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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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书馆志愿者的讨论 

茹玉：“我们馆内的志愿者（义工）是无偿服务的，是没有任何日薪和补贴

的。”“我们的志愿者全都是义务性质的，单位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没额外的

钱给予他们补贴的。”娜的星空：“茹玉老师志愿者是哪里的？” 茹玉：“有在职

的，也有退休的，有爱心的社会各界人士。”麦子：“自愿者是没有工资的。”“我

们学校每天的停车费是 6块，自愿者需自己付。”“尽管如此，我回来以后还有两

个人盯着我要做义工。”茹玉：“我们的志愿者是在阅览室里做图书整理上架工作

的。”麦子：“我是绝对不要志愿者做上架的，因为即使是有偿者，错误率也不低。” 

茹玉：“我们的志愿者是需要经过专业培训和学习的，还得通过一定的考试，门

槛不低的。”“我们的义工队伍挺宏大。”“我们的寒暑假、节假日图书资料上架的

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只是按基本大类上架的，没有像专业图书馆那样子细分

的。”娜的星空：“读者找书不好找吧。”茹玉：“我们的教育参考阅览室是细分类

上架的。”“我们有开辟专类阅览室的。像文学类、动漫类、音像资料等等。”平

平谈淡：“不能分类排架，读者怎么找书哦？时间久了，读者就不会来了。”娜的

星空：“大类分适合漫无目的的读者，还能找到意外之书。”“我们可能误会了茹

玉老师说的，她意思是书架分类号是大类字母，排架还是按数字顺序作者。”茹

玉：“是的，理解万岁！”“我们是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单位。”“我们还有设立低幼

阅览室的，有准妈妈来借阅，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婴幼儿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抱着

领着来看书借书的，场景好热闹。”许*新：“我觉得哪些机构和在什么场合使用

志愿者是要立法的，不能成为某些组织增加赢利，减少雇佣的帮凶。”茹玉：“我

们不赚钱，做的是赔钱的生意。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2）关于公共图书馆少儿馆员培训问题的讨论 

素问：“现在国内公共图书馆的少儿馆员，也要经过相应的培训吗？比如，

讲故事、折纸……”茹玉：“要的，现在是实行竞聘上岗了。你想要胜任哪个岗

位自己就要去学习和学会适应的。”素问：“是不是也会在幼儿师范招收一些馆员

呢？讲故事、手工可是他们的特长。” 茹玉：“都有相应的任职条件和标准的。”

“我们有教育学硕士和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生，还有汉语言专业硕士毕业生。”

小鸽：“我还是老老实实学图书馆吧。” 

（3）两岸图书馆论坛的信息交流 
    蓝马：“两岸图书馆论坛在典籍博物馆新闻发布厅，目前是柯皓仁的发言。” 

素问：“讲什么主题呢？蓝马：“两岸图书馆前瞻论坛第一场：专题演讲：两岸公

共图书馆环境改善成效评估之研究—以台湾地区为例-柯皓仁。第二场主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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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区公共图书馆馆舍建设、阅读推广及数位化服务。第三场主题：两岸公共图

书馆前瞻发展及合作契机。”“很有意义的发言，可惜参与的大陆图书馆太少，宣

传力度不够。”  

（4）聚焦 2014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 

    暨大*宾：“上图赵亮馆长在中图年会上要讲两个报告，期待参会的人能有 

ppt 发到群里来。http://weibo.com/p/2304185377437b0102v7m3。”商报*茜：“10

月 10日许嘉璐讲座：图书馆面临的挑战。许先生讲了图书馆的三大挑战。一是

知识爆炸。二是信息化急速发展。第三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图书馆面临人类和中

国文化转型的问题。”“他提了一个建议不错，图书馆和园林的关系。”茹玉：“建

设园林庭院式的图书馆，这个非常好！儿童图书馆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建设成为儿

童心目中的乐园！”商报*茜：“图书馆要营造一个优美安详的环境，让浮躁的现

代人安静下来。”“图书馆要用环境塑造人，我觉得最后一点还不错。”“他建议把

国图旁边的紫竹院公园改名为国家图书馆公园。”武夷*平：“现在图书馆要引起

各方的关注，才会引起重视，才会促进发展。”图谋：“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1010/c172318-25806469.html 中国图书馆榜样

人物亮相 2014年中国图书馆年会。”“那则报道，居然也省略了榜样人物的名字。”

素问：“http://www.nlc.gov.cn/nhtp/byrw/榜样人物候选人。”图谋：“首都图书馆副

馆长邓菊英、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文献典籍二组组长余学玲等 8 人获‘2014

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荣誉称号。北京潘家园街道图书馆等 10家图书馆，入

选‘2014年最美基层图书馆’。”“弘扬正能量，学习好榜样。”城市天空：“第 9

分会场，电视图书馆建设的实践与探索。”素问：“电视图书馆是个什么概念？是

不是像看电视一样看书？”娜的星空：“现在电视不是开通了电子书阅读吗。”商

报*茜：“就是有屏幕的地方就有图书馆。”“在北京有的在家里的电视机前也能看

电子书。”娜的星空：“数字电视点播栏目里有电子书。”暨大*宾：“中国图书馆

学会 2014‘会员论坛之星’颁奖。”图谋：“‘会员论坛之星’是由中图学会‘会

员论坛’征文投稿者中产生的。”广州书童：“我们市长去了。”商报*茜：“广州

市长陈建华讲了广州大典的编纂经过。” 图谋：“提升图书馆这一行的专业性，

需要保持对中国图书馆学会的‘他信’。”“增强他信力的途径之一，是关注中国

图书馆年会。”大森林：“地方文献数字化，辽图地方文献真人图书馆实践，西城

区口述历史实践。”麦子：“可否科普一下：每次年会有多少人参加，每年几次年

会，中图会下有没有分会？”纳兰：“一年一次，有分会。”纳兰：“今年的通讯

录 A4纸 74页。”纳兰：“我的代表证编号 1280。”茹玉：“盛况空前。”麦子：“所

以大约 2000人出席？”“有没有展览？”广州书童：“有展览。cala也有人来讲。”

图谋：“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的会比较多。”“中图学会、各省学会、各地级市学

http://weibo.com/p/2304185377437b0102v7m3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1010/c172318-25806469.html
http://www.nlc.gov.cn/nhtp/byrw/


圕人堂周讯（总第 23期 201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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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会，他们之间有一定联系，但非上下级关系。”图谋：“中图学会接受业务主管单

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茹玉：

“平行，精诚合作。”图谋：“各省学会、各地级市学会业务主管单位通常为省、

市社科联。”“省社科联全称为‘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作为省委领导下的

学术性群众团体。”“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

国家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现任主席为韩启德。”“韩启德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且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图学会会员人数情况，我近期从

学会网站获得两个数字：2014年 9月，湖北省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 476名；2014

年江苏省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 655人（2008年 8月为 647名）。”“2013广东省中

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为 373名。”“2013高校分会，数了一下，为 495人。”麦子：

“我国的‘学会’特点是‘行政化’色彩较重。”图谋：“部分学会年会，实质为

馆长年会。”麦子：“美国很多在学会比较活跃的，很多是一般馆员。”图谋：“差

异是挺大的。” 图谋：“前几天 Nalsi 介绍 ALA,我浏览了一下 ALA 网站，给我

的触动不小。”“我得到的认识是：美国图书馆专业化，ALA起的作用很大。”麦

子：“我觉得美国的基本是游兵散勇，馆外的活动大家是各行神通。” 图谋：“ALA

年会参会人数 2014年为 18626人，2013年为 26362人；ALA会员，2014年为

55316人，2013年为 56756人。”麦子：“其实是无数的小团体集成。”图谋：“国

内图书馆从业者成为中图学会会员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图谋：“我猜测也是运营

模式的差异。”图谋：“换一种算法或看法，也许国内的学会活动也相当热闹。” 

麦子：“62000会员，但 30万图书馆从业人员。”麦子：“这是美国最大的专业协

会之一，能开年会的城市不多。”“美国未来十年召开年会的城市。”“2015 

Midwinter Meeting, Chicago, IL: January 30 - February 3, 20152015 Annual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 June 25-30, 2015 (registration/housing open noon 

