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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 

图谋 撰稿 

圕人堂简介 

QQ 群名称：圕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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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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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本周讨论内容概述 

1 关于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的讨论。 

2 关于上海交大图书馆网站的讨论。“新技术•新模式•新体验@SJTULIB 主页 确

实创新，感觉像 WIN8一样的”，“感觉交大好擅长做网站，他们馆的新网站好炫，

感觉交大好擅长做网站，他们馆的新网站好炫”。 

3 关于暨南大学论文资讯网。“国际论文咨询网是在我校（暨南大学）国际论文

统计与分析年报的基础上做的 web平台”。 

4 关于通过期刊做关键词词频统计的讨论。 

5 关于高校图书馆里引进咖啡吧的讨论。“比较多，尤其新建的图书馆”，金城学

院图书馆有、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有、南农的 1902共享空间…… 

6 关于《圕人堂周讯》的讨论。“第一次见 QQ群周讯”。 

7 关于图书馆捐赠及吸引捐赠的讨论。 

8 关于图书漂流的讨论。 

9 关于“一校一书”项目的讨论。 

10  “各高校现学生阅读量是否在下降？”的讨论。“不知道这个数据 怎么弄出

来的”，“到馆人数是下降的”，“是借阅量？还书量？每天上书量？”，“现在大流

通格局 很多都是只看不借的”“统计工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和手段，



圕人堂周讯（20140523） 

 - 2 - 

是对相关工作进行科学管理的重要环节。在进行实际统计时，应根据实际需要，

依据有关制度和统计方法，认真做好各项统计，及时进行分析研究，供实践提供

参考。”，“现在不少馆属于‘难得糊涂’”，“纸质馆藏“生均借阅量”，当前依然

是测度管理与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11 关于数字资源利用分析的讨论。 

12 宣传《瞧，那些知名的海外图书馆》。“二十一世纪图书馆学丛书”（第四辑）

包括 6册，除《瞧，那些知名的海外图书馆》外，还有《拥书权拜小诸侯———

图书馆馆长访谈录》《RAD：从理论到实践》《规划设计图书馆建设要旨》《数字知

识宝库纵览———美国数字图书馆案例精析》《图书馆职业英语最低限度词汇》。 

13 关于馆藏文献利用的讨论。“说到馆藏文献利用，个人意见现在馆里面那些垃

圾书太多了。比如，所谓励志的书，保健方面的书，那些一次性不知道说什么主

题的读物……，还有不少评估的时候凑数的书，鸡肋读物，这些没有什么阅读价

值的东西不但占住着馆藏空间，还影响读者的阅读选择。很多书多少年了还是新

的，从来没有人翻阅，复本还有几本。” 

14 关于本科毕业论文查重的讨论。“附录需要查重吗？” 

15 关于群交流的方式方法的讨论。“我们多提出一些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

想想解决的思路，每个馆的情况不同，这个馆的解决办法，另外一个馆不适用，

做为专业馆员也好，做为专业教师或者科技技术人员也好，不适用看到别的人做

也也许会突然找到灵感，自己想出适合自己情况的做法来”，“各有所需，各取所

需。” 

16 关于 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讨论。 

17 关于“扯扯大学校园的闲人、闲机构”。“扯扯大学校园的闲人、闲机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14548-795343.html 

图书馆，曾经是一个非常繁忙的部门。因为技术含量不高，在很多高校成为安排

教工亲属、领导子女的好去处。图书资料数字化、电子期刊网络化的时代，图书

馆的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下子被简化了许多。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图书馆成了

学生自习、考研的自习场所。经常看到，偌大图书馆一排排书架旁，读者稀少，

很多阅览室门可罗雀，聊聊可数的图书管理员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坚守在并不需

要他们的岗位。因为是正处级岗位，在南京某三流高校，就连图书馆副馆长也成

为众多失意的草根教授、博导们竞争 N 轮的岗位。”，“图书馆的工作很繁琐，要

做真是做不完”，“感觉李教授（注：科学网博文作者。）扯的还是蛮到位的。”。 

18 关于“现在图书馆招人都要研究生是吗？”。“那得细分。比如高校图书馆，

很大比例是不招人的。比如高校图书馆，很大比例是不招人的。”，“信息技术的，

有一定比例馆基本没有这样的岗位。总体来说，近年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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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边缘化。”，“个人比较好奇，信息技术在美国图书馆的地位，实际如何，因

为看到其招人，绝大都数都与信息技术有关。个人比较好奇，信息技术在美国图

书馆的地位，实际如何，因为看到其招人，绝大都数都与信息技术有关。”，“信

息技术还是很受重视的，2013 年明确引进了“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

的概念。建议着重梳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专业化”的内涵”，“在国内真有能力

的信息技术人才也不好招来，图书馆挣钱也不多”，“有时还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做事的空间问题更重要。”，“我们只需要信息技术的硕士，我们图书馆里还有别

