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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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会议信息

碧海潮生：“研究数据管理与智能分析工具使用培训班，培训时间：2016

年 12 月 12-15 日，培训地点：湖南大学图书馆。http://url.cn/41PyQcp。”

情报小*：“本月 17-18 号，河北大学将举办 2016 京津冀信息资源管理高

峰论坛，这是会议网络宣传的链接 http://u.eqxiu.com/s/5qvywcr7?from=sin

glemessage。欢迎大家参加！”

偷鸡拔*：“江苏省高校图工委第四届图书馆在职暨新进人员专业培训 ppt

下载（陆续添加）http://library.njucm.edu.cn/bencandy.php?fid=4&id=104

0。”

丹青：“2016 年重庆市公共图书馆首届学术交流会及庆祝合川区图书馆 60

周年文艺晚会记实（果晓红）2016 年 11 月 16 日，2016 年重庆市公共图书馆首

届学术交流会在合川区华地王朝大堂报道，下午是在白云厅召开重庆市公共图书

馆馆长工作交流座谈会。这个会议是由来自重庆市市馆、重庆市少儿馆、渝中区、

南岸区、江北区、巴南区、九龙坡区、大渡囗区、渝北区、沙坪坝区、北碚区、

合川区、涪陵区、永川区、荣昌区、长寿区、潼南区、铜梁区、万盛区、江津区、

壁山区、大足区、綦江区、万州区、武隆区、秀山区、丰都县、南川区、云阳县、

奉节县、黔江区、忠州区、垫山县、梁平区、开州区、城口县、巫溪县、彭水县、

酉阳县、石柱县四十多家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参会。馆长们针对如何做好免费开放

绩效评价、2017 年文化部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全民阅读活动开

展等相关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对面临的许多突出的问题进行了思想交流、现状

分析、技术切磋、统一认识，馆长们其独特的见解，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趋势很

有帮助、启示。晚上 8：00 时，在合川区文化艺术中心广场江城剧场举办了‘图

书馆繁荣发展之歌’庆祝合川区图书馆建馆 60 周年文艺晚会。首先，来自云门

街道小学校的学生用欢快的舞蹈拉开序幕，刘格原创的音乐快板：《图书馆全民

阅读创辉煌》激情澎湃，联盟成员馆馆长们参加的集体朗诵《读书人是幸福人》

充满希望，紧接着，重庆市文化委谢委员上台为合川区图书馆优秀读者唐绪德颁

奖，记者对获奖读者唐绪德进行了釆访，图书馆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与支持。由刘

格原创、吴清华老师改编的情景剧巜图书馆赞》则生动、形象。陈维高老师创作

的舞蹈《走进西藏》，刘格、赵华、张奇等舞者演绎精彩、表现出色；南津街小

学校师生认真负责，把陈明英编导的《狼大叔的红焖鸡》，获得全国三等奖的绘

本故事情景剧表演得更是细腻传神，引导孩子们表达爱心，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http://url.cn/41PyQcp
http://u.eqxiu.com/s/5qvywcr7?from=singlemessage
http://u.eqxiu.com/s/5qvywcr7?from=singlemessage
http://library.njucm.edu.cn/bencandy.php?fid=4&id=1040
http://library.njucm.edu.cn/bencandy.php?fid=4&id=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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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王蜀容、李欢、曾臻等演唱的革命歌曲串烧，也充满

了激情。尤其是倒数二个节目特别有意义：一个是小品表演刘格原创、张正华校

长改编的《图书馆平等服务》，由教师张奇伴图书管理员，歌舞团演员黄玲饰挑

衅的读者，张红兵饰农民读者，情节幽默风趣、诙谐搞笑而又体现出图书馆管理

员的爱岗敬业、公正无私、奉献精神；最后是获得全国一等奖重庆市人文科技学

院图书馆推荐的节目《雷电颂》，由 6名大学生读者经典诵读，他们深情的朗诵

带给现场观众艺术享受和精神感染把节目引向高潮。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鲁

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

离不开文艺。区图书馆举办的整台演出，真是群英荟萃、硕果累累、绚丽夺目。

通过通俗易懂、直观形象的不同表现形式，演员们表演质朴、自然，呈现出区图

书馆工作人员六十年来，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服务人民、热情周到、精益求精

的工作品质，不断加强自身文化修养与高尚的人格修为、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担

当社会责任感，深入社区、学校、乡镇、机关、军营，脚踏实地的深入群众，全

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积极开展阅读宣传推广活动，搭建多种平台，举办了各种类型

的讲座、培训、展览，传递真、善、美的正能量，受到了众多市民的欢迎！合川

区图书馆几十年来始终坚持宣传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开拓创新，把满

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服务工作的出发点，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

在心上，坚持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传播，

形成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敬长辈的等传统美德，让人民群众看到

了美好、希望、梦想就在前方，从而，达到图书馆的事业兴旺、繁荣发展、迈向

未来的生动景象。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第一线图书阅读宣传辅导工作者，深知图书

馆是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文明窗口，深知先进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先

导，深知图书信息资源管理、阅读为读者提供的重要滋养，同时也深知自己肩负

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非常感谢合川区人民政府、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委、重

庆图书馆等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对重庆市公共图书馆学术交流会的高度重视，非

常感谢区戏剧家协会对重庆市合川区图书馆 60 周年文艺晚会庆祝活动的大力支

持，非常感谢合川云门街道小学校、合川南津街小学校、人文科技学院图书馆领

导的积极参与、配合，非常感谢各位编导和参加此表演的师生、以及演员们精湛

的演技，使近二个小时的演出活动出彩，取得圆满成功！”

图书情*：“大数据时代图书情报人员新能力——2016 年新型图书情报人员

能力提升研修班。http://blog.sina.com.cn/s/blog_84ef7bd10102w5jw.html

主办：《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承办：福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FULink），福

州大学图书馆,时间：2016 年 11 月 16-19 日”

系统消息：“陈福佑 分享文件 CWTS 科学计量评价研究高级研修班 2016（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4ef7bd10102w5jw.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4ef7bd10102w5j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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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预通知.docx 下载。讲席专家：Ed Noyons、Ludo Waltman（待定）、Nees

Jan van Eck（待定），地点：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大楼（北京），时间：2

017 年 5 月共 3天（具体时间待定）”

1.2 链接资源，圕人分享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31 期 20161111)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1014380.html

图谋：“图书馆天堂，神一般的存在——西浦图书馆印象 http://blog.sci

encenet.cn/blog-213646-1014583.html 阿根廷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说：

‘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近年，我较为密切关注图书馆的发

展与建设，并且参观过若干各种类型的图书馆。此次，走近且走进西交利物浦大

学图书馆，我想说：图书馆天堂，神一般的存在，那就是西浦图书馆！”

tianart：“资讯｜借阅量持续下降 数字时代高校图书馆需创新服务 http:

