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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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图谋：“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成立揭牌仪

式暨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北京举办 http://url.cn/50ZVYKf。图情领域的大新闻，该

新闻中大牛云集，堪称图情峰会，信息量颇大，值得关注。”

图谋：“淮海工学院 2018年人才招聘计划 http://rczp.hhit.edu.cn/hhgxy/recru

it/a.epx?action=articleView&entityId=HR_RECRUIT_ARTICLE&code=NOTICE&s

electedId=75 图书馆招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 1名。”

biochem：“[江苏]淮阴工学院 2018招聘高层次人才 http://www.yingjiesheng.

com/job-002-898-563.html。”

天外来客：“2017年度东北师范大学岗位公开招聘计划 http://dszp.nenu.edu.

cn/rsc/sys_show_zp.asp?xmid=38&id=143。”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中原劲草：“朱鸿军：学术期刊看紧自己的版权，避免重蹈报纸的旧路 htt

p://mp.weixin.qq.com/s/KOhhHvjUUd3jW05sL9Q77Q。”

宋*：“图书馆的记录片我向大家推荐介绍国家图书馆历史的《百年守望》，

共八集，探索发现的节目。央视网可以看。”

图谋：“中国图书馆分类基本大类为什么没有字母M, L, W, Y？https://ww

w.zhihu.com/question/23391110《中图法》分为五个基本部类，并以国际上通用的

基本学科划分和专业划分为依据，同时考虑习惯的知识领域划分，设置了 22个

基本大类。其中，社会科学各大类的排列主要依据大类间关系密切的程度以及其

他部类的关系来确定，大体按‘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即‘政治→

经济→文化’的次序排列；自然科学各大类则按学科属性，遵循从一般到特殊、

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理论到应用的次序排列，并形成‘基础理论/

技术科学/应用科学’三个层次。因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科技的不断发展，知识

结构体系一定会有新的变化，所以为了保持《中图法》的完整延续性，预留了 L、

M、W、Y这四个字母以便未来扩充。”

系统消息：“图谋 分享文件圕人堂周讯（总第 182期 20171103）.pdf 下载。”

系统消息：“ 豆洪青 分享文件（中图会会场版本）智图——面向数字校园

服务的图书馆业务系统（2016.10.24).pptx 下载。”

hanna：“高校图书馆是否免费开放？赞成方称资源不能浪费 http://edu.gmw.

cn/2017-11/03/content_26687602.htm。”

http://url.cn/50ZVYKf
http://rczp.hhit.edu.cn/hhgxy/recruit/a.epx?action=articleView&entityId=HR_RECRUIT_ARTICLE&code=NOTICE&selectedId=75
http://rczp.hhit.edu.cn/hhgxy/recruit/a.epx?action=articleView&entityId=HR_RECRUIT_ARTICLE&code=NOTICE&selectedId=75
http://rczp.hhit.edu.cn/hhgxy/recruit/a.epx?action=articleView&entityId=HR_RECRUIT_ARTICLE&code=NOTICE&selectedId=75
http://www.yingjiesheng.com/job-002-898-563.html
http://www.yingjiesheng.com/job-002-898-563.html
http://dszp.nenu.edu.cn/rsc/sys_show_zp.asp?xmid=38&id=143
http://dszp.nenu.edu.cn/rsc/sys_show_zp.asp?xmid=38&id=143
http://mp.weixin.qq.com/s/KOhhHvjUUd3jW05sL9Q77Q
http://mp.weixin.qq.com/s/KOhhHvjUUd3jW05sL9Q77Q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391110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391110
http://edu.gmw.cn/2017-11/03/content_26687602.htm
http://edu.gmw.cn/2017-11/03/content_266876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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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不就是座图书馆，有什么了不起？http://url.cn/5GDtRpS。”

琳琳的*：“我国第一套“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第二辑隆重推出 https://0x

9.me/FBsjV。”

薪樗 /tp：“重磅：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结果出炉！http://url.

cn/5uTgVwK。” 图谋：“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示 http:/

/www.npopss-cn.gov.cn/n1/2017/1107/c219469-29632360.html。”

Lee：“十九大报告导读 https://special.zhexuezj.cn/mobile/mooc/tocourse/2004

34403?appId=1000。”

图谋：“青青草老师 11月 8日的参会诗作。首发于其 QQ 空间，图谋感佩

于其‘正能量’，冒昧转发与此。1 高阳台 湖州赞瓷器名都，丝绸故地，清茶

相伴诗心。天地悠悠，万年历史难寻。观音故事流传广，古遗存、价值千金。得

天时，五谷丰登，湖笔情深。临湖十里风光美，记古时繁盛，延续如今。千载文

章，教谁驻足漫吟。苏湖谷熟人人赞，庆河山、豪杰光临。盼归来，再上高楼，

普降甘霖。（发布时间：11月 8日 21:37）2 同人二三同人去论坛，当面聊天尽

喜欢。登高望远灯光灿，平地散步空气寒。新朋相聚思路开，老友重逢心意安。

万事从头本非易，百业正兴克艰难。听取众音志不动，学习新识如是观。（发布

时间：11月 8日 19:33）。”“青青草老师 199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

本科），2009 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理学博士，导师为侯汉清先生）。先后

任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图书馆馆长助理、物资设备处副处长、信息化处长等职，

现任图书馆馆长。”

hanna：“@所有南航人，新建成的信息化技术中心居然那么酷炫，你打卡

了没？http://url.cn/5UBonSm。”

图谋：“闲话高校图书馆馆员的未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

84378.html高校图书馆是围绕人力资源（包括馆员和读者）、文献资源、空间资

源开展研究与服务的。‘未来的’高校图书馆馆员，其未来在于智慧与服务，激

扬智慧，精致服务；‘已来的’高校图书馆馆员，其未来在于传承与开新，甘于

传承，乐于开新。”

图谋：“范并思：图情项目申报技巧与方法 http://url.cn/5lpEPsF。”

图谋：“吴志荣：谈谈科研选题和研究方法 http://url.cn/5rNZeOL。”

图谋：“讲座摘编｜阮炼：美国高校图书馆最新发展态势 http://url.cn/5Ubf

EQl。”

