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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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图书情报|2019 图书情报武陵山高峰论坛暨情报学学术丛书研讨会 4月

张家界举办 http://url.cn/55JxqRv。”

图 谋 ： “ 通 知 |2019 年 中 国 索 引 学 会 年 会 暨 学 术 研 讨 会 预 通 知

http://url.cn/5ZA4Ed6。”

会议君：“图书情报 |第三届全国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论坛 5 月滁州举办

http://url.cn/5BK3wOz。”

会议君：“图书情报|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为 201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及第 85

届国际图联大会参会人员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的通知 http://url.cn/5t33eoi。”

加减：“两年一次|第六届科技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征文通知

https://url.cn/57NLOb5。”

图谋：“关于举办“纪念毛晋诞辰 420 周年暨 2019 年 图书馆史志编纂学术研讨

会”的通知 http://url.cn/5vSLDNs，为纪念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诞辰 420

周年，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各类型图书馆馆史、馆志的编纂工作与研究，中国图书

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与常熟市人民政府将于2019年 10月 18日至21日举办纪

念毛晋诞辰 420 周年暨 2019 年图书馆史志编纂学术研讨会。参加人员：国内图

书馆界专家学者、会议征文作者等。（信息来源：中山大学图书馆.

http://url.cn/5vSLDNs ）。”

1.2 招聘信息

图林白羊：“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第一批）图书

馆招聘信息与技术服务干事 1名（非实名编），简历接收截止时间 4月 8日下午

5点，http://www.ncvt.net/info/1573/34544.htm。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第二批）图书馆招聘资源建

设综合干事 1名（事业编）接收简历截止时间为 4月 12 日 17:00，

http://www.ncvt.net/info/1573/34570.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图谋：“‘非实名编’这个概念比较新鲜，什么含义呢？”太阳当*：“有编制

的就是实名编。非实名编就是只有岗位和人数。参见：

http://www.sohu.com/a/277186690_358127。俗称‘定编定岗不定人’。”

boson：“2019 年度北京大学图书资料岗位（非应届生）招聘公告

http://url.cn/5s8xmnp。”

深大城图：“深圳大学城图书馆选聘专业技术人员公告

http://url.cn/55JxqRv
http://url.cn/5ZA4Ed6
http://url.cn/5BK3wOz
http://url.cn/5t33eoi
https://url.cn/57NLOb5
http://url.cn/5vSLDNs
http://url.cn/5vSLDNs
http://www.ncvt.net/info/1573/34544.htm
http://www.ncvt.net/info/1573/34570.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http://www.sohu.com/a/277186690_358127
http://url.cn/5s8xm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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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b.utsz.edu.cn/article/info.html#/article/view/id-8575.html

。”

爱书人：“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2019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网址：

http://www.ynhrss.gov.cn/NewsView.aspx?NewsID=33085&ClassID=602。”

关键：“韶关学院图书馆，招 1、近两年图情专业毕业的硕士 2名，最好是男生。

2、图情专业教育背景的博士或有硕士的正高（40 风以下）1人；3、有计算机或

教育技术专业教育背景，愿到图书馆工作的今年毕业生 1 人。”

1.3 好文分享

刘*平：“这家由机器人管理的图书馆，设计可以媲美 Apple Store，

http://url.cn/54eS6sN。”

图谋：“如何用数据说话？原创：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

http://url.cn/5xlnais。”

图谋：“我的上海图书馆漂流记 原创：刘小飞 http://url.cn/58jDznq。”

闲在心上：“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三点建议 http://url.cn/5EfwfrF。”

图谋：“关于在学术论文署名中常见问题或错误的诚信提醒[J].图书情报工作,

2018, 62(24): 56.”

睿智：“图书馆报.如何提升馆配效率？馆社商三方如是说

https://mp.weixin.qq.com/s/Kq0AABToicIwVFJY9k7APQ。”

国图出*：“图书馆业务案例怎么写？ http://url.cn/5UGO5YE。”

biochem：“这些绝版书何以重生特别想拥有的一本书居然绝版了，这对爱书人

来说是一大憾事。但对出版方来说，因为关涉版权和市场情况，重新出版绝版书

也并非易事。绝版书重生到底有多难？http://url.cn/5zn1Y5D。”

图创*：“5G时代来临，图创互联网+智能图书馆解决方案

https://v.qq.com/x/page/i0855x9bcne.html。”

图谋：“李倩（山西大学）：聚焦信息生命周期，融合潮流与传统（图情档 39

青年学者沙龙）http://url.cn/5NQLdeT。”

初冬暖阳：“海内外图书馆人谈图书馆资源采购趋势 http://url.cn/5ES0zL9。”

会议君：“中国近代报纸资源全库之《益世报》 http://url.cn/5MwAha6。”

biochem：“2002年圣凯瑟琳修道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

年超过 10万多名游客被吸引于此。内设的图书馆也是世界保存至今的最古老图

书馆，珍藏着各种语言的古籍手抄本和书稿，收藏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梵

蒂冈图书馆。其藏品中的一些罕见手稿包括‘西奈抄本’的缺失部分——这是一

部 4世纪希腊圣经的手写副本；‘古叙利亚文手抄本圣经重写本’是公元 4世纪

https://lib.utsz.edu.cn/article/info.html#/article/view/id-8575.html
https://lib.utsz.edu.cn/article/info.html#/article/view/id-8575.html
http://www.ynhrss.gov.cn/NewsView.aspx?NewsID=33085&ClassID=602
http://url.cn/54eS6sN
http://url.cn/5xlnais
http://url.cn/58jDznq
http://url.cn/5EfwfrF
https://mp.weixin.qq.com/s/Kq0AABToicIwVFJY9k7APQ
http://url.cn/5UGO5YE
http://url.cn/5zn1Y5D
https://v.qq.com/x/page/i0855x9bcne.html
http://url.cn/5NQLdeT
http://url.cn/5ES0zL9
http://url.cn/5MwAh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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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叙利亚语写成的《新约》四福音书的手稿；以及穆罕默德的令章，据称是伊斯

兰先知穆罕默德给予圣凯瑟琳修道院保护。图书馆还珍藏着其他珍贵典籍。

https://www.toutiao.com/a6675473310026826254/。”

biochem：“英国提赛德大学的图书馆总共四层，每层都有高质量、最新的研究

资料资源，并且配备经验丰富的管理员，档案馆专门收藏有 126 年历史的资源

335台电脑，4900,000本电子书，97,000本电子期刊和 200个数据库--所有这些

都是 24/7可用的。 https://www.toutiao.com/a6675476631500358152/。”

睿智:“中国图书馆学会将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开展 4·23 全民阅读活动

http://url.cn/5mMbfmJ。”

图 谋 ： “ 中 图 学 会 成 立 40 周 年 ： 不 忘 初 心 砥 砺 奋 进 | 寄 语

http://url.cn/57fhFTH；

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展历程及组织建设 http://url.cn/5PGQGV8。”

图谋：“高校图书馆渐进式读者培训三三工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1382.html，摘编自：喻梦倩，李泰峰，侯

壮.高校图书馆渐进式读者培训模式研究——以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大学图

书馆学报，2019（2）：75-82. 渐进式读者培训模式在现有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

培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读者培训与读者各阶段的学习需求结合,设计层次清晰、

内容衔接关联、培训目标明确的框架体系,并为读者提供内容、空间、时间、形

式的个性化定制。”

国图社*秋：“国图少儿馆员：清明节给孩子读什么？http://url.cn/5eZd8O0。”

碧海潮生：“ 2018 年高校馆整体馆配码洋、馆配册数下滑幅度较大

http://url.cn/5NkTRYO。”

