在哪个网址能找到这篇文献。”青荷：

“告诉路径即可。如果自己知道的话。” 云：“好多情况都是路径也不晓得。不

知道服务对象是从哪里挖出来这么一篇文章的。” 黑天鹅：“@谢*南，图书馆员，

并不都是经验出生，并不都那么专业精湛。” gaozy：“回到了图谋的经典言论。

那就是明星馆员论。” 黑天鹅：“必须承认，这行业人员参差不齐；研究型院校，

那是需要研究型馆员。教学型院校，一般的馆员就行。” gaozy：“任何行业都

一样。拔尖的都是少数。” boson：“我馆做的学科分析，被馆员拿给导师看，

导师发给了一些同行，大家都很感兴趣，要求听一听，最后在他们学科的大会上

做了主旨报告。” 黑天鹅：“@boson，那你们的馆员，专业足够精湛；对学术前

沿和发展趋势，把握及时。”小丸子：“麦子老师，国外图书馆馆员都做些什么

呢，是否得到学校老师的认可呢？”麦子：“@小丸子，一两句话也说不清，但我

觉得地位比国内的稍好，因为毕竟教师要有求于馆员，而不是倒过来。”小丸子：

“请问下国外教师在哪些方面有求于馆员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工作都是上杆

子去给人家做。”麦子：“比如，买书和数据库都是图书馆员的权力，老师只能

推荐，但如果馆员不在评定委员会里力推，找[出库内]拒绝索取[全文的]数据，

和其他馆合买，老师一点用都没用。”黑天鹅：“美国不好，怎么成为世界学术

中心的呢？世界学术中心的图书馆服务质量，能差到哪去呢？图书馆服务质量，

与学术和教育质量相辅相成。没有世界一流的图书馆服务，要成就世界学术中心，

可能么?这对单个院校也适用。图书馆是大学的灵魂。师资+图书馆。”麦子：“是，

这些都是相互相存的，有怎么样的图书馆，就有怎么样的图书馆员。有怎么样的

图书馆，就有怎样的教师。”青荷：“前不久科大报告，浙大图书馆副馆长讲，

他们有通识馆员和文献专题馆员，把研究生博士生的专业与馆藏对接，既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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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自己专业科研，个人感觉非常好。不然硕士来了，都看门，浪费。”黑天鹅：

“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功能分开。图书馆也需要不同功能的服务，不同规格的

人员。”清凉桐影：“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不是天天炒概念喊口号就能

搞定的。记得有一位在基层图书馆工作的老师在听专家做关于学科馆员服务的报

告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脚还在泥里呢，脑袋都上天了。”黑天鹅：“@清凉桐

影，那不过是老传统。行业底层很多那种认识层次，只看到脚尖。行业底层的人，

多有反理论倾向，排斥理论和专业知识。只顾埋头做自己那点事。”清凉桐影：

“根据木桶理论，短板也要长才行。”贫尼爱*：“新木桶理论，剔除短板，重新

组合。”远方：“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馆长；有什么样的馆长，就有

什么样的图书馆。 校长是虚伪的政客，肯定会有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图书

馆。”青荷：“估计他们既不反对理论也不反对技术，而是讲究实事求是，希望

图书馆发展好，希望书尽其用，人也能尽其用。没有理论和理念引导，图书馆价

值观无法体现更无法前行。”黑天鹅：“@青荷，其实就是学识浅薄，学力有限。”

青荷：“各个层次的人都有，这不奇怪。”黑天鹅：“没能力学习理论和技术，

而做出的条件反射。没那能力，但又不能承认。所以才去无理取闹的方式。转移

话题，寻求自我保护。”青荷：“如果没有人的提高，理论和技术都是白搭。毕

竟，精英是少数。”

10）事业单位编制的取消与职称限量、待遇

tianart：“2016 年 1月，一位人社部官员曾对外表示，今年人社部等方面将重

点研究编制创新改革，特别是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对相关改革的影

响。所谓‘不纳入编制管理’，就是取消事业单位编制，但保留事业单位性质。

而之所以要保留事业单位性质，主要是考虑到高校、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不能

完全推向市场化，还要由财政进行差额拨款。在全部取消事业单位编制之后，未

来高校和公立医院将会实行全员合同聘任制。众所周知，我国针对事业单位的政

策，编制是岗位设置、核定收支和财政给予补助的依据，全额拨款、差额拨款都

是按照在编人员的数量，由财政全部或者部分负担，业内称之为‘人头费’，编

制外人员享受不到国家财政的‘庇护’，那么，取消高校、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

编制后，引发业内最为关注的是，国家对高校、公立医院的差额拨款政策，未来

将会有怎样的改变，同时也有专家担心，如果要让高校和公立医院靠创收来支付

转制成本、人工成本，那教育和医疗的费用肯定会大涨，最终会转移至普通老百

姓身上。有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公立医院在编人员大约有 800 多万，高校在编教

职工有 233 万余人，对于这部分在编事业单位人员，具体做法将实行实名统计，

之后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凤舞九天：“取消编制跟延迟退休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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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政府不想出钱了，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喂草。”扣肉：“取消编制是正确的。

