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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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www：“ 2019 年 212 所本科高校图书馆各学科领域图书借阅 TOP10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subj_index.php?year=2019。”

图谋：“岳阳市图书馆新馆试运行.

http://www.803.com.cn/2019/12/26/99643511.html；

岳阳市图书馆新馆已试运行，‘刷脸’可借还书 http://dwz.date/dkc。”

图谋：“鞠强.2019 年书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26299-1212440.html2019 年认真全

部读完的书有 29 本，与前几年相比保持稳定。可能是因为读之前选书比较慎重，

所以读完绝大部分都觉得不错，几乎没有觉得失望的。”

图谋：“王启云.意义非凡的图书馆学人物传记——读《奋斗一生——纪念

施廷镛先生》有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497427.html 这

是一本质量上乘的佳作，可谓爱不释手。由白化文先生作序，分思念父亲、清寒

祖先、荣宗耀祖、‘清华’情缘、日本侵华、‘燕大’坚守、饥寒交迫、重返南

京、思想改造、学术贡献、永远的怀念（施廷镛先生的同事、亲友、学生等写的

散文）等章节，附施廷镛年谱及论著目录。全书 19 万字，图文并茂，史料翔实，

选材得当。是一本意义非凡的图书馆学人物传记！”

www：“就圕人堂知识库中的内容，揣摩着组织了十多个热门议题，以期为

相关业务工作的拓展提供参考、解惑与借鉴。请提出你感兴趣的热门议题，或者

现有议题中漏掉的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进一步完善。

http://lib.nit.net.cn/tuan/subj.php。”

图谋：“高校图书馆工作：图谋“不轨”——《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

谋博客精粹》序 http://dwz.date/dnd。”

麦子：“马泰来在北美汉学图书馆界是很有名的 http://url.cn/5KX7M08

文中的一个序值得一读。”

boson：“Gartner 技术成熟度曲线：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5-trends-appear-on-the-gar

tner-hype-cycle-for-emerging-technologies-2019/。”

Leo 陈分享资料 “欧洲公共图书馆如何应对未来挑战？” 到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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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王启云.图书出版之后操啥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2839.html。”

长财馆*：“重磅 | 2019 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结果发布

http://t.cn/AisKCpMv。”

biochem：“取消事业编制！2020 年全部完成，这些地区已实施！这类人工

资将上涨 https://www.toutiao.com/a6779098225870635531/。”

默默：“图书馆崩溃行为大赏 http://dwz.date/dS3。”

图谋：“论文怎么写，才能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想法？http://dwz.date/dS6。”

图谋：“图谋受朱茗老师委托发布赠书信息。圕人堂成员若需要《金女大图

书馆人物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烦请 于 2020 年 1 月 9-10

日通过圕人堂 QQ 群小窗向图谋提供接收快递的详细通信信息（格式：姓名 手机

号 详细地址）。拟寄赠 50 册，先到先得。若逾期、逾数均致歉意，敬请谅解！

延伸阅读：新书推介：金女大图书馆人物

传.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3093.html。”

图谋：“新书推介：《替代计量学：理论、方法与应用》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3477.html。”

图谋：“关于《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近期时不时有成

员咨询如何购买。经咨询，答复如下：出版社方因忙年底结算、图书订货会、馆

配会等，需要等到 1 月 12 日订货会结束后与网上书店联系沟通发货。当前可以

通过该社微店购买。知识产权出版社微店.

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3287272057&spider_token=dce5 。”

图穷：“如何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

http://dwz.date/dZv。”

图 穷 ： “ 范 并 思 ： 低 幼 儿 童 的 图 书 馆 服 务 值 得 开 拓 与 深 耕

https://mp.weixin.qq.com/s/6SlAad28EmOGNi98nrlKuA。”

图谋：“《农业图书情报学报》http://nytsqb.magtech.com.cn/。”

图谋：“王启云.意义非凡的图书馆学人物传记——读《奋斗一生——纪念

施廷镛先生》有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497427.html。”

1.2 你提问，我回答

（1）图书馆管理系统，哪个好用，哪个售后好

水中月：“近期我们图书馆想更换图书馆管理系统，哪个好用，哪个售后好？

各位老师帮忙推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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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汇文。我感觉挺好。售后是用远程协助的形式，响应时间相当的快，

只是每年需要提交维护费 1 万元。”

skyler：“确挺好的。价格高了点，二十几万。统计分析功能。系统稳定性。”

www：“汇文的有自动生成的借阅排行榜，界面也比较友好。图创的 Interlib

也不错的，也有自动生成的借阅排行榜。我不是做技术的，只是用户，这两个系

统都有借阅排行榜发布，所以觉得不错。”

图穷：“像我之前在群里说的 RFID 设备一样，真正符合图书馆业务的系统

是没有的。我经常鞭策 RFID 设备商，多提改进意见，他们也慢慢改进，但改进

力度没有那么大。我很赞同重大图书馆杨新涯馆长说的‘图书馆需要参与前期设

计，参与系统和设备开发过程’。图书馆参与设计，设备商去实现。只买产品，

后期维护和使用的成本和付出确实很大，往往使图书馆的信息技术部受其他部门

同事的指责和设备商升级改造的拉锯战。”

福墨理*：“图书馆的经费不适合跟随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

曲师大*：“图书馆引领了发展才能提需求，否则就是供应商按照自己的思

路裹挟着图书馆向前走。”图穷：“对，现状就是这样。一直被裹挟中。”

