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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1图情会议信息

会议君：“ 2020中国情报学年会暨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 11月下旬将于

广州举办，有兴趣的老师同仁欢迎参阅文内信息报名。”

热心肠：“‘沪上图林’交流研讨会会议主题：助推上海市各图书馆‘十四五’规划
制定上午会议时间：9:20-11:30主讲嘉宾 1：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柯平教授
主讲题目 1：图书馆未来 2030与‘十四五’战略规划编制主讲嘉宾 2：重庆大学图
书馆杨新涯馆长主讲题目 2：学术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的编制与《重庆大学图书
馆规程》二维码观看直播：。”热心肠：“直播马上开启，敬请同仁期待欢迎扫码
或登陆网址观看 http://k.cnki.net/CInfo/Index/8368。”
哆啦 A梦：“书香致远，助力战“疫” 2020年新疆地区 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 ht

tps://k.cnki.net/mobile/PhoneTheme/Index/98

哆啦 A梦：“CDPDL 两岸图书馆服务融合创新分会将在 9：00正式开始哟。
会议直播链接：https://k.cnki.net/NLive?cid=8494。”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hanna：我也来当“学霸”！孔雀闯入高校图书馆淡定看书“http://n.miaopai.
com/media/0DvBJztxGJMb-74zrbtT~vjDEoojeqde。”biochem：“7月 28日，云南
嵩明县，某高校图书馆里突然闯进一只孔雀，在书架间旁若无人地来回溜达半小
时。最后孔雀跑进花丛中，被绿化工人抱走。校方称孔雀是学校养的，当天从养
殖区飞出，误闯了图书馆。”biochem：“云南工商学院的图书馆。”
biochem：“下面这段话我在学生群发过无数次，也转发到很多群：近期不少同学
的 QQ被盗，请加强保密意识。请把 QQ密码整复杂些：密码要包括阿拉伯数字、
英文字母（最好有大小写）、特殊符号如%&*@#=等。密码不低于 16位，最好 20

位以上。我有两个 QQ号，密码一个 16位，一个 17位，两个密码不相同，天天
登录就忘不了了。QQ密码整复杂些，就不容易被盗了。QQ不要设置成自动登录。
QQ密码太简单的，请自己整复杂些。QQ被盗，可能导致 QQ好友被骗钱财，害人
害己。@图图。”

图谋：“Artlib线上展览 | 梵音东渡——日本佛画国宝展 https://mp.weix

in.qq.com/s?__biz=MzIxMjY2ODUwMg==&mid=2247517448&idx=1&sn=f277f4e2ee

f319695742fd42a0ba7ca3&chksm=97405c31a037d527388f17f95f110336f5351367

625cfaacba5d7925c13653ad5017af5b5d97&mpshare=1&scene=23&srcid=0801SZx

nli0FYJyLHBCXAAJs&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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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jY2ODUwMg==&mid=2247517448&idx=1&sn=f277f4e2eef319695742fd42a0ba7ca3&chksm=97405c31a037d527388f17f95f110336f5351367625cfaacba5d7925c13653ad5017af5b5d97&mpshare=1&scene=23&srcid=0801SZxnli0FYJyLHBCXAAJs&sharer_sha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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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东莞图书馆走红背后：不应忘却的图书馆专业主义 https://m.thep

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505588?from=timeline

图谋：“耗时 11 年，挪威最美的图书馆什么样？https://mp.weixin.qq.co

m/s?__biz=MzUzMzg5MDE4OA==&mid=2247487866&idx=1&sn=222abd824ce7c5b06d

91a016d1dd123f&chksm=fa9c4499cdebcd8f84b7c7ae8e1f9511367d15fd1bca87e9

19715ed407ec6f9dbf21a039e560&mpshare=1&scene=23&srcid=0723o5xPikc6IMc

KlJvxBoQv&sharer_sharetime

图谋：“栗茂腾.地梢瓜的果实.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9332-

1244451.html.”
图谋：“图书馆学是什么 http://product.dangdang.com/27895124.html王

子舟著. 图书馆学是什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06.内容提要: 本
书是一本优秀的图书馆学入门读物。本书共分十章，在书中列出了十个问题：1.

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2.图书馆学到底研究什么以及范围多大 3.学了图书馆
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4.图书馆 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5.图书馆学的大家
和重要思想有哪些 6.图书馆学有哪些主要研究方法 7.书籍的发展和未来的命运
是怎样的 8.图书馆的发展和今后的命运是怎样的 9.图书馆员是不是一种有前景
的职业 10.未来图书馆学发展趋势与研究重点是什么全书围绕着这十个问题来
讨论。。”图谋：“‘图书馆学是一个小学科。说它小，不仅是因为全国设置这个专
业的高校少，同时也因为它一度仅是图书馆员独享的学问，与社会公众关系不大。
其实，各行各业的人，尤其是青年学子们，了解一些图书馆学的知识，对他们的
帮助还是极大的。因为图书馆本质上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图书馆学是获取知
识、塑造灵魂所必要的一种工具。’（摘自：王子舟著. 图书馆学是什么[M]. 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3：372. 作者后记）。”图谋：“上述信息，作为昨
天《图书馆学十大高频问题之简答》博文之延伸阅读信息。

