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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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分享

西北圕夫：“开放融合时代图书馆建设研讨会暨2019年度CALIS年会会议录像已

发布。9.23 上午：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3Mjk5NzY1Ng==.html；

23日下午：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3MzA1MjQ2MA==.html。”

图谋：“2019图书馆阅读推广及服务创新培训交流会通知

https://url.cn/5407CVS ，由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上海市奉贤区精神文明委员会

办公室、上海市奉贤区文化和旅游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主办的‘2019阅读

推广及服务创新案例交流分享会’将于2019年11月5日至7日在上海举行。会议

将邀请上海市及全国著名业内专家相关培训和报告，诚挚邀请上海市各级各类图

书馆，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与阅读推广及服务创新工作相关的馆长和馆员，以及

各类阅读推广组织（人）积极报名参会。会议地点：上海市奉贤区会议中心（奉

贤区南桥镇解放东路928号）。”

会议君：

读报阅史|《中央日报》与其丰富多彩的文艺副刊 http://url.cn/56dBtaN

图书情报|家庭阅读推广优秀案例交流暨创新发展研讨会11月南京召开

http://url.cn/5nKRHxl

图书情报|2019年江苏省图书馆馆长培训班10月南京举办 http://url.cn/5z17YfK

biochem：“中国十大最美图书馆：三联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天津滨海图书馆；

上海嘉定图书馆；铜陵滨江码头图书馆；台湾北投图书馆；篱苑书屋；国家图书

馆；宝安图书馆；中新友好图书馆；杭州晓书馆。图书馆最美的，不仅是设计，

而是蕴藏在书藉内的新世界。在图书馆，是休憩，是阅读，更是成长，通过阅读，

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生活闲暇时，读几页书，看一会窗外的风景，就是不错的

时光。 https://www.toutiao.com/a6731252199621394952/ 。”

海天云石：“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小微新媒体荣获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二届优

秀服务品牌‘最佳新技术应用奖’的光荣称号，是我省唯一一家高职图书馆获奖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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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徐基田.国内省级公共图书馆业务竞赛现状与发展策略[J].图书馆学研

究,2019,(13):24-36.摘要：馆员是图书馆主要的人力资源,图书馆业务竞赛对馆员

专业素养提升、图书馆内涵服务深化等具有不可替代的效用。源于上世纪 80 年

代的公共图书馆业务竞赛对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让业务竞

赛适应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图书馆服务具有实践意义。通过文献、互联网、微信等

媒体途径,对公共图书馆业务竞赛开展的状况进行调研,从竞赛的内容、组织形式、

规模、参与度、影响力、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公共图书馆业务竞赛提

出发展策略。公共图书馆业务竞赛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融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知识与创意并举等策略,使业务竞赛有料、有趣、有用、有品。全文见群文件。”

tianart：“传承与创新—南开大学图书馆百年馆庆暨学术研讨会正在直播

https://zhibo.chaoxing.com/2007205?appId=1000 。”

图谋：“iGroup 图书馆员在线课堂邀请清华大学图书馆信息参考部副主任王媛

主讲《资源推广与服务创新 ——兼谈参考咨询馆员的基本功》，今天下午 14:30

准时开始，感兴趣的成员可以关注与参与！参与方式见：

https://mp.weixin.qq.com/s/WhZJpP5FH8R5-S8ogPhtNA 。”

版本图：“历次讲座有回放吗？”*芸：“圕人堂的梦想与实践

https://v.qq.com/x/page/y081684ux9u.html 。”

1.2 新书推介

（1）《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

图谋：“新书推荐：《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382.html ，书名：民间图书馆实践

调查与发展战略；作者：吴汉华著；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CIP号：2018285496；

书号：978-7-307-12534-6；出版地：武汉；出版时间：2018.12；定价：￥58.0.

内容简介：该书论述了国外民间图书馆的兴起、繁荣与衰落等阶段以及当前的平

稳运营态势；考察了韩国与日本的民间图书馆的发展过程，并对我国民间图书馆

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民间图书馆办馆人正呈老龄化趋势走向，但通

过举办‘民间图书馆论坛’有利于他们间的交流，并利于他们寻找传承人。最后

指出，民间图书馆承担着文化保护者、公共空间、公共文化保障等价值，并提出

了政府应当允许民间图书馆加入公共图书馆联盟、成立民间图书馆协会、建立政

府购买服务等建议。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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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汉华，山西财经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从事图书馆与情报学教研工

作。主持国家社科青年项目1项，省级项目5项，其他项目2项。于2016年4月获

得山西省青年学术带头人荣誉称号。任《图书馆建设》编委、《晋图学刊》编委，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

出版委员会图书馆学编译专业委员会委员。出版专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42篇，

其中CSSCI核心期刊论文31篇，SSCI期刊论文1篇。主要研究领域为：民间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信息管理基础理论、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主讲课程有：《情报学

理论》《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信息存储、组织与检索》《统

计分析与SPSS、R语言应用》《Python大数据技术：从入门到精通》。”

（2）《谋利而印：11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

图 谋 ： “ 谋 利 而 印 ： 11 至 17 世 纪 福 建 建 阳 的 商 业 出 版 者 ，

https://item.jd.com/12574941.html。内容简介：该书主要考察 11—17 世纪福建

建阳商业出版（刻书）的传承与变化，提出并回答了建阳这个地处偏远的小城何

以能成为商业出版中心，且历时如此久远的问题。通过审慎考证及大量书籍版本

印证，厘清了福建建阳书商从宋代兴起到 18 世纪初稍歇的历史演变过程。英文

版出版以后，在海外书籍文化史研究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是海外汉学研究的力作。

作者简介：贾晋珠(Lucille Chia)，美籍华裔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博士（1996），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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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华帝国后期书籍文化史、东

南亚华人史等。译者：邱葵，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馆员；邹秀英，美国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图书馆馆员；刘倩，美国阿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馆员；

柳颖，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馆员。校：李国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

图书馆中/韩文部主任。”

（3）《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

图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科学出版社，2019 年 9 月）终于出版

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 http://product.dangdang.com/27941701.html ，

作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 年

09 月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

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内容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图书情报工作

管理、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信息检索、情报分析与研究、信息服务与用户

研究、文献学 8 个部分，共 3436 条。《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对每条名词

均给出了定义或注释。这些名词是图书馆、文献情报机构、科研、教学以及新闻

出版等部门应遵照使用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规范名词。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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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常讨论