1.4 业务讨论

1.marc 记录头标区

mm：“marc 的记录头标区，有什么实际作用？谁能给科普一下？从技术角度而

不是编目规则上。某字段可检索或不可检索，现在的技术条件下，有什么实际意

义没有，都可以检索有什么难度吗？因为某字段不可检索，往往要加一个可检索

的重复字段。哪位大咖使用过吗？需要使用头标区来区分记录是新的还是修改过

的，是印刷型还是别的啥？话说这个 iso2709，1966 年的？”图米兔：“从识别

记录上，如果需要筛选该条件的时候，头标区里有就不需要往下读了。”扣肉：

“leader 还是有用的。从规范来说，除了记录的状态、文献类型还有层级关系。

比如多卷的分析著录，严格意义上应该在 leader 有表示。技术角度的话，可以

从 leader 中取到文献类型。可以作为检索的分面依据。当然，目前的检索技术

https://www.toutiao.com/a6675473310026826254/
https://www.toutiao.com/a6675476631500358152/
http://url.cn/5mMbfmJ
http://url.cn/57fhFTH
http://url.cn/5PGQGV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1382.html
http://url.cn/5eZd8O0
http://url.cn/5NkTR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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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依赖于包括 leader 在内的编码字段。cnmarc 的 106，可能大家压根也不知

道干嘛用的。”图米兔：“标准必须要考虑各种文献类型的编目。”睿智：“编

目员考试难易程度对于非专业的怎样？”图米兔：“专业非专业的一样，也是学

的，再有实践的话更容易理解。”mm：“有真题发点看看？”图米兔：“编目规

则都是死的，大量的规则不经过一定时间实践，记不住。”mm：“听说老出点平

时不常见的类型。”图米兔：“说的是 calis 还是国图的考试？”mm：“calis。”

图米兔：“calis 的基本都是培训教材上的。”mm：“中文今年改没？根据 rda。”

图米兔：“还没有。”mm：“有时间表了吗？”图米兔：“不了解，据说大家都

希望国图和 calis 能统一。”情报学*：“不希望。统一就垄断了。”图米兔：

“反正我希望，对行业发展和影响力都有好处。标准不存在垄断，共享才有未来。

我觉得统一用 marc21 更好，但是不可能。”

2.农家书屋

麦子：“美国最好的东西是这个，但是你永远带不回来 http://url.cn/5fVDwqm。

这篇东西很不错，各方面细节也很完整。”mm：“不用带回来。我们在努力做。

目前，国内社区图书馆，农家书屋硬件保障都有了。现在就是没有软件。首先，

和图书馆是不同主管系统，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其次，就算图书馆接管这些网

点，缺乏足够从业人员，还需要大环境进一步改善。柯平教授的课题去年跑了很

多地方调研这方面。上海确实很赞。我一直很难理解其它农家书屋、社区图书馆

都不是图情单位搞。难道是确实没人的原因？馆舍有保障，人员也独立了。这是

一个大进步。”麦子：“我的群里有朋友写，实情我不了解：美国的公共图书馆

是资源共享的的最大成功案例。不用去查数据，也能够对人均图书拥有量，国民

的阅读习惯表示惊叹。”mm：“值得借鉴。现在就是要做到资源共享。目前，除

少数发达地区外，一般一个县一个图书馆，教育系统高校除外，中小学图书馆绝

大多数没有专人负责。”向日葵：“中国你有算到 2008 年始建的农家书屋和乡

镇文化站的图书室吗？中国每个村（社区）都建有农家书屋，2007 年由中国新

闻出版局新闻出版总署会同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民政部、财

政部、农业部、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

的通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程。”

3.美国图书馆员的称谓

mm：“前两天有人在算从业人员。美国多少研究馆员？十一万左右？？国内高校

从业人员，大约九万。就算公共馆系统，也就最多乘二。从业人员太少了。”麦

子：“研究馆员什么定义我也不知道。”mm：“国内从业人员少是毫无疑问的。”

http://url.cn/5fVDw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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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这个信息，我在傅老师的博文后评论了一下：‘美国的 Librarian 相当

于中国的研究馆员’，这个表述可能会引起误读，稍作补充。美国劳工部中的

librarian 是指所有的馆员，且按其描述是不包括学术图书馆馆员的。

"Librarians"代表的是职业，不是职称。美国学术图书馆学术图书馆职称体系大

致为：助理馆员=助教授(终身轨道) Assistant Librarian = Assistant

Professor (Tenure-track / Potential Career)；副馆员=副教授 (终身，连续

聘用)Associate Librarian = Senior Assistant / Associate Professor

(Tenured / Career Status)；正馆员=正教授 (终身,连续聘用)(Full) Librarian

= Professor (Tenured / Career Status / Continuing Appointment)。中国的

研究馆员相当于美国的‘正馆员’。我觉得可能会引起更大范围的误读，因此，

结合昨天与麦子老师的讨论，今天发了条评论。”mm：“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美

国图书馆从业人员为 11 万？”图谋：“可以读原始信息。‘美国图书馆从业人

员为 11 万’这肯定是不对的。原始信息的页面为：

https://www.bls.gov/ooh/education-training-and-library/librarians.htm

。美国的 Librarian 属于 professional，入门学历是硕士学位，图书馆一般工

作人员没有librarian的头衔，一般工作人员叫staff，属于paraprofessional。

如果讲‘从业人员’，应该包括 professional 和 paraprofessional。根据于良

芝教授 2012 年高等学校新任图书馆馆长高级研修班授课内容：美国图书馆由专

业馆员及其他有薪员工构成。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统计（2015 年 4 月更新），

美国各类型图书馆中的专业馆员比例：高等学校图书馆为 31%，公共图书馆为

34.2%，公立中小学图书馆为 62.3%，私立中小学图书馆为 78.9%。美国各类型图

书馆所有有薪员工为 366642 人，其中专业馆员 166164 人（占 45.3%）。其中的

中小学图书馆人数，包括部分兼职员工。（信息来源：ALA.Number Employed in

Libraries.

http://www.ala.org/tools/libfactsheets/alalibraryfactsheet02）美国学者

Martin 提出的专业馆员比例：professionals(专业馆员）1/4；

para-professionals(馆员助理)1/4；clerks(辅助性职员)1/2。‘从业人员’包

括三部分人员：professionals, para-professionals, clerks。如果认识不对，

还请麦子老师及其它熟悉的成员批评指正。参考文献：于良芝：专业化图书馆职

业及其从业人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42387.html

2017-3-29；信息来源：

http://www.ala.org/tools/libfactsheets/alalibraryfactsheet02；信息来

源：http://libguides.ala.org/numberoflibraries。”城市天空：“librarian

还有可能是馆长的意思，比如 librarian of congress。”麦子：“这个三部分

https://www.bls.gov/ooh/education-training-and-library/librarians.htm
https://www.bls.gov/ooh/education-training-and-library/librarians.htm
http://www.ala.org/tools/libfactsheets/alalibraryfactsheet0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42387.html 2017-3-2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42387.html 2017-3-29
http://www.ala.org/tools/libfactsheets/alalibraryfactsheet02
http://libguides.ala.org/numberof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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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不是太好。我想可能是公共馆的编制。在学校里，正式编制其实就是两类：