Central, January 12, 2015)2016 Midwinter Meeting, Boston, MA: January 8-12, 

20162016 Annual Conference, Orlando, FL: June 23-28, 20162017 Midwinter 

Meeting, Atlanta, GA: January 20-24, 20172017 Annual Conference, Chicago, IL: 

June 22-27, 20172018 Midwinter Meeting, Denver, CO: February 9-13, 20182018 

Annual Conference, New Orleans, LA: June 21-26, 20182019 Midwinter Meeting, 

Seattle, WA: January 25-29, 20192019 Annual Conference, DC: June 20-25, 

20192020 Midwinter Meeting, Philadelphia, PA: January 17-21, 20202020 Annual 

Conference, Chicago, IL: June 25-28, 20202021 Midwinter Meeting, Indianapolis, IN: 

January 22-26, 20212021 Annual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 June 24-29, 

20212022 Midwinter Meeting, San Antonio, TX: January 21-25, 20222022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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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Philadelphia, PA: June 23-28, 20222023 Midwinter Meeting, New 

Orleans, LA: January 27-31, 20232023 Annual Conference, Chicago, IL: June 22-27, 

20232024 Midwinter Meeting, Denver, CO: February 9-13, 20242024 Annual 
Conference, San Diego, CA: June 27 - July 2, 2024。”图谋：“2024的会都排好了？”

麦子：“所以，国内最后一刻准备东西的习惯我真不习惯。”图谋：“中图学会只

能计划下一年。”麦子：“具体的地点都有了。”图谋：“组织会议会务组的工作人

员是相当辛苦的。”城市天空：“那是相当相当辛苦，我深有体会。”图谋：“‘大

人物’或‘重要人物’的行程随机性很大，需要随机应变。”麦子：“但美国是一

个常年的组织在运作，不象中图会只有胡京波等几个人。”城市天空：“是的，专

职化效率高，而且有经验。”图谋：“ALA 为‘Membership is a professional 

community who stand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librarians are visible change agents in 

their communities and that libraries are well funded and fully utilized by their 
constituents.’。”烟波：“美国是协会吧。”城市天空：“协会。”图谋：“我们的情

况不一样。”烟波：“恩，中国的是学会，官方色彩可能更浓一些。”城市天空：

“中国的各种协会官方色彩也浓。”图谋：“美国叫‘协会’，似乎更多地是做学

会的事。”图谋：“中图学会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素问：“美国行

业协会对行业有指导作用吧，我听人说，美国医师协会对医学生的培养、需要多

少医生都有一个指导计划，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城市天空：“美国的协会很务实，

让普通馆员参与的机会非常多，并且提供行业标准、指南和各种在职培训及热点

话题讨论。” 
（5）关于编辑和利用《圕人堂周讯》问题的讨论 

    图谋：“《圕人堂周讯》10月 3日（21期）、10月 10日（22期）以‘合刊’

形式发布。一是国庆假期期间信息量相对较小，二是便于编辑组成员休息。第

21 、 22 期 篇 幅 5.7 万 字 ， 57 页 。”“ 科 学 网 版 圕 人 堂 周 讯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4586.htm（总第 21、22 期  20141010） 

http://weibo.com/1258418197/BqWp6hj46?mod=weibotime 新浪微博版”克莱蒙：

“本期周讯中有大量关于图书馆员专业性建设的讨论，非常精彩。”常理*娟：“信

息量好大。”weiwei：“这期专业讨论较多。”克莱蒙：“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就好。” 

“本期周讯中有趣的内容，供大家参考：关于图书馆男性馆员的待遇和升职问题

的讨论，见(28)；关于图书馆员专业性及其建设的讨论，见(19)(43)(45)；加州大

学河滨分校图书馆邱葵老师在国内讲座的介绍和讨论，见(4)；关于图书 ATM机、

微型图书馆的效益、评价、推广、发展的讨论，见(17)。”图谋：“圕人堂建群满

5 月，《圕人堂周讯》发布 22 期。”“圕人堂鼓励大家分享，《圕人堂周讯》中也

‘彰显’这一点。群文件分享，文件名最好能体现内容，还可以在群中进行补充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4586.htm
http://weibo.com/1258418197/BqWp6hj46?mod=weibo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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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或导读）。”“群成员的科研成果、学术报告等，亦欢迎分享！”“当前因为

圕人堂没有可支配经费，只好‘口头’鼓励。” 

（6）《图书情报工作》1980-2006学术论文全文上网 

    Nalsi：“转发：@图书情报工作【告广大作读者】《图书情报工作》1980-2006

年以来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全文已上网（网址：http://t.cn/zWseW9d ‘过刊浏览’

频道），并提供开放获取，请广大作读者阅读、参考、引用，并注意合理使用。

后续的论文全文也将逐步上网。 @初景利。” 

（7）2014 Charleston Conference的热点话题推荐 
    麦子：“在周迅里发现城市天空提到 charleston conference。”Nalsi：“这个会

经常能在各种报道里听到，但是貌似我从没看过会议通知。”麦子：“我 2012-13

年去了两次，发现是最值得一去的图书馆会议。它的历史不太长，现在每次都只

有千人样子出席，每次都在南卡的查尔斯顿，请的人都是很不错的，因为小，有

很好的沟通，另外当地是旅游胜地，食物实在一流，我实在很 enjoy, 另外亚裔

出席者极少。缺点是，实在有点贵，每次去要 2000美元左右。”“可以说是馆藏

建设中的顶级会议。”“1980年开始时，是个地区性的讨论会，只有 20人出席。

但现在还是很小，非正式，所以，能和大出版公司老总类的人同桌吃饭，谈出版

趋势什么的。” Nalsi：“我以为 2000是注册费，450虽然还是很贵，但是就合理

多了。未来有机会一定去见识一下。”麦子：“不是说超级贵，但不便宜。”“我是

强烈推荐的。”城市天空：“charleston conference，每年的会议论文都会出版的

http://www.amazon.com/s/ref=nb_sb_noss?url=search-alias%3Daps&field-keywords

=charleston+conference+proceedings&rh=i%3Aaps%2Ck%3Acharleston+conference
+proceedings  。”“Charleston Library Conference 2009-2013 提供免费获取。

http://docs.lib.purdue.edu/charleston/。城市天空 分享文件 15:39:13Charleston 2014 

Coming Attractions.pdf 下载。”“Charleston 2014 Coming Attractions ‘2014会议

热点先睹为快’。”梁*：“城市天空.棒极了。” 

（8）关于美国图书馆的面试及馆员薪水问题的探讨 
    商报*茜：“如果有中国馆员想去麦子老师图书馆工作，难不？”“面试要求

高吗？”麦子：“还是语言问题。”商报*茜：“现在不少图书馆都互相派馆员交流。”

麦子：“我最近招的都是管理员，但觉得即使是美国人，面试好的还是不多。” 安

哥拉兔：“@麦子，咨询个问题，我们单位以后如果有派出去进修的机会，能去

你那里么？大概三个月左右。”麦子：“安排实在费时费力。”商报*茜：“美国图

书馆员收入如何？”Nalsi：“美国绝大多数图书馆工作，即便不是馆员，也需要

美国的MLIS吧。不知道东亚馆是不是例外。”麦子：“我们从来也没有任何其他

国家馆员来的。”商报*茜：“好多高校毕业生要到图书馆工作，恐怕都是要稳定。”

http://t.cn/zWseW9d
http://www.amazon.com/s/ref=nb_sb_noss?url=search-alias%3Daps&field-keywords
http://docs.lib.purdue.edu/charle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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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工资和文科教授相似。”商报*茜：“那很不错啊，北京一个文科副教授

6000吧，还没有课时费。”麦子：“其他国家 mlis也可以。”商报*茜：“而且还有

寒暑假。”麦子：“比北京的还是强太多。”商报*茜：“现在觉得有寒暑假真是太

幸福了。”Nalsi：“大学图书馆员收入比较高吧，也不容易进去，据我所知公共

图书馆就要差很多，当然年资也很重要。不过美国小地方生活成本也低，大地方

工资就会比较高。”麦子：“安哥拉兔：一般都是东亚馆，如果时间长，比如几个

月，往往都做一些比如编目之类的事。”麦子：“我们是 5-12 万，另外，有很好

的医保和退休。”Nalsi：“真够高的。我们 Indiana工资要低很多，大学图书馆可

能好点。我知道我们公司的起薪在周围的编目机构里面已经是最高了，不过

40000而已。”麦子：“我们的管理员一般是 4-5万。”“我对收入一向很满意，所

以一直呆在同样的地方。”石头：“麦子老师：管理员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麦子：“就是职员，他们是不能升为馆员的，中学学历就可，但做什么工作的都