（1）入藏 8万册图书从购买到入藏需花时多少

I：“请教各位：8万册图书，从决定购买（没有书目），到编目到录入系统，上

架需要多长时间，多少人的工作量？”西西里*：“8万册，复本量多少？问下你

们的馆配商，他们都会测算。”骑鹿踏雪：“基本上最少45天。如果现采可能最

短时间是30天，此外还取决于做数据的人员数量。”二木：“是自己做还是外包

做?物理加工要求如何?种数和复本量?MARC来源和质量?人数多少?都要明确才

能计算。”

（2）《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赠书过程

图谋：“2019年7月，图谋受山西财经大学信息学院吴汉华老师委托发布《民间

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2）赠书信息，该书系

吴汉华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出版的新书，是基于国内民间图书馆实践开展的研

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2019年7月28-31日先后赠书（签赠

本）33册（定价58元每册，快递费按8元/册计算，合计2244元）。圕人堂特此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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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吴汉华老师！7月份那次赠书，有部分索书请求未能满足，吴老师拟于近期

再次赠书50册。圕人堂成员（2019年7月曾获得赠书者除外）若需要《民间图书

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2），可以先行准备好接收

快递的详细通信信息，请用以下样式：姓名、手机号、接收快递的详细地址。由

于一对多服务，工作量较大，特此‘预告’。通信信息务必准确无误。否则会带

来不少麻烦，敬请理解与支持。需要的成员请预先准备好相关信息。回头‘速战

速决’，因为我的精力亦很有限，烦请于9月20-22日内提供接收快递的详细通

信信息。拟寄赠50册，由吴汉华老师签名和邮寄，先到先得。若逾期、逾数均致

歉意，敬请谅解！单单是寄赠工作，吴老师是亲自逐一签名、寄赠，工作量不小。

图谋回复收到，表示索赠确认。”

图谋：“关于吴汉华老师的赠书，特此补充说明。吴老师是面向圕人堂成员个人

签赠，机构需要可以通过馆配商或网上书店购买。《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

战略》售书网店http://spu.dangdang.com/1533039447.html。吴老师面向圕人堂

成员赠书，吴老师的初心是‘能够传播民间图书馆知识就好，别的没什么’。一

定意义上，算是圕人堂成员特别福利（成员提供）。图谋乐意尽份绵薄之力。此

次量比较大，寄赠的时间预计会比较长，是分批陆续寄出。”书图同归：“一定

要时刻关注圕人堂才有这么好的福利啊。”图谋：“圕人堂尽可能的让更多成员

受益。吴老师的赠书，分了两个批次，7月、9月，此次在周日追加，其用意就是

试图惠及更多人。9月22日17：00前提供信息的，亦争取予以满足，之后的说抱

歉（建议自行通过网上书店购买）。9月20-22日17：00，累计征集到93条信息。”

（3）新馆介绍——杨詠曼图书馆

图谋：“浙江海洋大学图书馆：形神兼美的诗意栖居地

http://www.zjou.edu.cn/info/1021/4434.htm ，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建筑

地标和文化名片，更应该是大家心目中庄严神圣的学术殿堂、魂牵梦萦的精神家

园和令人神往的诗意栖居地。浙江海洋大学图书馆就是这样一处众望攸归之所

在。浙江海洋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958年，六十年来，始终与学校发展休戚与共，

栉风沐雨，历经多次改扩迁建。2013年9月正式启用的新馆坐落在长峙岛本部校

区核心位置，馆舍面积1.8万平方米，简欧风格，典雅恢宏，具有浓郁的人文气

息。2014年11月，为感谢香港舟山同乡会会长杨詠曼女士对学校的关爱与支持，

学校决定将本部校区新馆大楼永久命名为‘杨詠曼图书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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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建中馆长荣获国庆纪念章

tianart：“ http://url.cn/5zUHT3w，为这些可敬的前辈们、同仁们喝彩!榜样！”

国图出秋：“吴馆很谦虚，一再说千万别突出他个人。我说这是行业的荣誉，他

上面这些话也很励志，可以用来激励年轻的同行，所以分享出来。后面狗尾续貂

的一节＂图书馆事业会因为每一个投身其中的人的奉献而精彩＂正是基于吴馆

不要突出个人，我写的，也是真实想法。让这篇文章有点专业性，而不是一篇一

般的新闻报道。2小时已经三千人阅读了，还引起了对‘图情出版’前几篇文章

的新的阅读热。大家一起谈论职业自信与荣誉，打了鸡血似的充满力量，真是太

美好了。这篇文章正在飞舞。我对现在的样子也是满意的。怎么写出这篇文章？

昨天得知了这个好消息，马上上网查一下这个纪念章的价值、奖励对象，注意用

权威网站（这是信息素养），注明出处。然后介绍吴馆一一再，吴馆获奖感言一

一最后，图书馆事业因你我而精彩。由个人荣誉扩展到行业荣誉，为每个从业人

员打鸡血、赋能。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也蛮喜欢看大家评论，各不相同，但是都

真诚。”图谋：“据悉，上图有18人获得纪念章，除吴建中外，其中17位都是离

休干部。所以图书馆界的离休干部每人都有。非离休的要有全国奖励，如科技进

步奖，全国性荣誉（全国优秀工作者，劳模之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也

是18人获得纪念章，17人是离休干部，非离休的也仅孟广均教授一人。”

（5）藏书条码工作

扣肉：“大家有代打条码自己贴的吗？价格大约是多少？为什么书标反倒比条码

便宜，是因为书标的面积小吗？”boner：“是不是材质不一样？”扣肉：“看

来我在淘宝上问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按照我们现在的尺寸，打流水号，一个号

一分钱。条码可能稍贵，因为纸大，预估是两分钱。”绿雾：“条码除了条码、

流水号，还有馆名称（即使不需要，可能也是同个价吧）。书标无字，只有边框。

书标尺寸，其实比条码还大。这个是2018年初的价格，提价了的。散购

价。”sonor*：“馆里人手不够还是机器不够呀，还需要外包。”节能：“应该

是打一批备用零星采购和赔书再加工的吧。”扣肉：“自己打是嫌麻烦。人家印

刷厂天天干这个，比我专业多了。”sonor*：“我当时在图书馆实习的时候，也

是天天打条码烦死了。”

（6）古籍书库规范英语表达

书小弟：“请教下圕里的同仁，‘古籍书库’的规范英语表达是什么？”麦子：

“要看你馆自己的定义如何？这里放的是什么书？”书小弟：“民国文献和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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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麦子：“算特藏吗？有没有翻印版，开放吗？”书小弟：“我们做项目的

