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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简介 

QQ 群名称：圕人堂(LibChat) 

QQ 群号： 311173426 

适宜人群：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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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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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内容概述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 关于图情会议信息。 

小辉：“各位老师您们好，请问近两三个月有没有什么关于阅读推广、信息服务、

数据库建设与利用等方面的研讨会可以参加的么？我们馆里要求每年参加 15 天

培训，目前还不达标。”图谋：“韬奋基金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中国图书馆

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图书馆报将于 2014 年 11 月举办‘出版界图书馆界全民阅

读年会（2014）’。年会主题：全媒体时代下的各界合作共促阅读。” “关于

会议信息，圕人堂欢迎大家提供相关信息。周讯中，也比较重视收录这方面的信

息。比如 14 期，分享了信息资源管理博士论坛的信息。当前种种原因，会议信

息并不易获取。以前有多家（包括高校图书馆）做有图情会议信息采集的网站，

近期发现，大都停止更新了。”“11 月还有北京的中图学会年会。下半年的会

议本身估计是相当的多。”  

（2） 关于国内外图书馆招聘。 

麦子：“最近有个工作出来，居然有三个人打电话来要我分析是要申请还是不申

请，另外当然是如果要申请的话，要写推荐信，我真不知道怎么做，看来把大家

都写好，让他们自己去表现了。而这些人现在的工作在当时申请时，也是我写的

推荐。” 素问：“是图书馆工作吗？是不是在美国找工作有推荐信才行呢？如

果这三个人都是一个人写的推荐信，那聘用单位会怎么看？” 麦子：“面试表

现更重要。”“我不知道国内聘用是需要提供学历证明吗？美国都是凭自己说

的。” 素问：“是的，一般都会做个简历。然后把毕业证、学位证、资格证复

印多份，到想去的地方发放。”麦子：“是这样啊，雇主是不是会核实？” 素

问：“现在都会核实一下，学历可以上网核实。”“早些年有不少作假的，有的

人甚至被录用当了几年老师。那些得奖，就不好说了，有的是真的得奖，不过有

些奖项就是浮云。有些论文，淘宝上买的，哪儿核实去。”“现在可以网上核实。

不过，也有人想出了办法，比如那些常用名，像李明、王刚、李平这些名字，可

能被人利用，有人利用重名克隆学历证学位证。” 麦子：“我们现在还是不查，

凭本人叙述，其实，我觉得如果能过我们的面试，也是很难的。最近面试了多次，

有些人就是年资很长，还是没过。” 素问： “你们那一整天的面试，怎么着

也看得出人家到底怎么样了。至少看了个八九不离十。” 麦子：“另外那个一

小时报告和回答提问是很难的。除了图书馆的人，还有教授来，大家都随便提问，

而且还要比较幽默，难度的确不低。” “你们聘一个馆员一个工作日，那馆长

多久呢？” 麦子：“馆长副馆长是 1天半，其实内容并没有加太多，只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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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更长，通知发的面更广，一般有 100 多人去听。另外，根据本人要求，可以

看看周围的情况，房子什么的。” “一天半其实是把候选人安排得比较舒服一

些。而且从住两晚，变成可能住三晚，这样费用也高一些。” “我们一般收到

几十份申请，有时会电话面试，但如果能一下子找到 3个相当的申请人，就会安

排让他们来当场面试，费用都是馆里出的，而且住和吃都是当地最好的级别。”

“报告内容和问题和具体工作有关，而且，报告题目很开放，你怎么理解怎么做，

所以，你要懂自己的一块。” “一个位子的预算一般在 5000 元，给个参考数字，

我们这里最好的旅馆一晚是 150。” 素问：“这个费用都是聘人的单位出吗？

不是特殊人才，国内都是自费去应聘的。就是聘上了，也不会给报销差旅费。”

 “馆员应聘也是 5000 元的预算吗？那管理员是不是也要应聘呢？” 麦子：“这

是馆员的，因为最近刚主持了一个，打过预算报告。管理员也是应聘，我这几天

正聘两个人，但都只限当地，费用自负。两者差的很多的。”素问：“聘管理员，

面试要花多长时间呢？” 麦子：“相对简单得多，应聘委员会，然后所在组的

成员。” 素问：“那也要演讲和提问的程序吧？” 麦子：“没有，事先说好

多少时间，比如一小时，然后你会回答问题，题目是给你的，余下的看你自己发

挥了。所以，有些人就做得比较马虎，这样从招聘方看，一目了然。” 素问：

“要是招管理员，如果是那种搬书费力气的岗位，会不会要应聘者表演一下举重

什么的？美国招聘员工要不要医生给的体检表？” 麦子：“不要体检，因为你

不能用这些身体情况歧视应聘人，所以，要了也没有用，只有麻烦。” “搬书

什么的，在职位公布上写明了，你应聘了，就说明你是能搬懂的，如果有问题，

和馆里没有关系，但你不搬，这就是不能胜任工作，有 6个月的见习期，可以很

容易辞退的。” 

（3） 学者需防盗版书。 

图谋：“近期读到一篇学术批评文字，批评有关学者‘在外在表现形式上也存在

一些不严谨或失范之处’， ‘引用的一手文献中也存在一些页码标注错误的问

题’。对我的触动是：学者需谨防盗版书。详见‘学者需防盗版书  http://blo

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0338.html’”。 

（4） 广州图书馆、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招聘馆员。 

广州书童：“http://www.hrssgz.gov.cn/rczp/sydwzp/sydwzpgg/201408/t2014

0815_216743.html” 图谋：“广州书童前边发布的是一条招聘信息。我“改写”

了一下，敬请感兴趣的成员留意。广州图书馆公开招聘图书馆员 21 名、广州少

年儿童图书馆招聘图书馆员 6名。报名网址：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

http://www.hrssgz.gov.cn。报名时间：2014 年 9 月 2 日上午 9：00 时至 9月 5

日下午 17：00 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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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圕人堂堂风。 

图谋：“刚才琢磨了一下圕人堂堂风，拟为：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

旨在实践。”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6） 美国研究图书馆收支一览表（2012-2013）。 

图谋：“Spending by University Research Libraries, 2012-13（http://chr

onicle.com/article/Spending-by-University/148025/?cid=at&utm_source=a

t&utm_medium=en）Six universities on 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

aries' Library Investment Index had more than 500 professional and su

pport staff members in 2012-13, and 19 spent more than $10-million on

 salaries and wages for their professional staff. Eleven had total li

brary expenditures exceeding $50-million.”“ 秦健教授的评论为：‘今天刚

出炉的美国研究图书馆收支一览表清楚地展示了最富有的图书馆，人员最多的图

书馆，工资开销最高的，等等。要找工作的同学，做管理的馆长，搞研究的教授，

好奇（或要跳槽）的馆员，茶余饭后闲谈的吃货，……这些数据有一些帮助。如

果把这些数据和其它数据 mesh 起来分析，比如流通量，服务项目和领域，等等，

会更加有意思。’”“个人对前边那条信息的感慨之一是，美国图书馆界在数据开

放方面，做得越来越好。我国与其差距似乎越来越大。” 

