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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 图情会议

图谋：“@全体成员 IFLA 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专业教育项目指南征求意见邀请涵 I

FLA 增强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教育工作组（BSLISE）邀请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相关机

构，对 IFLA 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专业教育项目指南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您可以

填写在线反馈表，也可以注册在线论坛。请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填写在线反馈

表。如需进一步咨询相关问题，可以联系华东理工大学吉久明老师，邮箱：jjm

@ecust.edu.cn。详见群文件：IFLA 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专业教育项目指南征求意

见邀请涵.docx。”

图谋：“@全体成员 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注册有礼 Artlib《世界艺术鉴

赏库》（访问链接：www.artlib.cn）是一个满足互联网+时代全方位艺术鉴赏需

求的产品，定位于为艺术教育提供资源、素材及方法的深度学习数据库。目前收

录十六万余幅高清图片并处于实时更新状态，涵盖油画、素描、版画、水彩、国

画、书法、壁画、雕塑、篆刻、建筑艺术及其他类型，包含艺术普及、艺术故事、

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机构、资讯六大内容模块。具有知识系统组织、内容全面

完整、数据深度标引、超级高清大图呈现、知识点内容模块关联、艺术辞典规范

等专业特点。目前 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已针对个人用户注册开放。当新

用户注册时，系统会默认赠送用户 20000 点数，您的这些点数可以在 Artlib《世

界艺术鉴赏库》浏览 200 篇专题/浏览 400 幅艺术品/下载 100 幅艺术品/浏览 20

0 位艺术家/浏览 200 篇艺术故事/浏览 200 所机构。 信息来源：弘雅书房.Artl

ib《世界艺术鉴赏库》注册有礼啦！分享礼上加礼！https://mp.weixin.qq.co

m/s/bQc_e-cqoGGhsjL5o8WV4w。”

会议君：“年会主题为：‘知识服务 2021：新趋势，新征程，新突破--面向科

技自立自强深化知识服务，建设国家高端科技信息交流平台’，有兴趣的老师可

以参阅文内信息了解详情 http://r6d.cn/bxk6k。”

会议君：“图书情报，亚太信息系统会议（PACIS2021）6 月召开虚拟会议 http

s://mp.weixin.qq.com/s/e9O-AihiKH7MV_6FMxovWg。”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文华图专 100 周年，算是 2020 年的事情了。回溯一九二零年代之华中

腹地，图书馆学先驱韦棣华、沈祖荣等人初创文华图专（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基业，一开中国现代图书馆教育之先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建院 100 周年专

题网站 http://sim100.whu.edu.cn/index.htm。”

长恩：“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开展情况调查 https://www.wjx.cn/vj/QhVxC

http://www.artlib.cn/
jjm@ecust.edu.cn
jjm@ecust.edu.cn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bQc_e-cqoGGhsjL5o8WV4w
https://mp.weixin.qq.com/s/bQc_e-cqoGGhsjL5o8WV4w
http://r6d.cn/bxk6k
https://mp.weixin.qq.com/s/e9O-AihiKH7MV_6FMxovWg
https://mp.weixin.qq.com/s/e9O-AihiKH7MV_6FMxovWg
http://sim100.whu.edu.cn/index.htm
https://www.wjx.cn/vj/QhVxCX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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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aspx 调查对象：高校中所有参与过阅读推广活动的图书馆用户 调查目的：

了解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开展情况，以期提高阅读推广活动设计与读者需求

之间的契合度，实现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平的提升 完成问卷大约需要 2 分钟左右，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图谋：“任胜利.巨型 OA 期刊的发展现状及相关思考.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38899-1275404.html 以 PLoS ONE 为代表的载文量大、学科范围宽泛、

以收取论文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 或 APC）为商业模式的巨型 O

A 期刊（Open Access Mega Journal，以下简称 OAMJ）自 2006 年问世以来便受

到科学界和出版界的极大关注。由于其巨大的出版规模，OAMJ 在学科范围、审

稿机制、商业运作等方面均与一般性的 OA 期刊有所不同。本文基于代表性 OAMJ

分析及相关的文献回顾，探讨 OAMJ 的缘起与特点、出版规模与学术影响力指标

的关系、发展趋势等。”

书小弟：“圕人故事 | 图书馆员是好工作吗？http://r6d.cn/bxk0c。”

图书商*：“大家好，这是我的好朋友、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本科兼硕士焦同学的

毕业论文问卷 https://www.wjx.cn/hj/axbauskn0ggivg64saujq.aspx 如果您或

身边的朋友来自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纪念馆、科技馆、图

书馆、研究所、高校教学机构、其他文化服务类机构），可否麻烦你们帮忙填写

下这道问卷呢！这份问卷的研究主题是‘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有 16 道

题目，3 分钟就可以填完。我同学一直在努力发放问卷，但仍缺少大概 100 份左

右的样本量。论文的时间比较迫切，希望朋友们可以动动小手指帮帮忙哦！在问

卷结束之后，会有 3-10 元的小红包发放给您，是对您帮助的答谢。您的回答也

将有益于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进一步研究。”

刘建平：“第十六届全国纺织服装信息研究会馆长论坛预约稿通知。烦请群友将

征文广泛宣传，符合要求的论文以会议论文集正式出版（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会议将评选优秀论文，推荐至正式刊物上发表，并颁发证书和奖金。期待收到群

友的投稿。”

图谋：“麦子：图书馆该向国外学习什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213646-1275970.html ”

图谋：“‘研究生生涯第一课"系列公益讲座 https://k.cnki.net/NewTheme/In

dex/144‘研究生涯第一课’系列公益讲座邀请多个学科优秀学者、图书馆老师，

讲解文献检索和管理方法、文献阅读和写作方法、论文投稿和学术规范、学术研

究方法等内容。该系列讲座回放，可以免费观看。”

沙枣树*：“智慧图书馆建设之图书定位盘点机器人 http://r6d.cn/bxd56。”