时候是叫特色馆藏书库。只供查阅，不能外借。估计有些是翻印版的。”麦子：

“就写一个Special Collection就算了，因为你这些东西也不算稀有。”图谋：“我

赞同，实际就是广义的特藏。”书小弟：“有两本乾隆年间的刻本算还行。”麦

子：“那就加个s, Special Collections，因为民国和这些不是一回事。这个说法尽

管不是十全十美，但任何人也无法挑剔。”书小弟：“是的。我看到我们新馆介

绍用了ancient books，感觉也不对，就来这里了。”麦子：“ancient books我极

少听见，一般古籍只用rare books的说法，主要是ancient‘书’指的是古代：比

如古埃及的纸莎草的手稿什么的。宋版的书还算太新。”书小弟：“rare books，

一般指珍稀文献吧？”麦子：“指的还是印刷品，否则就是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了。”书小弟：“我还看到国标的说法，pre-1912 Chinese books。”

麦子：“当然，rare和新旧没有关系，20世纪的也可以是rare。”图谋：“可以

理解为珍贵的。”

（7）图书馆术语的英文表达规范词用书

书小弟：“求规范英文表达。”图谋：“追求规范的话，首选得尽可能选用规范

名词（建议参考：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术语在线网站

（http://www.termonline.cn/ ）中《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从截

图中传递的信息，许多处表述属于‘个性化’的，在此基础上追求规范英文表达，

毫无意义。”书小弟：“我觉得太个性化。”图谋：“居然出现‘二级书库’。”

书小弟：“是的。我也纳闷，其实这是很不专业的叫法。”图谋：“名词术语随

心所欲，是当前的一个常见问题。《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是有一定参考

价值的。此外，还有丘东江先生主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大辞典》。《图书馆学

情报学大辞典》是一部收词最多、专业覆盖面最广、结构合理、解释详细、表达

严谨、实用性突出的工具书，是同类专业辞典中规模最大的一部。这部大型工具

书是在《新编图书馆学情报学辞典》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增补形成的，由丘东江

先生主编并主持修订。 丘东江主编. 图书馆学情报学大辞典[M]. 北京：海洋出

版社, 2013.03。据悉，今年将出版修订版。亦将推出网络版。《图书馆·情报与文

献学名词》第一版是可以在线查询的。”

扣肉：“为什么一定要加英文呢？”书小弟：“领导要求要啊。”扣肉：“领导

需要考虑一个现实，来中国各级图书馆的读者，需要具备基本的中文识读能力。

诚然，图书馆可能存在个别来自国外的读者。但是如果对于中文标牌不能识读的，

图书馆又如何为他提供内容服务。世界上绝大多数图书馆，收藏的文献都是以本

国普遍使用的文字作为基础的。这种实际情况，是与其它公共服务机构有本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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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博物馆、美术馆，甚至剧场电影院，其提供服务的方式不是以文字为主，

在指示标牌增加非本国语言的翻译，有助于有效为国外读者提供服务。但图书馆

提供服务的主要方式是文字，而且绝大多数是本国文字。增加外国语言的指示翻

译，属于脱离实际工作的闭门造车。”书小弟：“个人理解，其实也是照顾外国

友人的一种方式吧。如果有留学生的话，双语比较方便些。”扣肉：“别闹了，

留学生来中国是为了学中文的。”书小弟：“我仍然碰到很多中文差的一塌糊涂

的，无法交流，只能靠比划。”扣肉：“高等学校招收的留学生，是有条件的，

要通过HSK测试。”书小弟：“还有预科的呢。”扣肉：“你要先考虑，有没有

这样的文献资料可以为他提供服务。如果我的馆藏文献，本身就需要一定的中文

识读能力才能阅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指示牌上增加外国语言？看不懂中文指

示牌的人，来我的馆里看什么书？”书小弟：“其实这个不必纠结。现在搞双语

算是一种流行，或者体现接轨吧。就像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可能一辈子都无需用到

外语，但是现在仍然在学习外语一样的。”天行健：“也可能不是看书，乐谱是

世界通行的吧？或者听听报告讲座啥的？”扣肉：“讲座也应该是中文进行的

吧？而且教授极有可能还是方言。”天行健：“再不齐，通过看标牌知难而退。”

扣肉：“相对于南腔北调的中文发音，大部分留学生对于汉字可能还比较容易掌

握。”天行健：“图书馆给人以明确的指示，不是坏事儿。”扣肉：“从目前来

看，来到中国留学的人，母语为英语的人，比我们想象中的人要少。通过第三方

语言作为中介，会增加误解的可能。2018年教育部公布的名单，来华留学的学生

国籍，按人数排序是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印度、美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

等。美国两万人，而韩国有五万人。印度和美国的人数加起来，都没有韩国人

多。”boson：“怎么会用不到外语？图书馆员不懂外语，和废物也差不多了，

除非是那种专门研究古籍的。”cpulib*：“现在在学校随处可见留学生，招生数

量越来越多。”sonorous：“中国的高校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视sci的国家吧？近几

年又开始盲目追捧ESI学科排名。” cpulib*：“留学生好像很少几乎不进图书馆，

是我们太好客了。”

（8）技术部招人难与职称定位

图谋：“圕人堂这样的平台，群策群力，实际可以做许多有益的事情。比如文献

互助、业务交流、信息分享……较长时间，圕人堂较为重视推动招聘信息的交流

与分享。据个人了解，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力量不足。馆员老龄化、馆员队伍‘青

黄不接’。均很大因素受‘制度安排’影响，图书馆领导层配备‘衙门化’，所

配图书馆‘官员’专业性不足、流动过频。当前有好些高校馆‘求贤若渴’，期

待有新入职馆员新力量。群成员中，图情专业本硕博层次学生占一定比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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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是否有人通过招聘信息的交流与分享，成功入职？需求信息、求职信息更好的

互动，或许更有益。以往主要是需求信息发布较多，求职信息少见。种种原因，

实际上有不少用人单位没能招聘到合适人选。欢迎有求职需求的‘主动出击’，

兴许会有意外收获，‘柳暗花明’。”

方竹笋：“我们图书馆明年招聘编制人员1-2名，硕研，待遇转正后税前10万以

上吧，试用期一年，税前9万左右。好像开始两三年每月还有几百块的租房补贴。

最好是男生哦。有强烈意向的，自己联系我。想试一试的，就算了。如果科研做

的好，年底科研奖励也是比较丰厚的。”图谋：“刘馆长求贤若渴，可见一斑。”