（7） 关于大数据与图书馆的讨论。 

Nalsi：“国内大学图书馆领域数据收集的也还不错吧？” 图谋：“图书馆界在大

数据时代的积极作为之路是，在数据开放方面有实际行动。” Nalsi：“不过国内

确实相对缺乏开放共享以及合理利用的精神。”图谋：“好些工作是关起门来做的。

比如馆藏书目 Marc 信息的共享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也就是书目数据的共享，

步子还是小了点。” Nalsi：“法律体系肯定是国内很大的问题嘛，不过说起来，

MARC 数据现在还值几个钱呢，自己捂起来挺没意思的。”图谋：“calis、读秀“收

割”了的图书馆还是比较少，而且其中有很大比例滞后严重。”  “国内的好些

统计数据，包括权威部门提供的，好些是不靠谱的。” 广州书童：“图书馆的数

据也很不靠谱。” 图谋：“国内的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搞了好些年，数据质

量、填报数据的图书馆个数等方面，不尽人意。” 广州书童：“设计到家丑的，

都不想报。” 图谋：“我们对数据的重视程度，太有问题了。涂子沛《大数据：

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中说道，‘和美国的数据资源的丰富、开放相比，不少中

国留学生对于国内的数据匮乏有切肤之痛。写论文，做研究，如果能选一个自己

熟悉的中国话题 ，于国于己，都更有意义。可选的话题不少，但常常一数难求，

多数选题都逃不出夭折的命运！有些数据国内确实没有，有待收集；还有些数据

水分太大，经不起推敲和检验；再有的，被有关部门贴上了“机密”的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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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无缘相见。’国内研究人员做研究，“数据”方面，存在同样的困扰。”

“关于政府数据共享，国内估计还比较遥远。”麦子：“美国有很多公司是做政府

数据生意的，就是把政府公布的数据整理好，再卖出去。” 图谋：“中国香港公

共数据开放网站， 2011 年 3 月建立，只开放地理和交通两大类数据。” 广州书

童：“除了及其个别的图书馆能够做数据挖据，大数据之类的图书馆界就是负责

出产论文。”Nalsi：“现在不能做不等于将来不能做嘛，也不等于不应该做嘛。

在数据方面我们该做的和能做的都有很多，当然国内现实状况就是另外一件事

了。——锁起来，其实美国这方面现在也黑，没有做到很好，虽然在蓬勃发展中。”

图谋：“我是在想，圕人堂如果能在数据开放方面做点比较务实的小事，那亦善

莫大焉。” “比如，近年国内图情研究中，可以说是有一些实证研究成果，也可

以说有一点数据，适当‘扩大’范围开放一下相关数据，也许算是一种进步。” 

“真想做的话，切入点似乎还是不少的。不妨先从‘小数据’甚至‘微数据’做

起。” “大数据环境下，当前的图书馆（学）方面军相对比较‘淡定’。2014 年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年度项目及青年项目总共 131

项，其中 18 项题名中含“大数据”占 13.7%（包含 2 项重点项目 ）。2014 年国

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的图情档项目名含‘大数据’部分有： 1 面向大数据的单

元信息组织体系研究 倪晓建 首都图书馆 重点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2 

大数据环境下的计算型情报分析方法与技术研究 李广建 北京大学 重点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3 大数据环境下公安情报学理论体系研究 彭知辉 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 一般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4 大数据时代国际网络舆情监

测研究 惠志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一般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5 大数据

环境下的科技信息潜在语义挖掘技术优化与比较研究 崔运鹏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一般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6 大数据背景下实时海量情报数据分析技术

研究 王涛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一般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7 大数据环

境下科研数据管理关键技术与服务机制研究 殷沈琴 复旦大学  一般项目 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8 大数据环境下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预警与应急管理研究 魏

建香 南京邮电 大学 一般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9 基于事实型科技大数

据的情报分析方法及集成分析平台研究 曾文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一般项

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10 大数据环境下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密集服务模式

研究 程刚 安徽财经 大学 一般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1 基于移动互

联大数据环境下社会化商务的消费者行为与偏好研究 刘蔚  湖北工业大学 一

般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12 大数据时代情报分析的支撑环境研究 蔡超 

总装备部 青年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13 大数据环境下基于个体识别风

险的个人信息利用研究 刘雅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青年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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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学；14 基于实时大数据的潜在新兴技术敏捷预测机制研究 王翠波 中南民族

大学 青年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15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规制研究 

张衠 上海社会科学院 青年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16 大数据环境下移

动互联网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叶凤云 安徽大学 青年项 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

学；17 大数据环境下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研究 郭亚军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青年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18 大数据时代科技成果信息资源的个性化推

荐服务研究 李晓慧 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青年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

学。” “综观上述项目名称，主要是情报领域学者在行动，图书馆领域似乎可以

‘忽略不计’，因为倪馆长的‘面向大数据的单元信息组织体系研究’偏情报更

多一些。”“当前图书馆领域信息组织工作，主体还是文献编目这块，其它‘信息

组织工作’似乎未成‘气候’”。“那 18 位项目负责人中，似乎倪馆长为图书馆方

面军唯一代表？”苏州—罗：“也许说明图书馆界、图书馆学应对大数据的能力

可能远远逊色于情报学。”Nalsi：“不过我也觉得 data science 是门很有用的学

问，对于数据的收集、利用和典藏也是未来信息领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星期

七：“个人不太明白图书馆几乎就没有大数据，如何去研究呢？” 苏州—罗：“就

内在动力而言，目前图书馆工作用不到大数据，大数据对图书馆的工作几乎就是

浪费、或者说没有必要。”图谋：“那可能是缺乏对这方面的了解。不是没有，而

是重要方面军。” “据涂子沛《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1 作为全世界馆

藏量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 2009 年拥有的电子信息总量为 235TB。2 

介绍 TB 这一数据存储单位时，阐述其含意和例子如是说，‘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有

登记的印刷版书本的信息量为 15TB，截至 2011 年年底，其网络备 份的数据量

为 280TB，这个数据还在以每个月 5TB 的速度递增。’”“也许前述数据，可以作

为图书馆为大数据方面军的例子。”Nalsi：“去年 Library Journal 做了三场主

题为‘数据驱动的大学图书馆’的网络研讨会， http://lj.libraryjournal.c

om/webcasts/data-driven-academic-libraries/，供参考。当然这不是大数据，

但是是一般意义下的数据。（我个人不觉得大数据这个概念有什么意义，往往只

把它看做是数据科学的一种特殊形式。）” 星期七：“没有一线的应用，体验不到

研究对象，不能参与其中的研究，有点纸上谈兵的感觉。”图谋：“情报领域进军

大数据，同样存在‘纸上谈兵’嫌疑。” “未来数年，我们可以围观情报领域如

何‘纸上谈兵’ 。也许情报领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还会有一批大数据项目。”