图谋.图书馆学十大高频问题之简答.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1244364.html.图谋作为图书馆实际工作者、图书馆学学习者，也有些年头
了，试着结合自身实际予以简答。”图谋：“王子舟教授用了 20万字篇幅解答，
给出了一套标准的参考答案。图谋的简答为 3千字，属于图谋完成的一份粗浅的、
粗糙的‘课后作业’。一方面期待能够提供些许启发，一方面期待具备‘抛砖引玉’
功效。”

biochem：“吕秀齐：渐行渐远的书香味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438991-1244488.html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图书缺乏、报纸单
一的年代的，读书，曾经显得那么时髦，那么紧迫。仅有的能够得到的‘好书’如
果不抓紧读，就会从你的身边滑走，真的是这样。甚至那时的读书有点饥不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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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子。那个年代，很多书都成了禁书，包括一些西方文学名著，书店里图书馆
里根本是见不到的。那个时代提供给我们阅读的图书太匮乏了，学习资料更是少
的可怜，哪天要是拿到书本之外的习题集什么的都是如获至宝，甚至一本老歌歌
本也能让你兴奋不已。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我们可以选择的图书浩如烟海，然而似乎我们却离书香渐行渐远。”
雨过天晴：“远去的八十年代，匮乏中孕育着勃勃生机……。”

古饶：“——《云在青天书在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禅宗的一句富含哲理的
名言：‘云在青天水在瓶’。《云在青天书在手》依托对传统读书文化的理解，从
平凡的视角出发，以最普通读者的口吻，生动诉说内心对书这位‘人类最好朋友’
的感激，将读书写出了历史感和画面感，歌词意境荡气回肠，旋律气象万千，具
有润泽人心的力量。”

图谋：“盛京落拓寒儒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55

07717427_0_1.html赵彦昌 ：1978年生，河北晋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辽
宁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带头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档案学系系主
任、辽宁大学中国档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
才、辽宁省档案系统领军人才、辽宁青年社科人才、沈阳市拔尖人才、辽宁大学
中青年骨干教师、辽宁大学优秀青年教师、辽宁大学首届十佳杰出青年人物。”
图谋：“落拓寒儒是赵彦昌老师的网名。赵老师格外勤奋，硕果累累。早期他的
博客（中国档案学研究）是依托和讯博客平台，信息非常丰富，一定意义上成了
中国档案学信息门户。”

图谋：“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官网赵彦昌简介.http://ls.lnu.edu.cn/info/13

858/69909.htm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0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
大报刊复印资料《档案学》、《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出版专著 6部。
独立主持 Guo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独立主持教育 Bu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2项（其
中教育 Bu后期资助重大项目 1项），独立主持省级项目 20余项。”中南民*：“厉
害。”图谋：“这是赵老师今年更新的博文数量。”图谋：“也就是赵老师是从 2005

年写博客至今的，2005-2018年在和讯博客平台，2018-2020年在新浪博客平台。”
图谋：“赵老师自 2005年至今，博文产量非常之高，且是持续更新的。2020年 8

月份已更新 7篇博文。”图谋：“2005年 5月 1日，‘中国档案学研究’上传了第一
篇帖文《试论西周的档案管理工作》。博主是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档案系的赵彦昌
老师，截至 2008年 12月 8日，已经公布了 6968篇帖文，有 740人次的评论，
访问量 559821人次。该博客的友情链接覆盖范围广，内容丰富，包含了国内外
大多数的档案信息网站，链接数量达 300以上。‘中国档案学研究’成为目前最好
的档案专业博客。信息来源：武琳,谢晓静.国内外档案博客的发展与影响分析[J].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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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档案,2008(12):22-24.”
图谋：“2020年 JCR简要介绍 2020 JCR（2020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囊括了来自五大洲 83个 Guo家和地区的 12856种期刊，涵盖自然科学（9370种
期刊）和社会科学（3486种期刊）236个研究领域，其中 1658种期刊为完全开
放获取期刊（Gold Open Access journals），7487种混合型期刊（Hybrid jou

rnals）。在 2020年 JCR新增的 351种期刊中，有 178种为完全开放获取期刊。
信息来源： 诸平.申诉成功，重获新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2

210-1244877.html。”
图穷：“《21世纪国会图书馆数字战略》，（美）国会图书馆信息技术战略

委员会等著，蒋伟明，苑克俪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这个战略做得蛮高
级的。”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馆员业务能力提升专题讲座’培训结业证书 http://

jingsai.cnki.net/zhengshu.html 8月 5日-31日，完成全部课程学习的中国
图书馆学会会员可点击页面下方"证书下载"按钮，下载培训结业证书。”图谋：“中
国图书馆学会‘馆员业务能力提升专题讲座’，圕人堂曾大力宣传，关于培训证书
下载信息算是后续延伸服务。如果有成员回头愿意晒竞赛获奖信息，也非常欢
迎。”

图谋：“杨伟真著. 图书馆经济学[M]. 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1.10.本书共
分 12章,着重研究和分析图书馆活动的经济规律,以及图书馆当前所面临的各种
现实经济问题,提出了图书馆经济学管理方法和理论等。。”

图谋：“图情领域被图书引次数超过 500次的图书 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1245153.html 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发布了图书被引用
情况报告(2020)。‘信息与知识传播’共有 111种图书被引次数大于 500次，其中
图书情报类 21种。”

