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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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单位



圕人堂周讯（总第 131期 2016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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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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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会议信息

贵州省*：“理论最前沿实践第一线人气极火爆 2016中国图书馆年会第十

四分会场：阅读推广的理论引领与服务创新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

11/04/news_9544.html。”

刘桂*：“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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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林闲人：“重庆文理学院 2016—2017 年度公开招聘人员简章,http://www.

cqwu.edu.cn/article.html?id=201199,。”

Lee：“贵州省图书馆学会、贵州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组织举

办 2016年贵州图书馆‘ 青年馆员论坛 —— 图书馆业务管理竞赛’为了进一步

推动我省图书馆的服务工作，引导青年馆员增强业务知识和职业素养，提升实践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展示青年馆员的风采，贵州省图书馆学会、贵州省高等学校

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在 2016年 11月 3日至 5日举办了 2016 年贵州图书馆‘青

年馆员论坛——图书馆业务管理竞赛’，期望为青年馆员搭建一个业务探讨与相

互交流的平台。 本届竞赛共有 28 个图书馆组队参加，其中包括了 6 个公共图

书馆代表队和 22 个高校图书馆代表队。竞赛通过图书馆业务基础知识必答题、

图书馆业务建设辩论题等环节开展比赛，来自省内公共、高校图书馆的 9 位馆

长、专家担任竞赛评委，现场打分并进行点评。经过紧张比赛，贵州大学图书馆

代表队、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代表队获团队一等奖；贵州师范学院图书馆代表队、

贵州理工学院图书馆代表队、毕节市图书馆代表队、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代表队

获团队二等奖；贵阳学院图书馆代表队、贵州医科大学图书馆代表队、贵阳中医

学院图书馆代表队、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代表队、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

代表队、铜仁学院图书馆代表队获团队三等奖；贵州省图书馆、贵阳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图书馆、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获最佳组织奖；贵阳市图书馆、贵州财

经大学图书馆等 25个图书馆获优秀组织奖；贵州省图书馆、贵州财经大学图书

馆、贵阳市图书馆获最佳海报设计奖；王涛、王瀚等 12 位青年馆员分获最佳表

现奖、最佳仪表奖、获最佳语言奖、获最佳辩手奖。此次竞赛加强、提高了全省

图书馆青年馆员的业务基础理论水平，促进了图书馆的创新服务与发展。贵州省

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 2016-11-5。”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30期 2016110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11/04/news_9544.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11/04/news_9544.html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8504
http://www.cqwu.edu.cn/article.html?id=201199
http://www.cqwu.edu.cn/article.html?id=20119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2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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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46-1012702.html。”

tianart：“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6/11/04/A01/265055.shtml 11

月 4日的图书馆报。”

时间太*：“2016古籍保护与修复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11.4-7。”

论坛刘编：“顾烨青，张路路著《一部值得‘走出去’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

著作——评<图书馆情报学概论>》，是迄今不多的面世的于良芝教授新作的书

评，《图书馆论坛》第 12期刊发。今贴校样稿，以飨朋友。”笨笨虎：“已拜

读，写的不错!”图谋：“摘要：于良芝著《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以保障信息的

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为逻辑链，实现了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共有核心内容的有效

融合。较之国内外同类著作，该书所架构的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最具贯穿力和

解释力。作为教材，该书在案例教学、思考题设置、学术规范教育等方面具有借

鉴价值。文章还就《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人文性不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建

议《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出版外文版，推动中国图书馆情报学著作‘走出去’，

提升国际话语权。 全文见群文件。”“这篇书评，我学习了，颇见功力，是时

下难得的好书评。有图书馆学史这条时间线，还有国际化视野这个面。可以预料，

关于于老师这本书，将来还会有 N 篇书评，这篇书评是领先的。当前已经优先

出版了，优先以飨读者。这对书、刊、相关学人均是有益的。”王波：“烨青的

基本功很扎实。”

城市天空：“网络研讨｜基于现代人类行为的图书馆设计 http://blog.sina.co

m.cn/s/blog_14ecb877b0102xrk8.html 本次网络研讨会讨论图书馆空间功能的转

变、设计空间时必须考虑的四个因素，同时结合人体工程学等相关理论，配备大

量的图以解释这些因素对读者的心理和使用习惯有什么影响，具有实践参考价

值。”

咖啡：“宁波镇海区图书馆获评 2016年中国最美基层图书馆 http://nb.sina.c

om.cn/news/d/2016-11-05/detail-ifxxneua4150724.shtml。”

Hanna：“嘤栖书院：篱苑图书馆后的又一个乡村图书馆 http://mp.weixin.qq.

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762&idx=1&sn=e6de4b9c9ed

abde57e082201777c2294&chksm=882d7536bf5afc20c72cab984a36aa8918340fff8be

2fc6dde33ef3b89c4bdb2431ee3e5a25d&mpshare=1&scene=1&srcid=1105QueLTBC

kmx3qYz7hvxF5#rd。南京桦墅学堂：一个乡村图书馆的样板 http://mp.weixin.qq.