 麦子：“在我看，大家就是牛皮哄哄，但具体什么是大数据，自己也不知道。 

我心目中的大数据，和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关，是以研究和教学为驱动，

然后图书馆做一些整理和保存的工作。” 柴柴：“所以图书馆不能只守着自己馆

里那点东西，要主动出击，去做科学数据的存储，然后在此基础上做知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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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zzz：“云计算和大数据能不能用上，真不看图书馆自己，其实图书馆的基

本技术力都是外包的。” “说真的，就算给够钱了，也用不起来，我以前和公司

的同事搞了一段时间，基本架构说真的都没能完全搞好。而且并未足够优化的云

计算的效率很多时候都没有单机好。”图谋：“因此还是需要一些真懂或多懂一些

人，哪怕是促进产生一些这样的人，也很重要。” 麦子：“我觉得国内特别喜欢

拿美国一些云啊雾啊的，根本没有什么人做的事，看成是世界新潮流，然后活剥

生吞，跟风鼓捣。”zzz：“客观讲，确实是世界潮流。不过说真的，很多写这些

的人，也不觉得这玩意能行，说白了，发文章好发啊。弱弱说一句，以前我也写

过云计算什么的论文。” “这和学界刊物的导向也有关系。”麦子：“有人问我，

‘想咨询你一个问题，你在美国，或许能了解一点，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NDI

IPP 长期数字保存项目，其中有个别图书馆采用 DuraCloud 方式云存储与服务。

但我查到的都是 2011 年左右的数据与说明，不知现在是否有新的报告或案例？

我就是想调研一下，美国的大学图书馆或文献资源机构，甚至包括数据库公司，

是否有将自己的数字资源，通过云服务公司来存储与服务的’。我说，‘首先，N

DIIPP 我是没听说过，我问了人，也没有听说过。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这

个 NDIIPP 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里的一个项目，所谓国家数字基础建设保存，但只

是他们在弄，另外要说的是，国会图书馆不是美国国家图书馆，他们只对国会负

责，和大学里很少有关联。我们参与的是 portico 和 lockks。’” “图书馆除非

是自己数据化的资料，否则资料都是放在数据库公司的，为了省钱起见，很多数

据公司的确是租其他云端服务公司的，因为除非自己的数据太大，否则自己储存

不经济。”Zzz：“图书馆资料放在别人那里的，本来也不是自己做的应用数据，

而是论文等一类东西，可以说一开始就不属于自己的，那种和云计算、大数据本

来也没有啥关系。” “而且大数据更多就是关于社交数据和传感器数据的截流，

图书馆哪里来的社交数据和传感器数据？” 麦子：“这就是一个储存服务而已。”

 “我们学校自己的储存搞了很多年，但基本没有人用。”Zzz：“本身是否有做接

口？”Nalsi：“做了接口，在单个图书馆的层面上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人用吧。” 

麦子：“如果图书馆可以把历代所有作家的每天的生活地点，遇到什么人，和作

品，做一个数据库，那就是大数据了。”Nalsi：“数字人文学最近开始火起来了。”

 zzz：“这个肯定。就像国内真要用书目数据，用豆瓣之类的 api 更多。”晨书迷：

“恩，豆瓣 API 现在开放的资源更多了。” Nalsi：“豆瓣给国内图书馆的服务提

供了很多新的可能性，真心觉得很高兴。当然如果豆瓣再多关注一点国际图书馆

的动向就更好了。”zzz：“豆瓣做这一块的人很少，本来团队以这个网站量级而

言也不算多，现在业务逐渐转移，多是在维护而已。”星期七：“麦子老师说的上

次在上海图书馆学会的数字人文会议上有相关的研究，但只研究了洋务运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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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 Nalsi：“虽然它们做不成国内的 OCLC，但是做个国内的 LibraryThi

ng 也还是很不错的，图书馆太需要这种外部的基础设施项目了。” 晨书迷：“豆

瓣高层估计从没想过这些吧，估计连 OCLC 是什么都不知道”zzz：“恰恰相反，

之前有过一些交流，豆瓣的团队做之前就对这一块了解很深入了。”“只不过他们

的想法更偏向于大型关联数据的规模而已，现在也在把东西、应用、旅游地当做

实体来标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另一个形式的谷歌。但这种方式注定做不到

那样的级别。”Nalsi：“他们是很适合国内专业的图书馆员求职的地方。”晨书迷：

“豆瓣貌似没有过招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类职位的时候啊，百度、360、搜

狐倒是招过类目、标引方面的职位。” zzz：“这学科去互联网的，主要还是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的。” Nalsi：“Google 一直都招。” xiaowei：“数字人文确实

是发展方向，大数据研究也是发展方向，只是图书馆主要是自身没有什么数据。

数字人文与大数据研究在有些学科中应用得还不错。”星期七：“说句实际的，我

们图书馆人，不说挖掘，就是处理分析过 PB 级别数据的人都不多。”图谋：“其

实可以立足实际，从有意识的做好图书馆常规业务统计工作做起。做不了大事，

就做点实实在在的小事，亦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星期七：“业务统计数据一年下

来估计也就个位数 gb 的量，这些现有的关系数据库足矣，用不着大数据处理的

架构和技术。”  “即使图书馆是大数据的主力军，但大数据不应该是图书馆的

主战场。”xiaowei：“应该是相关学科的主战场。” 星期七：“图情领现阶段域应

该是有条件的机构做前沿研究，但大部分同仁保持关注，不盲从，做大数据技术

研究，学习成本太大了。”  

（8） 分享图书馆见闻的提议 

图谋：“我非常希望更多成员参与分享图书馆见闻，自己所在馆也行，参观过的

或只是路过的也行。” “图书馆其实真有不少“新东西”，甚至称得上美轮美奂

的东西。包括如果自己愿意，圕人堂诸位帅哥美女也不妨在群相册秀秀自己的靓

照。” “圕人堂亟待种种‘微贡献’、‘微服务’，如此这般，明天方能更好。” 

（9） 关于《图书馆论坛》及书评的讨论。 

燕山*圕：“昨天收到了图书馆论坛的样刊，高大上的感觉，而且刊社还给付了邮

寄的快递费。” 广东小肥羊：“图书馆论坛这几年发展非常迅速，主编为了杂志

的发展呕心沥血” 图谋：“我上午与人交流也聊及，‘近几年《图书馆论坛》的

进步很快，美誉度大大提升，刘主编算是灵魂人物。’” 广东小肥羊：“我以前对

他们有一些看法，经过这几年的观察，他们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燕山*圕：“编

辑非常认真。” “主编非常和蔼。”“以前听说发文一篇，可以得到一年的赠刊。”

广东小肥羊：“他们准备搞一个书评的栏目，但是稿源比较缺乏，各位可以向他

们投稿，一律不收版面费。” 图谋：“近期书评会刊发一组新生代书评。均为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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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读博士生。”“《图书馆论坛》的书评栏目将评论范围限制在三个方面的书籍：