//url.cn/41V2QHA。”

hanna：“男子假扮高校学生 专偷图书馆内占座用平板电脑 http://edu.gm

w.cn/2016-11/15/content_22974564.htm。”

iceberg：“http://www.scal.edu.cn/xzzx 这里有 2015 年的阅读推广案例，

有兴趣可以去下载了看看。”

图谋：“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刊投稿信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846563.html 这个信息欢迎大家补充相关信息，进一步提高其

参考价值。”

让子弹飞：“公共圖書館內遊民問題處理之探討 http://www.doc88.com/

p-8562943764676.html。”

hanna：“2015 中文图书纸质馆配市场分析 http://www.bisenet.com/arti

cle/201602/156370.htm 。2015 年参与馆配市场,定价在 35 元及以下的图书,

册数份额合计为 46.34%,同比下降 4.64 个百分点(2014 年该区间图书册数份

额为 50.98%);定价在 35 元以上的各个区间图书册数份额与去年相比均有上升,

其中 35~40 元(含)区间内的图书册数份额为 17.19%,同比上升 1.16 个百分

点。在馆配总册数下降 0.59%的情况下,中高价位(定价在 35 元以上)图书册数

份额较 2014 年增加 4.65 个百分点,这说明市场对中高价图书接受度更大了。”

图谋：“《图书馆报》2017 年征订开始啦！http://url.cn/41ZhBRS。新一

年的征订开始了，在 2017 年，《图书馆报》将带给您更丰富、精彩的内容，也

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帮助下更加充实、更有内涵。欢迎广大读者订阅！邮局订阅邮

局订阅名称：《新华书目报•图书馆版》国内统一刊号：CN11-0126 邮发代号：1

—88 发行时间：每周五定价：96.00 元整年每期售价：2.00 元如有疑问欢迎留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438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438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458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4583.html
http://url.cn/41V2QHA
http://url.cn/41V2QHA
http://edu.gmw.cn/2016-11/15/content_22974564.htm
http://edu.gmw.cn/2016-11/15/content_22974564.htm
http://www.scal.edu.cn/xzz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http://www.doc88.com/p-8562943764676.html
http://www.doc88.com/p-8562943764676.html
http://www.bisenet.com/article/201602/156370.htm
http://www.bisenet.com/article/201602/156370.htm
http://url.cn/41ZhB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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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或致电《图书馆报》编辑部电话：010-88362160 传真：010-88361757 邮

箱：tushuguanbao@vip.163.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北礼士路 135 号 7 号

楼二层 《图书馆报》编辑部邮政编码：100037。”

图谋：“闲话图书馆的数据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

5038.html 图书馆的数据，亟待多一些关注与思考。图书馆这一行的专业性、职

业能力的提升，着力点之一或许就在于对其进一步挖掘与利用。”

谈天：“我为藏书找到了归宿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g

jx20161116.html?pgv_ref=aio2015&ptlang=2052。”

hanna：“古籍修复师：给古书第二次生命 http://reader.gmw.cn/2016-11

/17/content_23006722.htm。”

系统消息：“ jason 分享文件 中国图书馆进化史课件.ppt 下载。” 一

直很*：“中国图书馆进化史课件太了草，文不对题。进化的阶段应该是封闭的

官藏、封闭的官私藏、封闭的官私藏与不知道是不是封闭的寺观私藏并存、开放

的近现代图书馆，PPT 没脉络就是文不对题了。”

系统消息：“ jason 分享文件 世界图书馆的进化之路.ppt 下载。”

系统消息：“ Lee 分享文件 图书馆的历史与发展.pptx 下载。”

天涯海角：“观察 | 有声书：碎片阅读的最佳选择 http://url.cn/41cWSW

R。”

hero8151：“卸任复旦校长后的杨玉良为什么一头钻进故纸堆 http://new

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11/361327.shtm 在接触古籍保护前，杨玉良

一度认为，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连图书馆都没有必要存在。”

hanna：“3场试水直播吸引 35 万人"图书馆+"还能做什么 http://url.cn/

41coWKZ。”

城市天空：“信息快递｜来自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的声明 http://mp.weixi

n.qq.com/s?__biz=MzI2NDQ4MjU1MA==&mid=2247483723&idx=1&sn=2d6b298201e

ba9d9d875a841ce320b89&chksm=eaaabad2dddd33c4242754073548502a42d1a4a15

17ac4eda12926b7b22ca3cd39f0efe5ce50#rd。”

你提问，我回答

proquest 平台

许*新：“proquest 平台基本检索出来的结果是所有数据库的？包括 pqdt

的？” 麦子：“全文的不可能，那个东西要 40 多万美元加每年很贵的续订费。

如果一次费用在 5万美元以下，我可能会考虑。所以，这东西从我的角度来看性

价比是很差，因为用的人有限，我们每年大约有 100 次的需求，一般可以通过馆

际解决，不行的我就直接付钱买 pdf 版免费提供给读者，每次的费用大约是 3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503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5038.html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gjx20161116.html?pgv_ref=aio2015&ptlang=2052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gjx20161116.html?pgv_ref=aio2015&ptlang=2052
http://reader.gmw.cn/2016-11/17/content_23006722.htm
http://reader.gmw.cn/2016-11/17/content_23006722.htm
http://url.cn/41cWSWR
http://url.cn/41cWSWR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11/361327.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11/361327.shtm
http://url.cn/41coWKZ
http://url.cn/41coWKZ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2NDQ4MjU1MA==&mid=2247483723&idx=1&sn=2d6b298201eba9d9d875a841ce320b89&chksm=eaaabad2dddd33c4242754073548502a42d1a4a1517ac4eda12926b7b22ca3cd39f0efe5ce5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2NDQ4MjU1MA==&mid=2247483723&idx=1&sn=2d6b298201eba9d9d875a841ce320b89&chksm=eaaabad2dddd33c4242754073548502a42d1a4a1517ac4eda12926b7b22ca3cd39f0efe5ce5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2NDQ4MjU1MA==&mid=2247483723&idx=1&sn=2d6b298201eba9d9d875a841ce320b89&chksm=eaaabad2dddd33c4242754073548502a42d1a4a1517ac4eda12926b7b22ca3cd39f0efe5ce5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2NDQ4MjU1MA==&mid=2247483723&idx=1&sn=2d6b298201eba9d9d875a841ce320b89&chksm=eaaabad2dddd33c4242754073548502a42d1a4a1517ac4eda12926b7b22ca3cd39f0efe5ce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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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天涯海角：“这个方法比较经济实惠。”许*新：“我奇怪基本检索

里面会检索出学位论文来。”麦子：“可能是美国外的。proquest 的 DAI 的全

文的量要大得多。380 万件。每年加 10 万。Dissertations & Theses via ProQ

uestDissertations from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universities。我们

