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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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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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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信息
会议君：“JCDL 2021 ACM/IEEE数字图书馆联合会议将于 9月在线召开，有

兴趣的老师同学可以参阅文内信息报名投稿。”
图谋：“温州大学图书馆招聘 3名硕士，有编制的，具体条件见以下链接正

文：http://rsc.wzu.edu.cn/info/1096/4047.htm。”
Wendy：“温州大学图书馆招聘 3名硕士，事业编制，欢迎加盟，欢迎转发，

详见 http://rsc.wzu.edu.cn/info/1096/4047.htm。”
商丘学*：“国图文创：‘古籍与文创’图书馆古籍鉴定研修班招生！https://m

p.weixin.qq.com/s/PcboKAWk-oT8vMHJSbPc7w。”
商丘学*：“诚挚邀请 | 高校“十四五”发展规划高峰论坛即将盛大召开！（内

含报名方式）https://mp.weixin.qq.com/s/9eaWX2Fjnv5aCdyEnZlsvg。”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 JCDL 2021 ACM/IEEE数字图

书馆联合会议 9月在线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vYPsC_t_f5SZ5LrW2

2vBrQ。”
奎奎：“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后‘云计算’时代---‘矩阵’时代 https://mp.w

eixin.qq.com/s/gRg54yAPfr0noKRkgDqJ0w。”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图书馆报》2021年 1月 15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p

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115

&b=1。”
biochem：“王崇臣：今天你加班了吗？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

129566-1267529.html第一种：能力不足导致的加班。第二种：消极怠工导致的
加班。第三种：拖延症导致的加班。第四种：部门或企业文化导致的加班。第五
种：紧急任务导致的加班。我想说的是，前四种病态的加班不是敬业，在规定的
时间完成规定的事情才是‘实实在在’的敬业！另：作为高校教师，我和我的同行
一样，每天都无法避免地处于持续的工作状态中。但我基本不会在学校加班，因
为我的原则是：在学校完成不能在家完成的事，下班后需要加班就回家加班，尽
量一边工作一边陪伴家人。”

wjew：“原创 图林丫枝 裸读的角落：以‘通识’之名，讲史学前沿 https://

mp.weixin.qq.com/s/Oyki4lFB2EJg0PpXXmryJg。”

http://www.artlib.cn/
http://rsc.wzu.edu.cn/info/1096/4047.htm
http://rsc.wzu.edu.cn/info/1096/4047.htm
https://mp.weixin.qq.com/s/PcboKAWk-oT8vMHJSbPc7w
https://mp.weixin.qq.com/s/PcboKAWk-oT8vMHJSbPc7w
https://mp.weixin.qq.com/s/9eaWX2Fjnv5aCdyEnZlsvg
https://mp.weixin.qq.com/s/vYPsC_t_f5SZ5LrW22vBrQ
https://mp.weixin.qq.com/s/vYPsC_t_f5SZ5LrW22vBrQ
https://mp.weixin.qq.com/s/gRg54yAPfr0noKRkgDqJ0w
https://mp.weixin.qq.com/s/gRg54yAPfr0noKRkgDqJ0w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115&b=1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115&b=1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115&b=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29566-126752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29566-126752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Oyki4lFB2EJg0PpXXmryJg
https://mp.weixin.qq.com/s/Oyki4lFB2EJg0PpXXmryJg


圕人堂周讯（总第 350 期 20210122）

4

图谋：“北京工商大学图书馆.图书馆 2020年阅读报告|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
有你的身影.https://mp.weixin.qq.com/s/PC-LQIlpgXDMGXJRMUsPGQ。”Lib小管
家*：“值得学习和借鉴。”

雨过天晴：“2020年河南省高校图书馆‘不忘初心•读书育人’情景剧展演 http:

//qbz.kingchannels.com/#/frontPage/itemdetail?workId=9678&type=1。”
L.：“麻烦大家帮忙填份问卷，谢谢！《社交媒体用户个人数据披露行为影

响因素调查问卷》https://www.wjx.cn/vj/eYUWv2M.aspx。”
不喝可*：“界面新闻：人人羡慕的‘图书管理员’是一种怎样的存在？https:/

/kandianshare.html5.qq.com/v2/news/4957337445464256834?cardmode=1&doc

Id=4957337445464256834&from_app=qb&sGuid=32df0740b35aa264f594869210fb

88cb&sUserId=&sUserType=-1&sh_sid=5__12c1c64a277a002a__32df0740b35aa2

64f594869210fb88cb&target_app=kb。”
图谋：“厦门大学图书馆 2020年年度报告 https://lib.xmu.edu.cn/go/202

0annual/index.html。”
图谋：“武汉大学图书馆：@武大人 这里有个成绩单请查收 https://mp.wei

xin.qq.com/s/c90MuUwoBlpdJuwPwvd4qA。”
王*：“农业图书情报学报：重磅消息：2020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

点发布！https://mp.weixin.qq.com/s/fMY9DhmNz_VW6iXL0TXlEQ。”
九色鹿王：“【南大图书馆】神仙颜值！神经演绎！南京大学图书馆公益宣

传片发布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y4y1m7rD?p=1&share_medium

=android&share_plat=android&share_source=QQ&share_tag=s_i&timestamp=1

610800427&unique_k=28Xp4Q。”
碧海潮生：“浙江图书馆：我们把图书流动车开到了工厂，开到了海防，开

到了监狱 | 李东来 一席第 830位讲者 https://mp.weixin.qq.com/s/vUq_JHBC

DzE0JZtOGZIqew。”
雨过天晴：“原创 欣然读书 欣然来读书：【来读书】‘只有搞图书馆，是他

始终不变的事业’---读《梁启传》③https://mp.weixin.qq.com/s/qqNYmDxwCuD

NjUwLPxN2HA。”
碧海潮生：“原创 碧海潮生 纸书堆：Zhengfu购买图书馆服务不容放任自

流、忽视监管 https://mp.weixin.qq.com/s/D3RDkPacyWX2sqqB3keE0w。”
度量衡：“浪潮工作室：你最羡慕的清闲职业，可能每天都想离职 https://

mp.weixin.qq.com/s/sS2VC-kABeuyXJ7ONNB0pQ。”
睿智：“学术那些事儿：清华放大招！从初中生招起，8年时间培养到博士毕

业！内卷也要加速了？https://mp.weixin.qq.com/s/iNi-9lN60zQxU6ENJpn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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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碧海潮生：“图书情报工作：高凡, 喻兴佳, 刘云 近十年我国 Zhengfu购买

公共图书馆服务研究综述 https://mp.weixin.qq.com/s/p_5JaMKmsvLl8vcADRQ

msw。”
碧海潮生：“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工作》2021年选题指南 https://mp.

weixin.qq.com/s/J0407XqXLy8MXDTlZGWWtg。”
雨过天晴：“图情会：特别报道|近三年图情档领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

南分析！https://mp.weixin.qq.com/s/kDNHTNeBuy9pZDD1pA3Rmw。”
度量衡：“察言观数：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https://mp.weixin.

