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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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图书馆热书发现系统 

www：“读什么书呢？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书却在，‘热书自选’

处：http://ocean.nit.net.cn/subject/?clm=book&what=select。”“做阅读推

广的老师请关注：热书发现系统新增加热书搜索，点开图书能看到相关推荐描述

和各种榜单，若正好有你需要推荐的图书，就不用到处找了。”羽得公：“用啥做

的？自己开发的，还是利用了网上的免费工具？”www：“这个功能这两天刚做出

来，其它的敬请等待。”www：“不知道各位老师访问的速度怎么样？是蹭的一个

网站平台，没有专门的。”新师刘：“速度不错，我刚把这个收藏，希望以后有好

的推荐。”www：“数据会悄悄更新，可供做阅读推广参考。” 

 

（2）论文检测与高等教育 

盛夏：“http://news.jyb.cn/high/gdjyxw/201411/t20141124_605242.htm

l 论文检测应是助推高等教育学术创新的一面镜子 www.jyb.cn 2014 年 11 月 24

日 作者：倪秀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http://news.xhu.edu.cn/news/xihuaya

owen/2014-11-26/22165.html‘论文检测助推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经验交流与研讨

会’在我校召开时间：2014-11-26  来源：图书馆  作者：彭国莉”“这是图书

馆,教务处,研究生院(处)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 

 

（3）《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资源整合研究》调查问卷 

图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资源整合研究》的调查问卷 http://www.so

jump.com/jq/4010366.aspx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资

源整合研究》课题组为了解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对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行为的

看法设计了这份问卷，该问卷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相关从业者。参与问卷填写

可参加抽奖，敬请有关成员支持。” “这类‘广告’比较适合在圕人堂发布。如

何取得更好的效果，还需要时日养成。” 

 

（4）温暖的杭州图书馆 

图谋：“赵美娣.正能量：温暖的图书馆.http://blog.sciencenet.cn/home.

php?mod=space&uid=69474&do=blog&id=846907。 ‘作为公共场所，图书馆有自

己的规章制度。不过，如果一个曾经是行乞的人，他进入图书馆是来看书而不是

行乞，就不能称为乞丐，最多可以称他为流浪人员。而图书馆能尊重这些人，给

他们阅读创造条件，这本来也应该是一种常态，所以，图书馆就是一个温暖的地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clm=book&what=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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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味味姜：“不管是谁，走进图书馆看书，都叫读者。” 

 

（5）成都 11 所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 

九色鹿：“成都 11 所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gffd*：“其实高校早就应该这

么做了。”天蝎小昭：“对外开放，就会涉及到校园安全问题呀。”九色鹿：“估计

以后会推广的，但在校学生的感受会不一。”gffd*：“现在我们学校校外人群倒

是也可以进来。”“晚上操场估计会被大妈占领跳广场舞。”“其实校外人群进来更

好，现在学生接触外面太少，视野也挺窄的。”九色鹿：“学校会管理的，否则乱

套啦。”天蝎小昭：“偷盗事件会增多。”九色鹿：“对于安静、爱读书的市民是好

事，但进馆的市民层次不一会给管理带来新的考验。”gffd*：“是的，会有很多

管理上面的问题，因为高校馆不同于公共馆，其作用和受众也是不同的。”天蝎

小昭：“对外开放了，图书馆的书还不一定就适用于社会上的读者。毕竟高校图

书馆的书也是有侧重点的，并不是什么类的书都会买。我们馆就比较侧重于跟专

业对口的书。”天蝎小昭：“如果是综合性大学，有几百年的藏书历史了，可以适

当的对外开放，但也应该有所限制吧。”gffd*：“现在还达不到全面开放吧。”“毕

竟做不到像国外图书馆那样。”天蝎小昭：“国外的理念和氛围还有素质都跟中国

很不一样。如果让高校对外开放，可能服务的也只是少数人群。”九色鹿：“肯定

会有限制，读者也会取所需，估计成都在尝试、摸索，开拓高校图书馆的功能。”

天外飞仙：“有十一所名单吗？？”九色鹿：“首批开放 11 所高校四川大学、电

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华大学、西南民

族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成都学院（成都大学）、成都工业学院、四川大学

锦城学院。”图谋：“关于‘开放’，不看广告，看实效。”“这个实效可以是：办

证人数、办证人数的到馆率、提供那些具体的服务项目及服务人次。”“实事求是

来讲，很大比例的‘开放’是流于形式。”“可能的根源之一是：职责不明，不得

‘要领’。”天外飞仙：“成都这几所高校 还是搞得比较好的，其实这只是正式提

出开放，私下很多馆都对社会开放了的。”天外飞仙：“市民可以到馆借阅，查询。” 

罗 ：“http://cd.qq.com/a/20141205/012406.htm。”“川大图书馆开放三天

停办借阅证 校方称座位紧张(图)。” 

 

（6）关于图书管理员与图书馆员 

图谋：“‘图书管理员’已被‘图书馆员’代替——中国图书馆学会青年学术

论坛观察 http://epaper.ccdy.cn/html/2014-11/28/content_141363.htm 20

14年 11 月 28 日《中国文化报》薛帅。”许继新：“报纸的学术性果然不严谨。”

图谋：“标题不对劲，内容不对劲的地方还不少。”图谋：“‘图书管理员’不仅不

http://epaper.ccdy.cn/html/2014-11/28/content_1413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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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取代’，而‘图书馆员’的作用倒确实有待加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学

历’或‘学位’提升了，当前，很大比例实际上仍是在做‘图书管理员’。”“而

且这个‘图书管理员’不见得比过去的‘图书管理员’做得好，比如服务手段、

服务内容、服务量等诸多方面，不见得有提升。”“‘和谐’的图书馆，也许是图

书馆的管理人员、专业馆员、图书管理员及后勤保障（物业人员）各得其所，各

尽其责。”图谋：“http://m.xhsmb.com/20141107/news_26_1.htm 据《2013 年

高校图书馆发展概况（节录）》，‘共有 597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职工学历数据，

其中 183 所高校图书馆拥有博士学历的馆员，拥有博士学历馆员的总数为 597

人，平均每馆拥有博士 0.78人（2012 年为 0.89人）。在提交数据的图书馆中，

有 69.3%的高校图书馆没有博士馆员。近六百所高校图书馆所拥有的在编硕士馆

员为 2867 人，平均每馆拥有硕士 8.7 人（2012 年为 8.8 人），仍有 11.7%的高

校图书馆没有硕士馆员。在 596所提交有效数据的高校图书馆中，拥有本科学历

馆员的总人数为 11728 人，其中本科双学位馆员为 262 人，本科学历馆员的总

人数是硕士学历馆员总人数的 2.24 倍，平均每所高校图书馆拥有 19.7 名本科

馆员，这也表明了本科馆员仍然是高校图书馆的主力。在 595所高校图书馆中，

在编大专馆员达到 4764人。有 8.6%的高校图书馆不拥有在编大专学历馆员。在

提交有效数据的 595 所高校图书馆中，学历在大专以下的馆员有 1923 人，其中

有 30.4%的高校图书馆不拥有大专以下学历馆员。’”图谋：“‘现在公共图书馆普

遍存在的是硕士、博士以上学历的‘图书馆员’’，这个表述我不信，如果换成：

‘现在公共图书馆硕士、博士以上学历的‘图书馆员’越来越多’，这样我就信

了。”“根据前述统计数据，当前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本科以上学历‘图书馆员’，

这种表述大抵正确。”“‘博士以上’，那个‘以上’应删除。”“很有可能记者的稿

件并未经采访对象过目。”“单单是前边那句话，貌似还得改：‘现在公共图书馆

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图书馆员’越来越多’。”麦子：“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

美国似乎有点相反。学历基本持平。甚至降低，比如我们馆里，有 5个博士，但

基本都是 60，甚至更老。但现在很多管理员，工资不高，但参与的事情的质量

越来越高。”许继新：“国内硕士博士找不到工作的现象越来多发。”麦子：“我们

是只看工作，如果说好只需大学学历，你有博士，只按大学算。这样，如果年纪

相同，读博士的一定吃亏，因为你可能比不过有 5 年图书馆经验的本科生。”许

继新：“把圕管理员和圕员从身份上来分高低真可悲，本来两类岗位，两位能力

要求，一个更专业化。现在岗位不分，进硕博士更多是公财门槛越来越高的原因。”

麦子：“这话很有道理。”许继新：“专家为这个文章背书有点自欺欺人了。”许继

新：“图书馆员在国内更象俗称，不是正式名词。”麦子：“专家为这个文章背书

有点自欺欺人了。”麦子：“很烂的文章。”许继新：“图书管理员岗位对应保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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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需服务大众不止保管，所以称管理员。”“以前图书馆还有工勤岗，走工人编。”

“釆访对应就是釆购员。”“说白了，图书馆组织设计还在改革前思路，只不过装

备从大刀换成了冲锋枪。”麦子：“主要是观念很难用钱去买，另外，体制使然，

就是有好的观念，也无法实施。” 

 

（7）佛山市图书馆新馆对外开放 

图谋：“佛山市图书馆新馆今日开放体验，功能布局抢先睇，找书可精确定

位，读者可免费蹭 WiFi。http://epaper.citygf.com/szb/html/2014-11/30/co

ntent_554718707.htm 2014年 11 月 30日《佛山日报》林洪海 柯静。”图谋：“从

2010年 1月打桩开建，历经 4年多时间，佛山市图书馆新馆终于在 2014年年底

为全市人民带来了一份‘新年礼物’。昨日，记者率先走进佛山市图书馆新馆探

营，为读者揭秘佛山图书馆新馆的各项新技术、新功能、新服务。新馆建筑面积

近 5万平方米，总用地面积约为 2.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是目前位于祖庙路旧馆

的 2倍多，为佛山文化中心最大建筑体。”广东小肥羊：“半个月之后，广东图书

馆学会 2014年年会就在这里举行。” 

 

（8）公共图书馆免押金办证、图书馆创收及图书丢失赔偿等问题的讨论 

广州书童：“公共图书馆应不应该实行免押金办证？”图谋：“‘免押金办证’，

其中有蹊跷。”“2007-2008年的时候，贵馆的证多达 16 种。”“这个‘办证’，指

的办啥证？指向不明。”广州书童：“哈哈，那是以前了。我也搞不清楚多少种。”

“现在除了借 ipad和特别的外文图书，其它证都免。”图谋：“同期，46所省市

自治区及副省级图书馆，只有四川省图书馆是一种证：借阅证。” “哦？当前‘借

阅证’也免押金了？”广东小肥羊：“根本就不用办证。”广州书童：“我们没有

借阅证，叫读者证。借阅普通文献免押金。”广东小肥羊：“直接用二代身份证就

可以。”“做法跟国外越来越接近。”图谋：“国图、南京图书馆等，使用二代身份

证办证。”“证有数种。”广州书童：“二代证、市民卡或者专用读者证，可供选择。”

广东小肥羊：“社保卡也可以吧。”广州书童：“是的。常规有三种证，儿童，青

少年，成人。”图谋：“也就是用二代证注册一下，不需要另外发证？”广东小肥

羊：“是的。”图谋：“这样就节省工本费了。”广州书童：“三种证对应的有临时

证。如果是没法怎么是常驻人家就办临时证。三个月后验证转长期有效。”图谋：

“大概是 2007 年左右，很多图书馆在为工本费伤脑筋，只要政府愿意买单，工

本费免了。”广州书童：“2011 年后就好很多了。”图谋：“广州图书馆借阅图书

免押金，这个举措实施多久了？”广州书童：“两年了。最早应该是杭州，然后

佛山。”梦开始的地方：“儿童没有身份证呢？”广州书童：“儿童现在都可以有

http://epaper.citygf.com/szb/html/2014-11/30/content_554718707.htm
http://epaper.citygf.com/szb/html/2014-11/30/content_554718707.htm


