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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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建设教科书翻译讨论组的建立以及联系出版社的问题。飏：“我想建

一个资源建设教科书翻译的讨论组。”飏：“有谁愿意加入的。”笨笨 99：“太渺

茫了。”平平：“英语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行啊。”飏：“只要对这个议题感兴趣。”

飏：“不一定要加入翻译。”飏：“校对或者提出建议或者提供出版社资源都欢迎

加入讨论组。”图谋：“飏可能需要做进一步工作。”飏：“如果您是一线从事资源

建设的馆员老师。”飏：“也欢迎加入。”飏：“恩，只要我能担负的起没问题。”

Nalsi：“加我。”飏：“加了。”图谋：“把你的设想告诉大家，以便作选择。”飏：

“写在哪里？”图谋：“群里就可以。”平平：“同意图谋的话，你告诉我们你要

做什么，我才能判断对你有帮助否。”飏：“大家好，我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的一名普通博士二年级学生，之前在南开图情专业完成了我本硕的学习，之前跟

导师跑过很多图书馆也跟各个老师接触过，对比国外的专业教育，深感国内专业

指导的缺乏，故想做些什么。”飏：“目前有机会做有资源建设教学经验二十余年

老师的助教。”广东小肥羊：“建立吧，我有兴趣加入。”飏：“她人非常热心，而

且又是美国几本重要资源建设教科书的编委会成员，她非常支持我向中国引进教

科书的想法，并且表示会帮助我联系美国这边的相关出版社。”广州书童：“挺好

的一项工作。”图谋：“感兴趣的加入吧。”克莱蒙：“如果有这样一个群，希望也

能加我一个。”飏：“所以我现在需要的资源包括：有引进教科书兴趣和经验的国

内出版社，投身于翻译的译者和校对人员，对阅读教科书或者资源建设的一线工

作者，以及其他感兴趣的人。”图谋：“呵呵，我帮飏拉人。”飏：“我本人没有引

进教材或翻译的经验，所以需要依托各位的帮助。”飏：“我目前的想法是依托于

本群的影响建立讨论组。”飏：“然后好的进展与群友分享并且反映在周报当中。”

图谋：“圕人堂支持这样的探索。”图谋：“以前有成员提议建兴趣小组，讨论组

就是一种形式。”飏：“除了讨论引进教材事宜。”飏：“我还会与讨论组成员分享

我老师的课程教案和 ppt。”图谋：“创建人即为召集人，组织有关讨论。”胡里山

旁一糊图：“挺有意义的一件事。”飏：“会涉及到各个馆类型资源建设的操作方

法和相关议题或者资源。”飏：“所以我恳请各位能支持我把有意义的事情做起

来。”飏：“目前最亟需的是国内愿意承接的出版社。”飏：“欢迎各位资源建设的

一线老师加盟我们讨论组。”平平：“只要内容好，我相信出版社不是问题。”飏：

“但是需要各位帮我宣传拉线。”图谋：“事情得先做出个模样来，这样联系出版

社比较好联系。”飏：“我本人并没有出版社的人脉资源。”图谋：“否则出版社方

面也无法做出价值判断。”胡里山旁一糊图：“就是愿意接受引进教材的翻译出版

的出版社是吧？”飏：“我不明白需要做成什么样子。”飏：“最好是有影响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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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引进教材经验的出版社。”飏：“如果这个出版社与图情界有联系那自然是更

好。”图谋：“首先得解决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飏：“这些细节我不太明白，也

需要力量加入。”飏：“各出各力，把事情做起来。”图谋：“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先大致选定目标。可以通过讨论，从可以获得授权的图书优选。重点考虑其价值、

包括学术价值、实践推广价值及潜在的市场价值。”飏：“这个价值判断谁来定。”

飏：“我需要有有意向的出版社老师加入。”平平：“你还是先确定能做出个什么

东西，再去找出版社。”图谋：“然后将目录、版权信息等一并提供给出版社，与

出版社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沟通。”飏：“不明白什么叫做出什么东西。”平平：“我

也同意图谋的说法。”图谋：“你目前尚缺乏一个清晰的思路去与出版社方面打交

道。”图谋：“出版社方面有出版社方面的考量。”飏：“我的理解是现在需要知道

哪些书是么。”平平：“我 09 年的时候帮朋友联系过一个出版社，还算个可以的

出版社。”飏：“那也不妨碍有意向的出版社老师加入讨论组讨论呀。”图谋：“目

前的状态，对人家缺乏吸引力。”平平：“你一定要先有个东西，然后拿去说服人

家。”飏：“需要什么状态呢。”平平：“要是你有经费支持，那么一切没问题，拿

着钱去找人家就行。”飏：“先有个什么样的东西呢。”飏：“书单？”平平：“不

过有些出版社也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飏：“没有经费啊。”平平：“图谋刚才说

了，目录。”飏：“欢迎更多可以助力或者感兴趣的老师加入讨论组。”"飏：“点

击链接加入讨论组""资源建设的教材引进讨论"飏：“欢迎自己加以及拉人。”图

谋：“实际做资源建设工作的老师，可以考虑加入。”飏：“必须加入啊哈哈。”飏：

“我妥妥的会各种分享我能在这边抢到的资源。” 麦子：“出版社不难，翻译我

也可以。”麦子：“只要落实了这里的版权问题。” 图谋：“要争取到不花钱出版

社愿意出版，甚至还支付稿酬，要做到这点的难度就比较大。” 麦子：“这没问

题。” 图谋：“个人还是比较担心。” 图谋：“因为教材的读者对象通常比较窄，

加上该主题比较小众。” 麦子：“我倒是有经验，主要还是关系。” 

（2）关于在圕人堂建设各类讨论组的倡议。图谋：“飏建立的‘资源建设的教材

引进讨论’小组，是个较为专业的讨论组，成员还可以建其它类型的讨论组，比

如阅读、旅游等等。”  

（3）美国一座公共图书馆管理层人员挪用公款事件。Nalsi：“今天看到 Library 

Journal 上的报道 http://t.cn/RhMAXEk （新浪微博短链接），说 Chattanooga Public 

Library（这是美国一座明星公共图书馆）的副馆长和另外两位管理层涉嫌在工作

中挪用公款被停职。我很有兴趣的原因是当事人之一是我们学校的校友，也是美

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图书馆员——虽然因为这件事，她也颇受我认识的人的非

议。” 

（4）关于图书馆的静音地板和静音书车的讨论。平平：“你们图书馆用静音地板

http://t.cn/RhMAX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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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素问：“我们图书馆没有静音地板。就是普通瓷砖。”平平：“医院那种静音

地胶也可以吧，还记得病房那种蓝色的地胶吗。幼儿园的也是，还有舞蹈室。”

素问：“地胶会不会有污染？那种材料好重味道。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东西。”平平：“就是医院病房那种。”素问：“是不是造价很高啊？普通地板只要

不穿尖高跟鞋，声音也不大。”平平：“70 多一平米，书车推起来声音也很大啊。”

素问：“就我周围的环境来说，我觉得人声更加烦躁一些。”平平：“我还见过那

种 PVC 静音地板，像地板砖那种硬硬的，真的是静音啊，180 一平米。”素问：

“现在有静音书车，轮子质量相对较好。”平平：“是，软胶的轮子。”素问：“造

价高，书库那么大，不划算。”平平：“有些单位就是那么不差钱。”素问：“静音

地板上推破轮子车，是不是声音也会很大呢？”平平：“不大，我试过那种 180

的地板，穿个高跟响底鞋都不响。”素问：“我们原来有一些老书车，推起来嘎吱

嘎吱地，拖拉机一样。”平平：“那些书只要多放点书就不响了。”Nalsi：“车轴

上擦油？”素问：“多放点书就推不动了。”平平：“最好满满的压上一车书，点

声音都没有。”平平：“使劲推啊。”素问：“排架的时候，书一般是摆放的，不能

放那么多。”素问：“而且，放多了书，书车就走 S 型。还是轮子质量问题。”平

平：“对，走 S 型，两个人推，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平平：“书

车不止拿来排架。” 克莱蒙：“关于静音地板，我们学校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用

的是地毯，质量很高，有一部分铺地毯的经费是以前的校友捐赠的。英国室内一

般都用地毯，然后清洁的话就用吸尘器。我在英国住的 house 室内除了厨房和厕

所以外，都铺有地毯。” 素问：“地毯上推书车推得动吗？是不是会很吃力呢？”

克莱蒙：“推得动阿。我刚才真的推了一下。不吃力。”素问：“这种地毯我还没

有看到过，国内建筑物内好像用地板多。” 克莱蒙：“嗯。国内外的风格不一样。

英国室内以地毯为主。” 图谋：“地毯应用，国内南京师范大学敬文图书馆新建

好时有大量采用，不知到目前是否仍在用。”Nalsi：“美国比国内喜欢用地毯的

多，看起来英国也是这样。我们学校除了图书馆之外，很多教学楼里面也都是地

毯。”图谋：“南京师大当时听介绍，地毯为意大利进口的。2000 年左右，那样

大量采用地毯，国内可能是首家，当前怎样我不了解。”满哥：“我们翔安校区新

馆用的地毯。”素问：“不用地毯，可能跟国情有关。我就亲眼见过几次随地吐 T

到地毯上面的。随地乱扔垃圾，各种碎屑，不好搞卫生。”娜娜的星空：“还有用

小刀割地毯，把颜料墨水在地毯上画一会儿。”满哥：“其实南方用地毯问题很多，

打理难度大。读者素质也是个问题。”娜娜的星空：“南方潮湿吧，地毯怎么办啊。”

满哥：“我们去年去香港看，发现新建的馆都是用 pvc 的。”Nalsi：“和在哪没关

系吧，哪用都会有问题的，就看怎么处理了。之前我们系里面闹 bed bug（是美

国非常恐怖的一种害虫），因为有地毯，所以传播的特别快。”满哥：“硬质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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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走书车倒是问题不大，不过装多了还是费劲点。”满哥：“南方潮湿，更容易长