图谋：“《图书馆报》2021 年 3 月 12 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php?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wjx.cn/vj/QhVxCXA.asp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8899-127540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8899-1275404.html
http://r6d.cn/bxk0c
https://www.wjx.cn/hj/axbauskn0ggivg64saujq.asp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597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5970.html
https://k.cnki.net/NewTheme/Index/144
https://k.cnki.net/NewTheme/Index/144
http://r6d.cn/bxd56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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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312。”

1.3 圕人堂

1.3.1 圕人堂群的努力

图谋：“今天下午，接连撤回多条信息。基本属于同类问题，有些话题，圕人堂

这样网络社群不宜触碰，否则会危及圕人堂社群的存在。敬请谅解！图谋维持当

前‘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运转，背后的工作量实际是非常大的。而且工作量只是

一个方面，‘安全’方面的压力更大。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且行且珍惜。

碎片化文字交流，容易产生理解偏差。群成员又是多元的，各自的‘敏感词’是

不同的。有些情绪化的字词或不宜触碰的话题，我采取了撤回操作。圕人堂群成

员在群规范框架下，加群或退群自主自由选择。已退群的成员，如果愿意，同样

可以通过‘圕人堂服务体系’关注与利用本群。”

1.3.2 关注与利用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检索功能

图谋：“www 老师已将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检索功能修复。且更新到最近一期（3

56 期）。欢迎关注与利用！”

www：“圕人堂新功能：增加了图书情报学术语词典利用。方法一：在浏览议题

时，点击有下划线链接的词语；方法二：在点开的术语链接后面，输入你需要查

询的词语，例如查询‘公共图书馆’：http://lib.nbt.edu.cn/tuan/term.php?

k=公共图书馆。第一种方式仅集成了图情领域术语，第二种方式可用查询图情领

域、管理学领域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术语。”

www：“麦子老师的交流内容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对图书馆人的思想、工作方法

都有指导意义，在圕堂知识库中的搜索举例，我擅自用了他的名字（私下认为他

不会反对的）。圕人堂知识库去年新开的栏目‘个人合集’，本意是希望有更多

http://www.artlib.cn/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312
http://lib.nbt.edu.cn/tuan/term.php?k=公共图书馆
http://lib.nbt.edu.cn/tuan/term.php?k=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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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分析自己的交流内容，也为我们同行提供一个展示交流的和相互结识的平

台。我抛砖引玉，将我自己的展示出来了（期待您的加入），今天特邀麦子老师

分享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更方便地去学习和参考。http://lib.nit.net.cn/tua

n/my.php。点击名称进去，精彩即刻呈现。”

1.3.3 期待圕人群的活跃等级维持 LV5

图谋：“2021 年 3 月 6 日 12:18，圕人堂群活跃等级升级为 LV5。（2021 年 1

月 18 日,圕人堂群活跃等级降级为 LV4。2021 年 2 月 28 日，圕人堂群活跃等级

降级为 LV3。）。图谋倒是已经在忙‘群务’。还有句话没说完：期待未来一段

时间圕人群的活跃等级维持 LV5 这一‘常态’。”河海刘*：“总有消息发，就

能提高活跃度？”图谋：“这个群等级考察的是一个月之内的发言人数。群为‘群

辅‘，除了操心群安全之外，还需要关注此类小细节。”

1.3.4 圕人堂群管理员队伍欢迎志愿者

图谋：“因为圕人堂化缘能力较弱，尚未能形成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图谋作为‘群

辅‘，不少琐事需要亲力亲为。当前圕人堂群管理员队伍仍需要志愿者，愿意助

力的成员请小窗告知。目前群管理员队伍，主要是协助加群审核。加群审核是群

安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日常工作。”

1.4 再建图书馆的功能设想

Follaw：“现在再建图书馆的话，该考虑些什么功能呢？藏书，阅览，体验，展

示，休闲娱乐，学术交流，信息素养教育…我在高校，考虑高校的因素多一点。”

图谋：“Follaw 老师提出的‘现在再建图书馆的话，该考虑些什么功能呢？’，

这是一个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话题。欢迎各抒己见。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发展

阶段的图书馆，功能需求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多馆合一，综合多种功能需求，是

当前的一种热门需求。动静结合，留有‘余地’，方便今后空间再造，可能也是

一方面的需求。相关的实践与探索有不少，但找出理想的或满意的答案，不容易。

我算接着 Follaw 老师的话题，抛几块砖头，看看能钓出多少玉。”

血红雪白：“城市经济好了，文化发展要跟上。”扣肉：“尤其今天看了一则来

自上海的热搜，我更加觉得，财政应该投入在其它方面。我记得好像有这种不新

建楼堂馆所的政策。当然，如果有经费支持。我个人是建议不要过早的限制功能。

虽然图书馆要求必须有独立馆舍，但是现实中各校的图书馆楼都被其它部门以各

种理由占用。为了保住图书馆自用的空间，一定要杜绝办公室类型的房间。同时，

我还建议一定要建设高标准的特藏文献库。搞那种横温恒湿，可以充入惰性气体

的特藏库或者特藏柜。即便自己不完全用，被学校其它部门占用了一部分，也是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it.net.cn/tuan/my.php
http://lib.nit.net.cn/tuan/m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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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一件。”

麦子：“@扣肉 我想一般的图书馆，即使有几件自己认为拿得出手的东西，还

没有到要这么大动干戈，用世界末日种子库的办法吧。如果用惰性气体，也就是

说，这也不要用这些东西，因为索取就是一个挑战。当然，这个东西对在报纸上

吹一下‘厉害了我的馆’有用，因为这可以把已经创新达到一个其他国家永远不

可能达到的高度。退一句话说，低温的高密度书库是值得一做的，但是需要有图

书馆联盟在各馆做大规模去重后放入最后的样本。联合存储库的第一步就是大家

大规模去重。”扣肉：“我们馆的特藏文献是作者本人捐赠的手稿，确实不是种

子库。这个东西，确实还是独一份。”图漾：“@麦子 这个联盟存储书库实在太

有意义了，从一些论文看美国有不少这样的联盟。国内未见到这类联盟。这个存

储书库可以由商业化公司来做，在鸟不拉屎的地方买块地，成本也低，图书馆购

买服务，交的费用会远远低于维护这几百万册不常用图书的人力物力和场地费

用。”