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764&idx=1&sn=c27d1b2f867

0760f18cd8ee0bfab7630&chksm=882d7530bf5afc260505f5913a1ffdce220464e96c5

72fbec0f7b6a789eb828e3f1500ae184c&mpshare=1&scene=1&srcid=1105VvAI41Og

6JXYjha0NfRO#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2702.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6/11/04/A01/265055.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ecb877b0102xrk8.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ecb877b0102xrk8.html
http://nb.sina.com.cn/news/d/2016-11-05/detail-ifxxneua4150724.shtml
http://nb.sina.com.cn/news/d/2016-11-05/detail-ifxxneua4150724.s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762&idx=1&sn=e6de4b9c9edabde57e082201777c2294&chksm=882d7536bf5afc20c72cab984a36aa8918340fff8be2fc6dde33ef3b89c4bdb2431ee3e5a25d&mpshare=1&scene=1&srcid=1105QueLTBCkmx3qYz7hvxF5%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762&idx=1&sn=e6de4b9c9edabde57e082201777c2294&chksm=882d7536bf5afc20c72cab984a36aa8918340fff8be2fc6dde33ef3b89c4bdb2431ee3e5a25d&mpshare=1&scene=1&srcid=1105QueLTBCkmx3qYz7hvxF5%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762&idx=1&sn=e6de4b9c9edabde57e082201777c2294&chksm=882d7536bf5afc20c72cab984a36aa8918340fff8be2fc6dde33ef3b89c4bdb2431ee3e5a25d&mpshare=1&scene=1&srcid=1105QueLTBCkmx3qYz7hvxF5%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762&idx=1&sn=e6de4b9c9edabde57e082201777c2294&chksm=882d7536bf5afc20c72cab984a36aa8918340fff8be2fc6dde33ef3b89c4bdb2431ee3e5a25d&mpshare=1&scene=1&srcid=1105QueLTBCkmx3qYz7hvxF5%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762&idx=1&sn=e6de4b9c9edabde57e082201777c2294&chksm=882d7536bf5afc20c72cab984a36aa8918340fff8be2fc6dde33ef3b89c4bdb2431ee3e5a25d&mpshare=1&scene=1&srcid=1105QueLTBCkmx3qYz7hvxF5%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764&idx=1&sn=c27d1b2f8670760f18cd8ee0bfab7630&chksm=882d7530bf5afc260505f5913a1ffdce220464e96c572fbec0f7b6a789eb828e3f1500ae184c&mpshare=1&scene=1&srcid=1105VvAI41Og6JXYjha0NfRO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764&idx=1&sn=c27d1b2f8670760f18cd8ee0bfab7630&chksm=882d7530bf5afc260505f5913a1ffdce220464e96c572fbec0f7b6a789eb828e3f1500ae184c&mpshare=1&scene=1&srcid=1105VvAI41Og6JXYjha0NfRO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764&idx=1&sn=c27d1b2f8670760f18cd8ee0bfab7630&chksm=882d7530bf5afc260505f5913a1ffdce220464e96c572fbec0f7b6a789eb828e3f1500ae184c&mpshare=1&scene=1&srcid=1105VvAI41Og6JXYjha0NfRO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764&idx=1&sn=c27d1b2f8670760f18cd8ee0bfab7630&chksm=882d7530bf5afc260505f5913a1ffdce220464e96c572fbec0f7b6a789eb828e3f1500ae184c&mpshare=1&scene=1&srcid=1105VvAI41Og6JXYjha0NfRO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3764&idx=1&sn=c27d1b2f8670760f18cd8ee0bfab7630&chksm=882d7530bf5afc260505f5913a1ffdce220464e96c572fbec0f7b6a789eb828e3f1500ae184c&mpshare=1&scene=1&srcid=1105VvAI41Og6JXYjha0Nf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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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刘编：“《李燕亭：不该被遗忘的图书馆学家》是王波老师为翟桂荣老

师著作《李燕亭图书馆学著译整理与研究》所作之序 2.0版，《图书馆论坛》2016

年 12月发表，已在知网优先出版，上传版本为校样稿。供有兴趣的朋友们周末

参阅。小编的一个感想是，今世沧海桑田，很多图书馆名家仍被历史之尘遮盖，

有待学界朋友们继续努力。虽受时代裹挟，很多图书馆前辈仍然固守专业，就像

瓦砾中的小草，艰苦而乐观地向太阳前行，令人感动，催人奋发......”图谋：“刘

编分享的王波先生书评，可谓营养早餐。刚才从头至尾浏览了一遍，我的印象是：

书骨精，情义深。抓住了书的精髓，且灵动地呈现了情和义，读来赏心悦目。”

一直很*：“王波老师提出的那些建议，其实恰恰在启迪我们：图书馆的有血有

肉有情感，根源还在人身上。如果图书馆史还尚撬不开图书馆学本身的枷锁，那

么，就让图书馆人物志再来试一试吧。我不认为这样会降低图书馆学的学术性，

恰恰相反，聚沙成塔，只有引发更多人关注，更多素材挖掘，更大社会影响，才

有学科的更大延伸和分支拓展吧。如果我们担忧图书馆学被其它学科同化而拒绝

主动变革，那只有仰视北魏而与元清同列。学科的丰富和未来，就在图书馆学与

其它学科的你推我拒、互相拉扯吧。”仅此而已：“这样的书评才是鲜活的，真

实的。图书馆界新文风。大赞刘编和王编！”

图谋：“培基乃美玉，光洁质坚优——回忆我与许培基先生的通信 http://bl

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2839.html嘉兴图书馆郑闯辉先生向我约稿，告

知许培基先生已于今年 2月 12日仙逝，嘉兴图书馆馆刊《味书轩》拟编发一期

纪念文字，让回忆我与许培基先生的通信。纪念是为了更好的传承，纪念宜趁早。

特此依据图谋博客博文及电子邮件信息，作一梳理，谨以此文缅怀许培基先生。”

Biochem：“他凭半本书斩获中国图书一等奖，一辈子搞英语却不愿随妻移

民美国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66991-1013112.html。”

朗月孤舟：“资讯｜法国国家图书馆，一座看得见森林的图书馆 http://mp.

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2652006681&idx=4&sn=eda

d0498dd522e137d4edad940b7ac74&chksm=f7f09e5fc0871749f817b19a42b3e5d92e

4e64612b1f09894f7d835a473c85e613f5825df696&mpshare=1&scene=23&srcid=11

07IUfVS2bkju3ziyllXdXy#rd。”

hanna：“借阅量持续下降 数字时代高校图书馆需创新服务 http://edu.gmw.

cn/2016-11/07/content_22860691.htm。”

biochem：“闲话图书馆员职业能力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

3203.html。”“群主的科学网博文。”