中原劲草：“刘馆求贤若渴，从上学期宣传到这学期。”湖商陈*：“我们图书

馆技术部想招2个硕士，请问有什么要求吗？兄弟馆有招聘方案吗？”程*：“想

我们这里，能来人报名就不错了。不用设置条件。”cpulib*：“必须条件，不带

试试的。”湖商陈*：“技术部还是有要求的。现在人多呢。”方竹笋：“去年

招了一位，现在已经上班。目前我们有三名图情硕研，欢迎有识之士前来开拓创

新。2.5万平方米的新馆已经开馆试运行。学校虽是专科，但是医学院校，招生

就业还行，学校全国排名也不错，前景看好。图书馆团队已有雏形，麻烦两年之

内全部走人，现急需踏实肯干之人才。”关键：“谢谢肯定！招聘报名截止，有

5名图书馆情报学硕士报名，可惜没有计算机信息方面的硕士报名。还好有计算

机本科生报名，已招聘为同等待遇员工。谢谢大家支持！” sonor*：“最后录

用的还是计算机专业本科生而不是图情研究生啊。”boner：“现在计算机专业

的学生各种行业都需求啊。”克莱登*：“计算机学的好的基本上去企业了，年

薪几十万。”中原劲草：“所以说事业单位招聘要根据岗位来招人而不是学历和

学校啊。”文小明：“对，图书馆要计算机的研究生太难了，人家一般都不回来。

图书馆需要计算机技术的岗位，一般的计算机本科应该可以胜任了。”方竹笋：

“专科学校，中西部，建一栋单独的二万多方的图书馆大楼，还是不容易。有些

专科中的985规划了十来年都没建起来。”湖商陈*：“各位有没有图书馆技术部

新招聘人员的要求，发一个过来参考一下？急需。”图谋：“各馆的情形不一样，

要求也不一样。”克莱登*：“计算机硕士即可，一般35以下。”湖商陈*：“专

业方面，比如：熟悉网络配置，精通Windows、Linux、SQL/MySql、Oracle，熟

悉weblogic、Tomcat等服务器环境的配置。”图谋：“恐怕会把人吓跑了。”苏

黎世*：“从网络中心挖一个。”图谋：“好些东西，实际是在学中干、干中学

的。”刘*平：“只能一般要求。若真是达到你上面的要求，不会到图书馆的。”

苏黎世*：“任何地方都缺来之能干，还能持续学习提升的人。”湖商陈*：“这

个又不是需要编程，会这个的还是多吧。”图谋：“问题是‘精通’，那就不一

样了。”苏黎世*：“还要看待遇是否匹配，一般能人看发展平台。”图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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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人，编程大概是小菜一碟。”李*霞：“只需要把需要的工作内容列出来，

加上一条现场操作即可，没有本事的被吓跑，来应聘的基本就是胸有成竹了。”

苏黎世*：“软硬有区别，看要求是偏硬的。这种岗位要是清闲，还可以，忙的

话，不如去企业。” 湖商陈*：“软硬兼施。”图穷：“给计算机工程师岗位么？

好些馆只是给馆员职称，容易导致技术男流失，即使来了也会走的。”苏黎世*：

“要求高，也要看用人单位凭什么留住人才。”顾*：“计算机专业的应该评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除非是负责学科服务的，计算机专业的评馆员不合适。”苏

黎世*：“走工程师系列，小馆的话，估计较难评。”图穷：“计算机职称是以

考代评。”苏黎世*：“普通岗位，在专业能力达标的情况下，最好是选到能呆

的住的，而不是学历高。大馆一般有自己的技术中心，里面都是工程师。”印度

阿三：“基本上不可能嘀。”图谋：“这同具体环境相关。”苏黎世*：“能人

肯定呆不住，平台是关键。”图谋：“有的高校馆图书与信息中心在一起。” 图

穷：“图书馆养不起技术男。”苏黎世*：“不是养不起，是没有招到合适的人。”

印度阿三：“图书馆养不起技术男。”图谋：“信息中心有部分是走工程师系列。

如果只是图书馆职能，走工程师系列职称，得看所在高校人事政策。”苏黎世*：

“对，这是一种模式。”boner：“我们单位年轻的有走工程师路线，像我老的，

就走图书馆这条线了。”苏黎世*：“负责招聘的人，对这个岗位的理解到底有

多深入，对什么样的人会呆的住等等，需要比较深刻的认识才行。”印度阿三：

“图书馆会有教授级高工么？”图谋：“圕人堂成员中，有不少从事技术服务的

馆员，走工程师系列的示意一下？”印度阿三：“不要说国图有。”boner：“走

工程师的都是考试的，不然跟外面的没法评。”图谋：“上海图书馆或许有。”

印度阿三：“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前面两个可能，

后面两个基本不可能。”苏黎世*：“难的是招到合适的人，而不是纸面上的条

条框框。”图穷：“理工男写图情论文是件很痛苦的事，我们这没有工程系列职

称岗位。”天涯：“图穷老师说的很对。”图谋：“高级工程师，牵涉到给不给

指标的问题。”印度阿三：“图书馆高级职称，本来指标就少，连图资专业的都

少了，怎么会给工程师呢？你说的是特例。考了评了不聘，有啥用。”boner：

“高级工程师还是很多的，因为考试还是容易的。”图穷：“不能总是拿上图说

事哈，上图不仅有计算机工程师，还情报工程师呢，还有情报分析系列的研究员

呢。很多图书馆还是以图书资料系列职称，不设工程系列职称，尤其地市级和县

级公共图书馆。”图谋：“印度阿三说，不要说国图，说一下上图。结果成了‘不

能总是拿上图说事’。”印度阿三：“其实来说，我们这专业也挺好的，不论学

啥的出身，都能评图资职称。”图穷：“上海图书馆职称系列比较丰富。”印度

阿三：“国图、上图是特殊存在。”图穷：“认可计算机高级工程师，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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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有写论文搞图书资料系列职称。”印度阿三：“那只能是其他事业单位的，

反正公务员系统也肯定是不行的。”图雷：“不设工程系列职称，先评上再说，

管他认不认，身份是高级，以后申报课题写论文作者简介就是高级起步。就怕不

认，还不让评这个系列。”雨人：“我们学校图书馆有图书系列和工程系列职称

岗位。工程就是计算机系列的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以考代评。”图穷：“我们

这只有图书资料系列职称+1个会计副高职称。”图谋：“事在人为。”boner：

“看地区吧。”茶男：“我是图书馆离职创业的，计算机专业，在图书馆学会了

知识管理和情报管理，现在情报工作成了我们一切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的起点。”

图穷：“据我所知：江苏省如皋市图书馆、江苏省海安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也

有。”boner：“杭州图书馆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也有。”图穷：“两年前据

南京馆同仁说南京图书馆没有。”印度阿三：“这个很容易，但就是有没有高

工。”boson：“在企业，工程师无疑是主流。在工程不作为主业的单位，如医

院、高校、科研单位、图书馆等地方，工程系列实际是很尴尬的。”

