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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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培训班预告 

图谋：“ADLS2016----数字学术与公众科学：数字图书馆新生态 Digital Sc

holarship and Citizen Science: The New Environment to Reborn Digital Librari

eshttp://society.library.sh.cn/adls2016/主办：CALIS，上海图书馆，中图

学会数图分会/高校分会承办：上海市图书馆学会，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上海图

书馆基地时间：2016 年 12 月 5-6 日地点：上海图书馆。” 

图谋：“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创客空间 http://www.lib.whu.edu.cn/itie2

016/default.html 由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武汉大学图书馆联合主办的‘信息

技术与教育’（ITIE2016）系列会议之‘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创客空间’国际研

讨会将于 2016 年 11 月 22—24 日在武汉大学举行。届时国内外创客界、图书馆

界、教育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将出席会议并作精彩演讲。会议议程 http://www.

lib.whu.edu.cn/itie2016/yc.asp。” 

广州书童：“广州图书馆、广州市图书馆学会计划联合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

中山大学图书馆等机构将于 2016 年 11 月 21-23 日联合在广州图书馆举办“创客

空间：图书馆里的创造力——人人参与的创客空间”国际学术研讨会。http://

www.gzlib.gov.cn:8080/stxh/ZXXXDetail.do?id=410643。” 

hero8151：“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2017 年以‘申请-考核’制招收图书馆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http://im.sysu.edu.cn/。” 

 

2. 岗位招聘 

广州书童：“2016 广州市事业单位校园招聘“优才计划”正式开启，2016

年 10 月 22 日陕西师范大学，2016 年 10 月 30 日北京大学 http://url.cn/40T1

0ki。” 

图书馆信*：“发一个图书馆招聘毕业生的信息，给有志愿 来深圳特区的同

学参考。深圳市市属事业单位 2016 年 10 月公开招聘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人

员公告 http://www.szhrss.gov.cn/gzryzk/201610/t20161019_4997297.htm  

要求硕士研究生毕业，此次是按《深圳市事业单位常设岗位工作人员招聘办法》

招聘的，是常设岗，实行新的养老和职业年金相关制度。” 

 

3. 圕人分享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27 期 20161014)http://blog.sciencenet.cn/

http://society.library.sh.cn/adls2016/
http://www.lib.whu.edu.cn/itie2016/default.html
http://www.lib.whu.edu.cn/itie2016/default.html
http://www.lib.whu.edu.cn/itie2016/yc.asp
http://www.lib.whu.edu.cn/itie2016/yc.asp
http://www.gzlib.gov.cn:8080/stxh/ZXXXDetail.do?id=410643
http://www.gzlib.gov.cn:8080/stxh/ZXXXDetail.do?id=410643
http://im.sysu.edu.cn/
http://url.cn/40T10ki
http://url.cn/40T10ki
http://www.szhrss.gov.cn/gzryzk/201610/t20161019_4997297.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86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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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213646-1008681.html 

城市天空：“图书馆学、信息学研究英文开放获取资源 http://blog.sina.

com.cn/s/blog_14ecb877b0102xhwk.html。” 

图谋：“彭思龙博文集出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1008140.

html读书类似吃饭，需要五谷杂粮搭配；不能只读网上的‘快餐’读物，要‘读

大书’，即长篇经典著作；要慢读书，持续读，要以多种模式读书。读完《科研

五色石》，也许读者最直接的收获就是，在信息扑面而来的互联网时代，先静下

心来，读几本好书。多读经典著作能促使科研人员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低级

趣味的人。”  

天天有*：“《图书馆报》2016 年 9 月 30 日：潜心读书拒客来 http://blo

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skz.html。” 

雨过天晴：“共研共创共明天——“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阅读与

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诗记 http://blog.sina.cn/dpool

/blog/s/blog_dbc3ff2b0102wsob.html?type=-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

ed=0。” 

海边：“高校试行图书馆“计时学习” 不去图书馆无法毕业 http://hb.if

eng.com/a/20161013/5051452_0.shtml。” 

海边：“高校图书馆设学霸专座是低效的管理 http://news.163.com/16/09

29/06/C2424DQM00014AED.html。” 

海边：“图书馆来了个机器人管理员 能听能说能借还 http://zj.people.c

om.cn/n2/2016/1014/c228592-29144907.html。” 

海边：“湖北一高校图书馆开实名 ‘考研专座’引争议 http://hb.sina.

com.cn/news/w/2016-10-11/detail-ifxwrhpn9664693.shtml。” 

朗月孤舟：“台湾《图书资讯学研究》始於 1954 年， 創刊为‘中国图书馆

学会會報’， 自 2006 年 12 月起，改易今名，仍为半年刊，每年 12 月与次年 6

月 各刊一期，合為一卷。期刊目录：http://lac3.glis.ntnu.edu.tw/volume.

php可下载全文。” 

hanna：“国图阅览室众生相：备考族成主力 读书者有几多？http://cult

ure.gmw.cn/2016-10/17/content_22502875.htm。” 

一直很*：“图书馆学实证研究”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举行，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导徐建华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问卷调

查方法》讲演时，提到“当今图书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感悟性、思辨性研究依

然是主体，但比例下降；非规范性（伪）实证研究充斥；一线学者绑架议题、伪

命题频现；学者使命感太强（虚火旺），缺乏责任感和科学精神；教、管、干图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8681.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ecb877b0102xhwk.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ecb877b0102xhwk.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10081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1008140.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skz.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skz.html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dbc3ff2b0102wsob.html?type=-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dbc3ff2b0102wsob.html?type=-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dbc3ff2b0102wsob.html?type=-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hb.ifeng.com/a/20161013/5051452_0.shtml
http://hb.ifeng.com/a/20161013/5051452_0.shtml
http://news.163.com/16/0929/06/C2424DQM00014AED.html
http://news.163.com/16/0929/06/C2424DQM00014AED.html
http://zj.people.com.cn/n2/2016/1014/c228592-29144907.html
http://zj.people.com.cn/n2/2016/1014/c228592-29144907.html
http://hb.sina.com.cn/news/w/2016-10-11/detail-ifxwrhpn9664693.shtml
http://hb.sina.com.cn/news/w/2016-10-11/detail-ifxwrhpn9664693.shtml
http://lac3.glis.ntnu.edu.tw/volume.php
http://lac3.glis.ntnu.edu.tw/volume.php
http://culture.gmw.cn/2016-10/17/content_22502875.htm
http://culture.gmw.cn/2016-10/17/content_225028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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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不屑于懂图书馆；追风抢进、急功近利；实践界的探索、理论界的执着、

掌握话语权者的傲慢；低水平重复、积累性差（无必读书）；全体从业者的自我

评价普遍偏低”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7660 看问题，找

方法，自省中出思路。。 

www：“《书籍与理念：柏拉图的图书馆与学园》 （来自热书发现系统）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创办的学园是西方学院式教育的

鼻祖。本书以独特的视角研究柏拉图对话，重构柏拉图和他创办的学园的图书馆。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clm=book&id=14005&what=detail&bsh_bi

d=1542124075” 

徐徐清风：“台北鼓励民众阅读推出‘超商借书’服务 http://tw.people.

com.cn/n1/2016/1017/c14657-28785615.html 新华社台北１０月１７日电（记

者赵博 李凯）台北市立图书馆１７日宣布与全家、统一、莱尔富等３大便利超

市连锁品牌合作，即日起民众只须上网预约就能在便利店借用图书馆７１８万册

藏书。据悉，民众只需拥有借书证，上网登记成为‘超商借书’服务会员并缴纳

保证金２００元（新台币，下同），即可在３个品牌的便利商店借书，每次最多

５本，酌收物流费５０元。据统计，这三家连锁超市在台北有１３００多家便利

店，遍布台北大街小巷。” 

系统消息：“ Lee 分享文件 2016 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卷）.

pdf 下载。” 

系统消息：“ Lee 分享文件 2016 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卷）.

pdf 下载。” 

城市天空：“信息快递｜罗格斯大学图书馆提供援助，应对教科书价格飞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ecb877b0102xla0.html。” 

南大沈*：“从你的图书馆路过 http://url.cn/40WyUaM。” 

系统消息：“洞庭水手 分享文件 2016 南湖创客空间助力阅读 1020.ppt 下

载。” 

贵图周*：“201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第 14 分会场：阅读推广的理论引领与

服务创新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9/21/news_9439.html。时

间：2016 年 10 月 27 日 9：00-12：00，地点：铜陵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一楼·第