图谋：“赵生辉.重读《闭关之思》.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17

406-1245163.html [古渡客语] 本文是我的 Guo家社科基金结题专著《多民族语
言信息共享空间构建策略研究》的后记，原本已在网络发表，由于项目结题计算
文本重复率时被计算机大片标红，不得不从空间撤下。今天偶尔读到，2017年
暑假在青海西宁南山寺外一家小宾馆半是写作，半是禅修的种种情景再次浮现于
眼前，其中的很多感悟至今仍有同感。特将其重新发布，以示纪念。”

图谋：“@全体成员 佛山市图书馆.考古‘火’出圈了，图书馆还会‘冷’吗？.htt

ps://mp.weixin.qq.com/s/mO2zQKaHBe-S_1qJb91Wgg图书馆行业的从业人员是
怎么看待自己的专业呢？不妨来听听他们怎么说——首先登场的是图书馆业界
泰斗赵燕群老师，她以一篇《十八，八十》的八十岁感言来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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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业界‘大佬’的发言，再来看看目前在职的图书馆员怎么说吧……从 40后到 9

5后，是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人的薪火相传。或许图书馆专业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火’
过，不是大众眼中‘有钱途’的专业，许多从业人员也不是一开始就怀着远大的抱
负而踏入职场，但是，正是他们多年来兢兢业业的坚持，默默无闻的奉献，让图
书馆发展成了今天的模样。”图谋：“目前在职的图书馆员‘代表’：M萌（70后）佛
山市图书馆副馆长毕业院校与专业：兰州大学图书馆学（科技情报方向）惠梅（6

0后）佛山市图书馆业务管理部研究馆员毕业院校与专业：苏州大学染整工程 C

aroline（80后）佛山市图书馆体系建设部副主任毕业院校与专业：南开大学图
书馆学布丁（80后）佛山市图书馆业务管理部副主任毕业院校与专业：中山大
学图书馆学雅琴 （80后）佛山市图书馆文献信息研究部馆员毕业院校与专业：
中山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小五（90后）佛山市图书馆资源建设部副主任毕业院
校与专业：武汉大学图书馆学四火（95后）佛山市图书馆文献信息研究部助理
馆员毕业院校与专业：南京艺术学院文物鉴赏与修复（古籍方向）。”图谋：“佛
山市图书馆这个话题策划挺好，为佛山市图书馆的担当与作为点赞！”图谋：“如
果高校图书馆也能够热情大胆地说一声：欢迎图书馆学子加入我们！图书馆学或
许会更有魅力。”图谋：“沉浸于兴趣爱好之中，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精神财富
（可能钞票换不来）。”
1.3你提问，我回答
（1）本地区的国民阅读综合率统计

飞扬天下：“有哪位老师能告知国民阅读综合率如何统计？指本地区的。”飞
扬天下：“阅读率=阅读过图书的人数÷覆盖地区总人数×100%。”飞扬天下：“这个
如何测算和统计呢？”图谋：“建议是实际找一份报告看看，比如：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著.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2017[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10.”图谋：“完整的报告中，应该会有进一步的说明。”
（2）试行 Guo家职业标准，图书资料馆员从业资格问题

豫章故郡：“Guo家职业标准:试行,图书资料馆员 未能落实很可惜。”Sunny：
“不知何原因，图书资料专业并没有如执业医师、执业律师、执业护士等执业准
入制度。”豫章故郡：“随着文化服务的兴起对于图书管理员来说没有职业资格证，
其实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1.图书管理员不同于图书馆员，没有编制，大多
为第三方劳务派遣外包或合同工 2.职业发展受限 3.人员流动性大，无法留住年
轻人，留下的多为中年人且文化素养层次不齐，很难保证服务的质量。”豫章故
郡：“不过近年来 Guo家开始重视文化服务，大多为 Zhengfu购买服务项目，员
工与当地人才市场或者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派遣到图书馆，这点值得
点赞越来越规范了。”广州书童：“上面到一二三条问题没解决。”楫舟人：“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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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社会化运营，弊病太多，远远不是人力资源那么简单。”
（3）有没有针对盲人的手持阅读器的设备

peade：“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针对盲人的手持阅读器的设备。功能是这样，
扫描一页纸质图书，扫描结束就朗读。”图谋：“苏州第二图书馆云直播时，有带
到盲人阅览室，里边的设施设备不错，具体具备哪些功能不了解。”
（4）2019年全民阅读连续第六年写入 Zhengfu工作报告信息来源

天天：“各位群友，2019年全民阅读连续第六年写入 Zhengfu工作报告我怎
么找不到，是不是总理做完报告让代表审议后又加上的？”天天：“2020年 Zheng

fu工作报告是否没有提及全民阅读？”惠涓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加
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筹办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倡导全民健身和全民阅读，使全社会充满活力、向上向善。”图谋：“z
hengfu工作报告 http://www.gov.cn/premier/2020-05/29/content_5516072.

