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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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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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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情招聘

图谋：“2016 淮安市图书馆招聘在编人员公告 http://job.njnu.edu.cn/c

ampus/view/id/549832。淮安市图书馆 2009 年开工建设，目前正在装修之中，

据说将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开馆（与文化馆，美术馆同时进行）。”

1.2 圕人分享

图谋：“《中图法》第五版简表 http://clc.nlc.gov.cn/ztfdsb.jsp”

Hanna：“别得“书单流行病” 阅读不是赶潮流 http://culture.gmw.cn/

2016-09/30/content_22243065.htm”

闲在心上：“第九届全国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在我校召开 http://m

p.weixin.qq.com/s?__biz=MzA3NzgxMTA2MQ==&mid=2650257970&idx=1&sn=48ea

a3d7cabd7eab6bd22d664eeb82e4&mpshare=1&scene=1&srcid=0930aYKBWmsm3qPY

vKXeemQN#rd。”

一直很*：“‘慧心巧手剪万象’真人图书馆活动 http://www.sztsg.net/

Home/Article/detail/id/657.html。”

南大沈*：“国庆很堵，没出去就跟我游欧洲 http://mp.weixin.qq.com/s?

__biz=MzA5NzUxNDIzNw==&mid=2449977704&idx=1&sn=eeb6d8e163e5fe8955a919

60eba69a1e&chksm=876cb6fab01b3fec2354be8c9032ee1f55de8c8085ecc2bbf8b0

fd14e34c763913ac33aceda6&mpshare=1&scene=1&srcid=1001WRpqiDkPpiyqzQ1K

VpE1#rd。”

一直很*：“怎样的社会化运营，使日本武雄市图书馆成为城市新名片？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AyMjU0MA==&mid=2649617189&idx=1

&sn=5492a99fa80ec6876794637f4e46d83a&chksm=88af2a46bfd8a35026bc28509b

8ecca14c8d3d598f32e8605f3ea925bb9f7669165e1ce6c226&scene=0#wechat_red

irect，利用商业设施带来的收益对公共图书馆进行补贴。”书图同归：“看起

来不错，如果能够知道他们具体的运营政策就好了，好像和政府购买服务又截然

不同。”

沧浪之水：“内蒙古一高校图书馆书被扔 http://toutiao.com/dongtai/15

47003156322305/?tt_from=mobile_qq&utm_source=mobile_qq&utm_medium=tou

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天涯海角：“似乎各馆都会收占

座的书。”西北风：“这一方面是蔑视知识、蔑视学历的集中表现，说明现实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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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另外更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可能是一种抗议，是自身被现实贬值的无奈和气

愤的发泄，自己学的和现实遭遇到的强烈反差造成的！”

徐徐清风：“推荐一部有关图书馆的国产老电影——《潜影》，1981 年上

映，当时很轰动的神秘鬼故事，悬疑惊悚电影。影片中的男主角是一位图书管理

员，喜欢跑步，爱学习，会四门外语。还有强烈的科技探索精神，业余钻研无线

电技术，发明了一种仪器，协助公安人员破案，并收获了女主角爱情。从这部片

中可以了解 80 年代初的图书馆的工作环境和服务场景，还有图书馆人的形象。h

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Td0GKx4tyg/。”“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

当时记忆很深，那时候国人拍恐怖电影的水平就很高。可惜现在不允许拍了吧，

让美剧大行其道。”仅此而已：“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当时记忆很深，演员比

现在的演员漂亮。经得起时间的沉淀方能留世，电影，图书，唱片，都一样，都

有经典。”

南大沈*：“ 爱尔兰，都柏林，图书馆，数字化 http://mp.weixin.qq.com

/s?__biz=MzA5NzUxNDIzNw==&mid=2449977775&idx=1&sn=bdbd14e7b236d24057f

fd3fc560eda1f&chksm=876cb63db01b3f2bcabb229cf63e5c7d6f88dc134a7c532f2

ec1a8519aeb00458d1de69b6c79&mpshare=1&scene=1&srcid=1003zuB18t927x56L

tEotz8x#rd。”

鲲鹏展翅：“李江：触目惊心的高校腐败 http://pit.ifeng.com/a/201610

03/50058957_0.shtml。”西北风：“高校腐化可能是一个社会灵魂的腐化！社

会腐化，学校不腐化，这个社会或许还有希望，比如民国时的西南联大等；而一

旦学校也腐化了，那前景又会怎样？！”草苇：“历史是过滤过得，同时代的亲

历者肯定不会这么想。”

cpulib*：“Onex 公司与霸菱亚洲完成对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的收

购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xNjcyNA==&mid=2651733547&id

x=1&sn=de39329161421eefbd2367ade5a35a1d&chksm=bd2bbd908a5c3486a4228a5

e376e040930149736931c85d0d1f8cf1d9eb56ced95914287d927&mpshare=1&scene

=1&srcid=1004YoVvYxAsDn742y0kAyWB#rd。”

