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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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三周年纪念活动

（1）征稿

图谋：“圕人堂三周年纪念活动征稿 2017 年 5 月 10 日为圕人堂建群三周年。

圕人堂将于 5月开展纪念活动。从今日（4月 15 日）起征集各种体裁的纪念文

字、书画作品、寄语圕人堂，《圕人堂周讯》将予以选刊。欢迎诸位成员关注与

参与。规整的纪念文字，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予以选刊，支付稿酬。”

（2）群规

图谋：“圕人堂加群时须圕主题信息，若成员邀请他人加群，敬请转告。如果是

由成员发邀请链接，请告知管理员。圕人堂 QQ 群规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成员 1. ‘圕人’指

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它包括图书馆员、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和学生、图书

馆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资源商、硬件商、平面媒体等等）。圕

人堂目标规模为 2000 人群，欢迎所有圕人加群（也可以作为‘游客’参观），

加群便捷，建议每位成员只使用一个 QQ 号加群。2. 成员昵称。圕人堂成员昵称

实名与否，自行选择，但以方便交流为宜，不能用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昵称

或不文明、不健康的昵称。3. 成员退群自由，退群之后欢迎重新加群。当前，

群成员人数为 1926。希望：1.成员昵称（或群名片）规范。请群成员中显示的

昵称或群名片存在以下情况的尽快修改：重名；特殊字符；生僻字。2.每位成员

只使用一个 QQ 号加群。3.欢迎加错群或不甚需要的成员主动退群。恳请谅解，

敬请支持！”

（3）回声

如花美眷：“感谢圕人堂的群主和老师们，让我的专业知识视野开阔的许多！祝

福我们的群越办越好！”

（4）平台

图谋：“圕人堂这样的平台，在问卷调查研究方面，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5）周讯

图谋：“周讯 epub 版自《圕人堂周讯（总第 149 期 20170317）》开始提供。有

成员提出需求，张芸老师主动承担起此项工作。”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1.2 招聘信息与会议预告

Sonorous：“《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7月 4-8 日兰州会议通知第二轮新鲜出炉

啦。又增加了一些专家。2017“需求与技术双驱动下的图书馆发展”学术研讨会

暨图情期刊论文写作投稿研修班通知（第二轮，2017-04-1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651262140&idx=1

&sn=df95ab8939f3b4bb6340eb07d91fee66。”

燕大鄂君：“燕山大学图书馆招聘（2017.4.1）：

http://notice.ysu.edu.cn/info/2014/1268.htm 。”

浪漫妥协：“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人才招聘（2017.4.6）

http://www.ncvt.net/info/1031/23342.htm。”

不发言：“常州大学 2017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http://www.jshrss.gov.cn/rsrcfww/xwdt/tzgg/sydwzp/201704/t20170421_2

05683.html，招图情的博士，请关注。”

1.3 交流分享

碧海潮生：“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学术研讨会暨“面向决策的大数据分析’培

训班（2017 年 6 月 8 日-9 日，北京），

http://www.infotech.ac.cn/conference/ 。”

刘*锋上传“空间再改，服务革新——美国图书馆考察访问思考。图书情报研究

2017 年第 1期.”南图小徐：“写的很透彻，感觉达到人大报刊复印转载水平了。”

天天有书香：“诗记：河南省高校图书馆 2017 年馆长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x0no.html 。”

图谋：“武夷山.社会科学研究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的局限.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049541.html 量化方法指的是研究问

题的客观进路，要对数据进行控制和测度，以处理累积的事实。确定行为的原因。

因此，量化研究的结果也许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但是往往缺乏人文意义。在社会

科学领域采用量化研究方法有 8个具体的局限。”

李*丞：“我为图书馆员骄傲 http://url.cn/47dPIkZ 。”

Lazycat：“北京建筑大学图书馆设计：地以静而方，天以动而圆

http://url.cn/47fdit9。”