的硕士，但这些后者的硕士在图书馆学研究上面还不如 211本科大学的图书馆员

呢。我们只需要信息技术的硕士，我们图书馆里还有别的硕士，但这些后者的硕

士在图书馆学研究上面还不如 211 本科大学的图书馆员呢。她竞聘普通图书馆

员，但是，我们馆长说我们不需要图书馆学博士，因为她硕士也是图书馆学，没

有学科背景，没有任何意义在图书馆里，只能守阅览室。”，“馆长说的有点道理”。 

19 美国唐蓉教授来江苏大学讲课：《用户与用户服务》。 

20 职业发展问题。“我是非图情硕士，那么在未来的学位进修方面，是选择：1.

非图情博士；2.图情博士；3.图情硕士（双硕士学位），就你们的经验，选择哪

一个更好呢？” ，“有精力读双硕士、读博士，那就读其他专业。”，“在一线做

图情工作，懂的方法即可，没必要去读博士。你想搞纯教学或科研除外。”，“图

书馆员的出路在于你自己的想法。”，“有些人术有专攻，那他不愁没有岗位。即

使学历不高。有些人学历很高，但是根本不想图书馆的事儿，那结果就是没有岗

位。因为图书馆越来越不养闲人了。”，“我个人总结下几位老师的观点，图谋认

为学位进修是和个人的职业发展机会相联系的（或者说身不由己），而如果以图

书馆为事业（不包括纯教学或科研），鱼雷认为在图书馆基础服务萎缩、大咨询

为发展趋势的今天，图情专业是一种方法工具，我们更需要专业学科背景才能够

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莫忘初衷则认为图情博士是最好的选择。双击查看原图  对

我个人而言，学位进修是和时间金钱家庭较劲的事情，目前还有心无力。读博士

周期长成本高而收益也高，读图情双硕相比之下性价比不高，非图情专业的人可

以通过自学或进修图情知识工具来提高工作质量。那么回到读博士的选择，这时

候个人的兴趣和专长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在图书馆读博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

方，就算你读了别的专业图书馆也不会炒鱿鱼哈。”，“在博士很少的地方，可以

去读博，年龄小的可以去读博 

确实有兴趣搞学术的，可以选择去读博”，“如果就为学位，40 左右如我这样的

不如自己读点书算了”，图谋的建议为“主要还是看学校的环境，学校支持读，

自己想读，那还是抓住机遇吧。”。“我觉得对于年轻人，不管读博还是读硕，还

是进修，要一门拿得出手的本事才好，那些花里胡哨的学位，就不要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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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于圕人堂成员，入群欢迎，退群自便（无法欢送，抱歉）。退之后愿重入职，

同样欢迎。当前处于探索阶段，交流机制尚未成形。相聚是缘，相伴是福。圕人

堂群且行且珍惜。 

22 随书光盘数字式的讨论。 

23 评职称时候，需要报学科名称，比如说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咱们图书馆人

报学科，其名称叫什么呢？“我们的规范名称是图书资料”，“江苏也是图书资料”，

“四川也是叫图书资料系列的”，“四川也是叫图书资料系列的”。24 图书馆员十

大基本基本功。王正兴研究馆员总结为：文献学基础知识；常用文献时空状态和

内容特征把握；关于工具性文献知识；有较为广阔的知识面；熟悉读者；文献鉴

别能力；文献揭示能力（整序与组织）；文献压缩能力；解释能力（语言能力：

语言解释和文字解释）；文献评价能力。  除此之外，还应具备基本知识扩展：

搜索、发现；以及其他能力。 

25 “希望大家都来 qq群贡献个人的资源，每个人贡献一点，就是个资源共同体

了。” 

26 更换“国内的图书馆管理系统”，选哪个好呢？ 

27 关于职称评审的讨论。 

28 小题大做的范例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79

6088 

科学研究中有“大题小做”，也有“小题大做”。今晨翻阅 LIBRI（Quarterly ISSN: 

0024-2667，SSCI收录，2012年影响因子 0.368）发现了一个算得上小题大做的

范例。 

29 2012年 JCR社科版图情期刊及其影响因子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79

6093 

2012年 JCR社科版图情期刊共计 85种，最高影响因子为 4.659,影响因子大于 1

的 34种（大于 2的 10种，大于 3的 5种，大于 4的 2种）。 

30 2012年 JCR社科版图情期刊及其影响因子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79

6093 

2012年 JCR社科版图情期刊共计 85种，最高影响因子为 4.659,影响因子大于 1

的 34种（大于 2的 10种，大于 3的 5种，大于 4的 2种）。 

31 群成员协助找到 1964年 10月 1日的人民日报。 

32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的记者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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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馆藏文献利用话题深化讨论的建议，给圕人堂全体成员发群邮件。个人