图谋：“图书馆报 2017年 11月 10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

/11/10/A01/356889.shtml看点：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历程回顾；吴建中、柯平、巫

志南等解读公共图书馆法；美国 2016年图情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等。”

http://url.cn/5GDtRpS
https://0x9.me/FBsjV
https://0x9.me/FBsjV
http://url.cn/5uTgVwK
http://url.cn/5uTgVwK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7/1107/c219469-29632360.html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7/1107/c219469-29632360.html
https://special.zhexuezj.cn/mobile/mooc/tocourse/200434403?appId=1000
https://special.zhexuezj.cn/mobile/mooc/tocourse/200434403?appId=1000
http://url.cn/5UBonS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437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4378.html
http://url.cn/5lpEPsF
http://url.cn/5rNZeOL
http://url.cn/5UbfEQl
http://url.cn/5UbfEQ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11/10/A01/356889.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11/10/A01/3568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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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我做阅读推广这几年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1

1/10/A15/story/54116.shtml。”

1.3问答与讨论

（1）图书馆新馆建设的前期调研

极限：“各位老师，麻烦问一下，群共享里的镜头下的图书馆里哪几个馆是

近几年新建的馆？谁能给我说下啊。急着做个调研。”印度阿三：“我知道一些

公图的新馆，广州图书馆、佛山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辽宁省

图书馆、天津文化中心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是最近几年新落成开放的。”木

欣欣：“中国农业大学正在建新馆 预计明年入驻。北京工业大学的老馆正在改

扩建。”Oscar：“人大通州校区那个也算不，虽然校址刚奠基。”汪达尔：“黑

龙江大学图书馆新馆是 2012年左右建成。”我徂东山：“据说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新馆已经建成，准备搬迁。”Lazycat：“电影学院。清华四期。我们馆已

经不新了，三年了。”极限：“三年的也可以。我们也要建新馆，调研一下。现

在设计还没有敲定。”图谋：“群文件中上午传了江苏理工学院图书馆照片。本

人参观后的印象是该馆有不少亮点。该馆 2009年起用，建筑面积 3万余平方米，

4500个阅览座位。将若干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理念落到了实处。新馆建设，应适

当参考借鉴经过时间检验的图书馆。还需要必要的传承，不宜盲目跟风。江苏理

工学院的样本书阅览室，大方得体地提供服务，令我印象深刻。种种原因，许多

馆已消失了，或者仅仅是书库。近年新建的馆有不少。其中有一部分仍是属于交

钥匙工程的。”仅此而已：“现在的新馆建，旧馆改，是需要统筹。有推荐的旧

馆改造的案例吗？我们馆马上要改造。”图谋：“理想的状态是建利益相关者‘自

己的’‘自得的’图书馆。各馆立足的实际不同，还须从实际出发。”Lazycat：

“规划还没有做其实里面有好多文章了。”印度阿三：“改造的话可以参考宁夏

省馆。”

（2）图谋博客图书推荐

图谋：“图谋图书信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3698.ht

ml图谋按：图谋从事图书馆工作 18年，先后出版图书 7种。其中图谋博客书 4

种，历时 12年（2005-2017）。图谋博客书 4种，历时 12年（2005-2017）：1

王启云著.图书馆学随笔——图谋博客精粹._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22

王启云著.图书馆学笔记——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_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

13.83 王启云 著.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124 王启云 著.图书馆学短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11/10/A15/story/54116.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11/10/A15/story/54116.s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369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3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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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图谋：“我简单梳理：一方面算是答疑（简答了四本书之异同），一方面算

是宣传推广（因为原本就是小众图书，知晓面扩大些好）。”木西：“群主好客

气。推荐后，俺就有机会免费看书了。”图谋：“图谋数本书，虽然没有营销任

务，但其中凝聚了许多人的汗水（除了图谋之外，还有许多人，包括出版社责任

编辑、序言作者、热心读者等等）。个人所做的一些延伸努力，大致体现了：书

是为了用的，为书找人，为人找书。”

图谋：“‘作家‘不敢当。我花心思出这样的随笔集，其中有个目的是希望

作为学术期刊一种补充。另一个愿望算是助力圕人堂营销，期待圕人堂这样的平

台能进一步让更多人受益。”

（3）《图书馆与 2030议程的倡导和实施》

图谋：“国际图联国际宣传项目（IAP）项目页面及宣传视频 http://www.lsc.

org.cn/cn/gjtliappd2017/gjtliappd2017.html在国际宣传项目和《图书馆与 2030议

程的倡导和实施》的指导下，国际图联举办多个区域工作坊，开展联合国 2030

议程的宣传和倡导工作。2016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1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

事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作为中国代表赴新加坡参加了亚太区工作坊，

并向中国图书馆学会汇报了工作坊的相关情况。为了让广大中国图书馆工作者充

分了解联合国 2030议程和国际图联的倡导，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题为‘变革我

们的世界：联合国 2030议程解读’、‘图书馆如何促进联合国 2030议程’、‘中

国图书馆界的行动’的宣传视频以及相关文档，视频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主讲。视频讲义及相关文

档，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 2017年 8月 2日在线发布。”

图谋：“支持联合国 2030议程—中国图书馆界的行动 http://www.lsc.org.cn/

c/cn/video/2017-08/03/video_22.html。”

