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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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信息

木西：“科技创新绘未来 转型跨越谋发展—2017 智慧图书馆论坛暨《图书

馆报》编委会工作会议在沪召开 http://mp.weixin.qq.com/s/h9k3sFthEKSOvPja3U26YA”

图谋：“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建系 70 周年系庆 http://u2390153.viewer.maka.im/

k/F8A5DRXK?relay_share=true”

sonorous：“三问数字人文：2017 图书馆与数字人文国际研讨会 12 月 6 日

至 8日深圳召开 http://url.cn/51hoknW”

1.2 分享推荐

芷芸：“章开沅：谁在”折腾“中国的大学 http://url.cn/5F2ZoIu。”

图谋：“打造蕴聚文化内涵的智慧图书馆：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

7/09/22/A05/story/52828.shtml”

图谋：“当摄影遇到文字，当图片遇到图书——《旅行之阅，阅读之美》创

作手记 http://url.cn/5ijZpVu。”济宁学*：“期待顾老师的这本书上市。”图谋：“估

计会是一本小众畅销，乃至长销之书。”薪樗 /tp：“还会有展览 可以关注。”

土匪：“GB/T 30240.4-2017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 4部分：文化娱

乐 2017-12-01实施内有图书馆相关术语标准英译，各馆相关库室英文名可对照。

（当然此国标列举的还是不全面）全文地址：1、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在线浏

览（速度较慢）http://www.gb688.cn/bzgk/gb/newGbInfo?hcno=23AB7386783C397C427B3B

0E1F306E042、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2127492598698.html3、知网标准下

载（带加密插件，不可传送） 教育领域也有涉及几条图书馆：GB/T 30240.6-

2017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 6部分：教育 http://c.gb688.cn/bzgk/gb/showGb?

type=online&hcno=ED8B8543CE237433657F07032A4770EB ” Lee：“标准文献不同于

其他文献，应主动公开或者开放获取。标准文献虽然凝聚了部分专家的心血，是

他们的劳动成果，要得到成果就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不主动公开或开放获取，标

准就难以推广，影响力就会收到影响。造成的后果就是标准不标准。”土匪：“国

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已经公开了 。国家没有明确指示‘公开’必须要免费下

载，免费浏览也是公开。”

绿雾 6*：“来新夏：让学术回归民众 http://mp.weixin.qq.com/s/S8bhMbYRjamac6

jQbPPOBQ”

http://url.cn/51hoknW
http://url.cn/5F2ZoIu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9/22/A05/story/52828.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9/22/A05/story/52828.shtml
http://url.cn/5ijZpVu
http://www.gb688.cn/bzgk/gb/newGbInfo?hcno=23AB7386783C397C427B3B0E1F306E04
http://www.gb688.cn/bzgk/gb/newGbInfo?hcno=23AB7386783C397C427B3B0E1F306E04
http://www.doc88.com/p-2127492598698.html
%20http:/c.gb688.cn/bzgk/gb/showGb?type=online&hcno=ED8B8543CE237433657F07032A4770EB
%20http:/c.gb688.cn/bzgk/gb/showGb?type=online&hcno=ED8B8543CE237433657F07032A4770EB
http://mp.weixin.qq.com/s/S8bhMbYRjamac6jQbPPOBQ
http://mp.weixin.qq.com/s/S8bhMbYRjamac6jQbPPO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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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樗 /tp：“系庆想起王重民先生 http://url.cn/53whCWH”

图谋：“高校基建 |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亚洲高校单体面积最大的图书馆正

式启用啦！http://url.cn/5Ve6bE6。”

道无言：“《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的核心精髓 ht

tp://url.cn/5YVLe99”

图谋：“ 李健：高校图书馆服务标准体系框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

646-1077532.html 图谋按：西南大学李健博士以服务标准理论、图书馆服务理论和

图书馆标准理论为基础，采用了文献调查、专家咨询等方法开展研究，构建了图

书馆服务标准体系理论框架。本文予以摘编，以期促进对该成果的认识和关注，

推动高校图书馆服务标准的制定及应用。摘编自：李健.高校图书馆服务标准体

系研究[M].科学出版社，2017.6:122-123.”