圕人堂周讯（总第 30 期 2014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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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身份证。不过我们会给儿童发读者证。”梦开始的地方：“儿童凭什么办证呢。”

“如果没有身份证。”广州书童：“没有身份证就用户口本登记，发读者证。”图

谋：“不知道，免押金之后，有没有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的困扰。”广州书童：

“木有。”广州书童：“逾期率和有押金之前差不多。”图谋：“过去的押金也是‘象

征性’的。”图谋：“比如 50 元、100 元，时下一两本书的价钱。”“发现成都图

书馆 2008 年那会已经是免押金。”“四川省图书馆也是。”“公共图书馆应不应该

实行免押金办证？现实问题或许为：具体到某一家公共图书馆，有没有条件实行

免押金办证（一种或 N 种）？”广东小肥羊：“主要还是理念问题。”“其实，读

者对这个不是很在意。”图谋：“我觉得我会在意。”“我觉得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广东小肥羊：“大部分都不在意。”“这个问题，我们专门做过几次调查。”

“结论都是一样。”图谋：“国图、上图、南图等，我办证只是为了‘体验’一下，

有个阅览证就足够了，不需要借阅功能。”“如果真的需要借阅功能，也就是经常

利用，我会选择交那几百元钱，也觉得是应该的。”“至于‘注册费或服务费’，

政府买单了就 OK 了。”广东小肥羊：“是的。”图谋：“过去的情形是，好些公共

图书馆很大程度上需要‘自食其力’。”广东小肥羊：“很多读者觉得应该交。”广

州书童：“阅览证纯粹浪费资源。”图谋：“理想的方式，最基本的阅览功能，二

代身份证登记一下就好，全国通行。”“阅览证确实需要‘工本费’，是一种浪费。”

“类似我那样的‘游客’，不知道浪费了多少资源。”广州书童：“不借书的话我

们都不用证也不登记。过安检门就行哈哈。”图谋：“你不说，我们也不知道。”

“办了个证，胆量可以大一点点。”“当前的公共图书馆，好些‘保安’方面做得

不错。”广州书童：“我觉得图书馆就该免证阅览。哈哈，走了这么多图书馆，在

上图给挡了一次。”图谋：“你们那边没有那样的区分？”“某种证能去哪些区域，

不能去哪些区域。”广东小肥羊：“木有吧。”图谋：“办公区域闲人免进。”广州

书童：“没有。”广州书童：“儿童不用办证可以走遍全部开放区域。成人周末没

带小孩去不了绘本馆哈哈。”图谋：“这个好。”图谋：“徐雁教授曾介绍德国公共

图书馆‘优待儿童’的一些举措，我觉得值得你们进一步发扬光大。”图谋：“优

待的用意是，通过一些‘小恩小惠’让儿童爱上图书馆。”广州书童：“夸张的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开放的程度，不在欧美之下。有时候我还会觉得是不是放得太开

了。”图谋：“欧美是啥模样？就如同你们那样并不代表中国水平。”广州书童：

“开放是有程度的。”广州书童：“比如开放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可借的图书

找总藏书的比例；办证的方便程度……开放的时间，便捷服务的程度。”图谋：

“开放还得讲究内涵。”广州书童：“那是肯定有内涵。”“不是打开门就叫开放。”

草苇：“这么大力度，广图领导。”图谋：“有很多图书馆会说我开放了，开放时

间也很长，只是没人来。”广州书童：“没人来就等关门大吉了。我们苦恼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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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图谋：“还有就是一些位置较好的公共图书馆，人气‘旺’，但起的作用

（或者说读者需要的）是自习功能。”梦开始的地方：“我们这些山区就是愁没人

来啊。”图谋：“有的图书馆人太多，多到处处与闹市区差不多，这样也不行。”

广州书童：“图书馆要转型，有时候真不是借还这么简单。”图谋：“中国台湾网

11月 24 日消息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高雄市图书馆新总馆日前开馆，短短

4天创下 6万人次进馆纪录，但人潮也带来各种乱象。有民众投诉明明是图书馆，

里面却热闹得像儿童乐园，还有学生摆书占位，却不见人影，全馆上千个座位竟

找不到位子可以安静看书。（http://news.ifeng.com/a/20141124/42555712_0.

shtml）。”广州书童：“4 天六万，我们现在平均一天两万。”“开放 23 个月，迎

来一千万。有半年还只是部分开放。”图谋：“有设自习室么？”广州书童：“暂

时没有。”广州书童：“处处都是自习室。”图谋：“过去是不是设了专门的自习室？”

广州书童：“以后也是有。”图谋：“我那一问是因为留意到，过去贵馆专门有一

种证叫‘自习证’。”“当下好像确实有需求。尤其是位置较好的馆。”广州书童：

“那是以前需要创收的年代了。” 

图谋：“‘创收’这事，现在似乎都转入‘地下’了。”图谋：“两条腿走路其

实挺好的。”图谋：“我不知道公书那边是否有提供‘读者周边服务’，比如书店、

咖啡厅、餐厅等。”广州书童：“我们不创收。收钱也全部交财政，一清二楚。”

图谋：“有那么大的‘客流量’，不整点‘经营’，也是一种资源浪费。”许继新：

“我们本来想搞，但学校似乎三产都收回统管（钱交给学校，麻烦图书馆承担这

种），基本上新的不搞旧的等到期停掉。”图谋：“原本光明正大地搞，搞搞更健

康。”许继新：“高校还活些，二类公益。”“搞成死水了事。”图谋：“还是因为 h

old不住。”“能力所限。”广州书童：“没必要搞了，也没动力。”许继新：“领导

没动力。”图谋：“不是没必要。”“其实也是最省力法则。”许继新：“租金多少合

适领导一句话。”广州书童：“是没必要。都是上交，而且容易惹事。当然没必要。”

图谋：“我指的‘不是没必要’，更多的是从‘一切为了读者’角度。”图谋：“所

谓的‘读者周边服务’或者延伸服务。”许继新：“提供免费饮水以外其他也可以

不搞。”“搞三产带来的问题和收益不匹配。”图谋：“我们的‘国情’还真的比较

特殊。比如近些年好些新建馆的位置相当偏僻，这样的‘读者周边服务’又不搞

或不敢搞，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浪费’。”广州书童：“免费直饮水各个楼层

都有。买水吃饭的也有。”图谋：“馆内有吃饭的场所么？”广州书童：“有。” 

麦子：“上面关于遗失书和免押金的问题，我觉得讨论中对一个极其关键的

问题没有讨论：如果遗失，怎么处理？”“这是我们社区图书馆的说明。”“If y

our library account has charges of $50 or more and is not resolved wi

thin 50 days, an additional $10 fee will be added and your account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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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you will be turned over to a collection agency. Please note: Parent

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borrowing privileges of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8.”“这个 turned over to a collection agency 对一般人的信用额是

有极大杀伤力的。而且 18 岁以下的儿童卡，是大人负责。”“这可能涉及了中美

在文化上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好比是有一扇门，中国看门的人对进的人管的很严，

但进了以后，就不管了。美国是没人管，随便进，但门口写个进门须知。但进了

以后，如果你违背了须知内容，我的后续手段极严，后果极其严重。”“所以，因

为有了这个根本的差别，中美是是永远无法真正所谓接轨的，即使在很小的社会

细节上。”“如果看到了这点，对美国的很多事，就比较好理解。”“另外一个同时

存在的观念就是，无法执行的规定，你就不要定了。而中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定了再说。但这只会让法律失去严肃性。”“中国现在很多方面在进步，这点必须

承认，但我觉得由于社会体制之所在，很多小的理念不同归根到底是由于大的理

念不同。”“所以，我是最不待见所谓美国如何如何，然后某国内专家引进美国图

书馆什么东西什么的。没有听说过南橘北枳吗？”广州书童：“遗失要买一本加

加工费，又么赔钱。”“没处理完之前停止借阅权限。”麦子：“我不借，让家里人

代我借，如何？”“但我就是不赔钱，反正没有押金。”广州书童：“如果都是成

人或者都是小孩可以行得通。”麦子：“另外就是恶意借了大量贵书。”广州书童：

“不过小孩借不了成人书，成人借不了小孩的书。”“贵书是有押金的。”麦子：

“所以还是有押金。”广州书童：“其实就算压一百借五本也早超过押金了。”麦

子：“就是嘛。”广州书童：“押金不押金其次了，主要是信用体系建立起来就行。”

麦子：“在制定政策时还有记住一点：只要有漏洞，就一定会有人钻的。”“你的

规定不完善，执行的工作人员是很难的。”广州书童：“我们指定政策的时候出发

点不是怕人钻漏洞，而是怕没人用。”“觉得如果使用率大幅提高的话可以抵消可

能带来的损失。”“两年实践看起来领导的目的达到了好像。办证和借阅量都是翻

倍增长，逾期不还率前后基本一致。”小伊：“爱占便宜是中国人的特点之一，还

有红眼病以及看热闹病等等，模模糊糊含含混混也是中国人的特色，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总是能找到空子。肯定有只借不还的现象产生，只是高校图书馆还好些。”

麦子：“不过，公共馆要人押金是个很落后的做法。”小伊：“信用制度惩罚比较

厉害。信用卡是不敢逾期不还的。”天行健：“落后与否不论，关键是国情啊。美

国可以有社会信用制度，违规会给自己摸黑。国内呢，在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情况

下，没有一定的约束机制，如押金等，相信会有相当数量的人会违规，甚至恶意

违规，又该如何办？”“借书不还，严重超期，损毁图书……很多想都想不到的

事情，到时间都可能会发生。”“先办好大事，再谈小节。上一层面的东西缺失，

只究下面的做法如何如何，也不一定是科学的。”“当然，偶们都希望图书馆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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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利用押金来约束读者的时代早点到来。”小伊：“优酷网为省六千版权费搞得

很被动，北京地铁涨价马上就有支招怎么逃票的，不仅仅图书馆存在这种问题。”

天行健：“进一步来说，为什么高校图书馆可以不用押金的手段来管理读者？因

为高校里有办法来约束学生，有利用图书馆这一块如果出现了违规，在没有处理

完毕的情况下，是不能顺利办理毕业手续的。”许继新：“如何运用惩罚在国内有

些混乱和不警戒性。有的法说了要怎么做，但不这么做没有说怎么办，有的法则

告诉我们交了罚款就可以违反，比如虚假广告，有的法定了却不执行，大概无法

执行，比如行人闯红灯，有的法定的莫名其妙，比如阅览室不让带笔记本或自己

的书或图书馆已借的书。”娜娜的星空：“哲学立足点不同吧，国内是‘人之初，

性本善’，国外是经济学本性‘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娜娜的星空：“要不给国内

读者都先培训儒家文化，会自动素质高。”娜娜的星空：“70 年代瑞典汉学家来

中国访问，参观图书馆就问过你们丢书、撕书怎么惩罚？中国人很惊愕’怎么会

有偷书的呢？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偷书撕书的",当时那个瑞典人都非常感叹中国

人素质高，虽然图书种类不多，他回去给北欧人都说过这事！”娜娜的星空：“为

什么 70 年代那 30 年没有偷书的？这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David：“那时大