尤其是事业单位以及职称。编制和职称，是大学发展的瓶颈。现在整体趋势是，

学校对自己的教学水平负责。但是很多时候受制于编制和职称。”gaozy：“职称

是一个考评体系，没有职称，肯定需要有替代；但编制不是，中国事业单位是一

个怪胎，从趋势看，取消事业单位是一种必然。”扣肉：“但是高级职称不是有

名额限制？这就是不对的。职称这个东西，本身就代表了老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

那你有数量限制就不对。”清凉桐影：“既然编制应该取消，职称限量才是对的。

有竞争才有努力的动力。取消数量限制，人人都是教授，和吃大锅饭平均主义是

没区别的。”许*新：“编制未必是问题所在。”图米：“哪个讲职称没数量限制

就应该人人是教授的。”扣肉：“不可能人人是教授啊，你学校要为自己的牌子

负责啊。学术委员会是干嘛的。当你学校人人是教授的时候，外界要怀疑的。那

就意味着你教授这两个字的含金量变低了。”图米：“编制只能上不能下是问题。”

清凉桐影：“浙江大学某学院制定的副高晋升标准就是发表的论文 SCI 累积影响

因子 20 以上才有资格报名。估计以后水涨船高，提到 30 也有可能啊。”扣肉：

“说到底，你职称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工资和待遇。工资的话，直接给你聘教授

岗就能解决。”许*新：“我相信如果不能给员工稳定安全感，长期看这个组织肯

定会产生严重问题。”扣肉：“高级职称的待遇，本来就不对。教授能坐头等舱

这就不对。当你给教授岗发了高工资之后，他自己会选择经济舱还是头等舱。”许

*新：“不过现在所有问题都是改革来解决，消灭旧问题，新问题留给更加聪明的

下一代。” 清凉桐影：“我觉得教授坐头等舱，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只是现在

做得还不够，应该让教授免费做头等舱才对。现在除了部分大牛，大多数高校工

作者在经济上没有获得和其付出成正比的回报。”扣肉：“教授坐头等舱涉及到

谁花钱的问题。由于取消编制的话，经费预算是学校自己拟定分配。学校可能会

有不同的考虑。因为不再是国家花钱，而是学校花钱。假如学校决定今年多搞基

建，那么就很可能在出差待遇上有所削减。”图米：“要给选择，不是教授都想

要坐头等舱的。坐飞机是个私人行为。”扣肉：“教授已经开了高工资，他坐飞

机的时候，都比讲师挣得多，再让他坐头等舱，十分不合理。”

11）高校的产业化经营

中原劲草：“中南大学校长：一个学院办几十个公司 能搞好科研吗（大学科研亟

须回归兴趣回归学术 ）

http://news.ifeng.com/a/20160726/49655355_0.shtml 。”闽南师陈*：“教育

产业化果然无孔不入，各种走样畸形。”清凉桐影：“同样的专业，公办院校现

在学费是 5000 一年，实力很差的民办院校，要 18000 一年。如果真正产业化，估

http://news.ifeng.com/a/20160726/49655355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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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收费也会同质化了。”许*新：“是不是说公办院校在啃老。”cpulib*：“学

费都不够学校日常开支。以前有学生抱怨说他们交了学费养你们这些老师。”清

凉桐影：“我在想，如果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在现阶段推向市场，会不会有比现

在更多的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呢。”谈天：“会。”许*新：“国家把拨款改奖学

金啊。”万物归寂：“对，国外这么干。”

12）发达地区图书馆服务理念

田*林：“深圳图书馆太棒了！”河北工大安*：“土豪馆啊。”印度阿三：“书

童他们更豪。”2014：“发达地区就是不一样。”许*新：“社区图书馆如果以居

民亲子阅读为服务抓手大概需求会比较大吧。区馆市馆省馆级别毕竟绝大多数人

物理距离比较大。”河北工大安*：“广州、深圳馆不只是有钱的问题。他们在读

者服务的理念上非常出色 从各种细节做读者服务。”gaozy：“经济发达，民主

意识好，维权意识强。南方有领袖人物程焕文的呼喊，加上曾经程与黄（原省立

中山图书馆馆长黄俊贵）的学术争鸣，在圕人中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的效果。”清

凉桐影：“程焕文老师对图书馆员还是很有感情的。”gaozy：“有爱，有激情，

但有棱角就有争议。总的来说，我觉得岭南还是思想的重镇！什么武大北大，不

行。经济发达地区，思想还是更开明啊。”清凉桐影：“是。越往南，思想越开

放，思路越开阔。”广州书童：“程黄之争发生在 06 还是 08 年？”印度阿三：

“更早吧。”广州书童：“但是微博辩论的时候是比较迟的。”印度阿三：“那

是肥羊那个时代的事。还在我之前。”广州书童：“不知你们看过斋主秒删的‘蛀

名老嗡 ’博文没有？”

13）公共图书馆的流通数据

广州书童：“说说七月你们的进馆人数？”

广州市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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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阿三：“嫌人太多了。”河北工大安*：“像天气一样火爆。”广州书童：“@

印度阿三，你们没有我们多。”印度阿三：“没有，你们牛。你们周三休息吗？”