木西：“为什么多数人在吐槽双一流名单？http://mp.weixin.qq.com/s/Pm8nIgC9w

2-gjAyaWDzs5Q”

图谋：“傅平.谈谈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该是怎样的？.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3316383-1077669.html 如果你的学校是世界一流大学，先看看你这个学校图书

馆怎么样，我讲的不是外表大楼，而是整体，从资源到馆员素质和提供的教学研

究合作伙伴关系，及各种相关服务，你就会得出自己的学校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

了。”biochem：“人员素质、服务等方面，大陆高校都有相当的差距。”

木西：“数字环境下的传统资源管理 http://mp.weixin.qq.com/s/o-70BbLLExLI-lp_i

EDtgw邱葵老师（麦子）的讲座。”

biochem：“肖纲领：校园当有涵养‘书卷气’的地方——简评《河南省“实

体书店进校园”三年行动计划》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373-1077762.html”

图谋：“参加《图书馆报》编委会工作会议小记.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1077671.html”

生清：“中山大学潘燕桃老师慕课：信息素养通识教程 http://163.lu/XEJR31”

梅吉：“‘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成立，还组织了产品开发培

训班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9/22/A08/story/52913.shtml”

1.3 问题求助

（1）电子图书册数计算

sonorous：“想请问下，想统计 2016 年 1 月到 12 月全年的电子图书册数，

备注说：电子图书 1种算 1册，中文电子期刊每种每年算 1册，那我们数据库里

有 94 种期刊，就算 188 册吗？”小马哥：“应该是 94 册。”

（2）图书泡水了要如何恢复

http://url.cn/53whCWH
http://url.cn/5Ve6bE6
http://url.cn/5YVLe99
http://url.cn/5YVLe9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7753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77532.html
http://mp.weixin.qq.com/s/Pm8nIgC9w2-gjAyaWDzs5Q
http://mp.weixin.qq.com/s/Pm8nIgC9w2-gjAyaWDzs5Q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07766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077669.html
http://mp.weixin.qq.com/s/o-70BbLLExLI-lp_iEDtgw
http://mp.weixin.qq.com/s/o-70BbLLExLI-lp_iEDtgw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373-107776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7767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77671.html
http://163.lu/XEJR31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9/22/A08/story/529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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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书泡水了要怎么恢复，百度查询说放冰箱冷藏室是真的吗。”湘大

姜*：“书泡水解救，有专门的冷冻方法，建议向上海图书馆古籍保护人员咨询。”

清风：“不是图书馆的书，是我自己的泡了，看看有什么简便易行的方法没有。”

闽农林*：“自己的书，最适合放进冰箱里了，冰箱的主要作用是抽湿。实测有

效——但是最多一两小时就要拿出来看一下，不要让水结冰就不好了！”清风：

“冷藏，还是冷冻？”道无言：“保持平整，冷藏。”

（3）郭沫若文集的取号方法

小洋：“请教郭沫若文集为什么是 32 啊。”闲逛的猫：“郭沫若（1892 年

11 月 16 日－1978 年 6 月 12 日），取 73， 2 是别集。”图米兔：“73。文学作

品按写作年代区分，跨时代按完成写作时代分。”小洋：“谢谢，我以为郭是民

国时期的人。”

（4）CSSCI2017-2018 公示地址

ZJ：“各位老师，南京大学的 CSSCI2017-2018 公示怎么找不到了，有没有

老师知道怎么回事？”海边：“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http://cssrac.

nju.edu.cn/a/xwdt/zxdt/20170116/2805.html”
（5）保密性学术论文的获取方式

萧潇：“请问群里有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老师吗？求一篇清华博士论文，国内

几个服务商的学位论文库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清华有自己的学位论文呈缴系

统。公开数据库搜不到，连题录都没有。”sonorous：“文献传递啊。” 水秀：

“联系作者本人啊。”刘建平：“一般有保密规定的学位论文不交到图书馆，联

系作者本人也没用。”sonorous：“搜搜作者发的期刊论文，看看有没有留下邮

箱，可以发邮件交流下。”

（6）电子文献引用标识方式

芷芸：“文献引用如果是网上电子版，是怎么标识的？关于网上电子公告具

体怎么标识，要标出哪两种时间？”

biochem：“有规定的，[EB/OL]。参考文献的类型：1.常用文献类型用单字

母标识，具体如下：（1）期刊[J]（journal）（2）专著[M]（monograph）（3）

论文集[C]（collected papers）（4）学位论文[D]（dissertation）（5）专利

[P]（patent）（6）技术标准[S]（standardization）（7）报纸[N]（newspap

er article）（8）科技报告[R]（report）2.电子文献载体类型用双字母标识，

具体如下：（1）磁带[MT]（magnetic tape）（2）磁盘[DK]（disk）（3）光盘

[CD]（CD-ROM）（4）联机网络[OL]（online）电子文献载体类型的参考文献类

型标识方法为：[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例如：（1）联机网上数据库[D

B/OL]（data base online）（2）磁带数据库[DB/MT]（data base on magneti

c tape）（3）光盘图书[M/CD]（monograph on CD-ROM）（4）磁盘软件[CP/DK]

http://cssrac.nju.edu.cn/a/xwdt/zxdt/20170116/2805.html
http://cssrac.nju.edu.cn/a/xwdt/zxdt/20170116/28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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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program on disk）（5）网上期刊[J/OL]（serial online）（6）

网上电子公告[EB/OL]（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3.专著、论文集

中的析出文献[A]；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Z]。根据 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