（4）网络受阻，听取“哇”声一片，原来离不开的还是你——我的图书馆！

湘大图*：“我们馆的网络被长沙市某小区施工挖断了，每天要接待超过原

来 3倍以上的读者咨询，他们都在问相同的问题，图书馆微信怎么不能上了？我

在宿舍上超星时让我们联系工作人员，为什么？作为一个传统的馆员（流通部还

书台工作），我就与信息资源部门联系，她们回答是，没问题，她们在正常服务。

我又在学校网络中心咨询，网管中心告知，网络被破坏。面对纷繁的同一咨询，

我在图书馆贴出了告示，因网络原因，移动图书馆暂停服务！请相互告知！”若

水：“借书，购书，阅读，学习，社交，休闲，创客等围绕信息消费乃至生产的

http://www.lsc.org.cn/cn/gjtliappd2017/gjtliappd2017.html
http://www.lsc.org.cn/cn/gjtliappd2017/gjtliappd2017.html
http://www.lsc.org.cn/c/cn/video/2017-08/03/video_22.html
http://www.lsc.org.cn/c/cn/video/2017-08/03/video_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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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集中型多功能中心会成为城市功能布局，校园布局的趋势，

information-mall。”湘大图*：“面对咨询人群，我欣慰的发现，我们的工作还

是有意义的。读者还在，他们依然是我们的粉丝。只是我们要换换服务的方式，

找到读者的习惯进行服务。”biochem：“可以在当地媒体（电视、报纸）广而

告之。”湘大图*：“我们尽量少解释，多做自己能做的事。尽快的弥补我们过

失，或非直接过失而影响读者使用图书馆。我尊重读者的习惯，他们使用数据库

和数字图书馆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在统计来馆人数时，是否该算上他们？请教

众位同仁！”豆洪青：“目前，维普，万方都在做这事，基于数字资产，构建用

户画像。要学校图书馆或网络中心做，有些难度，虽然对日志的挖掘已较成熟。”

湘大图*：“高大上的论文我也拜读了一些，操作起来很困难的话就不要难为我

们了。接地气一点，一个小小的软件，加在我们的输出端口，信息流向了哪里，

时间多长，什么服务是读者热用的，哪个数据库真正有人用，哪个服务平台是热

点，我们的图书馆人就主要花大力气去做。让读者满意，让我们心安，就是我们

努力的方向。”

豆洪青：“我们新馆开放近两个月了，从最初的每天 7000 人左右，国庆后

每天入馆人次 1万多了，终于松了口气。”湘大图*：“请问入馆一万次怎么统

计？”gaozy：“进来一人，算一个。”豆洪青：“一个月到馆十天的学生，50

00多个。”gaozy：“一定程度来说，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它的使用情况，已经

超过了，传统的，纸质图书的这样的使用情况。到图书馆的读者主要的利用的还

是他的空间资源。” hanna：“我们学校的信息化中心正式启用。如果将来学校

把数据库放在这里，那图书馆做什么呢?”木西：“大学自习室；社区体验馆。”

cpulib*：“都是花钱买产品，就看校长怎么弄。”木西：“分大类分专业建不同

的体验室，场景再现，实地模拟，既普及了知识，也发展了社区馆。”biochem：

“每个住宅小区建一个图书馆（图书室）。”广州书童：“这是典型的政府思维

方式。”顾*：“宁波大学 读者人数多少？” 豆洪青：“宁大师生约 2.6万。”

（5）于右任题字复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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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复旦中学图书馆，于右任题字。”

（6）高校图书馆入职的门槛应该设多高?

图谋：“圕人堂欢迎需要求职的人员，以适当形式发布求职信息。当前，不

少高校进人门槛设置为博士。高校图书馆的公开招聘信息，大多亦要求为博士。

实际上，好些馆需要硕士毕业生，甚至本科生。”星辰：“是为了提高科研能力

吧。”碧海潮生：“很多高校设置高门槛很难说没有装饰门楣只嫌，如果处于为

教学科研提供信息服务，设置高门槛无可厚非，反之就适得其反了。”广东小*：

“@图谋 很多是因为入编的要求，没有这个条件，给不了编制。”图谋：“对

的。”雨过天晴：“对于一般的图书馆，扎扎实实干工作比做学问更重要。”印

度阿三：“门槛不是你定的。”Lazycat：“@碧海潮生 这用学校用人政策有关，

基本上高校不再招聘本科生。”碧海潮生：“@Lazycat 除 211、985高校外，有

多少图书馆能开展和提供深度服务的尚有待商榷，个人以为高校引进人才应该结

合本校实际。”hanna：“早新闻：事业单位应聘人员违纪违规或将取消应聘资

格。”碧海潮生：“当前高校图书馆硕士是最低门槛，也说明高校图书馆整体水

平也在提升。”海边：“按理十五年，副高早上去了，人如此，也罢了。”远归：

“按照马斯洛的理论，如果不愿意在尊重和自我实现上心理需求，那就放到某个

岗位，把她耗下去吧。”水中月：“以后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是，流通工作基本都

外包。”图林贤二：“像我们这种地方院校，研究生进来第一个岗位就是分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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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一干就得八九年，等到下一个研究生进来才有可能换岗。”

（7）图书馆的职称评聘

关*婷：“群里的同仁，你们馆有没有评了职称，没有聘的情况啊？”郑图-

*：“我们今年还是在评职称，说是职称改革元年 。”满哥：“这个跟单位政策

有关吧。”中南民*：“有啊，我校是当年评，第二年 7月聘入岗起薪。”印度

阿三：“我们一直评聘分开。”满哥：“评聘分开的话，评上了能不能聘，也是

看单位政策，看有没有空岗吧。”广东小*：“我们以前是评了下个月就聘，后

来是评了不一定聘，有时候要等好多年，有时候可能就是几个月，现在又改了评

了之后就聘。”印度阿三：“我们是职数定死了的，没有空岗，评了也聘不了。”

雨过天晴：“@关婷婷 我们学校从 2014年就评聘分开了，不要说后来评的，就

是好多年前评的，如果相应的岗位不够，聘不上都是不算数的了。” 广东小*：

“我们那年评完之后就遇到改革，聘任就冻结。”薪樗 /tp：“我们 5-8年能聘

上。”关婷婷：“我是 5年 还没聘呢。”雨过天晴：“2014年的时候，中级岗

不够，我们有 5名馆员被打回初级职称，她们都是评上并聘上上十年的，有一个

都快 50了。没办法，改革了，岗位不够，那才是郁闷呢！”印度阿三：“我们

中级，高级的职数都满了，一堆人等中级。”广东小*：“职数是确定的，这个

很难突破的。”广州书童：“编制、职数都是定了，不能因人设岗。”雨过天晴：

“三年一聘，今年我们的竞岗马上就又要开始了，三年里又评了几个副高，中级，

竞争估计会更激烈。”雨过天晴：“@薪樗 /tp 错！工作动力更强，从改革后一

般人都怕会落聘，工作学习风气好多了。”薪樗 /tp：“问题是：是否公平我们

就按资排辈，年轻的木有出路了要。”挂机中：“我们学校是高级太多了，现在

是退 2进 1，所以退休 2个才可以聘一个。”芷芸：“我们也是三年一聘，不过

有编制名额限制的原因，今年学校都不让评图书系列副高，没名额，都出不了学

校这关，更别谈去文化厅了。”薪樗 /tp：“看来所有图书馆情况都差不多。”