（2）图书馆界的人有出过传记吗？

白云飞：“请问大神，图书馆界的人有出过传记的吗，可否告知一下书名。”

图谋：“群文件中就好几本。群文件中有《沈祖荣评传》《洪业传》。黄增

章编著.中国图书馆事业开拓者 杜定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施锐编

著. 奋斗一生-纪念施廷镛先生[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06。应该还

有更多。未来会有更多，韦棣华传、钱亚新传……据悉正在撰写中。”

图谋：“沈宝环之生平、著述与贡献 作者 : 周余姣 学位授予单位 : 中

山大学学位 名称 : 博士后 导师姓名 : 程焕文 学位年度 : 2017。”

图谋：“关于图书馆界人物传记话题，因图谋略有关注稍作展开。个人的总

体印象是，密切相关的专著较少，多本辞典有所涉及（主要是人物小传）。近年，

图书馆史研究涌现一大批学者，硕果累累，比如对杜定友、钱亚新、沈祖荣、沈

宝环、裘开明、刘国钧、韦棣华等人物的研究，有的已出版人物传记，有的即将

出版，有的正在撰写中……”

图谋：“吴仲强主编.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人物大辞典[M].亚太国际

出版有限公司.1999.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完整记载从古至今图书馆学、

情报学、档案学人物生平传记、学术著作、学术贡献和学术思想的大型学术性著

作。”

图谋：“王启云.意义非凡的图书馆学人物传记——读《奋斗一生——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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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廷镛先生》有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497427.html 这

是一本质量上乘的佳作，可谓爱不释手。由白化文先生作序，分思念父亲、清寒

祖先、荣宗耀祖、‘清华’情缘、日本侵华、‘燕大’坚守、饥寒交迫、重返南

京、思想改造、学术贡献、永远的怀念（施廷镛先生的同事、亲友、学生等写的

散文）等章节，附施廷镛年谱及论著目录。全书 19 万字，图文并茂，史料翔实，

选材得当。是一本意义非凡的图书馆学人物传记！欢迎补充，进一步增进了解。”

图谋：“朱茗著. 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朱茗著的《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在梳理展示金女大不同发展时期图书馆

的建设背景下，重点以人物为主线，对 30 位图书馆前辈人物进行一一考证，将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零散历史资料和信息组织起来，再现民国时期图书馆前辈们的

风采。”

（3）图书馆日语书如何编目？

sonorous：“我想问下，没有小语种背景的，也就是没学过日语的，怎么对

日语书进行编目呢？也是去 CALIS 外文系统上套录数据吗？没有数据的在现

编？读者群体是日语系的老师。”

扣肉：“外语书，显然要看读者群体。而且也不一定只有 calis 才能套录。

worldcat 上有很多，到 worldcat 上搜一下，找到其它日本馆。因为编目所采用

的语种肯定只能是日语。”

sonorous：“然后直接搜？”扣肉：“这个显然不是 marc 数据。要到具体

某个馆，看有没有 marc 数据可以 copy。但你这个貌似应该是上海馆的数据包，

下面一堆拼音。不一定 worldcat 自己的语种要设置成日文。因为没有用。一般

也就是在上面看看哪个馆有。”

（4）CADAL 的新版网站是否可以访问？

菏马：“各位老师现在谁有时间，有事相求，想问下 cadal 的新版网站是否

暂时打不开了。”

hero8151：“我这边打不开。”图谋：“CADAL 门户正在补系统漏洞，暂不

能访问，预计今天之内可以好。来自江苏地区中心的反馈。”

（5）谈谈馆藏资源建设话题

闲在心上：“有谁愿意谈谈馆藏资源建设话题。中国出版传媒征稿。”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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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ler：“馆藏资源建设很难写出新意。资源建设是个长期的过程。”

扣肉：“专业馆的馆藏建设，只能各自走出自己适合的道路。综合大学图书

馆，其实各自建设馆藏也会有不同的策略。”

法自然：“馆藏资源建设对实务很重要，可是现在很多人和一些刊物追求理

论创新，新鲜度高的东西，往往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现阶段普适性低。普适性

低的做法，对实务价值多大呢，导致图情教育，研究与实际有点脱节。”

sonorous：“这种一问一答有针对性的访谈方式比较好，然后采访 5 到 8

个左右重要高校馆藏建设的负责人，就很全面了。”

（6）少儿图书哪些出版社好？

卢图小魏：“请问少儿图书哪些出版社的比较好呢，谢谢！”

清凉桐影：“少年儿童出版社怕不得排第一啊。”

牛牛：“经常买未来出版社的书。”

（7）岳阳市图书馆新馆信息辑

图谋：“岳阳市图书馆新馆信息辑 1 岳阳市图书馆新馆试运行，首日迎客

2000 余人次.http://www.803.com.cn/2019/12/26/99643511.html12 月 25 日，

位于王家河螺丝岛的市图书馆新馆投入试运行。这座承载着众多期盼与希冀的文

化新地标揭开面纱，盛装绽放，吸引了一批读者前来借阅。据初步统计，新馆试

运行首日借阅量 500 余次，接待读者 2000 余人次，共办理借书证近 200 个。

2 岳阳市图书馆新馆已试运行，‘刷脸’可借还书.http://dwz.date/dkc。岳阳

市图书馆新馆位于螺丝岛，紧邻王家河、南湖及珍珠山公园等自然景观，风景优

美，环境舒适怡人。新馆建筑面积 13500 平方米，主楼四层，裙楼 2 层，可藏书

80 万册，拥有阅览坐席 800 多个。新馆采用国内先进的图书馆技术和服务理念，

建设成设施先进、技术领先、资源丰富、服务优质、覆盖广泛、特色鲜明、国内

一流的创新型图书馆。”

