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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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会议信息

会议君：“图书情报|中国图书馆学会将于 10 月在青岛举办智慧图书馆建设

与服务研讨班 http://url.cn/5LKohJ1。”

书小弟：“第九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图书馆，让社会更智慧更包容

SILF 2018 会议议程 https://url.cn/5EpBA1k。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内容精彩纷

呈，值得一去。”图谋：“这个会群成员参会的，有多位。期待会间可以有些线

下交流。愿意交流的可以小窗告知图谋一声，谢谢!”

图书情*：“2018 数据管理与服务学术研讨会通知数据是科学范式转变的最

主要的驱动因素，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信息资源。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随着

数据管理和服务新模式的出现，数据的作用和影响将会日益显现。对图书馆而言，

如何有效地收集、组织、关联、挖掘、利用数据，不仅是图书馆发展的新任务与

新挑战，更是图书馆新时代服务能力的重要体现。在此背景下，《图书情报工作》

杂志社与重庆市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重庆大学图书馆承办，于 2

018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在重庆举办‘数据管理与服务学术研讨会’，探讨

数据管理与服务中的理论问题与实践策略，搭建专家学者与业界同行专业交流的

平台。欢迎全国各级各类图书情报人员、相关技术人员、大学师生参会。一、会

议主题与分主题主题：数据管理与服务分主题：llllllll 二、会议安排会议将

邀请多名知名专家学者与参会人员分享与互动。三、会议组织机构主办单位：《图

书情报工作》杂志社重庆市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承办单位：重庆大学图书馆

四、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1 日（10 月 31 日报到，11 月 2 日

疏散）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10 月 15 日。报到酒店：重庆富力假日酒店（单

住 390 元/晚，合住床位 195 元/晚）会议地点：重庆大学虎溪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五、费用和食宿会议费：10 月 15 日前汇款缴费 800 元/人，10 月 15 日后汇款及

现场缴费 1000 元/人。（交通、住宿费用自理。）(重庆本地参会 会议费 600

元/人)会议注册费交费方式：1、提前通过单位公对公转账（2018 年 10 月 15 日

前转账可在会议现场领取发票）账户信息：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关村分行账号：11001007300059261059 收款单位：《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2、

会议现场交现金（会后快递发票）3、会议现场刷公务卡（会后快递发票）六、

会议报名报名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七、联系方式联系人：周老师联系电

话：13072355789 电子邮件：red@cqu.edu.cn 请报名参会的老师加入图书情报工

作 QQ 群：3237 32873，会议相关信息在此发布。”“重庆会议报名请直接扫描

此二维码即可，10 月 15 日前缴费优惠至 800 元！”

http://url.cn/5LKohJ1
https://url.cn/5EpBA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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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君：“图书情报|全国高校信息素养课程在线化教学研讨会暨全国化工

院校信息站第二十届年会本月在沪召开 http://url.cn/5BrgfRR。”

会议君：“图书情报|“古籍修复提高班”（周末班）本月在京开班 http:/

/url.cn/5gSC8b7。”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230 期 20181005） 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1139041.html 陈艳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目录 1 圕人堂本周讨

论概要。”“本周周讯陈艳老师准时交整理稿。图谋略有耽搁。17：00 进家门，

18：00 完成发布工作。”皖西学*：“辛苦了！”

图书商*：“天雨流芳：别样的特藏室/我徂东山（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h

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8-09/28/content_11_5.htm。”“上

次在群里的约稿已见报。谢谢支持。”

图谋：“复旦大学图书馆 100 周年 http://www.library.fudan.edu.cn/100

/?from=timeline。”

诲人不倦：“【1 年阅读 600 本书 山东大学‘图书馆女孩’走红校园】平

均每天读书 8小时，1年读 600 多本书…近日，@山东大学 的研究生丁安琪因爱

读书走红校园，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图书馆女孩’。她说，读书已是她的一种生

活习惯，‘一天不看书，我会恐慌，觉都睡不着。’你最近读书了吗？http://

t.cn/E7yReDq。”

图谋：“新闻 | 期盼科研水平再上台阶 希冀服务质量更上层楼——2018

‘图书馆学术论坛’专家馆员共研发展良策 http://url.cn/5lLSx8I。”

广州书童：“超燃的 168 小时！！！https://mp.weixin.qq.com/s/qakFzF

MeWlvHGCUoUWUpFQ。”