有，在各个部门。” 

（9）关于图书馆员中女性所占比例问题的讨论 
    麦子：“绝大多数的会议，一座下，我是唯一的男的。这是以女同志为主的

职业。”Nalsi：“之前读过一则数据，美国的图书馆员里面 83%是女性：

http://nalsi.net/posts/20110622130252.html。不知道几年之后数据如何就是了。” 

（10）关于家长帮助孩子进行职业选择问题的探讨 

    Nalsi：“我一直觉得选专业真的要看你想学什么，最重要的并不是哪个学科

‘前景好’，而是你有没有动力学好这个东西。”娜的星空：“是呀，例如律师、

会计专业、医学很赚，但是就是不喜欢学。”梁*：“选的时候一般先根据喜好偏

向选，然后现在与未来分析。”娜的星空：“有个人去美国计算技术毕业，女的，

毕业以后看到公司 40多岁程序员后，就改行当女作家啦。”清华*武：“国内大部

分人教育最大的失败是为了学而学，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11）关于古籍保护硕士生招生信息 

    商报*茜：“复旦大学启动古籍保护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十名！全国古

籍保护工作会上复旦校长杨玉良刚刚讲的，请了上图退休的赵嘉福担任导师，还

要引进 4个专家。”素问：“好像中山大学今年也招古籍保护的硕士生。”图谋：

“根据 xp提供的信息，中山大学确实招古籍保护研究生，而且也是 10名。”“书

社会看到的。”广东*羊：“图情硕士的研究方向之一吧。”素问：“说是要学过修

复技术的。”“还要看修复作品。”  

（12）关于圕人堂的发展和壮大问题 
华农*云：“图谋可以申请一个 2t的百度网盘。”图谋：“那个相当于现成的。”“当

前我的想法是把群功能充分利用好。”“摊子大了，看不过来。最好是大家搭把手。”

http://nalsi.net/posts/201106221302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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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什么没有申请百度网盘或 360网盘，提倡用好群功能。一是精力所限，

二是有知识产权方面的顾虑（如果利用群功能，这方面的风险要小很多），三是

本 QQ 群相当于是付费了的（群主为‘年会超级会员’。有些免费的服务，服务

保障会差一些）。”图谋：“今后，欢迎圕人堂成员（个人或小团体）直播图情会

议，最好是能先‘预约’一下，以便预告与宣传。”“个人认为，会议或资料的分

享很有益。”“同时避免时间冲突。直播时段，与直播内容无关的话题，暂时回避

一下。”华农*云：“这个群太有价值了，我回头分享年会上的 ppt。”图谋：“上周

麦子的先生的几个报告，每个均被下载 100多次。”“麦子先生非‘麦子的先生’。”

企鹅孔雀：“有的同事不在群里，我还帮忙转发过两次!”图谋：“圕人堂 7×24

小时不打烊，时间可以调节。”“群文件上传分享的文件最好是通过文件名可知内

容。”“有时一些不明内容的文件，还有可能导致‘中毒’。”麦子：“要有起码的

专业程序。”图谋：“过去一些网络链接之类，有‘陷阱’。因此在圕人堂中，曾

多次建议，贴链接请附上题名（有导读）最好。”图谋：“圕人堂加群链接：点击

链接加入群【圕人堂】：http://jq.qq.com/?_wv=1027&k=T6Vq33。”“圕人堂成员发

展目标为近期发展成 1000人左右的群，这样或许更有助于吸引关注，有益相关

活动推进。近 3个多月的推广速度不尽人意，只有 100人左右加群。成员的流动

性也比较小，进群以后，退群的人数很少。”hellen：“这么好的群怎能退？”图

谋：“退与不退，随心所欲。我们欢迎‘围观’，也欢迎‘流动’，欢迎常来常往。” 

“成员 Lee为宣传推广本群，硕果累累。赞！” 谢*南：“正在学习群周讯，群里

的老师好伟大！没发现有群能做到这样呢！太精心了。”新语新圆：“你刚才转的

是从周迅里看到的吗？”谢亚南：“对，是麦子的。”图谋：“这段时间群成员入

群好像密集，密集时段不逐一致欢迎辞。” 图谋：“这周新增成员近 30名，感谢

诸位的支持！”“圕人堂的进一步发展，仰仗大家齐‘给力’。如对圕人堂 QQ 群

有意见或建议，但说无妨，大窗不方便说的内容可以向群管理员反映（小窗或发

qq 邮件均可）。”“圕人堂这周新增成员 32 名，欢迎继续宣传推广，助力增添新

力量。”香水有毒：“这个群的定位比较好，我虽然常常只是个观众，但里面的交

流没有闲话废话，在里面学习，感觉很充实。”香水有毒：“还有各种分享，真有

捡宝贝的感觉啊。”图谋：“圕人堂还有个特点：来者皆不是客，匿名与实名，留

或者不留，潜水或‘话痨’，全凭君主张。”“圕人堂将进一步策划组织若干活动。

近期在洽谈与数字资源商联合开展活动，此类活动旨在以公益性为主，同时为群

成员谋‘福利’。敬请关注！”“其实当前大家能看到的，只是图谋所做工作的一

部分。‘后台’工作，还包括邀请成员入群、与有关方面洽谈合作等。”“图谋现

阶段的角色，主要是促进这么一个平台的形成。”“圕人堂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

期望大家利用好这个平台，让工作与生活更加有趣。”“当前在圕人堂这个舞台占

http://jq.qq.com/?_wv=1027&k=T6Vq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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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戏份’过多，今后将逐步淡出，希望‘无为而治’。‘群主’有很多，但像图

谋当前那样做群主的可能算‘奇葩’一个，那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亦是不可持续

的。昨天有成员向我索要‘QQ机器人’软件，我的答复是：没那么高级，我们

是‘纯人工’。”娜的星空：“那是群主太勤奋敬业让人误会啦。”洞庭水手：“图

谋是个大好人。”天外飞仙：“图谋是最现代化智能机器人。” woseicicp：“图谋

是个无私的大好人。”图谋：“圕人堂有‘愿景’，有‘使命’，在行动。建群 5

月，当前已有更多的成员在行动，期待明天会更好。”天外飞仙：“图谋动作快，

我这儿翻墙下载太慢了。”华农*云：“赞。”图谋：“我是‘示范’一下。这类活

需要大家齐动手。”“如果大家都来一点‘微贡献’，群的价值进一步彰显。”“请

注意：与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完全不相关的信息尽量不要往群里贴。谢谢！”红袖

翩舞：“刚进文件可学习的东西真多。”  图谋：“从‘图书馆员’到‘圕

人’.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6137.html图书馆员是图书馆运作的重

要资源。今年的中国图书馆年会主题为‘馆员的力量:改革 发展 进步’，图谋认

为‘馆员’的力量尚待开发与利用。为图书馆事业繁荣发展计，试图推出‘圕人’

这一概念。” 

（13）图书馆学家谢拉书评作品推荐 

     Nalsi ：“ 偶 然 读 到 去 年 重 印 一 本 关 于 谢 拉 的 书 的 书 评

https://blogs.princeton.edu/librarian/2013/09/review-jesse-shera-librarianship-and-inf
ormation-science/。”欣然读书：“什么时候看英文就像看中文一样顺畅就好了。” 

（14）关于人大复印资料问题的探讨 
许*新：“人大复印资料接受投稿吗？”图谋：“有一段时间，人大报刊复印

资料《图书馆学情报学》有原生文献专栏。”平平：“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投过，不