来自民国和建国初的本学科论著；来自国外的本学科论著；来自国内外交叉领域

的相关论著。”“近期，《河北科技图苑》也有大进步。个人欣喜地看到，《河北科

技图苑》第 4期，亦刊了一篇书评。当前的图情新书的年产量不低，但书评越来

越稀缺。”广东小肥羊：“跟刘主编聊过书评的事情，一致感觉就是对本学科现在

出版的书写书评不太好操作。这个圈子太小了，搞不好就出问题。”Free：“出啥

问题？” 图谋：“有一个现实问题，吹捧式书评，通常其被引高不了，这对期刊

不利。大家都做好好先生，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广东小肥羊：“如果客观真实

地写书评，估计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接受不了，当然就会出问题。”图谋：“有人曾

让我写书评，我发了条微博微书评，约我写书评的人让我删除。”“专业书评人士，

对那则微书评是首肯的。” “近些年，图情图书的产量不低，只是良莠不齐。期

待学术期刊书评栏目助力真正精品脱颖而出。一直以来，我期待圕人堂在这方面

有些正能量释放出来。之前，也算做过一些努力。”克莱蒙：“要是写一篇正常的

书评，期刊会要吗？比如对某个新的学术专著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价。”图谋：

“《图书馆论坛》书评栏目主持就在群中，如果符合评论范围，估计会主动联系

你。”克莱蒙：“说句废话，能写好书评的人往往都有一定的阅历、资质 和/或 

地位。而且书评的内容也要系统、中肯地反映原著。不容易。”图谋：“倒是允许

有不同层次的人批评。” Free：“图谋，你觉得最好的书评，关于图书馆学著作

的，你看过的，你觉得是哪篇呢。” 图谋：“是图书馆论坛将刊发的三篇。之前

看的，一下子说不上来。书评高手其实非常之多的，图书序言也是一种书评类型。

这种类型的书评大家不陌生。但要说哪篇是最好的书评，不好回答。关于我自身

的书评，我认为是王波写的《一个图书馆员的思想画卷》那篇最为精彩，有情有

义有内涵。那篇序言亦选入其《可爱的图书馆学》（p230-234)。” 麦子：“书

评对书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对原书作者而言，书评是多多益善，因为最差的结果

是没有书评。”图谋：“书评原本为图书馆员的重要技能之一，当下越来越边缘

化了。我今年 5月份写过一则书评。《图书馆报》馆员书评栏目已刊发。（瞧，

我的圕长我的圕——读《拥书权拜小诸侯:图书馆馆长访谈录》，见 http://blo

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6865.html）”图乐：“<图书馆论坛>从今年

第九期起，专设“爝火书评”栏目，重新点燃书评烈火。我们需要真正的书评，

想摒弃“书赞”这种风格。其实，书评是很重要的学术体裁，国际上都非常重视。”

图谋：“个人对序言有强烈共鸣，同时对‘新生代’的大作，很欣赏。” 图乐：

“感谢支持。当时与肖鹏博士干柴烈火，一谈就成了。我们也是尝试，期待能走

得更远一些，这需要业界的实际支持。”图谋：“那块老槐先生曾对《图书馆杂

志》书评栏目没能坚持下去，表示既惋惜又遗憾。当年《图书馆杂志》书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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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槐主持。贵刊由新生代来主持，当属另一番景象。”图乐：“顺时代潮流，

坚守理想，面对现实。坚守不容易，需要天时。”“天时主要是指整个社会风气，

学界风气。若大气候转变，一切回归原点，比较容易；但大气候不变，很容易成

为烈士。烈士好听，但很惨，我想，没有多少机构和个人愿意主动做烈士吧。”

“社会风气，学界风气转变的背后，应是体制的转变。而这并不容易。” 

（10）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的培训及会议信息。 

杨*：“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的培训。 1.信息工具及其利用——2014’新型图书

馆员能力提升培训班通知 http://www.lisjournal.cn/tabid/98/InfoID/4264/

frtid/40/Default.aspx    2.“转型期的图书情报服务模式变革”学术研讨会

暨《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第 31 次学术研讨会征文与会议通知。详见 http://w

ww.lisjournal.cn/tabid/98/InfoID/4265/frtid/40/Default.aspx” 

（11） 关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讨论。 

图谋：“麦子老师回复的信息中‘另外要说的是，国会图书馆不是美国国家图书

馆，他们只对国会负责，和大学里很少有关联。’，这同我们的经典教材相左，如

吴慰慈、董焱《图书馆学概论》（修订二版），‘国会图书馆兼做国家图书馆，如

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等，都设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专门为议会

服务，但同时也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吗？h

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0864.html。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虽然

是个“小问题，但确实是令不少人困惑不已的问题，所以特地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与思考。敬请批评指正。”麦子：“不是。”图谋：“不知道是个人意见，还是美国

共识？”麦子：“不过，事实上，是。”图谋：“如果是这样，也许那篇文字中说

得较为清楚些？”图谋：“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在国内算是‘共识’。”

麦子：“怎么说呢，一般人认为是，但是在实际上操作上，他们很多时候并不是，

因为他们往往是带有顺便帮你们一把算了。”图谋：“‘美国国会图书馆建于 1800

年，是美国的四个官方国家图书馆之一，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请问

其中‘四个官方国家图书馆’之说靠谱么？”麦子：“我觉得这个说法靠谱，比

如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我以前做一个项目两年，是国会图书馆下的，另外，

因为在东南亚资料采购上和他们打交道比较多。总的感觉是，他们和国家图书馆

还是有区别，他们只考虑在不影响自己的情况下顺便帮你，但如果我们要求稍多，

他们就说，我明确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国家图书馆，这事和我们没有关系。”图

谋：“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还有哪家呢？”“三家的提法很常见，但四家的，我

不知道第四家指谁？”麦子：“National lib of education，National transp

ortation lib.”图谋：“您的意思是 National lib of education，National t

ransportation lib 也属于‘四个官方国家图书馆’？”麦子：“是这样，这是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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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al libraries, 是联邦政府的。”图谋：“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NAL），不在那个范畴么？”麦子：“我觉得其他的几个在

在各自领域是名正言顺的国家图书馆，但 LC 似乎还是有差别。我觉得开放性似

乎差一点。”“我们农业和医学的馆员和这些馆联系比较多，但 LC 不同。”陌上青

草：“我只问个关键问题：到底收缴出版物的是哪个图书馆呢，我感觉只有呈缴

出版物的才算正式的国家图书馆呀，我还是困惑中。”图谋：“关于‘国家图书馆’，

我还有一个困惑，国内的教科书介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图书馆是美国国会图

书馆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难道是俩图书馆并列第一？中国国家图书馆当前

会是什么样的位置。”麦子：“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和历史的由来有关，他们也向

国家图书馆靠拢，但我觉得他们还不是，很多东西上没有领导作用。”麦子：“2

3,592,066 catalogued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system; 5,711 incunabula (books printed before 1500), 13,344,477 mono

graphs and serials, music, bound newspapers, pamphlets, technical rep

orts, and other printed material; and 121,070,572 items in the noncla

ssified (special) collections。”“图谋可以比较列宁图书馆，年经费是 6亿，

158007115 total Items，44800000 卷，1800 人，比 LC 小很多。”图谋：“我搜

到的比较全面的介绍为：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http://euroasia.cass.cn/new

s/59609.htm，鲍振西，《苏联东欧问题》1987 年第 3 期。可是那篇文献为 1987

年的，距今那么多年了。”图谋：“从维基百科了解到，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俄语：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

