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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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过天晴：“将阅读疗法工作推向新高度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第二届阅读与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2016 年 10 月 14-16

日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图书馆召开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

016/10/28/A05/story/41451.shtml。”

图谋：“中国药科大学.2016 年江苏省高校图工委情报咨询专业委员会学术

年会在我校召开.http://www.cpu.edu.cn/s/1/t/96/7b/7f/info31615.htm10

月 27 日至 28 日，江苏省高校图工委情报咨询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学术年会暨情

报咨询业务培训会在我校图书馆举行。会议以‘数字媒体助力咨询服务’为主题，

来自江苏省各高校图书馆专家代表 180 余人参加了本次年会。本次学术年会也是

我校 80 周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之一。”

天天有*：“转载：将阅读疗法工作推向新高度——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

广委员会第二届阅读与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2016 年 10

月 14-16 日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图书馆召开 张鑫（湖北文理学院图书馆）h

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tci.html。”

2014：“高校图书馆分会关于举办“研究数据管理与智能分析工具使用培训”

的通知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8504，2016 年 12 月 12-15

日，湖南大学图书馆。”

2014：““嵌入教育和教学的图书馆服务新模式”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8597 征文截止日期：2017 年 6 月

1 日。”

春丽：“高校图书馆支撑科研评价和科研管理专题研讨会 10 月 28 日在沪召

开 http://t.cn/RVDOk6L。”

2. 岗位招聘

飘扬：“四川旅游学院 2016-2017 年招聘工作人员 http://www.sctu.edu.c

n/new.asp?type=news&class=2&id=7554 因工作需要，我校拟面向社会招聘教

学、教辅工作人员共 19 名。其中，图书馆馆员，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情报学、

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30 岁以下（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岁以下），

1。”

井水：“西安财经学院招聘图书情报硕士一名有意者请关注西安财经学院人

事处网页相关招聘信息报名截止11月 20日 http://renshi.xaufe.edu.cn/news.

asp?id=181&xm=zz。”

3. 圕人分享

一直很*：“分享范并思教授学术报告阅读推广的历史方位的两个观点。一：

阅读推广在图书馆已成燎原之火，应与图书流通与收藏、辅导咨询等成为图书馆

的核心业务；二：阅读推广的对象，应为没有阅读能力的老弱小幼等社会弱势群

体，一方面培育他们的阅读素养，另一方面总分馆等公平的为他们阅读创造物质

条件，使他们有书可读，有读书的地方可去。”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6/10/28/A05/story/41451.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6/10/28/A05/story/41451.shtml
http://www.cpu.edu.cn/s/1/t/96/7b/7f/info31615.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tci.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tci.html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8504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8597
http://t.cn/RVDOk6L
http://www.sctu.edu.cn/new.asp?type=news&class=2&id=7554
http://www.sctu.edu.cn/new.asp?type=news&class=2&id=7554
http://renshi.xaufe.edu.cn/news.asp?id=181&xm=zz
http://renshi.xaufe.edu.cn/news.asp?id=181&xm=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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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art：“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6/10/28/A16/story

/41467.shtml 矛盾重重的图书馆。”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29 期 20161028) 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1011500.html。”

福蛙：“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AxMzcxOA==&mid=2652

636616&idx=1&sn=cc71d19815e9f5e496e6e543be25796f&chksm=84fd2571b38aac

678ea4a02c96720cca2ecd098c4407971ac189701a58e513fed18dc45e916b&scene=

0#wechat_redirect 阆苑书香——大学就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宣传片修

订版，一个视频告诉你关于图书馆的全部。”

星光：“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14035496501245898 2017

年未来媒体趋势报告”

图谋：“关于开放获取，你不可不知的 5个要点 http://blog.sciencenet.cn/hom

e.php?mod=space&uid=769813&do=blog&id=1011275 带你梳理一下‘开放获取’的几个

关键点，让你对开源期刊能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也让你在编辑来信询问你要不要给论文

发表在 open access 的时候不再手忙脚乱。”

