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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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Lee：“圕人堂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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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挺有意义。参与门槛

较低，承载信息丰富。可以涉及图书馆建筑、设备、资源与服务等诸多方面。还

可以展现图书馆的精气神。” 伊丰：“这个主题特别好，对于改建新建图书馆

都有启示。”Lee：“昨天纤云上传的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和运动场在一起，

动静结合，还有蓝天白云，美不胜收。” 伊丰：“很有特点。”图谋：“某图

书馆办公室门口有‘朴素’的宣示。这样的小细节，也‘意味深长’，予人启迪。”

Lee：“稍微有点遗憾的是，有些图片上传时，没有选择原图上传，被相册自动

压缩了，视觉和体验效果受到一些影响。今后大家上传图片到《镜头下的图书馆

模样》相册时，请尽量选择原图上传。”图谋：“我自身有个体会，身为图书馆

人，并不见得有多了解图书馆，甚至是自己就职的图书馆，也很可能了解的非常

有限。有个这样的‘活动’，可以让自己有意识地多观察，并从中受益。分享的

照片，侧重的是信息含量。作为外观欣赏型的，值得分享；能予人启迪的，亦值

得分享。有的成员可能有误会，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活动，它并不是摄影比赛之

类。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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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多种图情期刊、图

书馆报等在展示图书馆，侧重的风采展示。圕人堂的分享，侧重的是群策群力，

让更多的人关注与参与，增强‘获得感’。”闽农林李*：“同意！必须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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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我浏览群相册的观感是，单单是现有的图书馆照片，涉及多个国家多种

类型多种层次，这些照片是由众多成员分享的、原生态的，切切实实有助于大家

了解图书馆模样的，时下很难得，值得珍惜。圕人堂有‘三宝’：周讯、群文件、

群相册。期待全体成员共同珍惜、共同呵护。”

(2) 群成员昵称串烧

图谋：“biochem：食全食美——圕人堂群成员昵称串烧.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0222.html biochem 老师用群

成员昵称作为‘食材’烹制‘大餐’。”

1.2 招聘信息与资源分享

满儿：“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图书馆馆员招聘 http://url.cn/54WxA0T 。”

Lee：“《数据与信息管理》创刊：http://url.cn/5hD2REj 。”

南航*翔：“高校推图书馆‘阅读护照’， 新生可‘私人订制’：

http://edu.gmw.cn/2017-09/27/content_26350666.htm 。”gaozy：“我觉得

这个活动很好，如果有西南大学图书馆的同行在，可以把详细的操作模式或者说

操作方案，在这里做一个共享。”

道无言：“别以为农民俗多雅少，农村更需要图书馆！

http://mp.weixin.qq.com/s/7jgqxFgWsEs02e4zmIrffA。”

37825775：“中国索引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11 月绍兴召

开 http://url.cn/58kr38A 。”

Sparks：“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成就综述 http://url.cn/5chWmaN。”

胡*杰：“中国首家出版社加入 ORCID 会员 http://url.cn/5FvsL95。”

图谋：“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17 年 10 月 10 日 第 10 版 编辑推荐（注：该版

内容为‘中国阅读周报.2017 年度影响力图书推展.第三季.文学/社科类’）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7-10/10/content_10_1.htm 《图

书馆学短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王启云著/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7 年 9 月版

/58.00 元 该书是一部图书馆学随笔集，内容精选自淮海工学院图书馆副研

究馆员王启云（网名图谋）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科学网发表的博客文章，

分为学海泛舟、图林漫步、闲情偶寄，圕人堂梦想与实践四辑。该书具有一定的

思想性、与业界的发展密切关联，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体现了作者 ‘为图

书馆学情报学谋，为图书情报事业谋’的理念。”

刘*锋：“欢迎 参加 2017 华夏阅读论坛 | 书评馆员培训与全民阅读立法促进研

讨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c2Nzg1OQ==&mid=2652066564&id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0222.html
http://url.cn/54WxA0T
http://url.cn/5hD2REj
http://edu.gmw.cn/2017-09/27/content_26350666.htm
http://mp.weixin.qq.com/s/7jgqxFgWsEs02e4zmIrffA
http://url.cn/5chWmaN
http://url.cn/5FvsL95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7-10/10/content_10_1.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c2Nzg1OQ==&mid=2652066564&idx=1&sn=8fc207c33e44ad900a19080a2ef82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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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n=8fc207c33e44ad900a19080a2ef82c33。”

图情中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http://www.cnctst.cn/sdgb/sdygb/201705/t20170508_371983.html 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

tianart：“知识图谱前沿技术课程（华东师范大学站）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c4ODE0Mw==&mid=2247485853&idx=

2&sn=1df6a0a9b1dab7f51a14ac0bf2fde331。”