ка），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的国家图书馆。以藏书量而言它是俄罗斯最大的和世

界第三大的图书馆，有 1750 万册。它从 1925 年被命名为‘苏联列宁国立图书馆’，

直到 1992 年它被重新命名为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刚才在搜索过程中，发现“美

国国家图书馆协会”之说，出现频率还很高，进一步观察发现，其实是指‘美国

图书馆协会’。” Nalsi：“关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地位，我个人的理解，之所以

叫做“事实上的国家图书馆”，就是因为它在某些方面确实起到了支持美国范围

内其他图书馆的功能，比如编目——LC 负责维护美国的主要编目规则。然后偶

然看到的，国会图书馆下属的图书馆服务部（Library Services，其实我有点

不知道要怎么翻译这个东西）的使命就是扮演传统意义上国家图书馆的角色，比

如采访、编目、保存、参考咨询等。（参见 LC 的年度报告：http://lcweb2.lo

c.gov/master/libn/about/reports-and-budgets/documents/annual-reports/

fy2012.pdf）。” 图谋：“谢谢 Nalsi 参与讨论，提供的信息很好。提供的视

角，很有参考价值。”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吗？ http://blog.s

ciencenet.cn/blog-213646-820864.html.该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补充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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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内容。感兴趣的成员可以关注” 。 Nalsi：“然后突然想到的一个看法是，

在美国，“国家”这件事真的比在国内不重要得多。至少在图书馆领域，每个地

方都有很好的区域性机构和联盟。然后在上面，OCLC 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虽然 LC 是个很有用的机构，但是和我们的国家图书馆真的还挺不一样

的。” 图谋：“同时，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欢迎大家投稿（主要目的是促进深度

交流，提升交流效果。无稿费，文责自负。），当前圕人堂专题主要是图谋个人

在折腾，期待大家的参与。” 图谋分享文件"Annual Report of the lib

rarian of congress (fy2012).pdf。"麦子：“Nalsi 的补充很好，是事实

上的国家图书馆，但也可能是没有正名的关系，有些地方和真正的国家图书馆有

区别。”图谋：“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吗？ http://blog.sciencene

t.cn/blog-213646-820864.html。这则文字，经过四次修订。感谢麦子、Nalsi

等成员！” 

（12） 关于图书馆工作中涉及版权问题的处理对策。 

鲁图小卒：“各位图书馆同仁，我想咨询件事，我们经常会遇到读者因为打官司

或者别的利益诉求的原因，到我馆复印资料，然后找馆办盖章的情况，说是作为

提供方的证明。不知道同仁们是否遇到此类情况，我们是否该提供这种服务呢？”

Wjew：“具体能有什么样的资料呀？”广州书童：“一般是某个时间段的报纸。”

鲁图小卒：“比如说报纸上登过的公告，今天有人来复印的是机械知识手册，为

了知识产权维权用的。”Wjew：“这还需要图书馆开证明吗？复印了按理就可以

了。”“要不可以像高校图书馆的科技查新或收录引证一样，开一个证明盖个章，

说此文献来源是什么日期。”广州书童：“一般我们不给盖公章。”鲁图小卒：“广

州书童，那你们如何处理？”广州书童：“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不经手

了。”“一般他们找出来之后复印，然后我们会给告诉他这个是什么时间什么报纸

的那个版面.”“ 然后有一个章的大概内容是‘与原件相符’。”Wjew：“盖什么章？

总得有一个名头的”鲁图小卒：“就是盖我们馆的公章啊，都说提供证据要求。

我也觉得这不应该是基本服务项目里面的，不该义务服务。”广州书童：“我们部

门不盖馆的公章。”Wjew：“我们馆是按查新开证明一样的，盖那个查新章，说明

此文献复印自**文献。”“这样就是一个真正的证明了。图书馆也留档的。” 

（13） 超星学科服务平台信息。 

盛夏：“这里给老师推荐一个 超星新推出的学科服务平台,包括科技查新、论文

收录（查收查引）、资源定制(推送)、资源仓储、专题(收割)资源、参考咨询、

学科导航及 在线咨询(交流),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系统管理等。其中查新和查收

查引有完整流程管理, 查新还引入了一站式检索的支持。‘资源仓储’可自助式

的建立个人或单位的成果库。‘参考咨询’主要是为全文传递服务的。‘学科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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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工具,可为每个需要的学科建相应的导航网站。”陌上青草：“超星的图书检

索做的实在是不怎么样啊。”盛夏：“可以用读秀检索, 也可以用超星发现检索。

如果检索图书有关的内容,还是用读秀。”陌上青草：“超星里面有不少的旧的书

全部是空白而，比如说《西方图书馆史》。当然还有许多本我钟意的年代久远的

旧书，现在已经买不到了，我特别想看，然后搜索到了，然后打开的时候全部空

白页啊。”盛夏：“如果与到有空白页的情况,可以联系在线客服的,也可以在页面

底部的链接发反馈意见,会帮你处理的。”广东小肥羊：“超星学科服务平台的网

址是？”盛夏：“这个不直接统一对外服务的,而是根据各单位的需要来处理的,

http://custssp.dayainfo.com/index/init?currentPage=1&unitId=1 这是其

中一个单位的, 各单位根据自己的需要不一样,体现的内容多少也就会不一样, 

最后可以部署到图书馆本地的,这个是远程+本地的模式。”“上面的地址是在超星

的服务器上的,还不是正式部署在学校的地址,学校的正式地址是: http://libs

sp.cust.edu.cn/index/init?currentPage=1&unitId=1。” 

（14）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在线投稿系统。 

燕山*圕：“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也有在线投稿系统了，http://www.libedit.cn/c

h/index.aspx。”陌上青草：“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再不搞这个电子投稿，就要被抛

出核心期刊了，已经不被 CSSCI 看好的。” 

（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4 信息管理类项目信息。 

刘*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4信息管理类项目http://blog.sciencenet.