薪樗 /tp：“逼人走的节奏。”雨过天晴：“我们比较公平，大家摊开打分，比

如本科 10 分，研究生 20分，1个年度优秀 5分，1篇普刊 1分，1 篇核心或者

主持 1个市厅级课题 2分……还好吧，可以让人心服口服，每个人的分数公示，

从高到低聘，额满为止，落聘了也只能认输。”芷芸：“@挂机中 我们学校也

是退 2进 1，关键是今年有 1个到年龄了，但不让退。因政策有女副高延迟 5年

到 60岁退休。明白的不让年轻一点的人上嘛。”雨过天晴：“所以改革以来，

馆里工作、学习的风气确实好了一些。”广东小*：“@芷芸 这个是可以个人选

择的，可以选择 55 退，也可以选择 60 退。”薪樗 /tp：“但是基本都选择 60

退。”晓庄 *：“退了少拿钱的。没什么事情，基本上不退的。”Sparks：“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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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边正高退休，上次在政策前退休和退休相差近 1000元呢。”广州书童：“@

雨过天晴 挺好的，指标明确职代会通过，也就没有啥说法了。2024年前能提前

退休就提前退休吧，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2014年 10月机关事业单位全

面推行养老保险，国家给了十年过渡期。”麦子：“退和不退收入一般差多少？”

满哥：“我们现在工资的很大一部分是岗位津贴，退休后收入要少一半。”

1.4天津滨海图书馆“最美图书馆”

图谋：“凝视城市之眼－MVRDV新作天津滨海图书馆 http://www.gooood.h

k/tianjin-binhai-library-by-mvrdv.htm2016-6-23MVRDV 与天津规划设计院合作设

计的天津滨海图书馆将成为城市文化中心区的重要一员。坐落于公园与文化新区

之间的建筑不仅将成为人头攒动的教育中心，也将成为自然与城市间的桥梁。

一个椭圆形的开口直穿建筑如同一只巨大的眼睛凝视着外界，球形的礼堂占据了

宽阔大厅的中央位置，安静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外绿意葱葱的公园倒映在镜面上，

创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阶梯式的书架呼应着球体空间，重重抬升，带来如同起

伏山地般延绵的景观效果。而这层层叠叠的书架形式延续到立面上，成为了过滤

刺眼阳光的百叶。”

图谋：“来滨海看‘中国最美图书馆’.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

017-11/03/content_13_1.htm2017年 11月 3日 天津日报近日，几幅科幻感十足的

‘中国最美图书馆’照片刷屏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网友一条微博引来 8万点赞，

照片中的滨海新区图书馆上周末更是排起了长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书友高达 1.

8万人次。有网友质疑，图书馆虽然有‘颜值’，内部设施能不能满足书友的阅

读体验需求？10月 31日记者走访了位于滨海新区文化中心的天津滨海新区图书

馆，副馆长刘秀峰接受了记者的专访。针对网友的提问，刘副馆长向记者解释说，

根据读者不同的需求，一层大厅的‘书山’是以大众排架来呈现，建议读者以休

闲性阅读和发现性阅读为主，如果是想要更加全面的阅读体验可以乘坐电梯到其

他楼层阅览标准排架图书。这个全新的大型公共图书馆，地上五层、地下一层，

计划总藏书量 120万册、读者座位 1200个，目前馆内现藏书近 20万册。除中庭

的部分藏书外，滨海新区图书馆设置了中文图书阅览、中文报刊阅览、外文图书

阅览、专题文献阅读和市民自习空间；开设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阅读服务区；

还专门在一层安排了老年人和视障阅览区域；三层为基本藏书区，上架文学、历

史、经济、政治、天文、医药等等 24大类十多万册图书。”

图谋：“天津滨海最美图书馆 http://news.dayoo.com/photo/201710/31/140003

_51899695_0.htm2017-10-31 13:33 来源:新华网。这里的一组图片更写实。”

biochem：“最美图书馆，看来是名不虚传。”麦子：“我发现现在这种阶梯的

http://www.gooood.hk/tianjin-binhai-library-by-mvrdv.htm
http://www.gooood.hk/tianjin-binhai-library-by-mvrdv.htm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17-11/03/content_13_1.htm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17-11/03/content_13_1.htm
http://news.dayoo.com/photo/201710/31/140003_51899695_0.htm2017-10-31 13:33
http://news.dayoo.com/photo/201710/31/140003_51899695_0.htm2017-10-31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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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宽了，这比较安全。我见过一个国内大公共馆图书馆的阶梯，从上面看，我

第一个感觉是：图书馆这么设计是成心想让读者跌下去然后赔钱吗？其实真没必

要有 120万册。”biochem：“立个安全提示的牌子就免责了。”gaozy：“好看，

跟好用，有时候是矛盾的。图书馆遍地开花是好事。但现在宣传的都是建筑装潢

的所谓高大上。真正是忘了图书馆的初心。”雲：“距离那么近的两个大体量图

书馆，不如多建几个小型的公共图书馆。”gaozy：“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好的，

建的是图书馆，不是其他。这就是国家的进步。”木西：“去图书馆看书有那么

舒服么，建那么多。”图谋：“这就是一个天堂般的图书馆 http://url.cn/544saoy。”

1.5营造圕人堂 QQ群有效信息交流传递的氛围

图谋：“圕人堂 QQ群为 2000人群，为了保持群的开放性，群成员满 1980

人时，移除 50名成员（依据‘最后发言’时间，比如 24个月以上未发言成员有

50名，则移除这部分成员），被移除成员随时可以重新申请加群。”

图谋：“关于圕人堂加群，常见问题为：‘请问需要注明什么信息才能加群

呢？’简答是：圕主题信息。稍作扩充是：与图书馆、图书馆学相关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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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欢迎所有圕人加群（也可以作为‘游客’参观）。”