家都比较傻。”许继新：“多少谎言充斥人间。”“那个年代读者能见到书架？”娜

娜的星空：“不是吧，但是惩罚措施非常严，虽然没有法律，大罪小罪一律枪毙，

同居罪和流氓罪一律枪毙，开除工作，流放西北干苦役每天 15 小时，你就不会

想歪歪啦。”许继新：“都是监守自盗的，比如洗脸盆什么，要书做什么。”星辰：

“国内是‘人之初，性本善’，其实是‘too young too simple’的意思。”安哥

拉兔：“可能和借阅的方法有关吧，我听说本馆在 80年代的时候，都是读者填书

单，然后图书馆员进去找。”娜娜的星空：“可以反复做所谓的‘思想教育’素质

就高了。”许继新：“闭架索书制，持续到上世纪未。”天外飞仙：“开架借阅的时

间本来就不长。”娜娜的星空：“哦，也是，那个年代读者见不到书。”娜娜的星

空：“那个瑞典人忽略这点了。”天外飞仙：“我们 90年代初读书时也是先填写索

书单，然后书库老师去找书，后来大二时就可进书库了。”许继新：“包括书架。”

“以前学图书馆的优待就是自己进书库找书。”娜娜的星空：“说明那时代金书架

都极其严格。”天外飞仙：“我们是学了图书分类后可以进去。”许继新：“刊都要

扎个眼用绳子和桌子串在一起的。”天外飞仙：“那倒不至于。”许继新：“我们学

校就是，那个画报之类的。”娜娜的星空：“哇，这绝对偷不走，有贼心都没办法。”

“怪不得没小偷。”天外飞仙：“看来各馆都有不同的管理办法。”娜娜的星空：

“看来现在朝鲜、古巴也没有偷书撕书的吧。”许继新：“啥人之初性什么的。根

本就是另一个极端，觉得是损人不利己的。”“不管理念如何，在当时理念前提下

管理体系是系统完备的，现在理念恋了，管理全没跟上。”图谋：“公共图书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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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证免押金，后续若有损毁或遗失，面对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或许比有押金更

困难些）。”娜娜的星空：“和贷款挂钩。”图谋：“遗失损毁馆藏资料赔偿办法 ht

tp://www.gzlib.gov.cn/reader_guide/ysbf.jsp。”“感觉前台工作人员的工作

不好做，得履行‘仲裁’职责。”天外飞仙：“其实个人在现在社会信用制度不完

善的条件下我们还是要交点压金才行，否则图书馆不好管理。” 

 

（9）关于图书馆员刻板印象 

Mossad：“图书馆馆员很悠闲，是不是该反思？”娜娜的星空：“楼上不是一

线的。”天外飞仙：“悠闲这个词怎么看？”Mossad：“学生们看着你们这帮家伙

很不爽，意见很大。”天外飞仙：“难道是真的？”“一线员工其实很累的。”许继

新：“还书处的要求要高些。”“至少需要专门训练一下。”Mossad：“借还书没外

包？”“都学生做了。”图谋：“忙的忙，闲的闲。各馆的情况大不同。”娜娜的星

空：“隐性工作量，大家看不到，学生看不到。”许继新：“如果没读者都悠闲。”

图谋：“高校馆，总的来讲确实比以前‘悠闲’，从借阅量、人均服务量，可见一

斑。”天外飞仙：“现在有的高校引入自动借书系统，也是一个方面。”娜娜的星

空：“我馆一个人签名就是‘每天像陀螺一样转动，停不下来。”Mossad：“我们

馆最近进馆人数突破六千多。”Mossad：“看到大家都很闲，有点奇怪。”许继新：

“其实传统管理员岗是要逐渐消亡的。”许继新：“除非赋予新职能。”图谋：“忙

与闲，有时看个人的工作态度。比如有的屋子图书摆放整齐乱加率低，有的不是

那样。”广州书童：“有时候我也觉得大家似乎没有说的那么忙。”“如果真是这样，

这个群的活跃程度应该是上班没啥人说话，晚上和周末活跃度提升呵呵，假设和

事实是相反的 。”许继新：“又不生产产品，所以忙闲可以主观调控。”广州书童：

“我也是在一线带过几年。”“要是在一线更加没有得聊天 。”娜娜的星空：“比

如学科查新可以再一周三天集中赶完。”图谋：“关键看该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好。”

“很多人没在这‘聊天’，但可能忙其它事情去了，比如玩游戏、买东西等等。”

许继新：“我喜欢主观调控。”图谋：“在这里‘聊天’，与‘众’不同的是，可以

算是在进行‘继续教育’。”广州书童：“如果所有人都无愧的话，就不用担心馆

长也在群里面讨论专业问题担心观众看到。”图谋：“这个愧于不愧，还真不是能

自我定义的。”娜娜的星空：“有些领导连专业问题都不准讨论的，反正聊天就是

不行。”shawer：“在大多数人眼里图书馆员就是图书管理员。很多时候一问起我

在图书馆工作，都会来一句，好啊，书多。”“以前加班的时候朋友说，图书馆加

什么班嘛，后来我就不说加班了。”“大部分的人对图书馆工作的概念就是守书，

所以别人说我工作的时候我只是笑笑，不辩解也不认同。”娜娜的星空：“嗯，对

银行也是‘工作就是数钱’。”呆保：“我到宁愿只守着书读一读就好了呢。”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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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牵扯到刻板印象，但是中图学报那个研究做出来的结果好多觉得应该有的

印象不存在呢。”娜娜的星空：“以后可以给别人说学科馆员、查新工作，给系里

老师做可研报告。”“其实别的职业人都在吹吹牛，哎，也就图书馆员老实，说真

话啊。”图谋：“许老师说那一点，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调查样本量

的问题；二是研究人员自身视域的问题。”shawer：“除非给服务对象说我们可以

做什么，其他人嘛，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呃，他们了解不了解都没关系。”“嗯，他

们是希望得出这个结论。”娜娜的星空：“呵呵，这就是图书馆员自身不争取，怒

其不争的结果。”“不辩解，应该学外国人，努力宣传自己。”shawer：“行业不同，

没必要非要每个人都来认同吧。”娜娜的星空：“你做了什么工作都得说，一个不

落。”许继新：“图书馆员对图书馆员的认知应该属于自我认知，放在刻板印象里

应该不合适。”图谋：“娜娜的星空说那一点，我曾听过从事‘图书管理员’岗位

的‘公开’的宣称业绩比从事‘学科服务’的强。”娜娜的星空：“岗位没有可比

性，都很强吧，图书馆员这时候不是谦虚的时候。”“咱们给领导汇报都会说很多

吧。”shawer：“也是哈，宣传也很重要，但这个意识更多针对实质工作。工作之

外主要看个人性格了。”呆保：“图书馆的营销真的是很重要的，除了可以改变外

界对图书馆工作的刻板映像，还有助于阅读推广。”娜娜的星空：“工作之外，就

是要给社会一个影响，印象，图书馆员没闲着。”shawer：“哈哈，我常常想，几

句话就完了的事，为啥有人能说很久，汇报很多。”娜娜的星空：“在做很多复杂

工作。”天外飞仙：“不排除有的人没做多少事，但在领导面前说很多。”“每年年

终总结时总有这种人。”豆：“因为图书馆的传统工作没有突破，只限于借借还还，

而这部分人面向图书馆 80%以上的读者，所以，印象肯定不会好的。”娜娜的星

空：“我平时对系里老师、外面人都说图书馆在做科研服学科服务很多复杂高大

上工作，现在学校老师都对图书馆改观了好么。”“况且我平时除了借还就是做特

色数据库的工作。” 许继新：“You Don't Look Like a Librarian:Shattering 

Stereotypes and Creating Positive New Images in the Internet Age。” 

 

（10）圕人堂周讯、圕人堂发展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29 期 20141128）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846987.html”城市天空：“博客阅读更加方便。”图谋：“当前提供

pdf 版，还考虑了支持手机阅读。”“博客上也提供了 pdf 版下载。”不言不语念

真经：“其实去博客阅读就很方便，不用考虑往哪里放。”图谋：“以便让更多人

受益。”“那么做算是圕人堂的自由与开放体现形式之一。《圕人堂周讯》欢迎大

家宣传推广。”图谋：“今年折腾圕人堂，多了不少事。”城市天空：“虽然多事，

但是很有成就感吧。”图谋：“谈不上。”“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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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可以‘退休’。”“当前还没看到可以‘退休’的迹象。”城市天空：“这就

是‘以为的事实和想象不到的’。”图谋：“城市天空说的‘很有成就感’，谈不上

‘很有’，但确实是真的可以有。”“目前圕人堂聚集了数百号圕人。我还留意到

有些馆加群比例相当高，有个馆全馆工作人员 80余人，加入圕人堂的估计在 20

人以上。”书卷：“那个馆啊，那么敬业啊。”图谋：“图谋认为那是好事，足以产

生‘成就感’。”“加群比例占到图书馆工作人员 1/4 以上的馆，估计还有。”“有

那么高的加群比例，我相信‘馆风’是不错的，大概可以算是名副其实的‘学习

型组织’？”书卷：“是的，那个馆的馆员都这么敬业，那馆长好当了。” gffd

*：“每天看群记录已经是习惯了 学习到很多 感谢。” 

图谋：“2014 年 12月 1日《圕人堂周讯》（1-30期）编辑补助发放完成，计

4800元。‘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5292.87元（注：其中 27.87元为余额宝‘累

计收益’）。”胡里山旁一糊图：“发工资的群，天下第一。”图谋：“关于胡里山旁

一糊图说的‘发工资的群’，这点我需要说明一下，当前远未达到这个境界，《圕

人堂周讯》编辑补助远远未达到‘工资水平’，更多的是象征性地对贡献者给予

一种尊重。可以透露两个细节：（1）‘圕人堂发展基金’中有近 1/4 源自《圕人

堂周讯》编辑组成员捐赠；（2）图谋零补助。”“作为跑堂的：一方面，琢磨尽可

能地善待捐赠；另一方面，得思量 2015年如何‘化缘’。”日月潭：“有收获的话，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捐一点儿，起点可以低一点。要是能从外面化到大笔捐赠，那

就更好了。”图谋：“圕人堂的持续发展，还得仰仗诸君给力。”“当前已有好些成

员，将圕人堂的发展视为‘自己的事情’，这点令我感动。非常感谢！”“最初的

设想是赢取更为‘正当的’或‘靠谱的’捐赠或‘外资’支持。”“精力与能力所

限，当前发展尚不尽人意。期待明天会更好。”gffd*：“每天看群记录已经是习

惯了 学习到很多 感谢。” 

图谋：“作为跑堂的，我当前的工作重点仍是圕人堂的宣传与推广，希望圕

人堂成员早日达到 1500 人左右规模。为什么是这个目标？一是为了进一步提升

群的活跃度（更好地提升圕人堂交流质量）；二是扩大圕人堂的受益面；三是期

待圕人堂可以吸引社会资助（凭借其影响力），以利持续发展。”“经历了半年的

发展，显示成员数位 742，实际成员人数可能为 700人左右（部分成员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 QQ加群）。或许可以说那个指标完成了‘一半’。”lib2005：“成果显著

呀。”图谋：“圕人堂追求尽可能地自由与开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胡里山*：“马甲增加了虚假繁荣。”图谋：“《圕人堂规范》关注的人可能还不多，