图谋：“我与图书馆的三代缘 http://url.cn/5ojYJNc。”

碧海潮生：“李永刚：完善馆藏体系，“你选书，我买单”可作为现有采访

方式的有益补充 http://url.cn/59EGKvN。”

boson：“这家投行开始用 AI 写研报！分析师要丢饭碗了吗？https://bai

jiahao.baidu.com/s?id=1604294939881915148&wfr=spider&for=pc。”

默默：“沈从文：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http://url.cn/5sv

8ey7。”

粉晶草莓：“书香你我，乐学人生——华山中学牵手逗花剧社共建书苑 htt

ps://url.cn/54PImgC。”

z：“图书馆举办“穿越历史 共读南京——南京十朝历史”文化展 https:/

http://url.cn/5BrgfRR
http://url.cn/5gSC8b7
http://url.cn/5gSC8b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3904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39041.html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8-09/28/content_11_5.htm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8-09/28/content_11_5.htm
http://www.library.fudan.edu.cn/100/?from=timeline
http://www.library.fudan.edu.cn/100/?from=timeline
http://t.cn/E7yReDq
http://t.cn/E7yReDq
http://url.cn/5lLSx8I
https://mp.weixin.qq.com/s/qakFzFMeWlvHGCUoUWUpFQ
https://mp.weixin.qq.com/s/qakFzFMeWlvHGCUoUWUpFQ
http://url.cn/5ojYJNc
http://url.cn/59EGKvN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4294939881915148&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4294939881915148&wfr=spider&for=pc
http://url.cn/5sv8ey7
http://url.cn/5sv8ey7
https://url.cn/54PImgC
https://url.cn/54PImgC
https://url.cn/5Bnia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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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cn/5BniahY。”

清秋冷月：“天津市中文信息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http://url.c

n/5hbDnLl。”

-16537*：“新华书目报的电子版哪里能找到。”迷图忘返：“http://124.

207.48.191/epaper/tsgb/2018/06/29/A01/232820.shtml 。”

粉晶草莓：“新疆第二师华山中学书里书外故事会亲子阅读课程简介 http:

//url.cn/5kQEWJE。”

1.3问答与讨论

(1)文献传递

图谋：“读秀更多的是资源统一检索与服务平台。各家整合的内容不尽相同。”

闻书香：“@cpulib2009 我看了一下，我们没有这个文献传递，只有部分阅读。”

闻书香：“@图谋 谢谢群主进一步指点，我的理解水平就能看懂截图，惭愧惭愧。”

图谋：“因为是"统一检索与服务平台"，检索与揭示存在不足之处。” 闻 书

香：“请问大家，这种情况默认是 1-10 页，我能下载 38-48 页么，能不能自己

改传递的页码。” cpulib*：“可以的吧。”cpulib*：“就是有最高页数限制。”

图谋：“可以改页码，但根据图示的情况，38-47 没有问题，38-48 恐怕不

行。”biochem：“38-48 页，共 11 页。”图谋：“因为你要的全文只有 48 页。

有可能比例超了。实际试验一下就好。” 闻书香：“请问大家一般多长时间

能收到邮件啊这个邮件是读秀后台人工传递还是系统自动传递呢？如果没有部

分阅读选项的，是不是后面就没有文献传递这一项啊。”中原劲草：“假期里可

能会稍微慢点，平时遇到最快的也就半个小时左右，一般是当天就能收到。”图

谋：“图书类资源是他们的自有资源，几乎是即时响应。刚才随手点击的几下，

发现了好几个‘毛病"’。大毛病是单次咨询的量，已从之前的 50 页调整为 30

页。‘使用帮助’与‘"服务说明’中未能统一口径，各执一词。使用帮助页面

中（http://www.duxiu.com/bottom/help_get_email.html）为： 当前具体文献

传递页面中（比如：http://www.cssxf.cn/book.do）为： 二者存在自相矛盾

内容。”闻书香：“但是我没收到他们发的邮件，我用的个人邮箱接收的。”图

谋：“个人邮箱五花八门。有的邮件服务系统，可能被屏蔽或直接入垃圾邮件。”