（8）镜头下的图书馆——路易斯安娜州立图书馆

麦子：“今天路过路易斯安娜州立图书馆，刚建好，还没开张。”

http://www.artlib.cn/
http://www.803.com.cn/2019/12/26/99643511.html
http://dwz.date/d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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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路易斯安娜州立图书馆)相当漂亮。”

麦子：“另外去了路州州立大学，图书馆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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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其实现在看书的空间太多，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来图书馆了，下面是

他们的学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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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m：“如果宿舍和教室有中央空调，很多学习也不去图书馆看书了。”

福墨理*：“学生需要的学习空间如果宿舍有专门的学习空间，那么就不需

要来图书馆了。国外高校宿舍有附带学习区。”

雨人：“所以，在现今条件下，图书馆的空间资源对学生还是有吸引力的。”

biochem：“现在学生宿舍档次不同，有单间、标间、八人间等。”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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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墨理*：“如果宿舍的网络覆盖也是学校统一网络的话电子资源也不用跑

图书馆使用了。国内高校也有尝试，例如山东大学青岛校区。我们学校也在尝试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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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只是没有空调，所以图书馆生意还不错。”

雨人：“体现了以人为本，怎么方便学生怎么来.”

麦子：“类似食堂，学生会，聚会处的综合体。美国大学现在基本是停车场

也有无限，而且往往任何人都可以用。不需要密码，但有一个免责的登录页。”

biochem：“除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专用停车位。”

中国药*：“教学区不应该覆盖无线，甚至 4G 都给屏蔽掉，看看现在学生上

课的样子，就明白了。”

扣肉：“这个可能还是牵涉到高校馆的运营思路。有不少馆将到馆率作为衡

量图书馆吸引读者的重要评价指标。也许应该调整评价思路，将资源利用率作为

评价指标。这就涉及到更多电子资源的使用量分析。尤其各馆现在都买了大量电

子书，使用率可能也能反应为读者提供服务的效果。”

sonorous：“学术电子书貌似用量普遍不高。”

二木：“跟惯性有关。当前图书馆或许主推纸本更好一些。”

（9）鞠强：2019 年书单

图谋：“鞠强.2019 年书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26299-1212440.html 2019 年认真全

部读完的书有 29 本，与前几年相比保持稳定。可能是因为读之前选书比较慎重，

所以读完绝大部分都觉得不错，几乎没有觉得失望的。”

（10）圕人堂知识库更新热门议题

www：“就圕人堂知识库中的内容，揣摩着组织了十多个热门议题，以期为

相关业务工作的拓展提供参考、解惑与借鉴。请提出你感兴趣的热门议题，或者

现有议题中漏掉的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进一步完善。

http://lib.nit.net.cn/tuan/subj.php。”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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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www 这个做的太好了，很感谢！费心了。王建涛老师是生活中的

热心人，圕人堂就需要这样的成员，辅导年龄大的人不被时代淘汰。”

减减：“@www 辛苦了！感谢！”

图谋：“圕人堂这些年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不少像王建涛老师那样的热情

参与者、贡献者。”

（11）图谋“不轨”——《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序

图谋：“ 【思辨·感悟】图谋“不轨”——《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

博客精粹》序 http://dwz.date/dnd。”

天山雪莲：“衷心感谢邱老师、王老师、刘洪主编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

大力支持！”刘编：“我是胡说八道，难登大雅之堂。平小妹和谋兄弟为鼓励我，

http://www.artlib.cn/
http://dwz.date/d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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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机会，感谢！”图谋：“感谢两位刘主编！”

（12）程焕文老师网课：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图书馆管理

扣肉：“程焕文老师的网课——图书馆管理。今天已经更新了第三讲。大家

寒假可以多学习。http://dwz.date/dnf。图书馆管理是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课

程，既是图书馆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也是各类型图书馆从业人员业务培训与

学习的必修课。在教学内容上对传统的图书馆管理课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重点

突出图书馆管理的现实性和实用性，主要教学内容包括：（1）核心价值：图书

馆核心价值，馆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2）经典理论：美国杜威的‘三最

论’与‘3R 论’，印度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中国图书馆馆员的‘为

人找书，为书找人’，程焕文的‘用户永远都是正确的’；（3）组织文化：组

织理念，组织形象，专有标识；（4）组织架构：法人治理，馆长负责制，民主

集中制，机构设置，总分馆制，业务联盟，专业组织；（5）发展规划：规划，

目标，经费，（6）业务管理：资源为王，服务为本，技术为用；（7）空间管理：

馆舍建设，空间布局，空间优化；（8）行政管理：制度建设，人事管理，财务

管理；（9）宣传推广：全民阅读，读书节日，阅读推广，文化传播；（10）总

结报告：阅读报告，年度报告。在教学方式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扎根中国大地，

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图书馆服务体系为中心，用丰富多彩的图书馆实践案例

阐述图书馆管理理论与理念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充分地展示新世纪以来我国

图书馆管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 本课程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

深入浅出，既适合在校学生课程学习，又适合图书馆员业务提升的专业课程。”

图林新人：“添加课程，寒假学习。”

（13）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中的重大项目和普通项目

Jiang：“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的题目中，有些有星号的，有些没有星号

的,是不是有星号的就可以申报重大项目，没有星号的就只能申报普通项目? ”