馆员（最好不要用什么：研究馆员和专业馆员的说法，因为是多此一举，就是为

了往国内的说法上套）和非馆员。非馆员里有些是做行政的，比如行政秘书。我

们馆大概 30 个馆员，60 个非馆员，50-60 个学生。说了三类人，然后又是专业

馆员，馆员助理，会继续加深这个错误印象：美国有专业的馆员和一些能替补到

馆员的目前是馆员助理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学位。但事实上美国图书馆可能和医

院的情况更接近：医生和护士。在厉害的护士可能会成为护士长，但不能成医生。

另外我们也没有必要说专业医生，因为非专业的医生是没有资格在医院行医的，

那是江湖医生。美国大学副馆长和馆员一般都是有图情硕士，馆长大多数的都有，

有些大馆会找教授任馆长，但这不多，而且也不是各馆追求的目的。哈佛目前的

馆长是 Simmons 图情硕士，但后来是约翰霍普金斯的德国文学博士。可能会有人

问：为何不读图情博士？如果读了我想可能她就是做图情教授了，也就不做图书

馆了。她后来除了图书馆，还教德国文学。图情硕士和博士在美国基本就是一个

分叉：读了后者也就不在图书馆做了。”图谋：“傅平.美国图书馆工作者：事

实与数据(201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170424.html。

2017 年，共有 194,000 名图书馆员，40,000 名图书馆技术人员和 96,000 名图书

馆助理。一般来说，‘图书管理员’是指至少拥有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或符合国家

教学许可标准的学校图书管理员。‘图书馆技术人员’协助图书馆员获取，准备

和组织材料‘并协助用户找到适当的资源’。‘图书馆助理’类似于图书馆技术

人员，但可能责任较少。(librarians, library technicians, and library

assistants)从 2007 年到 2017 年，图书馆员，图书馆技术人员和图书馆助理的

累积就业人数从 380,000 减少到 330,000。有关专业和技术工人的更多信息，请

访问 DPE 网站： www.dpeaflcio.org。有些信息，越想弄清楚，越是令人困惑。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有些因素需要‘归一化’表述，而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

麦子：“关键问题是这些称呼其实没有约定俗成的定义, 而且各自乱用的，所以

对我们要解决的的疑问未必有实际的意义。library assistant, library

associate, library paraprofessional, library technician, library clerk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东西。加一个 library page。library staff 是图书馆工作

人员，所以包括所有人。”印度阿三：“用 worker 咋样？”麦子：“可以，但

是统称。”太阳当*：“请问，library technician 是不是图书馆电工、水管修

理工、清洁工这些工作人员？”麦子：“肯定不是这类，因为这类人往往不是图

书馆编制的，是后勤的人。”太阳当*：“那请问 library technician 具体干

什么？这个 technician 是指有技术特长的人吧？比如补旧书。”麦子：“上面

那些称呼都是一样的，这其实是一个对不是馆员那部分人的称呼，可以是补书，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170424.html
http://www.dpeaflci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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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是流通编目。A library technician or library assistant is a skill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araprofessional trained to perform the

day-to-day functions of a library, and assists librarians in the

acquisition, prepar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我现在连非馆

员都不敢说，就怕误解。因为可以被理解成另一种馆员。这些名字可能都是有一

定的当地因素，有些地方用了很久的名字，后来因为社会上开始用一些比较好听

的名字，所以有些地方就开始用这些称呼，也算是改善工作地位的一种办法。

paraprofessional, library associate 就明显是这类的。也就是冲淡馆员非馆

员在称呼上的差别，因为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歧视。当然，工资上却是差别

一直很大：中低的管理员的工资和高职称的馆员的收入一直在 1:3 的样子。”南

航*翔：“馆员、管理员、学生。”麦子：“我想我几个月不去上班大概没问题，

但如果学生都不去，我们大概一个星期都维持不下去，因为早晚班有时除了一个

管理员，其他的都是学生。”二木：“这也是某些私立高校图书馆敢开了所有专

业馆员换成高中毕业生的原因，节省成本。”情报学*：“所以私立高校在国内

很难发展。”睿智：“这个结论以偏概全。”biochem：“据说美国最好的高校

大都是私立的。”麦子：“是，也不是，因为很多州的旗舰州立都也是一流的学

校。”睿智：“美国是财团治理一切。”麦子：“好的私立学校都是非盈利，等

于有个人自己建了学校，然后送给一个非盈利的机构，让它自己管理，而不靠纳

税人。”boson：“不要只看哈佛耶鲁，有人统计过，研究型大学里面，还是公

立的多。”

4.科技期刊订购

水秀：“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吗？”今夕何夕：“ei、sci。”情报学*：“自然科

学找 SCI。”水秀：“也是这个意思啊。想看看最新版，订期刊时也可以参考一

下。”情报学*：“参考北大核心。学术期刊基本上看知网，期刊纸质版以休闲

娱乐主。”sonorous：“中文的看知网吧，外文的都有专业学协会的数据库可以

看。化学可以看 ACS，物理可以看 AIP，计算机可以看 ACM。”云卷云舒：“都

有联采吗？”小菜：“基本都有。到 draa 网站找。”sonorous：“去 draa 网站

就能看联合采购的数据库列表，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index.action。”

5.厦门大学图书馆摄影棚和棋艺室的图片

艳子：“请问哪位群友方便提供一下厦门大学图书馆摄影棚和棋艺室的图片吗？”

图谋：“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德旺图书馆德旺图书馆位于翔安校区主楼群三号楼。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index.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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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 7.3 万平方米。特色空间服务位于三楼 D区，主要为丰富读者的校园文

化生活。主要包括创意坊、棋艺室、摄影棚和展厅，创意坊不定期开展剪纸、插

花、书画笔会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展示和实践活动；棋艺室主要供读者进行围棋、

中国象棋、国际象棋、跳棋和飞行棋等益智类活动；摄影棚配备了专业的背景墙

和灯光设备以及相机，面向在校师生免费开放。展厅不定期举办各种主题展览。

关于厦门大学‘摄影棚’，2015 年 7 月图谋在群相册中曾分享过。带你走进‘女

神之地’——玩转厦大翔安校区图书馆‘摄影棚’

http://www.vccoo.com/v/1358c32014-12-2 。厦门大学图书馆数学与智力玩具

空间新奇开幕

https://news.xmu.edu.cn/2019/0331/c1552a365562/page.htm 。3 月 30 日上

午，数学家林格尔（Ringel）教授智力玩具捐赠仪式暨厦门大学图书馆数学与智

力玩具空间揭牌仪式在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德旺图书馆举行。国际著名代数学家、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 C4 教授、挪威皇家科学与文学院院士克劳斯·米歇尔·林

格尔（Claus Michael Ringel）教授，厦门大学校长助理、翔安校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陈光等出席。仪式由厦大图书馆馆长钞晓鸿主持。”我是云：“漂亮，

敢于开拓型的。”图谋：“新闻中已经有 1张：

https://news.xmu.edu.cn/_upload/article/images/01/0c/7b13667143d3bbb1

a807a75d4d2a/e7c164e9-04c1-41d8-91bc-0c9c345b1c65.jpg ，原始图片居然是

超过 12M。。”雪儿：“好漂亮。”图谋：“圕人堂群相册中，有超过 5000 张

图书馆照片，涉及国内外数百家各种类型图书馆，感兴趣的成员可以进一步关

注。”我是云：“原以为该学校喜欢独树一帜，不喜欢往外多分享呢，从这大照

片上来看不是哦。” 图谋：“@艳子 厦门大学德旺图书馆智慧空间（棋艺室）

https://libx.xmu.edu.cn/tskj/zhkj.htm；厦门大学德旺图书馆摄影棚

https://libx.xmu.edu.cn/tskj/syp.htm；厦门大学德旺图书馆光影坊

https://libx.xmu.edu.cn/tskj/gyf.htm 。”

6.图情档一级博士点

图谋：“图书情报档案管理论文好发吗？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0729.html ，关于学术论文发表，

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职称评聘、聘期考核、科研项目、硕博士研究生培

养等等与学术论文密切相关。2019 年 3 月 25 日，CSSCI(2019-2020)来源期刊公

布之后，引起了圕人堂成员热议。通过本文或许可以进一步感知。总体来说不容

易，而且是越来越不容易。从业人员队伍、研究生教育规模在扩大，但版面资源

在缩减（总发文量呈缩减趋势）。难易是相对的概念，对于个体来说，也确实有

http://www.vccoo.com/v/1358c32014-12-2
https://news.xmu.edu.cn/2019/0331/c1552a365562/page.htm
https://news.xmu.edu.cn/_upload/article/images/01/0c/7b13667143d3bbb1a807a75d4d2a/e7c164e9-04c1-41d8-91bc-0c9c345b1c65.jpg
https://news.xmu.edu.cn/_upload/article/images/01/0c/7b13667143d3bbb1a807a75d4d2a/e7c164e9-04c1-41d8-91bc-0c9c345b1c65.jpg
https://libx.xmu.edu.cn/tskj/zhkj.htm
https://libx.xmu.edu.cn/tskj/syp.htm
https://libx.xmu.edu.cn/tskj/gyf.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07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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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从其它领域转入图书情报档案管理领域的学者做得很出色。事在人为，心想