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标识：M——专著（含古籍中的史、志论著）C——

论文集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 D——学位论文R——研究报告S——标准

P——专利 A——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Z——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电子文

献类型以双字母作为标识：DB——数据库 CP——计算机程序 EB——电子公告非

纸张型载体电子文献，在参考文献标识中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DB/OL——联机

网上的数据库 DB/MT——磁带数据库 M/CD——光盘图书 CP/DK——磁盘软件 J/O

L——网上期刊 EB/OL——网上电子公告。”

biochem：“如果是网文，内容要具体，包括：作者，文题，网址，具体日

期。如果是正式文献，如期刊论文，按期刊论文标注即可。” 芷芸：“出版年(发

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biochem：“如实填写就是了，不同期刊的引用

格式不完全相同，按照期刊要求做。”

（7）关于阅读推广的部门设置

dinna：“请问有文献统计过我国或者国外对于图书馆是否设有阅读推广这

个部门或者类似部门的文献吗？”Lazycat：“哪个图书馆还有闲人可以设置这

个部门啊，怎么考核。”dinna：“好像有些馆会有专门的设置，不过好像与宣

传合在一起的，比如华东师大，武汉大学。”4444：“搞业务的不宣传，搞宣传

的不搞业务，就不行啊。”伊丰：“我还看到过有营销岗，宣传和阅读推广一起

的。”

1.4 日常讨论

（1）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讨论

biochem：“去外地出差，也关注了图书馆，但图书馆进不去，只能拍外观

参加‘圕人堂群相册有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活动，何时能够凭着高校教师资格

证能自由进出图书馆就好了。”

Lazycat：“哈，这样的图书馆也是少数吧，一般都能进。不能进的时候要个

馆办的电话，打过去就行了。”中原劲草：“应该是凭身份证，每个纳税人有权

利进入任何一所公办大学的图书馆和校园才对。除非这个学校不花一分钱国家的

钱。”Lazycat：“一，服从管理，二，总有进去的办法。我还没有遇到进不去

的地方，就看你是不是非要进去。”广州书童：“我虽然知道可行性不高，但我

赞同这种观点。”

麦子：“不能进的可能是高校馆，但我想如果解释一下，一般都能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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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ycat：“我们这儿的高校馆多数登记即可进。”

图谋：“进图书馆的门槛或条件，差别还是不小的。2008年之后，进公共图

书馆（尤其是大馆），基本可以大大方方入馆。高校馆的情况相对，更为复杂。

有部分高校，进校门都存在困难。”小辉：“现在也有新情况了，反恐措施比之

前强很多，每位读者进馆都要过安检，随身包包过 X光机。以前只有开重要大

会时才这样，现在是常态化了。”Sparks：“我们学校进校门困难，我自己不带

校园卡都会被拦。” 清凉桐影：“好多学校都要刷一卡通才能进去。没有卡，

免谈。” 鲲鹏展翅：“我们馆对社会开放服务，即使没有证件也可以进去参观。”

广东小*：“我们处于市中心，我们自己读者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一刀切的对外

开放我们做不到。”

图谋：“对社会开放，这个更要结合具体情况来看。有的本身处于比较偏僻

的位置，社会公众来与不来，影响不大；有的处于较为繁华地段，如果来的人多，

管理与服务均跟不上。”鲲鹏展翅：“的确是的，涉及到库房安全巡视与读者阅

览秩序管理。” Lazycat：“意外的事情不用考虑，主要是强占资源。” 图情

中*：“意外安全是第一责任。”

鲲鹏展翅：“对外开放仅仅 3天川大图书馆叫停对外办证 http://news.ifeng.com

/a/20141205/42648204_0.shtml”

Oscar：“作为高校馆员，我对目前社会倡导的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并不赞同，

对外开放服务是一种趋势，但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一个是校园学生安全，

二是管理，三是会额外占用师生资源，四是高校馆藏和校外人员需要的并不一致

。” 广东小*：“对社会开放，一定要自己还有余力的情况下。”

广东小*：“我们学校还不断有老师提出图书馆开放给小孩入馆。”Lazycat：

“我们拒绝小孩入馆，建议他们去少儿图书馆。” 图谋：“单单是安全措施方

面，就做不到符合小孩入馆的条件。”黔城图鸦：“我们欢迎社会各成员入馆。

门禁需要刷校园一卡通，社会人员通过前台工作人员登记入馆。” cpulib*：“图

书馆必须安装高清摄像头，否则会有一些麻烦。”