闻书香：“刚收到，谢谢群主的耐心解答，使我进步了不少。”图谋：“刚才我

也实际"测试"了一下。对于图书类文献传递，通常情况下是即时响应。刚才的测

试已过去数分钟，尚未受到反馈，可能有‘特殊情况’当前，各种各样的数字资

源，其检索与服务平台基本均为个性化的，各有特点，甚至各自存在不足之处或

有待改进的地方（程度不一），均为永远的 Beta 版。”

https://url.cn/5BniahY
http://url.cn/5hbDnLl
http://url.cn/5hbDnL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06/29/A01/232820.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06/29/A01/232820.shtml
http://url.cn/5kQEWJE
http://url.cn/5kQEWJE
http://www.duxiu.com/bottom/help_get_email.html
http://www.cssxf.cn/book.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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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素养教育

图谋：“关于‘信息素养教育’，图谋于 9月 28 日算是在圕人堂抛出了一

个话题。‘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1137493.html 图谋按：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陈宝生指出"人

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本"并强调"一是回归常识。要围

绕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对大学生要合理'增

负'，真正把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上。"。信息素养

类课程是当年率先被"减负"的。 种种原因，当前不少高校信息素养类课程开课

率很低，覆盖面很小。某高校图书馆已多年未开出信息素养类课程（开设的公共

选修课无人选），由教学院系自身开展的"实践环节"或"专业选修课"情况是：2

016-2017 学年为 16 个班次 622 人；2017-2018 学年 17 个班次 671 人。本文特此

摘编同济大学图书馆邬宁芬、何青芳《上海地区高校"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的现状、

问题和对策》一文，期待引起更多关注与思考。关于读秀的图书文献传递，刚刚

收到反馈，历时大约为 20 分钟。”

(3)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申请及该学会级别问题

小溪流*：“怎么知道自已是不是中图学会的会员呢？” 雨过天晴：“贵

单位如果是中图学会的会员单位，每年交了会费，您就自然是会员。”小溪流*：

“谢谢雨过天晴，你真棒！。”雨过天晴：“@小溪流水人家 贵单位如果不是会

员单位，您可以申请个人会员，审核通过后自己交会费，一年 20。”吉安职*：

“去北京交钱吗。”雨过天晴：“@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郭* 北京审核通过

后，会费交到本省图书馆学会。” cpulib*：“单位会员也要个人申请的。自己

单位审核。有电子证书。”雨过天晴：“单位会员我不是很了解，感觉上应该不

是谁都可以申请，领导才行吧。”cpulib*：“单位申请后，个人愿意都可以申

请，就是自己单位有一个账号审核。那就很简单了。”雨过天晴：“单位不会随

便申请的，得领导重视。”cpulib*：“那是，要钱的。”雨过天晴：“之前问

领导，确定了我们不是会员单位，建议领导去申请，领导说不用。” cpulib*：

“我们的明年到期，估计也不好说了。”雨过天晴：“我就自己申请个人会员了，

因为不了解流程，从申请到正式交费成为会员摸索了半年。”cpulib*：“个人

是很麻烦，单位很简单。”雨过天晴：“把经验分享给大家，知道了流程，申请

个人会员也不麻烦。”惠涓澈：“我们单位有专人负责发展会员，负责交费，自

己不用操心。”

麦子：“这个中图会的年费是多少？”雨田：“20。”麦子：“哇，这么便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3749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374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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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大家一般图书馆员都是会员吗？”吉安职*：“加会员好麻烦，要把钱给省

图书馆学会，也不知道怎么给。”广东小*：“我们是集体会员，直接跟中图学

会联系交钱，很方便。”广东小*：“三年会费三千，也不贵。”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入会指南.http://www.lsc.org.cn/d/2018-0

1/29/201801291441512.pdf。”碧海潮生：“个人会员申请也很简单的，在系统

中提交注册信息后，中图学会后台管理员会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本人可按照属

地选择到当地省图书馆学会缴纳会费，可以一年一交也可以多年一交，成为正式

会员后可享受中图学会一些学术会议、征文免费政策优惠。”图谋：“关于收缴

2018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会费的通知.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

29/9298.html 。”图谋：“其实领导在为单位省钱呢。。”雨过天晴：“是的，

很简单的，之前我是不知道我们省图书馆学会的交费地址和相关工作人员，费了

点时间。”小溪流*：“个人认为：中图学会应该加大经费的支持，毕竟申报个

项目要对一个研究领域做深入、全面的分析。仅仅收集资料都、、还不用说对资

料的整理分析等等，一般学校内的项目都近 1万经费了，哈哈，个人之见请谅解。”