碧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20 年度课题指南》条目分为具体条目（带*

号）和方向性条目两类。具体条目的申报，可选择不同的研究角度、方法和侧重

点，也可对条目的文字表述做出适当修改。方向性条目只规定研究范围和方向，

申请人要据此自行设计具体题目。具体条目和方向性条目均可申报重点项目。只

要符合《课题指南》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各学科均鼓励申请人根据研究兴趣

和学术积累申报自选课题（包括重点项目）。自选课题与按《课题指南》申报的

选题在评审程序、评审标准、立项指标、资助强度等方面同样对待。无论是按《课

题指南》拟定的选题还是自选课题，课题名称的表述要科学、严谨、规范、简明，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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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引起歧义或争议。”

（15）朱茗《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

1）新书推介：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

图谋：“新书推介：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3093.html 朱茗. 金女大图

书馆人物传[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1.在梳理展示金女大不同

发展时期图书馆的建设背景下，重点以人物为主线，对 30 位图书馆前辈人物进

行一一考证，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零散历史资料和信息组织起来，再现民国时期

图书馆前辈们的风采。”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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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茗老师委托赠书

图谋：“图谋受朱茗老师委托发布赠书信息。圕人堂成员若需要《金女大图

书馆人物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烦请 于 2020 年 1 月 9-10

日通过圕人堂 QQ 群小窗向图谋提供接收快递的详细通信信息（格式：姓名 手机

号 详细地址）。拟寄赠 50 册，先到先得。若逾期、逾数均致歉意，敬请谅解！

延伸阅读：新书推介：金女大图书馆人物

传.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3093.html。”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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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小窗提供接收快递的详细通信信息（格式：姓名 手机号 详细地址）。

这样可以节省我整理的时间。请索书者按照格式提供信息，谢谢！请小窗提供信

息。我回复收到，表示确认。不要多余的信息，多余的信息，我还得进一步整理。

我按小窗提供信息的顺序整理。收到确认信息的，请检查一下所提交的信息是否

准确。手机号及地址信息必须准确无误，否则无法寄达。”

刘欣 *：“非常感谢，圕人堂又一次给圕人发送福利！这也是群中图书馆人

独享的精神礼物。”海边：“大家注意寄到学校的，放假会不会丢失。”青青草：

“每天都在这个群里受益匪浅，感谢各位老师。”Judy：“谢谢热心的图谋老师！

谢谢群里热情的老师们！”

图谋：“已满员，不用再提交信息，谢谢！”

图谋：“当当网售书网址：朱茗. 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M]. 南京：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18.12.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

http://product.dangdang.com/26908660.html 内容简介：关于金陵女子大学 36

年的办学史，后世研究文献内容主要集中于校史、办学思想、师生回忆录、口述

历史和抗战时期的校园等，涉及图书馆的只有只言片语，针对金女大图书馆更全

面、更深层次的研究较缺失，更没有对图书馆人员的深度挖掘和全面揭示。《金

女大图书馆人物传》在梳理展示金女大不同发展时期图书馆的建设背景下，重点

以人物为主线，对 30 位图书馆前辈人物进行一一考证，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零

散历史资料和信息组织起来，再现民国时期图书馆前辈们的风采。”

图谋：“这算‘延伸服务’，供未能获取到赠书的成员参考。感谢朱茗老师

为圕人堂成员奉献的新年特别福利！”水秀：“多谢图谋想的这么周到。”

3) 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中人物及其寿命

图谋：“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中人物及其寿命。信息源：朱茗. 金女大图书

馆人物传[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2.金女大（1915-1951）图书

馆人物传中人物，18 位知晓生卒年者，2 位 100 岁以上，6 位 90-99 岁，7 位 80-89

岁），11 位生卒年信息不完整或缺失，另有一位 2011 年为 90 岁（不知是否健

在？）。

1 Adelaide Gundlach(1890-1987) 97

2 Naro E.rivenburg(1888-1942) 54

3 Marion J.Ewing(1885-1957) 72

4 Anna R.Clark(1889-1974) 85

5 L.H.Caldwell(1895-1990) 95

6 余舜之（1902-1995）93

7 张肖松（1901-2008）107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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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钱存训（1910-2015）105

9 B.Buurgoyne Chapman(1883-1982) 99

10 朱家治（1893-1977）84

11 沙鸥（1899-不详）

12 吴光清（1905-2000）95

13 吴元清（1911-1996）85

14 刘椿年（1909-不详）

15 Alice Ellzey Morris（1911-1994）83

16 王仁慈（1911-不详）

17 S.F.Liu(生卒年不详)

18 孙雁征（1917-2012）95

19 袁竸化（1915-不详）

20 刘恩萱（1915-1995）80

21 沈荣锦（生卒年不详）

22 刘华锦（1904-1966）62

23 张德顺（1909-不详）

24 熊爱涟（1921-）2011 年健在，90+

25 宋邱玉瑛（生卒年不详）

26 邱德华（生卒年不详）

27 Mary C.Watson(1910-1996) 86

28 常宝贞（生卒年不详）

29 杨效让（1899-不详）

30 郝映青（1885-1975）80。”

(16) 2019 年大学图书馆经费和学院图书馆经费数据

【管理*：“2019 年大学图书馆经费和学院图书馆经费 ，这个数据谁有啊。”

&@&：“2019 年的数据，到三月份才会统计。”

图谋：“2018 年的，教育部图工委网站已公布。”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296 期 20200110）

24

【管理*：“这个没有分别学院和大学啊。没有细分。”