六会议室”  

一直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四届青年人才奖获奖名单公示 http://www.l

sc.org.cn/c/cn/news/2016-10/20/news_9476.html。” 

图谋：“武夷山.文献计量学指标应用的四个群体.http://blog.sciencene

t.cn/blog-1557-1009982.html。第一个群体是数据提供者，尤其是生产 WOS 的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7660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clm=book&id=14005&what=detail&bsh_bid=1542124075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clm=book&id=14005&what=detail&bsh_bid=1542124075
http://tw.people.com.cn/n1/2016/1017/c14657-28785615.html
http://tw.people.com.cn/n1/2016/1017/c14657-28785615.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ecb877b0102xla0.html
http://url.cn/40WyUaM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9/21/news_9439.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10/20/news_9476.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10/20/news_947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0099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0099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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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部已经更名为 Clarivate Analytics）

和生产 Scopus 的爱思唯尔。第二个群体是科研机构的文献计量学人员，他们利

用文献计量学数据进行评价。第三个群体是科研管理者，第四个群体是科学家，

这两个群体都是文献计量学分析的用户，故放在一块说。” 

 

4. 问题求助 

（1） 台湾如何称呼大陆的“高校图书馆” 

    Sparks：“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大陆经常说的高校图书馆，在台湾是如

何称呼的？大学图书馆吗？”麦子：“高校图书馆肯定不行。这是典型大陆术语。”

Sparks：“这两天接触一个台湾的数据库，按照高校图书馆检索，尽然没有数据。”

海边：“你先检索已经有的相关记录，看看这个数据库是如何标引或分类的。然

后按它的标引词检索。”Sparks：“大概知道了。上次这个数据库介绍的时候说，

大陆这边有些和台湾那边不同专业术语在系统中检索时，他们在后台会自动切换

的。大学图书馆、学院图书馆、院校图书馆进行篇名检索，基本上可以涵盖了。”

  

（2） 扫描图片属性如何变小？ 

    yan：“想问下怎样把扫描的图片属性变小呢？”Sparks：“换格式。”

印度阿三：“是要把它缩小吗？比如从 M 级变到 K 级？直接在系统自带的画图

工具中处理一下就行了。”脂砚斋：“扫描时把分表率调小。在原图上截图。”

 脂砚斋：“用 ACDsee 免费版或者 ps 都可以。” 

 

（3） 期刊论文的署名单位界定及版权问题 

逄*东：“请问期刊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如何确认？尤其是并列第一作者单

位不同的情况下，如何界定呢？期刊论文又是否有第一署名单位有版权的说法

呢？” Sparks：“并列第一。以第一作者身份或通信联系人。通讯联系人在后

面有注释的。‘二、博士后人员出站考核标准 1、在站期间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

一署名单位，取得如下科研成果： 以第一作者身份或通信联系人在 SCI 或 EI

检索源期刊上发表外文论文二篇和列入 ISTP 论文或国内一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二

篇。2、在站期间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工科类博士后人员也可以选

择以下一项标准： （1）以第一作者身份或通信联系人在 SCI 或 EI 检索源期刊

上发表外文论文二篇和列入 ISTP 论文或国内一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二篇。 （2）

获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0 万元一项以上（排名前二名），并以第一作者身份或

通信联系人在 SCI 或 EI 检索源期刊上发表外文论文一篇和列入 ISTP 论文或国

内一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二篇。 （3）获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0 万元一项以上（排

名前二名）和国家或上海市博士后基金一项以上（排名第一），并以第一作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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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或通信联系人在 SCI 或 EI 检索源期刊上发表外文论文一篇。 （4）获横向经

费 50 万元以上（排名前二名），并以第一作者身份或通信联系人在 SCI 或 EI

检索源期刊上发表外文论文一篇。’这是小木虫上的一个回答。其实这种结合两

个人受益。。学生写的论文，导师放在第一作者。其实还有第一作者是导师，第

二作者是作者本人，第三作者是通讯作者的。” 

 

（4） 储物柜的管理 

天蝎小昭：“想咨询下有储物柜的高校馆，你们的储物柜是免费使用的还是

有偿呢？非投币式的储物柜。请教储物柜的管理方法。目前我们的储物柜是那种

用钥匙的，准备按天借给学生用，收押金。三十天为限，过期就上黑名单，不给

再用。还要收超期罚金。但是现在就怕学生拿了钥匙去配，怎么办？” Helen：

“免费，刷卡。” Sparks：“我们的是密码锁。” 许*新：“电子寄包箱之前

是这种柜。我们是各个阅览室寄包，押证换钥匙，只能当天免费用。柜子在阅览

室门口或里面。”天蝎小昭：“我们学校有很多同学特别喜欢把书放在图书馆，

一放就好几天，他们不愿意拿回学校。有的老师也是这样。他们就希望能有个地

方长期放东西。不愿意拿回宿舍”许*新：“储物柜涉及个人财产，有必要在这

方面拓展服务范围么？都租出去其他读者要存包怎么办？”天蝎小昭：“还不是

为了方便读者放东西。很多人带电脑，又不想带来带去的。我们本身就是可以带

包进馆的。以前我们是放没门的柜子，一开学很快就被占满，到了学期末还是很

多东西。”Sparks：“建议一天一清理。”天蝎小昭：“那不是又增加工作量了？

我们的储物柜是放在四个楼层的。共 100 多个。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减少清理的次

数。我们新馆三楼以上还没上完书，平时只有前台有人，一二楼书库是没人看的。

只有学生帮忙上架。其他人都在楼上上架。”许*新：“我们以前钥匙时代天天

清理的。押证，图书馆还有备用钥匙在馆行政。图书馆寄包箱指明不存贵重物品

的。”小洋：“我觉得图书馆没必要设储物柜啊，增加工作量。”天蝎小昭：“我

们搬个新馆，新增的工作内容又何止是储物柜一个呀。”广州书童：“如果有 r

fid 可以不用储物柜。如果储物柜请用自动储物柜。”麦子：“储物柜是好服务。

关键是如何管理。”许*新：“电子自助工作量少。把书弄回大库闭架出借，其

他房间可带包阅览更方便。借阅一体高校馆不合适了。” 

 

（5） 读者个人借阅排行发布在图书馆网站是否有争议？ 

平湖晓色：“咨询大家一下：读者个人借阅排行发布在图书馆网站是否会有

争议？”Sparks：“针对本校的话，没有什么争议吧。我们学校读书节这块会对

前几位进行奖励。奖励就要公示。不过应该要征求一下学生的意见。”海边：“有

的读者会认为侵犯隐私。我们也是在读书节时才公布到网站上，平时没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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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不是发布书目，没关系吧。学生名字奖励那只能公示呀。” 

 

数字资源校外访问系统 

夏夜星：“请问各位所在的馆，有做过数字资源校外访问系统的吗？或者购

买这个服务的？”几木成图：“vpn 是一个 也可以通过账号登录+局域网内自动

登录的方式采购。”tianart：“我们用 vpn,网络中心统一做的，校外访问用登

录号与密码，目前只对教工开放。”夏夜星：“我们有校内的 VPN。目前是采购

了汇文的一个校外访问系统，针对外校的用户，但是具体往里面添加哪些资源，

多少资源，还在斟酌。”朗月孤舟：“高校用的 VPN分为硬件 VPN和软件 VPN，

网络中心做的 VPN 一般是硬件 VPN（如深信服），图书馆做的 VPN 一般是软件 V

PN（如易锐）。如果学校统一规划了数字化校园，有外网统一身份认证，网络中

心也就不做 VPN 了，图书馆还是要自己买 VPN。”烟圕张*：“最好由网络中心

做，任何学校都不止图书馆需要 VPN 访问，其他的如财务、认识、教务等系统，

人事也需要。”  

 

图书同质化、出版同质化的英文表达 

许*新：“图书同质化  出版同质化  英文怎么讲？ 。” 麦子：“同质化

是何意。”许*新：“比如我们的手机同质化竞争很厉害。基本主推产品都差不

多。主流品牌之间的情报很激烈。知道对方的发展动向，不希望自己落后，基本

出来的新品也就差不多了。还有就是非大牌的仿。图书国内也提同质化。”麦子：

“homogenization in publishing。homogenization of books。” 

 