图谋：“种种原因，共知共建共享，还做得很不够。当前许多馆馆藏压力非常大，

所存储的大比例是‘没用’或‘无法用’的图书。这些年纸质馆藏利用率的下滑，

各家的下滑情况不一，有不少馆实际属于非正常下滑，原因是馆藏管理方面力不

从心。好些问题，不少人看到了。解决方案也有许多。种种原因，实践操作层面，

似乎力不从心。”

1.5 存储书库及升级版

董董：“很好奇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存储是怎么解决的，他们现在纸质馆藏的采购

量应该是国内高校图书馆最大的。”简@约：“听说中山大学没有借阅上限。”

图谋：“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舍也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有些信息是比较好了解

的，官网可以查询。馆舍总建筑面积达 11 万余平方米，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山大学图书馆纸质馆藏总量达 745 万余册（件）。信息来源：http://li

brary.sysu.edu.cn/about。关于中山大学的借阅权限问题。图谋粗略检索了一

下。官网未发现相关信息。搜索引擎获得了一些碎片信息：‘2014 年中山大学

图书馆实行了借书数量无上限制度’；2016 年中山大学图书馆阅读报告‘借阅

达人中借阅图书最多的有 701 本,排名第二的也有 619 本。’某种意义上可以理

解为上限就是‘极值‘，701 本。假如与馆藏总量/馆舍面积来得出‘馆藏密度

‘，许多馆比中山大学馆的"馆藏密度"大。”

biochem：“关于评选借阅达人及对借阅达人进行奖励，本群之前都讨论过。70

1 本，大都是查看书中的部分内容或某个知识点吧，不可能通读的。像我们专业

的学生，上课、写作业、做实验、写实验报告，几乎没有时间读课外书。”

http://www.artlib.cn/
http://library.sysu.edu.cn/about
http://library.sysu.edu.cn/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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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关于‘借书数量无上限’，个人认为，它的核心意义是传递服务理念：

图书馆在努力为您提供您想要的服务，您要不要，要多少，您随意，我尽力。‘借

阅达人‘很有可能是该政策的实际受益者。当时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影响，近年

有不少馆先后将借阅权限提升了，甚至是大幅提升了。馆藏原本属于图书馆的‘命

根子‘，这方面的问题算是比较清楚了，但付诸行动方面还有待加强。”

图谋：“关于‘不差钱就不是问题‘。图谋有些感慨，单单是 2010 年之后建成

开放的新馆，为数也不算少，图谋实际参观过一小部分，我的感受是：人力资源

方面的投入需要大方些，否则花再多的钱也是问题多多。有的新馆，外观不错。

馆内也上了不少新设备，有的可能就是刚开馆的一段时间运转一阵子，之后就‘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有的是长时间休眠了。存储书库实际是图书馆的一部

分问题。”

图谋：“关于存储书库，苏州第二图书馆的‘智能立体书库’，是一种本土化本

地化探索与实践，其运行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苏州第二图书馆智能立体书

库是国内首个大型智能化书库，自动化书库内将全程自动化存取书籍，实现图书

的高密度储存和高效利用率。大型分拣系统，实现图书高速分拣和精准配送，与

智能立体书库组成了苏州图书馆文献典藏中心和流转枢纽，促进全城文献流动，

提升文献服务时效。成功地实现苏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典藏管理和‘线上线下’

借阅服务。读者通过苏州图书馆网站或移动端手机等，就能发起图书借阅，系统

按流程将读者所借的图书送达借书人指定的取书点。读者可根据自己的情况，所

有苏州图书馆的分馆和无人值守借书柜均可选择一个地点作为取书点。同时，通

过引入最新的 IT 技术，对馆内的计算机网络设施、信息化设备、图书馆业务系

统和专业管理系统进行统一规划，搭建起专业性、自动化、数字化、全开放的信

息化平台。’。这有可能会是存储书库的‘升级版‘或‘升级模式’，有条件的

馆，会进一步跟进与效仿。”

1.6 图书馆电子书的采购和备份方案

麦子：“图书馆的没落其实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因为现在个人可以接触到的

可阅读的资源和 20 年前是没法比的，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电子书最终彻底代

替纸本书。同时，读书时一件很私人的东西，如果没有实体书，我们没必要跑到

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去读书。这好比是：如果你家里有卫生间，你还会特地去公共

厕所如厕吗？你不要跟我说什么纸本书比电子书好什么，因为这个题目是我 20

年前做的。我以前敬重的一个同事也是前辈就是认为纸本是无法替代的，现在看

来是多么的可笑。我现在偶尔还会给图书馆买纸本书，但唯一的原因是：有时纸

本书更便宜，但是，最近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而且在价格上，我也越要越多地接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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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电子书的差价。比如纸本 20，我情愿付 40 买电子书，因为这多出的 20 块还