系统消息：“朗月孤舟 分享文件 王波：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的填报与高校

图书馆发展报告的撰写.ppt 下载。”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283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283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66991-1013112.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2652006681&idx=4&sn=edad0498dd522e137d4edad940b7ac74&chksm=f7f09e5fc0871749f817b19a42b3e5d92e4e64612b1f09894f7d835a473c85e613f5825df696&mpshare=1&scene=23&srcid=1107IUfVS2bkju3ziyllXdXy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2652006681&idx=4&sn=edad0498dd522e137d4edad940b7ac74&chksm=f7f09e5fc0871749f817b19a42b3e5d92e4e64612b1f09894f7d835a473c85e613f5825df696&mpshare=1&scene=23&srcid=1107IUfVS2bkju3ziyllXdXy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2652006681&idx=4&sn=edad0498dd522e137d4edad940b7ac74&chksm=f7f09e5fc0871749f817b19a42b3e5d92e4e64612b1f09894f7d835a473c85e613f5825df696&mpshare=1&scene=23&srcid=1107IUfVS2bkju3ziyllXdXy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2652006681&idx=4&sn=edad0498dd522e137d4edad940b7ac74&chksm=f7f09e5fc0871749f817b19a42b3e5d92e4e64612b1f09894f7d835a473c85e613f5825df696&mpshare=1&scene=23&srcid=1107IUfVS2bkju3ziyllXdXy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2652006681&idx=4&sn=edad0498dd522e137d4edad940b7ac74&chksm=f7f09e5fc0871749f817b19a42b3e5d92e4e64612b1f09894f7d835a473c85e613f5825df696&mpshare=1&scene=23&srcid=1107IUfVS2bkju3ziyllXdXy
http://edu.gmw.cn/2016-11/07/content_22860691.htm
http://edu.gmw.cn/2016-11/07/content_22860691.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320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32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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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消息：“朗月孤舟 分享文件 高凡：事实数据库解读（文献资源部分）

201611.ppt 下载。”

惠涓澈：“绿色心情 [http://273120222.qzone.qq.com] http://user.qzone.qq.co

m/273120222/blog/1478612559 成立大会在即，值得期待！届时北大王余光教授

为我校学子准备了经典阅读之精神大餐，更值得期待！”逄*东：“@惠涓澈

阅读推广又有新点子我的榜样。”惠涓澈：“我们各学院的读书会上半年已陆续

成立一些，有些基础。”

系统消息：“图书馆论坛刘编 分享文件 周余姣：图书馆界的林语堂：吴光

清.pdf 下载。”

碧海潮生：“2016 国际图书馆营销奖，国内只有他们两家 http://url.cn/41K

msPQ。”

满哥：“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赴地方差旅住宿费标准

明细表》的通知 http://xzzf.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4/t2016041

3_1947939.html。”

许*新：“我们欠学生真正的阅读课，一位特级教师在美国中学语文课堂的

观察和思考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OTI4NDczNg==&mid=2247486

228&idx=6&sn=9bd63b1b554103c43d33f98c7a85f205&chksm=ea7a017bdd0d886d

61bc88a7a07771e4595744f5dd17fe2b01ec4a39f0d3b290fceb912939c0&mpshare=1

&scene=23&srcid=1111lbl0Xhj7GUwodp4HrSJE#rd。”

1.3你提问，我回答

（1）curation的含义

星光：“curation 啥释义？”城市天空：“Data Curation中文翻译有：数据

监护、数据监管、数据保管、数据管理、数据策管、数据策展，目前还没有较为

统一的翻译，维基百科的定义是：用于指对从各种来源收集的数据进行组织和整

合相关的过程和活动的广义术语，包括数据的注解、公布和呈现，使得数据值随

时间的推移一直保持，并且数据仍然可以重新使用、存储。”许*新：“如果是

博物馆学来的话，curation 是策展的意思，就是把数据集合想办法用一个平台展

示出来，而且要展示好，方便保存共享和今后使用啊。”城市天空：“台湾用数

据策管的多。”城市天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用的是 curator。”

“数据保管，感觉通俗易懂一些。”一直很*：“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在做这些，

元数据，元数据仓储，元数据存储。”hanna：“国外很多图书馆都有元数据馆

员。”城市天空：“昨天看到新闻，ex libris在做中国的数据中心。Ex Libris I

s first global library vendor to establish data center in China.http://www.libraryt

http://user.qzone.qq.com/273120222/blog/1478612559
http://user.qzone.qq.com/273120222/blog/1478612559
http://url.cn/41KmsPQ
http://url.cn/41KmsPQ
http://xzzf.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4/t20160413_1947939.html
http://xzzf.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4/t20160413_1947939.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OTI4NDczNg==&mid=2247486228&idx=6&sn=9bd63b1b554103c43d33f98c7a85f205&chksm=ea7a017bdd0d886d61bc88a7a07771e4595744f5dd17fe2b01ec4a39f0d3b290fceb912939c0&mpshare=1&scene=23&srcid=1111lbl0Xhj7GUwodp4HrSJ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OTI4NDczNg==&mid=2247486228&idx=6&sn=9bd63b1b554103c43d33f98c7a85f205&chksm=ea7a017bdd0d886d61bc88a7a07771e4595744f5dd17fe2b01ec4a39f0d3b290fceb912939c0&mpshare=1&scene=23&srcid=1111lbl0Xhj7GUwodp4HrSJ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OTI4NDczNg==&mid=2247486228&idx=6&sn=9bd63b1b554103c43d33f98c7a85f205&chksm=ea7a017bdd0d886d61bc88a7a07771e4595744f5dd17fe2b01ec4a39f0d3b290fceb912939c0&mpshare=1&scene=23&srcid=1111lbl0Xhj7GUwodp4HrSJ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OTI4NDczNg==&mid=2247486228&idx=6&sn=9bd63b1b554103c43d33f98c7a85f205&chksm=ea7a017bdd0d886d61bc88a7a07771e4595744f5dd17fe2b01ec4a39f0d3b290fceb912939c0&mpshare=1&scene=23&srcid=1111lbl0Xhj7GUwodp4HrSJE
http://www.librarytechnology.org/news/pr.pl?id=2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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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nology.org/news/pr.pl?id=21988”

（2）富媒体及其在图书馆的应用

温情小*：“所谓富媒体在图书馆较好的应用实践是什么？”南大沈*：“多

媒体兼指多媒体信息和多媒体技术，并以后者居多。多媒体信息是指集数据、文

字、图形与图像为一体的综合媒体信息；多媒体技术则是将计算机技术与通信传

播技术融为一体，综合处理、传送和储存多媒体信息的数字技术，它提供了良好

的人机交互功能和可编程环境，极大的拓展了计算机的应用领域。流媒体的实质

是一种多媒体文件，由于在网络上传输的过程中应用了流技术而命名。所谓流技

术，就会把连续的影像和声音信息经过压缩处理后放到网站服务器，让用户一边

下载一边观看、收听，而不需要等整个压缩文件下载到自己的机器后才可以观看

的网络传输技术。富媒体即所谓丰富的媒体之义。形象的说，就是随着信息技术

的升级发展，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不仅只有文字或图片，同时还可以包括动

画、视频、互动、音乐或语音效果等，这就是所谓的富媒体。富媒体之‘富’，

是建立在宽带网络基础上的，是相对于窄带网络的信息相对贫乏而言的，他是一

个建立在多媒体基础上的相对概念。一般来说，富媒体即特制交互性多媒体，多

媒体与交互性两项缺一不可。作者：周大梦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

n/19963923/answer/13539121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

获得授权。”温情小*：“沈老师，有没有您自己的理解，比如能用具体的案例

说明的吗？”南大沈*：“你就当进图书馆看到一个大屏，可以分屏，视频，声

音，可触摸交互，也可以定位目前所在位置，或者查书什么的。”