广州书童：“是，不过闭馆还书之类的依然有一两千。” 印度阿三：“哦，学习

了。”gaozy：“你这是什么数据？借还？” 广州书童：“人流量。”gaozy：“进

出？”广州书童：“进。一个月当你们一年，@gaozy 。”贫尼爱*：“这只是进

量，不是实际还借书操作的吧？”广州书童：“借书比这个数大。”gaozy：“@

广州书童，你错了。夸张点来说，一天当我们一年。”广州书童：“自豪啊！公

共图书馆人！”贫尼爱*：“@广州书童，那你们自助借还和人工大概什么比例呢？”

广东小肥羊：“基本上不用人工借还了。自助 85 左右。还达到九十二三。”刘*

平：“我校也是基本不用人工了。我们人工比例小于 5/100。”gaozy：“有比例

的详细数据吗？我们一年借书就 6～7 万册。呈现逐年递减趋势。我们有的领导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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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于新馆和 RFID，认为会出现借阅量井喷大增。我对此持观望态度。” 广州

书童：“有，我看到过的详细数据。”

朗月孤舟：湖北省馆（2016 年 07 月 25 日下午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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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zy：“@朗月孤舟，还是有差距。但也不算少。” 朗月孤舟：“比阿三和书

童那少多了。”广州书童：“自助服务并不能提升借阅量。”刘*平：“对，自

助服务没有提高借阅量，只是减少工作量。”广州书童：“@朗月孤舟，湖北的

是几点钟的数据呢？”朗月孤舟：“@广州书童，昨天下午三点发的。”刘*平：

“数据有些问题的，自助借还出现问题需要员工帮助完成，这些数据依然计算为

自助借还中。实际效果没有统计数据这么好。”印度阿三：“现在是暑假高峰期，

人最多的时候。”贫尼爱*：“广图都是景点了。”Rain：“暑假在公共图书馆

找个座位都很难。”朗月孤舟：“公图的同志们辛苦了。”贫尼爱*：“@刘*平，

都没还到，怎么算自助数据？”刘*平：“自助借还书的统计数据约占总借还书

量 95 以上。这些数据中有相当部分为人工干预后完成的。这些人工干预的借还

最后是统计为自助借还的数据的。”贫尼爱*：“不过解放人力，可以做别的。”

刘*平：“借还书岗位上人员减少了。”星光：“做脑力劳动。”gaozy：“高校

馆基本上转到书库去。脑力劳动，还是少。所以，在人员这一块，没有意义。”

刘*平：“书库上书基本用勤工助学的学生。”gaozy：“对学校来说，对图书馆

来说，也没有多少提升。”

嘉懿：“有没有这种问题：政府投入那么多资源建图书馆，却因为人员不足，致

使图书馆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开放，因而大量资源在另外的时间里(17 时-次日 9

时)闲置下来，而馆员与馆内其他资源投入比例是 1:20(假设)，也就意味着如果

一个单位比例的馆员停止运转，20个单位比例的图书馆资源就要闲置；那么，

为啥不再投入一个或两个单位比例的人力资源，在 17 时-次日 9 时盘活 20 个单

位比例的图书馆资源呢？”广州书童：“我们是 21 时到次日 9 时，不是从 17

开始。”嘉懿：“那就 21-次日 9时，这段时间，图书馆的资源闲置下来，只需

要再配套一些人力资源就可以运作起来啊。”印度阿三：“你纯粹是从成本来算

的，你愿望从下午 5点到第二天早上 9点上班吗？这个时间开着图书馆更浪费。”

小辉：“21点以后没有那么多人来图书馆，全部开放反而是浪费，开始一个小

的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足够了。”广州书童：“我们 7*24 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

我们西门智能图书馆 21：00 开到第二天的九点 。有五千册数 可以在里面看书，

还可以在里面过夜。”印度阿三：“我们的图书馆可是 7*24 小时开放啊。”

14）公共馆读者问题

七色花：“进来一家三口来借书，小男孩一边吃冰棍一边跟着大人转悠，不一会，

爸爸在打电话：我们在图书馆啊！领着儿子来借书啊！儿子放暑假没事干！儿子

写字不好！给报个书法班练练字，巴拉巴拉巴拉。终于走了。我去上书，发现吃

完的冰棍纸就放在书架上！！！！这都是什么教育啊！！！！”贫尼爱*：“哈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5-116期 20160729）

- 43 -

哈公共号馆见的这号人多了去了。”七色花：“在流通台什么人都有。有老人问：

有没有纸杯子？小孩口渴啊，想喝水。怎么没有纸杯呢，？上星期来的时候，窗

台里边还有一包呢。没有纸杯怎么办呢，小孩怎么喝水？？？这位奶奶，纸杯有

毒的，能少用就少用吧，最好记得自己带水杯！！！！！！”嘉懿：“想想@七

色花说的，那些与基层图书馆服务有关的公共产品，为什么如此匮乏。”gaozy：

“@七色花，基层确实很多问题。主要是读者不行。”2014：“所以对工作人员

要求更高了。”星光：“基层读者和老虎案的女士差不多。”