虫。我们目前是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城市天空：“中国空气不好，灰大，地毯

上看的明显，需要一天吸尘器吸几次。” 娜娜的星空：“如果下雨天脚底有泥在

地毯上面有脚印也没关系么 国外的。”Nalsi：“如果下雨天脚底有泥在地毯上面

有脚印也没关系么 国外的如果是下雨，门口一般都有垫子。其次公共场合用的

地毯一般都是深色的。”平平：“现在新馆都是 PVC 了,板或者地胶。造价高哦，

板的话一平米 200 元，胶的话 70 多吧。”娜娜的星空：“谢谢，在国内版和地胶

容易打扫。”平平：“地胶就是医院那种，踩上去软软的。”  

（5）图书馆采编部的英文门牌写法。 annl：“请教一下，采编部的门牌上英文

怎么写？”Nalsi：“Department of Cataloging and Acquisition，不顾也有可能很多

的变体。”麦子：“的确有很多变体。”麦子：“首先，一般 acquisitions 是用复数，

而不是单数。” Nalsi：“哈哈，谢谢纠正。真没注意这件事。”麦子：“另外，一

般表达是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 Department。”麦子：“其他还有一些说法。”

麦子：“如果这两样东西放在一个部门用 Tech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更贴切。”

麦子：“如果要更新潮一些。编目就是。Cataloging and Metadata Services 

Department。”麦子：“国内的部门翻译，五花八门，而且很少有翻对的，要么味

道不对。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中文一样，基本都是错的。克莱蒙：“昨天在谢菲

尔德大学图书馆看到一个办公室的门上写的是 metadata and eTechnology XXX。

最后一个单词不确定，好像是 services 或者是 department，是一个很小的门。和

麦子老师最后给的 Cataloging and Metadata Services Department 说法有点相近，

不过这两个部门工作内容可能不同。” 

（6）2014 年的 EI 期刊目录。图谋：“2014 年 EI 期刊目录可以下载了，网址

为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database-overvie

wEi 期刊目录及简介已上传至群文件。”wjew：“已经下载，谢谢图谋。”图谋：

“EI 叙词表第 6 版未能下载成功，不知何故。”图谋：“如果有能下载的成员，

希望帮下载下来放到群文件。估计对部分成员有参考价值。” 

（7）关于情报学的‘三原法’：原典意识、原著原文、原始数据。图谋：“武夷

山.情报学的‘三原法’（武夷山博客）http://t.cn/RhIkGHk （新浪微博短链接）

情报学的‘三原法’：原典意识、原著原文、原始数据。（情报学报 2014 年第 5

期）。”图谋：“原典，指任何学科中原始的、具有权威性的经典著作或经典论文。

如没有对原典的深入细致的研读与诠释，则很难把握本学科的精髓，很难基于原

典进行再创造。原始数据，指在进行科学研究时针对特定问题所采集的数据，既

包括科学试验所获得的数据，也包括通过社会调查等方法获取的资料。一般说，

原始数据是创新发现与现象解释的基础。原理的把握与质疑、原典的研读与诠释、

http://t.cn/RhIk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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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的获取与分析构成了三原法。如果没有这三原，就没有原始性创新。如

果没有三原色，就没有电视荧幕上五彩纷呈的画面；没有三原法，就没有学术舞

台上动人心魄的演出。” 

（8）阅读推广/疗法专家王波老师加入圕人堂群。图谋：“阅读推广专家王波老

师挑了个大日子入群。”图谋：“王老师近期的《图书馆报》连载‘读书读出好心

情’系列，9 月 5 日为第 12 期（篇）。感兴趣的成员可以直接浏览《图书馆报》

电 子 版 。 世 上 本 没 有 健 全 者  — ‘ 读 书 读 出 好 心 情 ’（ 12 ）

http://m.xhsmb.com/20140905/news_14_1.htm。” 

（9）关于涂子沛《大数据》的讨论。平平：“那本大数据的书你看完没。”图谋：

“只能算是浏览过。”平平：“我看到中篇，感觉没他们说得那么神，科普一下就

行。”图谋：“我浏览之余是毫不犹豫买了《数据之巅》。”图谋：“每个人的感受

不一样。”图谋：“我与涂子沛似乎有更多的‘共鸣’。”平平：“可能以前看过联

机分析，数据挖掘一类的书，我的感觉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吗？”图谋：“比如

他敬重黄仁宇先生，我也敬重。”平平：“你说的是这个啊。”图谋：“那是一本有

深度的书。真正要读懂不容易。”平平：“我就是感慨美国政府的管理真先进。”

图谋：“其实涂子沛那本书说的不仅仅是大数据。里边确实有很多哲理。”平平：

“然后想起我们国家什么统计局、什么研究中心一类做出的结论，比如公务员是

工资最低的。”图谋：“包括他给我们带来美国的信息，这点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也是这本书为什么如此‘火’的原因之一。”平平：“他解释的数据、信息、知识

简单明了。我读书的时候花了很多功夫才明白这三者区别。”图谋：“关于大数据

的书已经不少了，向那本那样受人待见的书真不多见。”平平：“他懂的东西很多，

又能深入浅出。”图谋：“有内涵。”平平：“恩，我们单位领导推荐的是 8、大数

据时代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wjew：“大数据时代，这本书也很好读的，。”

图谋：“作为我自己，我很容易将他与熊培云联系起来。”wjew：“数据之巅，还

没读，但涂的另一本很早就读过。”平平：“通俗易懂。”图谋：“他们于我是同龄

人。还是老乡。” 

（10）关于阅读行为的讨论，包括对“读过”“读懂”的理解。图谋：“刚才是在

读吴建中先生的《转型与超越》。”平平：“哦，我去豆瓣上看看人家如何说。现

在书店的书都封起来，不能试读。”图谋：“我在检讨自己的阅读，好些书貌似读

过，其实真的根本就不能算读过。”图谋：“‘读过’应该有个标准，那就是真的

读懂了。”平平：“能有那么几段话说到心里去，能让自己豁然开朗，感觉：哦，

原来是这样，就行啦。”平平：“读懂太难，不信你过段时间再读一次，又有新发

现呢。”  

（11）雪城大学信息学院教授 R. David Lankas 的博客。图谋：“Virtual Dave…

http://m.xhsmb.com/20140905/news_14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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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Blog http://quartz.syr.edu/blog/ R. David Lankes is Professor and Dean's 

Scholar of New Librarianship and Director of the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Syracuse at 

Syracuse University's 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Lankes has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to create active research project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Past projects include the ERIC Clearinghouse on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the Gateway to Education Materials,  AskERIC and the Virtual 

Reference Desk. Lankes' more recent work involves how participatory concepts can 

reshape libraries and credibility. This work expands his ongoing work to understand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 expertise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 David Lankes 的博客内

容丰富，包括大量课件、视频等资料，亦包括这本图书的电子版免费下载：Lankes, 

R. David (2012). Demanding Better Libraries For Today’s Complex World. Jamesville, 

NY: Riland Publishing.”"（注：《Demanding Better Libraries For Today’s Complex 

World》的 pdf 已上传至群文件。） 

（12）关于美国和我国人口统计数据采集和利用的讨论。麦子：“人口统计资料

的翔实对经济的的发展实在太重要，第一次是 1790，每十年一次。另外还有一

个统计，更翔实。以此开发了大量的数据库，大部分是私人公司利用人口统计开

发的，可以很容易找到很小范围内（几千人）的收入，性别，年纪，宗教，收入，

很多很多信息，这对市场调查投票趋势等很多活动有用，现在最热门的 GIS，就

是围绕这个的，而且是图书馆里咨询比较多的。你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看看这

里住的是哪种样子的人。”Nalsi：“是，我们之前一门图书馆规划课上用 PRISM

做的前期的调查：http://www.claritas.com/MyBestSegments/Default.jsp?ID=20 （有

墙）。能够查到美国每一个邮政编码下面基本的人口状况。比如人口数量、平均

年龄、收入的中位数、以及这个系统里面对人群的分类。”麦子：“我是特别没说

邮编，因为比中国的邮编下的人数，感觉少很多。”Nalsi：“是啊，在美国几万

人就算多的了，几千人也是常有的事情。”麦子：“我做过一个叫 u.s. Community 

survey 的，内容比普查可是细太多了。”Nalsi：“http://www.census.gov/acs/www/，

这个么？”麦子：“这也是人口统计局的，而且你不填，他几周给你寄个大包，

话越来越重。”图谋：“国内的很多调查根本做不起来。”图谋：“人口普查、经济

普查之类，我好像是都被人代表了。”Nalsi：“我知道上次人口普查的人找到我

家了是没错。”Nalsi：“中国的人口普查哈。”麦子：“是这个，但是抽样的。”图

谋：“an ongoing survey 。”麦子：“美国的政府文件我们以前是一个专门的部，

有 5，6 人，现在都是网上了，但还有部分，所以，这几天在讨论如何并到我下

面来。”"麦子：“是 on going, 每年调查 300 万家，但每月 25 万家，持续的。”"

图谋：“全美范围抽样？”麦子：“是。那个问卷是一本东西。内容细得令人不舒

http://quartz.syr.edu/blog/
http://www.claritas.com/MyBestSegments/Default.jsp?I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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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图谋：“All this detail is combined into statistics that are used to help decide 

everything from school lunch programs to new hospitals.”图谋：“有效问卷比率高

么？”图谋：“国内的决策通常是一把手拍脑袋决定。”图谋：“包括图书馆买书

或买数据库，也是个别人拍脑袋的结果。”麦子：“我的估计很高，他寄的频率让

你不敢忽视，而且，如果还是不理，有人会上门。”图谋：“说是为读者服务或为

用户服务（图书馆利益相关者服务），实践中基本无视。”麦子：“我上次抽到，

大约寄了 4，5 次，我后来还是填了。估计也没有下次了。”图谋：“随机抽样就

不好说了。”麦子：“中国的问题是没有长远性。”图谋：“看他怎么个随机法。”