htm。”
（5）视阀、视域、视角

天天：“视阀与视域视角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懂就问。”天天：“视阀是错别字？
应为视阈？那怎么知网上。”中原劲草：“视阀是不是视阈中的门阀学阀的简称啊。”
天天：“申请并批了的课题我写的视阀，结果一百度说是错别字，应为视阈，现
在我该怎么办。”哆啦 A梦：“你这视阀 fa 视阈 yu。”图谋：“这种情形，原本是
需要找工具书的。”天天：“有视阀吗？可以写视阀吗？”图谋：“十有八九属于别
字。”长恩：“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有‘视域’也有‘视阈’，但无‘视阀’。”低调：“视阀
是 PDF扫描时候，视阈识别成的形近字吧。”中原劲草：“怕是五笔输入法导致的
吧。”中原劲草：“就像当年的家室一样。”节能：“@低调 @低调 赞同。知网出现
错误应是扫描识别原因。”天天：“@中原劲草 不该，阀前二是 uw,阈是 ug。”中原
劲草：“那看来是图像识别的问题了。”天天：“阀就是阀门，前面加定语。图书馆
视阀下人性化服务与依法管理冲突现状及解决方法探究，视阀前都有定语。”中
原劲草：“图书馆能看见的阀门下的人性化服务与依法管理冲突的现状研究？还
有看不见的阀门？”天天：“@中原劲草 依法治国视阀下、劳动法视阀下人性化服
务与依法管理冲突现状及解决方法探究，你再看。阀就是阀门、区域、视角的意
思。”中原劲草：“第 8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看来是要收录这个词了。”天天：“收录
有两种可能性:一成为热词，不管是草根式囧还是权威式新业态；二就是有大家
权威就这样写错，还一直写，社会也就认了。”天天：“现在来看，视阀就是错词
错字。”
（6）《河南图书馆学刊》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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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啦 A梦：“请问一下群里投稿过河南图书馆学刊的前辈，这个期刊修改几
次稿件，已经收到录用通知的稿件之前修改过一次稿件格式之类的，现在又让修
改，会不会被退稿。”天天：“不会，接着改就是了。”惠涓澈：“不会被退稿，有
的期刊在付印前还会联系你，问有没有修改，为了文章更美好，加油。”
（7）院系资料室交接有什么快捷准确的方法

大乖乖：“请问各位大师，院系资料室交接有什么快捷准确的方法。”空空：
“交接签字哈哈。”空空：“你指地点不变你们管理吗。”大乖乖：“图书需要搬运。”
大乖乖：“还要指定上架地点。”守藏史：“没啥好办法，申请经费，找外包公司干
吧。如果时间紧任务重的话。”大乖乖：“最主要是院系资料室图书和大馆图书不
在一个数据库内。”节能：“@大乖乖 提个建议哈，发问时说明白是谁的书给谁。”
守藏史：“导出系部的 marc灌入你们自己的系统里，如果他们做有 marc的话。”
节能：“还有相关数据等信息。”节能：“@守藏史 他说指定上架地点，感觉不是系
里书到馆里。”二木：“找专业人员把系统数据整合好，实物清点，账实相符，做
交接清单。”
（8）全民阅读促进 Tiao例与公共图书馆法究竟什么关系？

天天：“全民阅读促进 Tiao例与公共图书馆法究竟什么关系？一个国务院一
个人大通过，好头疼。”天天：“两者相互独立又互为关联关系吗。”天天：“全民
阅读促进委员会与学会里阅读推广委员会又是什么关系？相互独立且不关联？”
广州书童：“法。”广州书童：“比 Tiao例效力高。”图穷：“全民阅读 VS阅读推广。”
广州书童：“图书馆法是人大立的，实施主体是文化行政部门。”广州书童：“阅读
Tiao例是国务院出台的，没记错的话实施主体是新闻出版部门。”图谋：“建议检
索一下法律、法规二者异同。”天天：“@广州书童 。”图穷：“那全民阅读促进委
员会与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呢？”天天：“原来是一家吧，文化和版署。
现在文化旅游合，版署归宣传部。”
（9）图书馆员专业阅读该读什么？

图谋：“图书馆员专业阅读该读什么？（https://mp.weixin.qq.com/s/JjI5

ovp7kyTqVCgfJ1XDgQ），这篇文字在朋友圈转发之后，wjew老师留言：‘专业必
读书 20册，整理一下？’把图谋吓了一大跳，我回复是：‘那还真不如 wjew兄整
理。我做这份作业实在是太难了。十有八九无法及格。’。”图谋：“关于’图书馆员
专业阅读该读什么‘，文中我明确回答了我也不知道该读什么。跳跃至"专业必读
书 20册"，我更无从下手，图书馆学专业教师（硕导、博导）等或许更有发言权。”
图谋：“假如图谋老老实实去做这份作业，一是无法得到包括自身在内的认同者，
二是还掉进坑里了（得罪一大群人）。图书馆学 100年，已出版的书可以说是成
千上万种。单单是图谋自己收藏的也远超过 200种。选谁不选谁都是得罪人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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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图谋：“图谋利用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发布了图书被引用情况报告(2