影音编辑室的建立 

Lee：“想咨询一下，国内有哪些图书馆建立影音编辑室？” hanna：“南

农大应该有的。”闽农李*：“你也可以选择用一台万元图形工作站，加装音频

采集卡来达到入门级影音编辑要求。比起上百万投资，这种方案更实惠！基本就

是一台万元级别的图形工作站，联想就有；然后是音频采集卡。视频采集卡可以

直接用图形工作站自带的，也可以选择另外加配！一般的视频编辑软件有地方下

载的，自己选择就好！花钱可多可少了，所以先要考虑自身实际需求。图形工作

站的参数，重点注意一下 CPU 的浮点运算功能，内存和硬盘大小。有钱土豪要

上固态硬盘作为引导盘并加配 SATA 大容量硬盘作为专用数据存储也是可以的。

其实这种解决方案，在我看来就是定制度比较高，可以结合自身预算情况和实际

需求决定最终方案。”许*新：“视频采集适合图书馆。采集卡主要解决模拟信

号转数字信号。 剩下就是播放设备+高性能电脑+好用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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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信息管理博士点 

洞庭水手：“图书馆 信息管理 有什么学校招在职博士吗？” 小洋：“我

只听过情报学和图书馆学的博士点。信息管理莫非是武大才有。”甬图万：“上

海大学找找的。其他 985 和 211 都不招在职的情报学。武大是信息资源管理。”

小洋：“我记得上次有人讲，除了中山和南开不招，其他都招。”朗月孤舟：“武

大招在职博士。这是去年武大信管学院招博信息：http://gs.whu.edu.cn/inde

x.php/index-view-aid-7737.html。武大每年大概 11 月初发布招博信息”图谋：

“信息资源管理，近年好像有好多家。”小肥羊：“好像听人说，从后年开始，

全国高校都停止招在职博士了。所以要读在职的就要抓紧。”洞庭水手：“201

6 年在职研究生改革后考在职博士依旧只需要满足的条件为：已获得硕士学位，

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五年以上以及申请人应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领域做

出突出成绩，在申请学位的学科领域独立发表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或出版过高

水平的专著，其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以上奖励即可。”  

 

（6）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 

Actor：“请问各位老师一个问题，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是什

么，它的介绍可以在哪里获取？” 图谋：“从其图书馆网站的馆藏查询系统便

可了解。使用的是 SirsiDynix。关于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研究的文献不少，感兴

趣可以进一步关注。” 南大沈*：“Sirsi 合并 Dynix 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

馆系统供应商 http://url.cn/40VFBvT。SirsiDynix Pty.Ltd 简介 http://url.cn

/40VFF2p。” 

 

（7） 文献计量分析工具 

沧海月明：“各位老师，目前高校图书馆使用的较专业又好用的文献计量分

析工具（软件）有哪些，帮忙推荐一下。”默默：“Citespace。下载地址：htt

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download。Java 下载地址：h

ttp://java.com/zh_CN/download/manual.jsp。数据挖掘在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的

应用现状分析——基于文献计量分析和共词分析郭婷  郑颖。” 

 

（8） 新华书目报社科新书目 

雲：“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今年预订新华书目报社科新书目没有了。” 

May：“还有啊，我正在订。1-189《新华书目报•国际出版版》周 3.00 144.00。”

雲：“那社科新书目就没有了吗。”May：“从今年的好像是 8 月开始，就改版

了~”图米：“对改成国际出版。”雲：“参考社科新书就没有途径了。今后就

http://gs.whu.edu.cn/index.php/index-view-aid-7737.html
http://gs.whu.edu.cn/index.php/index-view-aid-7737.html
http://url.cn/40VFBvT
http://url.cn/40VFF2p
http://url.cn/40VFF2p
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download
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download
http://java.com/zh_CN/download/manual.jsp
http://java.com/zh_CN/download/manual.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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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看到社科方面的新书介绍了。只有科技新书目，没有了社科新书目。”  

 

（9） 馆配商做电子书、数字资源和出版的有哪家？ 

hanna：“换个话题，问一下各位采访老师：现在的馆配商做电子书、数字

资源和出版的有哪家？闽农李*：“我记得超星有做……。”哈韩小*：“浙江省

店、人天、三新都号称能做。” 

 

（10） 稿酬 

芝麻：“大图学报 今年还有稿酬吗，有人知道吗。” 诲人不倦：“有。估

计 500 左右，不同作者，不同字数，不同文章，稿酬酌情付出，你的文章稿费估

计 500 左右。” Follaw：“图书馆论坛的稿费好像也不错。不知道还有那些刊

物稿费高些？”芝麻：“大图，图书馆建设都比较高。不收版面费，还给稿酬的，

稿酬也都不少，起码有 200 左右。有的不收版面费的刊给的还要高一些。”鐘大

倌*：“图书馆建设不收版面费?”芝麻：“收，但是稿酬高。” 

 

（11） 稿件录用流程 

yan：“有人在吗？想问下有人在《图书馆杂志》发表过文章吗？从审稿到

录用大概得多长时间？” Sparks：“一般一到三个月。” 印度阿三：“录用到

刊出更长。” 

 

5. 即兴讨论 

（1） 如何看待图书馆外包？ 

仅此而已：“今天馆长说外借阅览今后要外包，据说北京理工已先行一步。

俺说那就包吧,采编不是外包了吗？系统部软件开放基本是公司在做，咨询部的

培训是数据库商再做，也算半包，图书馆业务基本外包……图书馆外包是个伪命

题。第三方公益组织办，政府购买，应该是可行的。图书馆工作 20 年的体会，

馆员的成长是图书馆发展重要要素之一。斗胆胡言:高校图书馆的馆长与其他学

院院长一样，面向社会招聘，图书馆的发展就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了。”草苇：“社

会进校办图书馆应该会比国家办的好，服务业。” 天涯海角：“很多馆都外包。

我们学校现在的政策是不进人，自然减员，退休一个就外包一个。编目外包，留

一个审校。阅览室包出去 2/3。等到都退休了，估计就全外包了。说实在话，我

没搞清楚购买社会服务和外包有什么区别？现在好像政府很鼓励购买社会服务，

如果外包与购买社会服务没区别的话，估计外包会越来越盛行。不过领导说了，

不管怎么外包，在编的不会下岗。我们咨询部数据库商会讲一部分，还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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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馆员工讲。”仅此而已：“我们编目早就外包了，咨询部的讲座数据库商包

了，但人一个没减，现在馆里要搞专业馆员和辅助馆员区分。外包的算辅助馆员

编制。看来以外包为特征的图书馆 2.0 要来了。盼望着。”天涯海角：“可别盼

望。这是馆员下岗的前兆。领导是愿意外包的。但对馆员来说，不是好事。”仅

此而已：“图书馆的合同越来越多，跟书商签，数据库商签，下面是跟馆员签。”

天涯海角：“跟外包公司签。至于外包公司怎么派人，图书馆是不管的。只要岗

位上有 444 人就行，从阅览室来说，至少不会因为不好的班没人上而让领导头疼

了。以前总是排班闹得不可开交。现在不愿意上的班都让外包的上。领导省心了。”

蝴蝶：“外包了这么多的业务，多的人干什么呢。”天涯海角：“没有多的人。

退休了，不进人，直接外包，自然减员。最后其实就是全部外包了。我们馆情况

很特殊，近三年调走的和退休的差不多十来个。”蝴蝶：“退休是一个一个的退，

但业务外包是整个一种业务。比如编目整体外包，我们馆 5-6 人突然干啥。我们

考查了也觉得外包好，就整体都包了吧，留一审校，其他人就不好安置了。”天

涯海角：“本来阅览室今年想全部外包，但是有两个老师还没到退休，所以留了

两层没全外包，其他层都全部外包。我们编目本来有三个老师，后来一个退休，

一个调到其他部门，所以就外包了，留下的这个老师做审校。以前有个老师，现

在退休了，所以书库现在也是外包人员代管。”仅此而已：“剩下的审校工资有

涨还是跌？” 天涯海角：“工资不变，事业单位的工资除了职称变动才会变动，

平常是没有变动的啊。”蝴蝶：“其实本馆人比外包难管。外包人的工资比本馆

职工的工资要少。”天涯海角：“据说是外包比养一个馆员成本低，但我们不清

楚，这都是学校统一核算。” 徐徐清风：“外包是高校领导的‘阴谋’。图书

馆体制内编制的员工逐年大量退休了，学校以外包的方式补充低工资的没职称的

非编人员，就相当于没收了这个体制内编制（可能还带正高或副高职称指标），

用于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教学科研人才引进中。也许很多高校领导想法是，图书馆

工作不需要太多高职称也就对应着高收入的员工，这些高职称指标应该留给教

师，大量的服务性工作能外包就外包，能学生工干就招学生工了。后勤都社会化

了，图书馆工作会强化，会做得更好，但员工的发展和工资待遇却会弱化。图书

馆发展好，馆长有水平，地位高，但不代表大部分普通馆员也会跟着有高收入有

好的发展前途。这就像世界几百强有名的大公司一样，也会有大量拿低工资没前

途的基础员工。” 天涯海角：“我们学校不算阴谋吧，明确说要以教师为重。

到评职称的时候，图书馆馆员的文章和项目肯定不如系里老师的多啊，所以领导

自然会觉得职称应该给老师。”蝴蝶：“图书馆的这些基础活外包是可以。”仅

此而已：“梦想的脚步在加快实现……，危机。那馆长越来越好当了，订合同，

做甲方，呵呵……，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馆长的图书馆 2.0 越来越近……。”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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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那外包趋势下延长退休有又意味这啥呢？” 淘气娃娃：“延长退休是