《规范》对此已有要求。”“随着圕人堂进一步的‘扩张’，《规范》将派上用场。”

“‘自由与开放’与《规范》，相信是和谐统一的。”图谋：“以国家社科重点课题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资源整合研究》的调查问卷为例，群里已经宣传多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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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第 29 期周讯也宣传了，群成员的‘参与度’可能还是不尽人意。假如更多的

成员了解《规范》，并转化为自觉行动，做这类事情的效果会更好。” 

贵阳梦：“欢迎加群：图书馆行业交流群，圕人堂 311173426。”“由图谋老

师创建的。”图谋：“哦，我建议改一下：圕人堂 QQ群（群号：311173426）是图

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其愿景（VISION）是：圕结就是力量！其定

位（MISSION）是：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圕人堂圕结

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QQ 群一周交流信息，对‘圕人堂’全体成员公

开（通过 QQ 群邮件推送），同时亦对社会公开（当前主要通过科学网图谋博客

‘圕人堂’专题公开）。欢迎关注，欢迎参与！”图谋：“长话那么说，短话可以

这么说：圕人堂 QQ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

群，其愿景（VISION）是：圕结就是力量！其定位（MISSION）是：专业讨论、

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欢迎关注，欢迎参与！”图谋：“那个‘行业

交流’是腾讯公司的固定选项之一。圕人堂 QQ群除了‘行业交流’，还有更多。”

贵阳梦：“我发给另一个群，那个也是很多同行人在里面。”“还有很多愿意了解

图情专业的人在里面。”图谋：“梦随风为圕人堂群的宣传与推广，格外用心，非

常感谢！”贵阳梦：“群的作用就是群策群力，作为群的一分子，这是群成员的义

务。”图谋：“希望更多的成员有这样的认识。”“正好趁此机会，理一理宣传词。”

“我拟的供参考，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11）圕人堂 QQ群规范 

图谋：“圕人堂 QQ 群规范（征求意见稿）. http://blog.sciencenet.cn/b

log-213646-844434.html《圕人堂 QQ 群规范》（征求意见稿），201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4 年 11 月 28 日在圕人堂征求意见，期满之后结合反馈意见进行修订，

拟于 2014 年 12月开始施行。欢迎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图谋：“QQ群规范.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误入奇图：“科学网博客，

比别的地方好用么，看到好多同仁把博客转到这里。”图谋：“科学网博客，据个

人体验，确实是比博客网及新浪两家强。强在没有普天盖地的广告及平台相对比

较稳定。”误入奇图：“新浪就是广告多，不过我用习惯了，乍一进科学网有些不

大适应。”图谋：“本身就是‘非主流’的，适应尚需时日。”“那边的‘主流’是

自然科学领域。” 

 

（12）图书馆营销 

许继新：“最近我思考一个问题，图书馆想要可持续发展，促进客体知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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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可能是一个路径。”呆保：“是哦，昨天晚上我就想了，有没有可能把图书馆

的营销和电子商务结合起来。”图书商报任志茜：“图书馆的营销做得很差。那天

我见了一个电子书的，才知道国图手机微信进去可以看好多书的电子书。”图书

商报任志茜：“要是在电视台或者强势媒体做一个图书馆能帮你搞定的事儿的话

题就好了。”天外飞仙：“是国家图书馆还是国图文化？微信号？”图书商报任志

茜：“就掌上国图的微信号。”“绑定账号就能看好多电子书。”图书商报任志茜：

“你们说，要是大家都知道国图读者号能看,那些商业网站不得喝西北风。”呆保：

“我倒是在我们馆出了一个橱窗内容，就是关于国图资源的。”“那么多的资源，

对我们这些小馆来说，是很大的补充。” 

 

（13）吴建中：图书之永恒，形式又何妨 

图谋：“吴建中.图书之永恒，形式又何妨？——深圳全球图书论坛上的发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86b810102v9x4.html 几千年前老祖宗为

我们创造了图书馆这样一种能连接古今中外的完美形态，今天，图书馆不仅是社

区的心脏，而且已经成为连接千家万户的社会网络。我想起了巴金给上海图书馆

的一幅题词：散布知识，散布生命，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正

涵义，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吃透这一精神的时候，还是先把图书馆恭恭敬敬地保

留下来，千万别让我们的后人说我们这些人太浮躁、太浅薄了。”  

 

（14）关于图书馆员职业 

飏：“In 2013, there were 194,000 librarians, 39,000 library techn

icians, and 87,000 library assistants.[1] Generally, the definition o

f ‘librarian’ is a person who holds at least a master’s degree in 

library science or meets state teaching license standards for being a

 school librarian.[2] ‘Library technicians’ assist librarians in th

e acquisition, prepar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materials ‘and assis

t users in locating the appropriate resources.’[3] ‘Library assista

nts’ are similar to library technicians, but may have fewer responsi

bilities. - See more at: http://dpeaflcio.org/programs-publications/i

ssue-fact-sheets/library-workers-facts-figures/#sthash.thvQILtb.dpu

f。”飏：“美国对图书馆员的定义。”飏：“操作定义。”飏：“http://dpeaflcio.

org/programs-publications/issue-fact-sheets/library-workers-facts-fig

ures/。”“了解图书馆员的最新数据和收入。”飏：“我看里面的数据有的还挺有

意思的，我倒不觉得我们的差异有人类和二次元的差异那么大，比如说在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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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女性从业者达到 83%，55岁以上的老年从业者达到 45%。”飏：“对国

外数据一看就有反感的刻板印象，觉得一定是炫耀，这也不好。”娜娜的星空：

“美国读者和馆员都处在’四维职业维度’中中国读者和馆员都处于‘三维职业

维度中没有可比性啦。”飏：“好高级，什么叫四维和三维。”娜娜的星空：“哦，

就是一个比喻，不是科幻那种三维，就是国外图书馆服务工作以及读者群都和很

立体化，而中国图书馆服务是平面化，以及读者状态。”飏：“能具体说明下什么

叫立体化和平面化么。”娜娜的星空：“立体化就是嵌入式，无所不在的平面化就

是单向发送服务，无反馈。”飏：“你是说交互行为和单向行为的区别么？”娜娜

的星空：“是的。”飏：“国内还是有不少馆有读者满意度反馈的呀。”“越来越多。”

娜娜的星空：“哦，那就中国正在走向立体化。”飏：“交互行为叫立体化不太合

适吧。”娜娜的星空：“嗯，那就不是。”娜娜的星空：“飏同学思维越来越西方化

那种，很认真分析的那种。”飏：“我觉得理性分析是全人类的财富，不因为它是

‘西方的’就更接受或者排斥它。”小伊：“您肯定不是中下层了，图书馆员这一

职业在国内也不能称作中下层，至少我们这有的老公是副国级干部。学生时代总

是比较理想化的看待世界。”飏： “图书馆员不能都拿老公来定义自己的阶层吧，

哈。”“看每个人怎么界定中下层了，我接触到的很多图书馆员都自比中下层，哈

哈。”天蝎小昭：“在高校你，感觉图书馆就是中下层。其他部门不要的人就推到

图书馆来了。” 麦子：“中产的话，一般的定义是 25000-100000家庭收入，也就

是说，有工作，就是中产了，但地区差别很大。在加州，我觉得 250000 以上算

富裕中产吧。”娜娜的星空：“一个图书馆内都分层自我认知差异很大。” 天蝎小

昭：“有的人会这么想。”“就算自己什么也不是，就一普通职工，老公地位高，

她就会觉得自己地位也高，领导都不敢随便动她。”“但是我们馆的现象却是反的，

倒是那些小年轻，做事不积极主动，那些主任太太们，反而很上进。”“在外面经

历过那些高压生活后，图书馆真的是份很值得珍惜的工作。”娜娜的星空：“休闲

舒适呀。”飏：“很奇怪，休闲舒适在我们的问卷里面让图书馆员填是否同意。”

“然后图书馆员的总体反映是不舒适，蛮辛苦的。”娜娜的星空：“其实还别说，

老百姓老说政府数据作假，其实中国人非常善于说言不由衷的话，几乎是从小培

养骨子里带的，所以给中国人做的调查问卷水分蛮大的。”飏：“‘假的’选择本

身也透露了一种真实。”小伊：“调查问卷不可迷信，一是问卷对象的同质性，而

是出于礼貌言不由衷。建议搜集分析已有舆情。” 

 

（15）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招聘 

迷图忘返：“西北工业大学 2015 年公开招聘其它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公告 htt

p://renshi.nwpu.edu.cn/info/1071/1746.htm。”David：“博士在馆里都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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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图忘返：“对啊，这个言外之意是不是不欢迎图书情报类专业？即使图书情报

类博士也 PK 不过理工类硕士？”迷图忘返：“岗位一：负责图书情报学的研究，

重点学科信息资讯电子刊物的编辑，科技查新，特色数据库建立，信息咨询等工

作；岗位二：负责中文图书的分编工作，承担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库的规范与完善，

参加馆藏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库回溯建库等工作；岗位三：承担中外文图书的采选、

订购，收集和整理各种渠道获得的中外文文献目录，建立书目记录和采购记录，

各种统计和上报等工作。”天外飞仙：“照这样本科是不是更好哟。”迷图忘返：

“这下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了。”www：“杨老师有点断章取义了，我如果只找清

洁工，这个群都没报名资格的，因为我要有相关工作经验，小学文化水平就可以。”

“图书馆如果某方面的人已经有了，比如图书馆学领域的硕士，现在领导想要么

你是博士我就要你。”星辰：“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能做实事的受到重视了，做

实事要好于纸上谈兵。”shawer：“我们馆今年招两个人，才一天，报名的人数让

馆领导吃惊。”shawer：“前两年带编制招技术人员，都没招到合适的，今年人事

代理。”茹玉：“现在的就业形势蛮严峻的啊。”杨杰（农大）：“不要吓我还能不

能找到工作啊。”shawer：“就是，领导要我们好好珍惜岗位。” 

 

（16）《图书馆报》电子版 

《图书馆报》2014 年 11 月 28 日电子版 http://m.xhsmb.com/20141128/edit

ion_1.htm。 

《图书馆报》2014 年 12 月 5 日电子版 http://m.xhsmb.com/20141205/editi

on_1.htm 

 

（17）在线学习和图书馆 

轩丞：“在线学习-图书馆改革的锲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

jM5MTI3OTAzNg==&mid=201762776&idx=1&sn=3c57622442438d78e06b3784291655

b4#rd 。” 

 

（18）中世纪手稿抄写员 

娜娜*：“中世纪手稿抄写员的工作到底有多苦？http://mp.weixin.qq.com

/s?__biz=MzA5MzE5MTUwNQ==&mid=201546703&idx=1&sn=ebfe148e2bb0caa8c2cb

eddf5db419f4#rd。” 

 

（19）图书馆超期罚款等问题的讨论 

茶男：“咨询大家一个公共馆的问题，自从公共馆要求全免费以后，我们把

http://m.xhsmb.com/20141128/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41128/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41205/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41205/edition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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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期罚款也取消了，但是发现实在约束不了读者，想再恢复超期罚款，同时延长

借阅期限，提高罚款数额，当然名义上我们是叫做违约金，不是罚款，但是这一

条没有政策支持，财政局跟我们要文件，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广东小*：“超期

罚款，你们为什么要取消？”茶男：“这不是要求全部免费嘛。”“除了押金什么

都不能收。”“几年前的事了。”“按理说超期、丢书、损坏之类的罚款都应当用作

图书维修的费用，但是这个款都要上缴财政的，不缴就是小金库，缴了就再也要

不回来。”道无言：“公共资源是有限，必须有约束使用，设个免费期是应当的。”