事成！该文，图谋利用周末，断断续续，花了不少时间做了较为粗略的数据采集

与梳理。虽然有些数据不够准确，甚至可能存在错误，但仍存在一定参考价值，

特此以‘延伸阅读’资料呈现。”boson：“图情档一级博士点 2017 年新增了很

多，文中五个一级点的信息过时了。”图谋：“新增后的数字是多少？我自身关

注不够。好像有点印象了，群里讨论过。”boson：“我没有统计，印象中有中

山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大、河北大学、南京农大、湘潭大学等，可能有遗漏。”

情报学*：“河北大学、南京农大、湘潭大学新增了 3个。原来是 8个。现在是

11 个。河北大学，湘潭大学不是 211，估计只有他们自己本校的硕士才会报考博

士。”小肥羊：“云南大学最可惜，自己把档案学的二级学科博士点撤销了，如

果不撤销，他们也可以增列为一级学科，按照规定，有二级学科的增列为一级学

科，不占指标。”图谋：“那处表述调整为：我国目前共有 11 个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

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河北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湘潭大学）。目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点估计已有很大变化。去年

给我的一个印象是，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招生规模有大幅增长。”小肥羊：“少了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图谋：“我那篇博文，如还有其它错误的或者需要补充

的，欢迎继续批评指正（可以直接在文后评论）。进一步充实之后，是彼此可以

更好利用的资料。”小肥羊：“现在好像叫做中国科学院大学了。”图谋：“现

在他们也是一级学科点呢？他们倒是很早有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还真不知

道。确实是，2010 年就有了。”情报学*：“那就是 12 个大学有博士点。”图

谋：“写这篇博文时，还特意粗略检索了一下，找了篇 2018 年 3 月发表的文献，

现在发现误差真大。可能主要是因为 2017 年增选那批的结果是 2018 年 3 月正式

发布的。依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2019 年硕士专业目录

查询。学术学位招生单位：图书馆学 28 家；情报学 36 家；档案学 22 家；图书

情报与档案管理 16 家；信息资源管理 4家。专业学位招生单位：图书情报 49

家。”徐州田雨：“不是 211 居然都开图情博士点了。前几年都留意到，有的学

校没有本科点，居然开起硕士点，这都是什么情况？”情报学*：“这是正常的。

中科院以前不招本科生，只招研究生。很多研究所不招本科生，只招研究生。”

傲娇的*：“《2018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山东大学把

图书馆学专业撤销了。”小洋：“有个事情我一直想不通，什么吉林大学、沈阳

师范大学一类的，图书馆学本科就业率高吗？还是都是去读研？图书馆学本科专

业撤销是正常事，市场不需要那么多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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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关图书馆（学）史类会议的预告问题

天行健：“群里有没有人了解 2019 年有关图书馆（学）史类的会议？”图谋：

“有的会议，可能对参会人员有要求，需要控制人数。可能选择不公开会议信息，

不然的话，圕人堂可以较快传递。”天行健：“目前还没发现不公开的会议信息，

只是有时候了解不到。”图谋：“不公开的会议有很多的。图情会议的信息，可

以关注‘图情会’微信公众号。”

8.藏书剔旧

度量衡：“‘定期进行文献资料的剔旧工作，除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保存

价值的文献资料外，纸质报纸和期刊的馆藏期限一般为 2年，纸质图书年剔旧率

一般不低于其总量的 2%。’”印度阿三：“这句话是哪里来的？”武汉东图邹*：

“同问。”度量衡：“剔旧 2%规定不错,制定这条款的专家,我认为不错,你认为

呢?”印度阿三：“我是问你这句话从哪来的，专家不错。”度量衡：“上海新

规。”骑鹿踏雪：“不想剔旧怎么办？”小洋：“剔除的书放哪里？”商丘学高

*：“做好记录，单独放置。”印度阿三：“卖掉。”商丘学高*：“如果学校允

许可以自行处理。”小洋：“我们二十年前的报纸都放着，老化了，一摸就碎，

没人敢动。”二木：“没有必要保存吧。”小洋：“你敢扔吗？”二木：“也是，

我们扔旧报纸，前后花了三四年，报了三四份报告。领导谁都不敢作主批。”小

洋：“资产那边如何办？扔书架都要招投标，收个废品都要招标。前前后后搞了

一年多，就那样堆着。”cpulib：“一堆，还单独给个小房间放呢！”小洋：“特

别是人家送的什么杂志，又不连续，直接不要接受最好。试卷什么的不要接手了。”

cpulib：“五年前试卷需要申请销毁。”印度阿三：“没固定资产的直接扔。”

中原劲草：“报纸数字化后就敢扔了，不然有些还真是宝啊，比如 50、60 年代

的一些报纸上的文章数据库回溯不一定全。”小洋：“你们当时的手工检索卡片

还在吗？就是用柜子装着的那个，几个大柜子，一打开抽屉里就有卡片。”二木：

“这种卡片，刚开始计算机化的时候，大家都不敢或者不舍得报销掉，现在想想，

当时太保守了。当年的储存设备也非常贵。”麦子：“就是垃圾而已，即使要保

存，也不是这么个保存法。扔了倒是个毁灭证据的办法，因为如果从馆藏保护看，

这完全是工作失职。”小洋：“我们还在房间里锁着，谁都不敢去动。”中原劲

草：“那个年代的木头都是实木的，哪像现在的都是复合板。”小洋：“是啊，

不容易坏。还得放个二三十年。”中原劲草：“这个可以放在馆史室做展览用啊，

没必要丢掉。还有当年那些油印机啥的。”麦子：“你的话有道理，但他这个保

存状态能再用吗？”麦子：“印度阿三，我说的是实话。”印度阿三：“国有固

定资产你晓得不？”麦子：“我晓得。”印度阿三：“擅自处置国有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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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很大的。”二木：“有些事情，图书馆很无奈，作不得主。”印度阿三：“话

虽这么说，其实图书馆还是可以做些工作的。”麦子：“是啊，该做的不想做。”

二木：“可以争取的，努力争取做好，但确实有些事情，图书馆的事图书馆是没

有办法。”

9.好文分享方式的案例

图谋：“图书馆报.如何提升馆配效率？馆社商三方如是说

https://mp.weixin.qq.com/s/Kq0AABToicIwVFJY9k7APQ ，呼应新时代的需求，

图书馆事业发展显现出新气象。文献资源是图书馆立馆之本，馆配在其中的作

用一直彰显。在社会各行业包括图书馆事业的新气象中，馆配从需求到服务近

期出现了哪些新变化？科技与信息日新月异，图书馆服务也如此，‘新’是馆

配行业永久的话题。本期，图林君特邀请了 10 位来自出版社、馆配企业、图书

馆的行业人士，谈谈馆配需求、服务的新变化以及引发的新思考。”

图谋：“以上这种分享形式效果更好一些。链接地址过长，传播的效果会差一些。”

睿智：“现在有些微信公众号内容不能直接共享到 qq 了，只能复制粘贴，复制

只能复制网址链接。”图谋：“我采用的是‘复制链接’将长地址转换为短地址。

对于以上形式的，‘打开’点邮件，选择复制链接。可以得到短地址。图谋赘言

几句，对于微信类信息分享，期待有更好的分享效果。建议样式是：署名.题名.