木西：“不离开，就是这里有思想的优秀人士好多。现实中不一定能遇到，

遇到也不一定有聆听的机会，聆听也不一定真心。”丫头：“每个人要对自己的

发言有责任心，不是为了发言而发言，为了引发讨论而抛话题。”gaozy：“讨

论，发言我觉得呢是要鼓励的。但是，客观来说，我们这里面还是精英的汇聚，

很多的教授、馆长。无知无畏，没有关系，但是，对某一主题的发言，我觉得至

少要有专业知识或实践经验，二者如果都不具备，那么还是要谨言慎行。公共图

书馆法，我没有对这个法律本身，做任何的点评判断。我只是觉得，有了法律，

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应该会更好。”麦子：“@gaozy 这话对，这里发言其实要

比在单位更慎重。”gaozy：“我是说呀，对自己不知道的，要谨言慎行，对自

己熟悉的，我觉得还是要互通有无，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才能共同的进步，有

交流我们这个平台才有价值。@印度阿三 都不说，那去学习谁呢？学习空气呀。

我觉得我胡吹海侃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

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这话说出来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

点，每一个人的业务可能亮点，每个人的科研可能都有亮点。有一些共性的交流

出来，那么我们还能够共同进步。那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对交流的内容总要多多

少少，有点了解吧。不了解的，讲也讲不到点子上去呀。”天行健：“书记说的

http://url.cn/544sa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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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对，要么专业知识要么实践经验，两方面里至少有一方面拿得出手，这样发言

可能会对大家有较多的启发、帮助。”广州书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郑图-：“这个群还是好多都是实干家的，群的风格还是很务实的。” 图谋：

“时下，圕人堂这样的交流平台是非常稀缺的，良好交流氛围的形成，尚需更多

人的推动。Nalsi离群而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交流氛围不满意。近年，有多

位曾经较为活跃的成员选择了退群。我通常在第一时间发现他们退群，内心会

有几分感伤。一方面尊重他们的选择，另一方面是期待‘他日君再来’。” gaozy：

“@图谋 那真可惜。其实每个人都很重要。”丫头：“活跃与发言内容间的取

舍，是个难题。圕人堂其实已形成稳定的部落氛围、讨论方式。”图谋：“圕人

堂的维系，志愿者团队背后的付出尤为重要。氛围其实是营造的。” 丫头：“可

以就公共图书馆法开设一个讨论专题，比如定在 8点开始，大家在仔细看过法律

条款后进行讨论，理性发言，就事论事。”

麦子：“昨天说一些比较活跃的人离开，因为不喜欢这里的讨论氛围，说

实话，我也没有喜欢过，因为我想讨论的很多东西，很难朝我想讨论的方向发

展，另外往往没人附和，但我倒是没想走，因为这里有 1950个人，如果以各种

过滤因素加以过滤(没有任何贬义)后，比如公共馆，馆内功能，是不是发言。。。

余下的，有 10 个人就不错了。当然，其中 7 个今天不在，所以，也就是 2、3

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做深度的讨论很难，这就是我一直说的：长期的目标应

该把这个群发展到网下，组织一些实实在在的，以馆员，而不是看馆内行政职

务为中心的讨论会、研讨会、委员会，起码在开什么其他专业会是聚一下。当

然，这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其他地方如果一个全国性的专业群到这个规模，

我看是不得了了，我看我就此打住，因为这个说法有点危险。”

麦子：“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太认真，要么就随大流不发言，要么说些有

刺激性的，但有不伤大雅的东西(中国的所有公共发言基本我觉得都如此)，所以

我们就有个‘光明正大，刚正不阿’同志时时来点鸡汤，给大家保鲜补营养。这

类的东西，虽然对群没有专业贡献，但对群的生存却有极大的意义，因为这里有

这么多人你要拉住，否则整天没有什么发言，或整天是是说专业话题，还不把那

1900人憋出病来，你总要来点不痛不痒的东西吧。Nalsi离开我觉得他是个想做

事的专业人士，但我干这行一直是票友状态，你也可以说我是过了一辈子都没弄

明白我想干什么，这点我是很清楚的，但我觉得世上大多数人大概都如此，因为

爱一个职业我觉得是蛮可笑的事，但多数人是职业选了 ta 而已。如果我今天在

这里宣布，找 5个飞机、游轮和 5星宾馆服务检查官，每年 100万人民币，工作

时间自己决定，但需要全球旅行，我觉得报名人一定踊跃。”

麦子：“我到这里的原因是这样的，而且我以前也说过，我觉得即使是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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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撞入了这行，但既然能耐得了寂寞呆了下来，这些人总有一些共性。我对这里

涉及的一些和专业无关东西有兴趣，比如，@顾健 @广州书童 和 @印度阿三

说的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真实。另外，我是对一些和我生命永远不会交集的

人是如何生活的总会很着迷。但专业嘛，是因为要生活才有的附加品。因为我本

身也没有太大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里蛮好，如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我觉得上

周的红烛事件似乎是不该在这类的群出现的。”

麦子：“今天看了一个数学的纪录片，说一个数学家，在一个瓶里放了 451

0粒糖，让 160个人猜，这些人猜的数字从 400到 50000不等, 他把总数相加，

除 160，得出的平均数是 4514，因为凡事冥冥之中都有其内在规律。我想，我们

这里 1950 个人，肯定有很多类似的规律。拿我自己说，很长时间一言不发，到

了哪天晚上胡言乱语一通，也是有规律的。起码今晚没猜错，3个人回复。”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已于 2017年 11月 4日通过

广州书童：“公共图书馆法通过了。”朗月孤舟：“公共图书馆法有定稿吗，

正式的发布文。”广州书童：没有发布，尚在保密阶段。”图谋：“中国人大网

公共图书馆法专题。这里整合的信息较为权威。” 广州书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七十九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17年 11月 4日通过，现予

公布，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

content_2031588.htm?from=timeline#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

bc5a2751b6d1。” 图谋：“圕人堂大概算密切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仅仅晚了 10分钟。” annl：“图书馆的大事，值得图书馆人关注。”图谋：