有这个。只是索引而已。过去叫 DAI。”

（1） 数据库镜像的存储

信手拈来：“最近，我们在讨论购买一个数据库镜像的问题，存储就需要 2

T，上周，我们就在讨论今后这么大的存储如何长期保存？”麦子：“长期其实

相当困难。5、6年大概可以，10 年够呛。不过 2t 不是很大。买个服务器。”信

手拈来：“数字资源的正常寿命远远低于纸质资源，意外丢失的风险很大，目前

除了勤做备份，暂时没有太好办法。一个镜像 2T，类似的镜像多了，这个问题

就突出了。”麦子：“租商业云盘的，可能是个办法。”信手拈来：“百度云现

在也不太稳定，几周前想下一个几十 K的文件都没能下下来。当时急用，真后悔

太依赖云了。”麦子：“我们现在日常工作文件共享时用的更多。比如要几十个

人同时对一个文件批语。没有 google docs 真不知如何下手。除了开会，我上班

95%的时间是回电子邮件。很多是十几米远的人。”信手拈来：“是的，在线协

作式办公是个趋势，目前，我们还只是停留在早期的 OA 办公系统时期。十多年

前，与互联网公司和一些商业公司打交道时，看到他们的销售人员使用内部办公

系统，还是很羡慕的。不过，很快，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办公系统，内部通知，邮

件，发帖，留言，文件共享，甚至个人主页，都可以实现了，逐渐开始依赖这样

的 OA，形成了一个初级的在线办公社交环境，但在线 office 的功能还是很弱。

不管怎么样，网络是不可或缺了，否则工作会大大受影响。”

（2） 图书情报导刊投稿邮箱

太阳*：“曾经看到过图书情报导刊的编辑部邮箱 想投稿 有没有知情滴大

侠 能否告知一二？”小洋：“就是原来的科技情报开发？我投过，是用 q邮箱。

tsqbdk@163.com。”

（3） 如何去国图参观

小洋：“问下各位，想去国图参观，没有读者证可以进去吗。就想去书库看

看，图人心中的圣地。”素问：“带身份证。我还是 2013 年去过的，带身份证，

包要寄存。我没有办借阅证，不知道借书手续怎么办。”天涯海角：“可以进去。

刷身份证就可以。”图谋：“二代身份证办证免费，立等可取。国家图书馆证卡

须知.http://www.nlc.gov.cn/dsb_zyyfw/wdtsg/dzzn/dsb_zkxz/。而且国家图

书馆证是相当有用的，详见：读者资源使用权限说明.http://mylib.nlc.cn/we

http://www.nlc.gov.cn/dsb_zyyfw/wdtsg/dzzn/dsb_zkxz/
http://mylib.nlc.cn/web/guest/reader_login?redirect=/web/gues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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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uest/reader_login?redirect=/web/guest/home。”

（4） 西浦学校图书馆的待遇及学费

boson：“我想知道西浦这样的学校图书馆待遇如何。既然教学什么的都是

奔着国际水平去的，待遇也应该向国际看齐才对。几年前见过网上有人吐槽教辅

岗位待遇很差（忘了是西浦还是宁诺了，反正是这类学校）。” 麦子：“估

计要看如何招来的。如果是国内招的是国内待遇，在国外招的是国外待遇。”星

光：“是迎合国内崇洋学历开发的呗。让分数不太高的学生也能有学上嘛。”素

问：“西交利物浦，宁波诺丁汉都要上一本线。”广州书童：“学费如何？”素

问：“国内一些学校是合作项目，家庭条件好的可以 2+2，两年国内两年国外，

双文凭。比如上海交大和密歇根大学的‘密西根学院‘。学费前两年稍便宜，后

两年如果出国，就是外国学费了。”印度阿三：“两年 10 万。”星光：“教育

部承认吗？学信网能查到吗？”素问：“是正规文凭，可以查到的。有的学生没

有出国，在国内读完本科。”星光：“哦，原来如此，那么这类学校的学生英语

水平要比其它学校高一筹。”徐*轩：“全英文教学的环境，在语言能力上锻炼

非常出色了。”

（5）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

洞庭水手：“我想编制一本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工作手册，有想法的可以

联系我。”apple：“可以参与。”雪隐寒消：“有创见。”温情小*：“洞庭老

师，我也遇到与你类似的情况，因为学校条件限制，根本无法获取第一手数据和

大体量的数据。到底数据是借助技术来获取更能反映事物的运行发展规律？还是

需要通过人的仔细观察，细致记录，人脑的分析来获取更为准确的数据呢。”洞

庭水手：“创客空间作为高校图书馆的人人参与的新的创造力正引起各个高校图

书馆的关注。但是市面上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指导资料。我们常常被让创客空间运

作起来的想法望而怯步，无论是寻找场地、设备，还是吸引创客或学生，还是招

聘创客导师、处理各种关系等，这些困难都令人畏惧。点击链接加入群【高校图

书馆创客空间】：https://jq.qq.com/?_wv=1027&k=41VHoxS。”

（6） 图书馆馆长是否必须是正高？

小洋：“问下大家，是不是新的规程说馆长必须是正高。”小肥羊：“没有

这样说呀。图书馆馆长应设置为专业技术岗位，原则上应由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者担任，并应保持适当的稳定性。”gaozy：“要看，一般现在本科高校，通

行是正高任馆长。能力突出的，不受职称限制，但至少副高。”小肥羊：“规程

写的是高级，包括副高和正高。”

http://mylib.nlc.cn/web/guest/reader_login?redirect=/web/guest/home
https://jq.qq.com/?_wv=1027&k=41VHo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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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study 是否支持 win10？

淘气娃娃：“E-study 可以云同步了。就是不知道它支不支持 win10 系统。”

天外飞仙：“E-study 还是期待移动端算了。在 win10 平板下根本没法用。”

（8） 图书馆联盟有哪些？

Follaw：“请教一个问题中国大的图书馆联盟（或者资源共享联盟）除了，

CALIS，JALIS，还有哪些？不想找资料，急用，希望有熟悉的老师直接回复。”

cpulib*：“那太多了。区域联盟到有。”Daisy：“CALIS 之下有个 CASHL 啊。”

诲人不倦：“DRAA,BALIS。” cpulib*：“大学城联盟更多。” woseic*：

“nalis。talis。” 碧海潮生：“中国主要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建设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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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2015）

天山雪莲：“求助：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2015）或 2015 年高校图书馆发

展概况，谢谢。” iceberg：“没出来吧。我只查到 2014 和 2013.。。。的啊。”

天外来客：“2015 的数据是没有整理核对完。”iceberg：“快了，一般都

会在 11 月份进行发布。”