麦子：“采铜于山——马泰来文史论集，2017-04-15， Books，国图出版社。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651262140&idx=1&sn=df95ab8939f3b4bb6340eb07d91fee66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651262140&idx=1&sn=df95ab8939f3b4bb6340eb07d91fee66
http://notice.ysu.edu.cn/info/2014/1268.htm
http://www.ncvt.net/info/1031/23342.htm
http://www.jshrss.gov.cn/rsrcfww/xwdt/tzgg/sydwzp/201704/t20170421_205683.html
http://www.jshrss.gov.cn/rsrcfww/xwdt/tzgg/sydwzp/201704/t20170421_205683.html
http://www.infotech.ac.cn/conferenc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x0no.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049541.html
http://url.cn/47dPIkZ
http://url.cn/47fdit9


https://mp.weixin.qq.com/s/K1k8pOATX-LCHuIdy_AoMw， 作者马泰来先生曾

先后师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棣和钱存训先生，

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香港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兼冯平山图书馆主

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等职。此次汇集出版先生文集，对于学术研究、

勉励后进具有重要意义。”

1.4 读书月活动

（1）亲子读书活动

粉晶草莓：“新疆华山中学书里书外亲子读书活动 144 期。已第五年了。周末读

书会。”

粉晶草莓：“‘不让海洋哭泣’书里书外故事会

https://www.meipian.cn/hdt1a1c?from=singlemessage。”

（2）西安理工大学图书馆

晨阳出海：“图书馆邀你参加 2017 年读书月活动，各种奖品等你拿，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zA2NTk1OA==&mid=2660214341&idx=1

&sn=bd375bbc84ce6e94e69e16d771dd1e6f， 各位老师多提意见。”橙：“这个

视频是自己航拍的还是资源？前面那部分西安景色那里？”晨阳出海：“其中有

一段航拍是截取别人的，这个景色是在 西安程南门（永宁门）。” 青阳：“视

频很棒，活动也很棒。”

https://mp.weixin.qq.com/s/K1k8pOATX-LCHuIdy_AoMw
https://www.meipian.cn/hdt1a1c?from=singlemessag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zA2NTk1OA==&mid=2660214341&idx=1&sn=bd375bbc84ce6e94e69e16d771dd1e6f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zA2NTk1OA==&mid=2660214341&idx=1&sn=bd375bbc84ce6e94e69e16d771dd1e6f


（3）朗读快闪

粉晶草莓：“鞠萍姐姐街头千人朗读快闪，刷爆新疆朋友圈！我要读书，都别拦

我！ http://url.cn/47Xn0FS 。”

（4）国民阅读调查

平湖晓色：“【第 14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http://news.sina.com.cn/c/2017-04-18/doc-ifyeimzx6831007.shtml 。”

Lazycat：“看着‘详细统计’，乱七八糟。”

（5）2017 年世界读书日主题

魔比斯环：“2017 年世界读书日的主题是什么？”鲲鹏展翅：“悦读，在路上。

中图文件有。”图馆咨询：“我们今年是：" 新媒体.新阅读"共建共享智慧校园 。”

（6）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5 日常问答与讨论

http://url.cn/47Xn0FS
http://news.sina.com.cn/c/2017-04-18/doc-ifyeimzx6831007.shtml


（1）论文写作

月夜：“论文怎么算写得很透彻？写透跟写深有什么区别？”惠*澈：“透就是

明白，深就是深刻。”

（2）职称对科研与论文的要求

释心意：“大家好！想评副研究馆员，科研怎么搞？”碧海潮生：“花时间撰写

论文。”释心意：“新规定：论文又不能代替科研.论文是论文，科研是科研。”

碧海潮生：“论文是科研一部分吧,新规中没有说不要做论文研究吧。”二木：

“科研如何定义？”cpulib*：“说白了就是申报课题,最后还是论文形式。”星

星：“写一本书也可。”释心意：“书是书，科研是科研，还有论文要求。三者

不能相互代替。”cpulib*：“出书没几万谁给出。”雨过天晴：“您说的是科

研实践吧？马上‘4.23’，老师们做的读书活动应该算吧。”鲲鹏展翅：“以后

职称评审也会注重平时的工作实绩，比如说工作调研报告、学科服务中学科分析

报告、各种读书活动的案例总结等，都可能会纳入职称评审体系中。” tianart：

“河北从去年开始，图情系列已有此要求。”

（3）采编馆员的读书活动案例总结

小洋：“我想问各种读书活动的，这个如何体现？还要专门写个总结报告吗？还

是算已经发表的。”远归：“策划书、新闻、图片等汇总材料。”小洋：“如果

做采编的如何办？完全涉及不到这块？”Lazycat：“采编是不是可以考虑从推

荐着手。”远归：“只要想着如何创新服务就有东西可搞。”Lazycat：“采编

创新，自己搞分类法。”