图谋：“分报告有数据。你贴的这个是总报告。”

(17) 永远的怀念——重读马泰来先生《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

前言》与《学海纪程：〈马泰来文史论集〉代序》

麦子：“马泰来在北美汉学图书馆界很有名 http://url.cn/5KX7M08 上文

中的一个序值得一读。”

图谋：“顺着麦子老师的推介，图谋做进一步工作，以期更好地获得关注，

惠及更多人。张爱芳.永远的怀念——重读马泰来先生《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

馆 藏 〈 永 乐 大 典 〉 前 言 》 与 《 学 海 纪 程 ： 〈 马 泰 来 文 史 论 集 〉 代

序》.http://url.cn/5KX7M08 作为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工作的我，有幸先后承

担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2013 年出版，先生时任普

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与《采铜于山——马泰来文史论集》的编辑工作。

先生的文集书稿约于 2016 年由小悠从报刊中将先生已发表的论文逐一复印后交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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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该书于 2017 年出版，当时先生身体已欠佳，关于稿件内容的讨论，都

是通过邮件联系。通过这两书的编辑，与先生有较多的交往，深感先生治学严谨。

在此，重读先生两篇序言，表达对先生永远的怀念！斯人已逝，先生的著述和思

想将与世长存，他们的情怀、风骨和品格也永远为世人追忆，他们的精神之火必

将代代相传！《学海纪程》（代序·节选）摘编 兹述闻见，作‘考证九策’。

虽非渡人金针，野人献曝，容有少助。不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第一。应有基本

知识，不犯常识性错误第二。不可轻视词汇，望文生义第三。不宜堆砌资料第四。

熟习典章制度第五。不可忽视基本逻辑第六。寻找研究命题第七。果断第八。采

铜于山第九。”

图谋：“非常好，受益匪浅。图谋以为，马泰来先生这样的学者，是图书馆

人榜样人物。”麦子：“谢谢，我就想介绍美国一些图书馆人士做的工作,其实

就是学者。我认识一些人是在文科教授和图书馆员之间，当然学术上都颇有造

诣。”

(18) 新书推介：《替代计量学：理论、方法与应用》

图谋：“新书推介：《替代计量学：理论、方法与应用》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3477.html 杨思洛 等著.替代计

量学：理论、方法与应用[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9.12.该书是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国际影响力综合评价研究’

（17ATQ009）阶段性成果。替代计量学是社交媒体环境下，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兴

起、数字出版的流行、开放存取的普及而兴起的重要研究领域。本书首次从理论、

方法和应用三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替代计量学的基本内容，构建了替代计量学理

论体系。理论部分包括替代计量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方法部分包括替代计

量学的数据来源、指标体系、方法体系和工具体系；应用部分包括替代计量学的

应用体系和研究实例分析。替代计量学的方法可广泛应用于科学评价、信息服务、

信息检索、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等领域。”

图谋：“我们图情领域相对是非常小众的。图情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科

学普及‘是有必要的。这些年，圕人堂在积极做一些微努力，比如图情新书推介、

‘圕人堂文摘’等。据个人观察，它是有积极作用的。原因之一是，圕人堂成员

中潜伏着一定数量的图情研究与实践‘骨干力量’或‘活跃分子’。图谋提供的

是参考模板，可以直接复制/粘贴之后复用。”

(19) 《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购买方式

图谋：“关于《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近期时不时有成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3477.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296 期 20200110）

26

员咨询如何购买。经咨询，答复如下：出版社方因忙年底结算、图书订货会、馆

配会等，需要等到 1 月 12 日订货会结束后与网上书店联系沟通发货。当前可通

过该社微店购买。知识产权出版社微店.

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3287272057&spider_token=dce5。”

（20）《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研究》推介

图穷：“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研究，主编 褚树青。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理论研究’和‘杭州探索’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了国外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方式、经验，分析了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

业建设的现状，提出了改进策略；下篇以案例分析为视角描绘了杭州图书馆十多

年来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的积极探索，梳理总结了具体做法、

取得成效和发展经验，展望了未来发展方向。上下两篇从理论和实践的多个层面

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的话题，可以为各地公共图

书馆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21）《农业图书情报》更名为《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图谋：“《农业图书情报学报》http://nytsqb.magtech.com.cn/《农业图

书情报学报》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主管、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

究所主办的一本学术期刊，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创刊于 1984 年，2020 年正式由

《农业图书情报》更名为《农业图书情报学报》，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2-1248，

国内统一刊号：CN10-1680/G2。为促进图情领域青年学者的交流合作，凝聚青年

智慧、发挥青年才能，促进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及相关学科持续健康发展，由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编辑部主办的‘2020 年全国图书情报青年学术论坛暨全

国农业科研系统第十一届电子资源培训会’暂定于 2020 年 5 月下旬在广西省南

宁市召开。论坛旨在发现和培养图书情报领域的优秀青年人才，促进全国图情领

域青年学者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学习、思考与创新。本届论坛特

面向全国图书情报领域和其他学科中从事图情领域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征集论

文。”

（22）技术跟图情领域，有什么好的结合点吗？

图谋：“今天下午有成员问图谋：‘请教个问题：技术跟图情领域，有什么

好的结合点吗？’《农业图书情报学报》这个征稿启事，或许可视作参考答案。”

图谋：“AI 在图情专刊 征稿启事。近几年 AI 应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

卷各行各业，图情领域更是掀起了智慧图书馆、智慧情报、科技智库、数字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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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应用热潮。为进一步把握图书馆技术前沿进展，以促进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携手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组织‘AI 在图情’专刊。文稿通