网址.摘要。《圕人堂周讯》整理时，尤其需要避免用长长的网址，会占据过多

篇幅。”biochem：“微信链接转帖到 QQ 说说，成功显示后也是短地址。”

10.文化长廊建设

李淑*：“我需要一份文化长廊建设的图片，各位所在图书馆，如有文化长廊建

设的，能否方便拍个图片给我做参考呢？打算在楼道走廊的两侧墙壁上把自从建

校以来的历届领导简介放上去！”徐徐清风：“领导长廊？”李淑*：“相当于，

这是一个民办院校。”cpulib：“我们两年前建了个学者墙，现在拆了，主要原

因是学者增加了，没地方放了。这种墙最好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否则，要不了多

久就可能拆。”扣肉：“全息投影比较好。连照片和简历。一小时换一个。”今

夕何夕：“很多学校的校史馆都有类似的主题吧。应该是占很重要的一部分。至

于图书馆里做这个的不是很清楚。”黑天鹅：“校史馆与图书馆在空间上连在一

起或同一建筑物内部。”

11.图书出版后勘误表如何处理

扣肉：“同志们你们现在还会遇到勘误表吗?还是现在出版社或者作者都不太关

https://mp.weixin.qq.com/s/Kq0AABToicIwVFJY9k7A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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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书中的印刷错误了?有些时候书已经完全交付了，出版社在网上贴出了勘误表，

是不是大多数情况也就拉倒了?比如群主的博客精粹，图谋自己也列出了一些勘

误。这种你们会怎么处理？”图谋：“关于图书出版后勘误，图谋汇报一下‘获

奖’感言。图谋 2009年出的第一本书，错误较多，很是惭愧，认真做了勘误表，

3年后有机会修订再版，算是较好地弥补了缺憾；2011年出版的那本‘博客精粹’，

由于最终的校对是在 pdf版电子文档上进行，且衔接出现了问题，也存在较多错

误，做了勘误表，在博客中发布（尚未有‘改过’机会）。之后，出版的书，图

谋对校对环节较为重视，交稿之前，会自行先找师友帮忙看稿，三审三校环节会

比较谨慎。尽管如此，‘无错不成书’，依然存在瑕疵。关于拙作勘误工作，一

定程度上得益于图书赠阅，有数位读者收到书之后，及时指正错误。大连理工大

学李晋瑞老师、天津医科大学刘莉老师等曾为拙作做过认真细致地勘误，图谋由

衷致谢！”麦子：“在记录里写上：有勘误表。Errata slip inserted。”图谋：“图

谋的进一步感受是，‘理想的书’需要：作者慎之又慎，编者严格要求，读者不

吝教正。”扣肉：“我比较关心的是，对于馆藏图书，如果出版社或者作者另行

发布了勘误表，图书馆应该怎么处理？我记得小时候，有的书在书店销售的时候

会夹一页勘误表。但是这个东西在过一段时间也就没了，只有读者自己去发现了，

发现不了，就以讹传讹吧。因为刚才发现，我们想订购的一本外文书，作者列出

了三、四页的勘误表，有的还是引用的公式排版错误。假如学生根据这样的书写

论文，那结果不堪想象。”图谋：“2015年出版的那本博客精粹，刘莉老师曾

给我发来长达 1.5万字的读书笔记（有不少内容属于勘误范畴）。作为作者，图

谋认识到：不能错、不敢错。遗憾的是，囿于学识与能力，仍在不断犯错。自身

期待的是错误少一些，再少一些。”biochem：“实际上字典也有不少错误，有

相关报道。”扣肉：“当我们已经知道图书哪里有错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主动告

知读者。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也就没有办法。如果已经知道了，不告诉读者总感

觉是在误人子弟。”青山：“期刊主编的新年寄语也有的有误。”图谋：“我提

供的‘个案’，其实并没有跑题。种种原因，时下有太多事情，无人在乎或者没

空在乎。”麦子：“顺便补充一下以前我写过的有关细节。”扣肉：“文科图书，

偶尔几个错别字，基本不太影响阅读，读者自行猜测大部分也能理解。理科图书，

夹杂了公式，如果排版错误，理解过程就很困难，尤其是新兴的交叉学科。”

12.韶关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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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好漂亮的馆。每天在这么漂亮的地方上班，延后退休十年都愿意。”南

京医*：“真不错。”14433846：“我们图书馆造型也差不多这样。”麦子：“我

发现他们的版面还是很漂亮专业的，不过，我发现作者自己写的英文题目和概要

还是所有杂志共同面临的问题。很多翻译就是直接把单词堆在一起而已，有些不

看中文，英文是看不懂的。这个的确很难，但我有一个简单提议可以解决不少问

题：翻译永远不可能是一对一的，所以，翻你懂的东西，对一些比较难的，你自

己也吃不准的，跳过就可以，这样起码你还可以比较准确地表达你要表达的主要



圕人堂周讯（总第 256期 2019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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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意思。”mm：“不请个熟悉的英语专业人员校对一下吗？我一般都要再找人改

下的。”麦子：“我发现很多人大概没有请人看过。特地看了一下韶关大学，发

现周围的房子并没有用这个鲜艳的颜色。”徐徐清风：“韶关学院图书馆这个风

格是有意制造历史年代感，民国风，让人感觉有底蕴。”图谋：“除了留意到图

片之外，因为漂亮；还有若干数据，也让图谋格外关注，因为非常漂亮。韶关学

院图书馆网站.http://lib.sgu.edu.cn/。”木木贝：“韶关学院，本地人和本校都称

之为韶大，即韶关大学。图书馆旁边的湖好像叫青年湖。”图谋：“韶关学院纸

质馆藏生均 108册！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提取的

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韶关学院 2017年文献资源购置费 650万元（其中

纸质 359.8万元，电子 290.3万元）。至 2018年 12月 31号止，图书馆员工共有

60人，其中正式工 40人。这是一所相当了不起的图书馆！这所图书馆的资源、

管理、服务，水平相当高。图书馆网站透露的信息可见一斑。”木木贝：“韶关

同时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文化底蕴深厚，值得去，南华寺、丹霞山最为著名。”

图论坛刘编：“韶关学院馆不错，馆长官馆，这名字就让人觉得有盼头。韶关学

院的学报编辑团队，也是一个非常牛的团队，科研成果非常强。”木木贝：“能

入刘编法眼，绝对不会错。”图论坛刘编：“该馆馆长官馆，是三郎，拼命三郎。”

徐徐清风：“学术包厢成为韶关学院图书馆的一大亮点。在可供两人同时进行学

术研究的包厢里，不仅有书柜、茶几和沙发，还配备有电脑和网线插口，承担省

级以上课题的老师可以在包厢里享受幽静的研究环境。而堪称文化典籍瑰宝的

《贝叶经》，在韶关学院图书馆竟收藏有 5册，成为镇馆之宝。全球仅有四、五

家图书馆收藏有《贝叶经》，中国除了北京和广州有馆藏外，再就是韶关学院图

书馆了。”木木贝：“南华寺里面也有珍藏一些贝叶经。”图论坛刘编：“实际

上，每一个牛馆的后面，往往都站着一个顽强的馆长。”

图谋：“图谋对相关数据比较敏感。读到《大学图书馆学报》介绍，第一反应是

‘惊诧’，随后进行了进一步的信息检索（包括浏览网站、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

实数据），由衷敬服！图书馆员的性价比非常高，时下难能可贵！对于 2000年

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的高校，馆藏纸质书刊 240 万余册，做到了生均纸质馆藏

108册。这属于‘奇迹’或‘奇绩’！”骑鹿踏雪：“做到生均 108册，不是高

难度的活。”图谋：“其实难度系数非常大！馆舍是 2004年的，馆舍面积 29426

平方米，这 240万册书怎么存放，图谋感觉比较好奇。”烟大圕*：“同问。”

biochem：“240 万册书，要看书的厚度和大小。如果大都像我们生化教材一本

有七八百页，就厉害了。”烟大圕*：“高校学生用书，不会全是法律单行本。”