Mossad：“当然不能缴，脑子坏了才上交。”茶男：“我们把期限放到两个月，还

能续借一次，就是三个月。”“不缴就是私设小金库，违犯财政纪律。”Mossad：

“三个月足够看一堆书了。”鲁图小卒：“违约金对读者来说是个约束，如果没有，

那么光凭读者的自觉性，这书一时半会是转不回来了。”茶男：“就是缴，这不是

财政局还得要政策支持，要文件。”鲁图小卒：“你们之前收预期费时，肯定有物

价局的批示啊。”“再说了，免费开放，是基本服务免费开放，不是说全部免费开

放。” 茶男：“之前收的时候物价局没有什么文件，那都是已经延续二三十年的

事情了。”糊糊：“有没有图书超期提醒？”茶男：“有啊。”糊糊：“催还呢？”

茶男：“催还也有。”“提醒也有。” 糊糊：“超期不能借吧？”茶男：“超期不能

借的。” 糊糊：“那是有些人只是借书人不是爱书人啊。”“这类人多么？”茶男：

“很多。”茶男：“我觉得读者和图书馆之间应当是合同关系吧，既然在这里办了

证，就是签了合同，违反了规定就属于违约，缴纳违约金是应当的。”广州书童：

“罚款这个东西 我们以前叫做滞纳金，现在叫做逾期费，‘逾期占用资源所产生

的费用’。”茶男：“我们已经把期限延长到两个月加一个月续借了，然后把违约

金提高到一天一本一块，上限一本二十元。”广州书童：“这个应该是没有文件或

者合同规定的。按照常规做法，应该是你们就收费的所有项目整理出来，然后报

同级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审批。批复之后就有依据了，不批复也没关心至少要物价

局备案。之后就把收费项目公示出来，一段时间之后执行就行了。”糊糊：“如果

这部分书有人预约，可以电话催一下。”“如果没有，让他看好了。”“反正书就是

给人看的。”Mossad：“可以让丢书的读者，买一本一模一样的，归还就不用罚款

了。” 广州书童：“一天一本一元是不是高了一些？”糊糊：“违约金是有些高。”

茶男：“是很高，但是我们设了上限，一般是借两本，最高上限 20 元。”茶男：

“因为我们的收费和读者证管理都在一个科室，每天要对付几毛几毛的话，工作

量实在太高。”“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延长期限，提高金额。”广州书童：“我们这

里是一天一毛，十元封顶。”广州书童：“最多可借 15 本。”糊糊：“我们也是一

天一毛。”Mossad：“一毛太少！！一毛市场上都快没人收了。”茶男：“实在是对

付不了那么多毛票，顶多就是在读者证里缴纳预付款。”Mossad：“读者证押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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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款。”茶男：“读者押金不能动。”“押金之外还有预存款。”鲁图小卒：“收逾期

费不是真的想收读者的钱，只是个手段，催促读者按时还书。”平平：“茶男他们

单位人好少。”茶男：“我们正式工 7个人，八千平米的馆。”Mossad：“只要有没

归还的书，就不能借书了。直接取消图书卡，拉黑。”鲁图小卒：“我们馆到了国

庆节和春节还会推出免逾期费活动，为的就是让读者尽快把书还回来。”鲁图小

卒：“茶男，你们是什么图书馆？”茶男：“我们是山东一家县级公共馆。”“除了

馆长，还有办公室一堆行政工作的办公室人员。”广州书童：“7个人之外没有其

他各类工作人员？”茶男：“有几名临时的。”“工资很低，也就应付日常开放。”

“我这不是在考虑直接用身份证当借书证。”“将读者管理方式由证号管理向人员

管理转变，不再以证号区分读者类型，将读者类型管理和押金管理分开。”Moss

ad：“临时工工资，按照当地劳动法，我们这边临时工工资 1840 元每月。”鲁图

小卒：“山东哪个县啊？有这么大面积的馆？”茶男：“我们算小的。”“一开始设

计是一万四。”“按照我一开始规划的布局，一万四刚够用。”“现在八千平米太挤

吧。”“一个科室就八百平米，俩人看着。”鲁图小卒：“山东省馆才 5300平米。”

茶男：“山东省馆是三万六千平米。”鲁图小卒：“五万三，还包括后面的 11 层书

库楼。”平平：“茶男很敬业，佩服。”茶男：“其实用身份证代替读者证，有很多

好处，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约束读者行为，有些很不自觉的读者可以置

为不受欢迎，这样他就再也办不了证了。”茶男：“缺点是容易丢，并且丢了很麻

烦，所以我在考虑一种可以写入号码的射频卡的解决方案，读者可以用身份证，

也可以用代用卡，号码都是身份证号。” 

 

（20）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的讨论 

天行健：“群里各位公共图书馆的同仁，大家好！我们是国家社科基金《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资源整合研究》项目组，需要做一个‘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

合意愿调查’，网址为  http://www.sojump.com/jq/4010366.aspx  ，麻烦大家

花几分钟的时间，帮忙填一下，非常感谢！”天行健：“如果哪位有在博物馆、档

案馆工作的朋友，帮忙转发一下，不胜感激！”衡忠清：“武汉大学博导肖希明和

他的研究生团队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资源整合研

究》，目前正在进行一项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问卷是通过‘问卷星’网站发放，接受

调查者只需要在网上填答并在网上提交即可（或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答题）。感谢

大家的支持！问卷链接：http://www.sojump.com/jq/4010366.aspx。”shawer：

“像这种有资金支持的课题做问卷调查，建议适当给圕人堂资金支持作为问卷调

查的报酬，群里提供相应份数的问卷调查反馈。”平平：“同意。”日月潭：“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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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级的。”shawer：“本来项目资金预算里面是有这些费用的，适当的成本支

出还是需要的。”天行健：“建议是好，但有一个实际问题，群里能提供发票吗。”

呆保：“作为专家咨询费是不用开发票的。”“还有劳务费。”天行健：“现在国家

对科研项目的经费管理严格的很。”天行健：“问卷调查和专家咨询不一样。”sh

awer：“填问卷调查不需要时间和精力吗？”天行健：“在项目里的规定不一样。”

呆保“以问卷的形式咨询，还有以邮件的形式咨询，现场咨询等。”“问卷调查可

以发劳务费的。”shawer：“那没有这项支出也就是说没有调查的必要嘛。”呆保：

“我们的项目到山区调研，找一个当地人咨询都可以直接发劳务费。”“只要当地

人签一个名，写下身份证号就行。”天行健：“现在通过问卷星来做调查，是付费

了的。”呆保：“咨询一下，用问卷星调查费用是多少。”“调查问卷可以走印刷费，

问卷星可以开发票吗？我有个课题也是需要大量的调查问卷。”shawer：“那是不

是问卷星帮你们填了就好了。”天行健：“不是啊，它负责推广链接，内容还是由

相关专业人员来填啊。”“问卷星可以开发票。”呆保：“那就好，那么算下来是比

印刷纸质的调查问卷便宜吗？”天行健：“这个没有比过。”天行健：“印刷纸质

的一份多少钱。”呆保：“最多 0.1 元一页。”平平：“叫人填问卷还有礼品费呢。”

“这个可以开发票。”天行健：“印刷纸质的便宜。”“但相关成本不便宜。”呆保：

“对，发放的时候不好操作。”天行健：“比如你在上海，要取得北京的数据，是

跑过来，还是如何？”呆保：“我们有一个中管局的课题是把问卷寄给相关的机

构，然后委托他们发放回收再寄回来。”天行健：“如果没有人愿意做呢。”呆保：

“我们给帮我们的老师就发专家咨询费了。”呆保：“但是大部分还是人情关系。”

shawer：“呵呵，有需要问卷的老师提供一个电子文档，群里按照反馈的份数收

取对圖人堂的支持费用（也可以说是赞助），费用肯定也不会高，双赢，何乐而

不为，我们填问卷也就是支持圕人堂了。”shawer：“群里人员填的问卷还是比较

可靠的，如果委托某个机构，按照目前多数人的科研严谨态度，估计可信度也不

高。”shawer：“哈哈，一个建议而已，有课题的老师可以考虑。”天行健：“这个

想法确实不错，再考虑下可行的操作方式，以后就可以推广了。”天行健：“做到

双赢。”日月潭：“各数据商有时也需要做调查，更得赞助一下。” 天行健：“问

卷效果不太理想，数据标本远远不够。”糊糊：“填问卷方面在群里提到的双赢想

法不错。”天行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大部分都是高校馆的，公共馆的少。”

“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的更少了。”图谋：“圕人堂不是为那份问卷而存在的。”

“圕人堂的价值在于有所帮助。”“这样就好。”天行健：“她的意思可能是说，以

此为契机，探索一个途径出来，达到双赢。”糊糊：“确实是帮助不少，学到不少

东西，互相促进。”“但对于问卷，相信也有些人想了解一下，比如覆盖面，对象

等方面。”图谋：“我意思是对圕人堂不宜期望过高。”图谋：“包括我做的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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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我只能尽可能的‘做好自己’，我不能‘要求’任何人怎么做。” 

 

（21）圕人堂故事 

图谋：“当‘云计算’遇上了‘大数据’——圕人堂故事 http://blog.sci

encenet.cn/blog-213646-847862.html 圕人堂 QQ 群自 5 月 10 日建立以来，发

生了并正在发生着很多很多地事有喜有忧，但总体来说还是喜事多。作为‘跑堂

的’讲述一些背后的故事，希望助于圕人堂凝心聚力谋发展。越来越多圕人堂成

员将自己圕人堂的发展视为‘自己’的事情，期待圕人堂的明天会好。” 

 

（22）一款听课录音 APP 应用 

天外飞仙：“涂书笔记”“给喜欢读书的人。”“方便做笔记。”茶男：“推荐大

家一款听课录音应用，名字叫 Cogi,非常好用，可以时光倒流录音，可以随录随

拍照片，可以把照片放到时间点上。”娜娜*：“什么是时光倒流录音？”茶男：

“就是他一直在监听环境声音，当你听到老师讲的某一段很重要时，他会把时间

返回去，倒退四十五秒再开始录。”天外飞仙：“Cogi 有没有网站?想试一下。”

茶男：“这是个手机应用，APP 市场应该都搜得到。”“英文版，不过很简单，就

是点一下开始录，点一下停止。”低吟：“http://app.mi.com/detail/54764，C

ogi录音笔记，是这个吧？”茶男：“是的。” 

 

（23）图书馆目录的怀旧情结 

天地方圆：“图书馆目录的怀旧情结_书蠹精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

om.cn/s/blog_495d62640102v5ol.html。” 

 

（24）2013 Emerald 中国地区图情学基金奖评选结果揭晓 

诲人不倦：“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IyMjEzMg==&mid=2

01814312&idx=1&sn=16bde5546a207ea010de4a2f2232b66a%23rd  2013 Emerald

中国地区图情学基金奖评选结果揭晓 。”诲人不倦：“圕成员谢老师等获奖，恭

喜。” 

 

（25）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4 推介 

南开图：“2014 中国图书馆年鉴大约什么时候出版啊，有了解的同仁没？”图

谋：“新书推介：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0

c8450102v7g3.html 书名：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4编著者：国家图书馆 编定价：