cn/home.php?mod=space&uid=91591&do=blog&id=820979”图谋：“昨天关于国家

自科基金中大数据项目的预测算是成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4 信息管

理类项目项目名称含“大数据”的 3 项:1 G031401 大数据环境下的知识组织与

服务创新研究 马费成 武汉大学 200；2 G031402 大数据背景下开放政府数据的

因素与机理研究：系统动力学建模与政策仿真 郑磊 复旦大学 60；3 G031401

 大数据环境下多媒体网络舆情信息的语义识别与危机响应研究 黄微 吉林大

学 60。”“未来 3-5 年，图情期刊关于大数据的论文会占较大比例。”燕山*圕：“看

这些题目都很宏观啊。”图谋：“那才叫研究项目，不然，实在对不住那笔钱。”

麦子：“有什么实际意义就难说了，我怎么觉得有点虚啊，当然，这种理论研究

我也不懂。”图谋：“现在有进步的是，有关研究成果逐步要‘见光’了。也就是

公众可以看到一点东西。以前有些社科的研究成果以调研报告结题，普通人看不

到。见光的好处是，责任意识会加强，质量意识也会增强。”“前几天介绍过：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推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819320.html.”“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从 2013 年开始将逐步实现年度结题

项目成果信息的发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暂未见这样的举措。”“刚试着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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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sfc.gov.cn/），发现无法登录。估计

当前还是仅限科研管理人员查询。化柏林博士估计是因为有特权。听说上海大学

是国家自科基金的大户。”“我留意了一下，上海大学图情档学科的表现确实不

俗。”“李国秋老师中了面上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了 6项（其中一项为重点项

目）。”“据科学网信息，上海大学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共 118 项，居 55 位。上

海交大遥遥领先，822 项。”浪迹天涯：“去年是复旦第一。”图谋：“这是项

目数上的 PK,如果是项目总经费的 PK，也许是另一景象。因为有的大项目，1个

抵 N 个。”浪迹天涯：“华中师大有个重大仪器专项，700 多万。”燕山*圕：

“上交大图书馆是不是也能拿到国家自科啊？” 图谋：“他们有情报学硕士点，

拿的可能性比较大。” 图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isi

sn.nsfc.gov.cn/）2014 年立项情况，匿名检索界面，http://isisn.nsfc.gov.

cn/egrantindex/funcindex/prjsearch-list，输入单位及验证码就可以。如果

知道项目负责人名字及单位，可以查个人的情况。” 洞庭水手：“青年项目呢？

现在青年人的界定是多少岁呢？国家自科青年项目有什么要求啊。”平平：“4

5 岁。”平平：“我们同学博士毕业都拿到了，职称估计中级就行了。” 素问：

“我们学校好些青年老师项目是 35 岁以下。具体要看项目要求。”洞庭水手：

“不知道图书馆学属于什么部啊，管理里面没找到。”图谋：“信息资源管理。”

平平：“我想知道图书情报系列的拿了多少个，题目是什么，让我们奋斗有个方

向”图谋：“马费成共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8项、于良芝两项、邱均平 5项、胡昌

平 5项。图情院系，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数，武大遥遥领先。第二可能是南开，于

良芝、王芳、王知津等，均主持过。” 梦断鹰城：“柯平老师也主持过。”图

谋：“应该没有。柯教授社科基金多，还有重点项目。”“王芳有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王芳教授，近年成果非常丰硕。跨界的幅度也相当大。” 

（16） 关于美国图书馆学刊物的讨论。 

素问:“美国大约有多少种图书馆学方面的刊物？”广东小肥羊：“估计有好几

百种。不过，国内有好多种我也不知道。” 广州书童：“国内几十种吧 含不

知名的。” 广东小肥羊：“Ulrichs 里面图书馆学的刊物就有好几千种。” 

“按照这个数字，美国的至少有几百种。” 麦子：“Ulrichs 是全世界的。这

原来是一本订阅年鉴，现在是网上的。” IQ：“之前问过的图书馆学相关刊物，

calis 外文期刊网里面——与图书馆学有关的期刊有 600 余种，包括各个国家。

乌利希里面好像没有学科分类一样，有不同分类号。”  

15 关于美国研究型图书馆协会范围内的馆长学位调查情况。 

Nalsi：“在做一件事，正好查到这个资料，供有兴趣的同学参考：找到了两个

图书馆员对美国研究型图书馆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不全是大学图书馆，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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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的研究性机构的图书馆）范围内进行的调查（http://digital.library.un

t.edu/ark:/67531/metadc67610/m2/1/high_res_d/QQML_EduBakgdAcademicDea

ns2010.pdf）。她们统计的 104 个馆长里面，有超过 80%的馆长（实际上是 104

个人里面的 85 个人）有 MLIS 的学位，其中将近一半只有 MLIS 的学位，没有任

何其他的硕士、博士学位。2010 年的数据，有点老就是。” 麦子：“现在都

是这样，馆长基本没有博士。” Nalsi：“之前一直很好奇这个数据，因为一

直对图书馆员的 professionalism 这个问题感兴趣。” 浪迹天涯：“国内 985、

211 高校的图书馆一把手，基本都是博士，有些还是知名学者，例如复旦。一些

大城市的政府对文化机构领导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南京市现在尝试聘用知名学者

担任公共文化机构的主要领导。” 

（17） 图书馆就业选择问题。 

平平：“请教下大家，2个工作，一个是专科学校图书馆，人事代理，离家 70

公里；一个是民办三本图书馆，离家 30 公里，请问如何选。” 井冈山胡：“民

办的学校有招生指标的压力吧？” 平平：“没有，目前来看生源很好。” 井

冈山胡：“民办的大学对图书馆的支持不多。” 天蝎小昭：“哪个待遇好呢？” 平

平：“待遇现在进去都差不多，可能民办的评了职称也不给加工资；公办的人事

代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井冈山胡：“民办也可能不是正式的工作吗？” 平

平：“民办就没正式不正式的说法了，大家都是聘用的。” 井冈山胡：“看以

后能否和其他学校合并或者是升入本科学校，现在公办的毕竟要好一些。”麦子：

“这个东西还是要从长计议，我觉得专科的胜算大。” 平平：“聘用待遇：1、

工资待遇：与在编职工同工同酬；2、采用劳务派遣方式，由劳务派遣公司与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年度考核特别优秀者，可转入人事代理。学

校为编制外人员购买“五险”。” 井冈山胡：“现在应该都是这样的吧，再读

一个高学位，参加学校的入职考试。”  

（18） 图谋回馈圕人堂成员支持，赠书 50 册。 

图谋：“图谋赠书公告：为了回馈大家对圕人堂的支持，图谋决定向圕人堂成员

赠送 50 本拙作《图书馆学笔记——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 ，按索取的先后

顺序，结合圕人堂群中的等级确定赠送对象，赠完为止。所有赠书均采用邮局印

刷品形式邮寄，需要者请向图谋提供详细通信地址及邮编。特此公告。图书信息：

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前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07359.

html；《图书馆学笔记——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序言，http://blog.science

net.cn/blog-213646-725930.html；《图书馆学笔记——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书评选辑,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41675.html.” “导因

之一是，赵生让、宋晓莉老师拒绝接受《圕人堂周讯》编辑补助，我先将这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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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来回馈大家。感谢赵老师、宋老师。” “按索取的先后顺序，结合圕人堂

