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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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过天晴：“上海图书馆学会今年的年会要上直播啦！http://url.cn/5o9bolf”

芷芸：“直播链接 http://url.cn/5jgdCro”

1.2 分享推荐

图谋：“喜马拉雅 FM:图书馆学短论选播（王启云）http://m.ximalaya.com/3

672474/album/12123454。该书是一部图书馆学随笔集，全部内容精选自科学网图

谋博客（2015年 9月至 2017年 9月），分为四辑：‘学海泛舟’‘图林漫步’

‘闲情偶寄’‘圕人堂梦想与实践’。主播：温情小胖猴 1980，敬请关注与支

持！”图林胖猴：“在图谋的大力鼓与呼，以及團人堂同仁的捧场和支持下，开

播一周突破 1000播放量，虽然不甚理想但是胖猴期待通过力所能及的努力，在

传播、推广目标以外能够在受众关注度、活跃度的提升上做进一步尝试和实践，

欢迎大家多提宝贵建议意见。吴建中馆长提出图书馆要和社会不断融合连接的观

点，我也有意想在图情中对相对不那么‘高精尖’，比较接地气的文章进行一个

面向社会普通听众的宣传尝试。”

图谋：“我为新书做了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125.html

今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短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

7.9）是我的第 7本书。为了这本书，做了一些工作，从‘延伸阅读’清单可见

一斑。作为草根，做此类工作意欲何为？无它，图谋耳。有人体谅背后的辛酸；

有人不解背后的图谋。于我，所做所为只是‘为书找人’，希望‘物尽其用‘，

以此回馈关注者、支持者。”

图谋：“关于图情胖猴在西马拉雅 FM播讲拙作《图书馆学短论》，或许归

因于赠书衍生的善缘。12月 15日晚达成意向，次日沟通好授权事宜并正式开播。

开播后，将感动与感谢化作行动，积极鼓与呼。先后在圕人堂 QQ群、QQ动态、

微信朋友圈、微信群、新浪微博、科学网博客等‘忽悠‘，这般举动于个人是前

所未有的。”天天有*：“形式新颖，效果很好。再坚持！”

西安财*：“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有何新变化？http://url.cn/5MQ9s1d”

诲人不倦：“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7年-2018年）正式公布了 http://cssra

c.nju.edu.cn/a/cpzx/zwshkxwsy/20171216/2853.html”山山慢：“cssci正式版和拟

收录版相比，会有变动吗？”远归：“来源期刊中的期刊排名是按英文字母顺序

排名的，看起来觉得别扭。” 琳琳的*：“现在按音序排名啦。”

山清水尽：“CSSCI（2017-2018）收录期刊•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http://ur

http://url.cn/5o9bolf
http://url.cn/5jgdCro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2123454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212345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12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125.html
http://url.cn/5MQ9s1d
http://cssrac.nju.edu.cn/a/cpzx/zwshkxwsy/20171216/2853.html
http://cssrac.nju.edu.cn/a/cpzx/zwshkxwsy/20171216/2853.html
http://url.cn/5dpMs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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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n/5dpMsqk。”

茗：“《高校图书馆工作》“图林·史志” 栏目 2013 年～2017年论文推

介 http://url.cn/5zwbasw。”

花木深：“张雪峰在给衡水中学学生作报告 http://url.cn/5JOMNKf，其中说

到，三小就业好的专业，第一是气象，第三是航空。第二个就是图情档。这个报

告两个小时，我一直听完，我觉得适合给高中的孩子家长听听。通俗实在。”

图书馆*：“邱葵先生大作《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基于美国

学术图书馆协会年度工资调查》，全面呈现美国高校图书馆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种

种，不一样的国度，不一样的体制。他山之石，可以开拓视野。”麦子：“这是

大概 16年 10月群里的讨论，我觉得可以写一点东西，但是就是看看些资料，最

近有时间才写完， 所以前后花了一年。” gaozy：“国内确实有人管窥蠡测，

就开始写，有人也参考。麦子大作正本清源，权威准确！”图书馆*：“我们正

是基于部分国内同行对美国图书馆界的走马观花，断章取义而作文，产生对事情

的客观性的担忧，才骚扰麦子先生。感谢麦子先生的努力，功莫大焉！”

Lee：“图书馆报：读者证押金制度何时取消 http://url.cn/5BwmMHd”

威威：“‘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成果发布 http://dzb.whb.cn/html/2017-12

/22/content_623069.html”

广州书童：“请投票支持我馆申报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创新创意征集推广活动

案例，谢谢！（具体路径是：关注公共服务在线公众号——选择左下角作品投票

——点击黄色背景的创新案例——在搜索栏里输入 105——点击投票）。http://i

nnovation.cnki.net/activity/gtcxhd/cxal.html”印度阿三：“大家多投票支持支持，

帮书童吆喝一下，他们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分馆真的不错，而且是书童具体负责此

事。”广州书童：“直接搜索编号 105 就可以看到。” 图谋：“这个活动是中

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主办的第一届，所以反响比较热烈，方便的成员关

注与支持一下。”

图谋：“豆瓣读书：图书馆学短论.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201291/”

图谋：“首都图书馆联盟‘2017年请读书目’出炉 http://www.cpin.com.cn/h

-nd-205.html#_np=2_413第四届‘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终评会在首都图

书馆召开，由学者、作家、图书馆评论专家、图书馆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依据

《‘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终评评选规则》最终筛选出兼具传播知识、陶

冶情操、提升素养的‘2017年请读书目’，包括‘特别推荐’‘文学’‘社科’

‘科普’‘生活’‘少儿’几个部分。”

寡人图：“《图书情报工作》2018年选题指南 http://url.cn/53n5JqK，《图书

情报工作》2017年优秀审稿专家 http://url.cn/5PoR2Fo”

http://url.cn/5dpMsqk
http://url.cn/5zwbasw
http://url.cn/5JOMNKf
http://url.cn/5BwmMHd
http://dzb.whb.cn/html/2017-12/22/content_623069.html
http://dzb.whb.cn/html/2017-12/22/content_623069.html
http://innovation.cnki.net/activity/gtcxhd/cxal.html
http://innovation.cnki.net/activity/gtcxhd/cxal.html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201291/
http://www.cpin.com.cn/h-nd-205.html#_np=2_413
http://www.cpin.com.cn/h-nd-205.html#_np=2_413
http://url.cn/53n5JqK
http://url.cn/5PoR2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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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邱葵.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基于美国学术图书馆协会