450.00元 ISBN：9787501354702出版时间：2014年 10 月规格：精装  16开 20



圕人堂周讯（总第 30 期 2014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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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 

13年是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年’，国家图书馆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按照‘强化

基础、苦练内功、开拓创新、稳步发展’的总要求，各项事业扎实推进、成效显

著。本卷详尽叙述国家图书馆 2013 年工作全貌，旨在系统、准确地反映国家图

书馆各项事业的发展情况，为读者了解和研究国家图书馆提供基础数据和资料。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国家书目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

物馆。履行国内外图书文献收藏和保护的职责，指导协调全国文献保护工作；为

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社会各界及公众提供文献信息和参考咨询服务；开展图书

馆学理论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指导全国图书馆业务工作；对外履行有关文化

交流职能，参加国际图联及相关国际组织，开展与国内外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 

 

（26）图书馆文献类固定资产及数字阅读器的讨论 

孙红*：“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我想问下大家所在的图书馆关于期刊和报纸

报账的时候走的是哪项经费。可以作为图书馆的固定资产吗？”winwin：“期刊

装成合订本后，我们分配一个财产号，就算是固定资产了。”“普通的报纸存放几

年后，不要了。”孙红*：“那前期报账的时候也走图书购置的经费吗？”winwin：

“是的。”孙红*：“那买的所有期刊都装订吗？”winwin：“学术期刊，我们是装

订的。”孙红*：“我们也是这样的，但是要报图书购置经费时，要开入库单，所

以有时候很乱。”winwin：“图书经费，不等于固定资产增值费。”“买的电子资源，

也不算固定资产。”“入库单不是固定财产单吧。”孙红*：“我们这是一个单子，

所以很麻烦。”“到财务上要报图书购置项就得填入库单，填了入库单就得算固定

资产。”呆保：“我们的电子资源是算固定资产的，存在很大问题。”winwin：“中

断购买，怎么办。”“连同前几年买的，都会消失。”孙红*：“如果自己有服务器，

本地镜像算固定资产也行。”winwin：“镜像的资源，跟年年须续订的使用权资源

相比，数量很少。”孙红*：“这样的数据库，买来的利用率高吗？”winwin：“比

自己订期刊高得多。”“省去了签到、上架、装订、典藏的具体杂务。”“甚至连复

印也免了。”孙红*：“但是那得时时刻刻都得有网络啊。”winwin：“嗯，现在这

个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孙红*：“那这种利用过程中，有那些问题吗？”winw

in：“网络不好的情况也有。再就是读者不会用。” 

孙红*：“事实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数字的技术冲击，让大家对图书馆员的误

解更深了。”winwin：“需要明白的是，数据库收录的东西不是全部的，你要找的

某个特定资源，数据库不一定收录。”“我感觉，读者现在对电子资源有意识地屏

蔽现象越来越突出了。”“不象刚开始推出时那样如饥如渴了。”“数据库资源已呈

爆炸状态，读者现在是疲于应付了。”娜娜*：“营销有时候也重要。”“这是馆员

信息服务的一个嵌入点啊。”孙红*：“就是，前段时间听慕课武汉大学黄如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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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信息检索》，感觉最应该掌握的是检索式、关键词等策略的掌握，这样即使

有时候不在学校的范围内，也能找到所需要的资源。”娜娜*：“给读者个性化信

息推送，馆员就把现有数据库资源打包推送给他。”“比如某个考研领域的。”wi

nwin：“馆员就把现有数据库资源打包推送给他人家不看呢。”娜娜*：“就是每天

推送几条。”“一点一点喂食。”“就和引文数据库推送科研前沿论文一样。”“本科

生就给他英语、考研、就业岗位信息推送。”“美食、穿衣打扮等。”berth：“我

自己感觉，整天刷手机，刷的人好焦虑。我也关注了很多图书馆的微信和其他一

些公众号，但是我根本就不看。所以我现在都有意识的不看手机多读书了，用户

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感觉吧。” 娜娜*：“我对自己微博、微信都控制关注种类，

也就是 3.4 个，所以不会给我造成信息冗余。” berth：“现在不是讲大数据么 

我倒是感觉图书馆可以根据用户的基础数据 分析一下用户的需求 这样才能真

正做到个性化服务。”克莱蒙：“我觉得手机是很棒的阅读器。”“装一个 KINDLE

这样的软件。”广州书童：“我也装了，还买了个 kindle。”娜娜*：“我也最近爱

用手机，上街查公交路线、美食餐厅灯。”克莱蒙：“我也有 kindle，不过，最

后发现，用手机看书最方便也最能集中注意力。优于 kindle 和电脑。”茹玉：“用

手机看书太费眼睛啦。”“字体太小啦。”广州书童：“我觉得 kindle 更加能够集

中精神。”娜娜*：“我是加了天文、人文科学类阅读种类，看书方面，公交等车

时候看，挺好的。”娜娜*：“自己可控制，看十五分钟休息一下。”图谋：“其实

现在手机阅读做的确实越来越牛。相当‘友好’。”“字体之类可以调节。”广州书

童：“kindle 可以调节大小。正常光线下基本上靠近纸书了。”图谋：“阅读模式

等也能调节。”berth：“倒也不排斥手机阅读,除了费眼,其他都行。”茹玉：“低

头一族，颈椎迟早出现劳损哦。”克莱蒙：“把手机字体和亮度调一下就好了。”

图谋：“那可以把手机举过头顶。”图谋：“还锻炼肢体。”许继*：“躺着看。”图

谋：“还可以用耳朵‘看’。”berth：“经常用耳朵看啊 用耳朵看方便 做家务的

时候就把手机放边上 边听边做事。”图谋：“有好些人喜欢‘听书’。”147：“机

械化的读声，不适应，还不如用眼睛看。”berth：“也有很多是富有感情的朗读

的么。”孙红*：“我基本上听完就忘了。”berth：“我也是 不过就听着就熏陶一

下啊 听到比较好的 就找书过来看。”孙*艳：“这样也行，还可以边听边看。”天

外飞仙：“adobe pro 最新版本的声音听起来很好。”“感觉中文比英文好听。” 

 

（27）赵美娣：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的斗智斗勇 

图谋：“赵美娣.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的斗智斗勇.http://blog.sciencenet.c

n/home.php?mod=space&uid=69474&do=blog&id=84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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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杨玉麟：我们北大图书馆学系 77 级的那些人 

图谋：“杨玉麟：我们北大图书馆学系 77 级的那些人.http://blog.sina.c

om.cn/s/blog_4fcba36b0102v4tr.html。” 

 

（29）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2014 学术年会 

许继*：“上海年会要开了。”图谋：“看到老槐发的信息。”“‘新常态、新思

维、新服务’——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2014学术年会 http://society.library.s

h.cn/conf2014 时间: 星期四, 十二月 18, 2014 （从 09:30 到 16:30）报名

截止日期: 星期二, 十二月 16, 2014。”“我也帮宣传一下。”“据个人观察，省

市学会年会中，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年会更为务实，影响更广，惠及的人更多。”R

ain：“有网络直播吗。”图谋：“当前这个时段，估计每天都有 N个会在开，务虚

的居多。”“具体情况可以关注会议网站。”“http://society.library.sh.cn/no

de/524 这个链点的介绍更为详细。”“作为省市级图书馆学会年会，上海图书馆

学会年会‘会议规模’500 人，这个规模大概是最大的（不是之一）。”“我看了

一下会议通知，估计有不少成员参会（其中还有成员作主旨发言），届时欢迎分

享信息。” 

 

（30）JCR 期刊分区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讨论 

书卷：“中国的期刊怎么查影响因子，万方的和 CNKI 的怎么查，CSSCI 能查

吗，怎么查。”“中科院 JCR 分区表和 SCI 怎么查影响因子。”荷叶：“书卷，JCR

分区是跟 SCI 一体的。”“中科院有个自己的分区。”“这个东西都需要所在单位自

己购买才可使用。”书卷：“怎么查，到那里查，免费吗。”荷叶：“全部都是付费

的。”图谋：“JCR 期刊分区及其检索方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750603.html。”“这个东东介绍的比较全面。”“部分机构缺乏这样基础知识，

科研激励政策又是根据分区来做，结果弄得稀里糊涂。”“比如分区依据说是以中

国信息科学技术研究所制定分区为准，自身又没有委托人家做。”“殊不知人家是

量身定制。” “部分机构是机构置身制定的分区。自己缺乏制定能力，盲目搬来，

问题多多。”winwin：“中科院搞了这么多年，这个做法有必要吗。”图谋：“其实

中科院分区，是认可度较高的。”winwin：“是把 JCR 中国化吗？”“也就是中科

院系统的机构才用吧。”“高校不一定跟中科院走。”图谋：“比较强的高校采用的

是中科院分区。”“有条件的，只是‘参考’一下，自个做自个的。”“自己缺乏这

方面的能力，参考一下，是完全可以的。”winwin：“看用的目的是什么，发起人

规定是哪个标准。”图谋：“JCR分区，进一步‘本土化’，无可厚非。”“JCR 分区

的参考意义一般。”winwin：“收费不应当，如果是用于促进提高中国期刊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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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荷叶：“图谋：JCR 分区的参考意义一般，此话从何而来。”图谋：“就像 J

CR 分区，它本身是个产品。”图谋：“真的非常一般。明白 JCR 分区的原理就可

以知道。”图谋：“它只是依据影响因子，将学科范围内四等分。”$欧泊$：“同意

图谋观点，分区还是中科院的更为合理。” 图谋：“可惜，在乎的人很少。”win

win：“改名的期刊，甚至 ISSN 号也改了，JCR 的分区，就从原刊的第一区、第

二区变成第四区了。” “《中国科学》JCR在 Q2位置，中科院放到 4区。”$欧泊

$：“ssci可以考虑 JCR分区。”$欧泊$：“毕竟 ssci论文难发啊。”荷叶：“SSCI

和 SCI，其 JCR 分区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为何厚此薄彼？” 

图谋：“关于中国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其实我也曾介绍过。见：《中国学术

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概况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26920.ht

ml。”“《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3版），我有电子版，如果有需要的，

我可以私下分享。”“有些资料适合成员间私下分享，大面积传播则有可能侵权甚

至违法。圕人堂提供了一个便于大家进一步学习、交流与分享的平台。”飞雪：

“中国的期刊有影响因子有综合和复合之分，哪个更重要些呢？”图谋：“复合

影响因子（U-JIF）是指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复合统计源

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综合影响因子（M

S-JIF）是指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综合统计源引用的总次

数与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复合统计源由期刊统计

源、博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源、会议论文统计源构成，基于该统计源的计量指标称

为复合类指标。 综合统计源是指期刊类统计源，既包括人文社科类理论研究型、

应用研究型、工作实践型期刊，也包括引证人文社科期刊的科技类基础研究型、

技术研究型、技术开发型、研究层次综合型期刊。”“明白这样的‘界定’，就知

道它是怎么回事。”飞雪：“那如果就说一个期刊的影响因子，通常指的是哪个更

重要呢？或者说一般默认的指的是哪个呢？”图谋：“这个‘重要’与否，更多

的是由使用者来决定。”“‘图书馆学；情报学’类目期刊共 39种，复合影响因子

最低的两种期刊为《中国典籍与文化》与《文献》，最高的为《中国图书馆学报》、

《大学图书馆学报》。若论期刊的学术水平，其实那四种刊物其实是‘差不多’