麦子：“我觉得不是随机的随机。”图谋：“国内马上又开始玩十三五规划，大大

小小单位 5 年玩一次。实际还真是规划皆鬼话，提交完就完成任务。”麦子：“图

书馆内的统计更是每年的，而且有固定的采集人，这样数据比较一致。”麦子：

“我觉得中国还是管理的水平落后。”图谋：“是呀。”麦子：“但我这只是图书馆。”

图谋：“我们的统计工作是临时凑凑数。”麦子：“美国往往是把一群很一般的人，

训练成精密机器的一部分。”图谋：“倒也是经常要报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图

谋：“比如已经在进行中的本科教学水平教育部审核评估，也要填报若干数据。”

图谋：“应付种种‘检查’，‘凑’数据，甚至‘造’数据成了公开的秘密。”麦子：

“我们懂的。”图谋：“比较郁闷的是，有时严肃认真的做同样会被认为瞎填，直

接无视。”麦子：“这统计资料我们往往有一个人汇总，但参与的人很多，所以不

是太麻烦。” 

（13）美国堪萨斯州艾伦县公共图书馆的创客空间。 Nalsi：“今天去了我们市

的图书馆，Allan County Public Library，参观了里面最近新开的 makerspace。”图

谋：“哦，Nalsi 有空分享分享。”图谋：“这个 makespace 是否也提供了 3D 打印？” 

Nalsi：“是的，有 3D 打印机，但是也有别的设备（比如视频转换），图书馆也在

考虑购买更多的设备。用的人很多，收费也很公道。” 

（14）关于吴建中馆长的著作。图谋：“图书馆未来：一书在手，脉动回来——

评 《 转 型 与 超 越 ： 无 所 不 在 的 图 书

馆》.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5965.html 这篇文字，今天进一步修订

了，供感兴趣的成员参考。”图谋：“另荐一则图书信息：《图书馆的价值 吴建中

学术演讲录》 作者:吴建中编著 页数:228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 出版日期:2014.08  丛书名:中国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  简介:本书系《中国

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之一，书稿由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的 25 篇图书馆学演

讲稿和 11 幅照片组成，时间跨度为 1996 年至 2013 年 11 月。哲学学术演讲即是

作者对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再思考的过程和成果，也是图书馆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发展历程的预言和见证。 ISBN:978-7-5439-6322-1  。”peade：“我看了几本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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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的书，现在是他的脑残粉了，强烈推荐他的书。”  

（15）关于建立全国图书馆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倡议以及《中国图书馆年鉴 2013》

的讨论。飏：“以前我一直想有机会要让中图学会做一个全国图书馆的地理信息

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年鉴。这将对图书馆学研究者跟图书馆实践者都是好事。地

理信息系统？分布？可以具体了解各地图书馆的馆藏特点和分布情况。想象一个

中国地图，、每个省份会出现各个主要图书馆的标签。点击对应图书馆标签会出

来该图书馆的简单介绍以及网站链接。”茶男：“哦。”飏：“点击省份中的各个城

市会出现这个城市的图书馆。”茶男：“公共图书馆基本上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

的。”飏：“这样对于中国图书馆的分布就清楚了。”茶男：“超出行政区划的公共

图书馆不多。”飏：“依托行政区划设计公共图书馆的地图。另外专业图书馆跟大

学图书馆也该有自己的地图。未来中小学图书馆能真正发挥它价值的时候也该有

自己的分布地图。”平平：“我们这边中小学馆发展很落后。”图谋：“有年鉴电子

版？”茶男：“31 个省有 35 个省级馆，15 个副省级城市有 21 个馆，318 个地市

有 336 个馆，364 个县级市有 367 个馆，2492 个县有 2534 个馆。” 飏：“实际上

就是做一个中国图书馆的 metadata 和 knowledge map。如果群里面有做地理信息

系统的童鞋可以考虑拿这个申请项目做一做。没准中图学会会感兴趣。作为研究

本体、元数据跟知识共享的专业。都没有开发出图书馆这个最基本实体的各个内

容，太不应该了。”茶男：“刚做了一下统计分析，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水平可以

看出一个省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大体概况。比方说山西，虽然都觉得挺有钱，但

公共馆的发展水平比甘肃河北还要差。”平平：“前几天开会，我们县城图书馆馆

长说，一天有一千多人入馆，我好惊讶，我们县城才 8 万人啊。”茶男：“比方说

重庆，虽然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有底子。沿海省份里边，

公共馆最少的是海南。”飏：“这个分布如果可以显示在地图上面，就一目了然了

有木有。”茶男：“恩。还可以用等级的形式体现。除了直辖市之外，公共馆发展

最好的是江苏浙江山东。广东虽然经济条件好，但是文化重视程度明显不如山东。

内陆省份里边发展最好的是江西。”茶男：“其次是湖北、湖南。” Nalsi：“之前

有人用 Google 地图做过北京社区图书馆的地图，虽然数据没有很全，但是也有

很多了。”图谋：“《中国图书馆年鉴》数字目录、索引 http://t.cn/RhInVRD （新

浪微博短链接）。”图谋：“把这个信息补一下，也许‘广饶图书馆’提供的电子

版更有价值。”图谋：“给‘广饶图书馆’提个建议，昵称最好别与机构重名，个

人一般不宜‘代表’机构。”（注：《中国图书馆年鉴 2013》一书扫描版已上传至

群文件。） 

（16）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剧本《小苹果爱上图书馆》征求意见，以及相关

建议。清凉世界：“我馆正准备拍摄图书馆版小苹果视频舞。” 清凉世界：“剧本

http://t.cn/RhInV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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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写好，哪位朋友对编剧方面有特长，我可以把剧本传给您，帮忙提提修改意见

和建议。鲁图小卒：“感觉图书馆就该是这种轻松的氛围。” 图谋：“期待清凉世

界的‘小苹果’早日成熟。” 图谋：“回头在群里也通知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直接分享。”梦断鹰城：“这种氛围不错。”清凉世界：“图谋兄，直接分享不太成

熟的版本好不好。”图谋：“这个由您自行决定。”图谋：“呵呵。”图谋：“还提点

个人建议：歌词待有机会进一步拓展升级，全国乃至全球‘通用’。”清凉世界：

“传群里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看看，欢迎提宝贵意见。谢谢。”清凉世界：

“现在写的是高效版的。”清凉世界：“高校图书馆。”图谋：“张怀涛老师的《光

荣的图书馆员》似乎通用性还是差一点。” 华农李·鹏云：“这个，能发微博微

信么？写的歌词太不错了。”图谋：“老有才了。”华农李·鹏云：“清凉世界，能

发么。”清凉世界：“可以。”图谋：“贵州市图书馆任瑞羾，也创作了好些歌词，

比如：《向前奔跑》任瑞羾词 勇先曲 何炅演唱 。”图谋：“奥运励志歌曲。”清

凉世界：“谢谢提供。”图谋：“浏览了一下征求意见稿。很好的图书馆营销创意，

期待结硕果。”清凉世界：“我们自拍自演的，应该不会太好，专业人士不多。”

华农李·鹏云：“期待视频。书刊兄弟，挺逗。”图谋：“我浏览到一处瑕疵：第

3 页，最后一行。”茹玉：“书刊兄妹。”图谋：“（1）‘扔’博士帽场景；（2）‘字

牌子’建议去掉‘子’。”图谋：“甚至个人建议：将‘依依难舍’用‘恋恋不舍’

代替。似乎‘恋恋不舍’更有情、也更有趣。供参考。”图谋：“按照设计要做四

字字牌，‘恋恋不舍’比‘依依难舍’的观感，可能会好一点。”清凉世界：“谢

谢，我再琢磨琢磨。”图谋：“学生，尤其是大四学生，或许会有更多共鸣。”图

谋：“你让群成员提意见很好，但贵馆馆员及贵校学生的意见更有参考价值，尽

可能地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作品会更有生命力。”清凉世界：“好主意，谢谢建议。” 

图谋：“还有友情提醒一下：群成员来源广泛，发表针对性较强意见时，方式需

要适当注意。”（注：小苹果之爱上图书馆(剧本)（初稿征求意见版）.docx 已上

传至群文件。） 

（17）Web of science 在线大讲堂‘图书馆员与情报分析人员专场’课程信息。

图谋：“Web of science 在线大讲堂‘图书馆员与情报分析人员专场’课程安排：

2014 年 10 月—11 月，每周四下午 15:00-16:00 专题纵览专利信息，深化自主创

新 15:00-16:00 http://t.cn/RhIm6MV（新浪微博短链接）数据挖掘与情报分析助

力高校学科服务与建设。” 

（18）征求对国外数字出版商采访的话题的意见。图书商报任志茜：“我想请教

作外文采编的同仁几个问题。我在做‘第五届全国文献采访工作研讨会’特刊，

国图和中图办的那个，我们做媒体支持，今年的主题是‘数字出版对文献资源建

设的影响’，我负责的采访对象是国外出版商，但我觉得他们基本在图书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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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有话语权的，你们要是对他们感兴趣，会对什么感兴趣呢。我觉得图书馆领

域的国外数字产品，是卖方市场，人家学术牛嘛，图书馆界同仁对他们感兴趣的

话，想要了解什么方面的？” 

（19）关于图书馆验收图书的流水号的讨论。素问：“请教一下，现在还有图书

馆验收图书的时候，给每本图书一个流水号吗（除了条码号以外）？”革命老黄

牛：“我们的流水号是和条码号相同的。”雨路：“我们图书馆也是以条码号作为

登录号。”平平：“我们还给，这个是资产号。”素问：“我们现在条码号虽然有一

定的顺序，但是不会刻意去按条码号顺序贴在书上。同时来了几批书，可能随意

拿一叠条码纸去贴。从条码号上看不出大致什么年月购置的。我也觉得这个流水

号比较好查账。” 

（20）关于国内期刊的影响因子参考源的选择。刘方*：“请教一个问题：国内期

刊的影响因子，一般看哪一家比较好些，连续性比较全一些？” 图谋：“中文期

刊，cnki 做的不错。”刘方*：“哦，好的。” 图谋：“2012 年有影响因子年报。”