年度工资调查[J/OL].图书馆论坛,2018:1-9[2017-12-28].http://kns.cnki.net/kcms/det

ail/44.1306.g2.20171224.0909.002.html.以美国学术图书馆协会(ARL)的年度工资

调查为切入点,介绍北美高校图书馆在入职门槛、图书馆员和图书管理员、图书

馆业务外包、工会组织、平等雇用和工作人员多元化等方面的独特之处,进一步

讨论了美国学术图书馆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一些做法,以及它们在平等聘用、同

工同酬、工作人员多元化等方面的努力。 全文见群文件：邱葵 美国高校图书馆

的人力资源管理——基于美国学术图书馆协会年度工资调查.pdf。”

不发言：“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出炉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

2017/12/398526.shtm”

www：“2017高校图书馆图书借阅 TOP100(非文学类)http://hotbook.nit.net.c

n/hotpub/2017高校图书馆图书借阅 TOP100(文学类)http://hotbook.nit.net.cn/hotpu

b/?t=I。”

虚怀若海：“第四次全国高校学科评估结果 http://www.moe.gov.cn/jyb_xwfb/

gzdt_gzdt/s5987/201712/P020171228506450281540.pdf，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A

+,南京大学，武汉大学；A-中国人民大学，B+北大，南开，华师，中山。”

会议君：“关于倡导在全国图书馆界组织“宣传贯彻《公共图书馆法》 开

展系列主题活动”的通知 http://url.cn/5TYfulY。”

图谋：“王波.《中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前言. http://blog.sina.com.c

n/s/blog_542d9f710102xgeb.html课题原计划于 2013 年底结题，但是后来因为种

种原因不得不一再推迟，经历将近 6年的曲折，终于在 2016年 9月以‘优秀’

结项，证书号为：20161472，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更为荣幸的是，承蒙海洋出版

社垂青，将项目成果更名为《中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完整地呈现给关

心这个项目的社会各界，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

图谋：“王波.从‘独狼’到‘狮群’——《中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

后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d9f710102xgw9.html我的学术团队的构成，

主要有三队人马，一队是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的同班同学，一队是从北京大学信

息管理系博士毕业的师弟师妹，还有一队是在图书馆 2.0时期认识的网友、会友，

这些朋友有女有男，也可以称为红颜、蓝颜。为了强调学术友谊的纯洁性、高尚

性，在有些会议场合，我统称他们为学颜，导致在图书馆行业，不少人知道‘学

颜’一词的是我的发明。”

图谋：“《中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一书.http://item.jd.com/12237875.

html?dist=jd 可作为各类型图书馆制度阅读推广活动评估指标的参照；作为国内

图书馆界研究国外阅读推广案例的主要参考源；为国内图书馆界阅读推广活动的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71224.0909.002.html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71224.0909.002.html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12/398526.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12/398526.shtm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t=I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t=I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712/P020171228506450281540.pdf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712/P020171228506450281540.pdf
http://url.cn/5TYfulY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d9f710102xgeb.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d9f710102xgeb.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d9f710102xgw9.html
http://item.jd.com/12237875.html?dist=jd
http://item.jd.com/12237875.html?dist=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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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起到一些启发和参考作用。全面阅读已成为举国上下日益重视的国家战

略，阅读推广也已成为图书馆学中的显学，本书中的部分成果已成为这个领域引

用量可观的佳作，本书出版的目的，希望能作为各类型图书馆制度阅读推广活动

评估指标的参照；为国内图书馆界研究国外阅读推广案例提供主要的参考源；为

国内图书馆界阅读推广活动的顶层设计起到一些启发和参考作用。王波：男，汉

族，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人。1992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获文学学士

学位，1998年、201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分获文学硕士、管理学博

士学位。1998年至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现任《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

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委

员、编译出版委员会委员、阅读推广委员会委员及阅读与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

任。著有《阅读疗法》、《快乐的软图书馆学》、《可爱的图书馆学》、《图书

馆学及其左邻右舍》等，主编有《图书馆时尚阅读推广》，参编有《中国出版通

史(魏晋南北朝卷）》、《萧乾书评理论与实践》、《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

集》等。”

图谋：“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 / 郑锦怀著. -- 青岛 : 中国海洋

大学出版社, 2017.12 http://blog.sina.com.cn/u/1253116680。”

图谋：“专著《高校科研数据管理理论与实践》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39723-1083647.html。”

图谋：“专著《国外图书馆学教育发展》.http://item.jd.com/19403197796.ht

ml刘竟的这本《国外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分

析》集成多种现代研究方法和技术，对 1925－2013年近 90年的欧美图书馆学博

士学位研究课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与分析，按年度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并借鉴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形成系统性研究，尤其注重对于空缺的近阶段图书

馆学领域博士学位研究课题的数量、内容、方法、引文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挖掘

了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课题研究及图书馆学学科的发展态势、影响因素、核心

机构、相关学科、研究热点前沿、核心研究方法、文献引用特点、核心文献等。

通过本书，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外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的概况，另一方面，

可以追溯图书馆学的学术发展轨迹和学科发展的历程。。”

图谋：“《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傅荣贤.http://item.jd.com/23185377411.htm

l史学范式疏淡于理论提炼，学科范式则赋予西方‘他者’标准，两者都不能揭

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本书旨在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从古代目录形式和

内容的总和出发，勾勒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古代目录以文献

单元的标引（著录、提要）和文献单元关系的揭示（分类、序言）为形式，通过

主体介入的导向性话语，确认客体文献的价值论存在，文献背后的文化亦不再具

http://blog.sina.com.cn/u/125311668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23-108364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23-1083647.html
http://item.jd.com/19403197796.html
http://item.jd.com/19403197796.html
http://item.jd.com/23185377411.html
http://item.jd.com/23185377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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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智*性。由此建构的书目是一个兼具检索技术、学术考辨和‘申明大道’之

精神信仰的统一体系，并构成了与传统文明之间彼此型塑、互为因果的动态关系。

本书可供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等涉及目录学专业的师生阅读，亦面向广义文史

领域的读者。”

1.3 问题求助

（1）密集书库标准承重载荷是多少

beefsteak：“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密集书库标准承重载荷是多少？”天行

健：“密集书库 800KG/平米以上。”谈天：“相关文件和资料有吗？或者从哪

里查。”天行健：“建筑结构荷载规范，12KN＝1224KG ，1200KG以上啊。”

wu：“980㎏产生的重力为 1kn，天行健是对的。”天行健：“设计师应该都是

知道的，图书馆只需提出来功能就可以了。”Lazycat：“图书馆只需要提出需

求，即使是改造的建筑，也不用图书馆操心，不达到规范是批不了的。”