020)做了另一份作业。’图情领域被图书引次数超过 500次的图书‘21种。这种答
题法比较安全。或许另有滋味在其中。图情领域被图书引次数超过 500次的图书.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5153.html。”图谋：“同时，图谋
联想到一些思考题，比如：（1）图书馆员专业阅读，我喜欢读哪种或哪几种书？
我希望读什么样的书？（2）图书馆学专业阅读，我喜欢读哪种或哪几种书？我
最受益的是哪种或哪几种书？我觉得还缺什么样的书？……。”图谋：“如有成员
感兴趣，欢迎’接龙‘。”倒立的*：“补充一下自己的理由吧。图书馆学的研究一直
是情怀与现实两条线。情怀这条线我们都很熟悉，自由，平等，关怀，高尚，很
美好。另一条线，是现实。这条线我们却不太熟悉，很大程度上也许是不愿意去
熟悉，因为这条线有点黑暗。在这条路上，金钱、利益、冲突、竞争才是不可回
避的主角。经济学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弥合这两条线的差距。看清楚图书馆作为
一个社会机构依然受到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图谋：“再一次跨越了。图书
馆员专业阅读——图书馆学专业必读书目——图书馆学跨专业阅读（经济学）。”
图谋：“种种原因，当前“聚焦”存在困难。诸多方面未能形成共识。众说纷纭，你
过你的桥，我走我的路。”雨过天晴：“愚见，图书馆员读书越杂越好，有时间时
什么学科都看看。”雨过天晴：“不用读精，了解尽量多的学科领域即可。”雨过天
晴：“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个人兴趣和本馆情况确定主体专业学习方向，精读这
个专业。”图谋：“单独谈钱伤感情。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上下通气协力同心寻求
做点实事。”倒立的*：“这个问题其实还不仅仅是有没有钱的问题。更涉及到图
书馆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机构如何运作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怎么花钱才对？才
对，是指经济效率。图书馆如何将自己的管理的经济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这个问
题情怀是难以解决的。”图谋：“换一个说法是输入输出的平衡问题。”图谋：“广
东公共图书馆这些年的发展，实际可以说是算过账的。”图谋：“也就是，理论上
当前已有若干较为成功的实例或样例，有些内容是可以学习与借鉴的。”
（10）关于高校馆纸质馆藏的借阅量问题

skyler：“请教大家。我们馆现在纸质书借阅量很低，流通同事就显得无所
事事，前段时间合伙做微商，借阅台成了仓库。后来批评后他们也悄悄拿东西来
卖。领导意思想给他们找点事情做。”skyler：“不能这样下去，成何体统啊。”
雨过天晴：“看见闲得每天淘宝的多，做微商的也有，但合伙的真还没有见过，
这是闲出高度了呀！”skyler：“他们主要工作是开门关门，三班倒，一天工作时
间也不少。然后负责馆内卫生，卫生现在是学生在做。”雨过天晴：“理解。”雨过
天晴：“取消学生，精简人员。”雨过天晴：“没有外借量，人多了惹是生非。”sky
ler：“他们有个工作是开关门，负责馆内安全。”雨过天晴：“每天每个库只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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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上班，轮班。”skyler：“只留一个人，也没有事情做，很少读者没人借书，。”
图谋：“关于高校馆纸质馆藏的借阅量问题，也许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思考。比如，
为何有部分公共馆借阅量火爆？其中临近高校的公共馆，高校学生的利用情况如
何（是否有突出贡献）？……。”雨过天晴：“这就是相当多的高校图书馆现状。”
图谋：“’没人借书‘的根源，部分在于确实无书可借或者不方便。”雨过天晴：“让
一些人出去‘营销’，走出图书馆。”雨过天晴：“魏老师刚刚说的学习经济学很对。”
图谋：“当前的高校馆较为普遍号称馆藏量号称数十万、数百万甚至逾千万，如
果对馆藏、馆藏布局、馆藏可获取情况进行进一步考察，实际会是比较糟糕的。”
雨过天晴：“馆藏再多，没什么用户，那就是个仓库，不需要图书馆员，物业可
以做好。”雨过天晴：“物业的工人工资低，便宜得很。”新生学习：“纸质图书利
用效益怎样评估？购书经费和利用价值怎样评价？”雨过天晴：“只是仓库，学校
养一群专业技术岗位工资人员，亏大了。”新生学习：“如果没有评估指标要求，
高校馆还买纸质书吗？”中原劲草：“很多馆垃圾书和一些复本量太大了，就文科
而言，读者需求日益多元和小众，图书馆难以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所以只能是图
书馆人自己的自娱自乐罢了。”雨过天晴：“买可以，要想办法用啊！”雨过天晴：
“我还是看好纸本的。”图谋：“当前在纸本馆藏方面，’养‘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
是高校馆纸质馆藏借阅量日益下滑的原因之一。若干方面确实无暇顾及。”skyle
r：“大家不要走偏乐然。”热心肠：“藏书原则不同，公共馆大众读物多，借阅量
大，而学术型高校馆以学术书收藏为主，不好读也有关系。”skyler：“走偏了，
如何办啊。那些人是安置过来的，让他做点高端工作就不行了。”skyler：“读者
咨询图书馆电子书如何用都不明白。”skyler：“他们面前摆了 2台歌德机。”www：
“请有统计的同行分享下，零借阅的图书率，或者哪里有这数据？”图谋：“相应配
套设施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结合馆藏及工作人员配比现状，许多事情确实是无能
为力。”雨过天晴：“无解的问题。”www：“@skyler其实，不作为比乱作为好，不
动比带偏好。”倒立的*：“从大了说是经费使用效益。这里就要涉及到一系列的
指标的学科设定。从小了说管理的理念需要更为科学理性。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到
了图书馆就被抛弃了。这一点读者自身也有责任。这就导致了很多读者问题和矛
盾。”中原劲草：“个人感觉，主要还是文献揭示度的问题，传统的编目只是揭示
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信息，但现在研究日益深入细部，读者时间有限，很
多是需要精准定位的，所以为啥会有很多读者去读秀里找信息而不愿去书库借书
来看了。”图谋：“@www 可以通过期刊文献，获取一些线索。总体来说，当前对
统计分析这块重视不够。理论上来讲，图书馆业务管理集成系统有统计模块，但
能够熟练使用该模块的人员是比较稀缺的。”倒立的*：“@新生学习 @新生学习
纸本图书利用的评价还需要深入研究。有一种概率算法可以参考。”热心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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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借还机，勤工俭学的学生上书整架，保洁公司的人来打扫卫生，门卫师傅安保
巡检关窗关灯，阅览室放个机器人咨询即可，阅览技求人员出不了话就可以解散
了。”倒立的*：“@www 各馆应该差异挺大的。”倒立的*：“@www 这个数据都在
各馆的服务器里，收集困难。而且因为数据敏感，大多都不想公开。”skyler：“我
的这个问题无解吗。”skyler：“他们接着做微商吗。”图谋：“当前各馆的业务管
理集成系统中的信息，实际是一个个’孤岛‘。除了少部分馆有进行一些信息挖掘
工作之外，大部分无人问津。”诲人不倦：“@skyler 可以将微商的思维和图书馆
阅读推广工作结合一下，比如通过阅读推广售卖书籍，即完成了图书馆的业务工
作，又增加了自身收入。”图谋：“给他们一些时间，希望他们接着做巨商。”www：
“@倒立的魏小狗 只是，我们将这些数据故意装作看不见。”节能：“@skyler 说明
这个岗位劳动量不足，加工作或者减人。”图谋：“数据不好看，不如不看。”图谋：
“也许，对于具体工作人员，说明这个岗位投入精力太不值得，不如另找乐趣。”
节能：“@skyler 其实书也好，人也罢，都符合二八律，也会起长尾律的作用，
只要稍加管束，不过分到影响图书馆‘声誉’，微商巨商都可以，没准哪天发挥长
尾作用了呢。”图谋：“建议是进一步调查分析，听听具体工作人员的心声，也可
以听听服务对象的声音。”倒立的*：“对馆藏评价可以有兴趣的同仁可以试试。
里面有个链接，可以模拟计算。”节能：“@雨过天晴 馆藏是基础，揭示与推广馆
藏是上层。这就是要图书馆人与书都发挥作用。馆藏成为仓库，就是图书馆工作
不到位。应该进步，而不是干脆改成物业管理。”www：“@倒立的魏小狗 这个 PP