是很难中。”“都是转载的。”素问：“可能是问，被复印在人大资料上，会不会高

大上一些？”图谋：“有的学校认，有的学校不认。”许*新：“原发期刊可以投稿，

但是其实已经不属于复印报刊资料了，只是一个地方搞出来的。”图谋：“比如有

的学校视作等同 CSSCI收录。”许*新：“我们这里人大转载低于 CSSCI。”平平：

“是的，我们学校奖励跟 CSSCI一样，很高。”许*新：“学校奖励是专家定的。

专家定的时候一定权衡考虑利益了。”平平：“我当年文章质量不是很高，中得那

么容易，我还以为那刊质量不高呢。”图谋：“比如发表在《山东图书馆学刊》被

人报刊复印资料收录，视作 CSSCI收录奖励。”平平：“人大一般收录那些刊物？”

许*新：“《图书馆学情报学》是转载，情报资料工作是原发。”  

（15）图书馆阅读推广学术报告直播 
图谋：“@全体成员 10月 13日国家图书馆举办‘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理论与实

践高级研修班’，范并思教授《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问题》报告 PPT已由蓝马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6137.html
https://blogs.princeton.edu/librarian/2013/09/review-jesse-shera-librarianship-and-i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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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作者授权并上传至群文件分享。敬请留意。”蓝马：“今天下午槐师在国图授

课，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问题。”“明天下午书骨精：阅读疗法的理论与实践。”

写意：“阅读推广怎么做研究？我一直不明白，我看到的阅读推广人员，就是搞

社会活动。”写意：“其实很多图书馆人都觉得阅读推广是没技术的。”华农*云：

“确实，好像就是举办活动。”写意：“事实上搞阅读推广感觉是没有技术的人，

才去弄。”蓝马：“是的，目前大家的理解都停留在浅层，但真正好的阅读推广工

作应该是有技术含量的。”“槐师言：阅读推广对图书馆的意义是创造读者对图书

馆的需求。”华农*云：“体现图书馆的价值。”写意：“阅读推广可能对少儿更有

助益，培养她们爱阅读的习惯。”天外飞仙：“重要的应该是把书给人，合适的书

给合适的人。”蓝马：“好像有个 BOOKSTART的项目研究了 0到 3岁阅读习惯

的养成对成年后阅读行为的影响。”娜的星空：“阅读推广就是让读者有质量的阅

读，读有质量的书。”写意：“问题是你推广的书，也许并不符合我的要求，那怎

么办？”天外飞仙：“最基本的其实也是最需要的。”写意：“有些书是好的，但

不一定是需要的。”娜的星空：“阅读推广不是给读者推荐书，是推广阅读理念和

价值。”蓝马：“槐师言：阅读推广与研究：图书馆阅读推广需要理论支持，也为

图书馆学研究者提供着丰富的研究机会。这类研究产生有关阅读推广活动及其合

理性、阅读者及其习惯、阅读材料及其价值判断、阅读活动及其影响、以及“阅

读推广——阅读者——阅读材料——阅读活动”之间关系的知识 ——于良芝（北

大博士论坛发言）。”湖南*姣：“我很喜欢阅读推广这个话题，我有一个课题就是

这个。”蓝马：“槐师言：阅读推广与研究：IFLA素养和阅读委员会（2007年以

前名为“阅读委员会”）特别强调理论研究在阅读推广中的作用。该委员会将自

身职能定位为‘将阅读研究和阅读开发活动整合到为全体公民的图书馆服务。目

的是促进图书馆在这些问题的领导、研究、实践，以及信息交流方面发挥作用’。”

米粒 MM：“人的阅读动机是丰富多样的，要研究大学生出于什么需要去读书，

以前国外做阅读动机研究的有 Guthrie等人，开发的阅读动机量表将阅读动机分

成几大类，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娜的星空：“现在男生借得多是成功学、理财

书，女生借时尚魅力女人、职场衣着搭配、如何解决情感困惑等之类书也很好啊，

不一定要看沉思录国富论什么的吧。”lib2005：“不管看书动机是什么？他们还在

看书，只要读书不管什么内容的书都是好的。”娜的星空：“阅读推广就是让读者

有质量的看书，而不是浮躁的看书。”lib2005：“阅读推广的目的应该是让不爱读

书的人读书。”娜的星空：“读书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是有用的，我们阅读推广

就是让打麻将的人等也能抽出一点时间阅读。”湖南*姣：“阅读推广的主要目的

是全民阅读起来。”蓝马：“我也持这样的观点：阅读推广是让不爱读书的人一不

小心也置身于阅读的氛围里，不经意走进阅读，同时让爱读书的人领略到更多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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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精彩。”“槐师言：阅读推广正在受到关注：阅读推广活动已经成为图书馆服

务指标。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环境变化的结果。”梦断鹰城：“现在人接

触信息量比过去大，但深阅读少。”娜的星空：“一个社会 60%阅读就是很好了，

就是成功的。我们国内是现在 20%往 50%努力就行了。”梦断鹰城：“阅读只是

休闲那部分。”“书被抛弃是因为它本身没有代替人的检索能力。”蓝马：“槐师言：

阅读推广的理论问题：1阅读和阅读推广的关系。2阅读推广与图书馆核心价值、

职业伦理。3阅读推广与目标人群与服务定位。”娜的星空：“可以弄电子书阅读

推广。” 写意：“公共图书馆的功能本身是推进全民阅读，所以搞阅读推广是他

们的职能。”娜的星空：“公共图书馆某些地区阅读推广已经很成功了。”蓝马：

“阅读推广不是阅读指导。”“阅读推广不是阅读经验分享。” 蓝马：“槐师言：

阅读推广是什么：1阅读推广是一种新型图书馆服务。2阅读推广是活动化、碎

片化的图书馆服务。3阅读推广是针对特殊人群的服务。”图谋：“蓝马的报道很

给力！”winwin：“谢谢蓝马的分享。”梦断鹰城：“有没有说说阅读率比较高的国

家，是什么原因。”winwin：“相对德国,中国人的阅读率,确实太低了。”米粒MM：

“日常的阅读推广我现在就在做呀，组织大学生读书会，累死了，不过也很开心，

很有成就感。”蓝马：“男孩 Neal 的偷书故事。这个小孩最后成长为阿肯色州的

一名法官，图书馆员的处理手段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winwin：“我们需要激

发这个意愿,并引导会阅读,从而有读书的成功感。”蓝马：“毛毛虫上书房，绘本

阅读开展最早的图书馆。”茹玉：“学龄前的孩子亲子阅读非常重要与关键的！”

“有人喜欢有人绘声绘色地读书给他们听的，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听觉享受哦我

也好喜欢。”蓝马：“对盲人来说，数字阅读提供了全新的体验。”winwin：“今年

看过广州图书馆,一楼有个盲人阅览室。”千雪：“盲人图书馆网站，已知的有 3

个。国家的，广州的。”蓝马：“浦东那个应该是获了 IFLA的奖。”千雪：“有人

关心盲人数图么？”娜娜的星空：“太小众了。”蓝马：“图书馆的校园记忆项目

真是充满了人文情怀。”“槐师言：阅读推广为什么：符合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目标：

1让不喜欢阅读的人喜欢阅读 2让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 3让阅读有困难的人跨

越阅读的障碍。”winwin：“这些目标提得对。”写意：“我应该属于阅读推广为服

务型，非干扰型。”茹玉：“要实现这三个目标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啊。”蓝

马：“阅读推广服务有正常能力的人并非阅读推广的发展方向。”许*新：“阅读是

一种行为，阅读是一种能力，阅读推广推广什么？阅读内容？阅读频率？阅读深

度？”winwin：“阅读推广,推广读书的乐趣、增强读书的能力、加大交流的圈子。”

许*新：“这些都能推广的，关键怎么做谁来做。”“频率就是行为，养成习惯，数

量、时间是指标。”“深度就是深阅读浅阅读，精读泛图，语文教育在做。”蓝马：

“假期的阅读奖励活动在海外推行得很成熟。”winwin：“高校的英语教学,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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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考级搞的方式,可以看成许老师说的那种阅读推广活动。”茹玉：“现在在中

小生中搞图书推广推荐活动，无非就是先推出推荐书目向中小学师生推荐，然后

搞读书活动，像开读书讲座，搞班级阅读，或是组织夏令营等等，再搞读后感征

文及读书智力竞赛等等。”蓝马：“阅读推广的服务自觉是做好阅读推广的关键。”