诲人不倦：“这个数据来源于馆藏数据。”皖西学*：“也可能合并的学校以前

藏书比较多。说是 240万，可能有 140万都是旧书，放密集书架里了。”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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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若干著名高校，从官方数据看，远远未能达到教育部 2004年教育部印发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的相关要求。”骑鹿踏雪：“我

感觉生均册不能作为指标，年生均册才能看出图书馆纸质图书。”烟大圕*：“我

们两馆 4万多平，若干密集书库空间，也就纸质 200万，生均馆藏反在下降。”

图谋：“2017 年 862 所高校图书馆纸质资源购置费统计表，韶关学院图书馆

359.8万元，位列 181位。这个投入水平超出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书小

弟：“领导延续性很好，图书馆差不到哪里去。韶关学院图书馆工作确实做得很

扎实，作了很多工作。非一日之功。”

13.大学与学院的名称变化

biochem：“省属韶关师范专科学校；1989年与市属韶关大学合并，定名韶关大

学；2000年与韶关教育学院合并，升为普通本科院校，更名为韶关学院。人家

都在忙着把学院改成大学。”cpulib：“这学校是神奇，大学变学院。”广东小*：

“叫大学的时候是专科，后来根据教育部的统一规定，升为本科的时候改名学院。

这样的情况还有好几所大学，比如西江大学改名为肇庆学院。”木木贝：“广东

广播电视大学改名为现在的广东开放大学，也是比较典型的。现在很多中专都敢

起名学院了，有点乱。”boson：“各地电大都改名叫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了，跟英国学的。”木木贝：“以前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在应该是国家开放

大学了吧。”cpulib*：“开放大学规模很大。”biochem：“‘国家开放大学（英

文：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以现代信

息技术为支撑，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实施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

校。’教育部直属。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名称暂时保留。注册在校学生 359万人。”

way：“以后全日制大学越来越容易上，这些电大还有发展空间吗?”木木贝：“广

东电大 2008年新建了一所大专，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一套领导班子两块牌子，

不知其他省份的电大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办学方式。”cpulib*：“南京城市职业学

院、江苏省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全省没升格的中专联合体。”biochem：“国家

现在大力发展职业学院。”挂机中：“缺少技能型的劳动力，现在年轻人都不愿

意做所谓的蓝领工作。”

14“作者的忧伤与编辑的哀嚎”

图谋：“图书情报档案管理论文好发吗？http://url.cn/5lDe2Mr。”刘编：“【作

者的忧伤与编辑的哀嚎】在这个渐渐沉寂的夜晚，看了图谋关于发文难的文章，

顿生标题这样的感受，这真是一个伤春的时节！”洞庭水手：“图书情报不分家。”

刘编：“一面是芸芸图情档工作人员为发文而焦虑甚至绝望，一面是我这样的编

http://url.cn/5lDe2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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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日日为谋得文章而绞尽脑汁。无论怎么看，都不合逻辑，不合常理，都是逆市

场的怪现状。我在几次被赶鸭子上架，被弄去介绍图情期刊投稿情况的会上,以

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到一个现象，编辑与作者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作者怪

编辑下手狠，挡了自己发展路；编辑怪作者文章烂，弄死了很多脑细胞。”清凉

桐影：“要这么说，就跟医患矛盾一样，无解。”刘编：“问题在哪里？解决之

道是什么？实际上，不能就事论事，要跳出原有的认知框架。”印度阿三：“作

者说自已被毙，编辑抱怨抢不到好文章，何故？”黑天鹅：“学术发展还在起步

阶段，能有啥子办法呢？”印度阿三：“嗯，大牛也是从俯首小牛做起的。”黑

天鹅：“觉得大火烤的熬不住，那就换个活法。改变不了别人和世界，那就自我

调节和适应。”刘编：“好些理不能说，而我能说的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当大多

数专业人士不需要以论文的名义，而很多问题尤其是核心利益问题都可以很好地

解决时，这个现象就不存在了。当然，也不需要这么多学术期刊了，我们就可以

改成季刊，年刊了。”黑天鹅：“废除职称制度，这个不现实哦。”刘编：“职

称是个筐，为什么非要装论文，尤其是学术论文呢？”黑天鹅：“说不好听，真

不关学术什么事。生产知识，也是为了获得权利。”刘编：“国家也在努力，我

们可以预期。”黑天鹅：“知识也是有政治和社会属性的。”图谋：“道路千万

条，论文第一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天鹅：“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

恐怕以后的生存状态更恶劣。”印度阿三：“刘编，就像大家骂膏烤一样，但它

是目前情况下比较公正公平的方式。只要附着利益，不是论文，就是论武，要不

就是论斌。”清凉桐影：“我觉得之前群里一位老师讲的挺好。原话我忘记了，

大致意思是都觉得自己本事挺大 可能自己到了那个位置还不如人家。”刘编：

“我的理想是，作者编辑在一根藤上，相敬如宾，相忘江湖，那时候以论文为生

的朋友不多，那时候才会有更灿烂的学术春天，而那时候这个群也就不会时不时

来讨论这个话题了，那时候的这一刻享受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而不是我们这样

的场景。但愿这天早点到来。”图谋：“No paper, no money. More paper, maybe not

more money.”麦子：“刘编，我是倾向你这边，因为如果编辑不把关，刊物的

文章质量下降，对作者也没好处。另外，这事情总要做，所以往往也不得不发不

尽人意的稿子。”图谋：“专题 | 综述怎么写？这篇文章讲的最好！

http://url.cn/5DcJANJ；专题 | 强烈推荐：论文选题的 9 个基本原则！

http://url.cn/53jTq4c。”刘编：“我在看稿的过程中，发现选题一般都不错，选

题不是被拒稿的最直接的最大原因，这可能说明我们的朋友确实有相当的积累，

以及非常聪明，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图书馆事业或图情学科发展快、创新花样

多，‘新’欣向荣。”惠涓澈：“那么问题来了，最大原因是？”刘编：“最大

的原因是没有研究，尤其是没有进行‘学术’研究。”gaozy：“刘编，没有研

http://url.cn/5DcJANJ
http://url.cn/53jTq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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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能力又缺乏坐冷板凳的决心却一心求利的研究者何其多。什么时候能看得开？

俗人难免俗，或许这是人性吧。”倒立的*：“在大部分编辑眼里，难与不难是

学术质量问题；在部分作者那里，难与不难是资源分配问题。经济问题和学术问

题混在一起，就必然会有冲突。另外，还没算上，行政权利对经济利益分配的影

响。这就造成了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价值断裂。”刘编：“想想，学术作为小众领

域，普天下的中国图书馆馆员都高度关注学术，爱恨交加，而学术又好像没有跃

进，这确实是中国的时代特色。本群作为时代的行业社区记录者，后世在拿这些

材料进行研究时，不知是否可以关注到这个与众不同，他们会如何评价？”印度

阿三：“历史由成功者书写，谁都不会注意到蝼蚁的存在。”刘编：“创，是一

批人；写，是一批人；写的都是别人。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阿三的意思？”印度阿

三：“人生不过匆匆数百年，春暖花开时，让我们一齐写论文吧。”刘*平：“一

齐写论文。”姜*峰：“多想人生能有一百年！”图论坛刘编：“一齐写论文，

发论文。”印度阿三：“三句不离本行。”刘编：“‘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

西南北风’。—-共勉。”惠涓澈：“实践研究一齐走，写好论文发 C刊。”图

谋：“论文协奏曲：一起写论文（思行合一）——一起携论文（可读、可用）—

—一起谢论文（有用、致用）。原本应是三步曲，一步就终结，了无生趣。”雨

过天晴：“论文是阅读思考和实际工作后的升华，有些东西感觉不吐不快了；为

了写论文而写论文，无聊又无趣。”gaozy：“我觉得写论文不外乎三部曲。一

想写，二能写，三敢发。当前情况下，只要敢发，想写并写的出来的大作都能被

印刷。写的多了，总有好文章。”麦子：“刘编，主要是不知道如何研究的方法，

这其实还是和国内本科教育有关。国内本科不注意教授研究方法，还是死记硬

背。”中原劲草：“我们只喜欢结论而不重视过程，就连我们很多同仁都喜欢直

接拿别人馆的经验做法直接借鉴一样。橘生淮南淮北不一样的，鲁迅说过都想要

天才却不给天才生长的土壤。”