惠涓澈：“核心作者及合作关系：在阅读推广研究领域，发文量较高的作者

有：河北联合大学图书馆的王景文、李东、李杏丽、王艳、黄晓鹂，北京大学的

王波、王余光，南京大学的徐雁，华东师范大学的范并思，深圳图书馆的吴晞，

泰山医学院图书馆的宫梅玲，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的曹桂平，山东理工大学

图书馆的王梅，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的惠涓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的谢蓉，

大连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付婉秋等（以上顺序部分先后，未根据频次排）。可以看

出，这些高产作者中绝大多数来自高校图书馆，其次是高校院系，极少数来自公

共图书馆。向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先行者表达敬意！”

系统消息：“惠涓澈 分享文件 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进展（2005-2015）.pdf

下载。”

图谋：“2015 年 5 月 12 日-5 月 13 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

管理中心及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理事会联合主办，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承办，主题为‘数字资源开放获取服务研讨会暨 CALIS 第十三届国外引

进数据库培训周’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这次会我参加了，当时写了一篇概述性

文字，这篇文字，更多的是面向图书馆工作者，而不是科研人员。数字资源开放

获取研讨会概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1225.html。过去

一年多，所在馆开展了‘重点学科开放获取资源推荐’实践与探索，收效甚微。

我自身的体会是：一方面是‘学科馆员’现炒现卖，自身的精力与能力非常有限，

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该需求为小众需求，高不成低不需（高水平用户，了解相对

较专较深，看不上小儿科服务；水平不高的用户，这个比例不小，根本就不需要

此类服务）。DOAJ 收录超过 1万个开放获取期刊，2016 年 5 月宣布剔除 3,300

个期刊，确保数据库中没有任何可疑或不活跃的出版商。曾与数字资源商交流，

告知有超过 2万种开放获取期刊。种种原因，这 2万种中，实际上我国能访问的

实际有多少种？中文开放获取期刊有几种？……这个跟我们的学术评价导向密

切相关，在同行评议和实体成果为绝对主导的学术评价环境中，OA 很难引起学

者的足够重视。”

tianart:"未来图书馆，不为藏书为交流 http://url.cn/41472SM。”

图谋：“2016 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 http://2016clac.lsc.org.cn/chann

els/1108.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6/10/28/A16/story/41467.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6/10/28/A16/story/41467.s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150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1500.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AxMzcxOA==&mid=2652636616&idx=1&sn=cc71d19815e9f5e496e6e543be25796f&chksm=84fd2571b38aac678ea4a02c96720cca2ecd098c4407971ac189701a58e513fed18dc45e916b&scene=0%23wechat_redirect%2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AxMzcxOA==&mid=2652636616&idx=1&sn=cc71d19815e9f5e496e6e543be25796f&chksm=84fd2571b38aac678ea4a02c96720cca2ecd098c4407971ac189701a58e513fed18dc45e916b&scene=0%23wechat_redirect%2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AxMzcxOA==&mid=2652636616&idx=1&sn=cc71d19815e9f5e496e6e543be25796f&chksm=84fd2571b38aac678ea4a02c96720cca2ecd098c4407971ac189701a58e513fed18dc45e916b&scene=0%23wechat_redirect%2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AxMzcxOA==&mid=2652636616&idx=1&sn=cc71d19815e9f5e496e6e543be25796f&chksm=84fd2571b38aac678ea4a02c96720cca2ecd098c4407971ac189701a58e513fed18dc45e916b&scene=0%23wechat_redirect%20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1403549650124589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69813&do=blog&id=101127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69813&do=blog&id=101127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1225.html
http://url.cn/41472SM
http://2016clac.lsc.org.cn/channels/1108.html
http://2016clac.lsc.org.cn/channels/1108.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130期 201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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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图谋：“（美）奥韦格布兹，（美）焦群，（美）博斯蒂克 著，王细荣

主译.图书馆焦虑——理论、研究和应用.海洋出版社，2015.1http://product.

dangdang.com/23603880.html#catalog 安东尼•J•奥韦格布兹、焦群、莎伦•L•

博斯蒂克编著的《图书馆焦虑(理论研究和应用)》是图书馆焦虑主题的第一本专

著，也是有关图书馆焦虑主题的系统的文献综述，更是一部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

究的迷你型方法论教科书。本书主要介绍图书馆焦虑测量工具 LAS 的开发过程，

描述 LAS 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和图书馆焦虑的特质和病因，概述图书馆焦虑的 5