15）2016 年南开图书馆学实证研究会议

图谋：“南开图书馆学实证研究会议参会小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2957.html 由南开大学研究生院

主办，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杭州市图书馆事业基金会承办，徐建

华教授组织的‘第6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于2016 年 7月 21-25

日在南开大学商学院召开。该会议在 2011-2015 年成功举办 5 届的基础上的进

一步延续与提升，继续围绕着图书馆学规范性实证研究、跨学科合作、国际化

而开展。笔者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员，有幸参与了此次盛会，一次又一次被感

动，满满地收获，满满地幸福。”

图谋：“如何促进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成果的推广与普及？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2882.html 图谋按：本文为 2016

南开大学‘第 6 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开幕式发言稿。”

欣然读书：“看了上传的会议资料，大部分是英文，再加上没有现场听讲，对普

通馆员会有一定的难度。徐建华老师的 PPT 图书馆职业特征与图书馆职业生涯规

划是纯中文的，，信息量较大，读后有很多启示，适合所有图人阅读，推荐重点

关注。”

清凉桐影：“徐教授对图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以及未来发展，分析的透彻而犀利。

入职前拜读，会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一个正确而现实的认识。入职后拜读，会

对未来的个人发展有一个充分的评估。”图谋：“徐教授 1978 年考入南京大学

图书馆学专业学习，毕业后分配至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工

作，有两年多图书馆工作经历。从 2006 年开始研究‘图书馆员快乐指数’，2015

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图书馆员‘快乐指数’再测量与变迁研究）。

其妻子是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唐承秀博士，有着 30年图书馆工作经历。由

他来讲《图书馆职业特征与图书馆职业生涯规划》，相当有料，让听众产生共

鸣，两小时的讲座现场听众自始至终竖起耳朵听。”惠*澈：“明年争取参加，

现场感受和收获。图谋是有使命感的人。”欣然读书：“去年我馆有一馆员参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295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28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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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感觉收获很大。”惠*澈：“今年我馆有一馆员参加，开学去‘采访’她。

实实在在做事的人，会以效果为导向，会以他人受益为追求，向徐建华教授等

致敬。热爱、兴趣、持之以恒、专注努力、发现自己、精益求精，必有成果斐

然。”gaozy：“@惠*澈，效果是正确的做事产生的水到渠成的后续。”雨裳：

“不要以结果为导向。”西北风：“人们做任何事实际上都有一定的目的，都

渴望着有一定效果，没有相反的人，但有意思的是，你做事所导致的结果，往

往不是自己所能预见的。以结果为导向的人是聪明人，但有时也会有失算的时

候。还是要尽可能做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人！”嘉懿：“@gaozy，除非你明确

界定什么是不以结果为导向，否则每个人做事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惠*澈：

“我欣赏目标感强的做人做事方式，过程中可以有顺其自然的调整，以利于实

事求是，效果最优。”许*新：“@gaozy，把事情做好，和做事情为自己谋利益

最大化也许是两种导向。损已利人利已利人，利己损人，损已损人又是四种。”

惠*澈：“徐教授的境界大家看得到，是为图林学术研究自觉担当。初衷是好的，

效果会是好的，主要因为出发点是利他的。”gaozy：“需要承认的是，完全利

于他人的行动完全失去动力，让一个人为人民服务，自己没有任何回报，那是

空。” 惠*澈：“有时候，付出就是回报。” 许*新：“图书馆员我个人归纳

也算是从事问题解决工作的。特别是读者咨询服务这方面，无论问题大小，碰

到了就是一个个的问题，是对方需要解决的，我服务时不评判问题大小好坏，

只对问题解决或协助问题解决，当无法为对方提供进展性支持，内心很感到报

歉。这是我图书馆员的从业体会。” 图谋：“赵生辉：关于实证研究方法的几

点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3184.html 衷心感谢徐

建华建设及其科研团队为我们开辟的这条以循证哲学为核心理念，以研究现实

社会问题，解决现实社会矛盾为己任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预祝徐教授的实证

研究方法研修班越办越好，可以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尽早接触国际通行研究规范，

少走一些弯路。此外，华南师大的束漫教授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无论是她做演

讲主持人还是会议总结的时候，从来不落入俗套，总是用一种特别有感染力的

方式，后来注意到她手里的提示稿。无论做什么事情，投入其中做到最好，这

可能就是这位毕业于北大的知名学者成功的原因之一。”

16）数字图书馆业务技能竞赛与馆员能力

沉舟：“各位老师，最近说有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的数字图书馆业务技能竞赛，

能否告知我竞赛的内容。”欣然读书：“这个是竞赛网站：2016 年数字图书馆

业务技能竞赛 http://jingsai.cnki.net/ 。”tianart：“很多知识呢，特别

全面。”沉舟：“这个网站里有说明内容吗？”tianart：“微信有样题。”欣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3184.html
http://jingsai.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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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读书：“最下面有个竞赛问答区，内容很全面。”tianart：“很难全面，尤