朱朱：“第十六届全国计算语言学学术会议暨第五届基于自然标注大数据的自然

语言处理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 年 10 月 13 日-15 日，南京：

http://www.cips-cl.org/static/CCL2017/home.html。”

薪樗：“《图书馆建设》2017 年第 10 期目录 http://url.cn/5CQU4TF。”

Lee：“2016 陕西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fcba36b0102x2zc.html。”

Lee：“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闭馆修缮每人可借 80 本书，学生拖箱排队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351002454161687182786540。”

1.3 日常讨论

（1） 电子图书的下载

月夜：“hathitrust 只能一页页下载，无法下载全书吗？”麦子：“我的理解

是 70%以上的书是不能下载的，除非是在公共分享范围，对美国以外的馆是 1873

年以前，但是如果你有办法通过一个成员馆(大约有 70 多个), 你可以看全文并

下载。”月夜：“中国的图书馆都不是成员馆。国内可以一页页下载，但无法整

本下载。”麦子：“其实这个东西的最大作用是保藏，用的功能较小，因为涉及

版权，我是为了查版本用过几次，没有用过内容。”

（2）图书馆学课程教材

*鹏：“大部分书可以用超星移动图书馆下载。在公共图书馆办理读者证。用证

号及密码登录即可使用。如首都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gaozy：“看一些教

材书啊，我觉得眼光不要盯在武大。尤其是信息检索，这样的一本书。你也不要

管他是武大出版社还是武大老师写的。要看，就要多看看务实的一些内容。”

（3）中小学生阅读‘亚健康’

南航*翔：“重口味没营养带剧毒 学生阅读‘亚健康’

http://edu.gmw.cn/2017-09/26/content_26335305.htm。含有暴力血腥内容且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c2Nzg1OQ==&mid=2652066564&idx=1&sn=8fc207c33e44ad900a19080a2ef82c33
http://www.cnctst.cn/sdgb/sdygb/201705/t20170508_37198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c4ODE0Mw==&mid=2247485853&idx=2&sn=1df6a0a9b1dab7f51a14ac0bf2fde33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c4ODE0Mw==&mid=2247485853&idx=2&sn=1df6a0a9b1dab7f51a14ac0bf2fde331
http://www.cips-cl.org/static/CCL2017/home.html
http://url.cn/5CQU4TF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fcba36b0102x2zc.html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351002454161687182786540
http://edu.gmw.cn/2017-09/26/content_263353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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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较低的恐怖小说在中小学校里的图书馆并不乏踪迹。陈中向中国青年报·中

青在线记者表示，相同类型的书目在他们学校图书馆内尽管不多但也能找到，都

有着类似的特点：触目惊心、惊悚的封面，书名中都带有诸如‘诡异’、‘离奇’、

‘禁忌’或与尸体、鬼怪有联系的字眼。除了学校图书馆，校外图书馆也是中小

学学生常光顾之地。安徽省的初二学生王力经常到所在城市唯一的图书馆看书，

‘一层有儿童区，但是图书馆的其他区域没有年龄阶段的详细分类，任何人都可

以在里头看书。’王力说，自己什么都会看，至于恐怖小说则天天都会看。其实，

不仅是学校的图书管理员，社会上图书馆的管理员、其他行业的工作人员在面对

未成年人时，首先都应该把自己定位为孩子的师长。当孩子要选择图书时，都有

责任去鉴别什么是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

（4）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算不算自建数据库

小洋：“学校要图书馆上报资源量，有个自建数据库的选项，他们说把金盘系统

也算进去。我理解的自建数据库是自建毕业论文一类的，他们说金盘也算数据库

啊，想想也是哦，你能说金盘系统这种不是数据库吗？”二木：“图书馆管理系

统不能算吧。”小洋：“他们反问，这个不算数据库吗？你敢说这个不叫数据库

啊。”apple：“问问金盘系统是什么类型数据库？属于哪种文献类型的？”gaozy：

“OPAC 倒是可以算作文摘数据库。”小洋：“字段类型数据库。”

（5）图书馆网的原理

339950*：“图书馆网的原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66261-1079870.html。”图谋：“该文疑

似为 1980 年代编写的教材之读书笔记。不清楚读的具体是哪一本。”Sunny：“那

本书我们老师之前课堂还推荐过。”

（6）PDF 转 word 软件

天行健：“PDF 转 word 哪个软件好用？”Sparks：“wps 就可以互相转的吧。”

4444：“ABBYY 这个，差不多是业内公认转换效果最好的。”

（7）核心期刊

小洋：“图情专业行业的核心期刊是指北大核心还是南大核心，还是统计源核心？

我们学校岗位聘任要求里有这么一条。”图情牛牍：“核心刊物一般指北大核心

吧，或者是某些行业内部认定的核心期刊。南大的不叫核心，叫 cssci 来源期刊。”