qq.com/s/GGHI_1Jbl7TMiIb76t_pDA。”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师恩难忘，福泽绵长 https://m

p.weixin.qq.com/s/9k6gZkqD1CEv3L4tV_5sfw。”
雨过天晴：“Sarah Laskow 爱上图书馆：每座图书馆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故事 https://mp.weixin.qq.com/s/vrG0Wg-CF5RFKtWtkbI9fw。”
图谋：“吴建中 图情出版：吴建中：我的梦想 https://mp.weixin.qq.com

/s/Rnb3alo2S3nVshSkHW5CYg。”
扣肉：“近年来，要求论文出版开放获取的声音越来越大，各种知名出版商

和科研机构联合推出多种开放获取方式。今年 1月，此前宣言‘冲击’学术出版的
开放获取 S计划开始强制执行，未来开放获取会成为主流吗？其发展阻碍又在何
处？在疫情环境下，新冠相关论文全部开放，学术出版正在发生改变。 https:

//mp.weixin.qq.com/s/OWQXMtElUbdPV4vyG3wp0w。”

1.3日常讨论
（1）图书馆职称跨地域互认

hanna：“关于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进行公示
的公告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gggs/tg/202101/t20

210112_407518.html。”万寿寺*：“看到出版了。图书馆员属于哪一项？”hanna：
“没有。”万寿寺*：“没有也没什么。比如像社科院中科院这种研究员系列，评职
称也是自有其历史惯例的。相对封闭的行业体系，通常都是这样吧。社会化程度
越高的行业，反而越需要国家层面统一的认证，比较方便人才流动。”顾健 ：“@
万寿寺路痴 各省不同，内容比较多，具体可百度查。”万寿寺*：“好的，多谢纯
属好奇。”顾健 ：“@万寿寺路痴 误解。图书馆行业在职业资格目录里原来有的，
后来 Zhengfu转变职能，取消了很多，转行业组织决定。”万寿寺*：“如果是各
省文化厅决定标准，那图书馆员跨省流动就比较麻烦吧，这个省的馆员如果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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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省工作，这个职称就不太好通用，因为当初评的标准就不一样。”草长莺飞：
“@万寿寺路痴 一般单位会给平转的。”万寿寺*：“高校这种时候通常是就低不就
高，或者重新评一下，不然对原来的员工不公平。贡献特别突出的引进人才另当
别论。”

（2）书库存放图书数量的探讨
skyler：“各位老师，你们有计算过书库每平方米可以放多少书吗。假设书

库里不放阅览桌。”节能：“这个要看设计承重和放书密度吧。”skyler：“承重都
是普通书库的。不是密集书库，防书密度按一般的来放吧。”Follaw：“@skyler
先看承重，再看层高可以放多少层的标准书架，然后看放那种类型的图书，然后
测算。”冰之迪：“这个承重每平米 500公斤和 200公斤，500公斤能放书架，20

0公斤放书架不能密度太大，最好只放阅览桌。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里面有类似
的指标。”biochem：“把楼板压塌问题就大了。”skyler：“我知道密集库是 5千牛
，普通的是 2.5千牛。我们除了密集库，其他都是普通承重，并不是办公室的
承重，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承重的问题。”skyler：“层高可以放 1.8米的。六层书
架。一节书架 1.2米，可以放 45本书。”

（3）论文选题建议
大乖乖：“各位大师，最近想写一篇论文，不知道选什么题目好，请大师指

点迷津。”biochem：“@大乖乖：社科基金项目选题经验分享 2020-07-23的讲座。
当时还有两个报告：王子舟：国家社科申请书撰写的 10个忠告闫慧：论社科基
金申请的基本功。”书海漫步：“@biochem 请问有这两个报告的视频吗？”bioche
m：“当时是在线报告，可以搜一下。”大乖乖：“@biochem 谢谢老师。”

（4）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员沈祖荣先生
书小弟：“沈祖荣先生是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员，目前的状况怎样时光如自驹

过隙，今日距文华公书林成立之日，已有 88年。当时是国难当头，民不聊生；
今日是国富民强、国泰民安。但作为一名图书馆员的境遇又是怎样呢?只要稍稍
留神一下，就不难发现‘困惑’充满了图书馆人的心扉。不愿‘困惑’者跳槽一走了之，
来个眼不见心不烦。留下者，继续为不再‘困惑’而挣扎、奋斗。在国家富强、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今日，当你选择了图书馆员作为职业的时候，就必须毫无选择
地接受清贫的生活、接受低下的社会地位，接受别人对你不理解而产生的‘困惑’。
这就是现今流行的‘买一送一’。”

书小弟：“笔者于 1990年大学毕业并就职于公共图书馆。在投考研究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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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报名事宜的教育官员手里晃着笔者的大学毕业证，不解地问：‘你大学毕业
到图书馆去做什么?’听到这话．想想祖师爷沈祖荣先生遇到的问题又同样发生在
我的身上，多么的不可思议。教育官员的认识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大众!图书
馆员的面前。未来的前途如何？88年的时光，未曾完全冲消人们对图书馆事业
的偏见，那么我们同样也不能寄希望在未来很短的时间内情况有很大的改观。未
来的图书馆员还必须作好被人误解，默默无闻的准备。关于图书馆的未来，图书
馆员关心的最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图书馆在未来是什么样子只能
预测，不敢肯定，能肯定的只是未来的图书馆与现在不同。当然还有的人认为在
未来图书馆将不复存在。图书馆不存在了，图书馆员也就不存在了。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我们只假设图书馆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讨论这个问题
才有意义。事实上，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图书馆不会消失。未
来的图书馆员的境遇不会有很大的改观是由图书馆的性质决定的。同样，未来的
图书馆员如果把重点放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地位上的话．效果将是适得其反的。所
应谋求的是图书馆自身作用的发挥，而不是天天喋喋不休‘我们的工作重要，请
重视我’，以免变成祥林嫂。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使 88年来的众多‘明眼有
识’之士，能够在图书馆这块园地上‘安贫乐道’辛勤耕耘呢?‘我总觉得图书馆的人
们更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都有强烈的不满足感。也许像有的同志所说，真
的存在着一种图书馆精神。’。”

书小弟：“今天早上一早刚好读到了刘欣馆长谈梁启超先生与图书馆的事迹
（刚刚雨过天晴老师分享了），顺手留言并提及程焕文教授所著《沈祖荣评传》
里面也有涉及梁先生有关图书馆学思想的文字。忍不住继续检索了，发现了中山
大学图书馆林明教授对《沈祖荣评传》的书评，其时林明先生为程焕文教授的硕
士研究生。这篇文章读来现在觉得仍然给人很多思考和启发。所以分享了部分文
字，并把 PDF上传。期间最大困惑也有涉及‘编目’问题。”