群中的等级确定赠送对象，赠完为止’，这个规则再解释一下，意思是在频临赠

完的时间点，圕人堂群中等级高的成员优先。相当于是“同一时间段”的请求，

无法一一满足时，优先考虑群中等级高一点的。” “那批书，我是昨天 11 点向

出版社买的，预计下周可收到书，收到之后，我会争取尽快发出，发出之后我会

在群里说一声。” “该书亚马逊等诸多售书网站有售，感兴趣的亦可关注。” 

“个人由衷感谢大家，特别是赵老师、宋老师为《圕人堂周讯》编辑工作付出了

辛勤劳动。”  “未能找到更好的方式回馈大家，先行这般行事。” “关于周

讯编辑补助一事，并非就此‘勾销’，而是今后另想办法。” 诲人不倦：“众

筹吧。” 图谋：“那种形式暂不考虑。”  “最好是能有更好的方式。通俗

说是更受之无愧的方式。” 诲人不倦：“可以根据群成员个性化需要定制推送

群聊内容，成员可对推送内容酌情付费。” 图谋：“个性化定制达不到。” 

18 关于《圕人堂周讯》编辑队伍建设。 

图谋：“当前努力做的事情是希望能将《圕人堂周讯》做得更好。《圕人堂周讯》

编辑力量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个人特别期望有在读研究生加入。目前的编辑队伍

只有 3人，希望能有 5-8 人的队伍。当前的构成是高校图书馆 2名，公共图书馆

1名。希望有专业图书馆及图情院系成员。虽然是‘机动队’（非专职人员），

但希望队伍能相对稳定（不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9） 关于论文相似度检测。 

盛夏：“访问 http://user.dayainfo.com/dsa，论文（书稿、报告）相似性检

测即可直接进行。” lib2005：“论文相似度检测是否准确？收费的。” 盛

夏：“http://user.dayainfo.com/dsa 的论文光检测不收费,查看基本检测结果

也不收费,但要查看每一个详细的检测结果或下载详细的检测报告才收费,(如果

单位采购了,在单位内注册个人帐号也可以享受一定数量的免费,数量由单位自

己确定的)。” 图谋：“关于论文检测，谢谢盛夏提供的信息，同时试着回答

lib2005 的疑问。任何检测系统都只是供参考，这块不可能做到准确。对于大雅

相似度分析，它的强项是图书类文献；CNKI 的强项是期刊文献。有条件的话，

“多管齐下”，效果更好一点。” “个别人也许会很自信，认为自己写的东西

不需要检测，实际检测一下，也许不是这样，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尤其像博

士论文，全面的体检，从长远计，是有益的。博士论文通常是个人学术生涯的‘代

表作’。” “还须补充的是，当前国内的检测系统，对部分科技论文、部分需

要制图设计的专业，几乎无效。”陌上青草：“大雅相似度分析是专门检测图书

的吗，如果超星里没有的图书怎么检测。” 星期七：“没有的书它当然检测不

了，它强调书主要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优势资源。” “期刊学位论文什么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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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不过 cnki。” 盛夏：“不是专门检测图书,报纸的量也是最多的,目前有上

亿篇报纸文章,当然也有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  

20 公共图书馆开馆时间讨论。 

王*平：“群里有公共图书馆的老师吗，我想咨询一下公共图书馆的开馆时间，

比如对内部门和对外部门具体的作息时间。” 广州书童：“服务部门开放时间

9：00-21：00 ，两班。少儿是 10：00-17：30。” 鹧鸪飞：“你去公共馆主页

查，有的。对内正常作息。”“有些特殊服务部门，比如少儿区、视障区等 9-5

点。”“少儿是 12-6 点。”  

（20） 关于博客、微博所属媒介类型。 

燕山*圕：“请问各位大侠，微博是社交网站，博客是哪类媒介呢？” 洞庭水手:

 “独立博客不属于社交网络。只是自己写，没有互动沟通。但是大的博客属于，

比如科学网博客 新浪博客等，有社交关系存在。” 

（21） 关于 UCLA。 

麦子：“UCLA 是个信息专业，现在加州的图情说是只有一处，那就是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素问：“加州居民如果想到图书馆当馆员，一般会选择这个

学校的图书情报专业吗？” 麦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22） 关于美国图书馆的讨论。 

素问：“麦子老师，美国大学图书馆馆长，有没有非图书馆背景的呢？” 麦子：

“有，极少，而且往往是临时的。” 平平：“国内馆长基本非本专业，副馆长

是本专业，也叫业务副馆长。馆长对外，负责搞定上层和周围的关系，副馆长负

责内部业务。” 图谋：“浏览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2012 年年度报告，其图书馆正

式职工 3312 人，其中男性 1463 人，女性 1849 人，平均年龄 49 岁。感觉平均年

龄偏高，或许有不少人超过 65 周岁？” 素问：“麦子老师， 那些有其他学位

的图书馆馆长，是不是在其他领域混不下去或者不想混了，后来才读的图书馆学

位？比如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人。”麦子：“有这些。”素问：“美国图书馆正

式职工只有三千多人啊？”麦子：“大约有 4000。” www：“美国图书馆大多

设置哪些岗位，比如参考馆员、技术支持？” 图谋：“国会图书馆的机构设置，

在其年度报告中说得很详细。可以到群文件中下载。” 图谋：“根据注释，20

12 年比 2011 年减少了 10.3%。也就是减少了 330 人以上。” 麦子：“是，人越

来越少。” 图谋：“国会图书馆的 Copyright Office 有 394 人。”素问：“可

能不需要这么多岗位了吧？” 图谋：“按照平均年龄 49 岁，估计 2013 年还会

减少不少。”  “所在馆的平均估计也在 40 岁往上。表示临近退休的人多，新

进员工 40 岁以下的少。”“我对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 James Hadley Billingto

n 很好奇。”“James Hadley Billington（1929.6.1-），现年 85 岁，自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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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14 日任馆长至今。也就是 58 岁始任馆长，至今已 27 年。是美国国会图

书馆的第 13 任馆长。平均每位馆长的任期为 16.5 年。”“  Herbert Putnam 

(1899–1939)为第 8任，做了 40 年国会图书馆馆长。令人难以置信。”“任继

愈（1916.4.5-2009.7.11）于 1987 年至 2005 年 1 月年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

2005 年至逝世担任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先生任国家图书馆长的时间与 Bill

ington 相同，任先生是 71 岁开始任馆长。”平平：“老先生很认真的一个人，

对图书馆贡献很大。他挂的时候我们馆长还让全馆默哀三分钟。” 图谋：“现

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职位貌似至多能干到 65 周岁，更多的是成了一个‘官职’”