（4）业务外包

图米：“采编都外包下岗了。”广东小肥羊：“采访是不可能外包的，现在外包

都是编目和加工。”Lazycat：“采访目前还没见外包的，外包的多为加工、其

次是编目。”annyhe：“采访也可以外包。已经有外包了的实践。”印度阿三：

“都可以外包，地市级图书馆整体外包也有实践。”gaozy：“采访只是看起来

没有外包，对有的图书馆来说，早就是供应商说了算了。被供应商包了。”Lazycat：

“那是供应商选择的不好。”星星：“你选书我买单就是外包的一种吧。” 广

东小肥羊：“不算，读者可以推荐，规则是图书馆定的。”远归：“采访作为图

书馆能量的入口，里边的道道和弯弯很多。如何从制度层面，把这项工作做好，

做实。业界真应该好好议议。”广州书童：“如果想，除了财务啥都可以外包。”

印度阿三：“什么是整体外包，全包给人家了，还除财务呢。” 远归：“外包



和自已干，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监管和考核。”广州书童：“同仁们啊，特别是

公共图书馆同仁们很多时候和我一样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有所有编制，就不是

外包。换一种角度想，假如有一天，我不管你编制不标志，你这个图书馆我一年

总额给你，你就负责给我出目标绩效，不就是整体外包了吗？甩个包袱，止损。

不再增加负担就外包了。”Lazycat：“有这么干的，整体外包。”远归：“我

看过一个图书馆外包的招标书，对外包公司的人员配置是要求专业化的。人员学

历、专业、职称，服务规范、绩效比较明确。并不比自己干的差。所以现在在岗、

在编，下岗的概率是有的，下一步可能就是给外包公司打工。”Lazycat：“要

看外包公司人员的专业程度。专业度高，对图书馆的影响并不大。毕竟不像以前

都是些高中生。”远归：“[图片]‘全馆型服务外包模式让滁州市图书馆破茧成

蝶’，2017 年 1 月 5 日，滁州市图书馆新馆全馆型服务外包项目于市公管局开

标，安徽华博胜讯股份有限公司在 5家竞争单位中一举中标，我市成为全国地级

市图书馆全馆型服务外包第一家。”书图同归：“有些国家的图书馆员还是公务

员编制的。外包没想象那么好，企业都是逐利的。”道法自然：“个人觉得外包

最有问题的地方就是严重影响了编目的质量，对于公共馆来说，市级馆控制得还

好，对于区县馆而言，很多编目的质量都因为外包而大打折扣。” 远归：“政

府向社会购买服务，这是大势所趋。”2014：“其实我真希望服务外包。”Lazycat：

“外包现在也出于低价竞争的环境，质量差的一大堆。”印度阿三：“要充分相

信便宜没好货。”Lazycat：“我相信，招标时候不相信。”2014：“低价中标

都会引发一系列后续的麻烦。”道法自然：“个人觉得外包只是权益之计，如果

公共图书馆不能很好的利用外包来赢得转型的时间，后面的结果可能……,其实

这种思维模式，还是小而全的模式。”Lazycat：“我们流通外包，80 万/年，

19 个人。质量还行。团队自我管理，图书馆负责下达任务。”





（5）公共馆评估

道法自然：“评估指标要求本身变复杂了，而且提交规定的内容也变难了。在此

基础上，整个评估的操作流程变复杂了，完全没有考虑到基层图书馆的人力资源

情况。对省级副省级馆来说，应该不会成很大问题，但是更多的人力资源不足的

馆就会给他们的正常工作雪上加霜。” 天行健：“评估对图书馆来说绝对是一



件好事。能刷刷存在感，领导能重视，多拨点款。” 二木：“赞同。否则图书

馆很难被重视。”天行健：“没有评估，图书馆尤其是基层公共馆基本处于无人

理的地步了。至于说评估导致工作忙碌了，是题中应有之义。”道法自然：“现

在评估与否与领导重视与否好像相关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吧。而且不是评估导致

工作忙碌了，很多基层图书馆平时本来就很忙碌，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尽力

完成好规定动作，并还有不少创新，已经很难得了，而评估对于基层图书馆而言，

其内容固然可以指导其业务上的提升，但是其手段似乎有点不合情理，很多基层

馆的年轻员工都借调到机关工作，一帮年纪大的员工队伍，让他们去填报评估平

台的内容，是否有些强人所难了？本次评估的操作流程，个人感觉统计数据的意

义大于‘以评促建’的意义。”自由战士：“公共图书馆的评估工作有多大意义

不知道，只知道一味的拚材料，争分数，和业务工作的提升关系不大。”道法自

然：“实话，但是评估的指标确实对基层公共馆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的。”