（9）书库的书架颜色

极限：“请教各位老师：我校新馆书库有两层，每个楼层3个书库，现在要定书

架颜色，是每个书库一个颜色呢？还是一个楼层一个颜色好一点？”克莱登*：

“统一颜色。”扣肉：“都是开架吗？”极限：“开架。”扣肉：“书架本身的

颜色，可供选择的不多，大部分是深色木质，或者银色钢制。”极限：“我们初

步定深木纹色和浅楠木色。”扣肉：“浅色放在背阳面，可以提亮。深色放在向

阳面，可以缓解视觉冲击。如果是我，我倾向于书架全部同一种颜色。因为视觉

上如果想做成不同的颜色，大多数是在顶灯上做文章。而且阅览室可供选择的光

源色度，范围并不大。大多数是暖白色，或者是暖黄色。”极限：“六个书库同

一颜色？ 还是一层楼一个颜色？”克莱登*：“我们是同一个颜色，全部同一个

颜色。”极限：“我们书架没有设计顶灯。”扣肉：“我说的是天花板上的顶灯。

一般书架附近的灯可以亮一点，用冷白都可以，因为书架本身的颜色比较深。如

果希望视觉上造成不同的颜色，可以考虑在地板或者天花板上做文章。”boner：

“当然是同一颜色，即便是维护也方便。”扣肉：“书架侧面大多数贴着导览的

分类号，那里是视觉中心。要考虑颜色搭配。”boner：“其实，书架颜色也就

自嗨一下，读者根本感觉不到。”极限：“说的有道理。”

（10）如何求职图书馆

图谋：“心仪图书馆相关工作，如何着手准备？圕人堂成员问：图谋您好，冒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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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打扰您，因为我这里面临毕业，个人对图书馆相关工作非常有意向。但由于是

专业硕士，而且出身不好，所以想提前做一下准备，但是也不知道从哪些方面着

手准备？好像进图书馆的话技术男比较‘吃香’一点，所以想向您咨询一下这方

面。图谋答：我对你的情况，了解有限，无法提供较为具体的意见建议。较为宏

观的，也可能会有一定帮助的便是：可以积极利用圕人堂平台展示自己，积极参

与交流与分享。圕人堂群中，实际有不少馆领导及业务骨干，适当的时候，他们

会提供进一步的帮助。积极参与交流与分享，实际上一方面是有意识的主动学习，

另一方面亦是体现积极融入（准备）。当前，入职的机会其实挺多的，许多图书

馆缺人。实事求是讲，种种原因，一方面图情毕业生对图书馆这行的关注与了解

似乎很不够，另一方面招聘机构需求信息展示不够充分，因此双方有不少较好的

机遇错过了。比如**大学图书馆，原本是一个专业化、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的图书

馆，硕士就给编制，但他们没有招到人。还有个信息，你提及‘图书馆相关工作’，

其实圕人堂群里，还有不少是图书馆相关人员，比如数字资源商、软硬件设备商、

图书馆相关平面媒体（报纸、期刊、出版社），他们也需要招人。总之，事在人

为，心想事成！”

张张：“图情档研一，以后想进图书馆，看到群内分享，也想问一下图书馆技术

类都包括什么？”扣肉：“一般要求有学科背景的是学科馆员。技术馆员的话，

大多数还是要求计算机或信息管理背景。公图的话，可能不太配备学科馆员，高

校馆比较多。”

图谋：“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书馆相关关键技术简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3320.html ，涉及35项与图书馆相关的

技术，各项技术附有‘技术点’简介。这是关于‘图书馆技术’的‘参考答案’。

与图书馆、图书馆学相关的问题，可以试着从科学网图谋博客找寻‘答案’。还

可有延伸阅读。有些暂时没有答案或参考答案的，圕人堂群策群力可以产生或生

成。”

（11）图书馆开书店

轻翼翩然：“请问群里哪位老师的馆里有馆内书店的，求助一下？”图穷：“上

图有，我去逛过——淮海路那边，具体运营方式不详。”轻翼翩然：“想了解具

体的。”图谋：“具体的人家也不大可能在群里说。提问的方式还是有所讲究的，

换位思考很关键。”哐当：“我也在找案例。好像文件下来说必须要有书店。我

们馆也打算开始做，只是一直没思路。网上查到浙江工商学院好像在宁波吧 新

华书店开到图书馆里面了。”图穷：“铜陵图书馆也是的。”哐当：“建议可以

出去学习一下，参观一下这类馆，取取经。”图谋：“图书馆界，好些问题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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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性的。比如校园书店，不少馆有探索与实践，或者正计划开展探索与实践。

将自己遇到的问题或希望得到帮助的问题提出来，需求帮助或指点，获助的可能

性更大。”图穷：“公共馆有书店，好像不是太多。高校馆，可能即将以来馆内

书店的建设热潮。书店来了，阅读不一定来。不过，有书店才可能有阅读。”东

周列国：“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内有书店，搞得不错。”图谋：“公共馆设书

店的不少。运作模式多种多样。”哐当：“我个人想的是馆内书店是否可以辐射

到高校周边社区。我们学校在开发区这边没有一个实体书店。馆内书店同样可以

服务周边社区小区，不仅是开放给自己学校学生。其实这样做起来我觉得挺好 一

方面也顺便做了社会服务。不过仅限文化较为荒漠地带，类似我们学校周围这

样。”印度阿三：“宁夏省馆里有书店，还不错的。”图穷：“书咖搞得摇摇欲

坠，没有实现当初的设想。所以领导更慎重了。”cpulib：“校园书店改行收快

递。”图穷：“我们这书咖越来越像咖啡店，书香味越来越淡了。书咖当初要求

再打折扣：服务时间短了，阅读活动几乎为零。”cpulib：“我们校长计划装修

书咖。”汉堡猫：“校园书店归图书馆管吗？我听说有些学校是归后勤处管的。”

哐当：“不清楚，我们也没走出去交流过。”cpulib：“校园书店一般是后勤的。

校园书店都难生存了。”图谋：“对于有场地的馆舍，开辟馆中店，互利互惠。”

哐当：“我们这边和书有关的，都是我们图书馆做。个人感觉书店设想挺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真正做了，会不会达到预期。”图谋：“图书馆去经营书店，确实头