（5）图书馆科研
图漾：“ @麦子 你这就外宾了。国内图书馆员的所谓作为，不看你服务，也

不看你省钱，就是要写‘高端文章’，拿课题、拿奖，总之钱无所谓，只要能给学
校带来统计数字上面的好处就行。”雨过天晴：“学院也是一样的，能拿到国社、
教育 BU等好项目的学院就是工作做得好的学院。”biochem：“我们学院也是一样，
教学再烂，只要科研做得好就优秀。”图漾：“你采访、编目、服务、教学的质量
如何，谁能一眼明白。上面那些论文课题获奖的数字是谁都能看到的。”LibMano
r：“@min 不一定的，评价标准多元化，有些地方，科研搞得好甚至会毁了自己
的三观，发高水平成果尚不如在行业多混些年头管用，工龄分值大，弄的搞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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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搞的像分集资房一样。”图漾：“@麦子 你们米国比较穷，总考虑经费问题。
国内高校其实不差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 cns论文奖金，握在手里发不出去。”
cpulib*：“科研，教育是互相促进的。现在老师上课很难了，动不动就通报，教
授必须承担本科生课程。”雨过天晴：“具体到图书馆科研，不是‘重不重’的问题，
好多人就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专业技术岗位工资有什么职责。”cpulib*：“图书馆
自身没有提供考核区别化，好比高级职称要不要有科研要求？”cpulib*：“我们
考核表只是学院的表头部分。”cpulib*：“学院考核教学（本科教学，研究生教
学，带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人数），科研（经费），成果（论文等）。有的
老师绩效相差好几万。”碧沚东楼：“客观来看，当代图书馆员的立身之本事实上
已经转移到学术科研和阅读推广了。”图漾：“@碧沚东楼 多年前，刘炜提出了四
条：空间再造，数据庋藏，阅读推广，数字人文。这都是工程性的东西，和学术
科研关系不大。图书馆员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科研训练，是没有搞科研的能力的，
同理还有医生。现在的评价体系要求这些专业人士搞科研写论文是不合适的，所
以最近几次大规模撤稿丑闻都发生在医学领域。”biochem：“有的医生是做科研、
写论文厉害，看病不行。”雨过天晴：“科研没有那么神秘，就是学院里的一些现
在很牛的老师，三十年前也不过中专大专出身。不断地学习，能力会提高的。亲
眼见过三十年前的学院打字员办事员，现在是学科带头人。人家拿了国社，教育
BU等好项目，人家教书像模像样，能说人家不配科研吗？学术训练不是一劳永
逸的，更不是只能在学生阶段进行。”图漾：“@雨过天晴 这个同意，比如图谋，
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是受过学术硕士的训练，结合工作搞科研，也搞得不错。”
雨过天晴：“比如上架整架倒架，这是大多数图书馆的最常规工作，博士来做大
材小用，事实上可能还没有工人干得好。”cpulib*：“我倒发现我们这边好几个
教授希望有计算机方面，他们有的项目就缺计算机方面的。”雨过天晴：“学科教
育野马脱缰，离图书馆工作实际越来越远。上次和学院新来的一个 985博士聊天，
他学的专业和图书馆有关，据说当初想留本校图书馆被拒绝了，人家说只要海龟
博士。于是，来了我们学校当老师。”图漾：“国内图书馆界有不少海龟博士，比
如张晓林、吴建中，不过人家是做馆长的。”

（6）关于图书馆工作和职称的讨论
罗*尔：“图书馆有很多有趣的事可干，且没有人和你争。比如修桌椅，装地

砖，修电脑，拍照修图做视频；上图书，装合刊，做马克，写文码字干阅推。”
QQ：“尽管图书馆工资待遇一般，但在工作强度、环境氛围和社会地位上也比普
通的打工者好很多，我在公立馆和私人藏书馆都干过，感受特别强烈，在公立馆，
只要应付好日常工作不出大的问题即可，在私立馆，老板就是天，有的是土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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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兴了风平浪静，不高兴了随时拿你开涮。在公立馆一个月的活，他可能要
求你半个月完成，碰到无良老板甚至还拖欠你微薄的工资，现在私企老板都活生
生的资本家一个！而且老板一点也不担心你走人，咱这个专业在一般城市很难找
到满意点的工作，好多公立馆根本不招人。”碧沚东楼：“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和服
务越来越多元化，因此招聘的专业要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图书馆学专业不一定能
成为多数公共图书馆的首选。”二木：“这两年因为搞产教融合，跟企业高管和行
业接触多了，深切感受到图书馆的危机。我们多数人的观念和眼光，相对企业，
落后的不是十年八年。”雨过天晴：“图书馆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多，领导却经常不
支持。怕做的多错的多惹麻烦，甚至怕抢了学院的风头惹麻烦，真是让人无语。
就希望守着摊，太太平平过日子，时不时搞个热闹的活动刷下存在感就 ok

了……。”
cpulib*：“现在有多少图情硕士真正做过编目？估计连图书馆业务都很少

碰。”Z：“专业对口，评职称什么的，上升相对比较容易嘛。”中原劲草：“即便做
过编目的又有几个能真正做好 330的？”cpulib*：“可能很多都是工作了才接触
编目，依葫芦画瓢做起来了。面对的是自动套取，没办法练好基本功。”图穷：“在
公共馆八十年代图书馆学全日制本科毕业的，中级职称退休的大有人在。九十年
北大图书馆学函授本科，拿到副高的也不少。”雨过天晴：“科研能力，工作能力
比单纯的学历重要多了。学习的目的是提升自己，解决问题，如果只是为了证书，
我觉得毫无意义。”图穷：“本科毕业工作满一年，可以直接初定助理馆员，不需
要课题项目、服务创新项目、期刊论文等一些要求，只有填一张申请表+毕业证
书复印件。@skyler @skyler 博士证书（学历和学位），可以直接拿副高职称
证书——也不是所有省市都有这种优惠条件，只是部分省市而已。大多数博士毕
业，刚开始也只是初定中级职称@skyler。如果仅仅为了职称去读研，‘初心’和‘出
心’有待商榷。”Alexzz：“中级到副高需要几篇核心？感觉现在要求越来越高了。”
雨过天晴：“从 18年开始，湖北可以没有核心了。今年，也就是 2020年我馆出
现了第一个没有核心评上副高的同志，让我们彻底相信了文件。”湖北小图：“新
的评审要求越来越低了。”雨过天晴：“是的，不是好事。没有背景，老实本分的
人更难了。”碧海潮生：“没有学历没有职称，在高校寸步难行。”雨过天晴：“@湖
北小图 拼综合实力呀！没有背景的老实人只有不断学习。当你又能干活，又能
写核心论文又能中项目……时，就有了发言权。”碧海潮生：“提升自身的学术话
语权才能更好推动专业更好发展。”河科大*：“雨过天晴老师说的特别好，我就
是没背景才去拼实力的，其实是没实力才又回归学校学习的，一辈子总不能老是
中级职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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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方文献与档案
QQ：“图书工作延伸到档案工作方面了。”碧沚东楼：“这个算地方文献吧，平

时也有一些入馆的。可以做普通书籍，也可以做散页编目。”QQ：“应该归为档案
馆，不过我们是地方文献馆，这也是难得的历史材料。文革时期的东西。”碧沚
东楼：“就地方文献来说，档案类文献也是图书馆地方文献的重要来源之一。文
革资料尤为珍贵。”QQ：“@碧沚东楼 是的，培训老师曾讲过，图书、档案和博
物馆工作都有交叉，只是各自有各自的任务。”碧沚东楼：“现在实物类文献也逐
渐成为图书馆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图书馆捐赠老家具、老设备越来越多。图
书馆正在承接博物馆的部分职能。”