“槐师狠狠批判了专家的浅阅读和功利性阅读的说法。”“槐师现场解答。”“第一

个问题是关于儿童阅读的分级阅读。”香水有毒：“立体阅读的研究。”娜的星空：

“就是全方位综合阅读？。”香水有毒：“立体的，比如，书可以看，可以演，可

以评等等。”茹玉：“按照图书的内容可以改编为情景剧，有创意！”蓝马：“明天

下午书骨精讲座后有分享会，届时也可以讨论。”香水有毒：“这是哪里的会啊。”

蓝马：“国图培训中心举办的培训，在国图网站有通知。”图谋：“感谢槐师！感

谢蓝马！将来还可能得感谢王波。” 写意：“原来范并思就是老愧。”香水有毒：

“还有王波。”“书骨精。” 写意：“阅读推广本身就是社会活动家的工作。所以

非常注重办讲座，搞活动，推广啊。”“所以知名度还是蛮高的。”香水有毒：“关

键是家有孩子的，提阅读还是有共同语言的。”写意：“我也觉得少儿阅读确实是

有意义的，但是从专业发展角度来说，这个还属于低层次服务。”麦子：“我对刻

意的高大上、培养所谓修养，多少有点反感。在亲子教育时，比共同阅读更重要

的是，父母以身作则，培养孩子基本的社会道德和素养。我以前文盲的祖母的都

知道外面出去，走路时不可吃东西，不乱扔垃圾。我觉得读书多少和人的基本道

德素养和知廉耻，一点关系都没有，而现在社会需要的其实是后者。培养阅读，

其实是 10岁以前的少儿的事。”“在国内走，最可笑的是很多建设文明城市什么

的标语，其实是，父母从小没有教太基本的东西，于是社会上大多是道貌盎然的

读了很多书但没有基本公德的人。” Nalsi：“ 主要阅读推广本身就是社会活动

家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图书馆员应该是社会活动家。不过对我来说阅读推广

主要应该是服务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写意：“阅读推广主要应该是服务和技术层

面的问题，谈这个还能感觉有点专业的感觉。” 图谋：“下午，蓝马将直播‘图

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王波《阅读疗法的理论与实践》报告

（报告后有分享）。” Nalsi：“我个人对参考咨询工作真的不感兴趣，但是在美

国这边给读者推荐书（或者叫做 reader advisory）是参考咨询里面（尤其是在公

共图书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听我们老师说，好的参考咨询馆员能够根据你看

过什么、你对什么感兴趣很快的给你列出一个书单来。对我来说，这也算是阅读

推广的一部分吧。”谢亚南：“我们学校老师说，我不差钱，有项目经费买书，可

是我希望图书馆帮忙向我推荐，买我关注领域里到底什么书好。而一般大家认为，

老师是非常清楚他们领域哪些书是好的，而现实不是这样的。”娜的星空：“阅读

推广要推荐书单而不是具体哪本书。”谢*南：“可是现在图书馆员没有研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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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能为老师推荐好书（不排除有的馆员能做到，但是少数，我是从来没遇到过

能做到的）。”诲人不倦：“这需要馆员有大数据的分析能力，以后的参考馆员都

应该是‘数据科学家’。”simigo：“国外的参考馆员真了不起，很好奇他们对这

些书的了解程度？城市天空：“美国的 reference librarian 也承担了 subject 

bibliographer 的角色。” 高大尚：“其实大数据和阅读推荐那里，我觉得是直接

收集数据，来分析读者的兴趣数据，然后有针对的进行阅读推荐。”“以前的馆员

是按照经验来推荐的，现在变成用数据来分析。”Claire/:P：“Nalsi说得对，图书

馆的那点数据算不上大数据。”Nalsi：“不过 OCLC近年来做的‘网络级’（吴建

中馆长之前曾经介绍过这个概念）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件事，就是图书馆如何能够

相互合作，形成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整体。”高大尚：“一个图书馆的数据作用不是

那么大，如果能够把全国的几十个大学的 opac 记录汇总的话，也许真的会很有

价值。”“大数据本来就是一个想法多于实践的东西。” Nalsi与许*新关于阅读推

广议题的辩论。许*新：“阅读推广根子上的解决是要考试制度改革，语文教育模

式变革。” Nalsi：“我个人觉得这实在太远了。如果制度不能被改变，那么我们

该怎么做呢？”许*新：“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现在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每

个人的信息获取手段多样，先进。指望人的传统阅读不下降，那是反科学的。”

“现在的阅读数据作为阅读推广的理由是不科学的。” Nalsi：“阅读推广不等于

传统阅读推广吧。”许*新：“大部分做的就是传统阅读推广。”Nalsi：“这是执行

和理念上的问题，但并不是这个概念（‘阅读推广’）本身的问题不是吗？”许*

新：“经典阅读，推广的是经典。深阅读，推广的是能力。阅读时间数量，推广

的是行为。经典阅读，推广的是内容。” Nalsi：“对我来说可以说是阅读推广的

一个步骤，但并不是推广本身。” 许*新：“亚马逊给孩子买书，特别希望分级系

统科学，0-1岁就是适合 0-1岁。” Nalsi：“一本书的适合读者的年龄其实也是图

书馆编目数据的一个字段。但是你不能说图书馆给一本书编目了，这就是阅读推

广，因为这根本就没有推广到哪里去。”许*新：“我遗憾的是阅读推广运动化，

活动化，唯一没有科学化。” Nalsi：“我不认为有科学的阅读推广这件事。因为

阅读本身就是主观的。科学性体现在活动的组织和策划中，比如如何对目标群体

分众、如果使用适当的手段，等等。”许*新：“手段的有效性如何，是要科学验

证的，如果阅读推广所做的，都无法科学证明有重复价值，那就是运动。” Nalsi：

“科学性和活动甚至于运动（当然运动这个词比较可怕我不否认）并不是矛盾

的。”“‘科学证明有重复价值’是图书馆活动的评估所做的事情，这（应当）是

图书馆活动策划的一部分。”许*新：“国内推广阅读的根本原因：多年以来，种

种原因，我们在人格、人性、人文关怀的教育方面缺位，严重的负面影响已经开

始日渐显露，社会上存在着很多问题，信仰危机等等，都是这种人文教育缺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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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现。正是这样的严重的现实危机，是我们国家必须将阅读、读书放到一个

重要的地位上来强调。——冯保善。” 图谋：“有些馆的阅读推广工作，还是相

当给力的。读范并思教授的报告，也许有更多的‘发现’。”娜娜的星空：“阅读

推广行业内都接受，市民也接受。”许*新：“做得好的基本上是儿童阅读。”许*

新：“阅读名著，深阅读，纸本阅读，非功利阅读。”语轩妈：“在读者需要的时

候适时推荐好书，才是科学的。”娜的星空：“那是因为中国人对阅读理解层次就

停留在文学阅读，一提阅读，就想起小说文学作品等。” 图谋：“蓝马正直播‘图

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理论与实践高级研 修班’王波《阅读疗法的理论与实践》报

告（报告后有分享会）。敬请关注！” 蓝马：“书骨精在推介他的《阅读疗法》。”

“《阅读疗法》的理论效益：统一概念，范式笼罩，标签化。”“湛佑祥的《阅读

疗法理论与实践》。”“目前在介绍阅读疗法的实践家：万宇，陈书梅，宫梅玲。”

“先后介绍了北大图书馆‘读书读出好心情’系列展览和讲座，北京师范大学和

北京工商大学图书馆的实践。” 蓝马：“昨天下午临时被叫走了没听完书骨精的

课，今天上午王余光教授关于经典阅读的授课受到学员一致好评，遗憾错过了。”

“国图少儿馆馆长王志庚，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的阅读推广实践。”“观点 1：孩

子天生喜欢听读故事。观点 2：阅读是最好的教育。观点 3：成人的责任是努力

让儿童拥有终身与书本相伴的习惯。观点 4：家长的责任就是开展亲子阅读。观

点 5：老师的责任就是让孩子自主阅读，给予时间和机会，激励分享。观点 6：

图书馆员的责任是让孩子们来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员的责任是培养忠实的图书馆

读者。”茹玉：“好的习惯让人终生受益的。”许继新：“儿童阅读，亲子阅读什么

的好的效果就是要让儿童体验到快乐。之后才会养成读书习惯。”蓝马：“阅读，

分享，写作，阅读人生的三个阶段。”茹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蓝马：“阅读

让书飞翔。”茹玉：“阅读也让人飞翔。”素问：“读书会算阅读推广活动吧。”茹

玉：“应该算是吧。”米粒 MM：“昨晚我带的学生读书会。效果不错，流程设计

很重要。”“说孩子、计划生育，我明天晚上带领读书会读易富贤的《大国空巢》，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在读书群里一问，马上炸翻天，支持反对辩论得很激烈。”