（3）课题申报时，图书馆学应划归哪一学科领域？

http://www.librarytechnology.org/news/pr.pl?id=21988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963923/answer/13539121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963923/answer/1353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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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潮生：“各位老师烦请帮忙看看，图书馆学方面申报课题，填写申报书

时要填‘学科领域’放在哪个里面比较相近？”皎皎孤*：“25、感觉。”碧海

潮生：“开始觉得放 25比较妥帖，但语言学和新闻传播学这个范围能涵盖到图

书馆学吗？”皎皎孤*：“也是哈，19更合适。”金海岸：“管理学包括管理科

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

理学等 5个一级学科，共有 15个二级学科 12 管理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可

授管理学、工学学位) 注∶本一级学科不分设二级学科(学科、专业) 1202 工商

管理 120201 会计学 120202 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 120203 旅游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120301 农

业经济管理 120302 林业经济管理 1204 公共管理 120401 行政管理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可授管理学、医学学位)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可

授管理学、教育学学位） 120404 社会保障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205 图书馆、

情报与档案管理 120501 图书馆学 120502 情报学 120503 档案学。”

（4）推荐图书馆规章制度

书小弟：“最近在做图书馆相关制度建设，哪位同仁有比较健全的工作制度

可供参考和学习的，请分享一份，谢谢啦！”天外飞仙：“山东大学图书馆规章

制度汇编、图书馆规范管理工作手册。两本书都是较新的。”

（5）求典藏部的工作职责

Abby：“各位图友，有没有典藏部的工作职责，提供一下，参考，急用。

不要以前的传统的那种，得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典藏部工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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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广东小*：“@Abby 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典藏部工作职责，这个怎么来

界定？”城市天空：“典藏不需要单独成部门吧。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就是做数字

化。”图谋：“还是立足自身实际，循序渐进较为稳妥。”城市天空：“复旦叫

特藏与数字化部。”gaozy：“在图书馆中，典藏部也基本是过去式，特别是近

些年的大部制，以业务为抓手，以服务为目标，典藏部更显得过时。或许，越现

代越怀旧，不排除有情怀的圕人就像做锤子手机一样做典藏部。”城市天空：“典

藏在美国属于 technical service的范畴，基本都是 staff在做。和 preservation还不

一样。”广州书童：“资源建设部。分为数字化建设和纸质化馆藏建设。”城市

天空：“华东政法大学的‘馆藏外文图书电子图书’。”“为更好地保护本馆纸

本馆藏，本馆利用数字化技术，将馆藏进行数字化处理，以便更好为教学、科研

服务。为保护知识产权，本站内容仅供本校校内科研与教学免费使用，且每次只

能使用局部内容，不提供下载复制功能，严禁恶意下载传播。如版权所有人通知，

将对其相应作品进行立即删除处理。”

（6）求数字资源部的工作职责

温情小*：“各位同仁单位有数字资源部的设置吗？我们单位部门调整，新

成立了一个数字资源部，不知道大家有数字资源部的工作职责可以借我参考一下

吗？谢谢。”hanna：“国外高校图书馆大都有这个部门。可以参考他们的设置。”

温情小*：“@hanna 老师，国外的职责设置太高端，我们参考参考国内的，先

把主要的做起来感觉就已经挺不错了。”hanna：“我也没做过文献调研，但这

基本是个趋势。”boson：“@温情小胖猴 其实上网看看其他单位相关的职责就

行，比如天津图书馆就有这个部门。”扣肉：“数字资源，指的就是知网那些吧。”

温情小*：“@扣肉 目前数字资源部就 3 个人。”hanna：“我们馆现在的问题

就是数据库采购放在采编，后期维护又放在技术部，两两扯皮，工作很不好开展。

最好也设个数字资源部。”温情小*：“@扣肉 我们图书馆响应政策，处级单位

下面科级组织不设部门主任。”小洋：“我们是数字资源都放技术部，他们采购

他们维护。”温情小*：“@hanna 老师说的对，很多工作可以协同负责，但是

不要一部门的工作职责过多，要突出核心职责。”扣肉：“因为外购数字资源，

很多需要技术部来调试。”小洋：“我们有技术部，管电子资源采购和机房，以

及全馆电脑网络。”hanna：“昨天上了傅老师的课，学习了 Alma系统，数据库

采购方便多了，列表清楚，不像我们现在依然是手工操作。”温情小*：“@小

洋 我们以前也叫技术部，可惜人员技术素养和培养成本都无法满足未来发展。”

hanna：“http://bookdao.com/article/389375/ 百亿馆配市场，应该如何深耕？”

cpulib*：“电子资源购买的是使用权。”hanna：“‘一方面，中国馆配市场需

http://bookdao.com/article/38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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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顺应数字化的发展形势，增加对视频、音频等数字资源的提供，这无疑为馆配

商争取馆配市场的上游拓宽了道路。另一方面，受纸质图书与数字化内容产品二

元并存结构的影响，馆配商为图书馆提供专业化的采访数据的难度明显增强。’。”

hanna：“@温情小胖猴 你们成立数字资源部是对的。”

（7）探讨图情专业的发展

凤舞九天：“计算机只是一个工具，核心是隐藏在这个工具外壳之下全新的

创造力。”Sparks：“感觉图书馆学步履维艰。”凤舞九天：“很多人以为改个

名字就牛气了，其实不然，国内学校都争着改名为大学，然而呢？本质还是没有

变，能力没有提升，难道丑小鸭宣布说今天起我叫白天鹅就真的可以展翅高飞

了？哈弗医学院或者商学院，到现在也还是学院，但是其影响力有几个医科大学

或是工商大学可以撼动？”“麻省理工学院。”温情小*：“@凤舞九天 我国经

历的发展阶段和我国长期形成的面子文化有关，，巴黎高等专科学校 也是出过

好多诺贝尔奖的大名校。”凤舞九天：“但是，GSLIS改名 SIS，从表面看改的

是招生范围，其实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图情要重回信息科学的怀抱，如同百川

归海一样，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与扩张。”Sparks：“归到信息科学也好。”