（8）《河北科技图苑》杂志社在线投稿系统
skyler：“请问最近有投稿到河北科技图苑杂志社的吗。”诲人不倦：“@skyl

er 这个杂志启用在线投稿系统了。http://hbkjty.hbu.cn/CN/1006-9925/home.
shtml。”碧海潮生：“终于结束多年邮件投稿了。”skyler：“感觉他们投稿系统都
一样的。”碧海潮生：“当前期刊投稿主要以玛格泰克、知网、北京勤云三大投稿
系统应用居多。”skyler：“这几个系统界面都一样。”碧海潮生：“公图以玛格泰
克投稿系统居多，高校主办的期刊则以知网居多。@夏老师华农大 刚电话咨询了，
是真实投稿系统。”图穷：“@诲人不倦 @诲人不倦 我 2019年发文还是邮箱投稿。”
诲人不倦：“2020-10-13 日启用。”碧海潮生：“@夏老师华农大 河北科技图苑 h

ttp://hbkjty.hbu.cn/CN/1006-9925/home.shtml。”skyler：“他们家不收版面
费，算良心了。”图漾：“通过域名可以看出来是真的。”闽农林*：“不收版面费啊！。”
木木贝：“刚刚获知，《图书馆研究》今年开始也不收版面费了。”图悟：“《图书
馆研究》是 C刊吗？”闽农林*：“@木木贝 江西省文化厅主办的《图书馆研究》？”
雨过天晴：“@skyler @闽农林* 是的。”

（9）关注《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年版）》
图谋：“教育 BU关于印发《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年版）》

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182/202101/t20210113_509619.

html。79. 生均图书（册/生）定义：生均图书，是指某一级教育图书资源总量
与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之比。图书资源总量包括图书及数字资源，其中图书是指
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拥有的正式出版书籍；数字资源包括电子图书（包括与图书
类似的出版物，如研究报告、会议论文集、标准等）、电子期刊（包括与期刊类
似的连续出版物）、学位论文（包括本校原生的和付费购买的学位论文）及音视
频（包括自建的和付费购买的音视频资料），试用的数字资源和免费使用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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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及随纸本书刊所配的光盘以及非书资料等不作为数字资源计量；数字资源折
合后计入图书资源总量，且所占比例最高不超过图书资源总量的 40%。用途：该
指标反映学校图书资源配备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和教育质量类指标。普
通高校生均图书（册/生）普通高校图书资源总量/普通高校折合在校生数普通高
校生师比普通高校折合在校生数/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其中，普通高校折合在
校生数=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硕士研究生在校生数*1.5+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数*2

+普通本专科留学生在校生数+硕士留学生在校生数*1.5+博士留学生在校生数*2

+普通预科生注册生数+成人业余本专科在校生数*0.3+成人函授本专科在校生数
*0.1+网络本专科在校生*0.1+本校中职在校生数+其他（占用教学资源的学历教
育学生数，例如成人脱产本专科在校生数）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本校专任教
师数+本学年聘请校外教师数*0.5+临床教师数*0.5注：1.计算时，聘请校外教
师折算数（本学年聘请校外教师数*0.5）不超过专任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2.

计算国家级和省级值时，因聘请校外教师可能会计入不只一所高校，部分教师可
能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

1.4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议题交流

图谋：“我顺着话题，聊点所见所感。几乎与圕主题相关的任何一个话题，
圕人堂群中均会有不少实践者与探索者，如果可以进一步的展开交流与合作，这
对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是大有帮助的。”湛然：“@图谋 赞同这也应该是我们这个群
创建的初衷和建设的目标吧，感谢您的引领，让大家可以报团取暖。”图谋：“惭
愧！‘引领‘也不敢当，我曾调侃圕人堂为‘草船借箭‘。圕人堂算是‘草船‘，诸位圕
人贡献的智慧与力量是‘箭‘，无论冷的热的，都是弥足珍贵的。借来的这些‘箭‘，
形成了《圕人堂周讯》、圕人堂知识库等圕人共有资源与服务，这是属于咱们圕
人自己的虚拟能源库。理想似乎够丰满，现实看来颇骨感。即便如此，一众圕人
仍在积极以不同形式出工出力，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湛然：“唯有奋力前行才
是向理想不断靠近的唯一方法。加油，圖人们！”图谋：“自 2014年 5月 10日至
今天，这是一段说长就长说短就短的航程。某种意义上，圕人堂的我们，咱们是
同一条船上的圕人，‘众人划桨开大船‘更加有趣有味有力量。”湛然：“@图谋 好一
个‘众人划桨开大船’，‘有趣、有味、有力量’。涨知识！。”图雷：“涨见识！。”
商丘学*：“受益。”

（2）图书馆馆刊信息分享
图谋：“这方面的需求，最好是不要等着他人找您主动‘传经送宝’。有不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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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馆刊，而且通常是通过图书馆网站可以获取的，可以自行进一步关注与学习。
当然，如果有具体从事同类工作的圕人愿意同你进一步交流与分享，那或许算是
意外的收获。圕人堂当前的成员中，与图书馆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可能会有实践
者、探索者、研究者。浙江大学图书馆馆刊《图文资讯》.http://lib.zjnu.ed

u.cn/263/list.htm2010年创刊至今。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馆刊《天财图书馆通
讯》.http://lib.tjufe.edu.cn/hdygt/gk.htm2011年创刊至今。办有馆刊的图
书馆还真不少。可以自行进一步关注。如果有成员愿意，可以进一步梳理与分享。”
笛子：“感谢，很有启发@图谋。”碧沚东楼：“还有很多图书馆图情馆刊无刊号，
也很好，比如深圳。很多图书馆还有很多地方文史刊物或参考资政刊物，办的也
很好，有些影响很大，比如《梧桐影》。”欣然读书：“可以看一下 E线图情网站，
有馆刊专栏，各大图书馆的馆刊有不少。”

（3）关于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的思考
biochem：“王启云：关于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的思考 http://blog.science

net.cn/blog-213646-1267460.html从 2009年开始，我自己出的书，累计赠出
数量估计会超过 1000册。除非特殊情况，多数是捐赠给个人，且主要是两种类
型：一种是感恩与致谢型；一种是‘为书找人’型。邱葵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全面地
看待捐赠工作，因为和其他图书馆业务一样，这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事物，另外
它是有利有弊的。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我们做图书捐赠业务还是不做，一定要因
地制宜，看看什么是适合本馆情况的，并时时把图书馆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有这
样才能完成我们以全方位地服务本馆读者的最终目标。’我很赞同。除此此外，
还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注重若干细节。”陕科大*：“感谢分享 本人就负
责有图书捐赠接收工作，有所收获@biochem。”麦子：“@陕科大高 反正这事需要
有选择性，图书馆一定要严格把关，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受赠书了，都是解释后拒
绝。”陕科大*：“@麦子 感谢麦子老师的建议，本馆接收后会做筛选的。”湛然：“我
们学校明文规定，老师们的学术专著须捐赠至少三本给图书馆作为收藏。”图谋：
“实践中，仅有规定还不够，还须有衔接，配套的激励措施方能良性进行下去。
有的学校相当于是呈缴本，学校给予物质奖励或计算工作量，作者自主自愿配合。
种种原因，‘学术专著’实际良莠不齐，特别是早些年的一些职称书，存在拼凑甚
至代其他严重问题。有关作者实际是不愿意示人的。”湛然：“嗯，学术著作学校
有相应的物质奖励，图书馆只是接收呈缴本，馆内现设有专门的成果陈列柜，便
于后期建设教师成果库。”图谋：“部分高校的文库或机构库建设，实际遇到过此
类问题。需要有相应的政策。规章制度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善，成为良性循环，
假以时日，可以真正出彩。有些机构实际只是灵光乍现，时不时的从零开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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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再来，收效甚微。能够系统谋划、久久为功的，难能可贵，为之点赞！”湛然：
“需要学校科研部门，院系多部门的协调，还需要老师们的配合和支持。多积累，
量多了之后再寻求新的突破点吧。多谢您的指点，受教了。”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关于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的思
考》引发的讨论 https://mp.weixin.qq.com/s/cCbIOaUaO5o86C3ijQW86A。”