小洋：“什么叫高水平学术论文？”图谋：“实践中，若干机构确实将‘核心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66261-10798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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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细分为若干等级，但大体仍是以刊评文。‘高水平学术论文’也是另有定义

的。”小洋：“是的，需要细则。大家给个建议，高水平论文，以被引次数算可

以吗？或者把北大核心分为三六九等。”biochem：“他引。实际上，各单位对

论文都有具体的要求。”包括对论文的奖励，都有细则的。各单位不一样。”Sparks：

“我们学校把核心分为三类。”图谋：“某高校针对对人文社科类的四个层次，

水平（级别）递减。高水平论文，大概指前 3个层次。”Sparks：“国内以 cssci

来源为基础。一般北核不算。”小洋：“省级核心又算什么，从来没听过。”图

谋：“这方面的认定，没有标准。”Sparks：“省级核心应该是看这个期刊的主

办单位吧。”boson：“单纯看被引次数还不如以刊评文靠谱。毕竟高水平的刊

物是公认的，引用这种东西一旦和利益挂钩，很容易人为操纵。”刘*平：“还

有是一些前沿的东西或特殊领域的东西引用次数少，引用滞后时间很长。”

tianart：“我们学校科研处从北大核心里抽出重要期刊，视为高水平，图情类

只有中图学报、情报学报、大图学报。”boson：“一般是学校不认，但也有认

的，比如北京电影学院。” biochem：“金振奎：科学研究，该以什么为导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66496-1080153.html。”

（8）优秀馆员的特征

4444：“优秀馆员特征其实一条就够了，热爱图书馆事业。后续专业追求、人格

魅力啥的都不是问题了。”黔城图鸦：“您认为如何体现出热爱图书馆事业呢？”

4444：“就是无条件的喜欢。哪怕什么待遇都没有。不为名，不为利，就为能从

事这项伟大事业的，肯定是热爱的。”黔城图鸦：“吃的是精神食粮，消化后的

知识服务，才是优秀馆员么？那热爱图书馆事业为什么对于优秀馆员是重要的？

一般馆员可能也很热爱图书馆事业呀。不为名，不为利，优秀馆员更体现出奉献

的精神，是这么理解的么？”4444：“我说的优秀馆员一定具有这种品质，可没

说普通馆员就不能具备。这条不是优秀馆员独占的。”biochem：“前段时间的

优秀馆员的视频很好啊。”Lazycat：“反过来理解，不热爱图书馆事业成不了

优秀馆员。” 黔城图鸦：“每年的评优争先的考核中，是否真实地评选出了优

秀的馆员了呢？”广州书童：“热爱图书馆事业，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黔城图鸦：“您认为除了热爱图书馆事业外，是否优秀馆员还需要具备其它的特

征？”Lazycat：“那我好像有成为优秀馆员的潜质啊。”黔城图鸦：“你认为

有哪些表现是成为优秀馆中的潜质啊？”图谋：“我来试着简答:懂书，爱书，

护书。”Lazycat：“‘懂书，爱书，护书’，好像简单了点，可以理解为个人

行为。” 黔城图鸦：“仅一个懂书，都不容易。”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66496-10801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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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图书馆讲座服务的外包

脂砚斋：“全国的图书馆在讲座这块儿有没有外包给公司的？”Lazycat：“可

以外包啊。旅游公司都能做。”脂砚斋：“有哪些馆是外包的？”琳妈：“讲座

都外包？”脂砚斋：“馆里只做内容审核之类的，剩下的都外包。有没有先例？”

Lazycat：“整个馆都外包的，讲座是一部分。内容都不审。整个馆外包，本馆

只付钱。”apple：“好多公共馆都这么做了吧。”Lazycat：“有些是。”琳妈：

“什么方面的讲座呢？”脂砚斋：“文化类，学术类。”Lazycat：“那要看招

标文件中规定的主题，或者无主题自选。公共馆文化类的多，地方文化多。”

（10）艺术类的数据库

九院江：“有哪些艺术类的数据库可订购？”xisa：“KUKE 数字音乐图书馆。”

图谋：“华艺数据库。”扣肉：“音乐类的话，你可以直接和 QQ 音乐联系，他

们做包库应该是十几万一年。”小辉：“有个雅昌艺术书城。”脂砚斋：“世界

艺术鉴赏库。”扣肉：“如果你们有钱的话，我不建议买库客。库客的版权太差。

还不如 QQ。从总价格来说，肯定是 QQ 更贵。但是 QQ 的版权更好。库客手里的

版权特别差，都是三流唱片公司。国际上三大唱片公司的版权，都在 QQ 音乐手

里，从流行音乐到古典音乐都有。只有一些边角的唱片公司，版权在库客手里。

国际三大唱片公司，SONY，环球，华纳。库客手里一个都没有。库客手里主要是

naxos 旗下的一些。以及当初唱片公司合并，剩下的 EMI 某些边角版权。”