南大沈*：“我给你们的四季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Ux

NDIzNw==&mid=2449977846&idx=1&sn=a18200be94f23ea16f1a32af3824060f&chk

sm=876cb664b01b3f7296635dbd72d32c3572891769d1a49adb19b7ef6823d4f231f4

c0c22e38c7&mpshare=1&scene=1&srcid=1004hw4depidhtQ2a2kfPeyu#rd。”

一直很*：“卡拉永远 OK？——第五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综

述 http://transcoder.baidu.com/from=1012852s/bd_page_type=1/ssid=0/ui

d=0/pu=usm%400%2Csz%401320_1004%2Cta%40iphone_2_4.4_11_8.2/baiduid=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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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8759DAEF9B54B4F126B54024171/w=0_10_/t=iphone/l=3/tc?ref=www_iphone

&lid=11485972721829787194&order=2&fm=alop&tj=www_nor，大家喜欢翻看以前

的旧新闻吗？好多现在仍有启迪思路的意义。”

笨笨 99：“比雾霾更可怕的是于丹，比于丹更可怕的是鸡汤 http://mp.we

ixin.qq.com/s?__biz=MzIyNjAyMzg5MQ==&mid=2652682520&idx=1&sn=a82ebb3d

eb2255d9781455a465c96905&chksm=f39ed9a4c4e950b2d69d101d7a19bb61a6288f

febe0272ad9f6cecb5ff3b94468ea428c1ba4a&mpshare=1&scene=1&srcid=1005vB

oYybjcpXMWPBmlOPLI#rd。”南大沈*：“鱼蛋太乐色了。”星光：“鱼蛋感恩鸡

汤类论述，让人生活在鱼缸里，和我们吃假货，难道你不会辨别假货？被电信诈

骗骗，是因为你蠢等言论高度一致。”图米：“傻子太多骗子明显不够用。”星

光：“人类喜欢听赞美，这是人性无法自拔的弱点！”

1.3 问题求助

（1）图情翻译问题解答

淘气娃娃：“请教各位老师，阅读推广英文译法是什么？”witch：“read

ing promotion ”

二敏：“哪位老师知道《西安美术学院图书馆读者手册》怎么翻译？帮我看

看这个翻译对不对，西安美术学院图书馆读者手册 users' guides of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library。”图谋：“校名中首字母大写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二敏：“User Guides of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Library，这么翻译规范吗？有些学校用的是 Readers Manual OF.....”图谋：

“个人倾向用：Readers' Guides。”

Lee：“Pioneer 学术论文期刊，是什么？”gaozy：“pioneer 英文意思是

不是先锋？这个意思是不是网上先刊发？”

（2）《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官网

广州吴*：“各位老师好《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官网是 http://manu44.mag

tech.com.cn/Jwk_infotech_wk3/CN/1003-3513/home.shtml 还是 http://www.z

azhishe.net.cn/?mod=home&id=3415？现在有两个，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

Sparks：“第二个明显山寨。”Sparks：“建议你到知网查该刊的封面，上面有

投稿信息的。”广州吴*：“好的，谢谢老师。”Sparks：“小心被骗了。”广

州吴*：“如果投了后面的，马上就被录用，现在怎么办呢。”Sparks：“别汇

钱就行了。”芷芸：“我曾经被骗了 500 元钱，问我要初审费。”