1.5图书馆编目工作杂谈
QQ：“谁能提供一下本馆具体如上窗口各项目的编目规则，就太感谢了！。”

节能：“@QQ 你的输入窗口是使用的业务系统规定的，不是谁都和你家一样。@QQ

你搞清楚这个是要有什么用吗？另外，如果查看 marc看不出来，你应该看业务
系统使用说明书或者怎系统开发商。”QQ：“@节能 问该公司售后，涉及到具体 M

ARC数据格式这块，就一概推了，发愁！。”节能：“编目规则各家应该没大区别，
有区别也不可能通用。”Fan x*：“两种系统对接和转换是软件后台的事了。”节
能：“你搞清楚是要干啥？”Fan x*：“看说明书就好了。”节能：“原则上开发商
不该推。”Fan x*：“也许我们这么输，后台会自动转化。转化成 mark。”Fan x

*：“我们看不出它程序怎么开发的呀。”QQ：“说明书仅提供软件的功能操作，编
目只字未谈，问该公司也说没有编目这块内容。可以转化 MARC数据。”节能：“就
我一个用户来说，会用就行。搞清楚这个不是必须的。再说你也可以试一下。看
看不按它说的输入后马克怎么显示。”节能：“这个界面输入后，不生成马克格式？”
QQ：“这个是导出的 MARC。”Fan x*：“那你应该看看普通中文编目规则。”节能：
“我还是不明白你要干什么。你最初的问题是输入和生成是否格式一致，对吧？
这个可以通过查看马克和你的输入比对，看出是否一致。”骑鹿踏雪：“根据提示
输入吧。这个软件就是简单的填空式输入。”新艺 *：“什么时候图书编目课程可
以考虑线上进行就好了。”QQ：“@节能 我对编目规则不太熟，担心按照规则格式
输入后，在后台生成的 MARC内容格式是否改变。”节能：“我理解，就好像典型
的日期输入，输入时要求写成 2020-07-05，一回车它变成了 20200705还是仍然
是 2020-07-05，对于工作没影响。怎么变，是它系统设置的，一定与其他功能
模块吻合，操作人员不用管。”节能：“@QQ 编目规则和这个没关系吧。”新艺 *：
“买本 calis的编目教程比较好。每个学校都有可能根据大原则的基础上，自己
适当更改。”QQ：“@新艺 小马 @节能 我只想按窗口项目输好就行，看国家编目
规则有时将机读符号和文字标点搞混了，不知道有没有光针对核心文字标点这块
的规定，也就是单独分离出来，仅能满足前台窗口输入就行。”节能：“这个按我
理解，不是编目员工作过程中操心的。是系统开发商做系统时要考虑的。你说的
这类问题中，重点不是时间书号的格式问题，可能真正要看的是半角全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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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一般系统设置是窗口怎么录入，马克里怎么呈现。至于半角全角的使用，
需要编目员按编目规则做，不涉及系统设置。”QQ：“@节能 为确保输入的格式准
确及内容完善，我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分别比对 1、该系统提供的书目数据;2、
我省图书馆提供的书目数据;3、国图联机公共书目查询系统提供的书目。然后，
从中抠出个标准来，折中的办法吧！对就是半全角及该选用的符号问题。”节能：
“我觉得，标准不是从他们中间抠出来的，不排除他们做的也参次不齐。我认为
你应该看编目规则才对。又规则为什么要土法上马？”Fan x*：“普通中文编目
规则。这个没有捷径。各馆都是按照编目规则制定的。”节能：“著录规则还是要
自己去看书。”Fan x*：“作为一个学科，这门课都得学一段，没有捷径。”节能：
“ @Fan xiang er 他现在主要在纠结著录规则。”Fan x*：“我看他举的例子是
地方文献，这个恰恰是著录的痛点。不建议从地方文献学起。普通中文文献就很
多知识点。”节能：“我没琢磨过地方文献，不过在著录上的一些形式问题应该也
不特殊。”韩红：“编目问题是有国家标准的。”Fan x*：“相对特殊，因为它们有
的是本地人在香港，澳门出书的，价格就要转换，还有些版本项比较不一致，我
们这里遇到过。”节能：“如果一个人从头来，这玩意要学起来也比较繁杂。有人
一起学就好多了。”Fan x*：“从普通中文看起。地方文献还有古籍。要有师傅
指导。”Fan x*：“就更麻烦。”韩*：“比如，分类编目的专家。”Fan x*：“编目
还有光盘类的电子资源。”节能：“@Fan xiang er 地方文献是有这些情况比较
麻烦。估计他现在这类文献不多。”QQ：“@Fan xiang er @节能 是的，我馆专
收山西晋东南地区的地方文献，分类标引方案都做了，现在就需要啃编目规则这
块了。”Fan x*：“不一概而论。”韩*：“具有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Fan x*：“所
以我一看你分享的照片就知道症结。是地方文献。”韩*：“目前编目规则是一方
面，另外一个是机读目录格式。”节能：“如果有图情专业基础，集体自学加专业
培训进步还是很快的。”Fan x*：“我建议可以集中著录，按套书著录，但是问
题你们地方文献一套是不是完整，就难说了。”韩*：“是要实际操作，集体自学
还在其次。”节能：“少说了一句，集体自学必须是建立在操作上的。”QQ：“对的，
分类标引问题基本解决，就是机读目录格式。”韩*：“有中国机读目录标准。”Fa
n x*：“分类才不容易，主观性强。”韩*：“我有中西文编目员证书的。”节能：“分
类和标引我认为看功力。”节能：“相比较而言，著录是简单的。”Fan x*：“但是
如果专门是针对一类书，我们就可以制定本馆标准。”
QQ：“@Fan xiang er @Fan xiang er 是的，尤其处理地方文献，在《中图法》
地区复分表较粗糙的清况下，要既能揭示学科属性，又能兼顾排架检索，必需得
标注出地域地名来，再加上同一种书不同版书等取辅助区分号问题，确实考验一
个人的耐心和知识经验的积累！”韩*：“地方文献应该按地区表分类，著录时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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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字段和 500字段做附注。”Fan x*：“一个老师曾经教过，地方文献的出版地
一定要体现，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检索点。”QQ：“@Fan xiang er 对的，可能在
某个字段要著录了。”QQ：“@Fan xiang er 我是在分类号上体现地域性的。”QQ：
“@Fan xiang er 还是越详细越好，等于为客户多提供了检索途径。”Fan x*：
“地方文献信息源很缺哦，包括价格，书名页，版权页几乎都没有的。”QQ：“@Fa
n xiang er 排架上，我没完全按索书号走，整体馆藏分为:地方志、年鉴、家
谱、人物、本土文学、各行业资料……我是从省图、国图、本系统查找数据，从
中考证并提取信息，尤其是影印本无任何数据。我们是古籍一类，族谱一类，其
他按照普通书籍排。”Fan x*：“特种文献。”QQ：“我是从国图和省图中佐证并提
取数据的，互为参考吧。”QQ：“@Fan xiang er 是的这种影印本本身往往是私
自印的，省图和国图提供的都是原版。古籍应该电子化咱们的责任是认真充分揭
示其内外特征，这里面也挺有意思的。”Fan x*：“我们有电子化。族谱没办法
数据化，进行检索。”