（11）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青年人才奖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的通知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7-09/01/news_10667.html 。第四届青

年人才奖、‘青年学术之星’和‘青年管理之星’颁奖。青年图书馆工作者和图

书馆学研究者是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学术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为进一步促进青年

图书馆同仁之间的学习交流，凝聚青年智慧、发挥青年才能，让更多优秀的青年

人才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图书馆学会定期举办青年学术论

坛，迄今已举办六届，论坛已成为我国图书馆界最重要的单项综合性学术活动。

2017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将于 10 月 11 日至 14 日在最美基层图书馆——湖北省

武汉图书馆汤湖分馆举办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本届论坛以‘转型与创新：新时

代图书馆员的使命与责任’为主题，探索在图书馆转型发展中青年人才肩负的使

命与责任，共同推进图书馆事业和青年人才队伍的创新发展。中国图书馆学会第

一届青年人才奖：鲍玉来、陈武、程瑾、崔海兰、戈建虎、郭晶、胡海荣、任瑞

羾、王蕾、 魏大威、张娟、张盛强、赵俊玲、赵谞炯、赵亚娟等 15 人荣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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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学会第一届青年人才奖。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青年人才奖：赵艳 中国

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刘魁明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廖先军 装备指挥技术

学院图书馆，王海茹 首都图书馆，郝金敏 国家图书馆，罗翀 国家图书馆，

李恺 首都图书馆，王政 黑龙江省图书馆编辑部，刘秉宇 吉林省图书馆，李

静 山西省图书馆，乔南 武汉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蔡璐 湖南图书馆，魏志

鹏 甘肃省图书馆，高屹 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兰旻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冯现永 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杨慧中 云南省图书馆，陈振英

浙江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魏群义 重庆大学图书馆，孙翌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张金治 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白兴勇 山东省图书馆学刊编辑部，陈蓉

江苏省江阴市图书馆，何雪梅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王丽贤 中科院新疆分院文

献情报中心，袁翀 南京大学 CSSCI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国图书馆学

会第三届青年人才奖：深圳图书馆刘磊、贵州省六盘水师范学院康安娜、衢州市

图书馆 胡建峰、首都图书馆郭炜、兰州大学图书馆牛勇、北京大学图书馆艾春

艳、广西大学图书馆 庞蓓、国家图书馆李华伟、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洪

伟达、中南大学图书馆尹怀琼、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黄颖、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图书馆赵玉玲、国家图书馆郭妮、辽宁省图书馆张青岛市图书馆刘英、第二炮

兵工程大学图书馆、李东旭、上海图书馆 杨佳、成都图书馆王骢、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盛京医院图书馆赵悦阳、重庆图书馆王兆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王

辉、国家图书馆董婧、苏州图书馆江少莉。”

图谋：“Nalsi 是第二届青年人才奖获得者之一。”gaozy：“圕人堂·榜样力

量。这类评选，都是实至名归。”图谋：“圕人堂成员中有数名曾经获过奖，第

四届中应该也会有。‘青年图书馆工作者和图书馆学研究者是图书馆事业建设和

学术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此言不虚。” 印度阿三：“首先应该是青年，其

次是人才，是青年+人才，不是青年人+才。”Oscar：“请问这个青年人才奖是

咋评选的？有什么标准吗?”图谋：“这个可以看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关于申

报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四届青年人才奖的通知: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5/31/news_9065.html，有：中国图

书馆学会青年人才奖评选办法（试行）、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四届青年人才奖评选

工作实施细则。据该通知，第四届拟定 49 名。” 中南民大谢：“必须是中图会

员。”

（12）图书馆对捐赠的处理

图谋：“张建静. 台湾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捐赠情况及其启示[J]. 大学图书馆学

报, 2017, 35(02):39-46. 完善的捐赠制度、丰富的捐赠项目、灵活的回馈方式、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5/31/news_90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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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募捐的意识，给台湾高校图书馆带来了丰富的捐赠来源，为其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持。该文通过调查台湾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捐赠网页，分析了台湾地区高校图

书馆的捐赠网页建设与捐赠工作开展情况，探讨了其对大陆高校图书馆捐赠工作

的启示。大陆高校图书馆可以从７个方面予以借鉴，深化推进捐赠工作：完善与

捐赠相关的规章制度；制定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专项募捐计划；提供形式多样的

捐赠回馈与奖励；实施众筹募捐；深化捐赠揭示；进行全面推广；宣传国家与捐

赠相关的政策。”默默：“自从捐款伤了国人的心之后，捐赠少了，没有啥信任

了，都有自己的目的。”二木：“如果能让捐赠人切实知道捐款被用在什么地方

和效果如何，我想还是很多人愿意捐的。”默默：“一看到捐，大家都会怀疑真

实。”二木：“其实愿意捐款帮助社会的人还是很多的，但在捐款接收和使用上

的不透明和一些贪腐，让人寒了心。”*鹏：“某图书馆说捐的书如果不收藏，

就自行处理了。”默默：“某些图书馆收藏了，放那占用地盘。当废纸转手也有。”