“作为图书馆人，还应关注同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1988 年 12 月 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通过 2017年 11月 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

会议修订）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446.htm来

源： 中国人大网 2017年 11月 4日 19:55:18。”

图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图谋重点关注以下几条： 第十九

条 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馆长应当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和组织管理

能力。 公共图书馆应当根据其功能、馆藏规模、馆舍面积、服务范围及服务

人口等因素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与技能，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定专业技术职称。 第二十

二条 国家设立国家图书馆，主要承担国家文献信息战略保存、国家书目和联合

目录编制、为国家立法和决策服务、组织全国古籍保护、开展图书馆发展研究和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588.htm?from=timeline#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588.htm?from=timeline#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588.htm?from=timeline#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4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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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为其他图书馆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等职能。国家图书馆同时具有

本法规定的公共图书馆的功能。第二十六条 出版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

国家图书馆和所在地省级公共图书馆交存正式出版物。第二十九条 公共图书馆

应当定期对其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确保正常运行。 公共图书馆的设施设

备场地不得用于与其服务无关的商业经营活动。第四十条 国家构建标准统一、

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支持数字阅读产品开发和数字资源保存技

术研究，推动公共图书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

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加强数字资源建设、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建立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文献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 第四十四条

读者应当遵守公共图书馆的相关规定，自觉维护公共图书馆秩序，爱护公共图书

馆的文献信息、设施设备，合法利用文献信息；借阅文献信息的，应当按照规定

时限归还。 对破坏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设施设备，或者扰乱公共图书馆秩

序的，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劝阻、制止；经劝阻、制止无效的，公共图

书馆可以停止为其提供服务。 第四十七条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对公共图书馆的服

务质量和水平进行考核。考核应当吸收社会公众参与。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并作为对公共图书馆给予补贴或者奖励等的依据。第四十八条 国家支持公共图

书馆加强与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开

展联合服务。 国家支持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向

社会公众开放。第五十一条 出版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存正式出版物的，

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出版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处罚。第五十

三条 损坏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设施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时限归还所借文献

信息，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qifeon：“《公共

图书馆法》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http://url.cn/5mpvm24。”虚怀若海：“今天

是个好日子。圕人的好日子。”图谋：“许多圕人为之努力了许多年，如今梦想

照进现实，确实是值得庆贺的！标志着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步入有法可依阶段。”

远归：“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4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将于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这部法律，是公共文化领

域继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之后的又一部重要法律，对于进一步健全我国文化法律

制度、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Sparks：“《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发布 2018年 1月 1日起

施行 http://url.cn/5ckdwy6。”

1.7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http://url.cn/5mpvm24
http://url.cn/5ckdw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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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达尔：“文化部负责人谈公共图书馆法出台 https://news.sina.cn/gn/2017-1

1-05/detail-ifynmvuq8601138.d.html?=1&vt=4。”宋*：“图情要闻 | 专家解读公

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发展迈入新时代 http://url.cn/5BsHKCD。”

朗月孤舟：“@麦子 美国有类似的图书馆法吗。”朗月孤舟：“不是各州

的，是联邦的。”麦子：“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rary_Services_and_Con

struction_Act 。是联邦的。a primary aim of the Library Services and Construct

ion Act was to provide funding for underserved and/or disadvantaged communit

ies in need of library service. 。主要是为了为弱势群体图书馆服务提供资金，

估计和中国的不是一码事。”图米兔：“美国州也可出法的吧。”麦子：“各州

自己有法。”

幸福的*：“呼吁建设图书馆法，实施全民阅读推广终于有结果了。”顾*：

“最大的特点是强调图书馆的功能是教育。”黔东南*：“个人觉得‘公共图书

馆法’其实没有多大的权威。因为其权力只顾及‘公共图书馆’，而没有延伸至

管理公共图书馆的‘上级权力部门及主管单位或领导’。”清凉桐影：“现在有

法可依了，不需要馆员问责，自然有人问责了。”黔东南*：“‘公共图书馆法’

其实是空心菜。”中原劲草：“支持互动交流，上面的主管机关都想当老大，咋

互动？除非由国务院出头先把俩主管机关融合成一个，否则就永远是两条平行

线。”广州书童：“法律责任那块缺少没有政府需要负责的责任，这是缺憾。”

黔东南*：“法注重的是权威，而‘公共图书馆法’就没有‘法’的定义或概念！”

中原劲草：“不过也好，支持总比鼓励好啊，支持嘛可以是物质支持、政策支持

或者法律支持，总比空喊的鼓励要实在点。”黔东南*：“现在的公共图书馆其

实就像一个在茫茫无际沙漠中的人‘望梅止渴’一样！”广州书童：“不过话说

回来，有总比没有好。虽然不是尽如人意，但是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清凉桐影：

“以后律考说不定就考图书馆法，然后，图书馆就深入人心了。”风轻呤：“对

馆员权利的保障涉及比较少。”薪樗 /tp：“公共图书馆法只是阶段性的胜利，

以后的任务就是完善它。不管怎么说出台了，这背后也有一把辛酸泪。”天行健：

“如果所有人都想把所有的想法都揉到图书馆法里面去，再过 10 年也出台不

了。”

朗月孤舟：“公共图书馆出台很多年前，档案法颁布了，也没有看到档案法

对档案工作有多大促进作用，到是档案达标奖励促进了档案工作。我要表达的意

思是一部法律出台，还要有后续的政策和制度去保障。”hanna：“我觉得有法

总比无法好，不完善可慢慢修正，真有问题时可以追根溯源，统一认识。说一纸

空文，过了。”麦子：“@hanna 可以起到宣传作用，但无法执行的话，也会有

副作用：遇到实际问题，在这个框架下无法解决，就可以推诿：现在法也有了，

https://news.sina.cn/gn/2017-11-05/detail-ifynmvuq8601138.d.html?=1&vt=4
https://news.sina.cn/gn/2017-11-05/detail-ifynmvuq8601138.d.html?=1&vt=4
http://url.cn/5BsHKC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rary_Services_and_Construction_A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rary_Services_and_Construction_Act


圕人堂周讯（总第 183期 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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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