个理论模型，介绍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 3种研究范式的综合框架及其所涉及的

具体方法，总结一些图书馆焦虑预防、缓解和干预的方法与策略，讨论未来有关

图书馆焦虑研究的潜在领域和所存在的问题、挑战。”

麦子：“法国人又干了件异想天开的事情,却收获了全世界的赞叹!（故事分

发机）http://url.cn/414rlEF。”

瑞比：“读书 | 《安娜•卡列尼娜》可以治牙痛，《百年孤独》能治怕死 h

ttp://url.cn/414zTEx。”

朗月孤舟：“襄阳图书馆被‘手机控’占领 手机抢占读书时间 http://sli

de.hb.sina.com.cn/n/slide_34_21128_434118.html#p=1。现在许多图书馆都安

了 WIFI，图书馆被‘手机控’占领确实存在。”

麦子：“伯克莱本科图书馆。http://url.cn/417WXbj。”

图谋：“敬请关注与支持‘馆员对我国图书馆组织氛围认知现状调查’，该

调查是‘图书馆组织氛围的测评模型及应用实践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

编号：15BTQ006）研究内容之一，旨在了解馆员对我国图书馆组织氛围的认知情

况。组织氛围指的是一个组织中员工直接或间接感知到的、能影响其工作动机和

行为的、一整套可衡量的工作环境属性。问卷地址（电脑版）：https://sojum

p.com/jq/10374100.aspx （手机版）： http://www.sojump.com/m/10374100.

aspx 感谢您的关与支持！”

许继新：“《上海市普通中小学图书馆规程》http://url.cn/4182nWu。”

4. 问题求助

（1） 图情专业找工作的方向

小雪：“各位前辈好，我是图书馆学大四的学生，现在在找工作，还是希望

能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关注了图情招聘的微信号，但还想请问一下有没有推

荐的其他获取工作信息的途径或方式，非常谢谢！”hero8151：“直接上各个学

校、单位的人事处网站，看招聘启事。”谈天：“把简历放群里各位馆长各取所

需。”小雪：“我看多数的学校图书馆招的硕士多。因为我是河北省的，所以意

向城市是北京，石家庄，天津三个地方，怎么去查单位招人的情况呢？”小雪：

“校招的招图书馆学的公司基本没有。”依连：“如果有意愿去北京的，工作机

会很多，可以去互联网公司，本科有几个就在企业。”天行健：“国考省考也不

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扣肉：“我其实个人推荐一种去向。就是去外包公司或

者书商。你要知道，外包公司和书商其实也是做图书馆的工作。外包编目的话，

也可以考取 calis 认证编目员。”

（2） “见本品”的著录

扣肉：“我现在手里有一堆盘，上面贴着日语 见本品 的字样，应该是试

听碟的样子。这个严格意义上来源不明，不能算馆藏。但是又不能剔除。我就想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603880.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603880.html
http://url.cn/414rlEF
http://url.cn/414zTEx
http://url.cn/414zTEx
http://slide.hb.sina.com.cn/n/slide_34_21128_434118.html
http://slide.hb.sina.com.cn/n/slide_34_21128_434118.html
http://url.cn/417WXbj
https://sojump.com/jq/10374100.aspx%20
https://sojump.com/jq/10374100.aspx%20
http://www.sojump.com/m/10374100.aspx
http://www.sojump.com/m/10374100.aspx
http://url.cn/4182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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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见本品 这个字样，我是否可以写在 010d 里。这个东西应该著录在哪里。

010d 是否合适。300 完全不考虑。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免费得来的。”海边：“普

及知识：见本品\中古品\行货\通常配送無料\配送料 http://blog.sina.com.cn

/s/blog_7486c9d00101ioze.html。”图米：“非卖品：以非购买方式获得的影

像资料，按其实际情况著录。”扣肉：“由于实践中，我们会选择 usmarc 著录，

参考一下 cnmarc 的字段说明，再决定。国会的网站上没有这种例子说明。毕竟

见本品 和赠送得来，说的是两件事。谁能帮我考证一下，072 字段现在是否真

的用于著录 EAN 了。”图米：“书上原有获得方式可放 010，不是书上的内容要

放附注。”扣肉：“对。有的资料上，没有 ISBN 这些，只有 EAN。原来都是选

择 071 著录，后来想想不太对。据说 calis 现在没在用 072 字段，但是国图开

始用了。”图米：“可查 UNIMARC 手册。072 UPC (Universal Product Code)”