默默：“捐赠单位[应]保证一年一次的回访。”*鹏：“读者不是求图书馆捐书。

对这个图书馆没用的书，说不定对那个图书馆有用。”默默：“不一定哦。现在

的学生都嫌弃旧书。真正科研的旧书都是宝贝，外面还买不到。” Lee：“这要

看学科来说话。”*鹏：“不收藏就退回，这能体现图书馆的素质。”默默：“理

工科的。”图林一猴：“有什么书？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找你买。能否建立一

个让旧书‘活’起来的 APP 平台？”默默：“孔夫子旧书网就不错。旧书大多都

有电子版全文。”二木：“不错。”中原劲草：“旧书是人文学科的好，新书是

理工农医的好，所以看你捐的是哪类。”Lazycat：“捐赠图书这事儿，请看篱

苑图书馆。如果图书馆收到这些书，只能是扔啊，除非是收书的人辨别不了。所

以对捐赠的图书是要有一次挑拣的过程，不是什么都必须收，有些书收了很麻烦，

记得一次有人寄过来的捐赠图书《XX 文存》，看上去还可以，没过几天，公安

的找上门来了，收缴。”小洋：“我们经常会收到佛教徒捐的书。”Lazycat：

“我们对捐赠书的处理是：按照馆藏原则，对捐赠的图书进行筛选，符合的留下，

不符合的跟捐赠者说明，要么你拿走，要么我处理。这些书我们都不会收藏。”

而且这些书好多是非法出版物，连书号都没有。”中原劲草：“现在的很多老干

部退休了，编写了好多垃圾书、诗集，也是到处赠，不收吧打击人家积极性，收

了呢说实话，里面真的的泥沙俱下，所以真的是对赠书要甄别，不能一概而论。”

Lazycat：“这些也还好，主要怕内容上有些不合适。”印度阿三：“我们也是

这个原则。”广州书童：“很对。很赞！能说明问题。”小洋：“有个退休校长

捐了我们 500 册同一种书。”Lazycat：“有的捐赠纯属家里打扫卫生、搬家，

那些不想要的书又找不到物资回收公司，就捐给图书馆。”小洋：“是的，我们

单位领导退休，收拾办公室，就叫图书馆去拉他的书。”Lazycat：“还有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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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文件汇编……”广州书童：“据说中国公共图书馆法可能近期通过。”图谋：

“杨新涯等.高校图书馆图书捐赠服务研究。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5）。”

（13）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论坛主题转型与创新：新时代图书

馆员的使命与责任，时间：10 月 12 日上午，议程：1.嘉宾致辞 2.主旨报告：新

视野·新方向——图书馆事业发展探索报告专家：陈传夫（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

馆学教育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新业态·新模式——图书馆业

务建设研究报告专家：吴建中（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政府参事、上

海图书馆原馆长） 新技术·新课题——图书馆技术创新跟踪报告专家：张晓林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教授）（二）主题沙龙及

专家点评，时间：10 月 12 日下午，议程：第一分会场主题：新视野·新方向—

—图书馆事业发展探索第二分会场主题：新业态·新模式——图书馆业务建设研

究第三分会场主题：新技术·新课题——图书馆技术创新跟踪（三）青年代表专

题报告，时间：10 月 13 日上午。”

薪樗：“这个报告相关的文章。”图谋：“陈传夫,陈一. 图书馆转型及其风险

前瞻[J/OL].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4): 32-50. 摘要：社会信息环境的变

化给图书馆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与新挑战,为了应对新环境,保持图书馆的传统价

值,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图书馆的共同趋势。在图书馆转型实践中广泛存在转

型效率、成本、效益、文化等一系列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被有意无意地忽

略了。本文将图书馆转型风险归纳为投资、运营、技术、政策和价值五个方面。

图书馆转型风险具有普遍性、可预知与可演化等特征,建议通过环境前瞻、优化

治理、业务创新、制度建设等措施迁移与规避图书馆转型过程中的风险,以协同

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薪樗：“理论探索 | 吴建中：从

量的发展到质的提升：研究图书馆的新课题 http://url.cn/5Fy160V 。”

图谋：“10月12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武汉图书馆和武汉市图书馆学会承

办，超星集团支持的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在最美基层图书馆——

武汉图书馆汤湖分馆隆重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转型与创新：新时代图书馆

员的使命与责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中

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吴建中，中国图

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教授张晓林，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