凤舞九天：“而这里的信息科学与我们以往理解的信息科学不同，以往的都是针

对计算机科学而言，说穿了就是信息处理技术，而图情的信息科学，恐怕是更着

力于信息处理的上游，也就是信息挖掘方面，说到底，计算机始终都是个把想法

变为现实的工具，所以，LIS的改名应该是为了让图情占领新的制高点而做出的

决策。”

（8）圕人堂的未来发展

图谋：“这两天有成员问我，对于圕人堂的未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也没什

么特别的计划，只是希望圕人堂能持续存在下去，因为当前乃至未来较长时间还

需要这样的平台。”“作为我的角度，一方面量力而行，一方面顺其自然。”gaozy：

“图谋领导深谋远虑啊。有朋友心里想，就知道你会出来拍。其实不是的，我的

真实想法是：有圕人的地方就有圕人堂；图书馆存在一天，圕人堂就存在一天。

各种网络应用应接不暇，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句老话‘越时尚越传统’很有道理。

我还是相信只要交流不停止，这种最简单，最复杂的腾讯 qq，还是最好的互动

交流场所。”

（9）图书馆轮岗制的弊端

hanna：“有些特藏不收是因为做数据麻烦，甚至现在根本没人会做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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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馆自从实行轮岗之后，原有的工作好多不开展了，因为新人不会做MARC，

只剩下标准件图书了。”图米：“有些岗能轮有些不能轮。”呆保：“@hanna 你

们技术部的人也轮岗吗？”hanna：“技术部总体不轮，但也有个别岗是轮的。”

图米：“违反事物规律的事，培养一个编目员要几年。”呆保：“我们领导也想

搞一次馆内岗位竞聘，我感觉有点难实行。”hanna：“我们现在连赠书都没人

愿意编了。想清楚了再轮吧，我们现在的采编是一塌糊涂。”呆保：“像技术部、

编目等岗位直接不会有人想去。”呆保：“目前调查下来，最多人想去的岗位是

期刊室、基藏室、古籍室。”hanna：“现在中文书采购是三个人在做，以前是

我一个人做，还包括期刊、报纸、赠书、资料交换。而且轮的时候也没个门槛，

什么人都能报名，最后工作就完蛋了，只是维持表面的运转而已。”陽洸嗨滩：

“核心的不能轮岗，要领导任命了。”陽洸嗨滩：“现在编目外包了，但自己要

懂，随时检查错误，以及定编目标准。”

1.4“馆店合一”会带来什么？

Sparks：“ 《图书馆报》鲁直的文章‘馆店合一’会带来什么 http://mp.w

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652048697&idx=1&sn=ddb8

9b6adc33abd367c5f19089ee513a&chksm=bd7aa1338a0d2825ae036807d523718fe96

ab865e03942189dda6260e9a7fa520eec8126ef38&scene=0#wechat_redirect。”钟*：

“服务半径与服务人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佛山图书馆是最早将新书售卖搬

到图书馆的。”印度阿三：“三馆合一，不知道怎么想的？市级图书馆连个单独

的馆舍都没有了。”钟*：“这个馆真正启用的时间很短。一年还不到。”印度

阿三：“但建筑本身确实很不错。”钟*：“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和铜陵职业

技术学院图书馆融合了。因为在铜陵职业技术学院里面。非专业课类的图书，铜

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直接就不买了。”“他是高校馆、公共馆和书店放在一起

了。”印度阿三：“我很好奇的是他们的物管、电费、固定资产折旧、维护的费

用怎么分成。”钟*：“新华书店如果完全从商业利益出发，不会搬到远离市中

心的位置。老新华书店在市中心最繁华人流最多的地方。搬过去估计是市图的采

购都从新华书店走。”碧海潮生：“这三者功能兼备，在图书馆服务上如何融合

（既具有高校馆为科研服务有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读者阅读需求）呢？”印度阿

三：“公共馆的用户是不能去高校馆的。”钟*：“让新华书店、公共馆搬到新

建的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既得到了市中心的土地，又不用盖新楼，还上了

人民日报，一石三鸟。”广东小*：“新华书店目前是租用图书馆的场地，以后

这样的模式是否延续下去还没有确定。”广州书童：“这个图书馆的服务绩效肯

定是存在问题的。”钟*：“一个靠买书为生，一个以免费借书为业。不知道是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652048697&idx=1&sn=ddb89b6adc33abd367c5f19089ee513a&chksm=bd7aa1338a0d2825ae036807d523718fe96ab865e03942189dda6260e9a7fa520eec8126ef38&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652048697&idx=1&sn=ddb89b6adc33abd367c5f19089ee513a&chksm=bd7aa1338a0d2825ae036807d523718fe96ab865e03942189dda6260e9a7fa520eec8126ef38&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652048697&idx=1&sn=ddb89b6adc33abd367c5f19089ee513a&chksm=bd7aa1338a0d2825ae036807d523718fe96ab865e03942189dda6260e9a7fa520eec8126ef38&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652048697&idx=1&sn=ddb89b6adc33abd367c5f19089ee513a&chksm=bd7aa1338a0d2825ae036807d523718fe96ab865e03942189dda6260e9a7fa520eec8126ef38&scen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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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搞在一起的。”印度阿三：“公益与商业的平衡与补偿是个问题。”皎皎孤

*：“从理论上应该可以搞在一起，要有精巧的制度设计和实施。”钟*：“对，

如果用 PDA，或者让新华书店作为图书馆文献的供货商，里面是不是存在与目

前法律法规有冲突的地方。”皎皎孤*：“不同性质的主体(如盈利和非盈利)合

作提供同类性质的产品(如图书馆服务)，与相同性质的主体(如非盈利的图档博)