http://transcoder.baidu.com/from=1012852s/bd_page_type=1/ssid=0/uid=0/pu=usm%400%2Csz%401320_1004%2Cta%40iphone_2_4.4_11_8.2/baiduid=6BADE8759DAEF9B54B4F126B54024171/w=0_10_/t=iphone/l=3/tc?ref=www_iphone&lid=11485972721829787194&order=2&fm=alop&tj=www_nor
http://transcoder.baidu.com/from=1012852s/bd_page_type=1/ssid=0/uid=0/pu=usm%400%2Csz%401320_1004%2Cta%40iphone_2_4.4_11_8.2/baiduid=6BADE8759DAEF9B54B4F126B54024171/w=0_10_/t=iphone/l=3/tc?ref=www_iphone&lid=11485972721829787194&order=2&fm=alop&tj=www_nor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jAyMzg5MQ==&mid=2652682520&idx=1&sn=a82ebb3deb2255d9781455a465c96905&chksm=f39ed9a4c4e950b2d69d101d7a19bb61a6288ffebe0272ad9f6cecb5ff3b94468ea428c1ba4a&mpshare=1&scene=1&srcid=1005vBoYybjcpXMWPBmlOPL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jAyMzg5MQ==&mid=2652682520&idx=1&sn=a82ebb3deb2255d9781455a465c96905&chksm=f39ed9a4c4e950b2d69d101d7a19bb61a6288ffebe0272ad9f6cecb5ff3b94468ea428c1ba4a&mpshare=1&scene=1&srcid=1005vBoYybjcpXMWPBmlOPL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jAyMzg5MQ==&mid=2652682520&idx=1&sn=a82ebb3deb2255d9781455a465c96905&chksm=f39ed9a4c4e950b2d69d101d7a19bb61a6288ffebe0272ad9f6cecb5ff3b94468ea428c1ba4a&mpshare=1&scene=1&srcid=1005vBoYybjcpXMWPBmlOPL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jAyMzg5MQ==&mid=2652682520&idx=1&sn=a82ebb3deb2255d9781455a465c96905&chksm=f39ed9a4c4e950b2d69d101d7a19bb61a6288ffebe0272ad9f6cecb5ff3b94468ea428c1ba4a&mpshare=1&scene=1&srcid=1005vBoYybjcpXMWPBmlOPL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jAyMzg5MQ==&mid=2652682520&idx=1&sn=a82ebb3deb2255d9781455a465c96905&chksm=f39ed9a4c4e950b2d69d101d7a19bb61a6288ffebe0272ad9f6cecb5ff3b94468ea428c1ba4a&mpshare=1&scene=1&srcid=1005vBoYybjcpXMWPBmlOPLI
http://manu44.magtech.com.cn/Jwk_infotech_wk3/CN/1003-3513/home.shtml
http://manu44.magtech.com.cn/Jwk_infotech_wk3/CN/1003-3513/home.shtml
http://www.zazhishe.net.cn/?mod=home&id=3415
http://www.zazhishe.net.cn/?mod=home&id=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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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录图情学较权威的国外数据库

Jolly：“请教一个问题，国外数据库里哪个数据库收录图书馆学情报学比

较权威？”Sparks：“wos。”Desper*：“爱莫瑞德数据库，emerald 里面有 1

3 种图书馆学期刊。”

（4）网页图标上如何出现二维码和文字说明

Lee：“请教一下，如图，鼠标移动到超星移动图书馆图标上，在旁边出现

相应的二维码和文字说明，这是怎么实现的？谢谢。”九色鹿：“我觉得应该是

超星公司开发编程的一个应用程序，购买了就可以使用。”Lee：“谢谢。不过

我想了解一下具体的实现方法，然后应用到自己的图书馆网站的某个模块中。”

九色鹿：“这个就静静等待高人指点吧，偶也不懂。”boson：“建一个层，包

含对应的图片与文字，onmouseover 事件就显示这个层，反之就不显示。”

信手拈来：“去淘宝之类的网站上看看，这类脚本应用很多。”老关关：“可

用 js 或纯 css 实现。js 的话：通过对右侧小图标添加一个 onmouseover=显示左

侧图片的函数（这里是 this_image()，命名缺乏想象力了），参考我之前写的

简单函数，具体左侧图片的位置、属性，标签 id 自己再设置。如果是用纯 CSS,

建议参考这个：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jj160310(v=vs.

85).aspx， 把下拉搞成左侧或右侧显示就行了。”星光：“这个程序技术是干

货。”

一直很*：“类同 EXCEL 表格里单个表格的添加备注功能。我只学过 DOS

和 C 语言的皮毛，DOS 不知道，C语言也可以实现。我们学的还是用 VF 做前台，

然后用 C语言做后台码代码，汉语是：当鼠标指向并且有备注不为空时则显示，

否则不显示。后来 VC 和 C++，然后 Java，我们学的工具 Out 了，但计算机语言

的思想是不会过时的，看你用的什么软件做的网站。”

老关关：“假期老师这么晚还在琢磨这个，不想用‘敬业’二字形容，只是

觉到一种年轻的热情。其实可以不用亲力亲为，直接找馆里对本馆的网站和前端

了解的人去做，不用在这些事情上折腾。”

一直很*：“文科生学了计算机，多年以后在历史学上还是爱看爱钻研，喜

欢从历史学的角度去研究问题，不怵有自信。而对于计算机，一瓶子不满半瓶子

晃荡，就没有那份儿淡然和自信了。以此类推，图书馆员要想在图书馆方面做出

点成绩，也不能广撒网，还是要钻某一项精进以求突破，比如江阴巿馆曹磊的日

本图书馆史研究。学业有前后，术业有专攻。”

1.4 圕人堂发展

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jj160310(v=vs.85).aspx
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jj160310(v=vs.85).aspx


圕人堂周讯（总第 126期 201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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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1）群友眼中的圕人堂

仅此而已：“学习了群规。一个有规范，有客服，有交流，有内涵的群！留

下潜水啰。”扣肉：“不能潜水，要大家多分享。”