小溪流*：“好像这个重点项目是 3000 经费，一般项目没有经费支持吧？”图谋：

“会员会费是学会得以持续为会员提供服务和开展活动的重要经费来源。依靠会

员会费作为重要经费来源，可以想象背后不易。”雨过天晴：“会费好便宜的，

单位不知道，个人一年才 20，为中图学会点赞！不以赢利为目的，专业引领图

书馆员学习。”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章程.http://www.lsc.org.cn/conten

ts/1143/7141.html。通过章程，或许有助于了解"级别"问题。”小溪流*：“那

么省社科基金和省图书馆学会的项目又哪个高于哪个呢？求解。”雨过天晴：“当

然是省社科基金高呀！级别的认定要看学校的文件。”小溪流*：“不管什么级

别。为自已做科研积累成果为目的最好。”雨过天晴：“比如我们学校，图书馆

学会这样的行业奖励课题什么的是不认可的。” 木木贝：“国家级协会学会

课题，我们学校认定为省级。省级协会学会，认定为地市级。”雨田：“各级各

类学会课题都算校级 我们。”吉安职*：“中图学会是国家级协会吗？怎么看出

来的，求指教。”雨田：“中图学会是国家一级协会 。”远归：“学会，研究

会之类都是群众性团体，非官方。而课题奖励一般多认可的基本都是政府部门官

方机构。”雨过天晴：“希望多一个学习机会的，可以试试。”远归：“中图学

会也是群众性团体民间组织。现实中也有一些人投机把这一类民间组织颁发的奖

视为国家级奖项申报职称，蒙混过关的大有人在。”

(4)重印图书的著录

扣肉：“大家的重印书做在一条数据里吗？”南理工*：“我们的处理是如

http://www.lsc.org.cn/d/2018-01/29/201801291441512.pdf
http://www.lsc.org.cn/d/2018-01/29/201801291441512.pdf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29/9298.html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29/9298.html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43/7141.html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43/7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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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ISBN 不变，就做在一条数据里，附注项说明一下。索书号加个辅助符号。”L

azycat：“印次改变 isbn 不会改的，现在书号发放收紧了，更不会改，如果书

号改变就不算是同一种书了。”扣肉：“不一定。我们现在遇到两本书，是 A

出版社授权给 B出版社，B出版社重印的。书的扉页上写得很清楚。重印书给了

不同的 ISBN 号，但是也注明了 A出版社原来的 ISBN 号及对应的版次。能够确认，

我手里的两本书内容一样。”Lazycat：“那是 B社的授权版，不是 A社的重印

版。虽然内容一样。”扣肉：“是重印。”扣肉：“因为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出版

社分家。”Lazycat：“关于版本的内容你可以在附注里面。好吧，那就是重印

吧。”扣肉：“可以明显看出，B这个是拿原始的版本影印的。Lazycat：“010

两个 isbn 就解决了。影印更不对了，那是影印版。不能是一个版。出重新制版

的。”扣肉：“不是。我手里的原版非常清楚。是那种铅字印刷的。”木木贝：

“编目工作做到这么细，一天做不了多少书啊。”扣肉：“后来已经没有铅字了。

但是又懒得激光重排。从印刷质量来说，判断是这样的。”Lazycat：“原版是

铅字排版的，重印版不是影印的，是这意思吗。这两个版怎么可能算一样呢。”

扣肉：“就是重印版有点不清楚，不确定是不是影印的。但是能够确认是一样的

版面。扉页也有说明。是根据 A出版社哪一年的哪个版重印的。”Lazycat：“你

是让扉页给带到沟里了。那个铅字排版还能在吗？”扣肉：“很难说。因为铅字

那版是 30 年代的。重印的是 90 年代的。”Lazycat：“这是出版社的错误，只

能叫做以 A版 XX。”海边：“影印版吧，不可能是铅字版了。”Lazycat：“不

能叫做重印。”木木贝：“我想知道结论，是做 1 条数据还是 2条数据？”Laz

ycat：“两条最好。”海边：“两条。”海边：“不同的出版社和 ISBN。”Laz

ycat：“一条不是不行。”木木贝：“相隔 60 年，重印的话价格肯定有变化了。”

海边：“价格不是重点。”Lazycat：“三个月后的重印都可能变化。”海边：

“两个版本的关系可以附注。”木木贝：“价格不一样，就可以做 2条数据了。”

Lazycat：“价格不一样版本一样只能是一条数据。不可能两条数据。做两条是

不对滴。”