过《农业图书情报学报》官方网站 http://nytsqb.caas.cn 注册并在线投稿，

烦请注明‘AI 在图情’专刊投稿。【征稿方向】1. 人工智能与第三代图书馆；

2. 数据智能前沿；3. 智慧数据及应用；4. 下一代系统与数字人文；5. 关联数

据；6. 本体应用；7. 区块链；8. 智慧情报；9. 机器学习；10. 认知计算与语

义网；11. 智慧图书馆与智慧服务。”

（23）《农业图书情报学报》刊名变更简史

图谋：“《农业图书情报学报》刊名变更简史：

2020-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2019 《农业图书情报》

1989-2018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其前身为《农业图书馆》（1983-1988）

和《农业科技情报工作》（1985-1988））

1983-1988 《农业图书馆》

延伸阅读：1 发刊词[J].农业图书馆,1983(01):1-2.在主管部门关怀和广大

群众支持下,经过酝酿和筹备,《农业图书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图书和情报资

料工作是科研、教育和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所必不可少的。,建国后,特别是……以来,我国农业图书馆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

的局面,工作人员日益增多,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坚

信今后在四化建设中将会更加兴旺发达,前程似锦。 2 本刊编辑部.致读者[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1989(01):1.‘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在神州

大地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伴随着 1989 年新春的到来,我们谨以喜悦的心情把这份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奉献在读者面前。《农业图书情报学刊》的前身是《农业

图书馆》和《农业科技情报工作》。 3 《农业图书情报》征稿启事[J].农业图

书情报学刊,2018,30(12):1.《农业图书情报》创刊于 1984 年,是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主管、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主办的行业学术期刊,并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根据《农业图书情报学刊》发展的实际情况……总局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批复同意《农业图书情报学刊》(CN-2711/G2)更名为《农业图书情报》。”

图谋：“干脆简单梳理了一下。其中《农业科技情报工作》创刊时间依据读

秀学术搜索检索结果推定，可能不够准确。仅供参考。”

（24）关于“国家级期刊”的讨论

凯瑟琳：“@图谋 请问，这类期刊算不算国家级期刊呀？”图谋：“这个什

么级，是自定义的。算地球级也没问题。开心就好。分级的目的通常是让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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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图谋希望大家都开心。”猫爪：“，现在评职称用的论文要讲究是不是核

心刊，还是省级刊物吧？这个定级自定义如何理解啊？”广东小肥羊：“解释权

在单位或是上级的人事管理部门。”猫爪：“哦，是。谢谢小肥羊！” 凯瑟琳：

“@猫爪 核心期刊有鉴定的标准，比如北核，而国家级期刊才真的是没有鉴定标

准。”

（25）关于人工智能与图书馆的讨论

资 深 码 农 ： “ 这 里 有 个 对 AI 的 预 测 （ 见 ：

http://wap.sciencenet.cn/blog-3005681-1211513.html?mobile=1），认为 AI

会首先接管图书馆员的工作，我觉得在国内肯定不会实现，顶多算技术进步。”

雨过天晴：“理论与实际脱节，那么研究那么多理论做什么呢？国内绝大多

数图书馆多少年里都实现不了的东西，却是研究热点，我不能理解。”

sonorous：“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骑鹿踏雪：“实现的时候最起码要 10 年后吧”

biochem：“2049 年，最迟 2049 年实现。”

麦子：“@雨过天晴 我能理解，因为这些都是折腾的好方法”

刘*华：“必须相信呀，要有信念与理想嘛”

雨过天晴：““仰望星空”的前提，是“脚踏实地”我理解理论走在实际前

面，但走得太快太远，就是空中楼阁，没有意义。纯粹为研究而研究，愚见不是

好风气。”

诲人不倦：“不是人家走的快，走的远，也许是咱们走的慢，视野窄呢”

雨过天晴：“我的认知里，能够被绝大多数人学习后实践的研究，才是有价

值的。一孔之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麦子：“@雨过天晴 其实很多的东西都属于构想”

青山：“还是对理论研究多些宽容为好。图书馆界认同并从事理论研究的人

不是太多，理论却为图书馆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多点理论多一条路，这和多个

朋友多一条路是同一个道理。”

清咖：“@雨过天晴 抛一个元问题，何谓意义？理论没有实践层面的内容和

支持，理论就是无用的？那么又来了，何谓用？人类生活的意义和用何在？在什

么尺度上讲？这些问题有没有意义和用呢？”

诲人不倦：“意义和用都是个人赋予或感受的，这个讨论本身是否有意义和

用都是见仁见智。”

清咖：“意义、用、价值这些词语，如果用权力决定，是不用讨论的，谁大

谁说了算。如果是个人赋予的，那就是主观性的东西，可以相互启发，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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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相互决定，可以这样表述吗？@诲人不倦”

诲人不倦：“@清咖 接不上话了，这种深度的讨论已经超过我的认知边界，

只有每年读几百本书的丫枝老师估计才能回答，笑而不语就是丫枝的回答吗？”

清咖：“@诲人不倦 随便说说。经济学里有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前者

也还是研究对象吗。我是指很多理论，穿越了很多年的无用，坐了很多年的冷板

凳，结果发现还是挺有用的。如果纯粹从当下之用里看理论，有点促狭。难道现

在还不用吗，大多研究都争取成为策，本身就是追求用。”

刘*华：“理论，如果纠结于是否有用，那不只是成了经验的总结了吗？”