天外飞仙：“把流程及设计共享一下吧。” 广东小羊：“@米粒 MM 一个星期做

几次读书会？”米粒MM：“从这周到 12月初，每周一次，预计 7次。华师也有

读书会。” 米粒 MM：“我们这个读书会培育读书会种子，正式说法，成为校园

大学生阅读交流平台；非官方说法就是找个读书放松的地方，找到知己聊天呗。”

素问：“馆里前后都是你一个人组织吗？选书、讨论议题等等。”米粒 MM：“馆

长、领导都挺支持的，不过馆里就我一个人做，有一帮非正式组织的学生团队，

我带他们一起做。”素问：“你组织的读书会，有没有专业书籍？每次都是一本书

吗？”米粒 MM：“专业书需要深层次阅读，目前学生水平尚未达到，但是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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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展目标之一，学习要多元化，读书会的形式也要多元化。”洞庭水手：“我馆

推出的真人图书馆-一起阅读。”米粒 MM：“北京的同道读书会有人了解吗？好

像都是北、清、人大这些高材生。”“应昨天群里同学的要求，把读书会活动资料

整理了一下，上传文件名‘一次读书会活动案例参考’，流程设计的检讨内容是

会后加的。请大家提意见。米粒MM 分享文件一次读书会活动案例参考.docx 下

载。（详见群文件）素问：“@米粒 MM 你们读书会的场地就在阅览室吗？怎么

放 PPT呢？”米粒MM：“以往读书会是自备笔记本电脑播放，人数在七八人内

的话是可以一起看，效果差点。”“我希望以后能申请便携式投影仪这类设备，对

场地限制小。”蓝马：“目前是常薇关于阅读推广的分享。” 蓝马：“河北大学赵

俊玲教授：阅读推广人的能力与要求。”“活动是方式，不是目的；不能为了搞活

动而搞活动。”“让更多的人喜欢上阅读。”“图书馆的角色：阅读资源提供者，读

书活动举办者，阅读资源组织整合者，指导者，阅读交流平台。”“图书馆是专业

的阅读推广机构。”“英超俱乐部阅读之星。” 

（16）关于 Aaron Swartz有关资料信息的交流 
图 谋 ：“ 关 于 Aaron Swartz ， 最 好 能 科 普 一 下 。” 城 市 天 空 ：

“http://www.aaronsw.com/  他的个人博客。”“Aaron Swartz：如何提高效率  

http://www.u148.net/article/37075.html。”  

（17）关于工作用机是否需要限制上网问题的讨论 

Sunny：“各位老师，我问一下，你们馆流通借阅的机器是否允许上互联网？”

Nalsi：“限制员工上网是很糟糕的管理方法。” 清华*武：“@Sunny 限制上网绝

对是中国特色。”“我们自己不限制。”“但是学校也上了流控设备，除了流控之外，

目前还没有发现针对特定网络的限制措施。”茹玉：“从官方的角度来说，肯定是

要加以限制的。”Sunny：“既要有所限制 又要体现人性化。”清华*武：“这是将

管理上的问题踢给技术。”麦子：“这次去了几个学校，无线的效果都不佳。”“而

且学生用无线居然还有要从卡里扣钱的。”娜的星空：“也是为了网络安全吧。”

“上周我校男生宿舍有加 2 个无线的，干扰了整个学校的 WIFI。2 个接收信号

的东西。” 

（18）关于图书馆发展问题的探讨 

Nalsi：“如果觉得亚马逊就是图书馆，那么现在杀死图书馆绝对不会有太大

的问题。但是亚马逊不是图书馆。”小鸽：“亚马逊好多书都电子版了。”娜的星

空：“是在亚马逊买电子版吗。”小鸽：“电子版价格便宜。”Nalsi：“我很看好这

一行（当然国内的状况是特殊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的前面有很大的机会。当

然作为代价就是所有人必须在痛苦中反思、改变。”：“图书馆有钱不等于图书馆

办得好。”娜的星空：“人们还是有聚一起看书的需求。”Nalsi：“图书馆需要到

http://www.aaronsw.com/
http://www.u148.net/article/37075.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23期 201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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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 

人们所在的地方。如果人们都在社团里面，那图书馆就去和社团合作啊。”梁*：

“如果是重生，肯定不是现在的模样，图书馆肯定变化很大。”“机构肯定是档案

信息中心图书馆一体化。”小鸽：“档案比图书更注重价值和规范。”娜的星空：

“国内图书馆还没消除行业歧视就被消亡。”娜的星空：“只有纸质书不消失图书

馆就不会消亡。”梁*：“信息存储中心，信息获取中心的诞生。”Nalsi：“对我来

说以功能（不管这个功能是阅读推广、编目、还是机构存储）定义图书馆是很危

险的事情。我觉得这些功能都很重要，但是这些都不是图书馆存在的任何条件。

因而当一些功能要被历史所淘汰的时候，人们那面会以这些功能来作为图书馆死

掉的理由。但是图书馆的存在有超越于所有这些功能的意义。”梁*：“图书馆是

从藏书楼来的，藏书楼是从金匱（档案馆）来的。”娜的星空：“图书馆储存人类

知识的仓储,是人类内心深处基本渴求。”梁*：“以后电子出版普及了，虚拟图书

馆会很多，而且读者是任何地域的机构和个人。”我从事信息行业 20年，开发过

软件系统，做过图书资源建设，今后也是靠信息专业谋生。”许*新：“整个互联

网就是一个类图书馆联盟，除了实体空间无法代替图书馆，其实功能全部能够实

现。”  

（19）一城一书活动的信息交流 

Nalsi：“另外一件事也就是所谓的‘一城一书’，或者‘一 X一书’。最近去

了一趟阿肯色州，阿肯色大学正在做一个‘一校一书’的活动，挺有意思：

http://onebook.uark.edu/。” Nalsi：“我们硕士项目之前一门课，我们小组的任务

就是在一个学期里面帮附近的一个图书馆系统策划一个‘社区阅读’（一城一书

的另一种说法，因为这个范围是纽约州的三个县）的活动。后来很高兴它们决定

执行我们的策划方案（‘Grassroots Read’）。”“我们的 Grassroots Read的报告：

http://www.slideshare.net/islanderlee/grassroots-read” 图谋：“Nalsi 的 Grassroots 

Read 的报告已上传至群文件。” 城市天空：“最需要提醒或最需要引起我们关

注的是，尽管每个城市选择的书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只选择文学

作品，尤其是小说。‘一城一书’活动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撮其要者有五：其

一，形成阅读焦点，可以最大程度唤醒市民的阅读热情，集中各方的阅读注意力，

让私人的阅读兴趣在公共阅读事件中酝酿得更浓厚和持久；其二，制造共同话题，

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创造一个机会，一个话题空间，更鼓励通过讨论和辩论就某

些原本岐见纷出的问题达成新的共识；其三，推动深度阅读，提倡精读一本书，

重温一本书，促使那些习惯‘浅阅读’的人通过参与各项活动，认识到只有深读

透一本书才可以和别人进行有效沟通，最终树立起深度阅读带给一个人的荣耀和

尊严；其四，如果所选书籍和本城本地有关，可以激发市民对家乡历史或现实的

了解与热爱，在阅读中增强家园感，在交流中多几分‘月是故乡明’的温暖，减

http://onebook.uark.edu/
http://www.slideshare.net/islanderlee/grassroots-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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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生活在别处’的漂泊无依情绪；其五，因为各项活动皆围绕一本书在纵横

两个方向展开，全民读者活动或许会避免无主题或多主题带来的华而不实、大而

不当，会因此少一些‘热而虚、高而飘、上热下冷’的弊端，会让各类活动变得

焦点更集中，收获更明显，影响更普遍，反应更热烈，步伐更踏实。” 