扣肉：“谢谢，我待会儿仔细研究一下。要是能找到顾犇老师就好了。他参与了

这些标准的制定。”图米：“EAN 就是欧洲统一商品代码，有中文书里是这样写

的。不知道是不是后来成世界的。”扣肉：“073 是 EAN。072 是 UPC。我刚翻

的 UNIMARC 字段列表。中国当时和美国关系不好，采用的是欧洲的商品条形码标

准。大家在超市里看到的东西，上面的条形码都是 EAN。后来 ISBN 和 ISMN 也统

一到 EAN 上了。用前面的几位来表示。美国出的东西，大部分是 UPC 的商品代

码。建议分辨，就是 UPC 条码的两边都有数字，EAN 只有左边有。右边写着大

于号的，都是 ISBN。图书 ISBN 现在都是 978 和 979 开头的，就是为了和 EAN

兼容。”

（3） 外文期刊发文事宜

海边：“哪位同行对外文期刊发文的事了解。一篇文章，被某个著名的专业

杂志收录了，显示是在线发表（目前没有卷期号，只有 DOI），那么，以后还会

正式发到纸本刊上吗。SCI 分区排到第二名。” 2014：“会。”图谋：“这个

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没有纸本。电子的先在线发表，很多刊这样做。” 2014：

“如果要出 SCI 收录证明，现在应该还查不到。” 海边：“确实查不到。在这

个杂志的主页上，显示了全文。”

（4）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能够购买的版次

陽洸嗨滩：“请问一下，现在可以买到（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15 版及

2016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吗？”图谋：“当前是三年一版。2014 为最新。

下一版为 2017。”Sparks：“《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14 年版》是由北京大

学图书馆主持的，有 28 家单位共同参与研制的核心期刊目录，该核心期刊目录

以印刷型图书形式出版，此前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六版：第一版（1992 年）、

第二版（1996 年）、第三版（2000 年版）、第四版（2004 年版）、第五版（2

008 年版）、第六版（2011 年版）。第七版（2014 年版）已于 2015 年 9 月由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钟源：“‘第七版（2014 年版）已于 2015 年 9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不知道第七版的有效期到什么时候。2014-20

17，还是 2015.9-2018.7？2017 版估计又要搞到 2018 年 9 月出版去了。”图谋：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各版购买链接。http://search.kongfz.com/prod

uct/zk4e2dk6587k6838k5fc3k671fk520ak8981k76eek603bk89c8y0/。”

（5） ESI 高被引论文目录如何下载

海边：“各位同行，22 个学科中，各个学科的 ESI 高被引论文，有几千篇，

如何能查出 2016 年的几篇？我知道一篇 2016 年的高被引论文，想知道它在 201

6 年的该学科高被引论文中被引数排名第几。这个高被引论文目录能下载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86c9d00101ioze.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86c9d00101ioze.html
http://search.kongfz.com/product/zk4e2dk6587k6838k5fc3k671fk520ak8981k76eek603bk89c8y0/
http://search.kongfz.com/product/zk4e2dk6587k6838k5fc3k671fk520ak8981k76eek603bk89c8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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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esi 查一下，下载。先按单位，浏览到该文所在学科，再按学科下载全

部。表格里统计下就知道了。”海边：“新平台能下载？我是旧平台。”豆：“能

下载的。是表格形式。”

（6） 图书情报学科代码

素问：“请教一个低端的问题，图书情报的学科代码，1255 和 12501 有什

么讲究吗。”星光：“科学硕士和专业硕士的区别吧。”