的，甚至可能是‘更牛’的。”“类似这样的‘现象’，JCR 期刊影响因子，存在

同样的问题。”飞雪：“明白些了，这个影响因子的统计单位是：中国科学文献计

量评价研究中心，是不是？而我看到的影响因子更多的是在知网里，以为是知网

统计的，原来不是啊！”图谋：“本来就是 cnki 弄的。”“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

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图书馆研制，《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出版。”

飞雪：“就是 CNKI 弄的？期刊类统计源和期刊统计源的区别？比如我馆购买的数

据库，我也就只能看到的是‘期刊’库，那它指的是上面哪个？”图谋：“它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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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谁家买的是啥没有关系。” 

 

（31）陈安：美国总统与书 

图谋：“美国总统与书 http://www.neijiangshizhongqu.gov.cn/news/show

/32203 这些酷爱读书的美国总统们，从‘没有书就没法活’的杰弗逊到‘贪婪

读者’老罗斯福，从背诵诗歌的林肯到案头堆满书本的奥巴马，确实能给人以启

示，鼓舞人们通过读书来增进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从而使生活变得更充实、更精

彩、更有意义。图谋注：该文原载《书城》2014 年第 8、9期，《新华文摘》201

4年 21 期（148-154）全文转载。” 

 

（32）《自然》开放论文阅读权限 

娜娜*：“果壳网:《自然》将开放论文阅读权限 免费、合法阅读《自然》

上的论文全文，这一天真的来了。根据自然出版集团的新政策，订阅用户可以生

成专属链接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全球还有 100家特约媒体可以在文章中使用这种

链接，任何人只需点击链接就能在线阅读全文，有 49 种期刊可选择哦~http://

t.cn/Rzi3lnN。”图谋：“关于《自然》，再推荐一篇博文。”“《自然》今日宣布：

开放所有研究论文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1

74&do=blog&id=847864《自然》出版者集团 12 月 2日宣布了一项重大开放政策，

该政策将所有《自然》研究论文免费让读者阅读，但并不能免费复制、打印或下

载，这一政策同样适合于其他 48 种该集团旗下的杂志，包括《自然遗传》、《自

然医学》和《自然物理学》，科学家可以用 readcube阅读软件免费阅读和分享论

文。ReadCube 阅读软件是被唯一许可的阅读软件，可以阅读 PDF 版本，该软件

是该集团投资的阅读平台软件。”“http://www.nature.com/news/nature-makes

-all-articles-free-to-view-1.16460。”天外飞仙：“还有专用阅读器？”“有

人用过没有，那阅读器怎样？”“文献管理软件的新里程碑--ReadCubehttp://b

log.sciencenet.cn/blog-871916-663617.html。”广东小羊：“ 那个阅读器我用

过。”天外飞仙：“可惜看了一下，好像没有安卓版本。”图谋：“‘不能免费复制、

打印或下载’，不知道如何实现。”天外飞仙：“肯定到时能破解的吧。”“如果是

pdf就应该能破解。”广东小羊：“这是国人的强项。”天外飞仙：“抓屏也行呀。”

“只要能让人看就有方法。”shawer：“虚拟打印。”天外飞仙：“打印按钮都不会

给你出现的。”王燕*：“有关虚拟参考的技术应用都哪些啊？求帮忙。”图谋：“‘根

据《自然》杂志主编 Philip Campbell 的说法，《自然》每篇论文需要投入 2-3

万欧元，这些钱总需要有人承担，但不可能由出版商自己承担。’。”图谋：“以前

真不知道如此值钱。”“合人民币 15 万元以上。”天外飞仙：“这也太贵了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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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千金。”娜星空：“专家费贵吧，一半给评审的吧。”图谋：“那样级别的刊物的

审稿通常属于荣誉，并不需要审稿费。”图谋：“孙学军先生那篇文字有个跟帖‘翻

墙才能顺利下载到 ReadCube，安装后如果不翻墙，几乎无法使用，Nautre 虽然

免费，但是 ReadCube 很难绕过互联网长城’。”天外飞仙：“可以下载呀。”“不用

翻墙的。”图谋：“具体情况不详。”天外飞仙：“安装程序可以下载。”图谋：“h

ttps://www.readcube.com/ 好像是可以。”图谋：“Our Users. 220 Countries 

- 2500+ Institutions.”“当前有 220多个国家了？看样子被 Nature全覆盖了。”

天外飞仙：“实力太强大了。” 

 

（33）图书馆宣传栏宣传主题的讨论 

云湿雁影：“请教下图书馆的宣传栏可以有哪些主题可以宣传呀。”酉卒林夕：

“图书馆想让学生知道的都可以宣传，检索知识，活动，推荐的图书、服务等。”

云湿雁影：“检索的东西我们出过了。”“因为有 5 个左右的版面。”“推荐的图书

好像也不好实行。”“关于服务，我们馆没有啥好介绍的。”酉卒林夕：“这个好像

也不需要换得很勤快吧，我们一学期一换，检索知识多了，可以分很多主体，还

有介绍下数字资源什么的。”云湿雁影：“是一学期换一次。”云湿雁影：“我们自

己只买了知网。”“其他数字资源都没有。”酉卒林夕：“知网有很多检索方式，分

别介绍，比如怎么看期刊是不是核心，sci收录亚，怎么看整本电子期刊，怎么

搜某一学科文章等，还有更深入的。”酉卒林夕：“还可以介绍怎么利用外部资源，

比如省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的，现在注册都可以用。”酉卒林夕：“我们也没几

个电子资源，每次绞尽脑汁的想。”“写毕业论文肯定要用。”米粒 MM：“可以写

一些读者服务方面的东西。”“比如 4.23 世界读书日活动。”酉卒林夕：“还可以

介绍馆藏布局，分布图放上去，新生很多都找不到地方。”“每年读书日主体肯定

不同的。” 

 

（34）图书馆在大学章程中的身影辑录 

图谋：“图书馆在大学章程中的身影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hom

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848206 图谋按：‘大学章程不是一般

的管理制度，它在高校拥有宪法般的效力。它是治校总纲领，在大学发展中起着

重要作用，为大学依法自主办学提供了可靠的制度规范。’（引自：姜斯宪.变革

中的大学章程.2014年 8月 4日《光明日报》）《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目前已有 47所高校章程被教育部核准。更多的高校章

程在等待核准或正在制定中。多数大学章程中未发现图书馆及其相关词之身影，

本文特此辑录图书馆在大学章程中的身影，希望共同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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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有关图书馆或图书馆员形象的影视 

许继*：“征集有典型图书馆或图书馆员形象的影视剧。”“《七宗罪》，我记得

是犯罪和破案都和图书馆有关系。”茶男：“影视剧？美国大片里体现图书馆地位

的有好多哦，记得最明显的是《后天》里烧书那一段。”许继*：“天龙八部扫地

僧。”新渡户*：“建党大业。”“毛润之先生与李大钊先生有许多镜头就是在北大

图书馆里拍的。”茶男：“《情书》 《后天》 《可可露图书馆》《黑侠》《图书馆

员：寻找命运之矛的探险》。”新渡户*：“日本有部《图书馆战争》，全都是说图

书馆的，你们应该都没看过吧。”“有动画版和电影版，推荐看电影版。”“内容都

是有关图书馆的使命问题。”“不过在目前的国内环境下是不可能公开放映的。”

广州书童：“三宝大闹宝莱坞。”图谋：“电影中的图书馆，过去是图林的热点话

题之一。”“曾经有很多篇博文。”“比如：盘点 2011年电影中的图书馆 http://l

ib.notefirst.com/booklife/13338/default.aspx ——原载《图书馆报》2012

年 1 月 20 日 B08 版 王 波。”图谋：“《图书馆战争》其实第一时间就有推荐。”

“好些东东已经无法打开了。”“当年还整理过《图书馆微电影小辑》等。” 

 

（36）《图书馆论坛》2014 年第 12 期电子版及圕人堂民间审稿的讨论 

图论坛刘：“《图书馆论坛》今年最后一期 PDF，恳请朋友们批评指正。刘洪

致敬。”图谋：“《图书馆论坛》2014 年第 12 期电子版（Pdf 格式)在群文件中分

享，敬请关注！”衡忠清：“这么快。”图谋：“我们都享受 VIP服务。”“托刘主编

的福。”克莱蒙：“这个比 CNKI快吧。”图谋：“那是当然。”沈奎*：“谢谢图书馆

论坛刘编,这么快就看到 12期了。”衡忠清：“《图书馆论坛》越办越好。”萧然余

风：“可惜录用不了，水平太差。”衡忠清：“发在群时，让大家帮你修改。”萧然

余风：“没自信，拿不出手。”衡忠清：“请图谋组织，大家可以把文章先发给图

谋，然后由图谋分发相关人员修改。众人认定的文章，编辑部一定会采纳的。”

沈奎*：“那图谋忙死了。”图谋：“你这是要我命呀。”沈奎*：“这比愚公还累的。”

衡忠清：“图谋忙的话，可设立一个审稿委员会，专人负责。”沈奎*：“这是要成

立一个同行评议机构么。”图谋：“这样的‘大活’，还真的不能揽。”沈奎*：“这

是非常大的活。”图谋：“衡老师的出发点是好的。”衡忠清：“这也是干实事的。”

“可以在群里讨论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娜娜*：“好吧，那也先要那捐助

再说。”“民间审稿委员会么。”误入奇图：“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干，万一出个纰

漏，论文被别人用了，说不清了。”图谋：“大家可以利用群做这样的好事。”衡

忠清：“没必要捐助，是免费的、义务的。也就是别样的‘民间学术文章评议委

员会’。”娜娜*：“好吧，怎么保证学术信息保密，优先出版？。”图谋：“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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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成员间已经有这样的‘服务’，这是好事。”芝麻-君：“衡老师先帮大家审一个？”

“没有一定功底的人干不了这活儿。”图谋：“多一些衡老师那样的成员，这活真

能做起来。”图谋：“群里能胜任这活的人还真不少，只是多少人有这方面的意愿，

不清楚。”“其实有一些成员，本身就是专业期刊的审稿人。” 

 

（37）文献计量研究方法讨论 

萧然余风：“文献计量研究新的方向在哪里？”老田：“武大不是在搞什么替

代计量学吗。”图谋：“这样的问题比较‘宏大’。”“真正‘新的方向’可能是在

有关学者的心中。”“假如公认为‘新的方向’，通常不怎么新了。”娜娜*：“‘新

方向’保密，一些学者正在首发论文呢。”图谋：“‘文献计量法’算是图情领域

的‘独门功夫’，这门功夫真正拿的出手的，似乎越来越少了。”南开图：“我国

文献计量学研究在国际上也比较权威。”萧然余风：“最好能跟其他学科合作吧。”

图谋：“以前在课堂上，专门有堂课讨论图情研究方法，盘点一番之后，感觉最

为‘硬气’的数‘文献计量法’。”“其它好些方法，要么过窄，要么是属于移植、

嫁接。” “邱均平团队的替代计量学已经发了好些文章，可能是当前的‘新方向’