绪多，还不一定能经营好。”哐当：“所以书店要有特色，小而精。”东周列国：

“‘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图书经营品种、规模与本校特点相适应的校园实体书店，

没有的应尽快补建，基本形成全国高校校园实体书店的发展与全社会实体书店的

总体布局、服务功能相匹配，主业突出、各具特色、多元经营的良好格局，更好

地满足高校校园日益增长的多样文化需求’。文件要求挺明确的，。”图穷：“怎

么开法？是图书馆开？还是政府招标中心开？还是机关管理局开？还是文化局

开？”图谋：“那个文件是让高校经营，不是让高校图书馆经营。”东周列国：

“是的。只不过未必在图书馆内。这就要看领导安排，任务交给谁、哪个部

门。”cpulib：“考研辅导书价格一定要低于网购。现在快递被后勤整合，书店

直接关门了。”图穷：“教育部鼓励开的书店是倡导文化休闲阅读。”东周列国：

“反正是要有实体书店，至于在哪儿，谁管理，谁经营，没有具体要求。”图谋：

“各行其是。”哐当：“找一些好的特色出版社沟通下，在这边设一个点也挺好，

互利互惠。”图穷：“可能又是一时形象工程。”轻翼翩然：“对馆内书店的监

管有啥需要注意的事项呢？”东周列国：“支持校园实体书店积极承担政府和高

校文化建设相关工作，开展读书会、学术沙龙等多种形式的读书文化活动----

分担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cpulib：“想法都很好，现实很残酷。”东周列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281 期 20190927）

17

国：“这和图书馆现在的阅读推广工作严重重合。”哐当：“责任划分稀里糊

涂。”图穷：“说是这么说，实际运作还得不断磨合。阅读推广联盟建设很重要。”

东周列国：“‘加强校园实体书店的建设规划和扶持力度。各高校要将校园实体

书店纳入校园建设总体规划，综合考虑校园面积、功能分区、人流分布、交通便

捷等因素，为校园实体书店提供规模适度、位置适当的经营空间。大学城和高教

园区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统筹规划所辖区域校园实体书店

的布局，鼓励资源共享。高校要积极提供便利条件，从场地租金、水电费等日常

运营费用方面对校园实体书店给予必要的减免优惠，根据实际情况在设备设施投

入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以保证校园书店服务功能的稳定性和长效运营，对长期

坚持立足校园、服务师生的优秀校园实体书店给予奖励。同时，各地要支持、指

导符合条件的校园实体书店积极争取扶持政策和专项支持资金。’”哐当：“建

议搞个特色24小时小书房，省去很多烦心事，有工程形象，介绍也有料。”图穷：

“好主意。”boner：“我们正在开城市书房发布会。”张*莲：“请教一下老师

们，贵校校园实体书店建设情况怎么样？是怎么执行的？或者听听同仁们对校园

实体书店的看法。”图谋：“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上海65家高校31家校园及周边

实体书店调研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nP8ioYdmdzCHZlAz2sXNaQ，高

校校园及周边的实体书店有着重要的意义，既是文化地标，也是广大师生沟通交

流、收获智慧、陶冶品行的地方，理应成为一所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不久，

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针对上海65家高校校园及周边500米区域内的实体书

店进行调查，重点调研了985、211重点高校、上海一本高校等19家。调查结果

显示，全市有13家高校在调查范围内拥有31家实体书店。大学，书店来了，阅读

来不来？——聚焦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121.html ，这一篇是科学网圕人堂

专题7月26日的博文。”

（12）在职称评审中对增刊、网刊、电子刊、非专业期刊发文的认定

浦图邹：“请教各位同仁：贵单位贵省的政策在职称评审中对增刊、网刊、电子

刊发文怎么认定的?还有非专业期刊的发文怎么认定？”图穷：“这个问题希望

有职称评委会专家冒泡解读，他们更权威更准确。我不是专家，明确知道是‘江

苏省图书资料系列职称增刊一律不算’。据我咨询的结果：高校学报在苏算专业

期刊。”东周列国：“有些学报级别很高的。”图谋：“这类政策，具体所处环

境职能部门做主。”天道酬勤：“请问高职高专院校学报在江苏算普通专业期刊

吗？”图谋：“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图穷：“具体学报级别，我不太清楚。你

可以直接咨询省文旅厅人事处（职称评审管理处）。”哐当：“建议问下文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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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准确，或者问问学校人事处。”东周列国：“18家是北大核心期刊。但是还

有很多，是图情类的普通期刊，也算是省级以上刊物。”图穷：“以18C刊为主，

北大核心为辅吧，不知道北大核心里的五家非C刊的档案刊算不算，毕竟图书馆

与档案还是有所区别。高校馆还要依照贵校科研处和人事处职称部门的要求，如

果出不来校门，去不了省厅，怎么申报？据我了解，江苏有些高校图书馆员成果

丰富（相对于公共馆员），但是出不来校门，学校有申报送审要求。”赵*：“跳

槽到公共馆。”图穷：“鄙人在公共馆，但平台没高校馆宽广，省厅级课题对于

地市级以下公共馆是百年一遇哈，我馆107年历史，只有一人主持过一次。” 广

东小肥羊：“有些公共图书馆不一定有职数的。”图穷：“我们这有个七级和四

级一直空着，欢迎加盟，带我一起飞。”广州书童：“我们从二级三级四级，到

五级六级七级都有大量职数，欢迎加盟。”

（13）图书馆机构设置

爱书人：“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您所在图书馆一般设置几个内设机构，具体是那

几个？”图谋：“王启云.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变迁研究——机构设置

视角[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8,38(04):18-23.摘要：图书馆新业态环境要求图书馆

员职业能力随之改变,以应对社会环境和信息环境对图书馆的冲击。文章运用历

史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将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

力置于历史视野中,从百年高校图书馆发展史(1896年至今)视角进行考察,着眼点

聚焦于社会环境、机构设置、职业能力等方面,探索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

力定位的历史必然性、继承性、发展性。关于图书馆内部的机构设置，当前是相

当复杂的。一般来说，图书馆网站上会有所体现。不过，近期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9月25日-10月7日，许多网站关闭外网访问。当前，图书馆之间的差异不小，

图书馆履行的职能有差异，所处的发展阶段亦存在差异（差距可能会比较悬殊）。”

爱书人：“现如今图书馆越来越被边缘化，如何设置图书馆部门机构，话语权完

全由学校领导掌控，图书馆很难发表相关意见建议。”邹*林：“我们是自行设

置，书面报备到人事部门、分管校领导即可。”

（14）信息服务要素

nbdou：“现场听与 PPT 不一样的感觉。理论深入浅出。”biochem：“信息服

务的四要素：A . 信息服务对象 B . 信息服务者 C . 信息服务内容 D . 信息策略

与方法。”诲人不倦：“缺一个信息服务环境。还缺信息服务技术。”biochem：

“更新为六要素：A. 信息服务对象 B. 信息服务者 C. 信息服务内容 D. 信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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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与方法 E. 信息服务环境 F. 信息服务技术。。”theref*：“现在图书馆的工作