（10） 农业图书馆情报学刊投稿及版面费

沉舟：“问问老师们，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怎样？属于图书馆正刊吗。” Sp

arks：“一般专业期刊啊。”碧海潮生：“省级普刊。不是核心，就是一般普刊。”

沉舟：“4500 字收费 1383。”夏天：“不算高。科技类的更高。”Sparks：“版

面费贵。还不高阿。”夏天：“有同事发其他的要 1800。”Sparks：“4500 字

很少了。”沉舟：“不过有用的话高也没办法。一般写要 5000 字以上吗”碧海

潮生：“他们收编审费，50 元/千字。”夏天：“看各省的要求，一般刊物 300

0 字以上就可以了。”沉舟：“所以这个数是编审费加版面费。写了一篇 3000

的，都没人要。似乎是倾向于要字数多些的。”碧海潮生：“《新世纪图书馆》

《图书馆研究》版面费五百;《大学图书情报学刊》一般都在五六百左右;《图书

馆学刊》八百以上;《农业图书情报学刊》一千以上，按折合字符数计算，另收

编审费。”夏天：“同意，既然录用了就赶紧打款吧，早日拿到刊。”gaozy：

“农业图书情报，很好吗？还那么贵。批评这个期刊，大家别投，不想着创新，

想跟科技情报靠近我看。四川图书馆学报，一直坚守学术精神，对比就有高下。

我个人因水平有限，从没有投过农业图书情报，我觉得这名字土。” boson：“普

刊欢迎投《山东图书馆学刊》、《河北科技图苑》，还算 decent 的刊物，没有

版面费。” gaozy：“多投，让编辑有更多选择，提高期刊质量。”碧海潮生：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一期二百多页，都能赶得上改版前的《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了。”印度阿三：“不要版面费的很少了。就那么两三种吧。”碧海潮生：“《河

北科技图苑》不收版面费吧！浙江图书馆《图书馆研究与工作》不收版面费。”

SAM：“图书馆杂志 大学图书馆学报 国家图书馆学刊 图书馆理论与研

究？ 都不收版面费吧。” 图谋：“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刊投稿信息辑录 ht

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这个信息欢迎大家补充

相关信息，进一步提高其参考价值。” 碧海潮生：“上次一个老师文章被河北

科技图苑录用了，听说收八百版面费啊。后来改投《农业图书情报学刊》了，花

了一千七百多，只是听说地方评职称认可此刊为国家级。”图谋：“当前不收取

版面费的期刊，确实有好多种。”中原劲草：“是呢，只是一般不发不知名的作

者的文章。”沉舟：“还是要看当地评职称认可不。” Sparks：“安徽好像认

农业图情。说按照主管单位算国家级。有人说比图书馆杂志认可度还高，我都被

说蒙了。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收费确实高。” 碧海潮生：“新世纪图书馆，图书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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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研究，四川图书馆学报版面费比较低，山东图书馆学刊不收费。” Sparks：

“新世纪图书馆不错。在江苏评职称认可度很高。图书馆界的收费也低。和图书

馆研究的差不多。目前收费比较高的，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晋图学刊、河南图书

馆学刊、情报探索” cpulib*：“新世纪就比较难发了，关系户不少。只怪江

苏再没有好的图情期刊。发外地的又受地域限制。”碧海潮生：“河南图书馆学

刊收费基本上不低于一千。江苏还有江苏大学主办的《图书情报研究》。” Sp

arks：“《图书情报研究》这个不认。号不全。没有 CN 号。最好双号齐全，才

算名正言顺。”

（11） 职称评审时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今夕何夕：“理工科老师挂名发文章，在评职称的时候，第一作者和通讯作

者是有效的。通讯作者不只一个人的时候，会怎么处理？”印度阿三：“我们这

边要求必须独立完成，第一作者都不能算。” cpulib*：“不支持合作啊。”今

夕何夕：“理工科他们 sci 检索收录的时候，我感觉不是第一作者的都要求检索。”

今夕何夕：“文科的没这种情况，必须第一作者。”cpulib*：“SCI 里文章说

明的第一作者可能有多个。”Sparks：“其实有好多人找人加名字评职称用，其

实对论文或者课题没有一点贡献。所以现在评职称的时候评委开始对独著作者评

审倾斜。” biochem：“并列通讯作者可以有好几个，同样并列第一作者也可以

有好几个。以前我们这里理科论文不算通讯作者，现在通讯作者等同于第一作者，

甚至比第一作者更重要。” hero8151：“通讯作者制度：可能引发学术不端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00905-1014938.html。”biochem：“有的

论文确实是很多家单位合作完成的。有的数千人完成一篇论文，所以并列通讯作

者可以有好几个，同样并列第一作者也可以有好几个。这很正常。尤其是物理和

生物方面的论文。”

（12） 专著被引如何查

弓长：“请教一下各位老师，专著被引情况怎么查？。” 一鸣：“可以试

试独秀，有书籍被引的数据吧。”

（13） JSTOR 收录多少种刊物？

sonorous：“有老师知道 JSTOR 现在收录有多少种刊物吗？我自己从网上下

载的《2012 Jstor title list》里有 1970 种刊物，但不是最新的数据了。”山

大武*：“The Current Scholarship Program (CSP) integrates current jou

rnals with archival journals and ebooks on JSTOR, making it all cross

-searchable and linked in ways that help scholars discover, use, and

build upon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content. Th。Books at JSTORBooks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00905-101493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00905-10149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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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JSTOR offers more than 45,000 ebooks from renowned scholarly publi

shers, integrated with journals and primary sources on JSTOR's easy-t

o-use platform.All titles offered in Books at JSTOR are available exc

lusively in a DRM-free, unlimited-user model. The ebooks work just li

ke the journals on JSTOR, with unlimited simultaneous use, downloads,

and printing, and no need to log in or use special software. This cr

eates an outstanding user experience for researchers.这种信息国内的更

新肯定慢了，要上外网，最好是官网。http://about.jstor.org/content-on-j

stor-books.More than two million primary sources across four collecti

ons, supporting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he humanities, social scien

ces, and sciences.有需要就给他们发邮件。discoveryservices@ithaka.org”

（14） 图书馆窗口服务人员服务常用语

飞飞/mg：“求图书馆窗口服务人员服务常用语，及服务忌语，给员工培训

用。若哪位大咖有给馆员做上岗培训的资料更欢迎。”朗月孤舟：“1．文明礼

貌表达简练。图书馆工作人员接待读者、公务往来或接听电话时，提倡使用普通

话，音量要适中。要使用‘请’、‘您好’、‘谢谢’ ‘对不起’、‘再见’