（20）图书馆学会议信息 
萧潇：“发个会议信息：各位老师：‘网络环境下《中图法》《中分表》发展

与应用学术研讨暨工作会议’将于 2014年 10月 29日-11月 1日在济南召开。会

议由国家图书馆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协办。欢迎国内图书

情报界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萧潇 分享文件 11:21:11‘网络环境下《中

图法》《中分表》发展与应用学术研讨暨工作会议’会议通知.doc 下载。”图谋：

“网络环境下《中图法》《中分表》发展与应用学术研讨暨工作会议

http://weibo.com/1258418197/BruS0ymXj?mod=weibotime。” 

（21）《如何阅读一本书》、《越读者》荐书与分享 

城市天空：“我因为对范多伦故事的好奇，而去买了《如何阅读一本书》。而

最后满足的不只是我的好奇心，还有对阅读及出版的重新认识。2003年 3月 31

日亚马逊网络书店(Amazon)的排行榜上，《如何阅读一本书》排名第 569名，历

久弥新，由此可见。做阅读推广的人可以去读这本书。（有中文译本）。”米粒

MM：“国内译的是第三个版本，赫明义的《越读者》也可以读。后者更通俗些，

我颇喜欢哈。”梦凡：“这书网上有电子版。”城市天空：“《越读者》像是一本随

笔；《如何阅读一本书》说的比较系统一些。” 天外飞仙 分享文件 13:41:14 越

读者.epub 下载。图谋：“关于 Epub格式文件的打开（群文件中天外飞仙分享了

《越读者》一书，Epub格式）。Epub实际是个压缩包。用 WinRAR强行解压缩

就可以，解压缩以后你可以看到里边是一个个网页。”“如果是安卓手机，金山

WPS软件可以看该格式电子书，QQ浏览器也能打开。”道无言：“《越读者》epub

刚才用方正阿帕比阅读器打开了。” 

http://weibo.com/1258418197/BruS0ymXj?mod=weibo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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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图书馆职业病问题的探讨 

许*新：“图书馆员的职业病有哪些。”图谋：“‘图书馆员’可能需理解为

‘Library workers’，也就是图书馆工作人员。”“这么理解之后，‘图书馆员’的

特征不是很突出，也就是‘职业病’不好认定。”“也许可以结合具体某类岗位特

点，进一步‘细分’，分类讨论。”“比如有的岗位用眼睛用得多，编目岗位、科

技查新岗位等，眼睛方面可能出状况的情况比较大。”“部分长期在环境比较压抑

的书库工作人员，精神卫生方面可能有一定影响。”天外飞仙：“图书馆职业病也

很严重的。” 图谋：“图书馆的不同岗位，工作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天外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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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库人员，可能年纪大了，体力也会是问题。”图谋：“我不清楚美国英国等发

达国家，有没有专门的图书馆员职业病一说，美国图书馆员这一行，相对来说职

业化程度较高。”许*新：“根据保险里面医疗保险的分类，图书馆员保费比较低

的类别。”图谋：“将‘图书馆员’视为一种职业了？”许*新：“我记得有这个类

的。”城市天空：“美国有的，记得以前好像看过一篇论文说到馆员的 job burnout

（职业倦怠）。”天外飞仙：“职业倦怠应该不是职业病一样哟。”城市天空：“倦

怠 情 感 需 求 自 我 诊 断 自 愈 健 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99fd450100gd1o.html 方方的博客。”“那就看怎么

定义‘病’了，精神上的压抑和懈怠算不算病？”天外飞仙：“应该算病呀。精

神上的压抑算精神类的哟。” 城市天空：“馆员给全校师生开课需要教师证

的。”图谋：“很多学校没让办。”天外飞仙：“看各学校的要求吧，原则上要教师

资格证。”图谋：“印象中清华大学图书馆从事信息检索课教学的同行，曾为此努

力多年。”城市天空：“像校医院给师生讲健康教育课也需要教师证的。”广东小

羊：“我们学校规定只有专职教师才能办教师资格证。”许*新：“基本上没什么严

重的病是与从事图书馆工作相关的。” 图谋：“主要是举证困难。”“我这边也是

专职教师才能办，比如申请表格中，有教学方面的考核内容。”天外飞仙：“我们

只要考核了教育学与心理学，然后就可申请办理。” woseicicp：“我们学校人事

处让办，但是需要经过听讲座、听课、试讲等流程，相对容易，其中有一条是必

须有硕士学位。”许*新：“医院会有疾病流行病学统计。”图谋：“教育学、心理

学等，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江苏省是统一要求参加的。”许*新：“这些都可以考，

但是最终学校有政策，不从事教师的不给证。”图谋：“我们刚参加工作时得参加

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取得相关资格证，但与教师证还有距离。”素问：“我们学校每

年都会统一办，统一授课、统一参加省里的考试。”woseicicp：“是的，我们学校

还要副高的带一次课，教育学心理学师范学校毕业的免试，普通话至少二乙，体

检合格。”洞庭水手：“本人努力多年，去年成功获取资格。”图谋：“高校图书馆

员具有教师证的比例可能不大（除了由教师岗转岗过来的情形）。”许*新：“基本

上考得那些东西与教师能不能做好没有显著关系。” 天外飞仙：“比例肯定不大，

我们馆 50人，有资格证的不到 10人。”woseicicp：“我们 70多人，10人有证。”

图谋：“洞庭水手实际从事电子商务教学，那种情形，估计属于特例。”洞庭水手：

“我们湖南有些图书馆，都是按照教师编制。”“不过大部分都不是。”图谋：“我

们从事信息检索课选修课教学，但是工作量之类不够。”图谋：“我知道有少部分

高校有专职信息检索课教师。”woseicicp：“我们有专职的 3个兼职的 7个。”图

谋：“他们均有教师证么？”woseicicp：“有。”“前一阶段可以先讲课，后补证，

现在不行了。” 许*新：“不过图书馆从业人员安全性还是高的。”图谋：“比如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99fd450100gd1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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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那家‘保险公司职业分类表’有‘4010701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人员’及

‘4120604图书馆工作人员’。” 许*新：“根据这个分类代码看，这个应该是第四

种表。”“高校图书馆员似乎入两个类均可以。” “图书情报专业教师更适合入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人员’，不过，还有其它类供选择。”“比如‘4090101

高等教育教师 。”许*新：“4020101 地质勘探工程技术人员。”“不搞科研当不了

高校教师，科研风险比上课大多了。”图谋：“工程技术人员，估计是专职需要长

期野外作业的。”许*新：“研究人员还是低的。” 图谋：“刚才的观测看，我

国‘图书馆员’这一行，不足以算作一种职业。”许*新：“图书馆工作人员，或

者图书馆学科研人员。”“职称是馆员、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而不是图书馆员、

副研究图书馆员、研究图书馆员。”图谋：“‘图书馆员职业倦怠’，如果指‘图书

馆工作人员’职业倦怠，这样的研究没法开展。”许*新：“国内所有的学术研究

如果用图书馆员，就是不严谨的。” 图谋：“如果考虑同美国对应，好些岗位还

真对不上。”许*新：“具有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学科背景（本科及以上）

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职业倦怠研究。”图谋：“书库管理人员等，均是图书馆工作人

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许*新：“当一个人倦怠会对其工作绩效产生较大影响的情

况下，并且对他人也造成了重要影响，那么我觉得有研究意义。如果一个无倦怠

人员和有倦怠人员对他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别人感觉不是很强烈，可以放放再研

究。” 

（23）关于馆藏优化服务（SMOS） 

米粒 MM：“在听沈清辉讲 smos馆藏优化服务。”广东小羊：“我也在听。”

素问：“请问，smos 是哪几个词的缩写？”广东小羊：“stock mix optimization 

solution。”素问：“藏书组合优化解决方案？” 许*新：“一个大家都不理解的方

案，就敢简称啊 SMOS。” 