(5)期刊编辑的审稿体会

图书馆*：“每每看到选题很好，研究很棒，但实在读不下去的文章时，我

就很难过。”木木贝：“想知道如果是读得下去，但选题和研究都一般，是什么

感觉。”图书馆*：“虽然我们刊在文字上要求不高，很少有单一因为文字而退

稿的情况，但确实文字好的文章，会带来一些机会。”薄荷草*：“选题和研究

都一般，就不读了。”图书馆*：“@木木贝 选题和研究最重要，文字只能退而

求其次。”木木贝：“期待刘编多些分享审稿经验。”碧海潮生：“@图书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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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刘编 这样的文章在退稿时会不会和作者明确指出问题的症结以及瑕疵之处

呢？”图书馆*：“我们改变不了教育，能改变的只能是自己。不过，在现实生

活中，我们往往最容易放纵的其实也是自己，既没有精益求精的理念，也没有美

上加美的方法。我观察了很多朋友对文章的修改，不能说不认真，但活儿干得实

在让人难过，我们都已经把具体的方法都告诉了，但往往都没有看，导致文章修

改效果大打折扣；但也有少数朋友，可谓高标准，严要求，修改时间虽然长点，

不过效果非常好，赢得了审稿人的喜欢，后面一路顺风。”“今天提出这个事儿，

完全是因为冰冰的这篇罪己诏本被天下人放过，但被有心人改得花花绿绿，触发

自己的感慨，浪费朋友们的时间，旨在期待朋友们加强文字训练，在投稿前多在

文字上花点时间，让文字规范，流畅，有利于自己文章的发表。谢谢。”cpuli

b：“很有启发，真正动手写东西时就是感觉空洞洞的。”论坛刘编：“关于文

字修改，吕叔湘先生的相关作品非常棒，值得一看。谢谢！”麦子：“@图书馆

论坛刘编 看了太多的国人写的英文稿子，结论是：大多数人(我不能写所有人，

但余下的我没有见过)是没有些论文的基本训练的，而且把论文当作文写。所以，

和英文的好坏的关系不大，因为如果英文不好，内容还是可以看懂的。往往有实

在看不懂的情形，一般是用了太多和陈述无关的太多花花草草的形容，但反而把

陈述的通畅忘了。这是，我一般就说，你先用中文写下来，把形容词都去掉，你

看通了，再写成英文。” 惠涓澈：“你必须很努力，才看起来毫不费力。你

只能做好你热爱的事情。”麦子：“@惠涓澈 每个人有自己擅长的东西，有时未

必是努力的问题。好比是把一个球放在三米高处，姚明不努力就可以，我们大概

不行吧。当然，如果收割芦笋(需要蹲下)，一般人就不那么费力。”

(6)图情期刊版面费

雨田：“山西有家北核是旬刊。有些普刊贵的很。”biochem：“可以算一

算这些期刊一年收多少版面费。”雨田：“ 旬刊。”图情中*：“有需求，就有

市场。如果不这样，大家发文更难，价格会更高。”雨田：“ 科技风 1版 2500

字符，780 元 旬刊。”雨田：“问题是太贵，捞钱可以，别那么狠。”印度阿

三：“没有需求就没有杀害。”木木贝：“图情的专业刊基本都是很有业界良心

的。”雨田：“是的 还不歧视作者及单位 @木木贝 。”清凉桐影：“780 元一

版可以了。那些医学类的动不动就三五千。” 木木贝：“大学图书情报学刊虽

是普刊，好多年都没涨版面费。”默默：“本科毕业论文一篇一千元。”清凉桐

影：“@雨田 你没问问版面费给多少吗。估计能再返 5000 给你。另外要是没基

金支持，可以去讲价。”雨田：“@清凉桐影 吓跑了 没有敢讲价。”木木贝：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审稿速度奇快。”木木贝：“@雨田 普刊基本都是直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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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退稿，很少遇到退修。”雨田：“@清凉桐影 那些刊物返的多？应该列个名

单，课题组需要。”木木贝：“返还 30%算多的了。比如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雨田：“@木木贝 这个刊物名字好，质量也不错。”木木贝：“大学图书情报学

刊返还 20%。图书馆研究、晋图学刊 10%，图书馆界最低，8%多一点。”木木贝：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800 元，字数应该不限，1万字也是这么多。”凤舞九天：