T是计算概率，我们想知道的是，事实数据。”图谋：“还可以探索一下，给他们
一个目标任务，比如完成借阅量 xx册，适当注意分寸（比如别过于张扬，书库
成货物仓库，引发用户投诉等）。”wjew：“还要转型呀。”www：“热书发现系统，
后台辅助采访栏目中，其中有个馆藏热书比，是可以对馆藏质量进行评价的，待
会我去截图给大家看下，这个系统目前就几家在用。”图谋：“@www 想知道事实
数据，这需要开展进一步的交流与协作。比如，高校馆系统管理员及相关工作人
员之间，互利互惠。”倒立的*：“数据肯定没有。”倒立的*：“要自己去找寻。”图
谋：“有些馆的系统管理员，其实做了不少工作。”图谋：“是可以有的。”图谋：“图
书馆年报做的比较好的图书馆，有较为系统的关注，说不定还有不少历史数据。”
www：“我们馆的采访质量棒棒的，热书占比很高。”哆啦 A梦：“这个系统很好。”
哆啦 A梦：“这个辅助采访怎么做到的。”www：“应该是 2015年的采访工作做得最
好，已购热书比率达到 87%。”图谋：“作为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转型更多的是相
关资源商、服务商的主业，别耕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当前高校馆，较为
普遍的是两头无着落：纸质馆藏利用率日益下滑，数字资源若即若离捉摸不定。”
www：“@哆啦 A梦 http://hotbook.nit.net.cn/ 这个系统中的，使用单位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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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可以看到。”哆啦 A梦：“我们没购买这样的系统原因是购买数额巨大，使
用的是自制的系统。”www：“自制的什么系统，可以分享下。”图谋：“www老师那
的，也是人家自个研发的哦。”哆啦 A梦：“@www 我们的系统功能更不全，很多
数据拿不到。”www：“这只是一种思路，我们希望了解，自己做得够不够好，如
何去改进或提升工作。”www：“也就是，你发现有改善的空间，就需要有方法或
手段去提升。这个系统主要的是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提升阅读推广的效率
（7*24小时+长尾理论+课持续更新的专题推荐）二是买了那么多纸本图书，到
底买得好不好？如何去提升？（因为馆藏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评估难度大）。”
倒立的*：“馆藏评价发展肯定是算法辅助决策。”倒立的*：“ppt里面的算法是将
图书借出作为一个行为指标。用概率事件的算法来加以描述。”新生学习：“低利
用率的大复本书，头疼。”倒立的*：“用概率进一步区分好与坏。从概率的角度
揭示馆藏利用的效益。”新生学习：“ppt收藏了。”新生学习：“算法的指标唯一：
图书借阅率？”倒立的*：“算法可以有很多。这只是一个而已。”www：“很多情况
下，我们更关注的是，今年几百万的图书经费是否花完了，而很少去关注这些钱
花的效率如何，我个人想，不是不关注，而是没法关注，对采访质量的评价短期
内难以判断，但有了这个系统，采访人员的工作在注意完成数量的时候，也要开
始注重质量了。”新生学习：“有一些书，都打包高阁存放了。”倒立的*：“希望能
够有更多算法出现。”www：“比较遗憾的是，这个系统尽管采集了 127所公共图
书馆的数据，但目前还没有公共图书馆的用过，没法知道公共图书馆的状况，没
法和公共图书馆做对比。”倒立的*：“无论是工作流程的精细化，还是各项工作
效益的评价。都需要可量化的指标。这些东西都需要算法在背后支持。”倒立的*：
“这也可能是情怀和现实之间的另一种差距。”大乖乖：“PPT收藏了。”倒立的*：“举
个例子。两个校区的图书馆。图书怎么调配才能较好的满足读者？概率算法提供
了一个直观的指标，告诉你没本书的借出概率。图书馆就可参考指标，调配不同
的副本数量。”www：“@倒立的魏小狗 这就需要后续进行验证了，用这个方法和
不用这个方法的借阅情况进行对比。”倒立的*：“对。多验证。算法可以优化。”
www：“我曾经做过一个分析，我们馆之前是将学生刚还的图书放在专门的书架上
展示两天，。”倒立的*：“如果大家都可以改进验证，提出新的指标。算法进步
很快。”www：“经过几年的借阅数据对比后，发现比直接上架的借阅率要高几个
百分比，而且被借阅的时间大多集中在中午吃饭前和晚上关门前。”www：“所以
将刚还回的图书，集中展示几天，是能提供借阅率的。”www：“我们将这种书架
称为热书架。”图穷：“@www怎么用？？？我们这好像没有。”倒立的*：“@www @w