相信这样的讨论，在当前环境下，更具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因此乐意做点推动

工作。从圕人堂目前讨论情况看，参与度比较高，部分讨论者兴趣颇浓，且于“做

文”或“做事”有所帮助。关于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持久关注，不是“一次性”

话题。关于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持久关注，不是“一次性”话题。视角可以是

宏观的、中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个人希望国图馆、公共馆、专业馆的同行积

极参与，如有可公开获取的相关资料（比如年度报告等），敬请提供链接或其它

线索。 

34 资源利用情况分析。“我摘了一组数字：北京大学图书馆总馆：外借册次情况，

2010 年 77.7 万，2011 年 69.7 万，2012 年 60.6 万；电子资源检索人次情况，

2010 年 2922 万，2011 年 3136 万，2012 年 6828 万；电子资源全文下载篇次情

况，2010 年 1861 万，2011 年 1682 万，2012 年 1790 万。”“当前各馆的馆藏利

用报告，纵向比较做得较好，但横向比较普遍缺乏。可以找准目标进行“定标比

超”，这样对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有些业务，不比不知道，一比就知道。”“假

如做纸质馆藏利用方面的比较分析，可以考虑重点选择采用同样图书馆管理集成

系统的图书馆。”,“持续的年度馆藏利用分析报告，属于重要图书馆发展史史

料。”，“电子资源的利用的数据很多在依赖数据库商提供的数据”，“有的馆是一

点招的没有，有的馆确有的是招。这个区别在于因人而异、因馆而异等等。单纯

指望数据商是靠不住的。此项工作做得好的图书馆，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招。” 

35 全文敏感联结器。“SFX是应用最广泛的、原创的链接服务器，为图书馆链接

到各类电子资源提供了一种基于标准的方法。 SFX为读者提供上下文敏感链接，

可直接连接到全文和其他图书馆定义的资源，包括联机公共查询目录（OPAC）的

本地馆藏、文献传递供应商、相关网络资源和服务、本地信息资料库以及其他服

务。” 

36 学科馆员工作职责的讨论。“Suspension的说法是对师生服务的，但在馆内，

我们更注重学科馆员把系里的信息反馈到馆里，并把这些意见用于馆藏建设”，

“麦子说的学科馆员蛮实在的，主要是用来馆藏建设，大陆的学科馆员反而故意

弄得繁杂，什么嵌入到教师科研之中。”，“我是这个学科馆员出身的，但觉得实

在没有太多的技术成分，是老一代的东西啦。另外，一定程度上说明所在学校的

教学手段比较一般。对图书馆的需求还是在传统的框架下。”。 

37 关于“北大是不是国内最大的学术馆？”。“这个问题，恐怕无法回答。如果

八卦一下，国内纸质馆藏量最大的高校图书馆是哪家，也许更适合。大包括多方

面，馆舍面积、人员、软实力等等。有的直观，有的不那么直观。”，“公布一下

八卦“发现”：1，纸质馆藏总量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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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2，馆舍面积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13.5万平方米。” 

38 关于 Research Commons的讨论。“鄢小燕,李娜.科研协同信息空间 Research 

Commons 的服务现状分析和功能扩展.图书馆杂志，2008（11）:48-53  科研协

同信息空间 Research Commons 可以看作是 Information Commons 的延伸, 或者

是 IC 的另一种形式, 其核心功能是通过图书馆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来促进科学

交流与科研合作。综合分析国内外已经开展的 RC 虚拟网络平台和实体物理空间

的服务功能, 重点研究 RC虚拟网络平台四种主要形式： 机构知识库、科研过程

协助、主题资源共享和科研数据共享,进一步对 RC 的现有服务功能进行扩展, 

提出由科研人员交流平台、图书馆员服务平台、相关信息发布平台和用户需求互

动平台组成的 RC 服务平台。图书馆的 RC服务的意义在于, 支持科学交流,促进

学术发展和创造合作机会, 支持科研合作, 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图书馆的

RC 服务的意义在于, 支持科学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和创造合作机会, 支持科研

合作, 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39 本群“拓展”功能：成员之间关于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图书交流平台，赠与、

交换、买卖等形式均可。群成员可以发供、求信息。具体实施有相关成员自行协

商。刚想到本群“拓展”功能：成员之间关于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图书交流平台，

赠与、交换、买卖等形式均可。群成员可以发供、求信息。具体实施有相关成员

自行协商。另一方面，我知道有好些爱书的人是乐意分享与交流的，只是缺发相

应的管道。“圕人堂真的要成图书馆人的家园了哈”，“学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圕人堂得“以人为本”，育儿、养生、旅游等等话题，也可以交流的。群是提供