（2）有没有数据库能据书名关键字返回图书的 isbn 等详情信息

王燕君：“请问有没有一些数据库可以根据书名关键字返回图书的 isbn 等

详情信息的呢？”凤舞九天：“好像都可以吧，这不是最基本的功能吗？你输入

个书名一搜，书的信息都出来了，isbn也在里面，当然，如果你没有录进去那就

没有的。”王燕君：“但是关键字是不唯一的，isbn 是唯一的呀。”Mathem*：

“如果买了多个复本，ISBN也不是唯一的。”

（3）本科学院图书馆生均面积的标准是多少

寒潮：“请问：本科学院图书馆生均面积的标准是多少？”图谋：“闲话高

校基本办学条件与文献资源建设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6886.ht

ml这篇博文或许有一定参考价值。重点可关注延伸阅读部分。”寒潮：“只提

到了生均图书，没有关于建筑面积的指标。”寒潮：“不知道这是不是最新的标

准。”图谋：“指导性的。”

（4）各馆电子书的数量是如何统计的

幸福地图：“请教一下，我们馆里让统计电子书的量，各数据库类型不一样，

这个大家都是怎么统计的？”中小学*：“具体册数很难统计，我们是按照容量

统计，但是册数的确不好计数。”九院江：“有一个教育部的数字资源计量指南，

参照那儿的，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2007年）。”

（5）出版社有分级吗

海伦：“请问各位，出版社有分级吗？类似核心刊与普通刊的划分。比如国

家级出版社与省级之分。我们单位科研评价，想了解著作从出版社来分级。”图

谋：“图书出版单位查询 http://www.sapprft.gov.cn/zongshu/serviceSearchListbve.s

html?PublishmentSystemID=3966&PublishingName=&Type=Books。”

扣肉：“出版社都是企业了吧，只有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区别，少数可能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68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6886.html
http://www.sapprft.gov.cn/zongshu/serviceSearchListbve.shtml?PublishmentSystemID=3966&PublishingName=&Type=Books
http://www.sapprft.gov.cn/zongshu/serviceSearchListbve.shtml?PublishmentSystemID=3966&PublishingName=&Typ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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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业单位，比如人民日报社之类的。”图谋：“很多机构内部有其分级办法，

有的粗，有的细。粗的直接采用新闻出版属的中央与地方两级。细的比较复杂。”

海伦：“著作他们也想分个等次，所以想问有没有权威的出版社等级。” 图谋：

“这也是科研管理机构重视分级的原因之一。”

扣肉：“版署有这么一个东西：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http://www.gapp.gov.cn/n

ews/1656/89934.shtml。”诲人不倦：“cbkci刚做了学术著作的引文索引，其中

提到了其收录出版社的排名。（二）重要学术著作（含译著）的认定范围如下：

1．入选国家社科文库的著作；2．入选教育部高校社科文丛的著作；3．出版的

国家社科基金结题成果；4．出版的部级 A、B类课题的结题成果;5．获得省部

级三等奖以上的著作；6．获得国家图书奖的著作；7．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

奖的著作；8．被列为国家‘五年出版规划’的著作；9．出版的省级以上优秀博

士论文 10．国家级学会设立的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获奖著作（如孙冶芳经济

学奖、郭沫若历史学奖等）；11．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国家出版奖的专著;

12．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的著作；13.入选山东省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的著作。” Lazycat：“百佳出版社不适用于专业图书馆，里面很多文学、

少儿、教材教辅等出版社。有几个出版社以学术出版为主，虽然有些书是有出版

资助的，但还不是卖书号。”

诲人不倦：“南京大学有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http://cssrac.nju.edu.cn/cb

kci/”图谋：“通常会有进一步的限定。比如学术专著，达到哪些基本要求等，

通常由学术委员会制定。”

（6）学术专著和编著，出版社是怎么区分的

天涯：“学术专著和编著，出版社是怎么区分的？”图谋：“叶继元教授在

《中国图书馆学报》发表一篇论文，专门理学术图书，学术专著等概念。应该是

今年发的。”

（7）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是否等同核心

小鹂子：“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时什么意思？有用吗？听说等同核心是真的

吗？”图谋：“关键看你自身所在机构的政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属于权

威学术文摘转载之一，具备一定影响力，有些机构视同 C刊。”

图谋：“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是在复印报刊资料纸质期刊基础

上，进一步分类、编辑整理形成。数据库资源从当年公开出版的社科报纸、期刊，

依循严谨的学术标准——论文或文献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含有

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及时反映学术研究或实际工作

部门的现状、成就及其新发展动向’的原则，由专家、学者在全面审视人文社科

报刊所有文章的基础上对海量学术信息进行精心整理、加工、分类、编辑，去芜

存菁、优中选优，提供高质量的学术信息产品。”

http://www.gapp.gov.cn/news/1656/89934.shtml
http://www.gapp.gov.cn/news/1656/89934.shtml
http://cssrac.nju.edu.cn/cbkci/
http://cssrac.nju.edu.cn/cbk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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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学科评估时，科研成果积分与 C刊是一样的，这也是有些机构制

定相关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准确讲，是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北大版核心

期刊评价，人大复印报刊资全文数据库属于‘被索量统计源’之一及‘被摘量、

被摘率统计源‘之一。”

1.4 日常讨论

（1）图书借还系统芯片的选择：RFIDor 磁条

绿雾 6*：“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们总馆用的是超高频芯片，分馆一

直用的是传统那种永久性磁条，现在因时间关系，有一批分馆书外包，对方建议

我们用充消磁以适应以后系统的改造。我们的顾虑是以后系统升级换代时，是不

是需要购置充消磁设备及额外的前期工作。我们总馆原来是力博，是永久性磁条，

升级为图创及 RFID 自助借还系统后，对原来的磁条没有作处理，只是新贴超高

频磁条，然后用专用设备条码汪册转换书目数据。”

凤舞九天：“rfid不是磁条，就是一种感应线圈。”天行健：“上 RFID后，

你们还要用磁条吗？如果不用的话，就不用管磁条的事情了。如果两套系统并行

使用，鉴于你们大部分的图书都是永久磁条，后来的书改成可充消磁条的意义又

在哪里？。”凤舞九天：“别充了，直接 rfid，让你充磁是忽悠你的钱包呢。把

经费用在即将淘汰的技术上面干嘛。”天行健：“是的，换磁条的说法简直就是

忽悠，绝大部分图书馆上了 RFID之后，磁条就废除了。极个别图书馆也有保留

磁条的，权当防盗，也是权宜之计。”