图谋：“2013 年不知道是否做了？”  

（21）关于圕人堂赠书、邮寄情况说明和讨论。图谋：“我感谢让让、宋晓莉两

位老师给予我以赠书方式回馈大家的机会。感谢各位老师的无私付出！”图谋：

“关于赠书的说明。2014 年 8 月 25 日下午从邮局寄出，50 册均采用印刷品方式

邮寄 （普通邮件，最经济的方式。赠书对象是请求经过确认的成员。）。正常情

况下，这周应该均寄达。截至目前为止，33 人已反馈收到。其余 17 人有个别是

因为反馈时未告知姓名，我无法确认；有的可能是实际收到但尚未提供反馈；有

的可能确实‘迷路’了……图谋提醒有关成员留意查收，如果‘迷路’了，图谋

深致歉意！据个人‘历史经验’，邮局的服务是可靠的，寄丢概率很小，因此此

次寄送，未曾考虑补寄。特此说明。”shawer：“我的还没收到。”鲲鹏展翅：“希

望下次有机会能得到赠书。”图谋：“没收到的成员，可以咨询一下收发邮件的人。

当前普通邮件业务量比较小，加上是印刷品，邮件收发人员处理可能会比较随

意。”图谋：“有成员问我能否查询，这类邮件我这边是无法查询的。我能做的是，

但凡经确认的，我一一寄出并做了记录。”peade：“图谋老师是平邮寄的么？” 

peade：“要是挂号就能查询了。平邮太不可靠了。”图谋：“主要是为了节约，而

且个人过去的实践表明是相当靠谱的。”图谋：“从 2009 年开始，个人以该方式

寄出的书超过 600 册次。”peade：“我的经验和图谋老师不一样。之前有一个朋

友从四川给我发了一封平邮的信件，两个月后我才收到。很多杂志社向我们单位

用平邮寄期刊，经常丢失。”图谋：“真正属于寄丢的很少。”图谋：“那通常是另

有原因，而不是邮局的问题。比如有关人员直接当垃圾邮件处理了。” 图谋：“我

的建议是通过读秀等看目录，再用百度搜原文，也是一种途径。”图谋：“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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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让大家破费的意思。出版社责任编辑是大好人，没有给我任何压力。”图谋：

“关于拙作，这两天陆续有反馈刚收到的，如果下周仍未收到，且咨询过邮件收

发员确认迷路了，也请反馈给我，我另想办法。这类东西一般能寄达且没人要，

倒是有可能分发不及时造成积压。”平平：“哎，我当时脑子进浆糊了，为啥要写

小区地址呢。”图谋：“别急，再耐心等一会。” 

（22）关于新书《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和丛书《中国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

图 谋 ：“《 图 书 馆 的 价 值 与 使 命 》 出 版 啦 （ 组 图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v208.html。 《中国当代图书馆馆长文

库》丛书推荐（图谋博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6294.html 今

日发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8 月出版中国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丛书

6 册，作者分别为邱冠华（苏州图书馆）、葛剑雄（复旦大学）、吴晞（深圳图书

馆）、倪晓建（首都图书馆）、程焕文（中山大学）、吴建中（上海图书馆）。现亚

马逊网站有售。” 

（23）推荐黄体杨的论文《2.0 式合作：谈圕林虚拟学术团队》以及对圕人堂内

部 web2.0 学术合作的期待。图谋：“黄体杨.2.0 式合作：谈圕林虚拟学术团队.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4）：63-66，75 摘要：研究者通过 Web2.0 的方式结识并

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描述为 2.0 式学术合作，两人及以上相对稳定的合作视为虚

拟学术团队。虚拟学术团队能弥补当前多数图书情报机构面临的团队力量薄弱、

难觅科研合作者等困境，成员间通过学术讨论、资源共享、论著评审和著述合作

等方式 ，可以构建结构松散但力量强大的研究团队，并认为鼓励图书馆界发展

虚拟学术团队，能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原文已上传至群文件。感兴趣的成员

可以关注。关于‘虚拟学术团队’，希望圕人堂有帮助。”文章 pdf 下载地址

http://www.tgw.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59-62.pdf 刘方方：“用心，

有意的话，一定有帮助的。说不定圕人堂里还能有不少的虚拟学术团队诞生。”

图 谋 ：“《 大 学 图 书 馆 学 报 》 各 期 目 录 （ 有 全 文 ）

http://www.scal.edu.cn/bjcb/dxtsgxb/gqml。个人重点推荐《2.0 式合作：谈圕林虚

拟学术团队》，因为其与圕人堂群理念契合。希望圕人堂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 

暮嫣冰恒：“期待图人堂的 web2.0 方式的学术合作。” 

（24）由《对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若干建议》一文的引发的对高

等学校图书馆领导、管理制度以及外包业务等讨论。卢章平, 王正兴, 沙振江, 吕

彬, & 刘竞. (2014). 对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若干建议. 大学图书

馆学报, (4), 50-54. 图谋：“推荐《对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若干建议》

因为其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希望圕人堂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图谋：“我不知道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修订，当前进行到什么程度。好像已有修订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v20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6294.html
http://www.tgw.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59-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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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过数次征求意见。如果是我提建议，我会建议补充一条：高等教育文献保

障系统（及其分支）的地位与作用，在规程中有所体现。一是巩固建设成果；二

是以法律法规形式给予保障，提升凝聚力，促进发展。” 广东小肥羊：“《对修订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若干建议》，看了一下，里面提的很多建议我都不

同意。”图谋：“好些我也不赞同。”广东小肥羊：“很多东西都没有依据来着。”

图谋：“比如：黑体部分问题很多。其中包括你说的缺乏依据，还有更多的问题。

比如达到‘馆员的 30%’，其中的‘馆员’表述是托的。”广东小肥羊：“没有依

据的东西，提出来就相当于放屁。”图谋：“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大致专业技术岗

位、管理岗位、工勤岗位。工勤岗位占的比例还不小。”广东小肥羊：“是不是国

家领导人提出来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图书馆规程就要马上迎合上去呀。”图谋：

“这点上倒是政治正确。建议中的可取之处还是有不少。亮点是作了较为系统的

考虑。关于规程（修订）的意见很多，但多为‘碎片化’的。”wjew：“新规程

修订版出来吗？图谋。”图谋：“应该是已经出来的。有新闻说 7 月份还在深圳讨

论过。王大主编没空，不然他熟悉。”图谋：“我找到了（2014 修订一稿）：关于

征求对《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 2014 年修订第一稿）的意见的通知

http://www.scal.edu.cn/zxdt/201405050832。”图谋：“7 月份讨论的估计是修订二

稿？我把它放到群里，感兴趣的成员有空瞅瞅。”图谋：“并说道说道。”wjew：

“通知我早就知道，也看过初稿修改的。但是我以为已经出正式的，正在为省教

育厅的图书馆工作会议写点材料，想用一下这个规程修改的内容。”图谋：“正式

的估计还没出来。”笨笨 99：“没有必要，是空对空的讨论，不是一类馆的馆长，

再好的意见也不会听你的。”图谋：“修订二版讨论过。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刊发卢章平等人的文章就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实例。

大家的基本立场还是一致的。还是以大局为重的。”笨笨 99：“理论是理论，具

体的执行力又是一个问题。”图谋：“万丈高楼平地起。”笨笨 99：“没有屁股就

没有脑袋，再低的高楼也起不来。”娜娜的星空：“概念先行吧。”图谋：“这次的

修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许继新：“第六条 高等学校图书馆设馆长一名，设

副馆长若干名，由学校聘任或任命。图书馆馆长是专业管理岗位，应保持适当的

稳定性。馆长和业务副馆长必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硕士以上学位。馆

长应认真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热爱图书馆事业，熟悉图书馆业务，有较强的组

织管理能力。馆长应根据需要参加确定学校重大建设和发展事项的校(院)长办公

会。馆长主持全馆工作，组织制订和贯彻实施图书馆发展规划、规章制度、工作

计划、队伍建设方案及经费预算。副馆长协助馆长分管某些内部机构或某些方面

的工作。”广东小肥羊：“实际上，很多图书馆还设有专职书记。”wjew：“专职

书记与副书记的都有。”诸法不空相：“大的图书馆一般都有书记。”笨笨 99：“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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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说不上话。”图谋：“而且好些书记，实际为‘党政一把手’。”笨笨 99：“图

书馆的干部是全校中层中最没有发言权和实力的。”图谋：“经过多轮征集意见，

估计掌握的信息不少，但得统筹兼顾。”开门大吉：“书记和馆长两个人是什么关

系？谁具有拍板决定权？”笨笨 99：“党领导一切。”开门大吉：“经费应该是馆

长一支笔。”素问：“大学二级单位是院长馆长为大，书记为辅，签字权在院长馆

长手里。”图谋：“现在已经变了。”许继新：“签字的承担责任，决策的未必是签

字的。”图书商报任志茜：“不合理啊。”图谋：“好些要求双签字。”图书商报任

志茜：“我们还是社长决策，虽然也有书记。”素问：“我们学校书记大部分是老

家伙，快推了的。”图谋：“总之情况复杂。”笨笨 99：“不可能，财务制度不允

许。”许继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图谋：“第十一条 教育部聘请有关专家

组成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员会，对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进行咨询、研

究、协调和业务指导。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由本地

区有代表性的各类型高等学校图书馆馆长组成，其工作接受各省（市、自治区）

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许继新：“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的。打的不可开交的有，书记强势的有，校长强势的也有。”图谋：“这条是新增

的，算是间接涉及了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笨笨 99：“都是一些胡说八道，

根本不可能实现。”素问：“曾经有一个书记也要签字，结果弄得年轻的院长尴尬，

后来只好把那个书记调走了。传出去，人家还笑话那个老同志不知进退，都老了，

还去抢着签字干什么。”茹玉：“哎~中国特色啊。”图谋：“其实类似的事情，哪

都要做。事在人为。”笨笨 99：“所以我们少操心。”素问：“校长那一层，名义

上是书记为大，不过要看谁有本事，谁强势。”笨笨 99：“论文写好，职称爬好。”