交流平台的。” 

40 关于参观图书馆的讨论。 

41 关于图书馆建筑的讨论。“我站在国家图书馆的楼上，想着有人万一手上的一

本书掉下去，砸着人家的脑袋，恐怕出人命，几层楼高”，“哎，中国的文化普遍

乐观，不太考虑这个，不像美国人整天把墨菲定律挂在嘴上。”， 

42 70 多年前某高校馆藏利用情况的讨论。“那会该馆的机构设置为：总务股 1

人，订购股 1 人，编目股 3 人，报刊股 1 人，出纳股 2 人。共计 8 人。”“本月

份（注：1938年 2月，开放 15天）借出图书 1263册，连以前 8624册，共计 9887

册。其中之线 装中文书为 308 册，平装之中文书为 405 册，西文书为 550 册。”

“人家做工作做的很细致。比如：“因旧历新年本馆内部工作曾停止三天。自 3

日至 14日，每天办公 6时；15日照常 办公 8小时。本月份工作时间计 1078小

时。连以前 6054小时。共计 7132小时。”“1940年 1月 新增设备：去年本馆书

库，租用民房 5间，散布于离校三五里之蛇会与马溪二处。嗣因租金较高，管理

不便，校中乃拨蛇会新造房屋 7间为本馆书库之用。某高校某年某月的借阅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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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即为 1940年 1月的。” 

43 瞧，我的圕长我的圕——读《拥书权拜小诸侯:图书馆馆长访谈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6865.html 

今日收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顾晓光先生惠赠近作《拥书权拜小诸侯:图书馆馆

长访谈录》，翻阅一番之后，作为一名图书馆员，我想说：瞧，我的圕长我的圕！

圕字音“团”义“图书馆”。图书馆馆长们看过来，图书馆馆员看过来，图书馆

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看过来，关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看过来…… 

44 瞧，我的圕长我的圕——读《拥书权拜小诸侯:图书馆馆长访谈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6865.html 

今日收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顾晓光先生惠赠近作《拥书权拜小诸侯:图书馆馆

长访谈录》，翻阅一番之后，作为一名图书馆员，我想说：瞧，我的圕长我的圕！

圕字音“团”义“图书馆”。图书馆馆长们看过来，图书馆馆员看过来，图书馆

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看过来，关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看过来…… 

45 《图书馆报》执行主编加入圕人堂。 

46 图书馆员实用读物《21世纪图书馆学丛书》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quick

forward=1&id=699019 

47 关于阅读疗法的讨论。 

48 关于图书馆“一门制”的讨论。 

49 本周的《图书馆报》电子版 

http://m.xhsmb.com/20140523/edition_1.htm 

50 《图书馆报》报道——圕人堂 QQ群创立 

http://m.xhsmb.com/20140523/news_4_4.htm 

2 其它相关信息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2012年 JCR 社科版图情期刊及其影响因子  

2014-5-20 11:35  

2012 JCR Social Science Edition subject categories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2012 年 JCR 社科版图情期刊共计 85 种，

最高影响因子为 4.659, 影响因子大于 1 的 34 种（大于 2 的 10 

种，大于 3 的 5 种，大于 4 的 2 种）。 &nb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54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 小题大做的范例  

2014-5-20 11:31  

科学研究中有“大题小做”，也有“小题大做”。今晨翻阅 LIBRI

（Quarterly ISSN: 0024-2667，SSCI收录，2012年影响因子 0.36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6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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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09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796088&handlekey=lsbloghk_79608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60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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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一个算得上小题大做的范例。 《老年人信息行为：从亲属处获

取支助》(Pálsdóttir, á. (2012). Elderly peoples' information 

behaviour: accepting sup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57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 关于馆藏文献利用话题深化讨论的建议  

热度 1 2014-5-18 07:14  

近期圕人堂 QQ群中心议题拟为馆藏文献利用话题，图谋已做了点前期

工作（比如群文件里提供了《图书馆馆藏利用话题》、英国图书馆及新

家坡图书馆管理局年报等参考资料）。过去一周的讨论，偶有涉及，特

此梳理进一步深化讨论的意见和建议。 馆藏文献利用属于图书馆管理

实务之一，该话题，实质为图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67 次阅读|1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3.大事记 

2014 年 5 月 23 日《图书馆报》馆界动态版（A04 版）新闻速读报道《圕人

堂 QQ群创立》。 

2014年 5月 23日 16：45分，群成员达 251人，本群容量为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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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08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795408&handlekey=lsbloghk_79540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5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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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40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795408#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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