绿雾 6*：“外包单位永久性和充磁性都有，免费的，就是芯片没有，上芯片

是要我们自己提供的。分馆一直没有上芯片，是永久性的，然后建议我们用消磁

的。”碧海潮生：“永久磁条未作处理的情况下全部上超高频，在数据读取上会

不会出现干扰？”绿雾 6*：“总分馆虽实行了通借通还，但分馆的是由工作人

员手工借还的。分馆暂不考虑上芯片，就是永久性与磁性（都免费提供）选择，

哪一种好？内行的说有一定干扰，但我们自己没有实验对比，运行近两年了，不

知道影响有多大。”

碧海潮生：“关键在这个干扰有多大，如果影响不足以影响正常使用，是不

是直接上超高频就不用考虑了，如果干扰系数过高，影响自助借还设备的读取，

前期也要做一个预估？”绿雾 6*：“好像浙图做个对比实验，影响微小。”天

行健：“以前用磁条、现在上 RFID 的图书馆，还没有听说哪个馆要处理磁条的，

那个太费劲了哈，也完全没有必要，原理都不一样。磁条细小，也阻挡不了芯片

信号。”

绿雾 6*：“因为上芯片（要我们自己提供）或充消性，同馆的书就有两种加

工方式 ，到后来变成加工方式一致时，如果不要分拣区分还好，如果要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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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麻烦大了。我们超高频的和永久性的，两者外形上区别不大，都细长条的。

如果直接上芯片，原来的馆藏要加工，新购的都要加大成本，领导暂没有考虑，

只是针对目前这批书，如果用充消性的，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话，下次分馆书我

们自己加工时，也用充消磁（恰好馆里没有永久性磁条了）。”

wu：“只是新书换成可冲销磁条，还是原来的永磁也要换？我馆最早用的永

磁，后来改用可冲销，现在上了 rfid。可冲销的比永磁的选择余地大些。”绿雾

6*：“原来的都暂不换，就是针对这批外包书及以后分馆自己加工时要考虑的，

当然还要顾及到将来。我们是混用，总馆是 rfid＋条码，分馆是永久性。”

扣肉：“想的有点多，通还可以做，通借一般不行。通借只是读者不用跑，

但是书还是要跑的。出现跨馆通借的时候，出物流单的时候，就要进行消磁或者

关闭 RFID 的防盗位。只是在实际借出的时候，在图书管理系统中做登记。通还

也是一样，收到书以后，在图书管理系统中登记。馆藏地收入物流的时候，充磁

或者开启 RFID 的防盗位。实行通还之后，你收来的书不能直接上架，首先要分

拣。总馆 和 分馆的书要分开放。区分之后，把不是本馆的书运走。本馆收到他

馆运来的书之后，再进行磁条、RFID 标签等物理操作。无论是磁条还是 RFID

标签，状态变化是因为出库，不是因为借还。如果图书报废销号了，你肯定也是

要做相应的操作，该消磁的消磁，该撕标签的撕标签。至于分馆买什么样的设备，

有钱就买，没钱就别买。个人建议，还是用 RFID标签。”

Lazycat：“如果有条件，一起改成 rfid，趁着现在有突击建设的机会，如果

以后弄，恐怕更麻烦。”绿雾 6*：“不是突击建设，是对这 5000册书外包加工

引起的，加工单位建议我们用充消性的。”图米兔：“资金允许直接上 rfid。”

（2）查重与查新章的区别

edifie：“今天碰到个读者，拿着查重报告，要求盖查新章。这个章盖不了

吧，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业务啊。但是读者很不理解，说其他机构都能盖，为什么

我们不给盖。所以，想了解下这事怎么解释比较好？”

北风低吟：“这两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啊。可能是有些站有做查重的业务，所

以可以盖，而没有开展这项业务的肯定是没有办法盖，不过也不能盖查新专用的

章。”Lazycat：“问题是他要盖查新章，这就比较有意思了。”张芸：“为什

么读者要盖章呢？直白地说，拿着水票不能打饭，这个是查重报告，不能盖查新

章。”edifie：“我只好让他找可以盖的机构，给他盖。估计是把查新和查重当

成一回事了。”Lazycat：“如果是学生，可能会混，如果是老师，连这个都会

混，他是怎么混的。”图谋：“这块其实是挺陌生的。接触过或需要查新服务的

教师，比例很小。从各查新站的教师用户查新量，亦可见一斑。”贵阳の*：“最

好还是有相关文件支持，不然很为难，行外人事搞不清楚查重查新的区别。”

（3）热议图书馆里设咖啡厅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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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舟病树：“征求图书馆里设咖啡厅意见，我们图书馆大楼将启用了，临湖

的一层可以独立出来，做一个咖啡厅之类的供读者休闲场所，不知如何操作，请

各位同仁赐教。”

gaozy：“如果是内部，要考虑气味，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咖啡。我觉得咖啡

书吧之类的，其实是非常无聊的一个想法。这方面，我觉得宁波大学图书馆，是

首屈一指的好。他的新馆建成了之后，功能是最纯粹。”

图谋：“我觉得上海图书馆的做法挺好，上海图书馆的咖啡厅，更准确点或

许叫‘咖啡角’，在门厅左侧一角。”gaozy：“公图还可以接受。高校图书馆

搞东搞西，还什么咖啡吧，什么创客，都是拍脑袋，最后事实都是打脸！不过，

没人负责。”

图谋：“读者周边服务，好些图书馆搞了。有的是社会力量唱主角，蛮受欢

迎的，高校馆有条件的搞搞挺好的。”gaozy：“这点我感受很深啊。高校图书

馆里没啥特别能干，特别能创新实践的角色，一段时间新鲜之后，自己都不想看。”

青岛王平：“是体制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图谋：“事在人为，有不少馆，做得

挺好的。”gaozy：“一时好，不代表什么。我坚定认为，这些花架子没前途。”

图谋：“其实不然。”gaozy：“但我不反对。搞，可以，我是没见过搞的特别

好的什么咖啡吧。”青岛王平：“也是要鼓励创新，不然千篇一律也太乏味了。”

gaozy：“高校图书馆同仁，你们哪家敢说特别好？”图谋：“为什么非得

特别好？”gaozy：“咖啡吧叫创新？如果不合适，不如往回改，也叫创新。让

图书馆回归纯粹的图书馆，做好图书馆阅读，信息服务功能。”图谋：“其实并

不矛盾。”青岛王平：“咖啡吧不新，但是开在图书馆的咖啡吧就是创新。”图

谋：“需求在哪，服务在哪。做好读者周边服务，也很重要。”

gaozy：“这不叫创新，个别读者需要在图书馆吃饭，为啥不开个图书馆大

食堂？”图谋：“有些馆很低调，很实在。实际上，关键看怎么做。”gaozy：

“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换成咖啡，做点环境布置，就以为是高大上了。”图谋：

“茶餐厅是有的，这方面做得好的，还真不少，做得好的，通常是很低调的。”

gaozy：“好，却很低调，这不符合国情，尤其是图情。图书馆没啥好炫耀的，

有好的，肯定要说道说道。”印度阿三：“你们做得不好并不代表别人也不行。”

gaozy：“你这说的，你不具有代表性，你公图的，一边呆着。高校图书馆，到

底该做什么？”

gaozy：“现在配备有咖啡厅的公共图书馆遍地开花。可能就在我们刚要出

图书馆的周边高校图书馆，它的定位是什么？他要做哪些事情？”印度阿三：“我

不知道高图应该做什么，但我知道要满足读者需要，不被需要叫没有生存必要。”

gaozy：“宁波大学图书馆完全是从阅读，从信息服务出发，这样的图书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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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不显得落后啊，你要知道我们有一些咖啡厅，有一些创客体验中心，随着时