是很值：其中人工的节省比 20 美元还多一些，而且读者可以很快看到（我们可

以当天买到，但还是需要编目和后续处理），此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起码有

1/2 以上）只想要电子书。以前强烈要纸本的人都开始接受电子书，因为好处是

明摆的。现在这个格式问题是有图书馆决定的，现在如果我觉得电子书对图书馆

更合适，我就会买纸本的，除非电子书和纸本的差价实在太高，比如有 100 美元

的差价。储存书库是这个转变的必要一环：也就是说，随着电子书的普及和大量

书籍流通差（我大量的研究， 我也写过），书的内容已经可以通过非物理形式

传播，没有必要让人接触纸本的书，这样纸本书就成了类似档案一样的东西，没

有必要大家都有，放在储存里就可以了。但美国的联合储存库中的大量资源并没

有电子形式，他们基本上是很多图书馆 10 年前出版图书的地区性的真正的种子

库一样的东西，也就是除此外，这个联盟的图书馆你可以自己毫无顾忌的去重了。

我觉得，再过一些年，由于谷歌和 HathiTrust 的回溯扫描的数量的增加（谷歌

在 2019 年 10 月是 4000 万，HathiTrust 1000 万。谷歌的计算是世界上有 1 亿 3

000 万种书），储存库也会变成电子化，而且存储库之间会互相再次去重。这些

基本也就是给一个树洞讲的废话，说的都是很老的事情了，而且是有很强的图书

馆基础建设和服务作为后盾的基本作业。如果你现在开始做，除非你自己吹，这

也不是什么创新。”

图漾：“@麦子 麦子老师我想问一下你们图书馆这个电子书是怎样的购买形式？

我接触最多的电子书购买形式是两种：一种是购买镜像数据库，这样电子书的物

理文件的确存在图书馆了，不过需要大量存储的基础设施，另一种是购买使用权，

这倒不用买硬件，可是一旦停止购买服务就无法使用了。我理解你们是不是在书

商的平台上选书？然后还是需要存到本地。电子书读者在借阅的时候有没有限

制？比如保存时间、副本数量、复制内容等。”

麦子：“@图漾 早不做镜像了，我想起码有 10 年了，原因是东西实在太多，而

且其实又是一种资源浪费（图书馆需要投资在硬件上），现在都是让数据商弄的，

加上还有 Lockss, clockss, portico 等第三方非盈利电子储存库做备份（就是

以防万一），如果数据商倒了，备份在他们那里可以直接用，否则每年的年费，

就等于是保险费了 https://www.libraries.rutgers.edu/rul/staff/collecti

on_dev/reports/lockss-clockss-portico.shtml。我们在 20 年前就有用圣地亚

哥的超级计算机系统作为云储存，那还是学校里面的，但算下来还是不合算，所

以镜像库也就到此结束了。这个我以前说了多次， 看这个的 4.3 http://img.i

pub.exuezhe.com/pdf/G9/2021/01/%E5%90%8E%E7%94%B5%E5%AD%90%E4%B9%A6%E

6%97%B6%E4%BB%A3%E7%9A%84%E7%BE%8E%E5%9B%BD%E9%AB%98%E6%A0%A1%E5%9B%B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libraries.rutgers.edu/rul/staff/collection_dev/reports/lockss-clockss-portico.shtml
https://www.libraries.rutgers.edu/rul/staff/collection_dev/reports/lockss-clockss-portico.shtml
http://img.ipub.exuezhe.com/pdf/G9/2021/01/%E5%90%8E%E7%94%B5%E5%AD%90%E4%B9%A6%E6%97%B6%E4%BB%A3%E7%9A%84%E7%BE%8E%E5%9B%BD%E9%AB%98%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9%A6%86%E8%97%8F%E5%BB%BA%E8%AE%BE.pdf
http://img.ipub.exuezhe.com/pdf/G9/2021/01/%E5%90%8E%E7%94%B5%E5%AD%90%E4%B9%A6%E6%97%B6%E4%BB%A3%E7%9A%84%E7%BE%8E%E5%9B%BD%E9%AB%98%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9%A6%86%E8%97%8F%E5%BB%BA%E8%AE%BE.pdf
http://img.ipub.exuezhe.com/pdf/G9/2021/01/%E5%90%8E%E7%94%B5%E5%AD%90%E4%B9%A6%E6%97%B6%E4%BB%A3%E7%9A%84%E7%BE%8E%E5%9B%BD%E9%AB%98%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9%A6%86%E8%97%8F%E5%BB%BA%E8%AE%B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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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4%B9%A6%E9%A6%86%E9%A6%86%E8%97%8F%E5%BB%BA%E8%AE%BE.pdf。”

麦子：“后电子书时代的美国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其实电子书最麻烦的问题是版

本的控制，之前书商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推展缓慢而且积极性不高，因

为他们觉得会亏钱。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电子书是让书商能赚大钱了。”

麦子：“这是书商的界面，这是 EBSCO 下面的 GOBI，他们买下了 YBP，这大概是

最常见的平台。这本书是 2016 年出的，简装的纸本是 120 一本。第一个记录是

它的电子版，有 3 书商供应这本书，但因为使用授权不同，价格差很多：1user

是同时只能 1 个读者用。Concurrent Access (365 uses)是按次数的，也就是不

论多少人用，就是 365 天里用 365 次，到时还有人用，你需要买第二本，但我的

经验这个版本其实是最合算的，因为很少会用这个么多次，但同时几个人用一本

书的情况颇为常见。所以这个版本会比较贵，当然，这本书而已，4 和 5 的版本

最佳，因为没有限制，当然 5 是最好的，因为价格也便宜。@图漾。”

1.7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调

日月：“吴建中老师的一篇好文章，文中指出：由于欧美国家还有一个职业资格

认证的问题，因此图书情报学院与图书馆行业发展没有出现像我国所面临的学界

与业界之间严重脱节的情况。 国内虽然有不少大学开设图书情报学课程，但在

较长的时期里缺乏权威性通用的基础理论教材，导致图书馆事业发展缺乏理论指

导和智力支撑，学界与业界两张皮现象一直得不到解决，影响图书馆事业向纵深

发展。在技术研发、国际图书馆界的话语权建设、图书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等三

个方面还需继续努力。”