清咖：“@wjew 以为然”

雨过天晴：“理论研究是好事，不好意思我是看上文有感而发，可能没表达

清楚。刚刚那些话针对的是专业领域对技术研究理论上的过多重视，比如 AI 等

等，对于大多数馆实际运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刘*华：“并且总结出来的“理论”也不一定有用，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有如历史，每个人眼中的历史经验与总结，都不一样呢。AI，或一切理论，在我

眼中，都是“可能性”，你要考虑到有某种可能性，至于是否会被实现，有时在

于大家是否相信这种趋势或解释。比如我们都相信 AI 十年内一定会取代世界上

的图书馆员工作，有可能咱们现在就转行学其他专业知识，没办法呀，要活下去

呀。”

biochem：“爱因斯坦的主要预言有：黑洞、爱因斯坦-罗森桥（虫洞）、引

力波、引力透镜、引力红移、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激光、宇宙学常数、时空

弯曲、钟慢效应等等。据说当时全世界能看懂这些东西的人不到 10 个。”

青山：“@雨过天晴 ，没关系，能理解”

清咖：“且行且观，可能性的确有些被历史实践所抛弃，也有一些可能性成

为现实性。”

木木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西游记里的千里眼、顺风耳不

也在 N 年以后实现了吗？”

青山：“群里的老师说得都挺好”

雨过天晴：“ @wjew 这个，我真不相信呢！”

刘*华：“不相信，咱们就继续在这个群里讨论交流呗，它也不影响咱们继

续做好一个图书馆员。所以说，理论就是这样。不要把理论当作信仰，你就会好

受一些。”

cpulib2009：“估计那时图书馆都没了，还取代呢”

刘*华：“如果咱们把 GC 主义当作一种理论，是什么样的心态？如果当作是

一种信仰，会是另一种态度吧？今天早上，我读书，最大的一句收获是：讲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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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道理很容易，但是让听的人真正相信，是另一回事。”

清咖:“又一个元问题，理论不等于信仰。信仰不能讨论，不能质疑。信仰

是用来信奉的。”

徐徐清风：“XML 问世后，不少图书馆人预言繁杂的书目记录 marc 格式将

被替代，完成历史任务，寿终正寝。结果呢？”

刘*华：“书目记录 marc，不正在寿终正寝的路上吗？”

徐徐清风：“哪有？marc 一直是编目最基本最底层最持久的书目格式。”

诲人不倦：“信仰是相信相信的力量，理论是解释可能的现象”

cpulib2009：“以前也有预言纸张消失的，技术是一方面。”

刘*华：“AI 会带来一某些人某些行业的失业，也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如

此而已”

徐徐清风：“各种 XML 转化也是基于 marc 来实现,marc 生命力极其强，关

键是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各大书商给图书馆提供数据，基本上都是提供原始

的 marc 数据。”

诲人不倦：“长期共存是常态，替代部分是可能”

雨过天晴：“至少，图书馆员不会失业”

刘*华：“就像图书馆员失业了，咱们这个群里的人大多不会选择自 sha，

而是会选择继续活下去，做别的事情。”

boson：“@wjew 丫枝忘了刘炜老师的话了”

徐徐清风：“前沿研究还是需要的，不管是否能实现。像无人驾驶，概念汽

车，概念城市。。。各个行业其实都在玩概念意义上的预测。”

刘青华：“图书馆员不会失业？这句话多么让人不可信。只不过今天的中国

大学图书馆员，好多暂时不会失业，如果看看欧美（比如英国这些年关闭了那么

多公共图书馆，那些图书馆员，是失业了还是自己转行了？）”

雨过天晴：“当然需要，只是说不能太看重”

诲人不倦：“刘炜老师只是用当下的状态发了一个段子，这种情况不会长期

存在”

sonorous：“图书馆员转行能做啥？？？”

刘*华：“我的智力与知识，只能告诉我：我能看见的光，最多几步远。再

远了，我就迷失了”

徐徐清风：“当前高校图书馆员的现状，不是失业，是失去编制。”

cpulib2009：“AI 的真正目的不是取代谁，而且对科研起辅助作用，比如

现在制药行业的 AI 越来越受重视。”

清咖：“有图书馆员吗？只是有一个一个图书馆员罢了。有的图书馆员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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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有的图书馆员能成为工程师，还有许许多多图书馆员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业

务能手，当然也有图书馆员问能干啥？@sonorous”

boson：“@wjew 这里的“馆员失业”指的是整个行业被所谓 ai 替代。你偷

换了概念，拿部分人员失业和整个行业失业进行混淆。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发生部

分人员失业，教授、工程师、工人……哪个职业不会遭到裁员？”

清咖：“@boson 精确。使用概念最需要的就是内涵外延准确。”

sonorous：“悬啊，现在过了 35 岁，转行基本上没啥公司会要了吧，考事

业单位又超龄了。。。一般都是卡 35 周岁”

刘*华：“我错了，不参与讨论了。我说的失业，是指个体，不是整个行业。

你们继续讨论。那就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吧。即使已经在河面上建了桥！”

清咖：“有桥也不走，就喜欢河水清凉感@wjew”

诲人不倦：“读书读多了，怎么这么容易认错”

刘*华：“读书多了，我才知道自己容易错。”

芹嫚：“读书越多，才发现不知道的越多啊”

jiang：“图书馆不会失业。图书馆是越搞越多越搞越大。就是自动化管理，

自动借还书也肯定还需要工作人员管理。不可能一个人都没有。高校图书馆是不

断扩张不断扩大买书不断扩大馆舍，公共图书馆也是不断扩张扩张到街道办。中

山大学图书馆还要准备扩大一倍的馆舍。”