长霍瑞娟，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秘书长，首都图书馆副馆长邓菊英，武汉市文化局

副局长王国华，武汉市文化局公共文化处处长陈菁、副处长罗萍，中国图书馆学

会理事、武汉图书馆馆长李静霞，超星集团副总经理杨庆刚等主办、承办、支持

http://url.cn/5Fy16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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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领导和嘉宾，来自全国图书馆界和相关业界的专家学者，来自国内主要图书

馆学院系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各类图书馆青年代表以及新闻媒体代表300

余人出席论坛。论坛开幕活动由湖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贺定安主持。”

（14）公共馆印象谈

图谋：“我自身逛了一些公共馆，给我的印象是相距悬殊，有的格外冷清。苏州

图书馆 2016 年日均接待读者 2.75 万次，苏州全市 2016 年人口为 1375 万（其中

户籍人口 678.1 万，流动人口 697.6 万）。有的同级别馆（地级市一级馆，常住

人口约为苏州的三分之一），日均接待读者估计不会超过 1000 人次。”清凉桐

影：“有的地市，建的图书馆连个公交站点都没有，离市中心又远，读者太不方

便了，接待人少也是正常的。”广州书童：“苏州图书馆这个数据是包括体系的，

就是说包括了下面几十个分馆。”Lazycat：“不得不建图书馆，建馆又不给好

地段。原来海淀图书馆在海淀黄庄，现在新馆建在了温泉。”Oscar：“图书馆

状态，守成由余，发展困难。每个城市、学校即使再不入流或者身处三、四线都

会有个图书馆。不管是为了装门面还是为了书香社会，总要有个图书馆，哪怕是

和当地的文化馆合体。接触过一个比较有名的高校图书馆副馆长，他说图书馆能

把基本任务做好就已经很不错，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做到守土有责，不要老

想什么创新，不要去添乱。”星星：“图书馆用地肯定要让位于商业用地，市中

心地段都是留给商场写字楼的。”

（15）电子书与评估指标体系

节能：“各位确认一下：电子书纳入评估指标体系到底是真是假？教育部网站我

没找到。”林中小鸟：“http://url.cn/52dEK90。”节能：“这个文件我记得

有人质疑过，可能有假吗？”图谋：“文件本身没有问题。那是针对 2017 年教

育事业统计的，文件是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的。纳入评估指标体系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们是有联系的。高校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密切相关的文件是《普通高等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这个文件尚未正式发布）。可以进一步参考：

闲话高校基本办学条件与文献资源建设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6886.html 。”

（16）未来图书馆员将部分被取代以及不同图书馆的服务定位

广州书童：“我听到[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报告人张教授说]65%

的馆员可以被取代。”牛牛：“被什么取代？这比例怎么来的？”徐徐清风：“馆

员被取代，这就像当年预言的无纸社会一样。”十七岁*：“大概意思就是随着

http://url.cn/52dEK9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68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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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技术和各种平台的发展，我们当前开展的各项工作将被机器取代。而这个比

例大概是上边的数字。”牛牛：“我觉得不会。”三峡医刘*：“可能被取代。

张教授一直强调，按照现在的工作水平。”广州书童：“对。”十七岁*：“辩

证的看没错。”广州书童：“按照现在的编目水平，2020 年编目馆员可以全部

下岗或者转岗。”徐徐清风：“就像快递业，很多工作被自动分拣的机器人取代，

但需要大量送快递的人。图书馆也一样，集中编目使图书馆编目人员大量减少，

但很多个性化，直接面对读者的服务，需要大量的人参与。”三峡医刘*：“也

就是说现在的图书馆各项工作水平，在他看来太 low。”十七岁*：“说实话，

当前全国图书馆一半以上的人工作水平不高，被取代非常正常。能达到他说那个

水平的，谁还 [会] 在图书馆工作？”广州书童：“按照张教授的要求，不知道

全国有没有一个手掌数得过来的图书馆可以做到？”三峡医刘*：“没有把核心

工作放在解决用户或者核心服务对象的问题上。”薪樗：“张教授的要求目前来

看太高。”广州书童：“可能对于公共图书馆而言。”三峡医刘*：“高屋建瓴

的危机意识。”广州书童：“他的要求是不适当或者导向错误的。我们保障的基

本，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广东小肥羊：“图书馆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不

要被人忽悠到不知道东南西北。”三峡医刘*：“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任何一个

图书馆的定位自己要明确。”薪樗：“他也说了，他不了解公共馆。”广州书童：

“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源去花费巨大的资源，满足科学家的个性需求。”薪樗：

“对中科院来说，人才一抓一大把，当然要求也高，而且他受众的需求也高。”