麦子：“在这里说的事情是拿图书馆的事情做例子罢了，事情不是局限在图书馆

这一块。可是因为整个社会急于求成，弯道超车，很多基础的工作根本没做，现

在有点尴尬，毕竟吃下去的东西没法吐出来。图书馆在国外的发展是有一个相当

长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各种思路和实践，现在的很多做法是由很多宝贵的失败例

子和已经不做的东西做铺垫的。美国现在很多在大力做的东西往往起码是 20 多

http://www.artlib.cn/
http://img.ipub.exuezhe.com/pdf/G9/2021/01/%E5%90%8E%E7%94%B5%E5%AD%90%E4%B9%A6%E6%97%B6%E4%BB%A3%E7%9A%84%E7%BE%8E%E5%9B%BD%E9%AB%98%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9%A6%86%E8%97%8F%E5%BB%BA%E8%AE%B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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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开始构思，然后在最近 20 年里布局，一步一步做。但国内是没有这个过程：

我现在有钱，我要现在最先进的做法就是了，最好是更新的做法。这里有太多的

问题：1）因为国内的图书馆土壤和国外是不同的（不是国情，因为国情是不想

做某事的时候拿出的借口），我说的是应该做而没有做的欠账，比如：职业门槛、

全国性的检索和互借系统（最近 OCLC 的老丘不来了，我想他是看穿了），高效

运作的联盟等。这类东西没有，很多东西是没法做的，也做不好。2）有些人（现

在就换一个说法，反正老人和@图谋 知道）都想刷存在，过一段时间就把自己半

知不解的东西渲一下。但新东西是需要时间的检验的，你不能因为急于创新，自

己又没思路，然后把国外还在试验的东西按照未来图书馆的样本来讨论，这是很

要命的。3）在和国外的交流里又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比较喜欢 IFLA 的平

台，当然，出于 ZZ 考虑，我可以理解，但我个人看 10 个 IFLA 是比不上一个 AL

A 的（我这是很客气的说法了，因为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个人会员）。这连带

的问题是国内在比较高的层面上（我认为个人是有的，比如@鬼子小肥羊)其实并

没有有系统地接触到美国图书馆的做法，从而学到实质性的东西。你只要看看一

些国内论坛上请的人就可以了，凑热闹而已。我有时遇到一些真大佬，也没有什

么大的名头，而且我觉得他们真应该到中国去讲讲，但这个渠道是不存在的。这

些人都是在另外一个池塘大西洋上飞来飞去。当然，就是开讲也没大用，因为不

一样的系统和思路。在图书馆界，其实就是两边：美国对世界，也没什么好坏，

图书馆真是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国的很多做法是有它的根基和土壤的，其他的地

方也学不了。但你真需要坦然一点对自己要有自信，按照你自己的思路，把自己

这盘棋下下好就可以了，不要攀比。”

苍海笑：“@麦子 美国有类似教育部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吗？”麦子：

“如果是图书馆的话，基本上是通过这个 https://www.imls.gov/grants。”

苍海笑：“研究图书馆学术史有什么理论与现实价值呢？@麦子。”麦子：“不

知道，也没有想过。这个唯一价值可能是写文章评职称吧。”

麦子：“https://www.imls.gov/grants/grant-programs 我的同事申请过一个，

资助人们，尤其是在职的管理员读图书馆硕士学位，拿了 6，70 万，只要是和我

们学校有关的人都可以申请，结果是让 3，40 人拿到了硕士学位，其中 10-15%

的人后来做了馆员。很实用的一个项目。”

pww：“@麦子，谢谢麦子的分享，相较于只言片语的交流，大段的文字更让人深

入地理解。”QQ：“@麦子 麦子老师说的非常实在。真正按照正确部暑，踏实做

事的人非常"稀罕"。”学图-*：“感谢本群愿意无偿将自己渊博知识分享给我们

普通人的所有专家，让我每天的学习收获满满。”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imls.gov/grants
https://www.imls.gov/grants/grant-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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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注册有礼

图谋：“@全体成员 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注册有礼 Artlib《世界艺术鉴

赏库》（访问链接：www.artlib.cn）是一个满足互联网+时代全方位艺术鉴赏需

求的产品，定位于为艺术教育提供资源、素材及方法的深度学习数据库。目前收

录十六万余幅高清图片并处于实时更新状态，涵盖油画、素描、版画、水彩、国

画、书法、壁画、雕塑、篆刻、建筑艺术及其他类型，包含艺术普及、艺术故事、

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机构、资讯六大内容模块。具有知识系统组织、内容全面

完整、数据深度标引、超级高清大图呈现、知识点内容模块关联、艺术辞典规范

等专业特点。目前 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已针对个人用户注册开放。当新

用户注册时，系统会默认赠送用户 20000 点数，您的这些点数可以在 Artlib《世

界艺术鉴赏库》浏览 200 篇专题/浏览 400 幅艺术品/下载 100 幅艺术品/浏览 20

0 位艺术家/浏览 200 篇艺术故事/浏览 200 所机构。 信息来源：弘雅书房.Artl

ib《世界艺术鉴赏库》注册有礼啦！分享礼上加礼！https://mp.weixin.qq.co

m/s/bQc_e-cqoGGhsjL5o8WV4w。”

1.9 圕人故事：图书馆员是好工作吗？

书小弟：“分享一篇文章。圕人故事 | 图书馆员是好工作吗？http://r6d.cn/

bxk0c。”

麦子：“很喜欢这篇文章，虽然短，里面有大量的信息。”

图谋：“确实写的挺好的。圕人堂‘圕人从业抒怀’这个栏目常年有效，亦欢迎

赐稿。若‘科学网圕人堂专题’选用照常支付稿酬，按千字百元的标准支付。（篇

幅最好是控制在 1200-2000 字范围内。）。”

麦子：“看了@书小弟 的文章，做了一个问卷，完全是好玩。当然有偏差，因为

这完全是按我自己的理解做的。美国的各类图书馆在假期上的区别不大。我本人

没有寒暑假，但每年有 24 天（每月 16 小时）的年假，12 天的病假（一般不需

要病假条，通知主管就可），而这些都是可以累计的，不过年假有封顶（让人不

至于太累），最多 2 年的量：48 天。馆员和管理员在休假上的最大区别是，馆

员一就职，就是每月 16 小时，而管理员是 10 小时，工作 10 年 12 小时，15 年 1

4 小时，20 年以上 16 小时。离开时，休假是按你的最高时薪算的，所以两年的

量可以拿 2-3 万，而病假是给工龄的，有些地方，积累 1000 小时就算 1 年工龄

了。但我们这里工龄是按小时算的，所以，工龄的表达是 25.3418 年，算到小数

点后 4 位。”