（7） 690 字段是否可以重复使用

冰是睡*：“大家好，690 字段可以重复使用，必备。这句话准确吗？”徐

徐清风：“应该是对的吧。690 字段是分类号，一条记录必须有分类号，而且可

以有 2个分类号。我刚查了下一本使用手册，这个字段是选择使用的。可以这样

理解：一条书目记录，可以没有任何分类号。或者说不用 690 字段（690 是中图

法专用字段），而用别的字段，如 686 字段（国外其他分类法分类号）、692 字

段（中科院分类法）。。。常识是必须有分类号，分类号必备；但 690 字段可选

择使用。”谈天：“常识理解，图书馆的书都应该有分类号。那就必备。” 扣

肉：“我来发表一下关于 690 的看法。只有你使用中图法分类的时候，690 才有

用啊。你完全可以使用其它的分类法，比如科图。又或者美国国会分类法。或者

自定义分类法。那就用不上 690 了。”

5. 圕人堂发展

（1） 再提圕人堂征稿

圕坛刘*：“画地为牢的学术界：互相看不起，谁都觉得本学科最伟大 http:

//url.cn/416VpNN。” 一直很*：“就着刘主编发的文我有感而发的外延一下吧。

不只是学科之间，就是学科内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难道不存在这个研究方向

是我发现的，你们为什么又来横插一脚的思想吗？对其它人大呼：走开！你们在

这个领域没有发言权，这个领域是我的。导致的结果只能证明自己小心眼儿，别

人该研究照样研究，空留余恨，连声长叹吐白胡子。 功夫在学术，更在学术外。

中图学会年会学术会分场大神的发言已被压缩至 15 分钟，所以有的学术会议让

年青人上台讲 5分钟也足显宽容，但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些五六十岁的教授

大家都重头学习制作 PPT，我们年青人拿着论文在台上干巴巴的口念。还有我们

年青人的精气神呢？我们做不到徐建华教授那样的热情洋溢收放自容，也做不到

王余光老师那样的举重若轻慢条斯理，我们也应该有自己好的一面、独特的闪光

吧。论文论文，论点为一论证为二，就是一和二而已。可我们在 5分钟内本不该

蚊丝般的念下来让大家昏昏而睡，最起码五分钟够发表你自己的观点吧：经过实

地挖掘，阿房宫并没有被焚烧的痕迹，所以我的论点是项羽火烧阿房宫是刘邦编

出来用来污蔑项羽的。然后再说几句，五分钟到了。可老人给新人机会，让新人

上台培养之，年青人不用 PPT 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表观点，以后老人还会给你们

机会培养你们吗？怕什么？你们的精气神在那里。有人捧，自己也要争气啊。猫

和老虎：上图葛志慧老先生在图书馆界的地位和意义远远被低估，为什么？说句

伤人的话：终身未娶无后，所以人走了就走了，走了就什么也没了，没有传承。

猫老怕老虎也学会上树吃自己留一手，可在学术上，如果我们不培养不传承，研

究领域的优势很可能自你后就难以为继了。所以开阔下胸怀，多教一些，别让绝

技失传，又何尝不可呢？非要后继无人空留遗憾么。” 米粒 MM：“年青人意味

着在很多学问领域还是新手，发表一篇论文得到专家的认可，这是学术上的肯定，

但是不等于他必然能做好一场学术报告，这涉及到经验积累和公众场合的演讲能

http://url.cn/416VpNN
http://url.cn/416Vp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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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信很多同龄人上学的时候都没系统锻炼过语言表达能力，到现在也没啥改

观，我接触的大学生很多对他读过的书都讲不清楚到底读了什么）。如果前辈或

负责人工作更加细致一点，对新人予以要求和指导，比如着装、PPT、演讲都列

个标准，参加报告的机会多了经验丰富了，那犯错的机会相信大大降低。一句话，

犯错误是新人的权利。” 图谋：“读到一直很*的规整发言，我联想起科学网圕

人堂专题，这块的设想挺好，但是没能步入正常态。圕人堂专题征稿启事.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9795.html 圕人堂公益作业征稿通知.h

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2980.html。”

（2） 圕人堂堂风

图谋：“群规范中‘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

践。’，近期有成员反映‘圕人堂群风不好’，认为这方面确实存在问题：过于

‘立足现实’，还需适度‘高于现实’，拥抱诗和远方……。”刘建平：“贴近

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平衡发展，一起前行。期待联系理论，

旨在实践的方面更显著些。”