间的过去，设备会陈旧，环境会老化，逐渐就淘汰了，但是阅读图书这些它不会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淘汰，不可能的，越现代，越传统，越往后，这些图书这些

功能可能会越显得宝贵。”gaozy：“我在这里观点的表达仅仅是对现状的，自

以为是的一些想法可能不完全对。同时也不代表我反对建设，我只是说建好了之

后这个地方可能会没有预想的好。”

道法自*：“对于咖啡吧这个问题，个人觉得不同的图书馆设置咖啡吧的目

的应该不同，只要能够满足图书馆实际运作需要的都应该可以大胆尝试。如果因

迎合趋势而建就完全木有必要了。”

印度阿三：“个人看法，图书馆可以提供冷餐，咖啡之类的服务，但空间规

划要独立，以免气味扩散，招来鼠患，同时要综合考虑周边的生活配套。”

图谋：“关于图书馆设咖啡厅，还有种模式是有条件外包，互利互惠。”青

岛王平：“外包有挣钱嫌疑，现在的公共图书馆法不是不允许。”图谋：“不是

吧？”

cpulib*：“首先叫咖啡厅就不可取，应该考虑的是空间建设。”青岛王平：

“社区图书馆现在开展的方式很灵活。”图林胖猴：“有人说这是图书馆或者图

书室与社区结合或者‘+’的有益尝试，也有的说就是一个食堂用所谓的书香来

装点门面。”道法自*：“现在社区图书馆大多流于形式，真正做起来的也有，

以北京西城区为例就还算可以，但确实不多，更多的只是造概念、应付检查……”

青岛王平：“应该是食堂+文化，但是这个文化就不是简单的图书馆，饮食

也是文化。感觉图书馆这个高大尚的词和食堂还是不搭。或许，创新不仅来源于

做什么，对名称的创意也很重要。”图林胖猴：“感觉这就应该是应付行政检查

或者文化社区建设硬生生‘创造’出的畸形产物。”青岛王平：“典型的没有花

心思思考出来的创新，就是一个生硬的叠加。”

gaozy：“图书馆本身也和食堂一样，并不是高大上，只不过啊，我们感觉

他好像有知识，仿佛就很高尚，但是话说回来，食堂远比图书馆重要，因为啊，

人不吃饭会死。不读书，活的好好的。”

gaozy：“但实际上来说，图书馆里面就正如刚刚印度阿三所说做一些冷饮

冷食一些没有什么刺激性气味的食品。这些我相信要比咖啡更受欢迎。办个图书

馆食堂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wxy：“图书馆是营养人类精神的食杂店。”青

岛王平：“估计填饱肚子的多吧，现在我们是想让人们像填饱肚子一样来填饱脑

袋。总感觉喝咖啡不同于喝胡辣汤，这个时候配一本喜欢的书还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图书馆可以有咖啡吧。”

雨过天晴：“个人以为，图书馆创新需要边界，要明白自己的定位。现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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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说‘不忘初心’，我想问图书馆的‘初心’是什么呢？走得有点远，是不是

忘了呢？咖啡厅这个创意不错，和图书馆格调一致。”

gaozy：“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认为以咖啡为代表的西式文化是高档的，

而我们中国的市井文化，比如说食堂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是不能和知识殿堂相提

并论的。那么用这种思维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比如说我在图书馆里

面，不延续以往大家共同的做法——建立咖啡厅，而是建立一种以中国传统饮食

文化为噱头的高档中式餐饮。如果说是创新，我倒觉得这反而是一种创新。”

gaozy：“其实阅读无处不在，图书无处不在，这个才是真正的一种阅读理

想的状态。但是随着中国人文化程度或者文明程度不断的提升，有一些的做法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难以接受，但是不代表不可以做。”

雨过天晴：“我觉得图书馆应该着力于推广阅读理念，培养越来越多的人养

成阅读习惯，而不是本末倒置，在推广形式上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理念和习惯到

位后，一个人想在什么地方阅读自然就在什么地方阅读，而不是图书馆和这个那

个相结合赚吆喝，图书馆应找准自己的定位。”

扣肉：“咖啡厅属于经营性收入，一般需要招标，图书馆没有办法自己做。

建议你先咨询一下当地食药监局，饭馆的经营许可，由他们颁发。一般如果只提

供热水炉，由读者自带咖啡粉的方法，比较省事。”道法自*：“不一定，咖啡

厅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很多白领都会利用咖啡厅来进行交流沟通。”天行健：“咖

啡厅卖的是氛围，不是咖啡。”道法自*：“而且如果格调太低不如不搞。”

扣肉：“有一个问题是，你在图书馆里，把书上洒了咖啡渍，这样很亏。”

道法自*：“一般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应该不会太高，可以和读者协商解决。”

天行健：“看来很多人都没有搞明白啊。谁也不会咖啡厅开到书库里面。”印度

阿三：“要结合本身的空间布局来。”天行健：“同一个东西，不同馆也许会有

不同效果。关键看理念，并无对错之分，但有先进与落后区别。”

雨过天晴：“济宁学院图书馆：咖啡吧的故事小铺 http://url.cn/5KG3BHa、h

ttp://url.cn/5kXFbKF、http://url.cn/5cLSw9y、http://url.cn/5VDe4px济宁学院的咖

啡吧开办得多么有声有色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刚刚找出来分享给大家一些，

有图有真相。”

gaozy：“我不知道这个推送有什么意思。”雨过天晴：“求同存异、百家

争鸣、但说无妨。”天行健：“其实不是咖啡吧高大上，而是氛围会让人感受不

一样。读者未必在意是否多一个服务台或记得某一个书库，一个氛围良好的咖啡

吧应该会让他们体验不同、印象不同。”gaozy：“咖啡吧，我也不反对，我坚

定地不看好图书馆咖啡吧的未来。” 天行健：“文理科思维差异，就像当初技

术和人文的争论。”

http://url.cn/5KG3BHa、http://url.cn/5kXFbKF、http://url.cn/5cLSw9y、http://url.cn/5VDe4px
http://url.cn/5KG3BHa、http://url.cn/5kXFbKF、http://url.cn/5cLSw9y、http://url.cn/5VDe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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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阿三：“我赞成图书馆要有初心，不忘本心，跨界适合而止。脱离了书