但这个问题没法解决，不要急嘛，以后总会解决。”hanna：“宣传一下也好，

有法无法，地位不同。” 道无言：“法律规定限定不了未知的所有现象，所以

留有似是而非的空子，看各部法律中大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这需要执行人对法律精神的领悟。图书馆法我的感觉是图书馆界大牛及官僚拟定

的，没考虑到发展的不均衡及执行情况的复杂性，也许正是考虑到了，没办法，

才弄了个这么个图书馆法出来。”汪*尔：“应该把图书馆法放到 github上，让

图书馆员去修订。”道无言：“六、七月曾征求过意见，参与的人不知有多少，

当时公图人正为评估忙得焦头烂额。”

诲人不倦：“高校图书馆以后的出路就是三馆合一，以藏为主。”hanna：

“哪三馆？”诲人不倦：“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没有博物馆的，就是校史

馆。”海边：“现在讲信息环境治理，学校的网络中心任务很重。信息中心和网

络中心应当是两种任务范畴。”诲人不倦：“信息中心，网络中心，数据中心，

融合为学校大数据中心，成为学校教育信息化的重中之重。”hanna：“我们的

信息中心是由网管中心、教务处电教中心、教务处计算中心、计算机学院机房合

并的。”海边：“姚，你们的信息中心任务与图书馆的信息服务看起来只是名字

有相合，实际不重复。”hanna：“说说看。”海边：“具体部门不是表明了他

们的任务了吗?没有图书馆的事儿。”hanna：“但是他们提供的服务是重复的，

比如上网使用数据库，开放自习。而且他们的优势更明显。”海边：“上网使用

的数据库是图书馆订购的吧。”hanna：“还可以用谷歌学术。图书馆只是个经

手人。当中并没有体现多高的专业技能。”海伦：“图书馆员们常用的信息（情

报）分析工具有哪些啊？我理解的所谓的学科竞争力分析，是不是只是从文献角

度，也就是 ESI前 1%，用引文库和 CITESPACE等等？”hanna：“目前来讲做

的就是这个。”海伦：“图书馆似乎只能从发文和引文角度分析，现在不是提倡

不唯论文论英雄了吗。”安哥拉兔：“有很多现成的工具，incites什么的。。。

就是很贵，elsevier 有类似的工具。”安哥拉兔：“甚至可以找公司定制。”海

伦：“免费的工具有什么？”星星：“腾讯里的MATLAB吧。”

1.8图书馆的超期罚款

（1）图书超期滞纳金

郑图-：“对了，我感觉像高校图书馆也不能搞老好好，丢书也是要赔偿，

超期也是要罚款的，废除罚款感觉不合适，而且这些罚款可以作为图书馆活动经

费，比如中午开展讲座，给学生买盒饭。”cpulib*：“罚款图书馆不可以用。”

闽农林*：“@郑图- 关于罚款，有几个难点——第一，不是随便哪个单位都有

行政处罚权的；第二，资金流向需要经得起监管和财务审核；第三，要考虑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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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承受能力……暂时只能想到这三点制约因素。抛砖引玉一下吧！”刘*平：

“@闽农林* 超期借书罚款资金收取和管理问题很难理顺，很多高校主要因为这

方面的问题，取消了该罚款。”印度阿三：“第一个确实是问题，第二，三不是

问题，现在收支两条线，一查就清楚，另外罚款可以封顶，象征意义更大。第一

个也没问题，作为民事两双可以商量处理办法，另外图书馆并不是行政单位，可

以改名不叫罚款。”朗月孤舟：“不少学校叫超期滞纳金。”闽农林李：“@刘

建平 @印度阿三 谢谢两位的跟进讨论。原来我们的罚款是超期一天，一本书五

分钱；目前据说是提高了，一本书超期一天罚款一毛！我觉得象征性意义要远远

大于实际罚款这件事儿——主要就是提醒读者为主。”gaozy：“@闽农林* 我

们也有一些老人讲提高罚款，从五分提高到一毛，五毛，震慑超期的同学。后来

我说，趋势是取消罚款。”印度阿三：“以前书童很早说过这事，我觉得超期罚

款，或者叫滞纳金应该是没问题的事。”木西：“我也交过罚款现在都是自助借

还，不交借不了。”闽农林李：“@gaozy 取消罚款？估计未来会是一种趋势啊

——毕竟鼓励读者阅读，才是图书馆最大的功能！”闽农林李：“@印度阿三

图书超期滞纳金？这名词挺有趣。”天涯海角：“我们已经取消了超期罚款，但

是超期图书不还回来就不能再借图书了。所以读者往往是等到要借书了才能想起

来还书。”烟蕴：“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个手段，有些学生就是不还，那其他的人

要借就借不了，取消滞纳金，只会让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闽农林李：“@

天涯海角 这肯定是必须的！我们是超期欠款未结清之前，可以还书——但是不

能借阅新的图书！”印度阿三：“基本上是这样的。”天涯海角：“我们已经取

消超期罚款好几年了。”

（2）取消罚款会带来哪些问题？

烟蕴：“我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打电话给辅导员提醒她来还书，因为别

人需要借，无形中又加大了我们的工作量我怎么知道这个学生是那个辅导员的，

又要去查。”闽农林李：“@烟蕴 就是一个手段而已，但是我还没有想好如果

真的像@gaozy 提到那样取消罚款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大面积拖

延还书——因为我们的校园网还没有完全联通，各部门信息还是分割管理的，一

到图书催还就容易找不到人！”烟蕴：“我就是打电话一个一个催。”闽农林李：

“@烟蕴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啊！所以只能暂时先用‘超期罚款’这种形式

略加限制！”刘*平：“高校馆图书借阅率低，书库休息图书较多，很少发生超

期借书影响借阅的情况。系统可以设置超期书有借阅催还。”闽农林李：“@刘

建平 还是会存在的——特别是某些教师指定阅读的图书，如果长时间不回库，

肯定会影响读者。我们的复本数又不高，基本没有超过三本……。”天涯海角：

“我们还书最集中的时间是毕业生离校的那几天，因为不还不能办理离校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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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时间催读者还书很费劲的。”闽农林李：“@gaozy 其实我们的借阅系统在