对宏观来说的，图书馆用这种外包的方式挺好。现在图书馆成了享受的场所了，

工资不少发，如果不是很主动的话，活很少，很不匹配。本身学校就应该以教学

和科研为主。以行政和教辅为主本来就本末倒置啊。这样也挺好，出了部分知名

高校需要专业的、有研究深度的研究馆员以外，其他的真没啥必要。与其让图书

馆称为养老的、家属的后院，还不如给学校节省大量开支，支援下科研。”天涯

海角：“没有哪个学校是以教辅为主的吧？”Sparks：“反对。”麦子：“哇，

所谓中中国智慧。长期以往，可以把高校图书馆员这个行业完全废了。即使有的

学校。待遇也不可能高。这是完全需要图情大佬们出来发言的。因为这涉及到行

业生存的大事。这种事，没小事。因为一旦食隨知味，大家会纷纷效仿，成为业

内可以接受的范例。应该改革用人体制来提高服务，居然除了这样的损招。”徐

徐清风：“图书馆人尤其是领导们不应该想着去帮学校省钱省人，应该想着怎么

多弄点钱用来提高馆员待遇，多弄些指标，让更多的图书馆员工能评上高职称，

才是好领导。当然这一切也是建立在节省读者的时间，将服务做得更好的前提下。

说实话就是自己私心。对自己以后死人不管。”淘气娃娃：“不是图书馆员没用，

而是没有发挥作用。不是图书馆员不想发挥作用，而是体制不允许图书馆员发挥

主动作用。而体制又不是图书馆员能左右的。”天涯海角：“现在已经到了您说

的食髓知味的阶段了，要改变估计很难。”蝴蝶：“就是这种体制害了一大批图

书馆人，没有竞争，没有压力，每天过着悠闲的日子。”淘气娃娃：“图书馆只

有体现出自身作用，主动的作用，才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单纯的看阅览室，这样

的工作还是外包出去靠谱一些。” 蝴蝶：“大部分人只想到自己的小日子过得

好，过得舒适，上班不干活不觉得无聊，反而觉得轻松。” Sparks：“其实高

校职称评审很奇怪，图书馆员想从高校评正高，有时比教师还难。还有就是喜欢

引进教授。有些从其他地方引进的教授，按照校评审条件在我们学校评副教授都

难。”徐徐清风：“在高校里，如果你认为很多馆员在混日子，不应该拿高职称

高收入，应该外包，其实在大部分普通高校，混日子的教师比馆员多的多。。。”

Sparks：“所以还是不要妄言支持这些所谓的服务外包。”  

 

（2） 中美对待职称论文的不同 

麦子：“我这次的这篇东西前后花了 10 个月。目前除了上班。我改三个人

的博士论文。另外协调 4 个人翻译一本 500 多页的关于明清印刷的书。而这些和

我学校的职称之类没有关系。 就是这聊天聊出的事。否则上班除了开会。我也

是在混日子。”Sparks：“所以中国大陆的论文为了评职称。其他国家的论文是

为了工作。”麦子：“ 不是。美国写论文基本完全是个人兴趣。我有一同事。7

3 了。回家钱一样。但每天上班。本职工作只是应付。就是写东西。而且和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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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因为到了头。” 天涯海角：“美国评职称不看论文吗？”麦子：“看，

但写的人极少极少。大多数人从来不写。”天涯海角：“ 从来不写也能评上职

称吗？”麦子：“是。主要是服务。另外看在馆外的活动。” 天涯海角：“那

看来美国评职称的标准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啊。”幸福的*：“国内服务上去了，

没论文职称也白瞎。”天涯海角：“在中国，服务再好，没有文章，根本别想职

称。这也是馆员不想提高服务水平的原因所在。服务好不如文章好。所以现在馆

员都天天琢磨写文章，而不是服务。” 印度阿三：“没文章，沒职称就没钱。”

幸福的*：“我也郁闷。每天都给老师们做参考咨询。写办公室文件，带着 36

个人的班级。然后搞了 4 个社团，每个 100 到 200 多人。没有时间弄论文。刚刚

准备和同事搞图书馆机器人设备。领导说能实现吗？我说能实现。总有一天会实

现的，即使实现梦想的不是大鱼。” 麦子：“我 98 年写了一篇巨长的评职称文

章。网上很好找的。现在还是一样。当然被动参与不做事不行。”天涯海角：“如

果中国也是美国这个标准评职称，估计大家就有工作积极性了。”Sparks：“不

一定。中国人际关系太复杂。”天涯海角：“至少标准在那里啊。现在的文章标

准让很多馆员看不到希望啊。而工作标准就不一样了。馆员是能看到希望的。”

Sparks：“现行职称评审个人感觉还行。其实发核心评副高。每个系列都一样。”

印度阿三：“什么东西存在即合理，就像当年高考和工农兵大学生一样的你选哪

个。我们算好的，核心期刊多。”  

 

（3） 谈读书 

惠*澈：“少说太忙，习近平劝你多读书（附书单）http://url.cn/40MrTQ

9。” 皎皎孤*：“习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读过的古今中外名著如数家珍，令

人敬佩。”皎皎孤*：“《苦难辉煌》（金一南著）讲，毛主席做图书管理员时，

善于学习和阅读推广。总是和前来借书的教授讨论问题，一些读书心得，虽然有

的教授比较忙走开了。”图谋：“周涛.也谈读书.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3075-1008581.html 我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人，甚至可以说嗜书如命。从我

记事起，便生活在书中，两三岁读连环画，四五岁就开始读武侠书，从此便不可

一日无书。现在我身上或优良或顽劣的品格和习惯，固然有得之于父母、得之于

师长和得之于社会的，但更多的恐怕都来自于书本。村上春树在他的一篇小随笔

《那时我喜欢书》中说：‘我这个人说到底是由书本塑造出来的呀。’我是深有

同感的。作者周涛为电子科技大学教授，2016 年 1 月被评为"2015 年度十大科技

创新人物"。1982 年生人，27 岁时被聘为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星光：“图

书管理员都很孤独孤寂，想找人倾诉聊天。” hanna：“‘那时候分辨真伪的能

力不够，金庸的书自然喜欢，全庸、金庸新等等作者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到

读初中的时候，发展到可以一只手扶龙头骑车，一只手拿着书看，要翻书的时候，

http://url.cn/40MrTQ9
http://url.cn/40MrTQ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100858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1008581.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128 期 201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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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 

就双手脱一下把。所幸那时候汽车很少，要赶上现在这样的交通状况，我坟头的

青草恐怕都有一两米高了。不管是走路骑车，洗澡搓衣，我都可以读书。‘周涛

的文章很有意思，真是爱书之人。” 图谋：“周涛.2015 年读的 121 本书.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3075-947512.html。周涛晒的 2015 年阅读书单，