来做文章，小心革了自己的命。” gaozy：“我倒是觉得不管是咖啡，不管是茶，

不管是音乐，不管是听书，阅读的外延不断的扩大。但实际上最有内涵的东西，

或者是最持久的东西是什么？”

gaozy：“这次我们市里科协的主席过来。我们在一起谈笑风生。他们关心

的恰恰是一个图书馆最有特色的文献信息或者是信息服务。硬件的一些设施，硬

件的一些配套，或者是一些咖啡吧，等等，通通都不感兴趣，因为见得太多了。

所以我认为永远不过时的，对图书馆来说绝对是我们的文献信息资源以及我们的

信息服务。”雨过天晴：“这个同意。像咖啡吧这样的创意不错，但是和食堂合

作蛮吓人。图书馆需要创新服务形式，但要有所选择。” gaozy：“虽然我说了

很多咖啡吧的坏话，但是我们一样有。其实，我不反对。我只是觉得，这没前途。”

天行健：“高校图书馆的读者主体是学生，不是什么科协主席。他关注他该

关注的，他漠视咖吧重视文献说明他富裕那个而缺少这个，学生恰好相反。这有

什么疑问，又能说明什么呢。更不能拿那个来否定这个。”雨过天晴：“这也是

我正准备说的事情，科协主席不能代表用户群体需求，甚至与学生背道而驰，年

龄差别太大了。” gaozy：“我只是说明，从一个更高的视野来看，他们关心的

可能是图书馆的定位。”

木西：“这要看来图书馆目的了，单纯为了看书学习，各种饮品都不重要。

若为了休闲，发呆就不一样了，就是奔着环境氛围来的。”雨过天晴：“高校图

书馆主要还是要考虑学生的志趣。”天行健：“归根结底，我们所做的，也只是

想让学生能够更加美好的阅读，更加享受阅读而已。”雨过天晴：“能够吸引学

生爱来图书馆就是胜利，然后再引导阅读。”印度阿三：“来图书馆的未必是阅

读的，但能来就好。不来也可以嵌入。”雨过天晴：“来都不来，图书馆再丰富

再特色的馆藏有什么意义呢？”天行健：“图书馆也并没有说开了一个咖吧，就

没有了图书了，图书馆的主体依然没有变化嘛，只是多了一些色彩。”印度阿三：

“咖啡吧只是锦上花。”

雨过天晴：“创新是需要的，‘图书馆是不断生长的有机体’，而创新的内

容和形式需要摸索。”

gaozy：“不学无术，惭愧惭愧。我坚定地不看好高校图书馆咖啡吧。摄影

棚。创客中心。”天行健：“书记说的这些，在哪一个图书馆也都不会是主流吧，

点缀，探索……以后说不定会发生变化，又有了新的事物，要不阮氏咋断定图书

馆是一个生长的有机体呢。”

麦子：“如果有条件，我觉得图书馆里开咖啡或茶店，饮料点是不错的点子，

因为这样可能会增加图书馆的吸引力和逗留时间。但是我对出于崇洋而设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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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而自我封闭反对设咖啡店这两者持同样反对态度。总之是要因地制宜，而且

对图书馆有利。”

gaozy：“和而不同。大爱各表。说明我们对图书馆都有感情。”图谋：“多

元化需求，多元化服务。积极探索与实践，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

湖商陈*：“我特别支持麦子老师和图谋老师的观点，愉悦读者、吸引读者，对

图书馆的发展是有利的，习总书记说了，不走僵化的老路子，也不做变异的邪路

子。图书馆只有审时度势、因地制宜、不断创新，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若水：“咖啡吧为什么会火？一是食品饮品符合消费者口味，价格公道，支

付方便，图书馆几百几千学生去那里，吃一吃喝一喝，二是，气氛轻松随意，可

以聊天交流，三是搞一些活动，开展某些讲座，让大家凑凑热闹，某些中国人就

是喜欢凑热闹啊，如果学生吃不好喝不好，要想使咖啡吧长期火起来，难。”

雨过天晴：“‘第三代图书馆’是以知识为主体，包含了图书，包含了多媒

体等各种各样的载体，是以知识为主体的，目的是促进交流和分享。作为空间的

图书馆，休闲功能很重要啊！吴建中：“第三代图书馆”是以知识为主体，目的

是促进交流和分享 http://url.cn/5807opN吴建中：走向第三代图书馆 http://url.cn/

5ogAJhd。读者走进图书馆，不仅从书本中获得知识，而且也带来自己的想法，

并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知识、新的灵感，增加新的价值。”

hanna：“资源是基础，采访做好；书目是基础，推荐做好。图书馆懂书目

的人极少，至少我馆是。雨过天晴：“注重资源建设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不

断生长的有机体，图书馆的功能已逐渐在向交流分享发展。创新适当的服务形式，

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场所功能，打开门把人引进来，我看好这个方向。但在过程中，

要明白自己的定位，创新的形式应符合图书馆的格调氛围，这就是我欣赏咖啡吧，

不能认同食堂的原因。”

芷芸：“其实，不管是建咖啡厅还是创客空间也罢，只是图书馆招揽读者的

手段，改变阅读环境而己，而图书馆真正要做的，是加强内涵建设，利用丰富的

文献和信息资源进行信息服务，满足不同口味的读者需求，不同图书馆定位不同，

公共馆与高校馆有区别，服务群体不一样。搞出特色，发挥特长，你才能走得更

远，不能千篇一律，跟着一个模子走。”

道法自*：“但是在当前图书馆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大胆尝试和摸索啊，

以 24 小时图书馆为例，要是没有深圳馆的摸索，哪能到今天真正意义上的 24

小时图书馆啊。其实不仅我们，我觉得就算是美国图书馆也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4）从邱葵先生大作《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基于美国学术图书

馆协会年度工资调查》说起

图书馆*：“邱葵先生大作《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基于美国

学术图书馆协会年度工资调查》，全面呈现美国高校图书馆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种

http://url.cn/5807opN
http://url.cn/5ogAJhd
http://url.cn/5ogAJ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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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一样的国度，不一样的体制。他山之石，可以开拓视野。”麦子：“这是