三峡医刘*：“公共图书馆依附政府，高校图书馆依附学校，都要去实现他们的

核心目标是图书馆的基本任务。”广州书童：“这种讲座，对着公共图书馆，还

有公共图书馆领导者——文化局领导讲，是有害的。就给研究性图书馆，或者科

研系统图书馆讲就可以了。感觉所有公共图书馆做的都很 low，随时可能被取代。

内容服务，知识服务都没做或者做不好，已经开始更高级的服务了。”印度阿三：

“高级服务是什么？”广州书童：“数据分析服务，知识图谱之类的。”印度阿

三：“水平低就耍承认。”图谋：“高级任务由尖刀班完成。”Lazycat：“我

反而认为公共馆不会被取代。被取代的反而有可能是专业馆。图书馆外面的专业

能力不比图书馆内差。”十七岁*：“辩证地看，说的没错，可也没那么可怕，

真正用心上进认真努力的人不必畏惧。”广州书童：“宪法 35 条规定政府要举

办图书馆。”薪樗：“我们定位不同，那么高级的，目前大众不需要啊。公共馆

现在得让大家进来利用。”Lazycat：“高校馆可能最容易被取代，只要解决了

资源问题，其他的服务完全可以靠少数‘中心’去完成。现在高校馆多数还是买

买买。经济发达地区来公共馆的读者相对多多了。”薪樗：“实际上变革的不只

是图书馆，还有图书情报的教育。”Lazycat：“图情教育，以后可能就会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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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技术教育，人工智能，最没用的就是图情教育。”十七岁*：“瘦身是必然的，

但也会有一个过程，感觉张教授根本激进派，太有活力了，何止烧火啊，还配着

小鞭子赶呢。”Lazycat：“其实不算激进。去别的行业看看，这些年变化多大

啊。图书馆变化有多大？新词汇是出现不少，有多少实际的提高。变化最大的就

是手工变成机检。其他的不都是借用、买别人的东西？”十七岁*：“理论一方

面，人才培养，人力资源跟上是需要过程的。”Lazycat：“这个过程现在不是

向前的。现在是越来越边缘化。”十七岁*：“真这么大面积铺开，人不够啊，

所以不会被开除的，只是要求提升。”Lazycat：“以前还有老师来图书馆请你

检索个文章啥的，现在有几个老师会依赖图书馆。人家自己就能解决了。”

Lazycat：“开除是不会的，劳动法在那儿呢。但是新岗位并不是增加的。看看

各馆的编制数吧。”鲲鹏展翅：“以前银行取钱要在柜台上，现在基本上 ATM

和手机支付，银行从业职工大幅度转岗[的现状]也许就是图书馆员未来要面临的

职业危机。编目外包。流通服务外包。”十七岁*：“对，如果做不了更高级的

工作，或者说只能固守的话，被淘汰只是早晚的事，和张教授这些论证没关系，

而且各个岗位都一样，不局限于图书馆，古代朝代还要更替呢。”Lazycat：“我

们接收学校其他岗位不好安排的人比想来图书馆的人多。”十七岁*：“各馆应

该差不多，所以有一部分不上进很正常，人类差异性。”Lazycat：“少数馆还

是好的，多数不行。”十七岁*：“真的翻天覆地，图书馆人的地位就该提高了，

其实不是坏事，真的成资深顾问了，谁也离不开你，那是超级大牛大神的感觉。”

（17）阅读推广与学科服务

归去来：“图书馆人要适应形势，做阅读推广比学科服务有前途。”Lazycat：

“阅读推广，在大学就是个笑话。大学生如果不阅读，还叫什么大学生？”广州

书童：“公共图书馆 尤其是少儿服务才是阅读推广的核心重点阵地。”Lazycat：

“公共馆，可以充当校外辅导员的角色。尤其是少儿馆。”biochem：“从娃娃

抓起，从小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Lazycat：“大学生用不着阅读辅导，心理

辅导还差不多。”广州书童：“我赞同你意见。大学搞阅读推广，更多是图书馆

自娱自乐。”米粒 MM：“可能再过若干年，全社会阅读素养普遍提升，阅读推

广也不叫阅读推广了。”小辉：“面向老年人培训学习电脑操作和智能手机操作，

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Oscar：“确实在大学搞阅读推广真的搞笑。”Lazycat：

“中国式的过马路行为。”Sparks：“但好多学校都在搞。每个高校图书馆能把

学科服务搞得有声有色就很好了。”Lazycat：“能有 10%的高校馆做好学科服

务吗。就像我们馆的学科馆员，纯是个名儿，干什么了？能干什么？”印度阿三：

“做好基本功先。”Sparks：“一般的高校学科馆员也只是个名头。”Oscar：



圕人堂周讯（总第 177期 201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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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