其是一些问题来自政策文件，个人已参赛感觉涉及公共图书馆的内容较多。”谢

*南：“看了 2 套样题，看的也是少。感觉就是图书馆馆员们必须是全能而且样

样精通！搞系统滴能弄古籍、弄古籍滴得会做情报分析、弄情报分析滴得对采编

流门门滴请，采编流滴摆弄编程绝对要没问题 ！我很是有个疑问， 这样的问题

出来的馆员，确定对工作有用，能力杠杠滴？如果是，那我个人真的回答不了这

些问题，看来偶业务不是一般滴差，检讨。如果不是，那这比赛有什么意思？”

清凉桐影：“@谢*南，检索也找不到答案吗？”谢*南：“检索找到，那还算吗？”

谈天：“采编的离编程差的十万八千里。”印度阿三：“不敢哼声了，找个地蹲

着画圈去。”黑天鹅：“图情知识竞赛？”谢*南：“没全 ， 还差了， 不仅门

门业务精， 还得是公共高校一把抓！不说题的问题， 我只疑问， 这样的题能

提升馆员能力 ？”谈天：“其实有点倒挂了。馆员知识全面了，这些很多都会。

但是提升能力不能靠背这些。充分和必要条件整反了。”谢*南：“就是知识全

面了， 这些能答？”tianart：“我是 15 日第一天参赛的，答题时间 12 分钟，

分数是 50 或者 60，河北省第一个提交的。提交后有问题难易分析与准确答案。”

谢*南：“搞计算机的，关于计算机滴你们问题，但是古籍的、政策滴， 你能回

答 ？”tianart：“政策类的问题错的最多，比如职工书屋的标准什么的。计算

机的问题不算离谱，政策类的最难，个人感觉。”谈天：“政策类的没经历过肯

定不知道，只能靠你对形式分析了。”谢*南：“就疑问 ，这些问题能提升馆员

能力？”印度阿三：“百度不行么？”谢*南：“检索不算。”tianart：“主要

是细节问题，记不住啊。我答题时没有检索。主要是推广一个图书馆业务库，叫

什么平台，可以试用。这是我猜的，不妥之处请有关部门见谅。”沉舟：“没办

法，看得多少就是多少了，也不要求全部都会。”tianart：“记得是长春中医

药大学图书馆参赛人最多。”谈天：“挺好的题库，可以练一下。”印度阿三：

“直接百度给灭了。”tianart：“@印度阿三，有的问题搜不出直接答案的。”

九色鹿：“要是百度能解决，那不成了搜索引擎速度赛吗？”清凉桐影：“貌似

现在图书馆专业能够理直气壮的去和其他专业一较长短的唯有编目了。”麦子：

“@清凉桐影，我一直认为编目是图书馆唯一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东西。”清凉桐

影：“@麦子，我也认为编目和分类，是图人的特长，现在有点扬短避长的味道

了。”麦子：“不是扬长避短，是计算机科学的引入把这长处给打破了。”tianart：

“编目与分类，是我喜欢的专业课。”谈天：“我们的编目是线性的知识排列，

计算机是超文本的。符合人们心理预期和想法。没办法，时代进步，总不能退回

到过去的时代。”清凉桐影：“@麦子，那倒不是。其实我认为是计算机专业的

分类体系，更符合人们速食的心理而已，专业的分类体系，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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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不被欢迎了。”谈天：“计算机专业分类体系？@清凉桐影，老师想表

达的是？你是想说网页的内容分类组织吧？计算机专业的分类体系是模块化的

分类。或者把研究对象化，流程化。”清凉桐影：“@谈天，淘宝里面分的。”

17）2016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征文及学术活动

tianart：“2016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征文及学术活动申报圆满结束 2016-7-277

月 13日，201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学术活动评议及征文终评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

长、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国

家图书馆馆长助理汪东波，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

子舟，学术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图书馆研究室主任马春，阅读推广委员会副

主任、首都图书馆副馆长陈坚，中央国家机关图书馆分会主任、国家图书馆副馆

长孙一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教授、《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初景利，

北京大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部副主编王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教授索传军、清华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肖燕等来自中国图书馆学会各分支机

构及各系统图书馆、高校院系、图书馆学期刊编辑部专家代表作为评委出席会议。

会议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霍瑞娟主持。陈力主持对年会学术活动申报情况进

行了评议。会议确定‘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创新与发展’、‘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

的理论与实践’等 6 场主题论坛、‘未来图书馆新形态与新功能’、‘大数据时

代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创新’、‘阅读推广的理论引领与服务创新’等

20余场分会场，《年会学术活动一览》经信息核对后将通过学会网站发布，各

学术活动筹备工作将全力进一步推进。吴建中主持对征文推荐一等奖及争议论文

逐一进行审核。本次征文以‘创新中国：技术、社会与图书馆’为主题，共设

20个分主题，征集论文 1131 篇。经各评审组和终评会的综合评定，2016 中国图

书馆学会年会征文最后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论文近 400 篇。目前所有评

审结果均已登录‘年会征文系统’。一等奖论文将安排结集出版。2016 年中国

图书馆年会定于 10 月 26 日至 27 日在安徽省铜陵市举办。为做好年会筹备工作，

进一步推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图书馆管理的实践探索，支持和鼓励业界学习交

流、推广展示，中国图书馆学会于上半年开展了 2016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征文