等文明用语。表达规范，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请您（你）稍等，

我马上给您（你）查询’ ,‘您（你）要找的这本书在××阅览室的××架上。

您（你）去那儿就能找到’ 。2．禁止挖苦训斥推辞。图书馆工作人员不得使用

服务忌语。不允许说伤害读者自尊心的话，不允许讽刺或恶言恶语。遇到不能解

决或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应向读者解释清楚并表示歉意，不允许使用‘不知

道’、‘就是不行’等生硬语言。” 2014：“销售培训都是一套一套的说法，

以后馆员培训也可以参考哈，各馆存在的问题，馆内统一口径，设置一套标准答

案。”

（15） 对外检索查重服务

水中鱼：“请问各位，有没有馆开展了对外检索查重业务？现有申报职称的

论文需要万方数据资源系统进行检索查重。”空空：“现在查重比较多的是中国

知网。”烟圕张*：“医学用万方的多。”朗月孤舟：“国内查重我知道的有四

家：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和 RMROST。”

（16） 课题报告的查重

amao：“求助牛人：课题报告一般用哪个系统查重，用了大雅发现很多不应

该算重复的也给算了。”Sparks：“知网。”amao：“有了解知网 维普 万方查

http://about.jstor.org/content-on-jstor-books
http://about.jstor.org/content-on-jstor-books
discoveryservices@ithak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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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系统的区别吗。就像我这个课题报告只能当新论文来查重吗？我试了下大雅发

现最后给的结论不是很严谨。比如标红的都算在重复率里面了，这很明显不正确。

这样出的结果有什么参考性呢？课题查重应该怎么处理，大家能谈谈吗？”Spa

rks：“系统检测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上次检测的是控制总复制比不超过 30％。

我提交的研究报告 15000 字。” amao：“我查的这个是 48%了，报告作者不认

可，其实我也不认可这个结论。怎么控制？改论文还是能够改报告。” Sparks：

“修改。重复率。结题要求是什么。按要求修改。”iceberg：“我们一般用 CNK

I 查重，知网、维普、万方选择的查重数据库各有不同，出来的结果也不一致。”

amao：“哪一个能够更接近事实呢？”图谋：“不是事实不事实的问题。”ice

berg：“都是事实。”图谋：“任何一家检测的结果，都是供参考的。”空空：

“每个学校都是指定那家检索。” iceberg：“哈哈，有的数据库规定，查重时，

发现 6个以上连续文字相同就标红。”图谋：“那最好是先了解上级机构用哪家

的系统测。如果无法了解，那就尽可能参照检测结果，按学术规范的要求做。”

空空：“对呀，主要看结题的那家要求那家的检测结果。各个系统的检测结果都

会不一样的。”Sparks：“学校用什么检测，学生最好也是。”iceberg：“该

标参考文献标参考文献，该标引用标引用。这样会减少重复率。”Sparks：“我

们是超过 30％直接不会进入评审的。检测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只是现在还相

对合理。劝他按要求修改吧。他自己的课题报告，论文是如何完成的，他最清楚。”

iceberg：“嗯，我们也是只有劝人修改。按着详细报告改，按理说比较容易滴。”

（17） 知网的回溯库

广州吴*：“各位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中国知网目前能检索的期刊

是 1994 年以后的，此前的期刊和著作，有没有什么办法比较全面、高效的检索

到？” boson：“cnki 有回溯库吧。” 赛米尔：“CNKI 最早的回溯期刊是 191

5 年的。”

（18） 图书馆志愿者的管理

芷芸：“对于参加图书馆服务的志愿者各馆是怎么管理的？我馆成立了志愿

者协会，有位馆员负责，她把人员名单按学院分摊到各阅览室，但不好的是一个

专业一下子来三四个，而且昨天来，今天也来，可阅览室暂时没事情让他们干，

也不需一起来这么多人，混时间，这如何是好？打扫卫生，整书架、擦书架，刚

做过的事，没必要再做一遍？而且都是刚招的新的志愿者，都不大会做事，拖个

地都不大会哦！请同仁们有什么好办法，多支招，多献策，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2014：“太具体的我不清楚，大概是这样：志愿者有总负责人（学生），每学

期开学招新，招新时按时间来招的，然后分时段安排小组长，每个时间段人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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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固定。招新后统一培训。不过主要是上书、理架、修补破旧图书什么的工作。

不怎么做清洁，清洁好象是学校的物管公司做。” 天蝎小昭：“我是负责学生

这一块的。我们除了定期的有勤工的同学，根据各库的需求安排人数，义工是临

时招，不定期。需要多少人就招多少人，义工的工作多数是体力活，搬搬抬抬。”

陕西理*：“我们勤工俭学的学生每天规定工作两小时，负责协助馆员上书、理

架、打扫卫生 。” 芷芸：“我们各个阅览室有固定的勤工助学的学生，阅览室

就那些事，几乎每天有一个勤工俭学的事就干完了，再来那么多志愿者，没工作

分配给他们做，而且一来好多人一起来，那怎么处理这部分人，还要给他们记录，

总不能没做事，给他们记时间。这怎么处理？”2014：“招的时候就按需要招呀。

开学的时候招满，整个学期安排好。”陕西理*：“我们是按需求定员，按时间

段安排。”芷芸：“我们阅览室卫生各馆室负责，后勤只馆室外卫生。按需定员

就对了，我馆志愿者负责人把志愿者一下子全下放到各阅览室来了，27 人，没

需求就塞人过来，这样对志愿者教育没实在帮助，会养懒人，弄虚作假，谎报虚

情。” cpulib*：“根据实际需求时间点给志愿者固定一些时间，我们是勤工俭

学的，比如阅览室中午，晚上馆员吃饭时间段，闭馆整理时间段。”麦子：“我

们勤工俭学的管理是和正常工作一样的，人事科专人负责。但我们很久不要志愿

者，以前是中学生什么的可以申请，因为馆里认为有责任风险。”

1.3 即兴讨论

（1） 图书馆员=阿姨？

Lee：“图书馆员=“阿姨”吗？http://url.cn/41PxEFG。” 让子弹飞：

“在中国特色背景下，喊阿姨真的是胜过其它称呼，阿姨可是亲人啊，再说，阿

姨没有大小，不存在年龄歧视。习总书记的敬称是大大呢，这个不能和国外比。

另外， 图书馆人称为老师，那真是混淆了图书馆职业的内涵。”钟源：“老不

老，主要看叫的人的年龄。” gaozy：“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年轻，但长得

匆忙。很多人以为我教授很多年了，其实我啥都不是。” 幸福的*：“我们山

东修自行车的都叫老师。不过，馆员的称呼确实该规范一下了。叫老师最好了，

不分大小。现在学生叫我姥姥，我都回答问题。”让子弹飞：“哈哈，也许是十

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中国很大，我真的认为阿姨这个称谓是很亲的。你想一

个十八岁的孩子称呼比自己大的女士为阿姨，我觉得挺好的。当然我尊重其他人

的不同意见，但是我坚决不同意阿姨=老妈子的说法，如果女士这么认为，我只

能表示遗憾。从图书馆职业的角度出发，我反对图书馆人被称为老师。因为这模

糊了我们的职业。当然，现在称老师的很多，什么人都可以被称为老师，我表示

无语。”素问：“要不就叫做书记，馆员天天和书打交道，喊书记也切合实际，

比喊掌柜的文雅一些。”幸福的*：“其实馆员不期待服务回报，只是需要礼貌。

http://url.cn/41Px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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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训学生这么说：年龄大的一律称呼老师；年轻的女，叫美女；男，帅哥。不要