15.课题申报

情报学*：“课题申报有什么书推荐吗？不会写课题申报。”图谋：“关于课题

申报，依照有关申报通知，其实就四个字：干就行了。图谋推荐一本书：《图书

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指南》（《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编.图书馆员论文撰写

与投稿指南[M]._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9.）。其实它是与各级各类课题

申报是密切相关的。归属于科研范畴的课题，实质是学术研究。《图书馆员论文

撰写与投稿指南》一书，回答了写什么、怎样写、如何写得更好、如何规范写作、

如何投稿，还提供文献著作样例、图情期刊投稿信息一览表，全书只有 14万字。

对自身申报科研项目、撰写科研论文、同行评审等均可以学习借鉴。特别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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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有关申报通知’。因为各级各类课题多如牛毛，且通常会有较为具体的（个

性化的）要求，需要‘循规蹈矩’。关于各级各类项目申报书，其实网上有很多

的。”

16.图书馆学研究门槛

boson：“说到科研，其实也是有门槛的，按照国际惯例，至少要有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不会对申报书陌生的，因为上学时给导师写过无数份了。”云：“今年

c刊目录改了以后 感觉结合图书馆工作的稿子越来越难投了，情报信息占了大

半江山。我觉得图书馆研究倒确实没这样的门槛，我们这有几个非图情毕业的硕

士甚至本科，副高、正高的都评上了。还是看自己是否善于在工作中学习和发现。

我尤其佩服我们原来那个副馆长，本科毕业的，外校家属调过来的，非图情专业。

人家愣是两次中了国家社科，顺利上了正高。”雨过天晴：“华罗庚初中毕业仍

然是数学家，‘门槛’这个东西说重要就重要，说不重要也没那么重要，人生是

场马拉松，少年时落后不见得终生落后，少年时领先，不见得一直就领先。肯不

肯下功夫认真学习，在人生不同阶段想法不一样。”武汉东*：“首先用心工作

在工作中，就会不自觉的发现问题。然后思考怎么解决问题。”月夜：“傅荣贤

先生大学学生物，你看，古典目录学成果多么丰硕，人家才是大专学历。”boson：

“华罗庚这种天才人物不是一般人可比的，而且经过在清华和剑桥的深造，华罗

庚实际已经达到博士水平，只不过没有拿学位而已。”雨过天晴：“持续的努力

很重要，‘门槛’没那么重要，不在乎从哪里出发，贵乎兴趣和坚持。”云：“现

在的学术发展太过迅速 ，职称制度又促使大家有短期发文的需求。很难再出那

种大家了。”月夜：“傅荣贤先生的水平令人惊叹。牛人是很多的。”云：“就

图情来说，我自己就很困惑。为了职称，只能去追一些热点。但是图情的热点更

迭太快。文章虽然能发几篇，但始终觉得自己的研究没深度，不成体系。不知道

以后怎么持续的走下去，很困惑。”碧海潮生：“我原来一个单位的同事专科毕

业，在图情专业期刊上都发了十余篇学术论文，其中不乏核心论文，所以同意雨

过天晴的说法，门槛重不重要不能一概而论。”月夜：“傅荣贤先生不是就取得

了夺目的成绩吗？”云：“群里不少老师是保持学习力的典范 值得我们学习。”

雨过天晴：“基本‘门槛’需要的，刚刚有说‘博士’是‘门槛’，不敢苟同。”

月夜：“不过文科研究的门槛其实不高。”云：“这个平台很好。在这上面看到

很多关于图情的新信息，也感受到很多正能量。” 晓庄*：“学术研究还是要坚

持啊，失败是难免的，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坚持的原动力是兴趣。”

图 谋 ： “ 傅 荣 贤 .

http://wxy.yzu.edu.cn/art/2018/9/19/art_2983_646815.html。傅荣贤，男，

http://wxy.yzu.edu.cn/art/2018/9/19/art_2983_6468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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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1966 年 7 月生，江苏盐城人。1988 年毕业于盐城师专生物系，2015 年毕

业于黑龙江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要看到人家是 1988 年的

大专，之后人家攻读了硕士、博士。”boson：“‘科研门槛’的问题，首先，

我国的学位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早期本科就是很高的学历，像袁隆平屠呦呦都是

本科学历，那时的本科和现在的本科没有可比性。其次，我说的是‘按照国际惯

例’，也就是国际上认可你的科研，从这点来说，发‘核心期刊’，拿社科基金

不能表明你的科研入了门。”图谋：“国内培养图书馆学博士是 1991 年才开始

的。”

17.怎样写好论文做好研究

mm：“我之前有好多想法，就是写不出来。听刘编一说，我这种才是大多数啊，

可是怎么提高，读好多论文也不好。”情报学*：“要有名师指路。”倒立的*：

“读的意义不大。”mm：“那我干嘛？？每天就是工作，讨论，读点论文。”月

夜：“关健是找不到材料。你会发现好论文的材料很新，很少见，一般人接触不

到。”情报学*：“一定要动笔写才有提高。看是没有用的。”倒立的*：“好点

子 一般很难从泛泛的阅读中出现。”月夜：“只要材料好，选题好，就成功了

一半。”黑天鹅：“学术，原来就是好点子、好材料啊。”月夜：“那些信息管

理学院的博士们有机会接触到新材料，跑在人家前面。”mm：“你翻翻刘编的话：

大部分稿子选题都很好，就是没有研究，尤其没有学术研究。”黑天鹅：“真问

题哪里去了呢？缺乏甚至没有过学术研究训练的必然后果。学术，从来就不是什

么点子、材料啊。”cpulib：“还是需要团队，院部的团队较多，图书馆都是窝

里斗，学术研究真的很难。”黑天鹅：“真问题在哪里？”月夜：“水平不够高。

思维能力差。”黑天鹅：“真问题都没有，哪来什么学术？”倒立的*：“写不

好的本质 是没有想清楚问题。当然缺乏逻辑训练也有关系。”黑天鹅：“mm，

不是说你，而是某种群体性的病症。”月夜：“人和人和聪明程度不一样。智商

不一样。”黑天鹅：“国内哲学社会科学中，研究方法与技术、方法论确实很薄

弱。”boson：“‘没有研究’，刘编一语道破。”黑天鹅：“赞同！几乎没什

么原创性的东西，实证主义也没学好。‘调研’这词的当下语境，就根本不是学

术研究啊。”倒立的*：“研究方法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对数据的归纳和理论

的演绎。”黑天鹅：“换个研究对象，研究老问题。”月夜：“学术研究是少数

人的事，绝大多数人没那本事。” 钟大官人：“民族学重田野调查。是民族学

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黑天鹅：“问卷就是科研了啊？”钟大官人：“问卷是田

野调查的一种方式。”黑天鹅：“某些人热衷的互联网问卷，那根本就不是学术

研究。就算是纸质的问卷，也可能完全就不是研究。”倒立的*：“不能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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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严谨是一定的。”钟大官人：“这一刀切的能力很像中国人。”张*彦：“是