之一。”“期待有人做做这方面的‘科普’。”城市天空：“邱大师是国内文献计量

做的最好了吧？”图谋：“是否‘最好’存疑，但应该是国际范。”“文献计量领

域，享有国际声誉。”萧然余风：“国内几个高校和机构都做得不错的。”城市天

空：“‘替代计量学’，这个翻译有失准确，并不是完全替代传统的方式，而是对

传统计量学的完善和补充。”萧然余风：“是啊。感觉很别扭。”春丽：“我以前翻

译成选择性计量。”城市天空：“altmetrics 是更加侧重数据和论文在社交媒体

和新媒体上的影响力。”“由信息计量学新词 altmetrics 的翻译想到的 http://b

log.sciencenet.cn/blog-630081-679433.html  这篇文章有意思。”图谋：“科

学网上计量学领域‘高手云集’。”城市天空：“是的，科学网比较学术一些，新

浪博客比较像拉家常。”鲲鹏展翅：“科学网的学术信息比较权威。”图谋：“他们

实际上形成了‘小圈子’，这个‘圈子’有研究价值。”城市天空：“altmetrics:

 a manifesto  http://altmetrics.org/manifesto/  这篇文章对 altmetrics

的来龙去脉以及未来发展说的比较清楚。”“Jason Priem, University of Nort

h Carolina-Chapel Hill (@jasonpriem)Dario Taraborelli, Wikimedia Foun

dation (@readermeter)Paul Groth, VU University Amsterdam (@pgroth)Cam

eron Neyl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ilities Council (@cameronneylo

n) 作者也很厉害的。”图谋：“‘刘桂锋 杨正瓴 刘桂秋 彭勇 王贤文 孙学军 

许培扬 崔晓聪 陈冬生 赵美娣 李伟钢 刘玉仙 武夷山 徐申萌 余厚强 章成志

 黄佶 赵星 秦斌杰 周春雷’，这些名字中，多数是该领域的高手。”萧然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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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博主发一些观点什么的，很有启发。还有一些博主发一些已经发表了的文

章，也让我们第一时间了解研究内容。”城市天空：“不仅仅是博文，下面的评论

也很有价值，提供了很多线索。”图谋：“当前的博客平台，可能就数科学网博客

平台‘纯净’一些了。”图谋：“我一直期待科学网圕人堂专题能作为圕人堂 QQ

群有益的必要的补充，目前看到效果看，不尽人意。” 

 

（38）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素养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 

小伊：“北京高教图书馆工作研究会信息素养教育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4 年 1

2 月 12 日举办‘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素养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邀

请国学大牛及行业专家为您解读大数据背景下信息素养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所

面临的困境和发展趋势，并以核心期刊投稿为主旨，请主编讲解论文写作实战技

巧。时间 12月 12日 8：40-17：00 地点：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第二阶梯

教室”hellen：“这个会议里的国学大牛指的人大新任馆长黄朴民老师吧？好像

他要去做国学讲座。”图谋：“眼下的国学大牛，主要是指百家讲坛打造出来的那

批人吧？”城市天空：“饶宗颐可以算一个。”“今年 98 了，华师大图书馆装修了

之后，大厅挂了他的字画。”图谋：“2014 年 9 月，饶宗颐获得首届‘全球华人

国学奖终身成就奖’。”图谋：“黄朴民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二级

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学

科评议组（历史学）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

会委员、《国学学刊》执行主编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孙子兵法》研究、中国思

想史、中国军事史，是国内从事《孙子兵法》与中国古典兵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39）图情领域活跃博客推荐 

图谋：“寻找中文图情活跃博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848542.html 寻找目的：探索与发现原生中文图情数字资源，利于圕人共知、

共享。‘中文图情活跃博客’指图书馆学、情报学及其相关领域（图书馆、情报

所等）具备一定学术价值的博客，2014 年 6月-2014年 12 月原创博文 10篇以上。

欢迎补充。”图谋：“圕人堂是大家的，我只是个‘跑堂的’。”“不时有成员分享

信息还事先向我询问是否可以做，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只要于大家有益的事情（也

符合《圕人堂规范》），尽管去做。”迷图：“寻找‘馆藏文献利用’发现图谋整理

了好多资料，谢谢了。”图谋：“关于‘博客’资源，其实还有更多很好的资源，

有待‘发现’与‘利用’。”“寻找中文图情博客资源，非常期待大家一起来‘寻

找’。”“一己之力是绵薄的。”“我的整理工作，实际上不少还真不是我一个人做

的，有相当部分得到包括圕人堂成员在内的更多圕人的帮助与支持。” 图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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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图情博客 2013 年 7 月，曾与人通信，通信中我曾表达了点个人意见。特此放

出来：‘图书馆界学术博客，当前的人气大不如过去，比如程焕文的博客拥有的

‘粉丝’比较多，但其访问量至今只有 165.4万人次，杨玉麟教授的博客只有 2

8.8万人次。吴建中的博客，访问量也不会大，同其所在平台有关系。图书馆界

学术博客的黄金时期是以范并思、刘炜等为‘意见领袖’时期（2004-2007），那

个时期‘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具有较强凝聚力及影响力。影响学术博客

发展重要因素主要有二：依托平台不给力；学术博客缺乏权益保障（比如因为鱼

龙混杂，学术价值认可度非常有限；科学网博客等学术博客信息源被列入‘学术

不断检测系统’信息源，学者在学术博客中发布的信息，在学术论文发表时，还

可能存在潜在风险等）。’”林中小鸟：“五年前，曾经以研究图情博客为方向写了

毕业论文，那时还真是觉得这博客会越来越火……”误入奇图：“这就是很多博

客为什么越来越不活跃的原因了，不只博客，包括书社会，已经越来越没有人气

了。”“社交网络的使用也会有日渐减少的趋向呢！”图谋：“还有一点，当前人们

越来越聪明了。”小鸽：“现在大家转战微信了……” 

（40）图书馆法人治理的讨论 

女孩微笑：“噢噢，有哪位老师在研究图书馆法人治理吗？”图谋：“关于法

人治理，可以看吴晞博客。”女孩微笑：“我都看过了，就是有些不懂。”图谋：

“群文件也推荐过相关资料。”“马赛诸塞州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是‘正宗’的。”

“值得多看几眼。”女孩微笑：“我本科生课程作业要写个综述，不知道要选图书

馆法人治理还是理事会制度研究综述。然后对法人治理结构不太清楚包括什么。”

误入奇图：“要写好一篇综述，至少要阅读相当数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女孩微

笑：“十八大三中决定，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

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是不是意味着公共图书

馆以后会实行理事会制度？”图谋：“国内 2007 年开始试点，已有时日了。”女

孩微笑：“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中除了理事会还有什么呢？”图谋：“试点馆的有

关总结，已经正式发表了多篇，可以做个比较分析。最好是能与美国的情况做个

比较分析。”“或许可以理解为理事会制度是实现法人治理的途径。”女孩微笑：

“理事会是实现图书馆法人治理的方法之一？”图谋：“理事会与理事会制度，

差好大。”图谋：“‘途径’与‘方法之一’似乎也不好等同。” 

（41）关于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讨论 

误入奇图：“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有很多不科学和不合理的地方，但目前大

多数机构只能依靠它来甄别学术不端，不能不说，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书卷：

“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绝对有问题，很多老师和研究生，都有一套对付的手段，

抄袭反而更严重了，还发现不了，真绝了。” 误入奇图：“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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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一方面来说成了助长学术不端的工具。” 

（42）高校馆馆员考教师资格证的讨论 

小伊：“请问群里高校馆的有教师资格证吗？你们怎么办理的？北京市规定

只有在职教师和辅导员能考证。”误入奇图：“我们有硕士点，有教师资格证才能

上岗。”娜娜*：“图书馆员还要教师资格证明吗。”误入奇图：“图书馆员当然不

需要。”“但是如果要代课，当导师，必须有。”“图书馆如果给学生上信息素养课，

最好去考个证了。”小伊：“现在一直在给院系上课，有时候系里找你去上课还问

有没有资格——很矛盾 。”小伊：“具体你们有证的是怎么操作的？找领导？还

是打报告？”误入奇图：“有证要操作什么，我们自己考的呀。”“没有资格证，

原则上不应该上课。”小伊：“我们是外聘教师，不是图书馆的课 。”“考了不要

单位出证明吗？现在都是系里打报告才能上。图书馆就不让考，问题在这。”“北

京规定只有教师岗位能考。”teee：“我们这边可以自己报名考教师证。”小伊：

“各地政策不一样，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信息检索课图书馆员上是很合适的，

反响也很好。”呆保：“我们全校老师要考的都可以有。”小伊：“是呀，应该这样

的，现在这东西和岗位绑定。”许继*：“教师资格证是一个极不严肃的证。”娜娜

*：“规定：1.授课老师必须有教师资格证方可授课 2.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人员

必须有授课课时记录。3. 第二条不得违反第一条。”误入奇图：“在外面找个地

方报，曲线救国么。”“没有解决不了的。”“找个培训机构。”小伊：“培训机构？

要交钱吗。”误入奇图：“可以商量下么，少交点，让人家帮你们报上名，不一定

非参加培训。”“我的学生现在都考教师证，社会人员也可以报的。”小伊：“什么

样的培训机构？类似考研培训新东方吗？”误入奇图：“有教师资格考前培训的。”

小伊：“不过还是希望单位能解决就好了。”误入奇图：“让馆长出面找么。”小伊：

“那样的话大费周章，领导也许担心你有想法，要当教师了。”商报任*：“教师

资格证，好像我大学只要学教育学和心理学这两门公开课就有。”“就是花钱呗。”

小伊：“有段时间要求大家都考的，后来又不是了 。”雨路：“我有中学教师资格

证但没用上。”“还要考高校教师资格证。”“一切都是用钱堆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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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中文图情活跃博客  

热度 1 2014-12-4 22:22  

“中文图情活跃博客”指图书馆学、情报学及其相关领域（图书馆、情

报所等）具备一定学术价值的博客，2014年 6月-2014年 12月原创博文

10篇以上。 （1） 建中读书:a http://www.wujianzhong.name/ b 

http://blog.sina.com.cn/u/1398303617 (上海图书馆馆长 吴建中) 

（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85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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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 圕人堂|133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 图书馆在大学章程中的身影辑录  

2014-12-3 16:46  

图谋按： “大学章程不是一般的管理制度，它在高校拥有宪法般的效力。

它是治校总纲领，在大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为大学依法自主办学提

供了可靠的制度规范。”（引自：姜斯宪.变革中的大学章程.2014 年 8

月 4日《光明日报》）《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自 2012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目前已有 47所高校章程被教育部核准。更多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78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 当“云计算”遇上了“大数据”——圕人堂故事  

2014-12-2 10:26  

当“云计算”遇上了“大数据” ——圕人堂故事 本文的“云计算”不

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是基于王启云（图谋）的算计方式。曾

经有教师读者以为所在图书馆网站上的“云服务”是指由王启云提供的

服务。本文的“大数据”指的不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

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71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 圕人堂 QQ 群规范  

热度 1 2014-12-1 08:59  

圕人堂 QQ群规范 一、总则 圕人堂 QQ 群（群号： 311173426 ）是图

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其愿景（ VISION ）是：圕结就是

力量！其定位（ MISSION ）是：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

人脉。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

现实，联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76 次阅读|1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3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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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54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848542#commen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48206&handlekey=lsbloghk_84820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8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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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20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47862&handlekey=lsbloghk_84786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8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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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86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47582&handlekey=lsbloghk_84758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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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58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847582#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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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4 年 12 月 1 日完成《圕人堂周讯》（1-30 期）编辑补助发放，计 4800

元。“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5292.87 元（注：27.87元为余额宝“累计收益”）。 

（2）本周由群成员分享《图书馆论坛》2014年第 12期 PDF版，下载人次 85 次。 

（3）2014 年 12 月 5 日 12:40，群成员达 747 人（活跃成员 232 人，占 31%），

本群容量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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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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