图谋：“关注也是一种‘正能量’。”开门大吉：“其实，对于一般高校图书馆，不

论是馆长还是专业技术人员，中职就足够了。关键是尽职尽责。” 图谋：“规程

修订这样的‘大事’，圕人堂关注关注，很有必要。”许继新：“一般高校里图书

馆一个小处级单位，不需要若干名副馆长的。”开门大吉：“听说，有些高职图书

馆整个包给了某书商管理。”图谋：“关于外包话题，《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4）

有专文：高校图书馆业务外包生存机制探源/刘春鸿 （55）。”素问：“高校的处

级干部与群众比例，跟那些县乡镇比，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大概 15 个人民群众

头上一个县长。”开门大吉：“如果图书馆都能外包，证明图书馆就无专业性，也

不该有高级职称。”许继新：“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大致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

工勤岗位。通常这样划分，临时工——工勤岗位  领导——管理岗位，普通正式

工——专业技术人员。 这些人的业务岗位可能都是一样的。”娜娜的星空：“拱

手让给互联网行业公司么。”开门大吉：“另一个例子：许多高校馆的馆长都是非

图情专业的教授。”梦断鹰城：“如果那样说，许多公务员岗位招聘专业不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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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该取消。”许继新：“迷失的高校图书馆。”图谋：“微力量，微作为，微微一笑。”

许继新：“正常来说，很多岗位的公务员确实是不需要专业的。办事员，正常智

力和交往能力，完成领导交代的事情就好了。所以在很多国家，公务员不是求职

的第一选择。”梦断鹰城：“很多行政工作，是个人培训都能干，不止是图书馆，

公务员系统里更是大量存在。如果真要说，公务员该精简机构。这话朱镕*应该

说过。李克*也应该说过。”开门大吉：“所以有图情届名人说：什么人都能当馆

长，又说，馆长真不是人当的。”许继新：“但是很多岗位还是要专业的。所以公

务员系统里很多临时工。正式工都是有关系的霸占了，活只好找临时工作。”图

谋：“对于谁当馆长，实在不必过于纠结。”娜娜的星空：“无专业背景没关系，

关键还听不进专业技术人员的正确意见才是麻烦。” 

图谋：“感兴趣可以瞅瞅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的情况。”娜娜的星空：“太祖不听

经济学家的话不就很麻烦。”许继新：“馆员们要关注职业生涯发展，工资正常发

放，正常增长。多年来这个正常从来没有实现过。现在的专家不好判断。搞不好

砖头飞舞。”娜娜的星空：“国外都是听专业技术团队的意见的，小布什是学历史

的，但是聘用很多学科专家给意见。”茹玉：“要正常都很难实现的，只有不正常

才是正常的啊！”图谋：“《美国国会图书馆展望》（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对美

国国会图书馆历任馆长的情况，介绍很全面很系统。”许继新：“有些专家受雇于

政府外还私下里受雇于个别团体个人，这个也没有一个明确规范。”茹玉：“国外

流行搞智囊团队的。”图书商报任志茜：“我们国内的馆长都是一个待遇。”娜娜

的星空：“我说的就是智囊团，领导政府班子，当然换届也下台。”许继新：“国

内也有智囊的。什么什么研究室什么的。”娜娜的星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打转，

自说自话。”茹玉：“国内的什么什么研究室什么的没有主见，都是一些跟屁虫啊

~。”娜娜的星空：“从古代就这样不好改了。御用文人。”图谋：“勿为浮云遮望

眼。”平平：“我们馆长就是非专业人士，在他的瞎指挥下，我们经常倒架。”图

谋：“我浏览了一下修订版及修订说明，感觉考虑蛮周全的。”娜娜的星空：“我

们以前的馆长还说取消红楼梦红学研究呢，说都是一帮吃闲饭偏科研经费的，他

是化学教授。”城市天空：“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需要针对这个出

台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否则没啥意义。”娜娜的星空：“那个就要调研和大数据

了，但做起来很费劲麻烦，人家不乐毅做。”图谋：“循序渐进么。”娜娜的星空：

“要考虑到所有工作业务可能遇到的情况。”城市天空：“不乐意做也就不了了之

了。”娜娜的星空：“而且即使有细则，遇到关系户博士后老婆所有法律失效，懂

不？”图谋：“有些表述还是待推敲，比如‘第五条 高等学校图书馆实行校(院)

长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高等学校应有一名校(院)长分管图书馆工作。’后一句个

人建议改成‘高等学校应有一名校领导分管图书馆工作’。”城市天空：“@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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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空 法律？貌似没有吧。”图谋：“那处表述比较别扭。通常校长只有一名，

副校长 N 名。校领导除校长、副校长，则还包括了书记、副书记。”娜娜的星空：

“具体细则准则，比如上面神马副校长，人家派给关系户负责图书馆你也没辙

吧。”平平：“就因为有这些困难，才需要规范。”茹玉：“人治呀非法制啊~。”图

谋：“‘第三十条 高等学校图书馆应为残障人士等特殊读者利用图书馆提供便

利。’这条是新增的，《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4）有：加拿大大学图书馆残疾

读者服务现状及启示/鄂丽君。” 满哥：“书记一般没有分工管图书馆的。不过表

述成校领导会比较灵活。”城市天空：“这个有意思。”（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

馆规程》2014 修订第一稿说明.doc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doc 《对

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若干建议》的 pdf 文档已上传至群文件。） 

（25）国家图书馆举办“RDA 的理论与实践培训班”的通知。蓝马：“下周将在

国图举办‘RDA 的理论与实践培训班’，这是 RDA 中文版推出后国内首次举办

系统培训，由国图外文采编部组成的讲师团做了半年多的精心准备，编写了工具

手册、讲义指南和练习手册，带领大家了解、学习和应用 RDA。培训通知详见

http://www.nlc.gov.cn/dsb_zx/pxyg/ywpx/201404/t20140428_84150.htm。” 

（26）关于一线书库、二线书库和密集书库概念的讨论。许继新：“对了，一线

和二线怎么界定的？”hero8151：“也没什么严格的标准啦。”星期七：“二线书

库：旧一点、借阅较少的书，集中到一个书库新书区：新采购的图书先放置在此，

过一阶段，再转放到各类的书架上。”星期七：“转发 hero 前面定义的。”许继新：

“比如我们，长流通的就在借阅室，下来以后就放到储存书库。二线书库更多是

个口头用语。”hero8151：“我们的二线书库也是开放的。”许继新：“那就是流通

库了。”许继新：“开放流通库。”hero8151：“也是流通书库，只不过放的书借阅

量不大。”hero8151：“有桌椅，学生常跑到里面自习。”许继新：“那就是借阅室

了。”许继新：“我觉得二线书库不是个正式名称。”城市天空：“Less circulated 

reading room。”hero8151：“我们馆将其正式化了。”城市天空：“二线书库还不

如叫密集书库得了。”hero8151：“二线书库、密集书库不一样啊。”hero8151：“我

们馆的密集库纯粹就是下架了，集中放到密集架上，不再对外借阅。”平平：“我

们也是。”hero8151：“检索得到，却找不到。”平平：“不开放了，要找得通过工

作人员。”hero8151：“工作人员自己也找不到，很乱。”平平：“我们还是排好序

的。”城市天空：“那叫啥密集书库啊，只是学生一般不能进，但是可以借啊。”

hero8151：“各馆实际情况不一样吧。”平平：“剃旧的书就集中放里面，架子还

是那种摇开的。”城市天空：“不能借那就成一堆废书了。”平平：“可以检索到，

要借得找工作人员。” 

（27）关于图书分类应用情况的讨论。萧潇：“请教群里的同仁，现在图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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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情况，除了排架，在其他方面还有应用吗？”hero8151：“编写图书目录

之类也用得上。”平平：“资源建设也要哦。”城市天空：“现在书目不太受重视了。”

平平：“歪下楼，我见过的分类 99%都是中图法分的。”娜娜的星空：“中图法好

记忆。”平平：“我见过某个儿童图书馆，用颜色来标引。”萧潇：“中图法只是学

科分类，确实还有其他的分类需求，刚刚平平老师说的就是从另外的管理使用视

角来分类。”萧潇：“馆藏资源涉及排架分类还有一定使用，电子资源的分类途径

使用率太低了，那这样做文献主题分类的价值何在？” 

（28）《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资源的介绍。图谋：“《中国学术期刊影响

因子年报》概况（图谋博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6920.html

根据个人对《年报》的了解，辅以搜索引擎检索结果，结合咨询 CNKI 产品经理，

本文试图就《年报》作一‘综述’（未必准确），供参考。” 

（29）关于天津图书馆、东莞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莱阳图书馆、广东图书

馆、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塞留分馆的书架摆放和格局的讨论，尤其是高处书籍的

摆 放 设 置 。 图 谋 ：“ 转 帖 一 组 天 津 图 书 馆 照 片 ， 图 片 来 自 顾 犇 博

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d62640102uy7i.html。我对那些书架比较好

奇。”是否为一种流行设计？annl：“见过浦东图书馆这样子的书架。”图谋：“宋

晓莉老师则分享过东莞图书馆的书墙。”annl：“他们称之为书山。很多书是摆设，

倒是不难看，但不好用。”图谋：“天津、浦东的为书山，东莞的为书墙？”annl：

“名字无所谓啦，叫啥都一样。”小丸子：“上面的书能拿下来看吗，那么高。”