自由战士：“每到评估我们就累个半死，那些评估的材料到最后自己都不愿意多

看一眼。”道法自然：“有本事，评估组的工作人员对业务对接的数据进行特异

值分析，或者在很多指标上做概率分布的统计，只要是假数据的全部一票否决。”

小辉：“从档案的角度看，评估是一次很好的档案资料汇总与整理。如果没有评

估，很多活动、项目的材料都要找不到了，现在至少都保存在评估材料中了。这

个事情主要是怕造假，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道法自然：“上次评估就觉得已

经很吃力了，这次评估是二级跳，让人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以本馆的情况，估

计还能应付，可对于区县级的馆，他们真的是已经有种不要命的感觉了。”自由

战士：“评估促进档案整理，这个已经背离档案管理的原则了。档案工作应当是

随着业务的开展，随时、及时上交归档的。”道法自然：“有多少材料不是造假

的，对于基层馆来说，很多馆这几年积极和各种行业合作开展服务，可以说很多

方面办得有声有色，可是很多实质性的指标还得靠补材料才能完成，对于很多基

层馆，很难’五脏俱全‘啊。”小辉：“应当是应当。现实是现实。我不知道这

里有几个馆是能做到‘随时、及时上交归档’的，至少我看到的现实，是大家平

常都觉得档案工作可有可无，一年到头了随便交点资料。等到评估了才突然发现

缺了那么多材料要重新找出来或者补出来。”雨后：“评估是哪个部门要弄的材

料最多啊，纸质图书？”道法自然：“一般都是开放部门，再就是馆办了。我们

是单独成立了一个评估组。”道法自然：“那是必须的。”星星：“平时没有流

程化管理。” 天外飞仙：“以评促建。” 碧海潮生：“‘零距离’感受公共馆

评估.图谋：http://url.cn/47eMOv3。”让子弹飞：“评估未必就一定好，公共

馆的形象是起来了，但是其中的浪费和造假，业内人士应该都清楚。高校馆虽然

没有全面评估，但是生均藏书量一个指标就已经是贻害无穷。当然，最关键的问

题是，如何评估，评估什么，但是现有的理念实在是不能评估。” 南图小徐：

http://url.cn/47eMOv3


“请教大家评估指标事宜。2.加分项包括：（1）提供智库服务，加 5分；（2）

提供大数据分析服务，加 5分。这个那些公共馆有这个服务呀？”annl：“上海

图书馆有。”南图小徐：“1.4.32.加分项包括：（1）提供智库服务，加 5分；

（2）提供大数据分析服务，加 5分。历史。”碧海潮生：“这条件对东部地区

更有利吧，中西部地区提供此类服务的馆还是少数吧。”南图小徐：“还有哪些

单位有这个服务了呢？想学习借鉴下。”

（6）创客空间

天蝎小昭：“有没有独立学院在做创客空间的呢？交流一下。”道法自然：

“paperuri:(1e6f18c3cc388d8cbc005eafaf5ac7da)，图书馆创客服务——中外

专家对谈实录。这篇内容可以参考下。”麦子：“图书馆新的 maker space 开了。

人山人海。其实是老店新开。服务做了几年了。”

图谋：“谢谢麦子老师的分享！这样的分享非常有价值。”

（7）《中国读书大辞典》和《中国阅读大辞典》

脂砚斋：“请教诸位个问题：王余光先生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



社，1993.5，￥48.00）和《中国阅读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4，￥598.00）

内容是基本是一样的么？”Lazycat：“[后一本有两篇]至少在读书辞典中是没

有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针对中学生的。”脂砚斋：“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书，然后