提供不同性质(各自专业服务)，可能不具有可比性。”一直很*：“这可能是一

种趋势吧，以邯郸市下辖县为例，馆陶、临漳等县的新建馆都和县高中图书馆在

一起，书给有阅读需求的人读也是一种观点，她们认为：温饱还没有解决的人，

即使推广也效果甚微，因为吃饱饭才能追求读书这一更高层次的需求。”钟*：

“我微微表达一下我对提供相似服务产品的商业机构与公共服务机构杂糅在一

起的不成熟看法。就商业机构而言，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盈利。而和公共服

务机构杂糅到一起能否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潜在用户？这个明显是行不通的。因为

目前到图书馆的人员几个比较常见的原因是：一、图书馆资源更丰富，容易找到

更多的资源。而电子商务现在如此发达，网上书店的资源比图书馆的资源丰富不

知道多少倍；二、图书馆资源可以免费获取，这是目前利用图书馆用户的最大心

里。既然抱着免费获取的心态来，他们怎么会去购买资源。有的老师会说，那如

果图书馆没有的资源，而刚好书店有呢。通常情况下，公共图书馆的资源肯定要

比书店的资源丰富，图书馆没有的资源而书店有的情况肯定不多，不足以支撑图

书馆搬迁的理由。当然，如果书店提供的服务与图书馆不相同，比如以售卖咖啡、

甜点等收入为主，图书售卖只占很小一部分的话，是可以尝试的。”

1.5微信互动猜猜看，校长围观涨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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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肉：“我觉得我昨天干了一件不错的事情。我昨天先在微信里发了一条语

音，是从一首很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截取的。因为昨天是门德尔松的忌日。我号

召学生来回答这是哪首曲子？”biochem：“@扣肉 古典音乐发烧友。”扣肉：

“然后鼓励学生发送‘提示’来获得提示。”“当学生发送提示二字的时候，我

是自动回复一张该作曲家小时候的照片。”biochem：“再次提示。”扣肉：“等

到一小时以后，基本没有人回复之后，我再推送正确答案。”“这种互动方式由

于抓对了时间，在下午五点多，还吸引了校长的注意，他也回复了‘提示’来一

探究竟。”“当然，这个曲子对于我们学校的学生是很容易的。真的，如果这个

曲子都答不出来，就太丢人了。”“受这件事情启发，我决定搞一个作曲家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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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照片猜猜我是谁的活动。”biochem：“我在台北的时候，天天听台北爱乐

电台。”扣肉：“在这学期末搞。”gaozy：“太有创意了！”扣肉：“大家要

善于利用微信的互动属性，提高读者对于学术信息的感兴趣程度。”

1.6 傅平先生和美国大学图书馆的管理

hanna：“@麦子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伯恩斯工程学院是您的学校吗？和

我们学校有合作。我校在原有访学项目的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与加州大学河

滨分校伯恩斯工程学院共同举办工程 3+1+（硕博）项目。” 麦子：“@hanna

是我们学校。”hanna：“这几天馆里请了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CWU）图书馆

的傅平教授来做短期交流。昨天听他介绍了 ALA 和他们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并

讲座《新一代图书馆集成软件系统》。”

hanna：“傅平，现任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技术服务总负责人。是美

国图书馆学会会员、美国图书馆信息技术学会会员、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学会终身

会员。他的研究领域主要为数字图书馆、图书馆集成软件、机构库、发现平台等。”

“傅平先生是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 1985届校友，傅平先生曾任新加坡

管理大学图书馆系统部主任、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系统馆员、美国 SIRSIDYNIX

图书馆集成软件公司程序员，具有丰富的图书馆技术和管理经验。 2011年 9月

加入中央华盛顿大学。主管编目，采购，期刊/数据库，和系统四个部门；曾任

新加坡管理大学图书馆系统部主任 (2009-2011)，美国耶鲁大学系统馆员

(2007-2009)，美国 SIRSIDYNIX 图书馆集成软件公司程序员(2003-2007)；傅平

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与情报专业硕士(2003)，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

硕士(2001)，上海大学计算机软件硕士 (1992)，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软件本科

(1985)。”麦子：“年纪倒也不小了。”

hanna：“傅老师说：他们馆做事情的前提就是不裁员，全体人员投票，如

果一件事情做起来会威胁到他们的饭碗，他们都会反对。所以他们没有自主借还

机。他说都自助了，要图书馆干嘛？还举了个例子，就是支付宝对银行的冲击，

他说都用手机了，要银行干嘛？”节能：“@hanna 你说的这是哪里呀？我怎么

觉得他们怪怪的。以抗拒新技术自我保护能长久吗？”hanna：“中央华盛顿州

立大学。” “他们的工会很强大。”节能：“具体说到这个自助借还。就我所

知，用自助借还会增加工作量吧，怎么能说‘上了自助借还我们干什么’。而且

他们说的把自助借还作为完全侵占图书馆工作机会的事，是不是有些武断了。”

hanna：“听听吧，也就是他一家之言。”boson：“上世纪 80 年代在英国，排

版工人也曾经抵制电脑排版，当时一个资深的排字工人工资很高，印刷工会的力

量也很大。可面对真正的技术进步，这种抵制无异于螳臂当车。”boson：“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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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先进技术’成本还要高过雇人，那么不用也罢。”麦子：“我不认为这

自动借还机是什么新技术。我们这里有自动借还机，而且历史很长，大约有 10

几年，但用的人不多，基本是摆设。我估计和读者使用习惯有关。”挂机中：“要

方便才行，早期的扫条码的那种自助借还太慢，要一本一本的扫。”挂机中：“RFID

的是一次可以借 10本，方便快捷。”图米：“不用看脸色，自助的挺好。”hanna：

“http://www.lib.cwu.edu/

。”麦子：“估计国内读者希望有借还的收据。但美国往往在箱子里一扔就算了。

况且都是学生工，学校无论如何也要雇这些人。”麦子：“@挂机中 懂了。美

国也没有 rfid。”挂机中：“我要是读者，我希望有自助借还机，因为不需要排

队。”书图同归：“rfid 挺方便的，还有 NFC 和微信借还书。”挂机中：“不

管什么技术都行。”麦子：“懂了。我们现在借书量很少，借书的地方也不排队。

另外没有眼色问题。另外最重要的是，大多数的借阅量其实是课程阅读，这些书

都是放在流通闭架的，需要人工做。”书图同归：“流通闭架的书需要读者预约

索取，然后馆员找到之后给他们吗。”麦子：“@图米 每次借 2小时。就是快

借快还。”图米：“这类书应该有复本吧。”麦子：“@图米 有，但不多。记

得是 50个学生一本书。”