小县城*：“编目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图书馆的核心类业务。”碧沚东楼：“原
核心业务。”小县城*：“现在是能统统购买服务的都可以购买。”小县城*：“那图
书馆人员，到底得怎么定位？”kyler：“我做采编的，不会编目。请问哪里可以
学？”biochem：“上战场了，但不会开枪，还有这事儿？”cpulib*：“@biochem 会
指挥就行。都外包了，指挥外包公司。”谈天：“那也要懂啊，不然外包公司糊弄
你把你当傻子你都看不出来。”南理工*：“编目外包了，编目馆员还可以做数据
审校，毕竟外包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碧沚东楼：“我也是问部门老同志，加上自
学，那时刚到采编部，每晚都留下来自学，参考他馆和本馆数据，看书，看中图
法，坚持了一年多。”雨过天晴：“图书馆任何工作只要想学，都能学会，只是个
时间问题，毕竟这不是高精尖专业。”碧沚东楼：“多实践多编目。”麦子：“我在 O

CLC里看过很多国内的编目，包括超一流的高校，很多是惨不忍睹，今天终于知
道原因了，唉。”碧沚东楼：“国内编目现在书商做的比图书馆员好。”skyler：“人
家编对编错自己都看不出来。”碧沚东楼：“现在很多加工商也不摸书了，直接导
CIP,CIP错误较多，传到 OCLC。如果不审校，问题是很难发现，比如 CIP分类号
错位、CIP330和书名完全不一致。但应该很多馆都直接下载用了。”南理工*：“很
正常，同一本书，只不过换了个出版社，分类就完全不一样。国图，calis里这
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韩*：“在版编目是不准确的。当然，相同的书不同的人分
类，也会有不同。”碧沚东楼：“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加工商都是直接导入 CIP。不
摸书的，他们说这个也是书目加工的趋势，否则无法提高效率。这就需要图书馆
审校工作加强。”韩*：“相同的书就算是同一个人分类，在不同的时间也会分类
不同。查重与审校都重要。”碧沚东楼：“中图法版本不同也一样。比如政协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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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在第三版、第四版和第五版都不一样，而政协文史资料的出版形式也发生
了巨大变化，这是文献编目的一个难点。”

1.6谈谈图书馆业务外包
小麦：“@书小弟 @雨过天晴 两位老师，馆内存在编目业务外包吗，求经验。”

雨过天晴：“@小麦 我们馆有外包，个人对此行为并不赞同，所以……。”bioche
m：“外包更专业吗？”骑鹿踏雪：“质量控制，一靠制度约束，二靠沟通提高。外
包速度快，专业性不敢苟同。”雨过天晴：“记得三十年前听说，‘编目’是图书馆工
作专业技术性的最高体现。这些年编目业务外包越来越流行，再谈图书馆工作专
业性，是不是很讽刺？”碧海潮生：“图书馆服务外包对图书馆长远发展是一种无
形的伤害。”小麦：“我们是外包不久的地方性高校馆，发现外包业务做得太粗糙。”
骑鹿踏雪：“上架速度快，后期修改数据累成。”小麦：“@骑鹿踏雪 您能说说制度
怎么约束，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骑鹿踏雪：“合同约束，错误率达到多少，扣
质保金。”biochem：“本来外包应该更专业、更经济。外包出问题了，由外包的
负责，包括后期数据修改。”槐云影：“@碧海潮生 ，我们以前 3个馆员做编审。
前些年外包了，1个馆员做审校，今年这位要退休了，后继之人做书时间和经验
还不如外包人员。”骑鹿踏雪：“教授，外包又不是长期驻馆，指着他们后期修改
是不可能的。”小麦：“@骑鹿踏雪 我也觉得靠他们修改不现实。”槐云影：“图书
的质量生命线交付给外人后，节约人力，但造成业务垄断，后继无人，无异于饮
鸩止渴。”碧海潮生：“这些年所见所感外包的图书馆（局部外包、整体外包）各
种问题频发，对图书馆而言似乎解决了人手不足等管理难题，但从长远看，图书
馆建设没有丝毫起色，表面上看起来热闹火热，但专业化发展程度有待商榷，服
务外包机构专业化缺失，导致一些深层次服务都流于形式，循环往复。”槐云影：
“对于书目质量，馆长都不重视，馆员何苦自寻烦恼。”小麦：“外包导致的都是文
献资源利用问题。”骑鹿踏雪：“馆藏查重，交接，核查等都会有影响。”骑鹿踏雪：
“领导不会说的，毕竟外包是领导推动的。”麦子：“任何对自己员工负责的馆长都
不可把任何图书馆长期业务外包。”雨过天晴：“@麦子 一语中的。真正懂编目的
馆员越来越少了。”麦子：“说穿了就是一些走过场的馆长为了迎合校方的需要，
牺牲图书馆长期利益，反正自己 2，3年后离开，图书馆倒了和我也没关系。这
事我是一向强烈反对的，当然，我是从图书馆的角度看这个问题。”雨过天晴：“从
某种程度上说，图书馆的专业工作这些年在倒退，只有花团锦簇的外表，空壳子。”
节能：“首先，外包尤其是编目这个事，已经多少年了。棍子打在现任馆长身上
有点冤。只能说，这个事从开始就有王八蛋。有人说了，现任馆长可以改呀？谈
何容易！一来，馆长是过水面的居多。二来，考核指标的原因。任谁是馆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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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去推动。三来，这么多年累积下来，改回来也能力不足了。就像前面一位说
的‘老的退了，新的还不如外包的’。所以，这个事情要变，就不是一个小事情也
不是自下而上变。要变有理想状态，但，难。”麦子：“另外就是明显的利益输送，
你怎么可以把本来是当地的经济利益（图书馆员的工资是在当地消费的，活跃当
地经济）给不是在当地的人？”雨过天晴：“真正能做编目的馆员后继无人。”图米
兔：“人减少是主要原因。”雨过天晴：“领导不重视是主要原因。”节能：“编目，
就不该是现在三家割据的状态。就应该统一到 cip阶段。cip现在形同虚设，没
有起到设计之初的作用。这里有管理，利益等原因。”图米兔：“外包是真倒退。”
节能：“可以理顺，但必须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徐徐清风：“国内不少馆长领导们
比较容易受书商和数据库商用所谓的新理念和新思维影响和忽悠，各种研讨会，
可能就是洗脑大会。不少图书馆正在变成书商或数据库商喜欢的样子。”雨过天
晴：“书商和数据商也是好的，问题是要能和他们合作共赢，而不是被牵着鼻子
走。在接受新事物的同时，保持独立的思考，清楚图书馆工作的底线在哪里。”