麦子：“@晕菜 思路是这样的：一切都和你算的清清楚楚，如果你不生病，这就

是你的福利，但生病太多病假休假用完，你就拿不到工资了，需要申请类似病假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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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这样的东西。因为病假和工龄挂钩，所以病假更值钱。所以，如果真的生病，

我一般建议人用休假来代替。”

biochem：“我们学校不管是病假、事假，一律扣钱，一天扣二十分之一的津贴。”

麦子：“希望大家投票，这个问卷需要的样本量大，因为高校的都是寒暑假。书

小弟的那篇文章主角的思路很清晰。所有福利一定要在入职时搞得很清楚。我认

识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身体好，随意 call in 休病假，因为觉得不用是浪费，

但一旦知道后，就不会这么做，因为少休一天其实以后可以少工作一天，你情愿

在年纪轻的时候多做一点。”

麦子：“芝加哥大学的周源退休了，学校有个特别的宣布，因为上几周是说起过

这类宣布，而这个写得比较标准，所以贴一下。Sent: Friday, March 5, 2021

12:00 PMSubject: Yuan Zhou's retirement Dear Library Colleagues, It

is with mixed emotions that I announce the retirement of Yuan Zhou fr

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in May, his last day in office i

s April 20th.Yuan joined our Library in 1998 as the Curator of the Ea

st Asian Collection. During his tenure, this area has seen significan

t growth, almost doubling the number of print volumes in the Chinese

collection and the East Asian collection as a whole—which now includ

es nearly one million volumes in total. Yuan has developed one of th

e top collections of Chinese art and art history in the country, as w

ell as a distinctive microfilm collection of national, regional, prov

incial, and city Chinese newspapers published between the 1880s and 1

949. Many of these newspapers are rarely held, and some are the only

copies in North American libraries. Yuan also led advancement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the East Asia Collection’s o

perations and services. Shortly after his arrival, East Asian orderin

g practices converted from typed slips to automation.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Head of East Asian Technical Services, they co-directed a l

arge-scale retrospective conversion project. When completed in 2009,

150,000 cataloging cards were converted into OCLC as searchable recor

ds and loaded in the local system, greatly improving the discoverabil

ity of East Asian collections and adding the ability to search by Chi

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original scripts. As the Library moved int

o the digital era, Yuan added many databases and e-resources to the c

ollection to respond to growing needs from faculty and student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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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Yuan also led numerous successful negotiations for consortium

purchases of Chinese e-resources for the major Ivy Plus and other Eas

t Asian libraries.In recent years, Yuan collaborated with faculty mem

bers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projects, producing a series of publi

cations of research guides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s Ch

inese rare book holdings, comprising nearly 1,000 titles. The interna

tional collaborators included a professor from Taiwan and several Chi

nese rare book specialists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se

research guides have made discovery of Chicago’s Chinese rare book c

ollection possible for scholars worldwide and have laid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digitization projects for this collection. Yuan came to C

hicago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where he served as the Head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y from 1991 to 1998. He was also a junior fac

ulty member at the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P

eking University, China, for a few years in 1980s before pursuing his

graduate studies in the U.S.We are deeply appreciative of Yuan’s de

cades of service and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as well as his dedicati

on to projects such as the research guides, which have elevated the s

tatu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nese rare book collection and c

reated substantial and enduring resource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lea

rning. Please join me in thanking Yuan for his many contributions to

the Library and in wishing him a very happy retirement. Warmly,Jen

Jen Green Associate University Librarian for Research & Learn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773-702-2853 | jengreen@uchicago.edu | J

RL 188pronouns: she/her。”

图漾：“我曾经和一个高校馆长聊天，他们的一个馆员参加了某个著名电视相亲

节目，还是其中比较火的嘉宾。职业写的是大学教师，为此她还在学校专门申请

了一门选修课。”

麦子：“他们还在图书馆的简讯上登了这个 https://www.lib.uchicago.edu/ab

out/news/yuan-zhou-curator-east-asian-collection-retire-may/周源他比

较低调，但我估计这里一定有人认识他。我记得他本硕博都是北大图情的。”

四川曾海：“我们有寒暑假，但是要值班。值班又分为书库周末值班和居家值班。

我们值班就是周末两天书库开放借还书，叫周末值班，还有一种就是居家值班，

可以不用上图书馆，但是一旦有电话，必须最迟一小时赶到。我周边学校也没听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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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老师有年假，都是寒暑假。”

麦子：“其实有很多相关问题，比如：这个值班是如何分派的？实际的休息日子

有几天？ 有了寒暑假还有没有年假。这探亲假和年假我觉得是有本质区别的。

另外，对本地的老师也是不太公平。现在看起来，寒暑假太重要。对我本人来说，

我没有寒暑假，但不是太重要，因为带薪休假更自由一些。另外，我喜欢在寒暑

假时候去上班：学校人少，没什么事情，整个气氛是在休假中。”

希达：“年假就是带薪休假吧，一般工龄在 10 年以内是 5 天，10 年到 20 年是 1

0 天，20 年以上是 15 天。公共图书馆这种事业单位，仿照公务员休假制度的吧。”

麦子：“群问卷到周末结束：假期是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重要附加福利，而假期又

大致分成休假和病假。下面的问题可多选。这次的问卷可能是最一边倒的，公共

馆参加人少是一个问题，设计可能也有问题。是不是有这么的情况：一些人不知

年假为何物？有些人是根本是没有带薪休假的？”

QQ：“麦子老师，社会私立图书馆是老板说了算，一般不像公立的待遇那么好！

一般不存在年假待遇。”