仅此而已：“看圕人堂的周讯，有看大参考的感觉。真好！”

gaozy：“我觉得，胡吹海侃重要，但是实际更重要。讲的好，不如做的好。

比如圕人行，我觉得还是能主动积极做起来，时间抽出来。不要怕麻烦，互相走

起来，关系网，织起来。线上线下，紧密联系。我们每个人，背后都有数以千人

的支持，什么事情做不成？文人有时候弯弯绕很多，我建议圕人，收起弯弯绕，

我们就直接，开诚布公。最近有些求助，时常搁置，我觉得可以关注群聊，私下

求助擅长者。我就是如此操作，不夸张地说，我工作业务，是非常非常精通，因

为我不知道的，都问了群里的专家。因此，我显得很强大，我觉得我分分钟就能

起飞。”

gaozy：“我知道圕人堂大学一直都好火的，很多朋友在关注着。他们都静

静地看我们嗨。有时候来两句经典的，也是好事。”

（2）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

图谋：“期待有机会的成员继续分享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照片，所谓有机会

指的是利用假期参观图书馆，随手分享照片。”书图同归：“群主谋划的甚好。”

图谋：“这是圕人堂的老节目了，群相册中已有数千张照片，涉及国内外各种类

型图书馆，希望更多成员积极参与，越分享越多。” “图书馆的差别真的好大，

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之中，可以得到一些较为直观的感受。这个相册的初衷，

是期待圕人走进／走近图书馆，并用照片分享见闻。”

1.5 即兴讨论

（1）图书馆活动经验交流

七色花*：“国庆节公共图书馆活动。提前贴了个征稿通知，读者没有来参

与交作品的。于是，我自己拿起剪刀，自己来完成了读者剪纸作品展。”一直*：

“你可以开班搞副业了。”老关关：“好刀法！剪个群 logo”七色花*：“过奖

了，就是一业余爱好。”一直很*：“‘慧心巧手剪万象’真人图书馆活动 http:

//www.sztsg.net/Home/Article/detail/id/657.html。把读者带起来，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四位都是拿过国家奖的，有放下屠刀拿剪刀的肉厂工人，惊

叹人生的多姿多彩，人生没有不可能，只能你想不到。继续钻研吧，技不压身。”

七色花*：“以学习为主的孩子太多了，不知道咋回事。提前贴了活动通知，

还写参与有奖，但是没人参与！我也是被逼的，但凡有读者参与，我就不用自己

http://www.sztsg.net/Home/Article/detail/id/657.html
http://www.sztsg.net/Home/Article/detail/id/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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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了！”一直很*：“图书馆是图书馆人的养命立身之所，能在事业上有所成

就固然最好，事业之外专精一项做到极致也是人才，君不见好多图书馆馆长百度

百科上都是历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美术家、革命家乎？我馆老人好多就书

法好、佛学精通，可叹图书馆有多么好的平台优势。”

一直很*：“活动的预热、宣传、组织、群体定位等项都得考虑到，失败的

活动更能积累经验教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天涯海角：“现在组织活动，

读者不参与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如果能事先与某个机构或者某个学校合作，

估计会好点。”一直很*：“你公益开班教学生几期，积累资源后再组织这样的

活动，可能会更好一些。”天涯海角：“公益开班也涉及到材料费等各方面的问

题，也需要协调，反正都不是太容易。”2014：“有钱有人搞活动才容易一点。”

一直很*：“向坚守一线的你致敬，公共馆十一、过年寒暑假类同每年的防汛。”

楼上月*：“读者不参与或不想参与，是不是存在这种情况，就是图书馆一厢情

愿的认为自己举办的活动重要(通常活动方案里阐述的那些高大上的意义)，而对

读者来说是一种骚扰或负担？所以，除非通过有组织的强制，读者自愿参加的很

少。”天涯海角：“有这种因素，但实际上，我觉得剪纸这项活动其实好像还不

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剪纸的孩子没有看到活动通知？”一直很*：“我认

为读者不参与一是不会，二还是不会，需耍我们教和引导。”素问：“可能爱读

书的读者不会手工，现在会手工的人不多了。”

七色花*：“来图书馆就是图书嘛，搞这样的那样的活动干啥子？让读者好

好的读书就是。”天涯海角：“现在图书馆好像并不仅仅只是读书的地方了，兼

有博物馆、文化馆的功能。”小洋：“休闲的场所。”七色花*：“那博物馆，

文化馆干啥子去了？”天涯海角：“每个读者的需求不一样，主要是图书馆组织

的活动要跟活动需求相同的读者对接上，这个对接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现在

说不清楚，有的地方已经把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合在一起了，有的博物馆也

开设有图书阅览的场所，所以现在好像比较混乱，不像以前那样界限分明了，还

有的图书馆也开了书店，引进了西餐厅。一定程度上图书馆已经成了一个活动的

场所，而不仅仅是看书的场所了。”

一直很*：“当黑龙江的齐齐哈尔还是冰天雪地，海南的万宁已经是绿荫葱

葱。当发达省份的图书馆转型搞得风生水起，二三线的不发还省份还认为图书馆

就应该以图书为中心，不是观念没跟上，也不是谁对谁错，地区差异而已。”楼

上月*：“这更是活动主办者的自负吧？因为读者不参与图书馆的活动，就认定

他们参与能力不足，这不好吧？”一直很*：“图书馆是文化，是上层建筑，受

当地经济基础直接影响。”