ww 挺好玩的。可以深入研究一下原因。”倒立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排除一些
干扰因素。”www：“@图穷 你们馆不是用户，是不能看到后台的，热书页面的馆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26 期 20200807）

14

藏链接，也不会自动链接到你们 OPAC的，也不能发布专题热书。但对外的所有
功能谁都可以用，比如浏览、检索热书，查看及时的 2020高校图书馆图书借阅
热书排行榜（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bookyear.php?year=2020&t

=I）。”皮春花：“热书架，这个创意挺好。我的一些朋友给孩子借绘本或儿童文
学，都直接从还书箱里拿，理由是说明这些书有孩子爱看。我每次还书，如果旁
边有家长在借书，也忍不住想推荐给其他人看，因为我的孩子爱看，反复读了多
遍，舍不得还。”www：“@映山红 热书，就是这个思路。”www：“家里有小孩的话，
可以查阅这个，供借阅参考：。”wjew：“@www 我以前还有一个思路 就是你这种
热书书架，可惜后来我没实行了。”wjew：“就是假设某个读者还书回来，他觉得
这本书值得推荐，他自己可以在图书馆柜台，拿一张书签（推荐类），夹在书中，
这样，其他读者可以了解到：这一本书是上个借阅者读完后，值得推荐的。”皮
春花：“@wjew 如果图书馆出台一些相应的小激励举措，鼓励读者如实有效推荐，
这个做法就更好实现了。”www：“@wjew 这个的确可以操作尝试下，但如果图书
馆官方这样操作的话，是有风险的，内容无法把控，而这个书签和场所又是由你
提供的，你可以改进一下，学生领取书签后，你做一个内容的初步审核，然后上
面盖一个章。”www：“这种线下的纸本形式交流，局限性比较大，不容易被人看
见，其初衷会打折扣。”
（11）图书馆阅读推广、Guo家阅读推广、Guo家全民阅读

天天：“老铁们，图书馆阅读推广是 Guo家阅读推广工作的一部分，Guo家阅
读推广工作是 Guo家全民阅读工作的一部分，我这样的逻辑对不对？”老田：“ht
tps://mp.weixin.qq.com/s/dPwHVhYZQwvmgCFe3sUv5g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公示
通过了自主审核增列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成为
目前国内第 14个图情档一级博士点培养单位。”惠涓澈：“@天天 图书馆阅读推
广是阅读推广工作的一部分，阅读推广工作是促进全民阅读的重要抓手。”惠涓
澈：“个人观点，欢迎讨论。”天天：“@惠涓澈 抓手就是工作方法、方式、手段，
就是包含于全民阅读工作之中喽？”惠涓澈：“可以这么理解吧。”
（12）各图书馆关于自助借书还书机问题

大心脏*：“想请问各位老师们，各个图书馆关于自助借书还书机，现在是不
是应用得很广了啊？”且图：“自助还书机在公共馆已经很普遍了，高校不清楚。”
大心脏*：“好的谢谢您，我们学校主馆也普及了 ，但是另一个校区分馆还没有。”
范珏强：“必经之路，普及是迟早的事。”小丸子：“自主借还应该是当前信息时代
最基本的配置了。”
1.4圕人堂专题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新用户及圕人堂 QQ群新成员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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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近期，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新用户及圕人堂 QQ 群新成员较多。2020