叹为观止。”hanna：“‘与略读不同，浅读是指阅读的内容浅陋，其对象往往

不是书，但是却抢夺了我们读书的时间。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再

借助微博和微信的力量，使得现在浅读反而成了很多人阅读的主要方式。‘‘除

了我自己的几家外，其他企业我几乎都完全不了解，而且不管再怎么精读这个榜

单，除了多记住几个名字，对于深入了解这些企业，都没有任何帮助。与其浅读

这些华而不实的材料，还不如读读吴军先生的《浪潮之巅》或者英特尔的自传《三

位一体：英特尔传奇》。做企业也是有逻辑的，但是这个逻辑需要靠自己创业或

者深入研究才能了解，绝对不属于微博微信可以传播的知识。’。”图谋：“周

涛.怎么选择读什么书？.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981625.html

‘有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这不算是什么问题——如果你认为读书本来就

是一种快乐的话。因为我看到过不少人迷恋网络游戏，但是只有初试网游的人才

会去问什么样的游戏最好，而那些迷恋者完全不会纠结在这个层面。’ 电子科

技大学让周涛去做阅读推广‘真人图书’估计不错。《大数据时代》上榜‘第九

届文津图书奖’.http://www.ccse.uestc.edu.cn/view?type=10&id=2162 盛杨燕

和周涛共同成立了‘数联文化’工作室，专注于翻译介绍国外著名学者的重要著

作，促进科技文化的跨语言传播，目前已经出版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云

图》和《人类如何思维》三本译著。《大数据时代》自 2013 年出版后，已销售

超过 70 万册，雄踞 2013 年经管类图书销售榜首，并入选‘中央国家机关 2013

年 4 类 8 种推荐图书’，该书出版后，对我国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管理人员产

生了重要影响。” 

 

（4）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大学排名 

芝麻：“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大学排名武汉大学南京

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郑州大学四川大学吉林

大学。我在网上找到的是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吗。”满哥：“排名很难公认。北

大肯定不服。现在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这么多学校还没出现华东师大和东北师

大。” 许*新：“只记第一，其他不记得。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 各自谁服

谁？放在一起能排出什么。”伊丰：“哪有公认的。看需求是什么吧。”芝麻：

“那有图书情报类的排名吗？我想要这个。”琼琚：“图情档 图情档 当然是图

书馆学排第一。”小肥羊：“图情档武大第一，这是没话说的。”广州书童：“南

大能不能在北大前面，大概是值得商榷的。”小肥羊：“南京大学的图情档全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94751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94751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98162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981625.html
http://www.ccse.uestc.edu.cn/view?type=10&id=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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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北大，这个是没问题的。北大现在的问题是能否保住第三的位置。最新的

学科评估结果会在 2017 年公布，到时候大家可以看看。” 许*新：“很希望专

业排名而不是学科排名。”一直很*：“现在图书馆学方面的大家大多都是武大

出去的，然后在北大南大等各支了一摊。如果武大是蒲公英，其它高校是蒲公英

上的一个个籽。现在籽都长大了，也变成了一个个蒲公英。所以现在心态就很矛

盾，一方面武大是根，另一方面又想让自己的蒲公英开的更好更灿烂。现实就是

这样吧。” 

 

（5） 博士与图书馆 

图谋：“当前好些高校图书馆进人门槛也设为博士。我的疑问是：图书馆需

要博士做什么？博士能为图书馆做什么？” 2014：“避免拉低学校的教职工学

历层次？。”洞庭水手：“很多图书馆都在转型，学校战略层面需要博士。”图

谋：“实际上并没到那个高度。”满哥：“博士应该主要是做研究的。”福蛙：

“我们馆还木有一个博士，博士来就申报项目，拉经费吧。”洞庭水手：“各种

评估都看博士的比例，还有项目的多少，等级。”满哥：“还好高校图书馆还没

有公开比拼学位的评估吧。”图谋：“学校做这样的要求只是因为没把图书馆当

回事。”洞庭水手：“看看大学评估指标吧，都是直指 年轻博士。”洞庭水手：

“图书馆的指标在评估中真正的是微乎其微的。”满哥：“我们馆是典型的服务

还不错，研究上没啥名堂的。个人感觉在学校地位也还算可以。”福蛙：“我们

这儿博士一个月多从市政府领取 1000 元专项补贴。”满哥：“待遇跟职称有关。

跟学校的专业技术人员一样。”图谋：“真正把图书馆当回事的高校，我认为满

哥所在高校算一所。”刘*平：“图书馆的指标在评估中真正的是微乎其微的。

基本是这样的。” 满哥：“我印象很多年来我们馆没人拿过社科基金的，也没

什么人报省市项目，就有点 calis 之类的课题。”图谋：“我那两个问题是，针

对进人门槛设为博士的图书馆。兔子博士、小肥羊博士等，无需尴尬。”刘*平：

“图书馆地位如何，其实很难改变。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和能力做最好的自己，

同时多少为提升服务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各种小小的作为或许比是否有位更能

给大家带来快乐。”小洋：“我也想去读博士，也了跳槽。但听说以后不给编了，

怕跳过去没编就亏大了。如果在本校呆，真没必要读，把职称搞上去就行。”满

哥：“我想图书馆需要博士来做一些研究工作，但是应该不需要大部分吧。更不

需要全员。”刘*平：“其实是否设置博士门槛，很多时候是领导的思路或观念，

与图书馆实际工作需要基本是无关联的。”洞庭水手：“职称如何上呢，没有博

士行吗。”小洋：“是啊，我们领导就想要博士来带我们做研究。” 清凉桐影：

“能够以最快速度帮读者在书库找到所需要的图书的馆员，以最快速度排好架的

馆员，待遇在馆里也不见得是最好的吧。这都是制度的原因。” 图谋：“针对



圕人堂周讯（总第 128 期 201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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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 

进人门槛设为博士的图书馆，实质确实如刘老师所说‘很多时候是领导的思路或

观念，与图书馆实际工作需要基本是无关联的’。我其实还有第 3 个疑问：博士

在图书馆能做什么?也就是博士学历馆员在图书馆的职业发展问题。”图谋：“那

3 个疑问，可以是一个研究课题。感兴趣的可以进一步深入。高校图书馆人力资

源现状的思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7756.html）供参

考。”小洋：“博士进来可以做学科馆员，也可以做参考咨询。图书馆业务范围

挺大的，简单的馆做个借还书，复杂的可以做学校发展的智囊团。还有些馆，上

课老师就要求博士，博士来了教信息检索。” 我是*云：“博士多一些对图书馆

的发展是有益的，很多人看重他们，并不是他们在学业上的超强，而是其他更广

泛的人群愿意与他们交往，使这类人群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各方面的大量信息，给

集体带来活跃的东西～。”小洋：“也可能是同样的岗位，太多人来应聘就挑博

士了。”中原劲草：“这算是回答了高校图书馆要买小说、散文、诗歌等这些文

学书的原因吧！” 

 

（6） 图情类核心等级划分 

芝麻：“图情类核心，各校自行拟定的等级划分，是不是排在前面的都是中

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这几个啊？” 图谋：

“划分期刊等级，其实是与各种大学评价指标等相关联的，同时也作为绩效 II

分配依据。具体的办法制定，有许多变量。” Sparks：“我们学校只有中图学

报有奖励。其实国内的有的期刊比较 SCI 还难发。”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报，

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这 4 种，是 4 月份公布的第 4 轮教育

部学科评估的 A 类期刊。不过，没过多久就取消了。4 月 25 日，国家教育部学

位中心评估处发布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的要求。最新出台的‘A 类期刊名单’

实施仅仅一周后，就被教育部紧急叫停。教育部学位中心紧急发出一份《关于全

国第四轮学科评估补充事项的函》，表示将重新遴选‘A 类期刊’。”芝麻：“嗯，

这几个刊在北大核心，南大 cssci 都是排名靠前的。好像不同的评价机构，对这

几个刊的认定都没有什么疑义。”Sparks：“基本中图学报和情报学报没有什么

争议。” 豆：“我们分三档，中图学报为 A，情报学报与大图是 B 级，其它核

心刊为 C 级。” 

 

（7） 部分高校图情档学位点撤销 

满哥：“浙大把图情档一级学科硕士点撤了。http://mp.weixin.qq.com/s?