都叫信息服务了吗。之前有看到论文在探讨情报服务和信息服务。”东周列国：

“建议再加一条:信息服务的反馈和价值评价。”骑鹿踏雪：“信息服务者应该

排最前面吧。”海边：“放第二，对的。先是有对象，才有自己。人是第一层，

所以第一和第二都是人。”骑鹿踏雪：“充实自我，服务别人。这样理解。”海

边：“别人的被服务要求，成为塑造自己修炼自己服务能力的要求。先有镜子，

再正其冠。”东周列国：“信息服务是双向的，其价值或者说成效是值得评价的。”

诲人不倦：“信息服务过程是个闭环的话，评估和反馈必不可少，因为这是其优

化升级的必经阶段。”theref*：“是得，应该要有信息服务的反馈和评价。”海

边：“评估和反馈应当算第三层。”theref*：“信息服务的结果就像一种产品，

应该有相同的性质。”biochem：“再次更新信息服务的七要素：A. 信息服务对

象 B. 信息服务者 C. 信息服务的反馈和价值评价 D. 信息服务内容 E. 信息策略

与方法 F. 信息服务环境 G. 信息服务技术。”诲人不倦：“价值评价这个不好描

述，建议用质量评估代替。” biochem：“更新：信息服务的七要素：A. 信息

服务对象 B. 信息服务者 C. 信息服务的反馈和质量评估 D. 信息服务内容 E. 信

息策略与方法 F. 信息服务环境 G. 信息服务技术。”

（15）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定义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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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列国：“新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描述和定义，大家有什么读后感和高

见？”诲人不倦：“这个定义太长了。”碧海潮生：“各有各的说法，每家平台

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短板，最终在解决图书馆资源和服务上，或多或少还是存在一

定差距的。”骑鹿踏雪：“没有看到‘智慧’体现在哪里。”东周列国：“原来

叫集成管理系统，现在叫服务平台。一个是从管理者角度，一个是从读者服务角

度，这算得上是一大进步吧。作为专业的信息服务者，光有读者需求牵引还不够

吧，至少在比读者走得远一点，看得高一点，像宋小宝同志说的，也要有‘引领’

吧。”诲人不倦：“简化一下定义：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由利益相关者运用智能

技术共同构建，支持数据共建共享的开放的云服务平台。”

（16）如何了解图书馆有哪些智能系统

张张：“想咨询一下各位老师，目前图书馆的智能系统都有哪些？”图谋：“有

一种较为快捷的了解途径，那就是通过与图书馆业务相关软硬件服务商这种途径

了解，更为快捷、高效。比如：

图创软件热门产品： http://www.interlib.com.cn/tcweb/product/view ；

超星产品展示： http://about.chaoxing.com/ ；

阿法迪产品与解决方案： http://www.sh-rfid.com/index.php/Cp/。

当前，各级各类图书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程度不同，大馆、新馆的应用相对较为

集中，因此，大馆、新馆可以重点关注。”

（17）外文期刊订购渠道

图图涂涂：“请教各位老师，学校想订购一些外文期刊，都有哪些渠道可以订购？”

海边：“要招标吧？”图图涂涂：“现在想知道哪些公司可以做这块的业务？”

cpulib：“直接买数据库了，有的要捆绑纸质刊。”飘雪：“直接找数据库商。”

小菜：“1.中图进出口总公司，2.中国教图进出口公司；3.北京中科进出口公司；

4.中图进出口上海公司；5.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公司；6.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

目前，1、2、3、5 比较多。”

（18）提问如何得到答复和答案

图谋：“要想知道他人的想法或看法。提问者通常需要提前做些功课，比如介绍

相关背景，将问题具体化，最好是能先分享自己的想法或看法，这样有助于引发

互动。曾有成员向图谋‘投诉’：我提出的问题，没人理睬。其实，图谋也没有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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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高招、妙招。图谋自身较为常见的行为是‘抛砖引玉’，似乎透过屏幕都能

感受到他汗流浃背的样子。”邹*林：“个人感觉这个群提问被回复率还是很高

的。”44849*：“没有理睬的原因，一则可能是不懂，二则可能是不值得。”中

原劲草：“三则可能觉得自己知道的只是皮毛，怕回答错了让大家笑话。”44849：

“其实学术探讨不要拘泥，也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图谋：“我觉得更多的需

要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怪别人。要知道：别人没有回答问题的义务。这点也很

关键。”44849*：“总之应该畅所欲言，相互学习，彼此受益。”图谋：“网络

社群的生存，同样需要互利互惠，方可持续。”图穷：“对，知道的情况下尽量

去做热心志愿者。”图谋：“好心人，天不负。” 807479*：“有的问题，网上

可以搜到。但提问者就是想要现成的。”图谋：“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网络

社群中比较活跃者求助时，更容易获得帮助。”*芸：“没错。”邹*林：“我的

心态是这样：因为解答问题是自愿的，如果我出来解答，我不会关注别人是否是

想要现成的还是什么。这可能是工作中养成的服务者心态。”槐云影：“这和图

书馆的参考咨询工作一样，明明图书馆网上都有的内容，读者还在问，但做为馆

员还是要回答的。另外，有些问题网上可以搜，但其准确性、可参考性以及全面

性都需要商榷。”44849*：“毕竟每个人的搜查能力是不同的，当然也不是所有

问题都能找到答案的。”邹*林：“得到答案了感恩，没得到答案自己另行想办

法。赞同图谋的说法！这个群已经是非常专业、热心了。”图谋：“圕人堂花了

很大精力编辑整理《圕人堂周讯》，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若干信息可以复用、可

以检索。若干问题，可以直接从中找寻答案或参考答案。种种原因，虽然不是十

分理想，但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圕人堂周讯》部分信息可以借助搜索引擎

检索，如遇到被屏蔽内容，可以试着通过‘快照’获取。群成员还可以通过找寻

自己的 QQ 邮箱或者圕人堂群文件找寻所需某期周讯的 PDF 版。当前，《圕人

堂周讯》实际上可能是更值得关注与利用的。”

（19）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及其产品与服务

OCLC 丘*：“在WorldCat里可以查到世界顶级图书馆馆藏一流的文献，是办好

一流图书馆文献重要参考工具，需要了解哪个省可以查，可以咨询我。”扣肉：

“您说的是可以查询这些图书馆的内容，还是从这些馆里可以查询？”OCLC 丘

*：“比如某专家想要了解他的专业世界顶级文献在 WorldCat 里查到。”扣肉：

“也就是说，这些机构的用户可以通过 firstsearch 发现系统查询到。大家主要问

的 worldcat，应该不是为学者服务的平台，而是为编目员服务的平台。因为工作

上主要还是上 worldcat 搜索其他馆已经编好的 marc 数据。”OCLC 丘*：“它是

书目数据库，图书馆也可用之为读者提供专业文献信息，为某专家查到后推送给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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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他这是世界上最大范围的顶级文献供参考，这样真正体现了图书馆的工