的 我从来都是纸质 亲力亲为。历时性研究难度是大，我没做过。”黑天鹅：“恐

怕根本连研究问题和对象，都没区分清楚。”月夜：“恐怕连什么是论文也搞不

清楚。”黑天鹅：“假研究太多了。”钟大官人：“关注点真是奇特，因为调查

使用的媒介不同就能区分调研的是不是研究。”黑天鹅：“那是我们的很多所谓

学者根本不披露他们的研究设计。也不敢公考他们的研究设计、数据采集方法。

因为造假而不敢公开的绝对不会太少。涉及机密而不能公开的，也许会有。”钟

大官人：“你说的这些问题存在，这是人的问题，不能直接说网络调查不是研究

方法。逻辑不对。”黑天鹅：“互联网世界中，你是怎么寻找你的研究对象的？”

mm：“任何论断，不做限定，一竿子打死一船人的表述，肯定是不科学的。”黑

天鹅：“有些人是做双一流院校图书馆方面的调查。尤其是双一流高校 那个名

单就那么多。普查都可以做到。居然互联网上搞问卷调查，这样的研究设计。双

一流高校图书馆那么大，随便抓一个某院校图书馆的人员。”倒立的*：“缺陷

很大。”黑天鹅：“填写一份问卷，那就是获得了真实？”biochem：“如何保

证问卷是认认真真、如实填写呢？”倒立的*：“这就需要审稿人把关了。”黑

天鹅：“我只是希望在这群体，互联网形式的所谓问卷调查，不要太多。纸质问

卷，当面填写。有不清楚的，还得负责进行必要解释。当然从问卷设计质量而言，

该尽量避免存在问题和语义的歧义。必须让调查对象，真真实实地理解那些问题

和选项。读过本科以上的，都该听说过心理学——那些测验，不是那么简单就能

设计出来的。”惠涓澈：“问题意识-解决思路-学术规范。”黑天鹅：“国内心

理学界，还没独立设计出被普遍使用的心理测验设计。人格测验和能力倾向测验，

使用比较多了。”惠涓澈：“有学术生活才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和成果。大家一齐

找状态。”武汉东*：“最近正在写一篇论文不知如何下手，挠头思考阶段。”

倒立的*：“可以发到群里大家讨论嘛。”图谋：“真正打算写论文的内容，发

到群里公开讨论是比较危险的。需要注意方式方法。圕人堂一定意义上是公共场

所，《圕人堂周讯》是提供公开获取的。有些较为私密的或深入的交流可以小窗

进行。大窗是一个基础平台。”黑天鹅：“真学术，真问题，得去研讨班。”睿

智：“人文社科各专业高校 C刊论文发表数量排行榜（2018 年）

http://url.cn/5u18FG4。”雨过天晴：“院系老师发图情期刊优势明显，但只

能是理论，纸上谈兵。我想，立足于图书馆工作实践的思考无论是对于工作本身，

还是对馆员学术竞争力的提升都更有意义。踏实工作，认真思考，不追风，心无

旁骛走自己的路……咬定青山不放松，自己要有思路。就是不能发核心，也感觉

自己的专业成长总是件好事。” 雨过天晴：“论文是写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

http://url.cn/5PGXq8Z。申报科研项目？参考文献比你想象的更重要！

http://url.cn/5u18FG4
http://url.cn/5PGXq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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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rl.cn/5PGXq8Z。”麦子：“参考文章当然是头等重要。写文章首先要

搞清楚：这方面已经前面的人已经做了什么，然后才能表现出你的新贡献。没有

参考文献的东西除非是你自己经历的，否则就是天马行空胡扯乱侃。”

18.藏书基库和保存本

小西：“请问大家现在馆里图书分配还设基库，留保存本吗？”烟大圕张廷广：

“没有了。”小西：“那原来的保存本呢？”扣肉：“我们保留本和流通本是一

起排架的。流通本出借的情况下，读者可以阅览保留本。”小西：“就是还有保

留本。”扣肉：“但是不单设样本库。”小西：“大开放书库会不会造成保留本

丢失？”扣肉：“不是有 RFID 标签吗？”小西：“你们复本如何订，两本？一

本保留一本外借？”扣肉：“三个复本，一本保留。而且只有专业书才做保留本，

小说什么的，根本不做。”小西：“如何定义专业书？”扣肉：“那你根据自己

学校的学科情况定义。还是很容易判断，是教学参考书还是普通读物。”小西：

“如果价格高就一保留本？”扣肉：“我们不太关心价格，就看这个书是不是专

业书。如果流通率高的话，以后可以再追订复本。因为图书的码洋是出版社定的。

跟内容没有关系。”

19.图书馆流通数据年报

广东小肥羊：“我们学校宣传部帮我们做的推送：‘膜拜！华师借阅数据出炉，

他一年读 634 本书！’http://url.cn/5258BgF。”二木：“读这么多书！”海

边：“第一名图书馆的，真是他自己看的书吗?不是给别人代借？平均一天至少

一本。”广东小肥羊：“专门问过他的，都是他自己看的。”二木：“有个小疑

问，公开这些涉及个人实名的借阅信息，需要经过读者本人允许吗？不好意思，

或许我这个疑问不应有，只是正好想到，所以了解一下。”木木贝：“本科学生

中男生最爱借书，硕士和博士相反，女生居多。其中的原因值得调查研究。”二

木：“华师这个数据做得非常详细。这些统计对改进图书馆工作很多还是很有参

考意义的。”黑天鹅：“借阅册次 634，怎么就变成标题的‘读 634 本书’了呢？”

广东小肥羊：“学校新闻社的学生们做的，有些说法可能不太严谨，但是传播效

果比我们自己公众号的影响力大得多。”biochem：“很多书也许就是查个观点、

查个数据。我不信他通读。像生命科学领域的教师不可能进入排行榜的前列，除

非故意而为。”黑天鹅：“不同专业的学生也是一样啊，地理学与历史学，没法

比。有的学科，专业著作和图书总量 就那么一点。排除那些科普旅游啥的，专

业书籍总量就几千种。”biochem：“我之前的一同事（NUS）从不借书，从不去

图书馆，因为所需文献都可以从数据库或期刊网站下载，根本不看纸质图书，都

http://url.cn/5PGXq8Z
http://url.cn/5258B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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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最新的文献。”黑天鹅：“尤其那些具有境外留学背景的教师，确实几乎根

本不需用图书馆纸质文献。”麦子：“的确。”如云如风：“没那么绝对吧。”

麦子：“很多科学方面的研究人员根本不需要书。而期刊电子化已经多年。”如

云如风：“不是所有的期刊都把 1996 年前的电子化。”麦子：“的确，但对一

部分人完全是可能的。我们大约在 06 年左右就关照各期刊，如果有电子版的，

不要另行寄纸本，我们扔起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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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渐进式读者培训三三工程

2019-4-4 09:36

摘编自：喻梦倩，李泰峰，侯壮.高校图书馆渐进式读者培训模式研究——以电

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2）：75-82. 渐进式读者培训模

式在现有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培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读者培训与读者各阶段的

学习需求结合,设计层次清晰、内容衔接关联、培训目标明确的框架体系,并为 ...

个人分类:圕人堂|38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书情报档案管理论文好发吗？

2019-3-31 18:35

关于学术论文发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职称评聘、聘期考核、科研项

目、硕博士研究生培养等等与学术论文密切相关。2019年 3月 25日，

CSSCI(2019-2020)来源期刊公布之后，引起了圕人堂成员热议。 图书情报领域

内部早已形成“共识”：论文越来越难发表了。此次，《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

个人分类:圕人堂|505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王启云论著简介

2019-3-30 16:13

王启云论著简介 王启云，男，1975年 3月生，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

院（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副研究馆员。《图书馆报》专

栏作者，圕人堂 QQ群创建者，2007-200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优秀会员，江苏省

高校图书馆 2012—2014年度先进工作者。曾在图情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50余篇；

出版专著 8部；主持完 ...

个人分类:圕人堂|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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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13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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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38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71382&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7138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7138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7138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7138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0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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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72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7072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7072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7072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7072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7072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7072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0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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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53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7053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7053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7053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7053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7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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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19 年 4 月 1 日,群成员王波分享《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 年第 2期电子

刊。

（2） 2019 年 4 月 5 日 14:00，群成员达 2238 人（活跃成员 483 人，占 21.58%），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 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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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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卡由圕人堂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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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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