活动及年会学术活动申报工作。至此，在广大学会会员、图书馆工作（研究）者

的积极参与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各分支机构委员、专家的大力支持下，相关活动现

已圆满结束。论坛主题：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7/27/news_9244.html。学术分会场

未来图书馆新形态与新功能研究方法与青年图书馆员科研能力提升数字人文：数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7/27/news_92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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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环境下图书馆的人文传统与崭新使命图书馆法律与知识产权图书馆员：守藏与

创新信息资源建设：新环境、新思路古籍数字化及其在图书馆应用研究少数民族

图书馆创新：回顾‘十二五’与展望‘十三五’大数据时代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的

挑战与创新书目书评与图书馆阅读共享空间建设阅读推广的理论引领与服务创

新‘图书馆+’环境下少儿阅读推广活动的策划与组织图书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

城市图书馆实践的最佳案例图书馆信息技术应用新进展数据驱动现代情报服务

医学图书馆服务创新与实践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图书馆工作标准化公共图

书馆社会化的探索与实践品读音乐之美——音乐图书馆的探索与实践公共图书

馆的社区化实践策略服务社会——开放的高职院校图书馆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创

新服务和技术图书馆在数字时代的变迁。”

青荷：“‘数字人文：数字环境下图书馆的人文传统与崭新使命书目书评与图书

馆阅读共享空间建设阅读推广的理论引领与服务创新’，有对上述议题感兴趣的

同仁，可以共同探讨。对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我们自己可以再建个小群，共同探

讨，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把相关力量凝聚起来，以研究、提升为主要目的。光

聊天没用，建一个研究方向大体相关的合作小组，或许更利于大家合作、提高。

大群里可以建很多这样的研究小组。”

18）阅读疗法

老马识图：“声音 | 书犹药也：一个阅读疗法受益者的自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652048538&idx=

1&sn=5fff42dff6f35fed919477ae9a2499bb&scene=0#rd 。一篇很神奇的文章，

因为读书而得病，因为得病而看更多的书。”雨过天晴：“阅读疗法确实不错，

这是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之前做信息服务的，亲身体验让我爱上了阅读疗法。信

息服务也好，阅读推广也罢，其实都可以着落于阅读疗法之上。”老马识图：“我

刚才在医药卫生类查找阅读疗法的论文，可是检索结果却是大学图书馆学报等图

书馆类的期刊，请高手告诉我，知网的检索是怎么回事？我很想了解阅读疗法中

有对比组的实证研究的、证明阅读疗法有什么具体疗效的，专门搞阅读疗法的图

书馆员可以推荐吗？”gaozy：“我所了解的阅读疗法，极少涉及到一些样本的

跟踪研究，基本都是速成，空对空。不知道对不对。全民阅读一阵风，有人成了

风口的人才，仅此而已。”远方：“医学里有心理疗法，搞音乐的还有音乐疗法，

都属于信息疗法。需要有底层规律支持 才会比较科学。转一个段子： 有一伙囚

犯 没事找乐子，一个人说‘ 1’，其他的都哈哈大笑，然后随便说个数，所有

人都大笑。看守听了很纳闷，就问是什么意思。 原来 他们把所有笑话都编上号

了，只要一说编号，其他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从图书馆员的立场看，这就是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652048538&idx=1&sn=5fff42dff6f35fed919477ae9a2499bb&scene=0#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652048538&idx=1&sn=5fff42dff6f35fed919477ae9a2499bb&scene=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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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典型的‘信息疗法’。”老马识图：“这个是情报暗号，和疗法无关。”远

方：“号码是一种‘信息锚’，它跟某个心理感受锚定在一起时，就能起到治疗

作用。”老马识图：“条件反射？那也谈不上是治疗。”谈天：“我也想这个更

倾向于情报，信息加密。也许我们无法进入到那个场景中，故事要表达的主题。”

远方：“@老马识图，需要有底层规律支持，才会比较科学---我想强调的是这一

点。每个信息都与某种感受相关，这是信息疗法的基础。杰斐逊说，每当他阅读

法律案例，因为感觉到人性的阴暗，受不了时，就去读诗歌。这也是阅读疗法的

一个例子。”老马识图：“我个人觉得此类研究应该有对比组，有比较数据，并

且效果和和病症对应，才能说明问题。受不了和病还是有距离的。”远方：“因

为阅读的效果是内隐的，而且很微小，一般很难有外在的明显改变，除非有相当

长时间积累。”谈天：“我感觉你们俩说的都对啊。”雨过天晴：“学习阅读疗

法，一定要学习王波老师的《阅读疗法》一书，海洋出版社 2007 版。另外，谌

佑祥等人《阅读疗法理论与实践》军事医学出版社 2011 版，还有黄晓鹂等人《阅

读疗法实证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版，也是必须学习的。论文方面，王波

老师的理论研究，宫梅玲老师的实践研究个人觉得是必须逐篇反复学习的。”远

方：“@谈天，他讲的是阅读 ，我说的是‘信息疗法’。”雨过天晴：“阅读疗

法方面的大量论文现在的确入 C 刊的不多，包括我自己水平还非常有限。我们正

在不断的学习，摸索，请大家批评指正，但是，不要怀疑，阅读疗法是有科学性

的。”gaozy：“王波老师是第一人了，大赞，我最近正在拜读他的大作。我相

信后面对这个内容进行研究或深思，是王老师最愿意看到的。我个人对阅读疗法

之类的研读之后，深深感觉，一定要结合心理学研究的一些方式方法，更加科学。

不能拒绝怀疑，但是我们自己做的，那自己是需要非常确信的，即便如此，自己

也深知有些地方是不足的。”雨过天晴：“@gaozy，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四年，一