（24）某高校图书馆移动 APP上线 

洞 庭 水 手 ： “ 我 图 书 馆 移 动 APP 精 彩 上 线

http://lib.hnist.cn/html/2014-10/544.html。图谋：“关于开发图书馆 APP、微信公众

平台，感兴趣的成员，可以与洞庭水手进一步交流，洞庭水手有实力，也有实战

经验。” 洞庭水手：“需要对接图书馆服务。”Claire/:P：“可以看下效果吗？”洞

庭水手：“想做成开源产品，受益于参与人员所在馆。”“经过一个暑假到现在的

开发，目前已经在我馆测试运行。目前还只是试运行，代码写的非常的混乱，只

管能用，没有考虑用户体验。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许继新：“微信平台？”洞庭

水手：“嗯。”洞庭水手：“微信公众平台，就直接搜索：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 

洞 庭 水 手 ：“ 1 、 点 击 下 载 http://hnistlib4android.sinaapp.com/         

http://lib.hnist.cn/server4android/download/appdownload.php 2、扫描二维码下载（用

http://lib.hnist.cn/html/2014-10/544.html
http://hnistlib4android.sinaapp.com/
http://lib.hnist.cn/server4android/download/appdownloa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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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浏览器扫码）。”洞庭水手：“也欢迎有资源资金的企业对我们进行风险投资。”

Claire/:P：“你们图书馆微信的馆藏查询对应的网址就是图书馆网站的馆藏查

询？”洞庭水手：“嗯。”许*新：“有时候我在想一个网站改版后留一个旧版入口

的想法是什么。”洞庭水手：“统一登录，多重绑定。” 许*新：“是想让大家比较

比较好坏么，还是真的说让用户有个习惯的过渡期。”娜的星空：“我觉得是过渡

期，有些人看到新版面会眼晕。”洞庭水手：“图书馆的事情还是图书馆人自己干。”

许*新：“实在在新版里面找不到自己想找到，就去旧版里去找的意思吧。”娜的

星空：“我同事就下意识找不到登陆检索窗口，用了旧版一段时间采用新的。”洞

庭水手：“新的事物需要一个熟悉阶段。” 

（25）图书馆标识翻译问题 

平平：“对了，上次是谁在讨论图书馆标识翻译的问题。”“这次我们馆里也

要做，我想问下大家，有几个有争议的地方。”麦子：“过刊一库，Back Issue 

Periodicals I。” 平平：“还有个搞笑的，馆长说有个大会议室，一个小会议室。

大的叫 Large Conference Room。”麦子：“我觉得还是用 periodicals比较好，因为

不是给图书馆工作人员看的。”素问：“又不是国际交流区。”平平：“麦子老师的

意思是大的叫 Large Conference Room，小的叫 Small Conference Room 。”Nalsi：

“我是觉得翻译得差不多就好了，没必要那么抠字眼。对我来说过刊已经是一个

没什么翻译价值的概念了。”麦子：“Large/small conference room都可以。”麦子：

“但一个是 UL conference room，另一个是 AUL conference room。”平平：“UL

是什么意思。”麦子：“馆长，副馆长。”Nalsi：“如果在我们学校，可能直接就

说 XX楼的房间号了。比如 Bird Library 318之类的。不过我还挺惊讶能找到很

多直接叫‘small conference room’的，不过反正人们能找到就好。”麦子：“我

们其他都是和 nalsi 说的一样。”winwin：“我们的英译名，通常多看看国外图书

馆网站就定下了。”麦子：“Online Catalog, Self Checkout。” Nalsi：“说到这件事，

想 起 很 早 之 前 读 过 的 一 个 东 西 ， 用 户 能 理 解 图 书 馆 术 语 么 ：

http://nalsi.net/posts/20120317214947.html。”“我很期待有人能在中文环境下做下

这个研究。”麦子：“很多英语日常的用法，不是高大全，但就是这么用的。”Nalsi：

“但是有很多中文的来源都把这个学校叫做‘Kunshan Duke University’，很奇怪：

http://www.bendijin.net/feed/en_273232。”麦子：“比较好的应该是 Duke University 

at Kunshan。”娜的星空：“Duke在大学前面重要性国内的那些人不知道，国内是

Duke放字头是品牌，但国外通常是 Duke放大学前面才表明品牌。” 

（26）图书数据库的质量鉴定 
城市天空：“图书数据库分八个维度才能把质量鉴定清楚，一个是入库作品

的字数，也就是多少册书。第二是入库作品的质量，第三是系统化程度，第四是

http://nalsi.net/posts/20120317214947.html
http://www.bendijin.net/feed/en_27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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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结构化程度，第五是数据库图书的数字化程度，第六是功能的先进性，

第七是传播形式的多样性，第八是时效性、经典性、文物性，也就是使用价值的

定位。” 

（27）群文件资料分享需要规避知识产权 

图谋：“天外飞仙传的是书中的一篇‘Overcoming workplace status quo’，见

http://www.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article/how-make-most-your-library-career
 。”“该书的 50-53页。” 天外飞仙 分享文件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YOUR LIBRARY CAREER.(2).pdf 下载。图谋：“对于这样的新书，全书的‘免

费’获取通常是有一定难度的。”“其实涉及知识产权及利益平衡问题。”“圕人堂

的资料分享也许注意规避知识产权问题，比如分享著作权属于他人的资料，原则

上应获得授权。”天外飞仙：“ EBSCO(asp/bsp)(包库)应该有。” 

（28）图书馆、档案、科学管理报刊征订信息 

图谋：“‘G2 图书馆、档案、科学管理报刊征订信息’文档（见文件）提供

部分邮发与非邮发图书馆报刊 2015年征订信息，含刊名、出版地、年订价信息。

（注：‘2015年全国非邮发报刊联合征订目录’，部分报刊实际为邮发报刊。）供

感兴趣的成员参考。”鲲鹏展翅：“要是有电子目录就好了，不过很实用，有帮助！”

图谋：“只是对感兴趣的人可能有点参考价值。”广东小羊：“我上传一个 excel

版本的吧。”图谋：“还是小肥羊提供的信息更全面，更具参考价值。我发那份的

‘看点’是数种非邮发报刊，比如《中国索引》等内刊。”“还留意到，《竞争情

报》2015 年将成为公开出版发行期刊，但尚未发现征订信息。”广东小肥羊 分

享文件 17:08:342015年邮发图情档期刊征订信息.xls 下载。（详见群文件） 

系统消息：“  

（29）推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全集电子版” 
图谋：“请关注群文件‘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txt 全集’，该文件含中、英、

美、法、德等国家逾百种图书 txt版。”（注：该分享由群成员三一淼告提供，已

上传至群文件。） 

（30）10月 17日《图书馆报》电子版 

10月 17日《图书馆报》电子版 http://m.xhsmb.com/20141017/edition_1.htm 看点：

2014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系列报道。那是今年图书馆年会信息量最大的一处。图

谋 ： “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会 2014 年 会 专 题

http://www.lsc.org.cn/cn/xsyj2012/2014nhzj.html新发布了一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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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article/how-make-most-your-library-career
http://m.xhsmb.com/20141017/edition_1.htm
http://www.lsc.org.cn/cn/xsyj2012/2014nhz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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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书馆员”到“圕人” 
2014-10-16 11:32 
图书馆员是图书馆运作的重要资源。今年的中国图书馆年会主题为“馆员
的力量:改革 发展 进步”，图谋认为“馆员”的力量尚待开发与利用。为图
书馆事业繁荣发展计，试图推出“圕人”这一概念。 关于“馆员”有狭义的概
念和广义的概念。本文将“馆员”视为“图书馆员”简称，且进一步等同为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66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圕人堂周讯（总第 21、22期 20141010） 

2014-10-10 19:35 
圕人堂周讯（总第 21、22期 20141010）.pdf （注：第 21、22期篇幅
5.7万字，无法贴全文，请直接下载 pdf文档。） 克莱蒙 整理 王启云 助
理 目录 1 圕人堂本周讨论内容概述 ... - 3 - （ 1 ）用户对读秀数据库
的使用意见以及关于图书馆服务质量定义的讨论 ... - 4 - （ 2 ）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28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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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15个文件。 

3.大事记 

（1）本周成员蓝马直播“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范并思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问题》、王波《阅读疗法的理论与实践》等报告。范并

思教授报告授权在圕人堂群文件中分享，被本周被下载 97次。 

（2）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馆藏建设部主任邱葵先生（即圕人堂成员麦子先

生）《展望未来的学术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利用》、《特藏图书馆在

美国》系列学术讲座报告课件，目前下载次数分别为 142、153、143。 

（3）2014年 10月 17日 12:00，群成员达 645人（活跃成员 216人，占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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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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