大概 16年 10月群里的讨论，我觉得可以写一点东西，但是就是看看些资料，最

近有时间才写完, 所以前后花了一年。我也希望大家看了有什么看法，大家可以

在群里讨论。”

gaozy：“国内确实有人管窥蠡测，就开始写，有人也参考。刘编慧眼识英

雄，麦子大作正本清源，权威准确！”图书馆*：“让国内部分作者和期刊编辑

的胡说八道——。我们正是基于部分国内同行对美国图书馆界的走马观花，断章

取义而作文，产生对事情的客观性的担忧，才骚扰麦子先生。感谢麦子先生的努

力，功莫大焉！”

暨大 only：“我对文章第 4部分的业务外包很感兴趣，高校图书馆的决策者

应该多看看。”麦子：“当初群里讨论的核心的确是这个。”

天涯海角：“麦子老师说的很多是我们向往，但是做不到的。外包与否普通

馆员是没有发言权的，而有外包权力的管理层是愿意外包的。工会在国内就更没

有发言权了。图书馆业务外包是自掘坟墓，馆员处境会越来越艰难的，但对于管

理层决策者来说，是不会考虑这一点的。”麦子：“这是和图书馆和馆员利益冲

突的东西。”芷芸：“馆员不学编目，去做学科服务，那是学术图书馆员的事，

基础馆员基业务都不精，还能指导专家，这要上升到图书馆员入职门槛问题了。”

暨大 only：“图书馆的馆藏需要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才能有效藏用，编目有其理论

基础和应用成效，但是非专业的决策者认为一个月培训足以担任编目工作，编目

外包完全没有问题。”

芷芸：“现在很多图书馆一味跟风，丢掉了基础业务，文献资源的基本加工

业务不做，去外包，那你图书馆能干高大上的业务，本末倒置，砸了自己的饭碗。”

麦子：“我最反感的是说：我们这个外包是有例可循的，美国外包就很普遍。”

郑图-*：“外包确实是方向，但是前提是我们要有一个自身价值评价体系，否则

糊里糊涂的外包，包完了，甚至后边的人都不知道干啥了 。”

（5）杨玉麟教授之“最后一课”

图谋：“西北大学杨玉麟教授之‘最后一课‘，声情并茂、图文并茂。有一

种感动叫师德，感动圕人。向杨老师致敬！全文见：西北老汉.老汉我教师生涯

的最后一课：这是我 30多年高校教师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课。老汉我最值得纪

念的一天,老汉被一个教师应该有的骄傲和自豪满满地包围了。当老师能有这么

个结果，老汉我值了。.https://h5.qzone.qq.com/ugc/share?sharetag=AD4F0BF4B21

82139A44A29B16B5F2873&bp7=&bp2=&bp1=&_wv=1&res_uin=470245751&app

id=2&cellid=1514294980&no_topbar=1&subid=&g_ut=3&from=timeline&isappinst

alled=0”

图林胖猴：“祝贺杨老荣休。致敬。”远归：“做老师做到这个境界和层次，

https://h5.qzone.qq.com/ugc/share?sharetag=AD4F0BF4B2182139A44A29B16B5F2873&bp7=&bp2=&bp1=&_wv=1&res_uin=470245751&appid=2&cellid=1514294980&no_topbar=1&subid=&g_ut=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h5.qzone.qq.com/ugc/share?sharetag=AD4F0BF4B2182139A44A29B16B5F2873&bp7=&bp2=&bp1=&_wv=1&res_uin=470245751&appid=2&cellid=1514294980&no_topbar=1&subid=&g_ut=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h5.qzone.qq.com/ugc/share?sharetag=AD4F0BF4B2182139A44A29B16B5F2873&bp7=&bp2=&bp1=&_wv=1&res_uin=470245751&appid=2&cellid=1514294980&no_topbar=1&subid=&g_ut=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h5.qzone.qq.com/ugc/share?sharetag=AD4F0BF4B2182139A44A29B16B5F2873&bp7=&bp2=&bp1=&_wv=1&res_uin=470245751&appid=2&cellid=1514294980&no_topbar=1&subid=&g_ut=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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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感动。西北老汉的博客经常登录和学习，受益满满。祝杨老师身体健康，学

术青春永驻。”麦子：“退休是终极成就，需要祝贺。”琳琳的*：“同祝贺。”

春丽：“当老师的成就感最高也就如此了。好感动啊！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图书

馆人才！”迷图忘返：“我是西北老汉的弟子之一，周一专门去听老师的最后一

堂课了。”

图谋：“恐怕是‘史无前例‘，至少个人之前未曾听闻图林有此雅事。难能可贵！”

迷图忘返：“老师在讲台上和下了讲台，判若两人。他太适合教学，记忆力也是

超群。那天来了二三十个往届毕业生，他都能准确说出哪一级、叫什么名字、现

在在什么单位。”张芸：“这也太厉害了吧。”木西：“崇拜。”中原劲草：“好

老师。”

图谋：“圕人堂群中，杨老师的学生，我估计不下 10位。”雨过天晴：“一

代代圕人就这样把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传承了下来。学问的最高境界不是自己有

多牛，而是培养了多少人，带动了多少人，为行业的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

辛*霞：“惠老师是老汉的优秀弟子。”惠涓澈：“比我优秀的有很多，学

生中有多位馆长、有多位国社基金，我们班有在美国从事图书馆的编刊也带研究

生、有三个副馆长。”惠涓澈：“我师承了老师对事业的热情，对职业的热爱，

还有使命感，并且老师的讲课风格我一直在讲座中体会学习发扬。学识魅力与人

格魅力并行起作用。我们虽是西大学子，但老师是北大学子，所以我们对自己高

要求。

我是我们班第一个研究馆员，目前也是唯一。当我看到海南的、北京的、广州的、

深圳的各地发来的祝福视频，感动又温暖。”梅吉：“杨老师桃李满天下。”

图谋：“可否以学生视角，写篇简讯？本周周讯收录。” 惠涓澈：“那天

在活动现场，有编辑打电话找我约稿了。” 图谋：“那可以刊发以后，‘链接

‘到本群。”

迷图忘返：“那天我代表 09级学生给老师送上鲜花和礼物，还有同学们的

祝福语。课后，老师给班长发信息致谢，并表示‘以后如果有工作或学习上的问

题，老师我依然坚持诺言：终身保修！’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每次学

生对他表示感恩，他都会说‘帮学生是老师的本分。’”持之以恒：“为真挚的

师生情谊点赞。”惠涓澈：“春风化雨，最后一课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诲

人不倦：“老汉也被认为是北李南程,东范西杨，图林四大咖之一。”惠涓澈：

“也许是简直就是。出来后，我跟师妹说，老汉是幸福的，四大名嘴之一。”