直不得其门。前几天有幸去泰山医学院图书馆参观，向宫老师学习。回来后倍受

鼓舞，现在正在积极准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考试，期望在后期研究中具有心理

学的系统方法。已经写好阅读疗法方面的一个课题申报书，希望开学后可以顺利

通过。”许*新：“书承载的是知识或精神。读了肯定是对人心理有影响的。即

便是新闻一条也会影响。称为疗法，关注点在于治疗什么，疗效如何，预后如何。

还有一种阅读疗法可以假设阅读这种行为就是一种治疗方法，只要是阅读，达到

一定程度就有治疗疾病的效果。研究吧。”雨过天晴：“阅读疗法分为发展阅读

疗法与临床阅读疗法，发展阅读疗法是针对普通人的，其实是一种心理保健。就

好像正常人也是要注意生理各方面的保健的，阅读疗法是心理保健，使人心情愉

快、放松。”老马识图：“从宫的论文看：《大学生抑郁症阅读治疗典型案例及

对症文献配伍》，拿几个病例说事有欠缺，有点像以前的医药广告，现在广告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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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用具体的病人的期刊。《抑郁症阅读疗法单方体例初探》说了 22 名患者的治

疗情况，但没有对比组进行比较（包括阅读其它书籍和不阅读的对比），很难说

明疗效来自阅读疗法，这篇论文=配方说明书。期刊=情况。”许*新：“还有个

问题，这些被诊断为抑郁症的同时进行其他治疗没？”老马识图：“嗯。”雨过

天晴：“宫老师做的主要是临床阅读疗法，针对有心理疾病人群，专业性非常强。

我个人非常信服，但是，我对临床还不熟悉，不知道怎么和你们说。”图米：“我

觉得阅读能解决的大部分是认识问题，情绪问题。情感问题。”Sparks：“样本

量确实太少。”许*新：“发展性阅读，可以看看读笑话是不是提升幸福感之类

的，以此类推。不过说实话，读书是学习，学习为发展，研究发展性阅读不好说。

同类词汇可能是教育。”老马识图：“既然信服，又不熟悉，岂不是有盲信的成

分？”雨过天晴：“个人关注发展阅读疗法。但是，对于宫老师的研究我非常崇

拜乃至信服。宫老师做的是临床阅读疗法。”gaozy：“这种研究一定要搞个大

课题，花上个几年时间，怎么也得耗资几百万吧。以我常识来说，至少来两组类

似样本，一组进行阅读疗法，一组则正常，观察效果，访谈后续。有这个经费支

持吗？我觉得难啊。召集一批心理学家，一批图情研究者，一批医学权威深深地

研究一番。”许*新：“小样本可以考虑做实验。抑郁症找一组服药，一组服药

加阅读，看看有差异没。”老马识图：“我看了一篇《影响阅读疗法对抑郁症疗

效的多因素分析》/范文田。精神医学杂志，至少还是能唬住我这个外行的。”

许*新：“千万另一组不服药，一组只阅读。会出事的。”雨过天晴：“临床阅

读疗法确实高深，我正在准备心理咨询师考试，等考过后希望可以回答大家的疑

问。那天拜访宫老师，她讲得特别好，其实刚刚有的疑问她那天也解答了的。可

是我水平有限，记得不够清楚，还正在领会中，不敢妄言。阅读疗法的路上，我

也只是新手。”许*新：“正常人都有焦虑抑郁情绪，可以通过实症方法在一些

经久不衰的文学作品中找些抗焦虑抑郁情绪的书目出来。”雨过天晴：“我工作

也不是很顺，于是陷入了深深的无聊苦闷中……然后，发现了阅读疗法，亲身体

验到了阅读可以助人走出低谷，从而爱上阅读疗法的，现在浑身上下充满正能

量。”cpulib：“阅读疗法是疗自己还是疗别人呢。”雨过天晴：“都可以。”

雲：“有如此神奇的疗效吗？”雨过天晴：“疗人疗己。”偷鸡拔*：“对啊，

正常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抑郁情绪，以前用书上的抑郁量表自测过，属于中度抑郁，

曾看过《抑郁情绪调节手册》这本书，我承认对我帮助很大。也算心理学的通俗

读物，对情绪的来源也有了一定的掌握，增长了知识。”cpulib：“读书修身养

心。”雨过天晴：“通过阅读，现在每天心情愉快。”风萧萧：“请教读的书目？”