作水平，这样做也提高了图书馆的地位。”

图谋：“WorldCat，https://www.oclc.org/zh-Hans/worldcat.html。WorldCat 是

全世界最具综合性的图书馆馆藏信息数据库。OCLC 负责确保品质、可检索性和

价值。成员图书馆提供基础。合作伙伴支持 WorldCat 发展。WorldCat 让图书

馆能够在彼此间共享高质量的图书馆元数据和书目记录，从而帮助图书馆员大幅

缩减他们用于原始编目的时间。2018 年，OCLC 成员图书馆的图书馆员对他们

存放在 WorldCat 中的 94% 的资料进行了套录编目，平均每个题名可以节省

10 分钟。在那一年中，这些图书馆员对 18,858,110 个标题进行了套录编目了，

所以他们总共节省了将近 3,100,000+ 小时。合作伙伴内容提供商也将记录添加

至 WorldCat，有时候是在某份资源出版前就会添加完毕，以便图书馆用户尽快

查找到可用信息。目前，我国有 28 家图书馆为 OCLC 成员馆。参见：

https://www.oclc.org/zh-Hans/contacts/libraries.html。FirstSearch 是用于检索

WorldCat 的最强大的接口。凭借 WorldCat 记录中收录的丰富信息，研究人员

和图书馆员工可以在成千上万个图书馆馆藏中查找和选择资源。FirstSearch 图

书馆还会显示在热门网站上，人们通常从这些网站开始其研究工作。前边关于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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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Cat 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是由于陌生（国内 OCLC 成员馆偏少，大

陆只有 28 家）而引发了误解或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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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丘东江著.全球图书馆界的“联合国”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OCLC）[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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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OCLC 的几种图书：

[1]丘东江著.全球图书馆界的“联合国”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M].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

[2]吴建中，吴建明主编；王仁芳等编著.OCLC 全球在线计算机图书馆中心[M].北

京：华艺出版社.2002.

[3]刁维汉等主编.基于 Web 的信息服务 OCLC FirstSearch 服务分析[M].上海：上

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4]刁维汉等编著.OCLC 联机与光盘编目概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9.

（20）期刊超前出版及其引用

碧海潮生：“有了解期刊超前出版情况吗？2020 年 6 期都出来了。”谢*南：“有

优先出版。”碧海潮生：“网络优先和纸质出版还是不一样吧？”自由行者：“知

网里有不少期刊网络版先出来。”碧海潮生：“网络优先应该是预出版，纸质文

章以数字化形式优先出版，刚看了一个核心期刊都出到 2020 年 6 期了。”谢*

南：“就是投稿时候不是电子吗，期刊同意收录，但是一本刊就 10 篇左右，得

排队等有具体卷期页码，所以电子就先上网，和国外一样。有的等了！”cpulib：

“这种形式也麻烦了，有学生引用，结果发现没有卷期。” 44849*：“某两种

南大核心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的文章都已经排到 2020 年 6-7 月了。”谢*南：“正

式参考文献还真没涉及这块，是不加"优先出版"几个字？或者按网络信息做信

用？”碧海潮生：“看知网上收录的期刊封面是 2020 年 6 期，以为是纸刊出版

时间。”谢*南：“应该就是出版时间了。”cpulib：“是啊，前面有学生写文章

遇到这样的了。有些外文就没有期页码。那问题来了，如果引用该篇文章，结果

比这篇文章发表还早，违反引用规律了。”807479*：“（in print）。” 诲人

不倦：“按照网络文献引用较为合理，可以注明检索时间，这样就不会出现上述

尴尬了。但这个刊都已经安排 2020 年第 6 期的卷期页码了，貌似可以直接引用

了。”碧海潮生：“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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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己要宽容点

2019-9-26 18:32

自 2009年开始与图书出版结缘至今，围绕图书出版及其相关，似乎有着忙不完

的事情，2019年格外忙碌。主要是因为上半年出版 1本，下半年出版一本。 2019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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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出版的《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据悉，首印

印了 1000册，目前还剩 100册，估计年内可以售完。我的书，每本都 ...

个人分类:圕人堂|37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闲话文献获取

2019-9-25 09:10

身为图书馆员，对文献获取有着较多的实践与探索，也有着较多的观察与思考，

但始终是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矛盾”状态。 我刚参加工作不久，老家有亲戚知道

我在高校图书馆工作，曾委托我找一本他感兴趣的书。我找了数年未能获得。觉

得惭愧，解释说明过多回，大意是我努力找了但未能获得，很 ...

个人分类:圕人堂|40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心仪图书馆相关工作，如何着手准备？

2019-9-24 07:00

圕人堂成员问： 图谋您好，冒昧地打扰您，因为我这里面临毕业，个人对图书

馆相关工作非常有意向。但由于是专业硕士，而且出身不好所以想提前做一下准

备，但是也不知道从哪些方面着手准备？好像进图书馆的话技术男比较“吃香”
一点，所以想向您咨询一下这方面。 图谋答：我对你的情况，了解有限，无法

提供较为具体的 ...

个人分类:圕人堂|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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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文件。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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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59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959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959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9959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959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9959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937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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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9 年 7 月，图谋受山西财经大学信息学院吴汉华老师委托发布《民间图

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 战略》（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2）赠书信息，该书系吴

汉华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 出版的新书，是基于国内民间图书馆实践开展的研

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 价值。2019 年 7 月 28-31 日先后赠书（签

赠本）33 册（定价 58 元每册，快递费按 8 元/册计 算，合计 2244 元）。圕人

堂特此感谢吴汉华老师！2019 年 9 月，图谋受吴汉华老师委托再次发布赠书信

息。索赠信息征集工作结束。9月 20-22 日 17：00 累计征集到 94 条信息。

（2）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

http://product.dangdang.com/27941701.html

作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

年 09 月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内容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图书情报工作管理、

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信息检索、情报分析与研究、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

文献学 8个部分，共 3436 条。《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对每条名词均给

出了定义或注释。这些名词是图书馆、文献情报机构、科研、教学以及新闻出版

等部门应遵照使用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规范名词。

（3）2019 年 9 月 27 日 14:00，群成员达 2473 人（活跃成员 453 人，占 18.3%），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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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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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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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