天蝎小昭：“我们学校的新图书馆里开了个苹果体验店！”天涯海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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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图书馆现在变得跟以前很不一样，主要是因为馆员的生存危机。希望能给图书

馆一个生存下去的理由。现在数字资源越来越发达，传统的从图书馆获取资源的

优势已经没有了。”一直很*：“经济的不均衡，导致图书馆发展的不均衡。在

图书馆为什么我们学外国，经济发展早和快，所以我们边学边追。”天涯海角：

“所以只能搞点别的活动让大家觉得图书馆除了文献资源，还有别的功能。不至

于真的被消失。”一直很*：“我们蚕食博物馆、文化馆功能，只能说明我们有

能力有本事，图书馆的一个未来，仍在于品牌塑造。还记得 OEM 吗？类推借鉴，

总分馆现在加速推进，正定我们图书馆依据当地资源，搞自己品牌塑造的大好机

遇期。”天涯海角：“现在还不好说谁蚕食谁，博物馆也有开设图书阅览场所的。”

天涯海角：“如果我来做的话，我会先跟某些学校或者机构先了解一下，有

多少孩子喜欢剪纸，是否希望有一个展示作品的地方？如果答案是根本没人，那

就取消这次活动。如果有人，那就定向发布这些活动通知，然后图书馆再广泛发

布一些通知。活动之前，还可以请一些相应的老师来做一场相关的讲座活动，吸

引更多的人气。”

一直很*：“剪纸源于北方，希望你们创新出中国第一个剪纸图书馆。领导

为什么视察时必去博物馆，不一定去图书馆？因为全国的博物馆藏品都不一样，

各具特色，而图书馆？全国都一个样。所以如何细分差异化战略下塑造品牌？是

我们要考虑的。”

图谋：“下午去了趟博物馆，同时挂 4A 级旅游景区的牌子。”天涯海角：

“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挂旅游景区的牌子，也有书店挂旅游景区的牌子的。”图谋：

“我是首次见。”书图同归：“我们馆周围有很多旅游景点。”一直很*：“以

前县里是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局，后来分开干了，所以他们有共性，会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tianart：“我们这有药店，皮具店，同时是 4a 景区，属于工业旅

游范畴，还有水上乐园也是。”

（2）图书馆的服务

圕方丈：“吸引人流的好方法，图书馆员来引导民众查询，美国政府的日常

开支，是怎么被监督的。”广州书童：“也不一定要去社区图书馆，有台联网的

电脑就可以了。”麦子：“你说的对，都是网上信息，不必要去图书馆。”gao

zy：“没有图书馆，我们也挺好。”楼上月*：“至少，不去图书馆，可能有更

多更好的获取信息知识的途径，节约社会资源，提高社会效率。”清凉桐影：“没

有图书馆，人们顶多少一点精神食粮，没有医院，那是会死人的。”麦子：“其

实，如果不是做这行的，我是不会去图书馆的，因为我所有的信息需求不需要自

己跑图书馆。”

西北风：“图书馆要想存在，就得有吸引人非去它那里或非找它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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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独特功能才行，图书馆发展就得作这方面的文章！”广州书童：“那也未

必，不一定非去不可。只要能让市民有空的时候想起来去图书馆消遣一番，看看

书，听听讲座，那怕发发呆也行。”麦子：“这可能是最可能去的情况: 就是一

个散散心的地方。”广州书童：“当然，我说的是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高深

莫测，不是我能妄加议论。”西北风：“市民散散心，也未必会去图书馆，图书

馆感觉会太沉重！多搞一些有特色的文化活动，或许能吸引一些人！怎么能吸引

人来，又凸显图书馆的特色，就怎么搞！”广州书童：“让市民散心的时候想到

图书馆，这就是本事了。”西北风：“如果图书馆人对读者服务都心凉了，那么

读者对图书馆就更心凉了！”gaozy：“读者服务是工作，应该不会心凉吧？”

小洋：“我也是，如果不在图书馆工作是不会去图书馆的，跟他借书还得看开放

时间，想要的不一定能借到。其他讲座活动的，社区就有。”

图谋：“图书馆之间，资源与服务差距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大家讨论的图书

馆，很可能是各自感知的图书馆。”海边：“图书馆根据文献对人才引进提出评

价，这种服务是不是偏离本行。”图谋：“有条件的馆可以做。”老关关：“只

是感觉有些事情，比如人才引进的评价，‘规发处’或叫‘发规处’可以全做。”

海边：“图书馆可以提人才的文献成果和指标情况。”图谋：“术业有专攻，各

用其长。图书馆在人才评价方面确实可以做不少工作。有些高校开展得好，通常

是做出了水平，得到了相关人员的认可。”