雨过天晴：“专业书。现在读专业书对我特别有用，心理学，信息学，传播学。

最开始读文史哲。”雲：“阅读什么书可以变得人心情好起来。”图米：“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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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人生意义的过程？”雨过天晴：“我每天学习，就觉得自己很强大，不怕身

边的负能量，人生有了方向。我学习，我快乐！现在希望实践阅读疗法，帮助别

人。”风萧萧：“读了一些张德芬的书，当时有体会，过两天就淡忘了。”许*

新：“可重复可证伪很重要。” Little：“雨过天晴说的的确是，在图书馆工

作时间长了，倦怠，遇到职业高原，人就是容易情绪低。” 雨裳：“@Little 是,

职业高原。干的干,闲的闲。”谈天：“用耳朵听算不算阅读？看到一些农民工

兄弟在听单田芳的评书，我觉得这也是人家的精神食粮，也算阅读吧。”cpulib：

“听也是阅读吧。”图米：“听评书也是兴趣爱好。”雨过天晴：“最开始每天

学习比较难受，现在形成习惯了，一天不学习就若有所失。”Little：“阅读，

每天坚持，对自己，对家人，对周围人的影响都会有。”cpulib：“电子书也该

朝语音发展。”Little：“我相信情绪传染。如果你开心，周围的人也开心。”

雨过天晴：“@Little 是的。”Little：“所以阅读疗法的效益挺高呢。周围的

人再带动与之交往的人。” 图米：“那个电影《朗读者》。” JACKgirl：“请

教如何能坚持每天阅读？” 雨过天晴：“@JACKgirl，二十一天养成习惯。”

JACKgirl：“我时常感觉时间不够用呀，只有晚上才有空闲时间，那运动一下看

下电影，时间就差不多 10 点多了额...我是电影迷，然后就没什么时间看书了。”

雨过天晴：“@JACKgirl，那就是习惯的问题了。每天强迫自己看看书，半个小

时一个小时……一点点加量，习惯了每天读两三个小时轻轻松松。”图米：“电

影节奏慢，没看书来的快，但是不一样的体验。”JACKgirl：“我感觉电影看得

过瘾，一两个小时就看完了，看书要好久。”谈天：“书和电影都是艺术表现形

式，只是现在电视剧和电影质量不高。远不如书自己去在大脑中构造场景。娱乐

性的电影偏多。”JACKgirl：“我感觉每天能看书半小时都好厉害了，@雨过天

晴 。”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转载]赵生辉：关于实证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2016-7-28 12:50

信息来源 ：赵生辉：关于实证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http://user.qzone.qq.com/443534085/blog/1469625364 (注：感谢赵生辉老师授权转

载！) 从南开大学参加实证研究方法研修班归来，确有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觉

得有很多东西需要记录和表达，却一时理不出个头绪。作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

个流派，徐 建华教 ...
349 次阅读|没有评论

大型公共图书馆收藏图谋图书概况

2016-7-27 16:1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318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318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3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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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按：2016年 7月 27日，图谋检索了部分大型公共图书馆收藏图谋图书情况。

图谋出版图书： ① 图书馆学散论 : 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② 图书馆学笔记 : 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该

书为修订再版。③ 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评估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④

图书馆学随笔 : ...
319 次阅读|1 个评论

南开图书馆学实证研究会议参会小记

2016-7-27 09:24

由南开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杭州市图书馆事业

基金会承办，徐建华教授组织的“第 6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于

2016年 7月 21-25日在南开大学商学院召开。该会议在 2011-2015年成功举办 5
届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延续与提升，继续围绕着图书馆学规范性实证 研究、跨学

科合作、国际 ...
489 次阅读|没有评论

如何促进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成果的推广与普及？

2016-7-26 17:29

图谋按：本文为 2016南开大学“第 6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开幕

式发言稿。 2016年 7月 16日，会议联系人吴子璇老师问我：“徐老师邀请您在

会议开幕时作为馆员代表做一个两到五分钟的简短发言。请问，你同意吗。”我
回复：很 好，非常感谢！并告知我的发言内容为：如何促进图书 ...
495 次阅读|没有评论

[转载]倪延年：永远铭记和缅怀“《京报》元勋”吴定九先生

2016-7-20 12:59

图谋按：受钱承军先生委托，发布倪延年先生所作《吴定九文存》序。 永远铭

记和缅怀“《京报》元勋”吴定九先生 —— 《吴定九文 存 》 序 图书馆老同事

又是金坛老乡的钱承军先生 10月 29日给我发电邮说“ 经两年苦心打造，有关民

国报人吴定九的两本书 —— 《吴定九与〈京报〉》、《吴定九文 ...
300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期共分享 14 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303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303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295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295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28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288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176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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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16 年 7月 21-25 日,圕人堂数十名成员参加了由南开大学研究生院主

办，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杭州市图书馆事业基金会承办，徐建华教

授组织的“第 6 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圕人堂成员

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线下聚会。圕人堂分享了此次会议部分主题报告 PPT。

（2）2016年 7月 22日 14:00，群成员达 1683人（活跃成员 408人，占 24%）；

2016 年 7月 29 日 14:00，群成员达 1686 人（活跃成员 348 人，占 20.64%）。

本群容量为 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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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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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