1.10 吸引读者的阅读推广活动

新手阅*：“羡慕各位前辈馆里人很多，晚辈所在馆的到馆率特别低，基本没人

会来馆里参加阅读推广活动。想请教一下前辈们有没有在到馆率很低的图书馆工

作的，想学习一下这种馆情下阅读推广活动是怎么开展的。可是图书馆以往举办

的活动大多冷场，今年三月刚到馆里参加工作，感觉很难办。下个月就是读书日

了，现在很发愁活动怎么做。”

扣肉：“读书日，一般也就是让读者写观后感。Yi 情防控期间，还是尽量避免

搞聚集性活动。你可以在微信里搜一下阅读推广或者读书日，里面能搜到其它馆

公众号的文章。”皖西学*：“给学生学分。”

学图-*：“@新手阅读推广馆员 开展吸引读者的阅读推广活动。经典征文活动，

读书笔记展示，调查问卷，读者多谈会等。拟定能抓住读者内心阅读冲动的活动

主题。对阅读图书有馆藏要求，有一定的奖励刺激。如果自己能有毅力坚持的话，

可设置读者 QQ 群，请专业师生读者做好做宣传。一般都能吸引来读者。我坚持

了十多年，读者群已经很固定了。对学生读者开展分层阅读指导服务，大一大二

大三大四不能千篇一律。最怕的是不能持之以恒，这样会打击读者的热情。而且

给读者很坏的影响。我一般是分春秋两季开展，利用寒暑假开始宣传。吾已老矣，

水平有限。只期待能和同仁们一起把自己所做的职业做好！如果没有热情，而且

不能持之以恒的，我个人建议还是不做的好。因为图书馆人除了做活动以外，还

有很多将阅读进行到底的办法。”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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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ew：“哎，这学期，我还是只能先开展‘主题阅读分享会’。我没有什么可学

的，人力与经费所限，能做点就做点。找不到人，我就自己上。先自己读几本书，

做好准备工作。”

学图-*：“开学了，上班了，将 QQ 挂上了电脑，我会时不时关注本群和我自己

的读者群信息。又要开始唠叨的日子了。我的读者群主要做的日常线上服务。比

如超期了怎么办？书丢了怎么办？哪本书我们资料室有吗？您能不能帮我查一

下哪本书在不在架上？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不能自怨自艾，必须自得其乐，把

日子往幸福的过。”

麦子：“我觉得要重新定义读书的概念：1）比如，很多理工的老师只看专业期

刊不看专业书，而前者明显在研究上有优势，后者往往是给学生看的，因为说的

东西往往比较没有时效。2）纸本书的淘汰是必然的，国内只是因为技术和观念

上的原因，很多版权保护的问题没有做好，而图书馆也希望少花钱不花钱来取得

图书，所以导致电子书推广缓慢。我估计不久（时间难说，但会有这个阶段）世

界上过半以上的纸本书会在中国出版，但这和阅读大国半毛钱也没关系。3）阅

读是一个很落后的获取知识的形式，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知识的形式会改

变，这是必然的，我基本从来不看书，但我喜欢遇到一个东西，在网上看视频、

维基等内容进行片段性学习。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这一定会过

渡到用晶片植入的方法。这是必然的一步。4）在到达晶片植入之前，因为时间

精力有限，阅读的过程是一个取舍的过程，前提是人们有自主的判断里和独立思

考过程，知道我需要看那些东西来扩展我的眼界和思维，而不是让人告诉我我应

该看什么。这也是我对阅读推广很反感的原因。但大家都是要口饭吃，所以也能

理解。看来我是只知道吃饭和吃肉，没有想到没有饭和肉吃的情况。”

学图-*：“一些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假如在某个空间，没有了电，没有网

络，此时，一张芯片，一本书。我们会选择阅读什么？在我们生活的空间，到底

我们该怎么阅读？何为阅读自由？教育需要阅读吗？阅读推广仅仅只是阅读纸

质书吗？阅读推广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人一生到底该怎么阅读？图书馆人真的

不阅读吗？读了名篇大作才算阅读吗？读了专业书才算专业阅读吗？何为博览

群书？我们不是应该通过阅读推广让读者自由选择阅读内容吗？和读者一起阅

读，和读者一起分享，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保持创新和与时俱进不是阅读推广的职

业态度吗？我们图人其实就是读者，我们自己怎么阅读心里没有数吗？图人对自

己的否定可能才是在全民阅读中图书馆人失去话语权的主要原因。图书馆人只是

一份职业，在职业追求过程中，否定自己，否定读者。这可能就是我们最大的缺

失。”

麦子：“每次载体的改变，人们都有一个漫然的过程：比如，从人工抄写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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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古腾堡，有些人认为还算书吗？但其实是这些人对失去书的专属权而感到失落

吧了。如果设想某个空间，没有了电，没有网络，我们更需要担心的是电子钱包。

因为没有钱，我们可能会饿死病死，读书的事情可能要放一放。至于图书馆，维

基百科的定义是：图书馆是个收藏资讯、原始资料、资料库并提供相关服务的地

方，可以由公共团体、政府机构或者私人组织开办。图书馆在人类文明发展及历

史存留具显著作用，是人类智慧的宝库。在传统意义上，图书馆是收藏书和搜集

各种出版物的地方。然而，现在资料保存已经不止是保存图书，许多图书馆把地

图、印刷物，或者其他档案和艺术作品保存在各种载体上，比如微缩胶片、磁带、

CD、LP、盒式磁带、录像带和 DVD。图书馆通过访问 CD-ROM、订购数据库和互联

网提供服务。因此，人们渐渐把现代图书馆重新定义为能够无限制得获取多种来

源、多种格式的信息。除了提供资源，图书馆还有专家和图书馆员来提供服务，

他们善于寻找和组织信息，并解释信息需求。近些年，人们对图书馆的理解已经

超越了建筑的围墙，读者可以用电子工具例如电子书获得资源，图书馆员用各种

数字工具来引导读者和分析海量知识。图书馆的另一作用是收藏人们不愿意购买

（或者无力购买）的资源，作为馆藏提供大众使用或查阅。”