“800 是一版还是全部？”木木贝：“全部。”印度阿三：“不知道现在的四川

图书馆学报涨价没有。”木木贝：“应该没涨，300 元妥妥的。”雨田：“良心

期刊。”清凉桐影：“@雨田 返现的有好多，主要是医学和工程类的，你投的这

个 1 万的，你可以打电话跟编辑部商量商量。”雨田：“好的 以后遇到贵的

就和他们商量。”雨田：“@寒潮 图书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指南的书 p147 页。”

闽农林*：“兰台世界，似乎都变成旬刊还是半月刊了—一次就发两百多篇

文章。”印度阿三：“这是个好刊物，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学术研究的追求。”

碧海潮生：“版面费一千到两千不等。”李*：“发兰台世界评图书馆学职称没

用吧。”碧海潮生：“有的单位认可的。”李*：“单位认可没用啊，要文化厅

认可啊！职称文件里要求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兰台世界，应该不算图书馆学

专业期刊。”黑天鹅：“图书馆归文化厅领导呗。公共馆的。”芷芸：“@李*

高校馆。”芷芸：“@李* 2014 年兰台世界算北大核心刊。”李*：“他就是南

大核心，也不算图书馆学专业期刊，评职称的时候也不算。”※雨人※：“我们

这高校的职称评审权下放了，自己学校评审过了就行了。”

(7)电子期刊的统计

郑州工*：“各位老师这个表里面的电子期刊（册），怎么填写：是计算 1

年的期刊数量，还是从期刊出刊算起。”南理工*：“累计。按道理是从收录那

天算起。”cpulib*：“那看数据库时间吧。外文数据库还看回溯时间。”南理

工*：“不知道数据库商有没有提供给你们每年期刊目录，反正我们没有，就按

照他的分类估算的种数。” 图谋：“各种关于图书资料状态数据填报，专业与

学科分类、图书分类、各数据库平台数字资源分类对应关系，确实是非常头大的

问题。”

(8)书店收取入场阅读费引发热议

小草：“近日，河北石家庄一家书店实行入场阅读收费制引发热议。据报道，

该书店的‘门票’收费分两种：一种是 20 元的‘门票’，可抵现金用来购买店

内任何商品；另一种是 5元的‘打折门票’，但不能冲抵现金使用。有人认为，

‘门票制’可帮书店有效限流，减少‘只逛不买’的顾客，不仅可以降低图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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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也能给真正想买书的人提供优质环境；也有人认为，实体书店采取门票制，

会将潜在的买书人阻挡在店外，这种方式恐怕难以为继。对此，大家怎么看？”

(9)图书馆入门图书推荐

小桥流水：“朋友们，想求教一下，参加图书馆工作不久，怎样入门图书馆

这个行业。因为学的不是图情这类专业。”国图出*：“吴慰慈《图书馆学概论》、

王子舟《图书馆学是什么》都是入门概论性书，涉及面广而内容不深。”

(10)图书超期如何处理？

hh：“想咨询一下大家：各馆对于读者超期如何处理？”自由的*：“催还。”

水中的水：“超期停借。”hh：“停借后不再借了，怎样保证还书？”水中的水：

“超期多少天，停借多少天，以示惩戒。”hh：“我是想问超期的读者假使就不

再借书了，那么原来借的书怎么催还回来？”水中的水：“学生毕业前会清算的，

也不会不还书，只是有一些忘了还书时间，就会出现超期的情况。”黑天鹅：“@

hh 公共馆还是高校馆或其他馆？办理读者证或借书证不是有登记信息么？及时

催还呗。”

1.4图书馆能否实行弹性工作制？

冰心透凉：“请教一下群里的各位老师哈，请问你们馆有没有什么弹性考核

的？就是比如说定了个工作量，你做完了，就可以回家或者是干其他活，反正就

是可以不在单位，不在岗位了？”吉安职*：“不可以。图书馆都是坐班的。”

木木贝：“除了采编的工作容易量化，其他比较难，而采编一般也不会实行量化，

这个标准很难制定的，定高了怨气冲天，定低了做完就收手。最好是制定一个学

期的工作量，学期末能完成就可以，至于每天做多少就不用量化了。”冰心透凉：

“我们馆的查新部门就量化了，上班各种随意，然后我们领导还想推广到各个部

门，让部门自己提量。”黑天鹅：“@冰心透凉 在图书馆工作的，提前回家去干

嘛呢？”扣肉：“不可能提前走，因为你的岗位职责还有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大多数岗位还有坐班要求。”黑天鹅：“某些基础教育学校和其他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出勤还是管得太宽松了，甚至完全是在放养毫无规矩。基本的每日八小时