“阅读推广从小孩做起。到了 18 岁，思维、行为都已基本定型，搞啥阅读推广。

学科服务在很多高校跟风而上，更多还是院系联络人，你让馆员搞学科服务，自

己都搞不明白，搞也是跟院系添乱。中国有几个北大、清华，北大清华的学科服

务搞了这么久，不也是瓶颈。”Sparks：“其实好多所谓的学科馆员都不知道自

己该做什么。其实学科服务要做得好，确实存在很大难度。毕竟有的专业领域，

我们这样的层次是无法理解的。想做好服务更是难上加难。估计打打杂还行。”

Lazycat：“所以人家还不如自己去查数据库。”星星：“国外图书馆员基本能

做到。”Lazycat：“高校学生更应该开阔眼界，多买些书，多些不同流派，至

少对本科教育来说是好的。国外馆员也是指那少数几个馆吧。比例比我们高一点。

图书馆馆员构成越来越不容易干事情。” 哈哈熊：“没有听说过什么到成人，

阅读行为就固定了的研究。”Lazycat：“好像也不能说是固定了吧。”哈哈熊：

“图书馆服务本来就是信息济贫服务，对于 985 类的大学，阅读推广当然不用

搞。”南航*翔：“我们的现状是，有的馆员复杂技术性工作让学生做，自己做

简单重复性工作。馆员底子差，又不愿意学习，就这样了。”Lazycat：“我们

学生基本不做。只给他们做一点简单重复的工作。但是读书活动基本上是由学生

社团来搞，图书馆给点帮助。就当他们做社会实践吧。”

（18）图书馆邀请名家做讲座

夏夜星：“图书馆邀请名家做讲座，除了和纸质发行商联系，还有什么途径可以

免费请到的呀？”riff：“想免费就得有人出钱。书商或者数据商吧。”夏夜星：

“也是的。以前曾经买一个视频资源，他们每年都有送讲座。停购了之后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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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图书馆学会历届青年人才奖名单

2017-10-13 12:34

图谋按 ：本信息依据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http://www.lsc.org.cn）公示信息稍

事整理。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青年人才奖（15名）： 鲍玉来、陈武、程瑾、

崔海兰、戈建虎、郭晶、胡海荣、任瑞羾、王蕾、 魏大威、张娟、张盛强、赵

俊玲、赵谞炯、赵亚娟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青年人才奖（26名） 赵艳 ...

个人分类:圕人堂|11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赠书小记

2017-10-12 20:5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0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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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8061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8061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8061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8061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8061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0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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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1日，我将自己近年出版的书捐了一套给所在地的市图书馆，过程简略记

述。 妻子给小孩办了市图书馆家庭读书证，每个证可以借 3本书（主要借绘本

书），使用频率较高。10月 6日由我领小孩到市图书馆看书，安顿好之后，我

抽空到图书馆其它区域参观。我在高校馆工作，去市图书馆挺少的。参 ...

个人分类:圕人堂|16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biochem：食全食美——圕人堂群成员昵称串烧

2017-10-11 19:39

食全食美——圕人堂群成员昵称串烧 主厨：biochem 2017-10-11 圕人堂 人才济

济，其中 吃货（和美食家） 还真 不少 很多人 喜好吃 肉 ，尤其是猪肉，如 ：

贫尼爱吃肉 扣肉 四喜丸子 有的喜好吃 猫 肉，尤其是广东人，品种还不少，

如 ： 我是小猫小猫 Lazycat ...

个人分类:圕人堂|24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地方文献工作的思考

2017-10-10 17:33

“地方文献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社会现状等方面的真

实反映，具有历史传承的功能与价值”，上述表述达成了较为广泛地共识。地方

文献建设，理应是各级各类图书馆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高校 H为一所省属地

方本科院校,且是其所在地级市的唯一一所本科院校。然而，该校 ...

个人分类:圕人堂|16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等闲识得专家面？

2017-10-9 11:30

“图谋，为图书馆学情报学谋，为图书情报事业谋。”，或许是因为打着“图谋”的
旗号在图林江湖行走有些年头，有友人对我说：“我看你简直是图情百科全书”。
我说不是“全书”，“全输”还差不多。后来想想“全输”貌似有歧义，输有输赢，还

有输送。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样样疏松样样输掉了，那就采用“图情百 ...

个人分类:圕人堂|22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7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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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02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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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7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将于 10 月 11 日至 14 日在最美基层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汤湖分馆举办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论坛以“转型与创新：新

时代图书馆员的使命与责任”为主题，探索在图书馆转型发展中青年人才肩负的

使命与责任，共同推进图书馆事业和青年人才队伍的创新发展。圕人堂本周予以

重点关注，多名成员参会并分享相关信息。

（2）本周群成员分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作品多部，见群文件。

（3）2017 年 10 月 13 日 14:00，群成员达 1938 人（活跃成员 624 人，占 32.2%），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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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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