__biz=MzA3MDUwNjE5NQ==&mid=2652075777&idx=1&sn=b72d1d9a5c9f0d37916acf

c3f7787deb&chksm=84dc14bdb3ab9dabd39090c6723ea163a044beddbb2537751aff

d299f8379ec8a957b60da1a7&scene=0#wechat_redirect。” 小肥羊：“华中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7756.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UwNjE5NQ==&mid=2652075777&idx=1&sn=b72d1d9a5c9f0d37916acfc3f7787deb&chksm=84dc14bdb3ab9dabd39090c6723ea163a044beddbb2537751affd299f8379ec8a957b60da1a7&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UwNjE5NQ==&mid=2652075777&idx=1&sn=b72d1d9a5c9f0d37916acfc3f7787deb&chksm=84dc14bdb3ab9dabd39090c6723ea163a044beddbb2537751affd299f8379ec8a957b60da1a7&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UwNjE5NQ==&mid=2652075777&idx=1&sn=b72d1d9a5c9f0d37916acfc3f7787deb&chksm=84dc14bdb3ab9dabd39090c6723ea163a044beddbb2537751affd299f8379ec8a957b60da1a7&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UwNjE5NQ==&mid=2652075777&idx=1&sn=b72d1d9a5c9f0d37916acfc3f7787deb&chksm=84dc14bdb3ab9dabd39090c6723ea163a044beddbb2537751affd299f8379ec8a957b60da1a7&scene=0#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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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学，中南大学等学校也撤销了。”朗月孤舟：“华中科技大学撤销的是医学

方向的情报学。中南大学应该也是撤销的医学方向的情报学。” 井水：“现在

博士授权都有哪些大学？武大、北大、人大、南开、中山、南京、上海、中科院

还有吗？”小肥羊：“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图谋：“南京大学都漏掉了。”

 不发言：“危机啊，近几年好几个点被撤了。”豆：“几个前几名的大学是撤

了，但 50 名后的学校，这个专业还是基本上没撤过。现在好多馆招图书情报的

研究生都招不到。” 刘*平：“很多图书馆不一定招收图书馆专业的本科生，哪

里有稳定的工作。” 老沫：“2016 年学位点动态调整结果——图情档学科：贵

州财经大学增设图书情报学位点，北京理工大学撤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位

点，天津理工大学撤销情报学学位点，浙江大学撤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位点，

华中科技大学撤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位点，中南大学撤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学位点。” 馆缘：“有关专家表示，高校主动撤销学位点跟国家对于高校的

扶持政策有很大关系，以前是高校‘学位点越多学校越牛’，现在国家不会根据

学位点多少来配置资源，而是根据学位点的强弱来配置，高校的发展思路也改为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目前，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正在进行，各高校的评审材料已

经提交完毕，此次被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就不在评估之列。部分高校将一些弱势的

学位授权点撤销，可能也有应对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需要。” 不发言：“没根了，

长远来看，撤了好，武大，南大，中山，每年的图书情报硕士足够了北大，中科

院，好像都在走下坡路。中科院以前好牛，现在老的老，走的走，青黄不接了。”

小洋：“原班人马教本科，原班人马带研究生。” 徐徐清风：“牛大学的弱专

业越多，只能拉低学校的水平，在国内都无法办到一流水平，还不如撤掉，将资

源投在优势学科上了。” 不发言：“国内转型比较好的是武大。其实武大整个

学科架构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底下。”印度阿三：“转型好是好，就怕改个名字骗

人进，换汤不换药，最后根也丢了。” 芝麻：“感觉图情界好庞大，教师，馆

员。原来我都不知道有那么多学校有图情专业呢。”小洋：“读图情的不一定到

图书馆工作，在图书馆工作的不一定是图情毕业的。这些八卦只有读图情的，在

图书馆工作的人才懂。”芝麻：“确实。我们馆非图情的很多，我也是非图情。”

麦子：“没有歧视非图情的意思。但上面的撤点的部分原因是: 非图情挤压图情

的就业机会。长此以往，图情专业没有在图书馆就业的专有权，不要说本科，就

是硕士就业都危险，只能一路到底读博。但读了博，只能去高校当老师，但有图

情的高校却越来越少。当然，现在的图情点的确是太多了。首先其实应该撤了所

有本科，然后减少硕士博士点。”印度阿三：“没有本科到哪拉人读研究生。”

麦子：“其他的任何学科。”仅此而已：“所以高校目前搞服务外包，编目外包

就是在自我革命，革的是图情专业未来的命。‘’富不过三代‘’，图情专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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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难，图书馆长热心外包，堪忧啊！”印度阿三：“在现在这个图情专业进不了

图书馆的形式下别的专业来读是个笑话。”麦子：“我觉得外包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图书馆长外来人员多。反正我是调岗的。”印度阿三：“做个调查，有多了

馆长是本专业出身的。”不发言：“这次学科点大面积削减，可能是个转折点。”

仅此而已：“很多非图情馆长在岗，还说图书馆无专业门槛，汗颜。”看书的猫：

“话说我毕业十年了，呆了两个馆，竟然一直都是部门最年轻的，这点让我感觉

到这行真的前途堪忧。”仅此而已：“大胆胡言:个人感觉图书馆学是‘’母性

学科‘’，包容性为大，进取不足。欢迎拍砖。”YeungT*：“作为图书馆的研

究生来讲，大部分学生认为图书馆能吸引学生就业的地方就在于某些 985,211

工程大学图书馆员待遇和行政人员接轨了，而现在部分高校研究型图书馆需要博

士，更让毕业生对图书馆的向往降低。”在水一方：“真心觉得开设本科图书馆

学专业的学校都是坑爹的，现在出来有几个能进图书馆，门槛值不够。真不如像

美国学习，直接开设研究生专业，或者更进一步，直接开设博士专业，反正是，

只要你有需求，自然有人报考。”印度阿三：“这个沒事，直接本改硕，硕改博，

博士改成壮士学位就行了。”YeungT*：“美国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排名前 10 的高

校除了匹兹堡大学开设本科外，其他清一色的图书情报研究生院。” 麦子：“我

是从来没听说过图书馆本科。但有些社区学校里有培训图书馆管理员的课程，就

像修车技师一样。”仅此而已：“那个新的‘’高校图书馆规程‘中’专业馆员

和辅助馆员区分如何实际操作？按学历？专业？还是岗位，…。”小洋：“反正

跟全日制拿学位专业无关。” 小洋：“图情研究的就是科学交流体系。”在水

一方：“美国的图书馆学专业基本上都是研究生招生，很少有本科生。按照新的

图书馆章程，专业馆员找其他专业的研究生，短期培训发个证，就是辅助馆员。”

 许*新：“有调剂制度在，图书馆学万年青。”在水一方：“好吧，就祝福那些

走进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的，如果不考研，又不愿意去基层图书馆的，那就准备促

进其他行业发展吧。” 一直很*：“学一个专业，不代表就应该对专业以外的其

它专业不闻不问。还是应该多涉猎。特别是我国图书馆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图

书馆更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学习型人才。图书馆是一个组织就要学管理学，古

籍那里也要学历史学，活动部需求心理学和营销学一点儿也不奇怪，与时俱进又

离不开计算机，想每月工资不少发又离不开学会计的，与国际接轨不招学英语的

那行？甚至数字图书馆部和外借部又在自评谁才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部门争执

的不可开交。图书馆，其实什么专业都需要。那是不是意味着，图书馆学的课程

等培养体系，也要与时俱进了。就像第三代图书馆：学习中心、交流中心、知识

中心，它的核与我国古代的书院，抑或书院+藏书楼的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轮回，重复，发现，惊叹。” 许*新：“什么岗找什么专业,就怕什么都学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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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人子弟。”皎皎孤*：“要学这么多东西，是向经济学那样建立 图书馆学帝国

主义吗？还是学好核心课程吧，其他课程根据自己需要自学，不能搞一刀切。”

一直很*：“是的，一专多能啊。精一门，懂一片就好。”皎皎孤*：“如果学这

么多，那么显然图书馆学的人力资本（师生的时间精力资源等）投入会很大，而

如果就业前景、预期收益可能不如投入同样资源的其他专业，谁会来学这样的学

科呢？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如果图书馆员具备了专家们描述的‘完美角色’

要求的能力，他们会是否愿意待在图书馆？”广州书童：“学好核心课程，获得

自学能力，在工作中慢慢学习。”Sparks：“本科可以完全取消图书馆学。就像

情报学一样。少开图书馆学本科，或者不开。” 

 

（8） 阅读推广的新探索 

河北工*：“我们准备开展图书快递服务 借书在网上提订单 我们组织人送

书。”广州书童：“谁付费？”印度阿三：“人家学校，找义工搞定。”河北工

*：“找劳动周的学生。”印度阿三：“学校有学生这个资源。”河北工*：“专

门成立紫山驿站 是我们省高校里第一家主题邮局。”广州书童：“都免费吧？”

cpulib*：“现在不是有很多学生社团嘛。想免费干活的多呢。”河北工*：“图

书馆的服务 当然免费了。” 天涯海角：“学生宿舍离图书馆很远吗？需要快递？”