图谋：“天津图书馆的，从照片看，还有很多空格，暂时未摆上去。”annl：“不

能拿到。太高了。”图谋：“我是想知道是否设计上有区别。”小丸子：“那不浪费

了。”图谋：“贴东莞图书馆图的时候，我曾猜测是否为装饰。”annl：“还有浙江

省馆也是这样设计的，不过他们纯为装饰或用他们馆自己的话说叫藏书。”图谋：

“浙江省馆的新馆么？”annl：“浦东馆的错落有致，有些书可以拿着看。”图谋：

“我很多年没见世面，那种风格的尚未亲眼见过。”annl：“是新馆吗？我 2010

年去就那样子。”图谋：“浙江省图书馆大约是 2006 年去过一回，那个时候没见

过那种格局。”annl：“我基本跑遍了新建的馆，倒是见的挺多。开眼呀。”图谋：

“羡慕。”annl：“现在的馆越建越个性。”革命老黄牛：“书架上面太高的地方，

放的是假书，便于美观而已。”annl：“我也是为建新馆才跑的。”图谋：“莱阳图

书馆那个马蹄型，造型蛮奇特。”广州书童：“都是一些书壳装饰而已。”annl：“我

也问过他们高处的书，只有一个馆说是假的，放的书壳子。”图谋：“这个是天津

图书馆。”annl：“不都是书壳，大部分是真书。”图谋：“放真书也许比书壳更经

济。”图谋：“就是万一掉下来，比较麻烦。”广州书童：“不会掉下来的，除非地

震。”图谋：“相当于空中飞砖。”annl：“呵呵，图谋说的真形象。”annl：“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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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架子比较款。”图谋：“地震是一种情况，书老化了也站不稳。”annl：“架

子都是密集，想不稳都不容易。”素问：“如果用真书作装饰，是不是浪费？”图

谋：“我看天津图书馆和东莞图书馆的好像不属于密集。”素问：“只要有一种可

能，就很危险。”素问：“哪怕是万分之一，也可怕。”图谋：“倒不见得就浪费了。

很多书本来就在睡大觉。”素问：“那也是。”annl：“我见的几个馆，高处都是密

集。”素问：“那些高处的密集书，都不用吗？”图谋：“我看天津图书馆的空的

比较多，感觉有点不那么协调。”图谋：“还有一点，可能保洁方面还是比价麻烦

的。书一年半载闲置灰尘比较多。” 广州书童：“中空上面有遮挡不会很多落尘

的。”图谋：“广州图书馆也采用了那种设计么？”广州书童：“我们里面清洁不

算难，外墙才麻烦。”图谋：“得靠蜘蛛侠帮忙吧。”广州书童：“那是必须的。” 图

谋：“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塞留分馆椭圆大厅高处是否也是书？”图谋：“俺眼神不

好，看不清楚。”娜娜的星空：“高处是书，可以拿，里面不是还有灯嘛。”图谋：

“没发现护栏。”图谋：“我是真看不清。”娜娜的星空：“我看见有护栏。”图谋：

“放大了看，它的摆法不同，是摆期刊那样摆，不是侧立那种。”克莱蒙：“我觉

得是的，高处都是书。”图谋：“一种带护栏走廊型的设计？”学者：“是带护栏

走廊型的设计。”娜娜的星空：“西方图书馆建筑大多这样，直接上来个 20 米高

的大空间，把楼梯楼层墙壁的建筑成本都省了，还能美观大方，高大上。”娜娜

的星空：“其实就相当我们的 5、6 层图书馆建筑。”图谋：“‘今天我国不仅已经

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的目标，而且一批高度现代化的图书馆相继建成开放，国家

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广州图书馆的现代化程度已经不亚于国外发

达国家的图书馆，超过 10 万平方米规模的湖北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更是跻

身世界特大型图书馆行列。’（见：吴建中：图书馆界既要有改革的勇气，又要有

创 新 的 实 践 （ 中 国 出 版 传 媒 商 报 7 月 29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86b810102uyh5.html）。”图谋：“法国黎塞

留分馆那招照片来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d62640102uzr6.html。” 图

谋：“那张我能看清。”克莱蒙：“我来发张黎塞留分馆高清的图片。照片截图自

官网。http://multimedia.bnf.fr/visiterichelieu/promenade/ova_pp.htm。点那个放大

镜可以用鼠标自己导览整个大厅。”peade：“天津墙上的书，是装饰用的。我要

没记错，上面的书，有很大一部分，好像是书壳。最底下的，是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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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图书馆照片，出自书蠹精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d62640102uy7i.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d62640102uy7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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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上截取的黎塞留分馆 Ovale 大厅的图片。 

http://multimedia.bnf.fr/visiterichelieu/promenade/ova_pp.htm 

（30）关于圕人堂成员的反馈，以及周讯工作的现状、问题和展望。正德学院

黄凤：“开学事情比较多，没得时间聊天，就看圕人堂周讯了，收获很多。” 图

谋：“周讯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周讯编辑组会很欣慰。” 林中小鸟：“这个群的信

息量太大了，周讯的信息量也不小，每次下载了都要很久后才有时间看。”图谋：

“近期‘诉苦’信息过多。我‘诉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安慰’，而是为了

‘求发展’。”图谋：“据观察，当前‘周讯’的关注度还是相当低的。”林中小鸟：

“个人觉得，周讯的频率有点高。”图谋：“内容方面可以说是有意识的在做些努

力，为其宣传推广，可以说也是煞费苦心的。”林中小鸟：“如果是月讯或是半月

讯，然后再精华一些会更好。”图谋：“周讯的定位是新闻性、资料性、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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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快速反应。”图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整理工作需要及时跟进。否则有

些信息真的是‘转眼即逝’。那也正式周讯工作的价值所在。周讯的信息量，其

实是不均衡的。以这周为例，假如将我发的信息‘略去’，所剩无几。过去有些

周，信息量很大，整理者的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至于周讯的质量，需要人力、

物力投入。周讯编辑队伍目前已有了‘雏形’。” 图谋：“细心的成员可能留意到，

圕人堂群已升级过一次，从会员到超级会员。我当初承诺的 2000 元，算略有结

余。这个结余的钱可以够圕人堂群随时升级成为 2000 人群。”图谋：“近期了解

圕人堂群让好些成员‘受累’了，今后试图做些改变。‘受累’大致体现在：《圕

人堂周讯》信息量太大，看不过来；圕人堂话题比较单调，兴趣提不上来；没多

余精力看圕人堂 QQ 群……。”图谋：“欢迎大家进一步指出圕人堂 QQ 群的种种

不是，如有改进方略，敬请明示，但说无妨。关于《圕人堂周讯》的信息量这点，

个人认为：看与不看，不宜成为负担。希望圕人堂 QQ 群别是那样的‘炮弹’，

滥伤无辜更是罪不可赦。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调调需要扭转。”图谋：“周讯工

作是一种带抢救性保护性质的工作，我的想法是尽可能多保留一些 有价值的信

息。留待大家有闲暇时共同进一步挖掘与利用。当前还是人手紧张，今后如果条

件允许（一方面是有人力、物力支持；另一方面为有需求），可以考虑进一步整

理成月报、年报。”  

（31）圕人堂成员的微博。图谋：“群里麦子、Nalsi、飏、克莱蒙等数位成员带

来的信息，拓宽了我们的视域，每每感觉受益匪浅。个人似乎还更为真切地感受

到什么是‘图书馆职业精神’。” 图谋：“Nalsi、克莱蒙等人的微博都很有料。” 

克莱蒙：“谢谢图谋老师和 nalsi 推广  :) 我的微博 ID 是  clement_d 

http://weibo.com/clement116 内容以国外图书馆情报（学）相关或相邻学科的资讯

为主。有时候国外图书馆界发生重要事件，我会用博客报道。欢迎关注。:) 支

持圕人堂。” 

（32）关于图书馆借书和罚款制度的讨论。开门大吉：“读者最大借阅册数，各

馆都是多少本？我们限定文学类图书最大借阅册数是 3 本。”子非鱼：“建议 5-10

本，反正书不借也是摆在架子上。浪费。”Daisy：“我们这文学类图书限额 2 本

而已，中文的分本科和研究生不同，本科 5 本，研究生 10 本。”开门大吉：“还

了的书自己不能立即再借，理由何在？”石上清泉：“如果没有预约，我觉得应

该可以再借。”石上清泉：“别人为设置一些障碍。不是说借阅率下降吗，还打击

别人的积极性。”石上清泉：“我们现在最大借阅册数是 12 本，还准备要开放到

没限制。”平平：“我们让他去找复本来借，我觉得这种制度不好。我们是 50 本，

但一般借得多的就是十多本。借多了抱不动也看不完。”石上清泉：“现在有些学

生毕业时也许都没来过图书馆。”平平：“还有学生要求我们提供小袋子，我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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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服务。”石上清泉：“能来借书的都是好学生。”平平：“重点大学学生还是喜

欢看书的。”罗：“能给学生提供袋子这个服务好，我认为即使是售卖，有了这个

服务，很多学生会感觉到借书的方便之处。”平平：“我看过有些图书馆还打印小

票呢，像超市购物那种，上面有读者借书的明细，借出时期，应还日期等。”平

平：“这些实在的服务比搞什么座位管理系统实在。”开门大吉：“每年学生毕业

离校时，都有学生丢书超期 1000 多天（大一借书后就再也没有进图书馆），怎么

处理？哪馆有统一的标准吗？还是就让学生连罚带赔？最多的我们曾有要赔一

千多元的。”平平：“我们有个上限，200 元吧。”spring：“我们不处罚，只要还

了就行。”spring：“200 都查过书籍本身的价值很多了，没有法律依据。”广州书

童：“咱们这十元封顶 。” 克莱蒙：“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的用户好像可以一次

借 25 本。然后是根据其他人是否预定该书来确定你要还书的时间。” 

（33）关于图书馆占座现象、选位系统、读者人数和座位数比例标准的讨论。

开门大吉：“关于阅览座位，从提高利用率的角度来看，‘有空位即可坐’最好。

也就不需要选位系统了。”平平：“我也觉得，看起来多么高大上，其实给人带来

麻烦。很多新校区座位大大的有。再说有买占位系统的钱，不如买点桌椅放在过

道上。”开门大吉：“常见图书馆里有座位空着，来的读者却不能坐。”平平：“为

啥。”鱼雷：“关键在于，目前在中国，不仅仅是学校里面，人的素质没到那么高。”