工作制，都得不到落实。业务质量怎么保证？”皖西学*：“零时性的工作，怎

么保证？”皖西学*：“临时性的工作是指临时有事，比如有人来参观咋办？你

能告诉他下班了？” 清凉桐影：“有人来参观，估计得分谁。游客来参观你

会不会告诉他下班？” cpulib*：“个别部门量化就会引起不公平。”cpu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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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天天上班都有人投诉呢，有的工作别人不了解。”皖西学*：“比如学生

来找问检索方面的问题，一趟没人，两趟没人估计校长就知道了。”中原劲草：

“量化只能是相对的，做的过于绝对了，不但起不到好的管理作用，反而让干活

的人不愿意干活。现在国内的量化考核搞的太臭大街了，并没有很好调动起大家

的积极性，现在混日子的各级官员太多，量化都只对着一线和基层，能服众的有

多少？领导们不干事也不会出错，现在都在当太平官等着混退休呢。” 黑 天

鹅：“ @皖西学院*培 哈，那说明你们学校管理很开明啊。”清凉桐影：“是因

为学生善于跟校长沟通，还是校长平易近人还是学校对图书馆工作重视呢。”黑

天鹅：“读者或学生服务中心这样窗口岗位，上班期间肯定是不许离岗的啊。”

cpulib*：“校长信箱，我们校长以前经常有，还有贴吧，微博。曾经开馆

时间因为学生投诉一再延长。”黑天鹅：“部分高校和公共馆，是有 24 小时都

提供的一些服务；尊重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就好。”皖西学*：“俺们图书馆上班

严的很，学校的校长信箱管用的很呢！”

boson：“@冰心透凉 麦子以前说过，就是他不必每天去，去了也不必呆整

天，大意如此。”麦子：“@boson 其实我还是最卖力的，基本每天去。八点半

到 4点半。但也有 12 到 4 点的。不过我是每周一天在家上班。要求是那天起码

看三次电子邮件。”冰心透凉：“请教麦子老师，是您全馆都是这样的弹性工作？

还是按个人需要提出呢？”清凉桐影：“全馆都这样，图书馆得关门了。”bos

on：“@麦子 难怪幸福感高啊。”麦子：“@冰心透凉 就是馆员是这样，管理员

不行，要 40 小时。管理员的数字大约是馆员的一倍。”海边：“在职称指标受

限全校后，估计以后图书馆没有高学历的人想进去了。到时基本都是管理员。”

麦子：“@boson 是啊，也没太大的压力。”boson：“这就是专业化门槛的好处，

不保护自己人保护谁。”冰心透凉：“那管理员不会反弹吗？”麦子：“@boso

n 的确，另外我们是没有教授职称的，没那么好听，但要求相对低，也没有写文

章的要求。”冰心透凉：“不会觉得不公平？”薄荷草*：“@麦子 羡慕你们。”

薄荷草*：“@冰心透凉 不公平可以聘馆员，职位不同，待遇不同。”麦子：“@

冰心透凉 这点和国内很不一样，因为这是自己选择，人人都可以去念学位，做

馆员的。我们还有一个给你完全付学费的项目。但问题是，念了以后, 未必能找

到馆员的工作，而且你要去其他地方。”qifeon：“麦子老师，美国付学费的项

目是脱产去读，不是国内在职读学位的形式，是吧？”江苏南*：“@麦子 请问

你是什么馆？我们这里是坐班制的。时间上要完全遵守上下班制度。”木木贝：

“国内学校资助去读，毕业后都要签订协议的，少则继续服务三年，毁约要返还

资助费用。”冰心透凉：“@麦子 那你们实际上也是完成了岗位竞聘呀。这个竞

聘执行起来更是困难。”黑天鹅：“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什么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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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弹性工作制度？这种追求弹性工作时间的观念，真的无法理解。选择了从事公

共服务工作，而不是个体自由职业，为何要求工作时间弹性？提出这样制度要求

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呢？”biochem：“看自己吧。”37 度男人：“弹性工作时