麦子：“@徐徐清风 @徐徐清风 美国也有数据商的会，但馆里一般不太支持，
我疫前也经常有这类邀请，都有招待，但一次也没有去过，因为里面多少有利益
冲突：美国这类的数据商也不做软性包装，他主要是介绍自己的东西，你去了一
定会受影响。”小麦：“文献资源利用的下降趋势也有原因，很多馆长都是院系过
来的，他们会觉得，这些书借得少用得少，没必要花这么多人力物力。也许在他
们眼中，图书馆大部分书都可以下架了。”麦子：“@小麦 我一直说图书馆员应该
在馆藏建设上起主导作用，原因是：绝大部分的一线老师的眼光是很短浅的，他
只看到他自己的领域，如果馆藏都靠老师推荐，这个收藏一般是不怎么样的，一
定有偏颇。所以，除非我是决定要买什么，否则我是不会去征求老师的意见的。
我买了，告诉他们买了什么就可以了。”图漾：“馆长不在什么出身，关键是干没
干过馆员，图情出身的是搞研究的。”麦子：“@雨过天晴 @雨过天晴 这也是实话，
图书馆是什么的确需要其他人的认可，图书馆人自己说不算。”书小弟：“关于 Z

hengfu购买服务的问题，宜春学院图书馆易斌老师在这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研究，
得了两个国家社科，不知道研究结果是什么？”小麦：“我有时觉得，文献资源利
用下降虽然是大势所趋，但没有到这种程度，高校图书馆搞得很热闹的阅读推广，
真的达到了跟图书的关联作用吗。”碧海潮生：“用户多元化需求，使图书馆所提
供的服务更加宽泛，用户的需求在哪里，图书馆的服务就在哪里，但实际情况是
多数图书馆在没有有效解决或改善自身发展不足问题，一味追求高大上，容易背
离初衷，适得其反。”碧海潮生：“图书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很多本该图书馆
想做没做成的事，反倒让数据服务商做成了，图书馆成为数据服务商的用户。”
麦子：“@图漾 是啊，所以图书馆人要自知自明，不能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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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潮生 我感觉现在图书馆的高大上服务跟基础服务脱节甚至对立起来。”碧
海潮生：“是的，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爱书人：“学校不重视图书馆的队伍建设，
导致编目外包。图书馆缺乏专业编目人员，导致外包的图书编目信息无人审验。
编目混乱错漏百出，导致读者找不到所需图书。最终导致图书馆地位不断下降，
越来越被边缘化。”雨过天晴：“恶性循环。”麦子：“编目其实是图书馆唯一自主
的技术，没有了编目，图书馆也就是个空架子。然后就开始比一些土豪的东西：
馆舍大小，藏书数量，经费多少。”雨过天晴：“编目外包，图书馆空壳化。”书小
弟：“编目，不容易出成果，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做，而且真的需要多年的时间
才能培养一个较合格的的编目人员。现在除了大馆在编目稍微好些，中小馆的数
据基本都是给书商做了，馆内人员就审校下，而且很多时候审校都是很随意的。
质量堪忧。尤其是现在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搞这个的，一是确实难，二是要做
冷板凳，三是没有其他业务热闹和被人关注，比如阅读推广之类的。”中原劲草：
“感觉不是懂编目的人少了，而是懂图书爱图书的人少了，都习惯把编目员当成
机器的多了，少了那份人文关怀在里面，有的只是数字和符号而已。”biochem：
“@霄飓 群主之前说过多次，发言时最好加上标点符号，否则后期周讯整理会花
不少时间添加标点符号。”

碧沚东楼：“我们赠书和阅览室文献都是自己编目。只有外借流通图书外包。”
图雷：“外借流通图书外包，赠书和阅览室文献也可以找他们编目，在招标协议
上写明，即使没写也临时可以找他们帮忙，现在承包分编的不少是本地的。”碧
沚东楼：“外包编目质量不高，赠书和阅览室图书编目应高质量且具有一定的学
术性，他们可能不合适。”图雷：“外包编目我们这边还行，外包编目我们是同城
第一家吃螃蟹的。2005年开始的。”碧沚东楼：“就算是外借图书。我们也是审校
后才入库的。去年某外包书商编目编的不很好，都是全部打回重做。”图雷：“20
05年业务外包的图书馆不多，研究的也不多，那时候我也没图情普刊的概念，
写了业务外包的文章随便发个交钱的非图情刊物，可惜了，后面就没研究过业务
外包文章。全部打回重做这事情很繁琐、很严重，大量回溯要做，一连串反映。”
碧沚东楼：“我们是分成若干批次。按批次打回。”

1.7图书馆古籍数字化
biochem：“‘古籍与文创’图书馆古籍鉴定研修班招生！学员申领电子培训证

书须缴纳服务费，中国图书馆学会个人会员 200元/人，非个人会员 280元/人。
免费就好了。”天天：“1.现在已经数字化的有多少，都是谁？2.我一对比，我这
儿的地方资源还没有数字化，这个活儿可做。3.基于企业数字化的扫描件再数字
化操作易，但后期工作量也不小，还要再校队，因为很多古字计算机根本识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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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要过于迷恋计算机技术，有些活儿它根本替代不了人.4.扫描古籍文献是
歧途还是中转站？”毁人不倦：“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但对于中小馆来说，绝大多数
普本古籍是没有扫描、再造价值的现在爱如生的普本量还是很大如果有珍藏本、
独（特）本含名家钤印或批校本还是值得折腾一下。如果觉得古籍扫描完了就可
以用了，那这个活还是想简单了不能全文检索，就等于无用功如果要全文检索，
文字识别、校对这个功夫就很久可以说没有一定基础的基本无法做包括爱如生对
比影印版和全文版就可以发现其中不少文字上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是有多种原
因，不一定都是不仔细的问题。”天天：“@毁人不倦 不能全文检索的资源，学术
利用价值就根本得不到体现，干守着等后代人来做。。”二木：“数字化不是目的，
数字化是基本工作，是迈出的第一步，第一小步。如果连基本的第一步都不去走，
都走不下去，谈别的都没有意义。”万寿寺*：“古籍数字化的成本是很高的，一
步到位不现实。”二木：“到企业走一走，成本控制有的是办法。”天天：“清末以
后的各地报纸，学术利用价值多高啊，还有多少没数字化实现可全文检索的。”
万寿寺*：“企业确实有办法，但是企业要生存要赢利。可惜很多时候图书馆因为
观念守旧和贪心，不懂得让利共赢的道理。”毁人不倦：“数字化的长期、规范、
系统、标准、全面，这几条凭图书馆来做很困难。”毁人不倦：“爱*生也不便宜，
有些是可以检索的，没有全部操作过原来用它查民国报刊还是可以检索全文的。”
毁人不倦：“我看了下爱*生好像没有盛京时报。”万寿寺*：“国图出版社的民国报
纸库有，支持全文检索。”欣然读书：“先进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公众号，点击下面
的古籍研修就可以了。”鲲鹏展翅：“https://appdg5v06dv1686.h5.xiaoeknow.c
om/v1/auth?redirect_url=https%3A%2F%2Fappdg5v06dv1686.h5.xiaoeknow.co