6. 即兴讨论

（1） 我与图书馆

一直很*：“图书馆的引领有理念引领、技术引领、人文引领和创新引领。单个

的引领拿出来，其本身就不简单。单就理念引领来说，我们做了很多实践和探索，

往往一升华就成为了理论的发展与延伸。杭州图书馆‘我无权拒绝他们来读书，

但您有权离开’诠释了‘人人生而平等’的至高理念，而再深究下去，这个拾荒

老人又何至比我们高尚千百倍，他把退休工资和拾荒所得都资助了上不起学的孩

子们，除了感动，别无其它。而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虽然尚不成熟、故障频发，

但它立在那里，就代表了我们图书馆人‘24 小时提供服务’的真诚理念。而自

上而下的总分馆制倒逼机制，又何尝不是‘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内嵌。我们需要

理念的引领，需要带着我们看外部世界的人，需要理念的引领。” 朗月孤舟：

“1910 年,沈祖荣先生在文华大学毕业之后毅然决定供职于文华公书林,以启迪

民智,振兴中华。当时对于他的这一抉择,旁人不可理解,亲朋好友谁都不赞成。

当面阿谀奉承者说:‘方今各处需才孔亟,以你大学毕业,何事不可为?乃作此招护

书籍的事业,其长才短驭?’背地里议论,不是说:‘毫无远志’,就是说:‘学识平

庸,不能充当学校的教员,不能做洋行的买办或写字,只有涸亦书丛,做书班的事

业,这种整理书籍的工作,花费数元,雇一个失业的书贾担任足矣,何以在大学毕

业之后,反去做这种工作,真不可解’。类似的冷嘲热讽,在风气未开的当时虽然

使沈祖荣先生压力重重,但是他只能付之一笑,其立志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

精神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可见，沈祖荣对图书馆事业热爱。” 姜雨：“用我

今生，与高贵相伴 http://url.cn/412Iswy。图书馆人的内心为何如此强大？我

们内心住着一个阿 Q？还是藏着一个阿甘？在起跑的那个瞬间，我忘记了一切，

于是我明白：奔跑是一种向上的正能量，和奖牌无关。假如你想消磨一个人的心

智，把他送到图书馆来就好。它能够不动声色地，把青丝染成白雪，把红颜变成

沧桑。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何其乏味！洒扫/上架/整架/借书/还书……一年到头，

面对的永远是一排一排的书架。在其他岗位上，你燃烧青春，可以干出一番耀眼

的成绩。在图书馆，你耗尽心血，也无非提升一两本借阅量。这就如同一场孤独

的马拉松，同时又是一场注定要输的比赛。我们在这个赛道上奔跑，没有掌声和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979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979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298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2980.html
http://url.cn/412Is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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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夹道，前方也没有任何嘉奖。但图书馆人永不言弃，因为读书向来是件高贵

的事。而我们愿意用今生，与高贵相伴。”

（2） 期刊的分类

小洋：“请问各位，你们学报分那么细吗？一个系列一条数据。像这个宁波

大学学报，就分理工版、自科版、教育版和人文版。我想把它们都归为一条，宁

波大学学报，放一起呢。就想咨询下其他馆的做法。”2014：“应该不行吧。一

个版就是一种期刊。我觉得还是做成二条好。不然期刊来了一本，登到的时候怎

么注明是哪一版的来了呢？”洋：“有些刊，这次有这个版本，下次又没有。比

如有些有工程技术版，下次又是自科版，再下次还有理工版。每来一次，都要录

一条数据。我们同一个名的刊都要放一起，来了新的种类，又要挪架。就想问其

他学校遇到这种情况如何处理的。”星光：“为什么按杂志名字分类，而不用内

容分类，奇怪。所有学校都是按内容分类的。”2014：“我们可能没遇到过吧。

纸本期刊订得少。我们是按杂志名排架的。以前按分类排架读者找不到，就按期

刊名排了。”小洋：“那么索书号你们是如何给的。我们是按拼音给的种次号，

如果插入一本刊，意味着要插入一个种次号。比如这里的宁波大学是 N1，那么

宁波教育学院给的是 N2，如果来了个宁波大学工程技术版，我应该给 N2，后面

的号都要往后挪。”2014：“你们这个给号方式不太科学呀。”许*新：“有新

刊 老刊种次号要变。”小洋：“那么应该如何给？著者的四角号码也不行。”