1.7麦子谈中美高校图书馆的比较

麦子：“@hanna 中美比较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因为你听了以后，往往拿自

己现有的认知去理解，但如果大的认知框架是不同的话，你的理解可能也就差很

远。美国有美国的长处，中国有中国的长处。你要说美国图书馆有什么和中国差

距大的地方，这一定有，但可能你想的和我想的不一样。我觉得美国在馆际合作、

preservation（书籍维修）、联合储存和馆际的去除复本等方面（即使是管理乏力

扯皮严重的馆，比如哈佛）比国内先进太多太多。而且这种领先，我觉得只会更

拉大，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国内想做的。美国高校图书馆（对非高校馆，我是一

点都不懂）人浮于事，我们行政人员包括正副馆长，有 12个人。单单人事有 4

个人（其实所有职工也就是 101人），有一个人是专门负责馆长日程的。前一段

时间还说人手不够，临时雇了一个人负责处理馆员出差报销事宜。我们不是太大

的馆。另外就是会很多，有时我一天可以开 4，5个会，你说，你还有时间做事

吗？此外，就是做什么都要有 policy和 procedure,这当然不错，因为没有这些，

做事就没有规矩可循，而且每个执行的人可以随意从事，而遇到读者质问时也没

有依据。但有时是为了 policy而 policy，花了很多时间写了这些，就存档了。大

家很对地位这事情很感兴趣，但我觉得说穿了，就是一个心结，你自己怎么想的，

就是怎么样。美国大学里地位最高的我觉得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 teaching faculty

http://www.lib.cw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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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属于 academic senate，他们有研究和教学任务），即使一个助理教授

抱怨一下，图书馆就会很重视，尽管有时这些教授可能是没有道理的，我想这大

家都懂。但实情是：图书馆到哪里都是教辅人员。如果一个美国的馆员说自己地

位高，和教授平起平坐，这可能也是对的，因为很多学校馆员是有教授头衔的，

但我觉得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原因是除了一线教书的，其他人都是次要的，除非

你能弄钱进来。馆员一般是在传统的这些部门比如馆藏、编目、公共服务（咨询）

等部。IT的一般都不是馆员（原因简单：馆员要评职称，而且起薪低），但 IT

的就业市场是和外面的比，拿馆员的工资结构很难招到人。我们这里 IT 大多是

本科毕业。至于什么样的学位可以做馆员，我就省略了，大家可以看我写的那篇

关于学科馆员的文章的详细解释。工作时间是这样的：馆员美国的坐班规定是很

松散的，但要求每天到。我每天是上班 8小时，其他大多数人也是如此，因为你

不想给人滥用制度的感觉。我周五一般在家，加上假期什么的每年上班的时间大

概是 200天。因为其他人各有各的日程，所以即使是我的直属，我每年大约能见

到他们 150天就不错了。”闽农林*：“谢谢麦子如此详尽的说明！”图谋：“麦

子先生分享的信息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美国馆情，不仅如此，还有助于认识该向美

国学习什么。”麦子：“我在这里已经两年多了，我的作用也就是给大家解释背

后的故事。总之，大家要了解，一家有一家难念的经，很多东西并不是看上去那

么美好，所以大家其千万不要迷信任何人说的，当然首先包括我说的。此外，我

觉得国内的同仁比较喜欢从他馆，尤其是大馆什么的取经。美国喜欢馆际合作，

但取经不像国内的那样。”

1.8职称评聘那些事儿

鲲鹏展翅：“各个层次高校职称晋升门槛差别大，就拿图情行业中北京大学

图书馆王波老师例证：发表 60多篇文章，在 2类本院校都基本上能弄个 3级教

授了。”云卷云舒：“高职好评，文科师范好些，理工为主的太难，浙江大学图

书馆多年没一个正高，仅有几个全是副馆长。”鲲鹏展翅：“确实有职业危机了，

刚在其他群的看了一个消息，安徽已经试行了。安徽建立高校编制周转池制度 h

ttp://www.czmec.cn/s/4/t/347/78/f1/info96497.htm。”云卷云舒：“很多省已经改

革大学的职称评审，有自主权了，可能不让有正高了，能评的很早就转教师职称

了，将来这个这个系列很麻烦。”☆薄荷*：“评职称就是个折腾。”雨过天晴：

“可以尽情享受科研的乐趣。”云卷云舒：“一个行业最有进取心和竞争力的骨

干都没有上升的渠道和空间，这个行业一定是有问题了。”yangliu：“我们学校

馆员，凡是有能耐的都挂在学院的教师一线的，平台数据全在教师系列。”yan

gliu：“我们学校领导说过，就图书馆人一直在聊天。”云卷云舒：“所以大学

http://www.czmec.cn/s/4/t/347/78/f1/info96497.htm
http://www.czmec.cn/s/4/t/347/78/f1/info964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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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隶属关系必须改革。”蝴蝶：“定了，职称制度将这样改革！关乎每一个

人！2016-11-09 07:39 凤凰财经综合 T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11月 1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

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会议明确了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方向：1评价更为科学

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科学评价为核心，以促进人才开发使用为目的，健全职

称制度体系，完善职称评价标准，创新职称评价机制，促进职称评价和人才培养

使用相结合，改进职称管理服务方式。2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倾向

要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倾向，科学客

观公正评价专业技术人才，让专业技术人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耕专业，让作出

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和获得感。3政策要向基层倾斜，对在艰苦偏远地区和基层

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等，要有一些特殊政策。今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明确

了职称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用人主体发挥主导作用突出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

的主导作用，合理界定和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自

主评审。放松外语和计算机要求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

求。探索特殊人才直聘探索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职称直聘办法。畅通非公

单位评审渠道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才申报参加职称评审渠道。”

/太阳*：“职改这样做，有其合理性。”朗月孤舟：“图书馆和档案馆是高校领

导最不重视的部门。”hero8151：“因为不少之前评上高级职称的前辈不再有动

力去做出更多成绩了而后面来的有干劲有水平的年轻人却受限于职数，无法顺利

晋升职称，在地位与收入方面双双受挫，最终也在工作方面失去了进取心，得过

且过。”

1.9 DVD的利用及其保管

图片由麦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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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为了节省人力和空间，我们把 media收藏移到了主馆，开放书架。

但每个 dvd 都放入有磁条的保护盒。需要专门的工具的方可打开。我们大约有

1000不到中文的。” 素问：“请问，DVD盒子是定制的还是市面上有卖的？@

麦子 。”麦子：“买的。”许*新：“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卖的。”麦子：“以前