娜娜的星空：“我们过道放过桌椅，后来撤了。”平平：“因为消防吗。”鱼雷：“有

空座即可坐，你基本上做不到。”娜娜的星空：“占座啊，打起来怎么办。”鱼雷：

“总有人占着座位。”娜娜的星空：“我每天要处理这事。”鱼雷：“你直接坐了，

多半会发生冲突。”平平：“巡库的就做这事，清理桌面。”平平：“以我上自习的

经验，你选个东西少的坐就行。”平平：“要是你一坐下就有人喊，你就说我等主

人来了我让他。”娜娜的星空：“楼道里放桌椅，你们楼道会很脏，你就不会这样

想了，而且不是你打扫，还给保洁人员添负担。”开门大吉：“图书馆可以规定见

空位就坐的规则吗？不管他用什么占着都没有，有意见找馆长，行吗？”开门大

吉：“没有用。”平平：“巡库的人一天收 2 次就行。”娜娜的星空：“那不是也很

多占座座位。”娜娜的星空：“还是空着。”平平：“真的想看书的会自己解决的。”

欣然读书：“我们走廊上都放着座位，非常的麻烦，学生乱搬桌椅，乱占座位，

每天要耗费很大的精力管理。”鱼雷：“真想看书的不会跟你发生冲突。”娜娜的

星空：“收完了等巡库走了继续占。”平平：“我们阅览室规定不能占座，超过十

五分钟你不回来，位置就是其他人的啦。有纠纷找管理员。”娜娜的星空：“嗯，

他们把书当凳子坐。”平平：“你们学校学生太爱学习啦。”娜娜的星空：“看来平

平不是管理员。”娜娜的星空：“想的很空。”鱼雷：“也不是想得很空，只是可能

没有接触过这具体的工作，或者是把读者的素质想得太高了。”娜娜的星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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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书记市长等人也是这么空想管理老百姓的，所以咱们也别骂官员了。”娜娜的

星空：“没有调研用数据支持就想管理占座问题是不行的。”娜娜的星空：“亏我

们还是图书馆行业还整天喊大数据呢。”平平：“我是管理员，还当过流通部负责

人呢。”平平：“可能我们高职院校学生不爱学习。”娜娜的星空：“那就是人太少

的缘故。”鱼雷：“可以这么说。”鱼雷：“但我没有歧视的意思啊。”娜娜的星空：

“一些学校图书馆人员流通率不高，所以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鱼雷：“我去我

们这的最好的一座职业院校找同学，我们学校阅览座位人满为患的时候，他们学

校的图书馆几乎是空的。”平平：“我们只有资格考试、公务员考试、期末那段时

间位置不够，就在过道上摆满桌椅，勤工俭学学生打扫。其他时候过道上没桌椅

啦。”平平：“其他时候人基本不多，我们工作人员一天收 2 次书可以搞定。”广

州书童：“收书容易，有人用包占座 如何？”娜娜的星空：“平时放桌椅也空着

没人用，也不会有人搬啊。”平平：“我们学生 1.8 万，图书馆面积 3.5 万平方米，

桌位数按教育部规定那个来弄的。够坐了。”平平：“没人搬，平时图书馆看书的

人不多。”平平：“用包占座的直接放在统一地方。我们学生一般用图书馆书占座，

管理员直接收了上架。”娜娜的星空：“学生人数、馆舍面积都和平平一样。”平

平：“只是你们是一本吧。”娜娜的星空：“二本。”娜娜的星空：“不过就是学生

有事没事喜欢泡在图书馆。”平平：“考研的占座人多，只是我们高职院校学生都

不考，英语实在太烂，考也考不起。”娜娜的星空：“也是，二本考研率高，本科

二本也不好找工作，只不过考上的不高。”平平：“我们更是，考研率个位数。”

娜娜的星空：“前几天还问一直来图书馆的女生，她很遗憾的说没考上。”平平：

“我去参观过本地方一本院校，他们就有占座系统，还是微信预约哦。但他们图

书馆上座率也不高。”华农李·鹏云：“我们学校就有。”娜娜的星空：“效果怎么

样。”华农李·鹏云：“还可以，不过仍在改进，对于没有诚信的学生不太有效。”

娜娜的星空：“对，是半小时自动释放空座号码么。”华农李·鹏云：“想请教一

下，怎么知道是空座呢。”娜娜的星空：“压力热感测试反应吧，半小时没有就系

统自动放号，微信网络出现号码，可以预约了吧。”华农李·鹏云：“座位上放置

压力热感仪？”娜娜的星空：“我们去年就想买，很便宜，但领导犹豫不决观望，

今年涨价了，是祖是买很纠结。”娜娜的星空：“你不是说你们学校有吗。”娜娜

的星空：“压力热感是我猜的。”娜娜的星空：“和智能手机健康测试那个差不多

吧。”华农李·鹏云：“现在没有压力感应。”华农李·鹏云：“就是靠自觉刷卡。”

娜娜的星空：“刷了以后可以占一天是么。”娜娜的星空：“下午上课不来也没事，

晚上位置还在？！”华农李·鹏云：“是的。没辙。不过，预约了不来，会记入黑

名单。如果座位长期空置会记入黑名单。”娜娜的星空：“如果本人一下午没来，

如果别人做了呢，可以做吗。”娜娜的星空：“坐。”Claire/:P：“重庆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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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 了 个 微 信 预 约 座 位 。 ” Claire/:P ： “ 二 维 码 占 座

http://news.sohu.com/20140910/n404186076.shtml。”华农李·鹏云：“也可以。所

以不好弄。”Claire/:P：“据我同事讲 说写个程序就可以了，但我感觉应该不止，

群里的同仁有清楚这个二维码占座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么？”娜娜的星空：“我

有个同事想的更先进，椅子和桌子是连在一起的，刷卡椅子才能拉出来，或者进

入座位，出去办事上课再刷卡关闭座位，这是别人可以刷卡使用这个座位，就像

图书馆门禁或超市火车站那样。”华农李·鹏云：“这个最好。”纳兰：“请问一个

问题，现在图书馆阅览座位数和读者人数的比例应该是多少？有新的标准吗？”

平平：“1 比 6。老标准了，一直按这个来。”纳兰：“好的，谢谢！”纳兰：“请问

是哪儿定的标准？文件出处？”平平：“我找找。”Nalsi：“我个人是觉得那个座

位标准不遵循也罢。”纳兰：“是，想给学校打报告增加座位，总得有个依据啊。”

Nalsi：“自己做调查啊，这种调查无论如何比一个不只所由来的 1:6 更有意义吧。”

平平：“好像是教育部的评估标准，我刚才找了下没找到。”  

（34）目前我国图情学科公开课的整理。图谋：“肖珑.笔记：国家‘爱课程’网

站上的图情公开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a824f40102v1ai.html‘爱课程’

网上，目前共有 9 门图书情报文献学课程。资源共享课：1，中山大学程焕文教

授：信息资源共享 2，武汉大学黄如花教授：信息检索 3，山东理工大学葛敬民

教授：信息检索与利用 4，武汉大学陈传夫教授：目录学 5，武汉大学肖希明教

授：信息资源建设 6，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信息管理学基础视频公开课：1，

北京大学肖珑研究员等：数字图书馆资源检索与利用中国大学 MOOC：1，武汉

大学黄如花教授：信息检索（2014 年 9 月 1 日开课）2，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

信息管理学基础（2014 年 9 月 1 日开课）。” 林中小鸟：“黄如花老师的信息检

索慕课，在线注册（实名、免费）完成学习者可获得黄老师签名的证书。课程网

址：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29001#/info。麻烦大家广为宣传。”小

鸽：“谢谢。”Lee：“已学完第一章。第一节。”澹泊敬诚：“已学完。” 

（35）谷歌学术、360 学术、百度学术、读秀学术搜索的网址和使用，以及图书

馆 资 源 整 合 。 茶 男 ：“ 360 搜 索 现 在 有 学 术 搜 索 。

http://xueshu.so.com/?src=306sou_year2。”写意：“不错，试了下。外文数据库，

也能查。刚上线的。”写意：“不知道哪个更好一些，我刚才试了下检索词，发现

360 搜到 的外 文文 献。百 度却 没有。 他们两 个不 是重复 的结果。

http://xueshu.baidu.com/。”写意：“http://scholar.glgoo.com。这个地址可以访问谷

歌。是我刚问到的。https://www.glgoo.com/可以访问谷歌界面。我下次好好研究

下，感觉 360 学术查外文还不错。”图谋：“那能用 google 学术搜索，还是不必

用它。假如你所在馆买了读秀，读秀的外文搜索也比它强很多。”写意：“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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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查了，360 学术。”图谋：“关键看你的使用目的。”写意：“谷歌我主要是

想下载免费 pdf。不过我发现 360 可以查出常用外文数据库的文献。”写意：“这

样可以起到一个学术跟踪。读秀外文搜索我下次使用下，我很少用读秀查外文。”

图谋：“其实这个本馆有使用权的，你可以直接下载，没有使用权的可以参考搜

索引擎的结果，也可以用‘文献传递’服务（能够满足部分需求）。”写意：“嗯，

好的。谢谢提醒。我每次说读秀，都很少提外文检索，印象中总是查图书章节。”

图谋：“刚才我也稍微点击了一下，百度与 360 的大同小异，采用的技术应该是

一样的，只是数据源貌似不大一样（有可能是数据源更新频率不一样）。”图谋：

“‘外文搜索’功能可以进一步整合本馆资源。有的馆那一步可能是没做那一步

工作。”写意：“嗯，对，我的单位没有搞整合资源。”图谋：“如果整合本馆的外

文资源（包括自建的），这样对用户更有用。” 