河北工*：“就是组织学生送一下。internet+图书馆。因为我们的借书量不是很

多”星光：“和送盒饭差不多，足不出户一站式服务。”许*新：“培养新时代

的大学生。”哈韩小*：“其实我也在想这项服务，但又犹豫，会不会最终废掉

了一代学生？为老师提供是可以的。”许*新：“不会，新时代的大学生有新特

征。”哈韩小*：“真真爱看书的，不会在乎这点时间，要靠快递送的，阅读量

也可能是暂时的提高。” 许*新：“以后靠脑。有灾了共赴死。”清凉桐影：“饭

来张口，衣来伸手，中国的年青一代就是被这种保姆式的关爱或者说溺爱给宠坏

了。”河北工*：“老师借书量太少。”哈韩小*：“我现在在搞一项图书漂流室

活动，每楼一室，把最热门最经典的图书馆很难借到预约到的书，放到了他们的

家门口，效果还是不太好。体会是，看书的人真的越来越少了。所以阅读推广活

动，其实大家心里很清楚，我们那么多努力，大氛围如此，事倍功半啊。”清凉

桐影：“如果把借书量作为学生和教师年终评奖评优的指标之一，可以看一下，

借书量会神奇般的增长。在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年代，

从某个角度说，看书读报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一种娱乐休闲方式，现在

不同了。推广和送书上门，不能否定其积极意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

图书馆人在刷存在感的一种方式，一种样板工程。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最终效

果如何，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如果每一位任课老师都给学生指定 5~10 本

相关专业的参考书，估计不需要推广。我一直人为，阅读量和借阅量还是需要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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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需求来拉动，读者没有需求，图书馆人主动去推送，意义不大。如果能够抓

住读者需求去做，会事半功倍。传统文化在考试中占比增加的消息一出来，原先

辅导钢琴和特长的机构都改行辅导传统文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许*新：“别

说图书馆了，上课有几个学生听讲的。读书看报不是主要。主要靠人际交流。努

力自救，值得肯定。从图书馆的角度应该做的。从学校角度也许就是多此一举。

从读者角度，他们有做么？因为根本不关注。” 朗月孤舟：“图书馆人自己有

多少在看书？”哈韩小*：“确实，我们自己也很难顶住各种诱惑。各位有搞图

书漂流室吗？有没有更深入、活泼的方法？感觉进入瓶颈了。老师也不看书哦，

我们学校曾经搞了个‘读写议’活动，老师推介参考书，结果有很多老师几年如

一日，永远推介那几本书。”中原劲草：“老师为啥不愿意来图书馆借书？有几

个学校做过认真的调研？”许*新：“老师最命苦的一群人。有时间还得赚点尊

严钱，还得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人读书说白了有点道德绑架。”清凉桐影：“老

师做科研，利用数据库比利用图书的频率要高很多。”许*新：“中国绝大多数

人是没有心情读书的。除非该书是和生计有关。”朗月孤舟：“国人读书功利性

太强了。”许*新：“想想国人的基尼系数还在什么水平上，房价在什么水平上，

疾病和花费在什么水平上，教育花费在什么水平上。好意思再提非功利阅读？”

清凉桐影：“中央提倡传统文化教育，其实领导层也看到了中国的现状，也在想

办法去改变，读书从娃娃抓起。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不读书没啥，不知道蓝瘦香菇

就会被笑话了。蓝瘦香菇的传播速度比一本好书的传播速度快得多。”许*新：

“娃娃在应试。大概率出来是讨厌读书的。学语文学不到中文的美，有啥办法。

只好跟风蓝瘦香菇了。”星辰：“社会是最好的大学，做为一个人，毕竟要适者

生存。”哈韩小*：“除了和学生同理外，我觉得一个原因是，现在校园扩大，

都搞到边远地区，离老师的生活区太远，老师上完课就赶班车，没时间到图书馆。”

朗月孤舟：“以前上大学，比较欢看方方、池莉和茅盾文学奖作品，现在好多年

都不看了。”哈韩小*：“阅读也已经不是一件享受的事，必须完成各种科研考

评，没时间没心情了。”清凉桐影：“没时间只是借口而已，真正的因不是没时

间，是没需求。正二八经的书有几个读的？”许*新：“不仅没需求而且还厌恶。”

图书馆咨*：“不是吧？有些作品真的很好啊。好的书真的有人读，只是越来越

少好的作品了，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太肤浅。”河北工*：“我们是没钱买书，买

了 没地方放书。”咖啡：“对于后世学生来说，现在这些肤浅的新生代作家的

作品还是比较深奥。”许*新：“18 年应试下来，但凡需要思考的书就没几个人

原意看了。估计在过个十八年该不惑的时候啥都惑，就想读书了。”咖啡：“即：

一代的阅读能力不如一代。”咖啡：“我这学期在还书地方贴了张《关于图书归

还的说明》，简简单单的还书规则，10 个学生 10 个看不懂意思。”许*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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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精神档案。四册，看看目录。想想有几个大学生肯读。中文阅读能力向英文四

级阅读能力靠近，没办法啊。语文不及格好说，英语不及格恐怖啊。” 咖啡：

“阅读能力太差。还加粗画线说明：要把书当面交到管理员手中，当面刷清图书，

并与之确认。都看不懂。都看的云里雾里的，每次都要我一个个再解释一遍。”

哈韩小*：“同感。我曾经搞了一个书展，策划书上说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居然有学生来问我‘冰山一角’在哪里？。”图书馆咨*：“我觉得不是，我觉

得 00 后的孩子们阅读比我们多多了。”许*新：“二次元的阅读。读图。”咖啡：

“中文阅读能力大幅降低。”图书馆咨*：“甚至说 10 后，那些都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肯定都在注重他们的阅读，80 后的父母们都注重孩子们的阅读，但凡有点

知识文化的。”咖啡：“二次元的漫画，比如昨天 hanna 朋友讨论的日本男同女

同之类的，这些现在他们最爱看。”图书馆咨*：“去年我去电子科技大学参观，

发现学生们都在努力的看书，读书，图书馆氛围很好。所以业界不应该如此悲观。”

咖啡：“读图时代。因为微信公众号就是图文混排的。”许*新：“按道理中国

只是发展中国家，只要还在发展。图书馆不应该有危机。读书的人会多起来。中

国太有特色了。”图书馆咨*：“这种碎片化阅读不过是适应了整个大环境而已。”

咖啡：“这种碎片化阅读，现在变成主流了。” 咖啡：“学校是高职的。估计

阅读能力和生源有关系。”图书馆咨*：“高职学生的素质就是很大差异的跟本

科相比。他们从小就不学习，不读书的，混个高职弄个文凭的，从小不是读书。”

咖啡：“不知道这方面有没有人研究过——生源与大学生阅读能力是否具有相关

性。从内心上来说，是希望她们越来越好的。”图书馆咨*：“有的。这个随意

一个调查就可以出来。虽然本科院校的阅读量也在下降，但没有高职这么弱。不

要勉强自己，尽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但你无法改变他们的素质。他们未来可能

是一个好的技师，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要通过读书才可以成为一行的专家。个人

有专长。” 清凉桐影：“如果把考英语四级改考汉语四级或者传统文化四级，

阅读量会出现井喷式增长。”图书馆咨*：“咖啡老师，我跟你说，我都不爱看

经典名著。名著我今年才看进去 红楼梦和金瓶梅。呵呵。”许*新：“就如以前

喜欢金庸古龙黄易  。”咖啡：“确实。。不过这学期开始，有几个教师在新生

讲座里推荐了红楼梦和苏菲的世界等经典书籍。然后这周，这一届的新生借阅量

比去年的新生多很多。”图书馆咨*：“名师推荐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咖啡：

“和她们交流，都说是被老师洗脑了。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作用。”清凉桐影：“金

庸古龙黄易的作品并不是现在没人阅读，而是可以在网上阅读免费版的，就很少

有人抱着纸质书去读了。”图书馆咨*：“对的。好的推广者跟营销上一样，从

心理上疏通了学生。我们现在都用 kindle. 轻便。”咖啡：“是的。好的阅读推

广一定是德高望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们前年就开始 kindle 了。一共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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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kindle，学生借期一个月。”30℃咖啡：“kindle 怎么管理？对读者有没有什