“周和平是 65 岁转任名誉馆长。詹福瑞是 60 岁就退休了。任继愈的继任者是詹

福瑞。”图谋：“任先生与 Billington 先生，都是大学者，大概属于真正意义

上的学者治馆。”麦子：“Billington 估计也就是挂个职，日常的事都是下面

的人做。”图谋：“我也猜是这样。不过年度报告中，看到其参与图书馆活动的

照片不少。” “85 岁有这样的精气神，难能可贵。”蓝马：“任先生曾说我当

馆长没做什么，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一块玻璃上加了指示标，避免大家撞到玻

璃。”图谋：“也许是自谦吧？我找到蓝马说的那句话的原出处：‘然而，任继

愈先生在年近 90 岁退休那天，却谦虚而不失幽默地说：“我想了半天，也没觉

得我这 18 年做了什么事情，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只让人给图书馆的玻璃门上

贴了张纸条，提醒大家不要撞到玻璃上，这可能就是我做的工作。（http://ww

w.dangjian.cn/whdg/whrw/201407/t20140731_2093521.shtml）’”  “再往前

一点的内容为国图生涯小结：‘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任继愈先生坐镇国家图书

馆，皓首穷经，年高德劭：他主持整理了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经典，历时 16

年完成了 107 卷、总字数过亿的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他主持实施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编纂总计约 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

典》；他主持的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

《清史稿》也在重新修订之中……’” “如此这般，这个馆长的业绩还是相当

突出的。”  

（23） 关于化学文摘的讨论。 

IQ：“向大家请教一下，之前说到期刊的相关问题，有老师知道‘化学文摘’里

面的期刊是否有主题分类呢？在网站上找到了所有期刊，但好像一直没看到有按

照主题或学科类别查找的方式？”平平：“我不知道这些年情况，5年前我读书

的时候就是主题分类法了。”IQ：“之前化学文摘里面所有的期刊是有主题分类

的吗，以前是好像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主题，但不确定，现在找也木有找到。” 

平平： “是。我读书的时候，老师讲到主题分类，就带我们去图书馆看化学文

摘。我看的是纸质版的。”IQ：“还记得以前是光盘数据，还是从其他主页官网



圕人堂周讯（总第 15 期 2014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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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

上看到的，如果有哪位高人知道，    辛苦赏个链接吧” 盛夏：“https://sc

ifinder.cas.org/scifinder/login?TYPE=33554433&REALMOID=06-b7b15cf0-64

2b-1005-963a-830c809fff21&GUID=&SMAUTHREASON=0&METHOD=GET&SMAGENTNAME

=-SM-mSZJ52Vv2%2fYbW0SdMjWMCYYMfJb1jhPT9kslbD6u4V2Hfcc1ikqNe01FCSgiqN

72&TARGET=-SM-http%3a%2f%2fscifinder%2ecas%2eorg%3a443%2fscifinder%2

f.”  “SciFinder 是美国化学学会（ACS）旗下的化学文摘服务社 CAS（Chemi

cal Abstract Service）所出版的化学资料电子数据库学术版,其中的 CAPLUS

是 CA 的网络版。使用方式：用户需用@gxu.edu.cn 或@mail.gxu.cn 后缀的邮箱

注册个人账号及密码。” IQ：“从学校登录进去过，在 cas 主页上有很多期刊

列表，在主页有学科分类，但是木有找到学科分类下对应的期刊。” “在 acs

主页有个分类 http://pubs.acs.org/  但期刊数量明显不对一样。”  

（24） 关于图书馆闸机统计哪些数据。 

我徂东山：“请问图书馆的闸机在刷卡时都需要统计哪些数据？” Annl：“想统

计哪些数据都可以。我们是要求统计：读者类型、院系、时间。” 我徂东山：“除

了读者总数、分时段统计和分类型统计之外，还需要其他数据吗？” Annl：“那

是要看图书馆的业务需要了。门禁的最大作用是计数。”我徂东山：“我们的业务

统计报告，针对闸机目前只需要这些数据就够了，但是不能预测以后可能需要哪

些更多的数据？” Annl：“估计大部分图书馆都一样，就是统计这些简单的数据。”

 我徂东山：“有的图书馆能够统计每个读者的进馆次数，这个数据也应该是从闸

机上统计出来的吧？” Annl：“能统计，我们的业务统计报告中也做了分析读者

进馆次数的排队，还有分院系入馆数量的统计。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按照类型、

院系出的结果里就—。”清华-陈武：“全校读者进馆情况统计，主要有： 表

1．全校读者 2013 年进入图书馆总体情况统计；表 2．全校读者 2013 年进入各

（专业）图书馆情况统计；表 3．全校本科生读者 2013 年进入图书馆情况统计

（按年级）；表 4．全校本科生读者 2013 年进入图书馆情况统计（按院系）；表 5．全

校硕士研究生读者 2013 年进入图书馆情况统计（按年级）；表 6．全校硕士研究

生读者 2013 年进入图书馆情况统计（按院系）；表 7．全校博士研究生读者 201

3 年进入图书馆情况统计（按年级）；表 8．全校博士研究生读者 2013 年进入图

书馆情况统计（按院系）。”“主要统计不同类型的人均进馆次数，分析不同类型

读者的到馆率。”  

2 其它相关信息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2014 年国家自科基金立项的“大数据”项目  

热度 1 2014-8-21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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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index/funcindex/prjsearch-list 

2014年国家自科基金立项项目，“项目主题词”含“大数据”共144条。

其中经费 200 万元以上的项目有： 1 《地理时空数据分析》（1200 万

元）、 2 《基于认知计算的大数据分析方法》（350 万元）、 3《大数

据驱动的智能车间运行分析与决策方法研究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50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吗？  

2014-8-20 11:56  

美国高校图书馆资深馆员麦子先生在圕人堂 QQ 群中提及“国会图书馆

不是美国国家图书馆，他们只对国会负责，和大学里很少有关联。”我

感觉很诧异，因为这同我们的经典教材相左，如吴慰慈、董焱《图书馆

学概论》（修订二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国会图书馆兼

做国家图书馆，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50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 学者需防盗版书  

2014-8-18 10:33  

近期读到一篇学术批评文字，批评有关学者“在外在表现形式上也存在

一些不严谨或失范之处”，“引用的一手文献中也存在一些页码标注错

误的问题”。对我的触动是：学者需谨防盗版书。 我以前有个“理念”，

热门畅销图书到孔夫子旧书网买就行，因为“更省”。个人当前买的热

门畅销书，多半具备一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58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 个文件。 

3.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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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回馈大家对圕人堂的支持，8 月 21 图谋决定向圕人堂成员赠送 50 本

拙作《图书馆学笔记——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 ，按索取的先后顺序，结合圕

人堂群中的等级确定赠送对象，赠完为止。所有赠书均采用邮局印刷品形式邮寄，

需要者请向图谋提供详细通信地址及邮编。本周收到索书信息 32 条。 

（2）圕人堂建群逾 3月，形成并确立堂风为：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

旨在实践。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2）2014 年 8 月 22 日 22:01，群成员达 555 人（活跃成员数 156 人），本群容

量为 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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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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让 整理 图谋 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