即将到期之前，都会给每个读者发送催还邮件——而且基本都是送到读者指定邮

箱！可惜还是有读者逾期未还……而且不是短时间，一不小心就是一个月。”刘

*平：“我校取消了超期罚款，统计上看没有因为这个规定产生明显上升的超期

问题。”gaozy：“@闽农林大-李林 能想到一些制约措施，我觉得，这个就，

非常的好，跟我一样，我也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制约

机制，我们可以不要超期罚款，但是我们能够一样保证，和原先有超期罚款相比，

保证图书的正常流通。”gaozy：“@刘建平 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也

就是说两个比较起来，到底是哪一个，超期的更严重，或者说我取消了之后，是

不是超期大幅的增加。”天涯海角：“会有增加，但是不会大幅度增加。”烟蕴：

“有些学生的书一拖拖到毕业，毕业了书要不不见了，要不毕业生还口口声声的

说，她不知道要还，或者为什么你不通知他还，容易引起矛盾，所以我觉得约束

一下就会好很多。”天涯海角：“取消超期罚款后，除非读者还要借书，否则，

没法约束，所以就很容易拖到毕业再还。”

（3）取消罚款后如何解决超期图书不归还的问题

闽农林李：“@gaozy 我看到一则新闻，某城市推行垃圾分类——于是社区

配合推广，推出垃圾分类得积分，一年后该社区某大妈成功使用积分兑换了年度

最新款 IPAD。我脑洞有点大，我们能不能参考推行‘德育积分制’——按时归

还图书的读者，每学期德育积分给予多少的加分奖励？”烟蕴：“我们每年毕业

生离校就会遇到大量这样的问题，好点的学生还好，有些学生在现场和你胡搅蛮

缠。”天涯海角：“但是到了毕业的时候，读者往往会找不到这本书了，所以各

种忙乱。”闽农林李：“@烟蕴 哪个学校都会遇到极个别读者不讲道理的……。”

闽农林李：“@天涯海角 最可能的就是读者自己都记不起来这本书放在哪了！”

天涯海角：“@闽农林大-李林 需要馆长跟负责德育积分的领导沟通，人家认可

才行，图书馆自己没法玩儿。”烟蕴：“我们其实现在超期罚款的制度还在，但

是我们在执行上没有执行，因为上层领导不许，所以我们一线的辛苦，经常处理。”

闽农林李：“@天涯海角 肯定需要跨部门配合啊！很多事情，光依靠图书馆自

己是无法实现的——特别是高校图书馆，肯定需要学校和校内其它部门的支持。”

烟蕴：“这是学校资产呀。”天涯海角：“我们还遇到过读者说这本书不是他借

的，是他的舍友拿他的证借的，那我们也没法找他舍友还，还是只能让他还书，

气呼呼的。”印度阿三：“有制度就执行吧@烟蕴 。”闽农林李：“@天涯海

角 我们只能提醒读者保管好自己的一卡通证件！”天涯海角：“反正一到毕业

季，各种怪现状。”烟蕴：“@天涯海角 我们在借书证背面第一条就写了妥善

保管好自己的借书证，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告诉她自己看借书证背面。”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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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李：“@烟蕴 能够追回图书自然是最好的结果！可惜在现实中，很多图书再

也追不回来了！特别是以前的老版图书……。”闽农林李：“@天涯海角 每年

毕业季都是一片混乱、一片狼藉、一片哀嚎……早习惯了！”闽农林李：“@印

度阿三 折损率也不能太高的。”天涯海角：“基本上很少有图书馆清点藏书，

看看到底少了多少图书。”闽农林李：“@印度阿三 对啊！大家都经历过国有

资产清查的。我们盘库过——每次图书馆搬迁都有盘库清点图书！”天涯海角：

“那工作量太大了。”闽农林李：“@天涯海角 我工作到现在满二十年，历经

图书馆搬迁至少五六次了——光盘库就做过三遍！”天涯海角：“多年前我们清

库过一次，工作量太大，结果比账面少了好多书，后来就不再清库了。”gaozy：

“上次安徽一个高校到我们这边来，他们这个馆长想清点一下准确数目。我说呢，

这种事情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做。”闽农林李：“真的

不能做！图书清查一次就伤筋动骨一次，丢失图书的数量太惊人了……。” ga

ozy：“我觉得如果说高校图书馆愿意沟通，和学院到处沟通，沟通起来之后，

他这个信用借还应该是能做得起来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取消罚款了，反正罚款也

没有一分钱用到我们自己头上。”boson：“收费没问题，称为违约金比较合适，

罚款是延用了几十年的叫法，现在看来已经不恰当了，罚款是行政处罚，图书馆

不具备罚款的主体资格。@粉晶草莓 。”学无止境：“超期罚款，可以叫资源

占用费。”木西：“之前借书证存在的时候，办理证的当初就等于签订了合约合

同，不叫罚款，叫违约金只不过现在都一卡通了，看不到那样的合约条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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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高校图书馆馆员的未来

2017-11-8 23:02

圕人堂群曾有成员给我提了一连串问题：“图书馆人对待职业真实的想法！你的

想法？……你现在不年轻了吗？请你说一下你对图书馆和高校或社会的意

义。……您好！你觉得我们现在该做点什么吗？能做点什么吗？如果没人支持怎

么办？……”面对这一连串问题，我选择“委婉”且“简短”回答：境由心造，心想

事成， ...

个人分类:圕人堂|22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谋图书信息辑录

2017-11-4 07:18

图谋按：图谋从事图书馆工作 18年，先后出版图书 7种。其中图谋博客书 4种，

历时 12年（2005-2017）。 1 王启云著.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评估研究._北京: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43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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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37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8437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8437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8437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8437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8437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3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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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教育出版社，2009.9 2 王启云著.图书馆学随笔——图谋博客精粹._北京：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2011.12 3 王启云著.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评估研究._北京:中国书

籍出版社 ...

个人分类:圕人堂|243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8个文件。

3.大事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发布，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圕

人堂密切关注并积极宣传。

（2）2017 年 11 月 10日 14:00，群成员达 1960 人（活跃成员 522 人，占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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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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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69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8369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8369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8369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8369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8369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8369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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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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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