把学生的礼貌看得太重，把服务做好就行了。学生离开学校老师都忘掉，班主任

会记住，馆员就是 0。”让子弹飞：“说得很好，不过馆员也不总是 0， 我现在

还非常感激二个馆员，一个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文献传递员，另一个是我们群里

的@广东小肥羊 ，也帮助了我，尽管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很感激他们，

永远不会忘记曾给过我帮助的图书馆同行！”幸福的*：“服务人员不要报期望，

结果如何不用在意。”让子弹飞：“那是，作为馆员，在自己的职业范围里能帮

助他人，是职业的素养和价值，自豪感可以替代期望。不过，如果真的做得好，

期望是可以预期的。”麦子：“在一些西方国家，图书馆有严格的立法和职业资

格准入制度。图书馆员除了自身的学科背景外，还必须取得图书馆学或情报学专

业的硕士学位。高校图书馆员要为教师提供学科服务，有时候还参与到教师的课

题中去。他们拥有和教师一样的待遇，人们像尊敬教师一样尊敬图书馆员。如今，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也在飞速发展，希望我们的这些努力，会让图书馆员在不久的

将来坦然地享受‘老师’这一称呼。这段写得实在有点乱，我觉得是概念混淆。

另外称呼可能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在的老师和小姐以前的师傅的用法极其不规

范，这也是我一直对老师称呼抵触的原因，在我看，老师还不如师傅和大叔阿姨。

当然这些称呼也不专业。” boson：“高校里就应该叫老师，没什么可说的。学

生认为宿管、食堂大师傅、图书馆员都差不多，而前两者都是叫阿姨的。”印度

阿三：“关于图书馆员是不是老师这个话题讨论过好多次了，老实说整个类似于

教师资格证类的东西考一考，加大入职的难度，抬高门槛才会值钱一点，不然总

纠结这一点，多无趣哦。”麦子：“你说的也是有理，但老师这个说法实在是被

滥用，以致真的要用的时候发现其含义已经塞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boso

n：“麦子和阿三都不在国内高校馆，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发言权。老师就是高

校里面的一个尊称，反正我单位的，无论是教师、教辅、行政还是工人，称老师

都很自然，毫无违和感。不用太纠结了，至少我看学生叫我老师是发自内心的，

叫阿姨更亲近。这样的学生我会觉得他情商高。我很少会用亲戚关系称谓叫一个

陌生人，姐、妹、哥、姨叫不出口。老师是很安全的称呼，距离刚好。到北京采

书，出版社人一口一个姐，我头皮都麻。我们单位关系好的直呼其名，关系远的

叫某某老师。” 为为：“如果是图书馆界人，看见图书馆人纠结这些，肯定要

笑的。如果是非图书馆界人，看见图书馆人纠结这些，肯定要笑的。读书不能读

迂腐了。”

（2） 趣谈图书馆是进步的阶梯

图谋：“近期转了几家图书馆，有个有意思的"发现":图书馆有的是用户进

步的阶梯。”印度阿三：“是指图书馆要爬坡走楼梯才能进去么？”图谋：“有



圕人堂周讯（总第 132期 201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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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图书馆 4个面均有门，其中三个门得爬 39 个台阶，另一个门前好像是 32 个台

阶。20 个以上台阶的图书馆不少，尤其是高校馆。39 个台阶，好像是我所见过

的最多的一家。”星光：“建筑设计还停留在古式思维方式。”小洋：“抬高了

地下搞个负一楼给车库。” tianart：“我们河北的高校馆，尤其是新馆，基本

都有台阶。多少没数过，感觉比 39 多。很适合毕业生或大型会议照相，合影不

用搭架子。”麦子：“我一直觉得图书馆这么多台阶的设计是很脑残的，而且歧

视年纪大的和腿脚不便的。”图谋：“冠军拟授予:圕人堂年度发现之图书馆最

佳进步奖。发现者授予伯乐奖。”小洋：“学生提那么多书来还，爬楼梯很痛苦

的。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台阶，爬上去可以看校园全景。”图谋：“能在图书

馆前设一处最佳毕业生合影处倒也挺好的。前边说的只是娱乐。”悦览树：“我

们学校毕业生每年都在图书馆门口照毕业照。”图谋：“有些图书馆建筑，实际

上是交钥匙工程，图书馆方面完全没有话语权。台痕上阶绿，这种情形也遇到过，

走在上边有几分胆寒。”小洋：“这个不用担心，保洁会清理，学生经常走的地

方没青苔。两侧有门，旁边有无障碍通道。” gaozy：“有时候，细节说明一切。

以人为本。” 麦子：“我有一次和几个人去参观一个图书馆开展，馆长大谈以

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我们中有个老者过后说，去了那个台阶再说。如果摔死一个

人图书馆可能赔 1000 万，我看就没人敢了。”小洋：“我都是走无障碍通道，

然后坐电梯去办公室。只有学生傻傻的，不知道哪条路。”广州书童：“我们图

书馆大门没有一点门坎。大堂地面和外面广场地面一个平面。”为为：“为了气

魄，仅仅好看，内部空间豪华不实用，有效面积大打折扣。”图谋：“搞太多进

步的阶梯，不合适。”为为：“人性化设计，根本不用台阶。至今还是在追求高

大上。与其一个城市 10 万面积的一个高大上图书馆，不如造 10 个 1 万面积的图

书馆嵌入在社区，方便读者借阅。都是政绩工程。”广州书童：“理论上你是对

的。但结合中国国情，实际操作上，你的看法只是理论上正确。”一直很*：“一

个国家，需要万里长城，需要故宫。也需要城楼、城墙，需要一个个的静园、拙

政园。多元的世界有大有小，有一有二。北上广做引领，其它区域去做均等化吧。

同时警惕绝对的均等化，地广人稀和地狭人密不应是同一个标准。大家可以同时

关注下分享经济理念下图书馆……以及 RFID 智能书架的内嵌理念与拓展延伸研

究。王子舟教授的读者也是资源以及图书馆公共物品属性研究，可以在实际工作

中边思边学边总结，我们要做和能做的，还多的很呢。上海图书馆人才济济，随

便拉个人出来就不简单，它们的人才培养与传承机制值得我们研究，而上图长盛

不衰的理念引领更多的也源自于对国外图书馆持续性的关注研究与思索，高山仰

止。修养范国就太大了比如说学术修养、文化修养。” hero8151：“大家不觉

得图书馆建高台上至少有防涝功能吗？经历过台风暴雨的应当有感触。”一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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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很新颖，高台上的图书馆在洪灾时可以当做避难场所。”