黔城图鸦：“我馆常有小孩入馆，但均是馆员孩子。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

辟一个适合少儿的阅览室。谁说高校就不能有少儿读物或阅览室了？”Lazycat：

“主要考虑的是有没有冗余能力提供服务给社会读者。” 广东小*：“图书馆要

聚焦自己的主业呀。”图情中*：“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主要问题还是图书

专业等、不能满足读者需求。我们没有全面开放，现到馆办证的读者都是真正需

要我们图书的读者。”Lazycat：“平时采购这类书非常少，不能满足大众需求，

对特定读者来说，他们反而更喜欢我们这样的专业馆，来一次基本能解决问题。”

寒潮：“对于接待高校馆服务社会读者，收取押金的问题，有的馆是根据每

http://news.ifeng.com/a/20141205/42648204_0.shtml
http://news.ifeng.com/a/20141205/4264820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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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所借图书的码洋来收取押金。”Lazycat：“这个我们比较难操作，我们是不

接触现金，收费到财务处去交。在馆里只能刷卡。而且我交代他们，别好心帮着

别人刷卡。”寒潮：“这样比较合理，只是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麦子：“我也觉得高校图书馆的开放要看情况，你要先把自己的主要服务对

象服务好。”Lazycat：“这个如何评判，我觉得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开展。以目

前图书馆状况来说，基本没有能力担负其他的社会责任。”麦子：“国内大多数

的高校图书馆自己都管不过来。”

（2）‘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发展

图谋：“圕人堂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213646-857286.html 圕人堂于 2015 年全年面向群成员征集图书馆照片。目的是

为了让群成员走近/进图书馆，更好地了解图书馆、关注图书馆，同时希望有助

于促进图书馆间的‘共知共建共享’。照片要求如下： 拍摄主体：各地图书

馆（含各种类型）。 拍摄角度：正面。看得清楚馆牌为佳，一张无法反映全

貌的可以多张（3-5 张）补充。 图片大小：1M 以上（不超过 10M。JPG 格式高

清照片）。 摄影器材：不限。 拍摄说明：请做简单文字说明（包括拍摄时

间、馆名、拍摄者）。 有关照片仅供圕人堂成员交流与分享，不作任何商业

用途（征得有关权利人许可的情形除外）。有关照片分享需注意知识产权及肖像

权问题，且最好为‘原生态’的。 2015 年 1 月 5 日，圕人堂群相册专设‘镜

头下的图书馆模样’文件夹。至 1月 7日，已有照片 193 张，涉及国内外数十家

不同类型图书馆。除此之外，另辟有‘馆刊展示’文件夹，欢迎群成员展示图书

馆馆刊封面照片（本馆或兄弟馆均可）。2017 年，欢迎群成员继续关注与支持！”

图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目前累计征集到 4000 张左右，涉及中外各级

各类图书馆数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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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图书馆报》编委会工作会议小记

2017-9-25 14:36

8月 25日，与《图书馆报》白玉静主编交流，我告知：“《图书馆报》人，非常

给力！大多未曾谋面，但可以感受得到。好像目前为止，我只见过姜火明、赖雪

梅。袁江打交道时间最长，但至今仍属于‘熟悉的陌生人’。”白主编当即回复：“我
们 9月 21日在上海图书馆开编委会，到时候邀请您过去。”9月 4日收到通知，

我 ...

个人分类:圕人堂|20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李健：高校图书馆服务标准体系框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7767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7767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77671&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77671&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7767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77671&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7767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77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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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24 17:35

图谋按： 西南大学李健博士以服务标准理论、图书馆服务理论和图书馆标准理

论为基础，采用了文献调查、专家咨询等方法开展研究，构建了图书馆服务标准

体系理论框架。本文予以摘编，以期促进对该成果的认识和关注，推动高校图书

馆服务标准的制定及应用。 摘编自：李健.高校图书馆服务标准体系研究 .科学

出版社，2 ...

个人分类:圕人堂|21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书馆学短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前言

热度 1 2017-9-24 07:41

2017 年 6 月中旬 ，我打算 2017 年再出一本博文随笔集，且与出版社达成出

版意向，我的任务是抓紧准备书稿。书稿雏形其实已经有了，只是质量方面，尚

不能令自己满意。还需要搜索枯肠，积极作为。这次做这个决定，可以说是艰难

的决定，何苦难为自己？或许源于一种信念。 图谋博客始 ...

个人分类:圕人堂|175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0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7753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77532&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7753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7753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7753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7753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7746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7746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7746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7746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7746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7746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7746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7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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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关于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照片分享，也可以上传之后再做标引（或说明），

亦欢迎评论。该相册中，目前大约有 4000 余张图书馆照片，涉及多个国家的各

级各类图书馆。感谢支持！努力的目标是，期望能达到 1000 家左右图书馆，10000

张左右照片。

（2）2017 年 9 月 26 日，图道老师完成圕人堂周讯总目录更新，更新至 176 期。

群文件中提供 doc、pdf、epub 等三种格式文档。

（3）2017 年 9 月 29 日 14:00，群成员达 1927 人（活跃成员 562 人，占 29.16%），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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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梅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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