（36）有关图书情报专业硕士论文，我国和美国研究生教育和美国图书馆就业

要求的讨论。图书 24：“请问下，图情的硕士论文盲审严格吗。”洞庭水手：“很

严格的。”peade：“个人觉得，不严格。但有红线。”广州书童：“还好吧，硕士

学位认真点做，不要抄袭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老田：“硕士论文都要求创新点

吗？”广州书童：“哪有那么多创新点？哈哈，我不觉得。”老田：“那主要的作

用是？科研方法和流程？”lib2005：“中国每年毕业的硕士有 10 万吧，那就有

10 万个创新，中国早就成为科技强国了哦。”图谋：“科学精神的培养及科学研

究方法训练。”lib2005：“说的好有高度。”图谋：“硕士论文的意义其实也就是看

中这个。”胡里山旁一糊图：“群里有些就是导师吧？”lib2005：“应该是大师。”

图谋：“至于‘创新’，其实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材料创新、技术创新等等。”

图谋：“而且通常得有参照。”lib2005：“王老师在图书馆浪费人才了，在其他岗

位应该更有发展。”图谋：“图书 24 那个问题，也给我小窗发信息了。”图谋：“我

联想起的是小马过河那则故事。”图谋：“严格与否，就如同问，那条河的深浅。”

图谋：“我赞同广州书童说的。切实按照贵校有关要求做，重视学术规范，应该

是没有问题的。”许继新：“2013 年，中国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计划招

生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 60.8 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为 53.9 万，博士研

究生招生规模为 6.9 万。”梦断鹰城：“研究生成大众化教育了。”许继新：“本科

1990 年录取 60 万人，1991 年录取 62 万人，1992 年录取 75 万人，1993 年录取

92 万人，1994 年录取 90 万人，1995 年录取 93 万人，1996 年录取 97 万人，1997

年录取 100 万人，1998 年录取 108 万人。”麦子：“这是最浪费的事。”梦断鹰城：

“现在后面加个零。”素问：“博士毕业快三十岁，按五六十年代的标准，算中年

了。问题是博士毕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学术方面的工作。”麦子：“根本不需

要这么多研究生。”梦断鹰城：“现在开始回归职业化教育了。”许继新：“高等教



圕人堂周讯（总第 18 期 201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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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 

育终于全自费了。”素问：“今年我们省 37 万多考生，录取率百分之八十六。本

科录取率是百分之四十一点九。”许继新：“适当的时候可以取消硕士毕业论文要

求了。”麦子：“这种学位也就是给人送钱。”清华-陈武：“教育产业化的后果。”

胡里山旁一糊图：“图书馆还要为这部分人服好务。”许继新：“世界各国对学历

的推崇其实并没有错，前提是学历的含金量。中国的研究生以上学历意义其实不

大，加分保送，公费自费，免试委培，作弊抄袭比比皆是。所以，中国不是越高

的学历越有含金量。在中国，最具含金量的就是应届生高考的裸分成绩排名（排

名占全省（区/市）考生总数的百分比，按十里挑一，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等），

只有这个是最难作弊造假，最难以权谋私的。甚至可以说，高考就相当于某种程

度的智力全运会。”梦断鹰城：“人口增加也是一个因素。按比例应该是增加的，

98 年以前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梦断鹰城：“98 年以后那就是有点大跃进了。”

许继新：“大学扩招所以 211 985 才有了意义，甚至开始比较高中级别。”胡里山

旁一糊图：“上课比高中人还多。”许继新：“将来有一天面试问题就可能是我们

只招上过六年制省级示范幼儿园的人。”麦子：“现在个别的，是瞄准美国的高端

学校。”麦子：“我在猫眼有栋楼，和人聊了 6 年，最近孩子读完书了，就基本停

了。”素问：“前两天网上有薛涌的文章，说去美国读书的种种问题，以及国内很

多家长的盲目性。”麦子：“90%也是送钱的，没有用。”梦断鹰城：“读书应该怎

么选择，去美国的学校。”麦子：“很大的题目。”梦断鹰城：“我也觉得问大。”

麦子：“闲聊美国，留学篇，在猫眼，我是楼主。”梦断鹰城：“如果问图书馆学，

那就没意思了。谁都知道哪个学校好。但是很不幸，那几个学校，太不出名了。

专业内还行，除了专业，不行。常春藤哪有图书馆学科。” 麦子：“读硕士，什

么都可以。”娜娜的星空：“MLIS 是香槟和雪城最好吧。”梦断鹰城：“哥大的早

取消了。”老田：“想去美国读 lis 博，国内的硕士都不承认？还得 4 年左右？？”

麦子：“没有，mls。”娜娜的星空：“美国博士都是 4 年吧。”麦子：“如果英文可

以，我们招聘并不要求美国 mls。”麦子：“不是，看你自己。”娜娜的星空：“看

具体工作能力。” 

（37）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馆藏复本量以及馆藏数字化的问题。素问：“你

们复本量好像也不小啊。”克莱蒙：“这么一看确实是。这些书都是学生常用的书。

我看到过图书馆复本有七八本的书，写论文期间被借空了。”圆梦美玉：“写论文

不用电子文献吗？”克莱蒙：“我们图书馆学生好像可以一次借 25 本。然后是根

据其他人是否预定该书来确定你要还书的时间。也用。但是不是什么文献都有电

子版。写论文还是很依赖纸本书籍的。我看到不少人桌上书堆得很高。同时绝大

多数人都是带着电脑来图书馆。”圆梦美玉：“那借阅量大的文献能加工成电子文

献吗？这个写论文的书不好统计吧。”克莱蒙：“我觉得图书馆不能随便把文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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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吧。有的书出版的时候似乎就没有电子版。”圆梦美玉：“嗯。涉及版权问题。” 

（38）有关英国高等教育的论文查重系统及其作用的讨论。克莱蒙：“老师都会

提供一些推荐书目，有些学科书单是很多的，学生就去借来看。平时的作业也都

需要引用文献。由于英国这边对抄袭惩罚是很严重的，每次作业都会用系统检测。

同时要求写文章每句话都有根据。因此我们写文章都会自己读文献，找资料，不

敢乱来。”圆梦美玉：“有的书没有电子版，如果学生抄袭了，系统能发现吗？”

克莱蒙：“当然不能。不过有这功夫如果自己照着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还

不如自己写。”圆梦美玉：“这个检测系统是谁制作的啊？”克莱蒙：“一个专门

做这类系统的公司，目前流行的是 Turnitin。”圆梦美玉：“明白了。”Nalsi：“我

们有一节课用的这个，很酷。”克莱蒙：“老师的话是：系统的目的是为了检查出

不小心抄到的文字，帮助你找到这些话，以方便你用自己的话重新写出来。好

吧...”Nalsi：“是啊，paraphrase 是学术写作必备的技能。”克莱蒙：“对。”克莱

蒙：“我觉得 paraphrase 就是按照自己真正理解的方式来说一遍，很有用。”圆梦

美玉：“是的，就是机械式记忆与理解式记忆。” 

（39）关于智能手表功能和价格的讨论。Nalsi：“刚刚拿到 Moto 360，目前市面

上最好的一款智能手表。”克莱蒙：“有什么功能？”Nalsi：“首先，能当手表。”

Nalsi：“目前 Android Wear 平台支持的 app 还比较少，但是绝大多数事情都能用

它代替手机来做，比如收发短信、付钱、测距离和心跳。”克莱蒙：“等普及了，

我也想买一个。”Nalsi：“如果你用苹果，苹果明年年初出 iWatch，看上去挺不

错，350 刀。国内应该更贵一点，英国就不知道了。”克莱蒙：“太贵了。”Nalsi：

“哈哈，比安卓的手表都要贵点，不过贵也是有原因的。价格这件事真的就看每

个人怎么想了。” 

（40）关于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外文图书推荐《Collection Management 

Basics》。飏：推荐《Collection Management Basic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ext Series)》 http://t.cn/RhMAOje （新浪微博短链接） 这是 amazon 上面同类

书里面最畅销的。资源建设入门专用。” 

2 其它相关信息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概况  

2014-9-11 16:57  

笔者遇到两个咨询：（1）请教一个问题：国内期刊的影响因子，一般

看哪一家比较好些，连续性比较全一些？（2） cnki影响因子年报怎么

查，是公开的免费的还是要付费。 根据个人对《年报》的了解，辅以

搜索引擎检索结果，结合咨询 CNKI 产品经理，本文试图就《年报》作

一“综述”（未必准确），供 ... 

http://t.cn/RhMAOje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6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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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 圕人堂|146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 《中国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丛书推荐  

2014-9-9 20:09  

今日发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年 8月出版中国当代图书馆馆

长文库丛书 6册，作者分别为邱冠华（苏州图书馆）、葛剑雄（复旦大

学）、吴晞（深圳图书馆）、倪晓建（首都图书馆）、程焕文（中山大

学）、吴建中（上海图书馆）。现亚马逊网站有售。 1 《追梦十年 公

共图书馆服务实现均等高效的探索》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80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 图书馆未来：一书在手，脉动回来  

2014-9-8 20:02  

图书馆未来：一书在手，脉动回来 ——评《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

图书馆》 8月份在圕人堂 QQ群与同人交流书评话题，获悉《图书馆论

坛》从 2014 年第 9期，专设“爝火书评”栏目，重新点燃书评烈火。

刘洪副主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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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98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 圕人堂周讯（总第 17期 20140905）  

2014-9-5 17:58  

圕人堂周讯(总第 17期 20140905).pdf 让让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目录 1 

圕人堂本周讨论内容概述 ... - 2 - 2 其它相关信息 ... - 20 -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 - 20 - 2.2 群文件共享 ... - 20 - 3. 

大事记 ... - 21 -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24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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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92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26294&handlekey=lsbloghk_82629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62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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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29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25965&handlekey=lsbloghk_82596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59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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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96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25294&handlekey=lsbloghk_82529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52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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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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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14个文件。 

3.大事记 

（1）《圕人堂周讯》编辑组克莱蒙加盟。 

（2）9 月 5 日 22：09 圕人堂 QQ 群“资源建设的教材引进”讨论组由飏建立，

目前有 10名成员。 

（3）2014年 9月 12 日 11:37，群成员达 575人（活跃成员 199人，占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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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莱蒙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