湖商陈*：“我觉得不应该是最后一课吧，将来会有更多讲学，录制更多慕

课，焕发更多的光和热，惠及更多的图情学子。”惠涓澈：“不是结束，是起点。”

湖商陈*：“今后的思想可以不受体制、课堂、管理者的束缚，自由翱翔在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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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空。”

（6）全球学术快报使用体验

国歌：“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 PRTG 的。”夏夜星：“全球学术快报？”扣

肉：“全球学术快报是知网的 app。”2014：“知网改版之后好像经常出问题。”

扣肉：“全球学术快报可以根据学校的物理地址进行定位。”扣肉：“不需要根

据网络 IP地址。也就是说，当你拿着手机，即便用 4G流量，只要你人在学校，

就可以上。”夏夜星：“不错。不过不习惯用 IPAD读文章。”扣肉：“我刚才

看了一篇论文，觉得很好，是关于 OPAC 的检索结果顺序的。”

（7）“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作建设分馆”创新案例推广

图谋：“案例名称：坚持公益 推进均等 效能优先——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与

社会力量合作建设分馆单位名称：广州图书馆案例概述：近年，我国社会力量参

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有关法律政策陆续出台。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明确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建设原则。2017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

图书馆建设。2015 年 5月实施的《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规定：鼓励和支持

国内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兴办公益性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合作提供或

者单独提供公益性阅读服务。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以此为契机，整合资源，与企事

业单位、企业园区等社会机构合建分馆，以财政小额投入撬动社会力量大额投入，

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为其他地区社会力量参与

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提供可以参考和借鉴的广州案例。2016年 8月 26日，《条

例》实施后广州地区首个社会力量与公共图书馆合建的示范性分馆——广州图书

馆万科城市体验中心分馆开馆。万科地产负责场馆建设、日常运维管理、人员薪

资，广州图书馆负责文献资源配送、人员培训和技术支持等。截至 2017 年 12

月，全市与社会力量合建分馆共 17所，均纳入全市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网络，

实行统一规则、统一服务，成为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有效补充。其中，

儿童公园分馆是全市服务效益最好的分馆，年接待访问量 37.34万人次、外借文

献 22万册次；黄埔区图书馆华新园分馆作为众创空间落地点，受到文化部领导

的高度肯定；黄埔区缘创咖啡分馆是全市首家以众筹方式建设的、7天×24小时

全天候开放分馆；海珠区图书馆首创与银行跨界合作，打造银行分馆便民惠民。

与社会力量合建的分馆功能完善，设施设备齐全，除基本服务外，还是所在社区

的学习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和阅读推广中心。广州市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

设提供了平台，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注入新动力，进一步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

图谋：“社会效益，服务效益，确实给力！”广州书童：“文化部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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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参观过广州社会力量建设的分馆，给过高度评价，上周我们研讨会，中图学会

领导和相关同仁参观了其中两个分馆。不是吹嘘，我负责的五个社会力量建设的

分馆，基础服务量还是可以的。”

海边：“你们有那么多的公共读者，他们是投票的力量啊，大连市馆都 200

0多了。”广州书童：“馆里面还有好几个项目，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这一个动用

公器。所以都是各自努力。”

广州书童：“微信投票的同时还可通过网站链接 http://innovation.cnki.net/act

ivity/gtcxhd/cxal.html 简单注册投票。这个和微信注册不冲突。恳请大家支持。

要投就投 105号 。微信一票，网站一票 不能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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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需求调研与思考

2017-12-27 08:38

图谋按 ：本文节选自笔者提交的调研报告。希望于更大范围有一定参考价值。本

年度笔者参与所在高校理工类二级学院走访调研。走访调研主要内容：推介图书

馆资源与服务，听取二级学院师生意见与建议，并解答相关咨询。图书馆的走访

调研活动受到了二级学院的高度重视，各二级学院的党政领导班子、教师 ...

个人分类:圕人堂|27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有缘相会圕人堂”合辑

2017-12-25 15:55

12 月 24 日，圕人堂欢迎群成员以“有缘相会圕人堂”开头作一首诗，迎接 2018
年的到来。示例：1.有缘相会圕人堂，与时俱进谈不上。开会还谈十九大，老汉

心里暖洋洋！（作者：天天有书香）;2.有缘相会圕人堂，学术指点未曾忘。拨开

云雾去迷茫，从此作文有方向。（作者：湖商陈焕之） 依先后顺 ...

个人分类:圕人堂|32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圕人堂 2017 年大事记

2017-12-25 15:08

圕人堂 QQ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其

愿景（VISION）是：圕结就是力量！其定位（MISSION）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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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QQ ...

个人分类:圕人堂|26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我为新书做了啥？

热度 1 2017-12-23 19:20

http://innovation.cnki.net/activity/gtcxhd/cxal.html
http://innovation.cnki.net/activity/gtcxhd/cxal.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6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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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65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165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165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9165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165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9165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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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40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140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140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9140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140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9140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3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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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39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1396&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1396&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9139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1396&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9139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1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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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短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9）
是我的第 7本书。为了这本书，做了一些工作，从“延伸阅读”清单可见一斑。作

为草根，做此类工作意欲何为？无它，图谋耳。 据说，林林总总的图书馆有 8
万余所（其中高校图书馆 2000余所，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 300 ...

个人分类:圕人堂|727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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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2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9112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112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112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9112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112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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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7 年 12 月 24 日，《图书馆论坛》刘编群文件中分享邱葵《美国高校图

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基于美国学术图书馆协会年度工资调查》一文，已有

95 次下载。

（2）2017 年 12 月 24 日，圕人堂欢迎群成员以“有缘相会圕人堂”开头作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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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迎接 2018 年的到来。参与者十分踊跃，参与人次为 69。

（3）2017 年 12 月 25 日，《圕人堂周讯》编辑补助（173 期至 190 期）发放，

累计 5400 元。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6232.19 元。

（4）2017 年 12 月 25 日，图谋发放 100 个口令红包（总金额 200 元），口令为：

圕人堂迎新年诗会，欢迎参与。红包 3分钟被领完。

（5）2017 年 12 月 26 日、12 月 28 日，广州书童先后两次发放拼手气红包 100

个（累计金额 100 元），希望支持公共图书馆创新创意征集推广活动案例评选。

（6）2017 年 12 月 29日 14:00，群成员达 1949 人（活跃成员 525 人，占 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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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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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新年贺卡（圕人堂成员“2014”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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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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