广州书童：“如果真的追求高深的，非你不可的服务，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

就是走偏了。我们为大众提供基本服务，个性化，高端的请自我满足。”图谋：

“各馆实际履行的职能，差距也很大，当前，基本是各自量力而行，很大比例实

际是两头无着落。”印度阿三：“年轻人，园子里各种各菜，各叫各卖。”广州

书童：“服务大众，小众自我服务。公共图书馆要找做好基本服务，再追求‘高

端’。”

山里：“今天的议题很实际！图书馆就是做服务的，服务于各种人群，干了

半辈子的感觉。”向日葵：“除了基本服务外，国家对图书馆，尤其是高校馆并

没有具体的深层次服务要求，所以做多做少全凭自愿。从某种层面来说，这非常

危险，制约了图书馆的发展。”山里：“图书馆要根据时代的发展的读者需求不

断调整和改变，各种行业都是。”

广州书童：“图书馆与图书馆的差别和社会上人与人的差别并没有什么不同。

贫富悬殊差距太大，要整齐划一列出要求是不科学的。不算不同级别的图书馆，

就是同级的图书馆的差距都是巨大。”向日葵：“问题是对图书馆的要求太低了，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极端现象。”广州书童：“对公共图书馆有评估要求的，高校

应该也有评估吧？”小洋：“评估只看硬件 不看软件。人，才是制约发展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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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向日葵：“对图书馆的评估仅停留在最基本的硬服务上，这远远不够。”

一直很*：“关于公共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我又想了几天，三权分

立可不可以这样：政府，董事长管规划与方向；图书馆，CEO 管服务与管理；民

众代表，独立检查第三方 COO 管监督与执行反馈。各管各的，各聚焦各的。”广

州书童：“在我看来只有两权，财权和人事权。再完美的设计，只要这两个权还

在政府手里，万变不离其宗。”小洋：“理事会治理，三权分立，一直都这样。”

一直很*：“看了图谋拍的镜头下的图书馆，突然脑子里一闪，就明白了为

什么有的图书馆还可以挂几 A景区的牌子。以我们馆为例，做为城巿的名牌巿文

化艺术中心，保利大剧院、历史展览馆、规划馆、图书馆都放在了一起，建筑外

边就是广场，广场归园林局管，所以很难有其它馆横向的规划、绿荫葱葱，形成

文化和情趣。没水、没鸟、没风，现在韦中心寸土寸金，图书馆也没有多占地的

资本，所以只能纵向发展，盖上个好几层，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何在纵向的立

体空间进行空间再造，造出流动的清风，脆耳的鸟叫，潺潺的流水。好的环境，

孕育出好的感知，好的文化、好的心境。”

（3）数据商去中介化的可能性探析

gaozy：“我认为，学科服务之类的，最终极大可能还是公司做。各类工具，

各类数据库，都是公司化，他们最后肯定会跳过图书馆这个中介，去中介化。”

诲人不倦：“图书馆可以做资源与工具的整合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全方位解决

方案。”gaozy：“只要有利可图，我相信，公司化操作会更容易让用户满意。

资源一站式，现在的搜索引擎，已经在做。我们的智慧图书馆，怎么从本身去中

介化的角度发掘更多自身功能？”老关关：“初出茅庐的我就不多说了，总之，

看到上述有同感！”

徐徐清风：“数据库商是不会轻易放弃图书馆这个中介的，反而抱得更紧。

因为图书馆包库购买，钱来得快，利润更可观，收入更稳定。”仅此而已：“由

数据库营销模式决定，目前国内购买模式让数据库商盈利丰，自然与图书馆合作

就久。”gaozy：“希望去中介化，仅仅是我的臆想。”徐徐清风：“没准哪一

天也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啊，这不是图书馆人说了算的，政府一纸公文。”

向日葵：“图书馆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制数据库商的随意乱涨价。”徐

徐清风：“图书馆当数据库商和用户的中介，并不具有独有的优势。这个角色，

在高校，网络中心也可以做，社会上别的组织都可以替代的。”仅此而已：“网

上数据库全部免费，图书馆的中介才会消失。”一直很*：“感觉够呛，专利权

知识产权与网络的共知共享是一对儿天然的矛盾体。”仗剑*涯：“网上数据库

全部免费，图书馆的中介就会消失。”一直很*：“网上数据库不会全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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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层级免费。”