梧桐：“越搞越多？越搞越大？我科研图书馆的都要兼职档案了。跨行了。

全单位的会计，合同档案。图书馆就我一个人。我退了都不知道还要不要图书馆？

小型科研馆现状。我们企业干图书馆的都改行档案了。像设计院类的改企，就不

大保留图书馆了。公共和高校馆没问题。”

南师中北图馆：“档案管理算图书馆行政事务，挺好的不会随时有变动的单

位。”

图谋：“不宜把个案当一般，当前图书馆领域确实面临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

资深码农：“AI 需要商业炒作，炒作才能吸引风投，才能推动产业发展。

但是，潮水退去，裸泳的丢人了。图书馆的用户画像，信息推荐，信息服务，还

是可以引入 AI 的”

诲人不倦：“引入技术不是大问题，图书馆要整合各种技术，各类系统，各

种资源等所面临的挑战更大，无法集成，就难以形成合力，从而影响运行效率和

服务效能。”

资深码农：“是的，这是个大问题。引入太多系统，消化不良。以我的个人

观点，图书馆系统供应商，应该走在技术的前沿，带领着图书馆行业进步。现实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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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人不倦：“现实就是这样的啊，图书馆就是被各类供应商裹挟着往前走的。”

麦子：“@资深码农 这是必须的，美国一直这样，最近我在写一篇文章就说

这个。”

资深码农：“图书馆系统，最好是模块化的。想要啥，插上即可。可以更好

的实现系统集成。图书馆行业提需求，供应商负责实现”

诲人不倦：“为啥大大说命运共同体呢，我觉得所有利益相关者就应该放下

偏见，图书馆也不要再喊“为什么...狼”了，而是与狼共舞，共同进化”

二木：“专业人员做专业事”

麦子：“@资深码农 应该进一步：供应商提供服务让图书馆选。现在还差很

远。”

资深码农：“@麦子 可以提议好，很对！目前现状怎么样”

诲人不倦：“下一代图书馆系统 FOLIO 就是模块化的，提供开放接口”

资深码农：“看来图书馆供应，还是一片蓝海@诲人不倦 国内有供应商吗”

诲人不倦：“算是 ebsco 公司和 calis 联合开发吧”

资深码农：“是个开源的系统，可以做做汉化之类的”

万寿寺路痴：“文章写出来，请分享一下，非常想拜读，谢谢！@麦子”

麦子：“谢谢捧场，我是花了大半年，但手头上事多，一直没完成，还有

20%。”

资深码农：“@麦子 需要打下手，可以说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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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推介：《替代计量学：理论、方法与应用》

2020-1-9 13:59

书名：替代计量学：理论、方法与应用 作者：杨思洛 等（著） 出版社：科学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12月 页数：358 价格：128.00元 ISBN: 9787030628602
杨思洛 等著.替代计量学：理论、方法与应用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9.12. 内
容简介： 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

个人分类:圕人堂|315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新书推介：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

2020-1-6 14:53

书名：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 作者：朱茗（著） 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

版日期：2018年 11月 页数：368 价格：38.00元 ISBN: 9787565137297 朱茗著.
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 .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金女大图书馆人物

传》在梳理展示金女大不同发展时期图书馆 ...

个人分类:圕人堂|62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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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读书

2020-1-5 21:48

2019年 12月 19日，圕人堂群刘青华老师提议搞一个“圕人堂晒书乐”趣味活动，

晒阅读书目或者说晒书单节目。种种原因，目前参与者不多，倒是陆续看到科学

网上电子科技大学周涛教授、中国科 学技术出版社鞠强先生晒书单。我也想凑

个热闹，闲话几句。 2019年可能是我自身读书较 ...

个人分类:圕人堂|57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书出版之后操啥心？

2020-1-4 11:43

《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2019年
3月 20日提交选题申报书，3月 27日获悉选题通过，5月 21日签出版合同，6
月 6日支付出版费，6月 10日交书稿，12月 27日收到样书。 这次这本书是 312
千字，449克，算是比较薄，方便我寄赠。第一批书实际是样书 50册 ...

个人分类:圕人堂|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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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事记

（1） 2020 年 1 月 9 日，图谋受朱茗老师委托发布赠书信息。“圕人堂成员若

需要《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烦请 于 2020

年1月9-10日通过圕人堂QQ群小窗向图谋提供接收快递的详细通信信息（格式：

姓名 手机号 详细地址）。拟寄赠 50 册，先到先得。若逾期、逾数均致歉意，

敬 请 谅 解 ！ 延 伸 阅 读 ： 新 书 推 介 ： 金 女 大 图 书 馆 人 物

传.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3093.html ”信息发布后，1

小时之内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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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圕人堂 1 月 6 日推介朱茗《金女大图书馆人物传》（南京师范大学，

2018.12）、1 月 9 推荐杨思洛《替代计量学：理论、方法与应用》（科学出版

社，2019.12）。图情领域相对是非常小众的。图情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科

学普及“是有必要的。这些年，圕人堂在积极做一些微努力，比如图情新书推介、

“圕人堂文摘”等。据个人观察，它是有积极作用的。原因之一是，圕人堂成员

中潜伏着一定数量的图情研究与实践“骨干力量”或“活跃分子”。

（3）2020 年 1 月 10 日 14:00，群成员达 2632 人（活跃成员 540 人，占 20.5%），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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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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