许*新：“排序不要按种次号，按刊名拼音顺序排。”素问：“有的人不知道拼

音。数笔画/划容易错。四角号码知道的更少了。”2014：“我们系统里面的索

书号我查了一下，只有一个分类号。排架按期刊名拼音。四角号码我不懂。现在

不懂拼音的应该比较少了吧。”许*新：“书按四角号码。四角号码对读者没意

义，就是顺序号。种次号可以不是排架依据吧。尤其是期刊，就那么些。”小洋：

“所以你们的建议是？”许*新：“编目 排架分开。不能因为排架改过去编目。

期刊不是书。先按大类分。然后按拼音排序。学报这个单独搞个类。”素问：“就

这么 N123456 下去。”2014：“新来的接在原来的号后面。不用改原来的号。排

架的时候按期刊名排就是了。不过可能你们的期刊多吧。我们期刊少，所以没加

种次号。而且现在看纸本刊的人更少了。”许*新：“期刊多也不需要加种次号。

不需要按顺序加种次号。”小洋：“许老师说的，不加种次号，我们刊物的分类

号就一种啦，Z03。”2014：“你给读者讲期刊是按字顺排架的不就行啦。读者

又不知道索书号是什么。一方面要考虑读者使用习惯，一方面考虑自己工作方便。

难道合成一条记录不会容易出错吗？”小洋：“学报单独放。期刊登到的时候，

要把索书号抄书上的。”许*新：“我的意思是不需要按 1234 这种给种次号。编

目里面你按一个规则。排架对于期刊来说并不需要和书一样按照编目规则排架。”

小洋：“编目里不给种次号，期刊的人不知道如何排。他们登到的时候，要把我

给的号抄书上，然后根据这个号来排序。”2014：“给期刊的人讲按刊名排呀。

我们的期刊是期刊部的人加工排架的。你不如把目前的问题汇报给领导，编目和

期刊的人一起开个会商量个结果出来。”天外飞仙：“但也应该有一个分类与种

次号吧，新刊按什么方式排可能还随意点，但是过刊肯定要按分类和种次排呀。

期刊本来就要做编目的呀。”2014：“我们的过刊也完全按刊名排。”许*新：

“这个种次号给的简单了点。但是我们不按这个排架。”天外飞仙：“刊期变化、

刊名变化都要在数据库中用新数据表明呀。停刊之类的也要在数据库中表明。具

体的看期刊的编目细则吧。”2014：“其实还是比较简单呀，不就是刊名缩写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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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可以指导排架呀，相当于按刊名缩写排。”许*新：“这个就是编目给种

次号，刊上看不到的。还有个办法 z03/n1 z03/n1.-/ 1 自己定规则。”

（3） 美国高校馆考试期减压服务

麦子：我们（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这几天是期中考试，图书馆做的和以

前一样还是减压。主要是两项活动：

1） 提供打瞌睡的方便。

2） 到外面雇了一个训狗师带了一条澳大利亚牧羊犬，让学生们亲近一番。每次

5个人，一分钟时间。另外每人需要登记并作免责签字。在两个馆里，做了两场，

前后花了差不多 5小时，排队的人太多。我琢磨怎么有这么多人对这个东西感兴

趣。

以下图片由麦子先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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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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图书馆国际化、本土化与教育价值

2016-11-3 16:57

摘编自：王锰.“国际视野中的大学图书馆发展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大学图书馆学

报，2016（4）：5-12. 1 国际化导向与本土化特色的均衡 叶鹰认为在国际化导

向方面，首先要有问题意识，注意提出问题，针对问题讨论，论题成立与否需要

查证和综述；其次注重方法选择，比如用什么方法解决什么问题，方法须与问

题 ...
159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6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255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1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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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2016 年 11 月 4 日 14:00，群成员达 1774 人（活跃成员 381 人，占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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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