重新分门别类，又多加了一些阅读分享的专家文章，就变成另一本书了。然后价

格涨了十倍。”Lazycat：“应该是在前一本的基础上重新编撰吧，不会完全一

样的。20 年中学教学大纲变了不少呢。”脂砚斋：“嗯，我觉得基础内容应该

是差不多的。”萧竹：“2016 年 4 月第一版的。”Lazycat：“有可能基础内容

差不多。没有找到读书辞典的目录。没法比较。”脂砚斋：“我看王余光的作品

介绍里，两个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Lazycat：“读书是 93 年版的。太早了。”

图谋：“这个超星有目录。”Lazycat：“看上去不一样。”图谋：“群文件中

上传了朱永新《有书香才有‘故乡’——<中国阅读大辞典>序》。”

脂砚斋(上传《中国读书大辞典》.pdf)：“不是很清楚。这个可以买一本。那个

贵的就算了。”图谋：“大部头工具书，适合机构买。”Lazycat：“旧版便宜，

但是除了二手书，没地方卖。93 年的，就是特价也卖光了。”

图谋：



德图*明：“这是在什么里面搜索的得到这个界面呢？貌似不是读秀。”iceberg：

“CALIS 联合目录？”图谋：“就是读秀。《中国读书大辞典》，孔夫子旧书网

上有不少。”碧海潮生：“亚马逊，当当相对实体书店都比较便宜。”脂砚斋：

“我在孔夫子也下单了。”图谋：“俺已经买了。38.23 元。”脂砚斋：“唉，

比我便宜。”

（8）馆员申请访学

福蛙：“图书馆馆员能申请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武汉中心的访学吗？”

学无止境：“可以。”福蛙：“我看了一下广东省的文件，需要从事教 学科研

工作五年以上，所以有点疑惑。”学无止境：“直接上官网看嘛。去年我看过。”

tianart：“看学校具体规定了。我们学校教辅单位不允许申请。”福蛙：“我

可以试试水，很多政策靠解释。”图海扬帆：“对 要勇于突破。”



（9）文献管理软件

长大 CDH：“哪款文献管理软件好用呀？打算引进一款。你们经常使用的或熟悉

的请推荐。”天外飞仙：“国内的应该是 expressnote。”书图同归：“endnote，

notefirst，endnote 功能强大，notefirst 不要钱。”长大 CDH：“notefirst

免费使用有期限的吧。申请试用后有使用期限的么？”书图同归：“看您是硕士

级还是博士级。”boson：“个人版随便使。”天外飞仙：“现最简单的是 cnki

出的。”温情胖猴：“E-learning，E-study。”天外飞仙：“对，下载 cnki

的东西较好，带云同步。”天外飞仙：“免费，http://elearning.cnki.net/ 。

notefirst 也好像带云同步，但是功能免费的限制吧。”广东小肥羊：“Mendeley

也非常不错，特别是看外文文献。”天外飞仙：“对中文就悲剧了。国外的好像

对中文的支持都不太好，相反，国内的对外文不错。”长大 CDH：“endnote 如

何？支持 CNKI 和万方。”天外飞仙：“没用过，但是好像要自己写插件或者用

别人的插件才能下载 cnki？如果是集团采购，觉得用 noteexpress 还不错，价

格又不贵。”书图同归：“有钱人绝对用 endnote，这就像用手机选苹果一样。”

长大 CDH：“noteexpress 价格团购是多少？”广东小肥羊：“6万左右吧。”

天外飞仙：“反正为贵，我们采购过一年，但是是省图工委统一的，每个学校才

几千块，不贵。”广东小肥羊：“noteexpress 个人永久版不到 800 元，我觉得

还是不错的。”天外飞仙：“对个人来说好像免费版也够用了。”

天外来客：“个人还是觉得 endnote 最好用。功能最好。”

（10）图档博关联开放数据高峰论坛（LODLAM）’竞赛项目

Morrison：“2017 6 月于威尼斯 举行的‘图档博关联开放数据高峰论坛（LODLAM）’

的竞赛环节共征集到 21 个项目，目前正在投票中，上图的‘家谱关联数据服务

平台（Genealogy Project）’也在其列：

https://summit2017.lodlam.net/2017/04/12/genealogy-project/。”

（11）初中生阅读研究

心素如简：“有没有关于如何提高初中生有效阅读的文章？”tianart：“徐雁

老师有针对中学生的讲座。” tianart：“学生到底该阅读哪些经典书籍？四大

高校博导走进“南书房”对话实验师生

http://www.sznews.com/mb/content/2017-03/25/content_15744640.htm。”