（3） 图书馆长的“权利观”

左右：“中国网评:为图书馆长的‘权力观’点赞 http://media.china.c

om.cn/cmsp/2016-11-15/899814.html#0-tsina-1-94713-397232819ff9a47a7b7

e80a40613cfe1。”让子弹飞：“老新闻了，不想再看到，因为这个馆长只是让

乞丐洗手，满足了图书馆的利益，但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另一部分读者的利益。我

不是说拒绝入馆，而是说管理有漏洞，造成读者之间的撕裂。甚至我认为炒作这

样的消息，就是一种装饰。”星光：“这篇新闻这领导这样做，意指图书馆有照

顾弱势群体的义务和功能。”诲人不倦：“这个稿子上升到"权力观’了。一视

同仁的对待读者，与权力何干。”让子弹飞：“照顾弱势群体，就是让乞丐和西

装革履的读者一起坐在富丽堂皇的图书馆读书？当初图书馆在建馆的时候，为什

么要那么高大上，省下点钱帮助弱者岂不更好？”老玲子：“然而那位拾荒者并

不是乞丐，是一位退休教师。。。” 让子弹飞：“我觉得许多事，很大程度上

是作秀，而不是实实在在地考虑如何管理好图书馆，谋求读者的最大利益。”L

ee：“按劳分配与帮助弱者并不矛盾。”清凉桐影：“按照强者帮助弱者的理论，

中国得把南海的利益让给周边的越南和菲律宾了。”让子弹飞：“所以政治正确

也是有边界的。让乞丐入馆没错，但是也是要有管理的。一味地唱高调是不合适

的，图书馆里好像还没有听到不同的声音。”清凉桐影：“图书馆不是政府，不

是救济站，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图书馆只是让读者读书。乞丐去图书馆是读

书的，不是去图书馆解决温饱的。”让子弹飞：“没错，但乞丐读者的臭味影响

其他读者的时候，图书馆应该有办法，而不是说，你们其他人可以选择离开，这

什么话？！照这么说，有狐臭而又不喜欢清洁和打理的人就不能去公共场所了吗，

因为他们也影响到了其他人。难道因为车上有一个人身上散发了狐臭，司机就要

赶他下车吗，因为他的味道影响到了其他人。”谈天：“这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臭味影响，只是旁边人碍眼觉得碍事。实际上本身也真就是有人觉得你拾荒的怎

么能和我坐一起呢。这是人心理的一个毛病。得治。”让子弹飞：“我表达的是，

乞丐可以进来，但是图书馆应该有适当的管理方法，追求读者的最大利益，而不

是乞丐的最大利益。”谈天：“乞丐的最大利益？？在这里读书要被别人撵出去，

这最基本的权利都保证不了。”清凉桐影：“最适当的管理办法，就是由图书馆

提供给乞丐衣食住行，并利用图书馆满屋子的知识，将他改造成一个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boson：“有一种忽悠叫图书馆向乞丐开放 htt

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407357.html。”皎皎孤*：“学校等公

共设施宣扬的是平等，实际上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受益者，而且它的各种使用规则

运行方式，都是基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记得有个老同事说过，他学英语的

http://media.china.com.cn/cmsp/2016-11-15/899814.html
http://media.china.com.cn/cmsp/2016-11-15/899814.html
http://media.china.com.cn/cmsp/2016-11-15/89981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40735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4073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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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课本讲国外孩子日常生活吃汉堡包，他感觉不可思议，美国那么穷怎么可

能？）。因为中产阶级是集体行动能力比较强的集团，他会向政府表达自身的需

求，而政府的合法性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这些人群的需求。而且，很多公共设施

运行过程中，隐含着各种对底层的偏见，这种偏见几乎是潜意识的；而且现实中，

底层民众利用公共设施的成本很高——比如西藏的孩子很少去利用北京的一个

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基础设施。”印度阿三：“大家总说的老美，流浪汉和无家可

归的人更多，人家在图书馆住着也没见着成为新闻。” 清凉桐影：“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无论什么事，只要成为新常态就不会成为新闻了。”

（4） 图书馆的“考证党”

轩丞：“致图书馆的“考证党”http://url.cn/41Yz9DA。” 书图同归：“考

证党也是在阅读，只不过是有目的的阅读。一个图书馆里面必然有很多目的的人，

考证党用的是图书馆的空间、场所、安静的学习氛围等资源和服务，而休闲的阅

读或者非特定目的的阅读，主要是看中图书馆的馆藏丰富、免费阅读以及阅览环

境，哪一种读者对图书馆更有意义，的确值得深思。我们图书馆到底应该鼓励各

种需求的人来图书馆以吸引用户，还是要以提高用户的阅读意识和阅读水平为己

任？” 星光：“考证不就是看专业书籍么，以前图书馆不是大声疾呼学生不看

专业书，看休闲娱乐书么？现在考证看专业书，又不高大上了？！好矛盾啊。”

书图同归：“有时候感觉我们的全民阅读推广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告诉读

者这种书好，那种书好，搞很多阅读活动，来宣传读书的好处，但是我觉得收效

甚微啊。反而提倡这种有目的的服务更能吸引读者，或者我们可以将图书馆的阅

读推广和读者本身阅读的目的性相结合。” boson：“我总觉得图书馆老想教人

做人是跑偏了。”图米：“图书馆输出的应该是服务不是价值观。”星辰：“图

书馆多进行些阅读推广的思考与实践是好事，但不要做过头了。”书图同归：“图

书馆里不仅有考证党，还有晨练党，我们图书馆周围有很大的草坪，又位于市中

心，各种大妈、大爷、家庭主妇和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们来这里休闲，一开始

觉得很烦，后来也习惯了，虽然他们不阅读，但他们也享受了图书馆给他们带来

的休闲和舒适。”

（5） 川普当选的大数据分析

咖啡：“对于川普当选，我对大数据分析有了一些思考。川普当选前，各种

大数据分析，都是希拉里领先，搞的好像希拉里奶奶铁定当选总统一样。可是最

后结果却是川普当上了总统。这个结果无异于对大数据分析给了当头一棒！反思：

大数据分析对人的行为研究究竟是否适合。互联网在美国的普及率也算是足够高

了，但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互联网上相对活跃的人群，肯定是经济能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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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高，整体学识素质相对比较高的群体。从这点来说，基于互联网的数据去做