一直很*：“北方南方的公共图书馆差别还是蛮大的，与京师距离密切相关。

北方以稳定为主，南方以发展为主。越近京师发展越服从于稳定，反之亦然。编

办就是这么说的：图书馆不收费，划归公益一类；收费就半公益半自收自支，你

们自己选。知识资源并不是开放共享性越大越好，物极必返矣。我国大陆上的藏

书三角形的三个支点：敦煌麦积山的藏经洞，西藏萨迦寺的经书墙，浙江宁波的

天一阁。前两者地处偏僻，无形中也是大自然对其封闭下的一种善意的保护；后

者是人为封闭，非本族男嗣不得入内。所以他们保存了下来，构成了中国大陆藏

书体系的三大历史记忆遗迹，泽被后人。适当的可控的开放分享好于绝对的开放

分享或完全封闭似的资源形态。这就是辩证法呀。关于藏书楼和图书馆关系的研

究，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解读，即我们不能说岳飞忠君

是愚忠，那时也没共产主义。藏书楼封闭没有开紋性均等性，是因为贴张布告有

人读大家才知道写的什么，古时识字人少，开放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4）公共馆闭馆安排小议

公共小*：“请教一下，公共馆逢一闭馆，如遇春节、国庆恰为周一，这一

天开是不开？”七色花*：“不开。”大焦：“逢周一闭馆。”公共小*：“我馆

是开的，我也觉得不妥，有种费力讨好的感觉。”小肥羊：“好像国外的公共图

书馆开放时间要比我们少的多。特别是节假日，公共图书馆也是照常闭馆的。”

印度阿三：“我们开半天，开一楼，12 点到 6点。”贫尼爱*：“你们一楼是期

刊报纸。”印度阿三：“是的。”星光：“感觉统一周一闭是合适的，因为读者

市民如果节假日周一开，他们会搞混乱，反而生气投诉给文化厅。开馆时间最好

简单点儿、简单点，别复杂一会开一会儿闭，无端给自己找麻烦。”仅此而已：

“尤其是春节前从年 26（小年）就可以闭馆了。”

学者：“我们无论平时与假期 坚持周一闭馆十一期间只开放成人借阅与少

儿借阅中国年随国家规定走放假七天。图书馆界一直在自我加压 外界也一再的

要求图书馆完善服务，但是这需要馆员的人力物力保障 。”公共小*：“我感

觉春节那天是不应该开放的。”素问：“是的，公共馆春节可以不开。”素问：

“又不是医院和消防部门，关系到生命。”大焦：“开少一个小时都被人投诉到

市局。”

（5）四大名著是否适合孩子阅读

天涯海角：“上次有老师问四大名著是否适合孩子阅读？这个链接有两种不

同观点，大家看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MTA2MjI1Mw==&mid

=2653173533&idx=1&sn=42066fca6f16e4c77c3d342d54093250&chksm=f228259fc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MTA2MjI1Mw==&mid=2653173533&idx=1&sn=42066fca6f16e4c77c3d342d54093250&chksm=f228259fc55fac898f3a4523d8e3ff9b76ce722a4aa506d47d5008ce81fba0067672926d94fd&mpshare=1&scene=1&srcid=1006O1CUXMldH7c7hZiUwIrO&from=groupmessag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MTA2MjI1Mw==&mid=2653173533&idx=1&sn=42066fca6f16e4c77c3d342d54093250&chksm=f228259fc55fac898f3a4523d8e3ff9b76ce722a4aa506d47d5008ce81fba0067672926d94fd&mpshare=1&scene=1&srcid=1006O1CUXMldH7c7hZiUwIrO&from=group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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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fac898f3a4523d8e3ff9b76ce722a4aa506d47d5008ce81fba0067672926d94fd&m

pshare=1&scene=1&srcid=1006O1CUXMldH7c7hZiUwIrO&from=groupmessage&。”

西北风：“四大名著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中国人都应熟读熟记。听说有

的人一年读一遍红楼梦，真是不得了！对于孩子，可以进行有限的并有指导性的

阅读！”一粒土*：“四大名著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此话怎讲？”一直很*：

“四大名著到底怎么来的？经考证为民国版商冲销量创盈收自己命名的，非官方

的、大家泰斗所赐大名。”西北风：“中国人为人处世之道，对天地君亲师的一

般看法，对男女之情、爱情、婚姻的一般看法，对信仰、人和鬼神的一般看法，

等等，直到今天，你都能在中国人中看到这些观念的支配作用！”

谈天：“四书五经表示不服。”广州书童：“半部论语治天下，怎么说？”

印度阿三：“那是他们家穷，连论语只买得起半本，所以要办好图书馆，为买不

起书的人服务。”gaozy：“解释的很有新意，一定是这样的。”谈天：“也有

可能以前在图书馆看了另一半。”gaozy：“其实了解的人都知道，半部论语治

天下，主要是说读书太多也没用，人家就读了一点书，当宰相，治理国家井井有

条。这句话，我觉得在今天再拿出来，恐怕会有初中生不高兴哦。”谈天：“主

要当时都是领兵打仗的武将。太文绉绉了也不好。宋太祖一条杆棒，赵宰相半部

论语 。”广州书童：“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gaozy：“所以很

多大学者，都认同这个看法：学术做的好，需要有天赋。勤能补拙，固然重要，

但没有天赋，终究一般。读书，有时候并没有想象的重要，这是万般皆下品的遗

留思维。”