（12）网络参考咨询服务模式问卷

物理殇：“各位老师好，因为论文需要，麻烦各位老师帮忙填写一份问卷《网络

http://elearning.cnki.net/
https://summit2017.lodlam.net/2017/04/12/genealogy-project/
http://www.sznews.com/mb/content/2017-03/25/content_15744640.htm


参考咨询服务模式馆员调查研究》，我会共享问卷结果给大家的。非常感谢大家。

https://www.sojump.hk/jq/13501985.aspx 。”海边：“为什么不提电话，只

限网络吗？”物理殇：“您说的有道理，我所做论文为网络参考咨询模式研究，

电话咨询应该算作网络参考咨询服务中的同步咨询服务吧。”图海扬帆：“网络

平台中 QQ(群)用得最多，应体现下。”物理殇：“您说得对，确实很多图书馆

都提供了基于 QQ 的即时咨询，只是时间不长。”海边：“QQ 咨询至少有五年了。

如果用户没有 QQ 号，只能打电话。但电话说不清图形界面、英语词汇组（必须

一个个复诵字母）。我馆 08 年就开展 QQ 和 TQ 在线咨询。”东师-晨：“我之前

有通过邮件和申请加 qq 群咨询图书馆问题，但是都没有回应。”物理殇：“现

在业务扩展了，除了 QQ，还有微信，微博等，但其实原理一样。”麦子：“除

了要开一个会，问大家哪天什么时候方便，我是从来不敢做问卷的。我觉得做问

卷是太大的学问，要设计完善的问卷极其极其困难。”黑天鹅：“中美社会科学

研究的规范与操作，肯定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国内的发展阶段就这样，严谨性、

规范性肯定不是那么好。”让子弹飞：“确实是很困难，回过头看我以前的问卷，

也是有问题的，但是，看别人的问卷后自己也尝试，就像小孩迈出第一步，虽然

不可能成为竞走或跑步的运动员，但也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最好是有专

家先来上一课。”黑天鹅：“嗯，毕竟国内对研究方法与设计类课程的重视程度

依旧很低。”boson：“在看这本书。”（图左）书小弟：“推荐这本。”（图

中）张*懒：“这个系列还有一本书，专门介绍调查问卷的设计的。”（图右）

https://www.sojump.hk/jq/1350198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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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我倒是上过课，但因为上了课反而不敢做了。因为里面要考虑的太多东

西，而且设计本身是主观的，但从答的人角度看，往往会有设计者没有考虑的因

素，有时甚至觉得不可能的因素。所以，我的谬论是设计问卷适合从来没有做过

的人，因为可能觉得这东西不难。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谈过。其实越是研究得深，

研究方法越是重要。”

（13）图书馆对招聘人员专业的要求

扣肉：“我觉得电子信息类专业不行。图书馆的系统管理员，电子信息类的毕业

生，在专业课程设置上面与计算机专业是有出入的。一般大学里开设的专业，除

了计算机专业，还有就是信息管理系统专业。这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目录：电子

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信息工程。哪个和图书馆的系统管理员也挨不上边。从本科专业目录来看，

只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这两个专业是合适的。本科阶段的专业课与专

业基础课，决定了这个人的知识底层架构。有些东西不是通过自学能够搞定的。

如果只招收本科毕业生，那相关专业可以。但是如果招收硕士毕业生，那么必须

限定本科的专业。”徐徐清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出身的计算机能力，并不一

定比纯计算机差，尤其在网络和计算机硬件方面。”扣肉：“实际上，你们要考

虑图书馆的系统管理员大部分的工作内容是在干什么。”小洋：“我只见过要计

算机的，没见过要电子信息工程的，写招聘信息这个人真是不走寻常路。”扣肉：

“ILS 的升级维护基本外包，服务器管理也是网络中心去管。系统管理员主要是

做 ILS 客户端安装，用户权限定义。有的时候给厂商打电话让他们来修或者采购

一些条码枪之类的。有的时候还要兼做微信公众号的编辑。”