年 7月，前者新增 184名，后者新增 42位。囿于个人精力和能力，无法一一解
答，特此将关注度较高的信息作一梳理（实际上述信息在本群中曾出现过若干
回），供参考。”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属于全年不间断运转。《圕人堂周讯》每周一期，
从未间断（早期，淡季或其它特殊情况有过两周合辑）。”图谋：“‘淡季’欢迎展示
圕人娱乐休闲内容，比如旅游见闻、各级各类图书馆照片分享（可以是旅途中所
见所摄）。”图谋：“总之，圕人堂建群至今，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平台或舞台而存
在，期望‘物尽其用’。”

图谋：“关于‘图谋（a libseeker）’《大学图书馆学报》读者沙龙：活跃期
大约为 1999-2003年，网名：a。厦门大学‘网络图苑’论坛：活跃期 2003-2006？，
网名：a。E线图情图情博客：活跃期 2004-2006？，博客名称：图谋，网名 a。
博客网：活跃期：2005.1.28-2014.3.18 博客名称，图谋博客（http://libsee

ker.bokee.com/）,网名 a。（注：浏览博客网图谋博客时发现，2013年 2月 28

日之前的博文均显示‘作者：a’。）博客注册时用 libseeker为用户名。新浪网：
活跃期：2006.10.7-2015.12 博客名称：图谋的博客，后被系统改为 libseeker

的博客。博客注册时用 libseeker为用户名。科学网：活跃期：2009.2.9-现在
博客名称：图谋博客，实名博客。博客注册时用 libseeker为用户名。圕人堂 Q

Q群：活跃期：2004.5.10-现在 群名片：图谋。纸媒上最早出现的‘图谋’署名：
报纸：图谋.图书馆的 2.0生存.新华书目报图书馆专刊.2006.6.18: B8（CN11-

0126） ；期刊：图谋,王启云.图书馆 2.0简明问答[J].数字图书馆论坛,2007,

(第 4期).25-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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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新华书店与图书馆

2020-8-7 11:26

新华书店与图书馆，对于许多市民，两者概念混淆不清。某种意义上，我算与二

者有缘。我作为高校图书馆从业人员试图理理清楚（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本文所说的图书馆是指公共图书馆。 我自身所在的江苏省某地级市，我在此生

活了 20余年。新华书店与图书馆发生了若干变化，比如店址、馆 ...

个人分类:圕人堂|8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情领域被图书引次数超过 500 次的图书

2020-8-5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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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发布了图书被引用情况报告(2020)
（http://ref.duxiu.com/）。基本结论：被引用图书共计 2306851种，占全部被考

察图书的 28.18%。数据基础：被考察图书包括自 1900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发行且书目数据符合分析条件的 8186177 种中文图书，引用图书包括自

1900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 ...

个人分类:圕人堂|57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读书杂感

2020-8-2 17:17

儿子读小学三年级。妻子喜欢给儿子买书，儿子的书，增长速度比我快多了。我

的书多是为稻粮谋的，多为图书馆学及其相关领域或新或旧或厚或薄图书，年增

长速度有数十册。“书是为了用的”，书一旦到我手上，我会尽可能的将其用起来，

粗阅读也好，浅阅读也罢，尽可能地读一读，否则于心不安。种种原因，喜读书 ...

个人分类:圕人堂|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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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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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15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515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515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4515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515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4515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47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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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471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4716&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4716&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4471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4716&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4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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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佛山 市图 书馆 . 考古 “ 火 ”出圈 了， 图书馆 还会 “冷 ”吗？ .

https://mp.weixin.qq.com/s/mO2zQKaHBe-S_1qJb91Wgg

图书馆行业的从业人员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专业呢？不妨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首先登场的是图书馆业界泰斗赵燕群老师，她以一篇《十八，八十》的八十岁感

言来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听完业界“大佬”的发言，再来看看目前在职的图书

馆员怎么说吧……从 40 后到 95 后，是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人的薪火相传。或许图

书馆专业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火”过，不是大众眼中“有钱途”的专业，许多从

业人员也不是一开始就怀着远大的抱负而踏入职场，但是，正是他们多年来兢兢

业业的坚持，默默无闻的奉献，让图书馆发展成了今天的模样。

(2) 2020 年 8 月 7 日 15:21，群成员达 2828 人（活跃成员 370 人，占 13%），

在线 1557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3.8%），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647 人。

4.延伸阅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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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 期。并提供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动态更新(注:

因功能受限，自 261 期起无法更新)。

4.2 圕人堂QQ群知识库

http://lib.nit.net.cn/tuan/

www 老师研制。内容源自近 300 期《圕人堂周讯》，涉及图书馆各项业务和热

门话题，对业务学习、日常工作、科研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功能特点：1.具备

检索功能；2.提供对话模式和原文模式两种浏览方式；3.点击具体某一期《圕人

堂周讯》可以下载 PDF版全文。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mO2zQKaHBe-S_1qJb91Wgg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it.net.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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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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玮 整理 宋晓莉 指导 王启云 助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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