m%2Fcontent_page%2FeyJ0eXBlIjoxMiwicmVzb3VyY2VfdHlwZSI6NCwicmVzb3VyY2

VfaWQiOiJsXzYwMDNjYmM3ZTRiMDBmZjRlZDEzYTYwZCIsInByb2R1Y3RfaWQiOiIiLCJ

hcHBfaWQiOiJhcHBkRzV2MDZkVjE2ODYiLCJleHRyYV9kYXRhIjowfQ%3Fentry%3D3%2

6entry_type%3D0。”
碧沚东楼：“民国文献除了各馆自藏文献及数字化工作之外，起码要向读者

提供基本常备民国文献服务，主要是备有主要民国报纸如《申报》等大报的数据
库或影印本（如报刊索引大成爱如生瀚堂），也要备有民国图书档案影印本或数
据库（比如二档馆影印文献），有条件但没有经费的图书馆，可以向读者推介免
费的民国数据库，比如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数字化工作扫描难在扫描文本的标准
化，国图有比较好的规范，但真正难的在于平台功能搭建，需要外包平台引入。
但任何检索文本现有技术都会有误差，因此任何人做学术研究引文还是回归文本
校对。”万寿寺*：“没错，图书馆自身的人力资源根本不足以完成这些工作的，
也没有必要为这种阶段性的工程增加更多的人，与企业合作是最佳选择。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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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中，图书馆方应该作为文献的收藏者和文献整理专家的角色来自我定位。”
碧沚东楼：“图书馆的文献数字化工作中不是把所有自藏古籍民国文献和特定文
献都数字化，而是要做好数字化底本的筛选者，比如稿抄本、批校本、善本和清
中后期的不太为传统文献学重视的刻印本。此外还要做好文献数字化过程中的目
录标引工作，因为图书馆检索目录提要（330）注重检索功能，提要撰写中同位
词等词汇比较重要，而数字化目录提要就是一篇简短扼要的影印前要，考察版本
源流，述明文本价值。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可能数字化更特殊一些，要把文本再
造保护数字化一起做，大的民族文献和小的民族文献保护可能又不一样，维文藏
文文献这两年比较好，小的方面我觉得文成馆的畲族文书做的很好。可能我在浙
江，相信其他地区也有好案例，比如东巴文献。”万寿寺*：“图书馆的专业性和
不可替代性之根本所在。”麦子：“@碧沚东楼 要做到你说的这些，第一步是要做
全国这类资料的编目和馆藏细目的整理，而且一定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委员会来指
定标准。这些如果靠外包之类，还是不要做的为好，因为如果制造大量垃圾数据
的话，后果严重。”碧沚东楼：“编目成果可以利用古籍和民国文献普查成果。标
准其实我记得有些地方和国图都定了标准，需要推广。落实是难题。”万寿寺*：
“编目方面，国图和 CALIS两方都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数据积累。”麦子：“我自己
做不来这些，但见过做的好的计划是怎么做的，花了怎样的时间和精力。”万寿
寺*：“标准 2010年好像就出了，是北大和国图联合研发的。”麦子：“没有人出钱
和全面落实，是什么都做不成的。这类东西极其费钱和时间，但做完了，只是一
个目录而已，没有任何光鲜的东西，所以是最难落实的。我是太理解这点了。这
需要有大量的金钱和专业人士和时间做铺垫，只能在有大量钱可以烧的情况下才
能做。你们看现在是做这类东西的时机吗？”万寿寺*：“单纯的目录的确价值有
限，但是与对象数据结合起来，这样的文献数据库还是有市场的。”麦子：“我第
一个工作，在我工作之前 10年就开始了，1982年，现在快 40 年了，还在做的
当中。估计再过 10年可以做完了。”麦子：“@万寿寺路痴 @万寿寺路痴 如果以
想赚钱这个角度，要做好的话，很难。这应该是一个国家行为。当然，估计古籍
和民国文献的量有限，花点钱，10年时间，还是能做完的。”万寿寺*：“赚钱和
公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吧。企业方面，古籍数字化现在做得好的也不少。比
如中华书局旗下籍合网，学术带队的是北师大古文献学毕业的博士后，技术合作
是北师大语言研究所，保证了数字化产品的准确性和学术深度，已是学界公认的
品质保证。企业虽然趋利，但是从长期来看，没有品质利也是不可求的。”麦子：
“这点当然，如果能赚钱更好，但要从不能赚钱着手，如果光想赚钱，这事‘落实’
就很难，这你自己也说了。”万寿寺*：“反倒是图书馆这里，看上去淡泊名利，
却也为不作为留下了足够借口。”麦子：“这种事，要有有几个有雄心的业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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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头，但一眼望去，似乎没有这样的人。总体讲，图书馆业内能人不多。你想，
能人呆在图书馆干什么？当然，我是以草包之肚测能人之心。能人一般城府比较
深，不露真相。”万寿寺*：“事情其实一直有在推进，只是成果方面，参与者、
使用者都知道，图书馆界对这方面进展疏于关注，这是图书馆方的问题，也从侧
面反映了行业的痼疾，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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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查找研究论文被国内外图书引用情况？

热度 1 2021-1-21 15:27

有老师咨询：“如何查找研究论文被国内外图书引用情况？有没有相关的数据

库？我们有些论文被国外的专著引用，但不全。不清楚哪些数据库可以查？” 我

的回答是：“这块没有专门的数据库。图书的情况比较复杂。也只是零星检索结

果的综合梳理，并不存在“权威”数据库。因为图书类型的文献 ...

个人分类:圕人堂|2220 次阅读|5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师恩难忘，福泽绵长

2021-1-19 10:40

图谋按： 张厚生先生逝世已 10余年。2021年 1月 17日下午收到微信加好友信

息，附言为“厚生先生亦吾师”。ZXY先生与我分享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我

进一步向师母进行了汇报，汇报之后，特此梳理 ZXY先生与我交流的内容，冠

以“师恩难忘，福泽绵长”标题。 ZXY: 厚生先生亦吾师。 王启云：请问您是？

ZXY: 我 ...

个人分类:圕人堂|906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的思考》引发的讨论

2021-1-17 15:20

2021年 1月 16日 10:15发布了一篇关于图书馆捐赠工作博文，随后科学网予以

精选。2021年 1月 16日 13:04，biochem老师转发至圕人堂群：“王启云：关于

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的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67460.html
从 2009年开始，我自己出的书，累计赠出数量估计会超过 1000册。除非特殊 ...

个人分类:圕人堂|88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的思考

热度 1 2021-1-16 10:15

关于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先讲一则个人捐赠图书给公共图书馆的小故事。2020
年 12月 24日，笔者与所在市公共图书馆同行交流，拜托对方：“文旅厅评职称

的简表有公益活动加分项，这项的设计主要是针对公共图书馆的。今后，你那边

有适合我参加的公益活动，烦请告知一下。谢谢！”（图谋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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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圕人堂|2008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4个文件。

3.大事记

（1）本周圕人堂聚焦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微信公

众号发布《关于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的思考》《<关于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的思

考>引发的讨论》。

（2）2021 年 1 月 19 日，圕人堂关注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教育监测与评

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 年版）》。

（3）2021 年 1 月 12 日 15:00，群成员达 2957 人（活跃成员 400 人，占 13.5%），

在线 1530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6.1%），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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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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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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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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edu.cn/tuan www老师研制。内容源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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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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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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