（14）套书如何给种次号

小洋：“各位编目大神，你们的套书如何给种次号？”扣肉：“一套书多册吗？

我记得我们编目的人是给冒号分隔。”小洋：“我们是种次号之后再给个（），

但是如果套书不一起到，编目就出了麻烦。”扣肉：“来做分卷。G40-092.6/20:1

我们会给第一卷。因为第一卷还可能下面再分多册。如果是第三卷的第二册，我

们就给 G40-092.6/20:3(2)。”小洋：“我想问如何查种次号是否重了。我们种

次号默认是阿拉伯数字，再取一个的时候自动+1。后面加了扣号，就认为这个号

没用被用过。比如这里的 G40-092.6/20(4)，再查种次号库，20 号是没被用的。”

中原劲草：“如果是第一卷第一编第一册呢？咋给？”扣肉：“我觉得操作不是

这样的。”小洋：“（1:1:1）。让书商先给 20 号，再加括号？”扣肉：“首先，

你在查重的时候就没有做对。正常来说，如果查 ISBN 没有检出的话，你手里的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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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写着第二卷，你要按题名再查。或者按丛编再查。确定本馆是不是有同一套书。

这个时候书次号我觉得可能应该是要手动干预。这个还涉及到你是不是要统一排

架的问题。”小洋：“这样分，就是为了统一排架，让套书放一起。”扣肉：“你

如果一套书放在一起，那你这个书次号肯定是要手工干预的。我们有一套丛书，

就是书库和编目都觉得不能放在一起。因为每一卷都是讲的不同的内容，不能给

一个分类号。最终决定打散到不同的分类号下。”海边：“可以同时给多个分类

号的。”小洋：“这个正常，我昨天也遇到一套。”Lazycat：“看看给错种次

号的数据，对比一下 9字段和 6字段的分类号。”

（15）图情期刊

书图同归：“《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的老师打电话说，今年发的文章有稿费。”

凤舞九天：“稿费就算了，我关心的是版面费。”南图小徐：“很多好的核心都

是不要版面费，还给稿费，图书馆论坛，图书与情报，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杂

志，大学图书馆学报，国家图书馆学刊等，其他核心应该建议努力改革。还有情

报资料工作，没课题的也不要钱。” 图海扬帆：“许多核心期刊免版面费是由

于受到了国社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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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晓莉:我在圕人堂整理周讯

热度 1 2017-4-20 09:29

（ 图谋按 ： 2017年 5月 10日为圕人堂建群三周年。圕人堂从 4月 15日起征

集各种体裁的纪念文字、书画作品、寄语圕人堂，《圕人堂周讯》予以选刊。《 我

在圕人堂整理周讯 》一文作者宋晓莉老师是《圕人堂周讯》编辑团队资深成员

之一，作为圕人堂志愿者中的一员，三年如一日默默为圕人堂发展贡献智慧与力

量。 ） ...

173 次阅读|1 个评论

关于学术图书出版价值的思考

2017-4-19 11:30

自 2009年以来，本人以作者身份对学术图书出版有所探索，有所实践，有所思

考。 关于学术图书概念。“学术图书是指内容涉及某学科或某专业领域，具有一

定创新性，对专业学习、研究具有价值的图书，通常在书中有文献注释或参考文

献，书后有索引。”“学术著作是指以问题或专题为中心，具有创 ...

285 次阅读|没有评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4997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4997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4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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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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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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名义之尴尬事

热度 3 2017-4-16 08:27

作为高校图书馆，“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图书馆应充

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高校

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中有一条：“发挥信息资源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为社会服务。”
关于信息服务方面，若干场合需要以“图书馆的名义”，本文闲话图书馆的名义 ...

779 次阅读|3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9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7 年 5 月 10 日为圕人堂建群三周年。圕人堂将于 5 月开展纪念活动。

从今日（4月 15 日）起征集各种体裁的纪念文字、书画作品、寄语圕人堂，《圕

人堂周讯》将予以选刊。欢迎诸位成员关注与参与。谢谢！

（2）2017 年 4 月 20 日，结算《圕人堂周讯》133-154 期补助，共计 4400 元；

支付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稿酬 400 元。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6167.87 元。

（3）周讯 epub 版自《圕人堂周讯（总第 149 期 20170317）》开始提供。有成

员提出需求，张芸老师主动承担起此项工作。

（2）2017 年 4 月 21 日 14:00，群成员达 1933 人（活跃成员 365 人，占 18.88%），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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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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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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