一直很*：“这是个好节目，有创意。两方阵地，一方四大名著，一方四书

五经，一人饰一书，上台 PK，因为 9：4，所以没悬念，最后三元里、芦沟桥上

台，一句话都不要说，然后全剧终。节目就叫：中华民族之精神。”

西北风：“四书五经是对中国人进行抽象的教育，而四大名著是对中国人进

行形象的教育！西方也有四大文学名著，也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起得都是同样的作用！”谈天：“这个说法到很有意思，第一听说。”

（6）从阅读推广谈图书馆发展

楼上月*：“当人们在谈中华文化、讲修齐治平，我们图书馆员能做些啥么？

这才是咱们的工作啊。”gaozy：“圕人要客观，保存一切有文字的纸片。”楼

上月*：“说的好，就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gaozy：“阅读推广，阅读疗法，

圕人那是无所不能去尝试的。圕人我觉得，还是很能折腾，很会来事的。中国自

古有穷书生，后来有臭老九。各种因素，书读的多，仍然过不好这一生的人，不

少。我只是有时候不理解，读经典，倡悦读，为什么不能思维更广阔？真人图书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MTA2MjI1Mw==&mid=2653173533&idx=1&sn=42066fca6f16e4c77c3d342d54093250&chksm=f228259fc55fac898f3a4523d8e3ff9b76ce722a4aa506d47d5008ce81fba0067672926d94fd&mpshare=1&scene=1&srcid=1006O1CUXMldH7c7hZiUwIrO&from=groupmessag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MTA2MjI1Mw==&mid=2653173533&idx=1&sn=42066fca6f16e4c77c3d342d54093250&chksm=f228259fc55fac898f3a4523d8e3ff9b76ce722a4aa506d47d5008ce81fba0067672926d94fd&mpshare=1&scene=1&srcid=1006O1CUXMldH7c7hZiUwIrO&from=group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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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在图林曾热火，说明可以读人。古训行万里路，说明可以游历获真知。我觉得，

读书读经典与否，其实，真没那么重要。不读，没事，读了，也会忘。”

小洋：“倡导读书可以提升图书馆的入馆量，增加社会图书馆工作的认同

感。你们这些人都不对哈，要会为自己讲话。”gaozy：“要枪口一致对外，形

成利益共同体。但内部要创新清醒，就要有人讲出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以公

开反思，进步。”一直很*：“为自己讲话，也要为自己代言，所以图书馆要创

品牌，追求品牌塑造力。扎孔子学院+OEM 的思维模式植入图书馆品牌塑造中来，

可以一试。”gaozy：“中文加外文，挺时尚。然而，我并不知道 oem 是神马。”

一直很*：“就是委托代工，我的意思就是一个品牌，下分支搞复制，借鉴

OEM 的复制思维。读群共享里国图韩馆长对阅读史的几点思考，我的心得是：同

样是说话，高人说出来的就是艺术和滴水不露，就算和你观点不同，但也不会让

你感觉不舒服。关于藏书楼和图书馆关系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进行研究解读，即我们不能说岳飞忠君是愚忠，那时也没共产主义。藏书

楼封闭没有开紋性均等性，是因为贴张布告有人读大家才知道写的什么，古时识

字人少，开放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gaozy：“凡是引不起争议的玲珑之作，影响不会大。当初图林一阵旋风，

用户永远都是正确的，让一些人如鲠在喉，取之不出，吞之不入。但是学术争鸣

却让圕人思维得意开阔。真的高人，敢于亮剑。不怕批判。对实际工作的影响是

巨大的。现在就是争鸣少了，一团和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粒土*：“现在不少文化企业想吃图书馆这块蛋糕，一直在鼓吹图书馆社

会委托管理的种种好处，搞得好象图书馆业界不懂得管理似的，我们业界的同仁

也有附和社会委托的好处的，但是没有看到国外行得通的在国内未必行得通，也

跟着起哄革自己的命。”

gaozy：“我在群里多次提出了一个共知的肤浅常识。图书馆为什么不可替

代或者说，图书馆的核心功能有没有充分体现？”一粒土*：“有没有充分体现

得先有个衡量的标尺，然后再探讨怎么实现。”gaozy：“我只是从下里巴人，

讲了自己的感受，同理到个人，我，有什么核心能力，不可替代？这些问题，我

觉得作为一名圕人，是值得反思的。混日子的太多了，要真的是被文化企业委托

管理，那也是作的呀。”

一直很*：“OEM 是委托代工，但它的核还是复制复制再复制，我的意思是

图书馆员可以借他的核，至于前层意思，有钱无编制的，明年公共馆肯定大搞的

总分馆制，会有涉及。”天涯海角：“外包是图书馆委托管理吗？现在外包几乎

很多馆都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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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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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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缺稿。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无分享文件。

3.大事记

2016 年 10 月 7 日 14:00，群成员达 1751 人（活跃成员 417 人，占 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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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清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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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