间，对于一线岗位肯定不行。这是需要人值守的。”Jinn：“个人觉得没有弹性

坐班制度的高校图书馆，是没有未来的。公共馆我不知道。”天翔：“区县图书

馆，本科以上学历，怎么可能？即便是本科也大部分是成人教育本科，公共图书

馆的馆员队伍在学历方面整体水平还是很偏低的，公共馆和高校馆的人才队伍没

有可比性的。”黑天鹅：“只是服务的对象有所区别，部分业务内容不一样。根

本性质还是服务机构。”木木贝：“等机器人推广开来，我们都得下岗了，什么

坐班弹性工作制都是浮云了。”海边：“机器人不会取代全部的工作。”Jinn：

“服务的形式和需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坐班制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海

边：“图书馆做为服务机构，保证服务时间有馆员在就行了。至于是哪些馆员，

他坐不坐班，都不是问题。”Jinn：“真有那一天的话，每个行业都逃不掉。也

不用只担心我们图书馆。”海边：“很多工厂的流水线已经全部是机器人了。”

冰心透凉：“感觉实施弹性打卡，那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实际上图书馆是

不需要这么多人来支撑的，保留基础服务就好。”37 度男人：“图书馆的基础

服务全自动化之后，不需要人值守，高层次服务确实可以实行弹性工作制。但是

估计学校其他部门会眼红，在高校，估计难以实施。”冰心透凉：“学校其他部

门也可以弹性，这下所有人都要往学校扎堆了。”黑天鹅：“虽说鲜有高等院校

要求专任教师上下班打卡，但要认认真真做好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也是得花费

很多精力和时间。”gaozy：“如果一个学校也要靠打卡等来做一些基本的强制，

基本上也没啥花头了。还有图书馆打卡的也是说明基本信任没有了。”木木贝：

“当某个组织强调员工上班打卡的时候，这个组织已经在走下坡路了。”黑天鹅：

“真正的教师，从来没有那么轻松；也许还是假教师太多了，让人们觉得他们工

作纪律松弛。”冰心透凉：“我觉得竟然选择了在事业单位上班，那就是你已经

认同了它的上班制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弹性上班这个说法。”黑天鹅：“高

等院校两千多，专任教师数十万，没有人能够做到全面。”冰心透凉：“如果你

心心念念所谓的弹性上班，那就自主创业好了。木木贝：“哈哈。想想机器人快

把我们替代了，管它弹性还是无弹性，抱紧自己的饭碗再说。要善于寻找工作的

乐趣，如果图书馆的工作让你有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每天上班就像和情人

约会一样，怎会迟到；下班就像和情人分别一样，怎舍得早退。”中原劲草：“那

得这个情人值得你去热恋啊。”木木贝：“所以做图书馆领导的，要经常表扬下

属，肯定他们的工作以及取得的点滴进步，让他们觉得图书馆很需要他们。”

麦子：“@与海同行 早上说的关于上班时间，我们是这么说的：你每天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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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来过了，就算今天来了。但一般人都比较自觉。因为除非你是资格很老，一般

的人太懒散，影响不好，而且有些职位，工作量放在那里的，你在家里没法弄。”

麦子：“@海边 我很理解，我有不少朋友是这样的，水平是在那里的，就缺一个

名分，但有时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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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点有意义的事

2018-10-6 23:30

2018年的国庆节，诺奖信息时不时映入眼帘，不变的诺奖情缘与诺奖情结，似

乎年年相似。我与自然科学，尤其是诺贝尔奖分设奖项的物理、化学、生理学或

医学知之甚少，关注甚少。偶尔瞄几眼相关信息，充其量属于消遣范畴。我不用

去操那份心，但似乎也并未闲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算是一种合理解释，

寻 ...

个人分类:闲情偶寄|46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徐州游略记

2018-10-6 07:22

妻子在徐州短期学习两月，国庆有 5天假期。10月 2日上午 9点出发去徐州，

10月 5日下午 5点返回家中。路途上消耗的时间不短，比如 10月 5日算是全天

在路上，实际在徐州算玩了两天多一点。 长时间来，一家三口难得有这样的机

会。整个行程，交通工具为公交车加火车。饮食早餐在酒店，晚餐在江苏师 ...

个人分类:圕人堂|387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4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3927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03242&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3927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3927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3927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3927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3927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3927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39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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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10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3910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3910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3910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3910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3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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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2018 年 10 月 12日 14:00，群成员达 1975 人（活跃成员 438 人，占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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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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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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