大选预测，本身就存在数据样本的不公平性。其实很多人都不在互联网上的。‘其

实很多人都不在互联网上的’这句话说明，现有的大数据分析仅仅针对上网人群，

包括电脑端和手机端。基于互联网人群得出的大数据分析结果，仅仅适用于上网

人群，且是参加调查的这部分人群，仍然不具备普适性。三家 bat 企业的数据仓

库大些，但其缺陷也是如此。”皎皎孤*：“舍恩伯格讲，大数据分析的是全部

数据，而不是数据样本。而各家民调机构的数据仍然是基于样本的而不是全部数

据。预测错误也许是因为民调机构的有限数据和分析方法，不能完全指责大数据

吧？”咖啡：“全部数据是什么数据？还不是互联网数据！网下数据，只能是样

本，不可能覆盖全部。” 皎皎孤*：“一件事情的全部数据。” iceberg：“预

测的只是可能。”咖啡：“这里有一个概念：数据的范围。线上数据，和线下数

据。数据源的选取，以及数据的预处理过程，将会对你的后续挖掘结果产生巨大

的影响。大数据分析里有个经典案例：啤酒和尿布。其实这个案例的本质是，放

在出口处的低货值商品更容易被顾客加钱买走。。不在于是尿布还是别的。而且

这个行为习惯，通过观察就可以得出，无需大数据分析。对于电商而言，由于其

顾客都是网上消费者，因此大数据分析结果可靠，有效。而对于线下卖家而言，

大数据分析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即使重要，也仅仅在公司内部管理和供应链行

为的预测模型上。”

（6） 图书馆闭馆时间

gaozy：“做个调查，大家图书馆什么时候闭馆？”Lee：“周一到周五，晚

上 10 点。周末，下午 6 点。”渔歌子：“晚上 10 点。”印度阿三：“早九到晚

九，周一闭馆。” gaozy：“10 点。我们准备出大招到晚上十点半。”星光：

“基本都是晚十点闭馆，延迟半小时没必要。” 仅此而已：“问一下大家:寒假

如何开放滴？暑假每天开放，因有学生来。寒假第二周基本无人，还要开放吗？。”

上海松*：“现在大部分都是十点闭馆吧。我们学校暑假天天开，寒假除去年前

三天年后七天左右，其他时间都开放。”天蝎小昭：“我们都是十点半下班。十

点闭馆，然后关门关电半小时。我们寒暑假不开馆，没有留校学生。” 2014：

“我们校本部晚上九点半关，大学城校区晚上九点关。寒暑假每天都只开上午。”

节能：“10 点关。再晚意义不大，还把员工累得半死。况且我们学校很偏，住

得离学校很远的老师晚十点要回家都打不到车，只能叫专车。”仅此而已：“年

24（小年）学生基本走光，即便留校多半在校外打工。图书馆没人了，还是要开

放到年 29。”仅此而已：“寒假只开放半天，年前 3 天加年后 7 天不开放。”

芷芸：“寒暑假我们是每逢星期一 8:00-12:00，开放半天，只对教师开放，因

放假无学生。”芷芸：“上学期间夏时制晚 9点半，冬天 9点闭馆，星期五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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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星期五下午 3:30 闭馆，馆员政治业务学习。” 幸福的*：“有一种夜班模

式。馆员全部走白班，夜班勤工俭学学生。还有假期值班模式：库室轮班开。”

gaozy：“我刚看了一下，一些馆是到 22 点 30 分的，其中在图书馆界，一直摇

旗呐喊，理念先进的中山大学图书馆是 22 点半。”麦子：“我们是每天的开放

时间表。Tomas Rivera Library :Sun1-Mon2 closed,Tue3-Wed4,8a.m-5p.m,Th

u5,7:30a.m-12a.m,Fri6,8a.m-5p.m,Sat7,11a.m-4p.m;Libaray Administratio

n : Sun1-Mon2 closed,Tue3-Fri6,8a.m-5p.m,Sat7,closed。我们晚上就一个 4

点开始上班的管理员。其他都是学生，他们的工资馆里是出 2美元一小时，其余

的是从学校的半工半读的钱里出的。所以除了电费。其他支出少。”Petrer：“阅

览区 8:00-23:00。两班倒，一个时间段一个楼层一个人负责，不用很多人。”

扣肉：“我们流通是到五点半，阅览室是开到十点。”

（7） 论文引用源

一直很*：“如果你的论文引用源是有问题的，那么你论文的说服力和观点

也会大大折扣，甚至成为笑话，所以：伟大的图书馆大神们，为何不做一篇图书

馆方面的指南建议性论文，告知我们论文引用源的优劣与层次呢？我们需要看这

个。以天一阁为例，一千篇理性的论文也比不上余秋雨一篇感性的文章对天一阁

的贡献和影响力大啊。核心的，权威的，已经定量定性。在它们之外，等待和能

挖掘的黄金还很多。而论证黄金的素材，即论文引用源的真实性可靠性，就成为

了最头疼的事情。”星光：“论文引用数据库的吧，不就行了。图书馆每天不就

干这个嘛，给教授、科研处科学引文评价。”2014：“核心期刊的，权威作者的，

被引用次数多的之类的吧。”中原劲草：“天一阁以前主要是收藏明代地方志，

很有名的，没余秋雨的散文介绍也在图书界享有盛誉。” gaozy：“天一阁这个

吧。我就不好说了。但是现在的天一阁，实在是鸡肋的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

为天一阁地处地区，闹中不静，人来寥寥无几，现在这个真是问题，这么好的地

方，因为周边的问题，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或许就是此意。

来参观者，会有此感，当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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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图书馆的数据

2016-11-16 10:18

南京大学图书馆邵波副馆长在“‘互联网+’时代的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研讨会”上的

报告中，提及当前的图书馆学研究对图书馆产生的数据研究不够，这些数据比通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5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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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种种调查问卷得到数据更值得研究。我深表赞同。 沈奎林先生《拆解大数据》

（ http://url.cn/40gKklr ）一文，对大数据进行了“ ...

234 次阅读|没有评论

图书馆天堂，神一般的存在——西浦图书馆印象

2016-11-13 21:11

图书馆天堂，神一般的存在 ——西浦图书馆印象 2016年 11月 9日-11日，“互
联网+”时代的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研讨会在西交利物浦大学举办，西交利物浦大学

图书馆是承办单位之一。我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期间，通过浏览网站、阅读馆

刊、实地参观、与该校学生及馆员简略访谈等多种途径，走近西交利物浦大 ...

642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4个文件。

3.大事记

2016 年 11 月 18 日 14:00，群成员达 1781 人（活跃成员 390 人，占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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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1503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1458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1458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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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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晓梦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