出租的店都是这个。”许*新：“国内没见过。都是买来的包装什么样就是什么

样。大部分很差一碰就碎。”麦子：“塑料很硬。没有专门工具用手是绝对打不

开的。” 城市天空：“@麦子 你说的盒子在国内有，叫 DVD保护盒，超市卖

场音响店专用防盗，我在书店见过。”

许*新：“我们一直也想把光盘摆出来，但是管理很麻烦。”Helen：“我们

光盘不借的，用了非书光盘系统。”风萧萧：“我们随书光盘借阅率还是有的，

但是 DVD几乎没有读者借阅。”Helen：“需要光盘的网上申请，然后我们上传。”

风萧萧：“也有光盘数据库，不过有的读者嫌网速慢，下载慢。”麦子：“@风

萧萧 我们有大量电影。但现在没人看。”扣肉：“如果要流通的话，肯定防盗

盒是没有用的。”扣肉：“还是 RFID 比较实用。”麦子：“但因为更多的是纪

录片什么的。所以还是需要。”城市天空：“@麦子 你们的香港警匪片和革命

电影貌似比较多。”扣肉：“我们把大部分 DVD 和 VCD全部数字化，放在视

听室里供学生点播。不通外网。不给读者提供下载的途径。”麦子：“@城市天

空 我是几个图书馆给的。就放上去了。估计永远不会有人用。”扣肉：“我发

现一个问题。”“你们光盘的书标和条形码也是贴在包装盒上。而不是纸上。”

麦子：“@扣肉 是。在内壳上。”扣肉：“我们原来也这么干，但是盒子是会

坏的。”扣肉：“后来我就跟验收的人说，你一律把盒子撬开，贴在纸上。盒子

一旦坏了，你换盒子，书标和条形码就都得重做或者浪费。以前还有的做法更奇

葩，把书和盘的 ISBN、UPC这种唯一编码全部贴住。”城市天空：“坏了当然

要换，重做也没什么难的。”扣肉：“回溯的时候很困难。”城市天空：“打印

一张贴上就是了。”扣肉：“这个涉及到一个问题，盒子是可以丢弃的。但是里

边的纸是不能扔的，它是核心内容的一部分。”“纸如果污损，只能修补，而不

能丢弃。”“现在我要求验收的人，登录号和条形码一律贴在纸上，而且不能盖

住任何字。”“你自己想想，你自己馆里的条形码，把一本书原来的 ISBN盖住，

这是多么傻的一件事。”许*新：“他们的盒子是安全盒子，不容易坏。”扣肉：

“不知道，反正我们原版的盒子，很厚的那种，也有碎掉的。毕竟是塑料的，年

代久远了，会酥。”“而且反复倒架，也有破损。”许*新：“基本国内的光盘

原装盒子能和安全盒子比的没有。”扣肉：“国内的人，自费出盘的，很多都是

弄那种高大上的包装。”许*新：“不实用盒子多。”扣肉：“相当于 A3 那么

大的大盒子。这种盒子，我们一律放到密集架最底层去，然后重新做成普通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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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麦子：“换内盒极其便宜。”城市天空：“你说的纸是什么纸，为什么

只能修补。”扣肉：“就是光盘外面的一张纸，插页。城市天空：“插页放到新

的盒子里就好了。”城市天空：“纸一般不是放在盒子里面的吗。”扣肉：“这

张纸我们馆里规定，这是馆藏资料的一部分，跟光盘一样，不能扔，除非整体销

号剔除。”“但是盒子是可以随意更换的。”城市天空：“放在盒子外面是很容

易磨损的，如果用得多的话。”扣肉：“一般的 DVD盒子，外面有一层膜。”

1.10 以柑橘为主题的展览

麦子：“1873年，有人从美国农业部得到两棵脐橙树，种到了我们这里，

后来，这儿成立柑橘产地。在 1920年代的大约 10年时间，是美国最富裕的城市，

人均收入超过纽约市。后来，柑橘研究发达，先成立了一个农科所，1954 年建

了大学。我们一个馆员想出了做一个城市历史的展览。馆里配合。今天举行了一

个开幕仪式。先是馆长和一个作家发言，接下来，当然是吃。但今天有各种柑橘

的品尝。”“仪式很短，所以没有椅子。但吃和交流的时间持续了 2个多小时。”

“这是当年橘子包装箱上的广告标贴，后来成了一些人的收藏。我们馆里特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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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为了这个展览，我们有个 5人委员会准备。从历史，农业经济，科

技，艺术，文学等方面对待这事。对了，展览柜上的木条是模仿当时装橘子箱子

的样子。另外，这种展览的主要负责人可以把这个算入职称评定的内容。当然，

这比写文章有意思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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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图书馆员科研

2016-11-8 16:23

关于图书馆员科研的话题，时不时会遇到。有的场合，不方便发表任何意见。比

如制定绩效考核政策的时候，利益攸关。有的场合，需要发表意见，只因为“图
谋”是“为图书馆学情报学谋，为图书情报事业谋”。 2013年我曾写过《我的科研

观》（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45044.ht ...
494 次阅读|没有评论

闲话图书馆员职业能力

热度 4 2016-11-7 11:30

近年我的研究方向是：图书馆员职业能力研究。我希望我所做的研究与思考，既

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作为一名有近 20图书馆工作经历的图书馆员，一

方面自身在做各种学习、探索与实践，一方面也在较为密切地关注图书馆学研究。

我深知，我所作的努力，想拥有“成就感”、“收获感”是非常困难的，但做不了大 ...
1651 次阅读|6 个评论

培基乃美玉，光洁质坚优——回忆我与许培基先生的通信

2016-11-5 10:21

培基乃美玉，光洁质坚优 ——回忆我与许培基先生的通信 王启云 嘉兴图书馆

郑闯辉先生向我约稿，告知许培基先生已于今年 2 月 12日仙逝，嘉兴图书馆馆

刊《味书轩》拟编发一期纪念文字，让回忆我与许培基先生的通信。纪念是为了

更好的传承，纪念宜趁早。特此依据图谋博客博文及电子邮件信息，作一梳 ...
562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2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353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1353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320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1320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1320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283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1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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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2016 年 11 月 11 日 14:00，群成员达 1779 人（活跃成员 387 人，占 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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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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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辑录”（第 1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

动态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