么规范要求？我们馆今年新进了一批 kindle，还没给学生用，正好请教下~~”咖

啡：“没什么要求，就要求 1 个月内归还。借之前和学生教师签订 kindle 借阅协

议，让学生签字。”30℃咖啡：“借阅协议大致 内容是哪方面的呢。对借阅者

有什么约束？我们的财产走的是图书。”咖啡：“大致内容就是：借阅期限、ki

ndle 保护责任，违约条款。”图书馆咨*：“书源从哪里来？图书馆给他们钱买

电子书？”咖啡：“用里面账号买的书，计入图书馆的图书采购经费。图书馆给

每个账号充值，随便买。用完了再充。等于是图书荐购一样的。”许*新：“什

么时候学生在起点上的花费也进图书经费。”咖啡：“起点不行，都是网络小说。”

30℃咖啡：“@咖啡 你们 kindle 一年的充值费用大概有多少。”咖啡：“没计

算过一年给 kindle 充值多少。每次都是快用光了就去充。500 充了好几次，1000

充过一次，不固定，看需求。亚马逊的正版书，多是有一定深度的。”许*新：

“三体也是网络小说出来的。”咖啡：“个例。要花钱就是要花大概率是好书的

地方。”许*新：“现在的小说主流创作都是现在网上看市场。投稿出版社发的

不是主流了。”咖啡：“也是主流。对应市场对象不同。”图书馆咨*：“网络

小说有好的作品，太很少，众多网络作假的作品不堪入目。文笔粗糙。”许*新：

“图书馆没有责任和权力界定书的好坏。合法就好了，判断交给读者。”咖啡：

“网络小说之所以文笔粗糙，是为了凑字数。网上发表，没有 80 万字以上，是

赚不到多少钱的。” 许*新：“关键上千万字也有人看。”咖啡：“因为剧情不

错。我也看过几部网络小说，剧情确实不错，跌宕起伏的，能抓人心。但是文笔

不好。”许*新：“剧情是创意了。”图书馆咨*：“但图书馆有义务去引导他们

读一些好的作品。例如今年力推的  迟子健的  群山之巅，真的写的很好啊。”

许*新：“创作者的水平其实也代表了读者的水平啊。”咖啡：“为了迎合学生

读者，去进网络小说，是原罪吗？”许*新：“曲高和寡的是给有缘人的。”图

书馆咨*：“黄色小说更有人缘呢，但是否就该放任自流他们去阅读？肯定不是

啊。”许*新：“金瓶梅以前也是违法的现在那个图书馆没有？”图书馆咨*：“金

瓶梅真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咖啡：“我把金瓶梅做名著推荐。然后好多学生

看到都在笑。。。我说，有什么好笑的。”图书馆咨*：“它不是一部黄色小说，

它有它丰满的情节和骨肉。”咖啡：“我馆就一部金瓶梅，做名著推荐后，好多

学生在翻，结果第一次借的，居然好笑是一位退休教师。”图书馆咨*：“它有

深度的，老师借才正常啊。他看的进去啊。”图书馆咨*：“古文的很多表述，

现代的学生要看就只想看看西门庆的那些情节描写吧。”许*新：“古文观止估

计现在没人想看。”咖啡：“其实金瓶梅非常写实，把商人的普通生活写出来了。。

当下的很多商人的日常生活也是和金瓶梅写的差不多的。”图书馆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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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场景表述是很有文字功底的。所以我看了之后就一个结论——古代的人

比我们现代的人会玩多了。呵呵。现在大学生开放的很，还以为人家什么不懂，

怕学坏。”咖啡：“金瓶梅里有 130 种以上菜肴名称。不输于红楼梦。”许*新：

“聊斋志异。鬼故事多好。现在放在网上不也是不入流的网络小说。”图书馆咨

*：“对。今年上半年，我用 2 个月时间重读红楼梦，用 2 个月时间读了这个金

瓶梅。红楼梦那个年代人家大富人家都在吃大闸蟹了，而且吃法的讲究跟现代一

模一样。”许*新：“图书馆的角度不能不接纳起点类的网络创作。这是讲半天

我的观点。”图书馆咨*：“这个接纳不是图书馆的角度，而是作者自己的角度。

图书馆有义务去为他们甄选一些精品。”许*新：“他是这个阶段我们文学创作

的一种重要形式，产生大量作品。虽然有好有差，差的较多。但是他们的市场运

作已经把好坏进行了筛选淘汰。有色眼镜要摘下来。”咖啡：“所以从这些文学

书中，就能看到，很多习惯都是传承下来的。”咖啡：“图书馆的角度可以接纳

起点类的网络创作，但必须是有一定深度的精品。。需要图书馆馆员把关。”许

*新：“很多图书馆员可以接纳图书馆收藏八十年代流行的武侠小说，不能接受

收藏 21 世纪流行的鬼吹灯。这个很奇怪。”咖啡：“图书馆的功能说白了，其

实就是一个图书过滤器和分发器。那就涉及到图书馆对于网络小说的选择标准问

题了。” 许*新：“话题转来转去没法说了。我的观点还是不能忽视网络小说。

图书馆除了特藏考虑收藏，其他馆藏就是用的，坏了或者换或者扔，就这么回事。”

 老玲子：“个人认为阅读是要入门的，图书馆搞阅读推广，一个方面的目的就

是让对阅读不感兴趣的人喜欢上阅读。如果一上来就是高大上有深度有思想的图

书，对于还未形成阅读习惯的人来说可能难以接受。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可读性高

的网络小说挺好的。”咖啡：“形成阅读习惯的不是大学图书馆的事情。应该是

读大学之前就应该具备的。”草苇：“但应试教育哪里能给人阅读的习惯。”麦

子：“形成阅读习惯的不是大学图书馆的事情。”May：“我也觉得大学之前都

在看的是教科书。”老玲子：“大部分高职学生并未形成阅读习惯。”May：“真

正拥有自己规划阅读时间的应该是大学开始的~”咖啡：“所有说法，其实都是

借口，本质是自己懒得看书。每天看一会，21 天后你就能养成阅读习惯。”许*

新：“看书这个东西首先你得知道你想看什么。你让我连看 21 思想政治。习惯

养不成，疯了有可能。” 许*新：“大学的馆藏第一是要把学术馆藏和非学术馆

藏分开。我觉得。都按中图分类统分了。”咖啡：“分类就有问题，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学生阅读。”许*新：“分是要分的，为了管理。但是只有一种分类就太

简单化了。目的是方便想看的人看到想看的东西。” hanna：“结论是：外行把

内行搞死了；生源水平决定阅读现状。不要说高职的，我们学校文科院系学生的

水平大大不如理工院系的学生。这学期我就感觉很明显。以前我的班上总有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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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的学生，不论是上座率还是课堂纪律、作业水平都差强人意今年我的班上只

有不超过十个文科生，我一次名都没点过，已经三堂课了，居然还是坐得满满当

当，听课纪律也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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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博士馆员 

热度 1 2016-10-20 12:27 

图书馆领域博士馆员愈来愈不“新鲜”了。高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

大型公共图书馆，其中有不少馆，博士学位馆员已占到一定比例。本篇闲

话，更多是关于高校图书馆的博士馆员。 笔者近期获取了一组高校图书

馆 2015 年事实数据（2016 年填报），共 10 家高校图书馆，涉及 6 所 985

高校，2 所 21 ... 

443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我的数字资源推广经历 

2016-10-18 16:07 

自 2015 年 5 月开始，我作为图书馆参考咨询部负责人，承担了中外文数

据库及期刊采购工作。文献资源采购经费预算中，数字资源经费 2015 年

占 57%，2016 年占 67.8%。数字资源推广方面颇下功夫。 2015 年 5 月

29 日建立学科服务群。该群定位为图书馆学科馆员与教师用户的交流平

台。服务内容为：①图书馆资源推广；② ... 

588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圕人堂：西西弗斯的攀登 

2016-10-16 11:16 

年逾不惑，心事重重，悲哉斯人。圕人堂当为图谋心事之一。 2008 年

Keven 先生曾写过一篇《图书馆 2.0：西西弗斯的攀登》博文。《数字图

书 馆 论 坛 》 2008 年 第 2 期 刊 发 了 Keven 先 生 的 博 文 ( 见 : 

http://www.dlf.net.cn/manager/manage/photo/admin2008630154558

%E5%8D%9A%E6%9D%A5%E5%93%81.pdf ... 

607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5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986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0986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09862#commen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1009478&handlekey=lsbloghk_100947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1009478&handlekey=lsbloghk_100947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0947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1009046&handlekey=lsbloghk_100904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1009046&handlekey=lsbloghk_100904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09046


圕人堂周讯（总第 128 期 201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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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 

 

3.大事记 

2016 年 10 月 21日 14:00，群成员达 1767人（活跃成员 414人，占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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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梦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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