麦子：“我们就是个管金库的，当然平时个人也用钱，但因为自己每天接触钱，

就觉得自己对个人理财或国家经济懂得比路人多，我觉得我把自己也提的太高了

一点吧？我只是有感而发，但我觉得即使是资源的储存我们都没有做好，其他的

我更没有发言权了。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为了生计拓展图书馆得生存空间而进入

其他的领域，我完全没有意见，但觉得这些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主要使命，实在不

能苟同。”

学图-*：“我也是偶尔想想。能有机会和您探讨深感荣幸。我们每年没有多少馆

藏增加，也就是说金库匮乏，如何将馆藏得以利用，这是我在这个职业岗位上一

直想的问题。向同行学习，主要是碎片化和有选择的学习，才让我这十多年一直

坚持阅读推广。这也是我一直疑惑的问题，守着一屋纸质书，我们该怎么做？”

图谋：“图书馆的基本盘的想法子护住。现在太‘飘’了。”

麦子：“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和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不符合服务对象的要求。”

学图-*：“我就只想脚踏实地为读者提供服务。您继续，我会仔细想的。有时候

也很难过。何为职业？何为专业？何为坚守？其实院系资料室再怎么做也只是管

书而已。即使读者再多，活动再好，也就那么回事。谈不上事业，只是不想对不

起自己的收入。所以我一直说这是一份职业。”

麦子：“首先要理解这样的基本面：如果没人来，你提供的服务内容可能不是人

们所需要的。当然你可以说，这东西对你好，但人们未必这么觉得。为什么这个

职业还存在？因为社会觉得这对维护社会的功能和面子有用。我的脑子简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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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太多，但我每每想到这个职业，就觉得我自己是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等到了

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但我从来不认为天上总会掉馅饼，所以我既不会让我的孩

子去等这个馅饼，也不会觉得这是个工作比其他工作高尚。现在的社会和过去的

社会的不同是：社会上除了核心的经济活动以外，可以有多余的钱来养一些人，

比如一些研究项目，图书馆、博物馆什么的。最大的当然还是退休这个概念，因

为过去大家都是做到死的，但现在没见过人对自己的退休金感到愧疚的。”

扣肉：“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对 CD 回溯的时候，找到了一张美国出版的中国

艺术歌曲专辑。为了知道这些歌都是什么，我后来又在本馆找到了该演唱家多年

以后请国内的出版社翻录出版的版本。我觉得这种工作很有意义。阅读推广本身

是一个要耗费大量精力的工作，尤其现在国内出版物质量参差不齐。”

学图-*：“但是努力让我所服务的对象被发现，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麦子：

“就是个职业，但人觉得如果是职业，在马斯洛的层次上低了一些，有了专业就

可以进一步，而且也是到事业的一个垫脚的砖头，向自我实现更进了一些。”学

图-*：“馆藏需要被发现，读者更需要被发现？经常望着我的书愁思满怀，然后

快乐的去翻阅，然后设想它的读者，然后想主题，然后去宣传。我很享受这个过

程。”

麦子：“当然有意义。这就可以了，但如果没有人欣赏你，你也不必懊恼。如果

能达到这个境界，你就所向披靡了。什么事情，只要能说服自己就可以了。”学

图-*：“必须说服自己。现在好像没啥问题了。上班路上。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

事，让自己充实。”麦子：“这是最难的事情，因为没必要自己骗自己。”学图

-*：“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让自己充实。以前，我的这个岗位总有人羡慕，

说舒服清闲，我做了这十多年，就这几年说的人明显少了。对了，又想起一个。

没有职业是馅饼。每个职业都有它的追求。筹谋好，都会辛苦，都会有收获。”

wjew：“不负春光不负卿。”2222：“走进去和外面看到的往往是两回事。要不

钱钟书说城里人想出去，城外人想进来，人生大抵如此。”扣肉：“如果要阅读

电子书，建议选择电纸书。”

1.11 如何开 CSSCI 扩展版收录证明

Nana：“请问各位同仁，哪个图书馆能开 Cssci 扩展版收录证明么？”

图谋：“对于 CSSCI 扩展版报告，可以综合中国知网及 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目

录检索结果出具。中国知网中的来源类别‘CSSCI’包含了来源刊和扩展版，需

要分清楚。但假如直接用中国知网来出具 CSSCI 来源刊收录报告，可能不甚靠谱。

对于具体的某一种 CSSCI 来源期刊，并不是所有内容都被 CSSCI 数据库中收录，

比如一些学术性较弱的内容（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通常是不收录的。”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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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CSSCI 的检索报告，假如自身所在学校有该数据的使用权，职能部门可

以让图书馆开具没有问题。假如没有，可以委托购买了该数据库的学校出具，通

常会选择有查新站资质的高校出具。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委托中国社会科学研

究评价中心出具。CSSCI 来源期刊及 CSSCI 集刊均可以。CSSCI 委托查询服务（0

25 83595841）https://cssrac.nju.edu.cn/zlxz/20191231/i64220.html 委托

查询服务指个人用户委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代为查询 CSSCI 数据库并

由中心出具查询报告。该网址有进一步 的说明（关于如何提交信息、如何收费、

如何支付、如何提供发票等）。那方面的问题，2020 年 12 月曾解答过。关于‘C

SSCI 扩展版收录证明’开具，关键看职能部门的要求。因为 CSSCI 扩展版并没

有专门的数据库，一般情况下，本机构图书馆出具检索证明，职能部门认可即可。”

Nana：“谢谢群主专业而细致的回复！@图谋 ”

1.12 搬新图书馆注意事项

skyler：“一般搬新馆要注意什么？”

Follaw：“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里面也有书架和图书容量的具体参数。书库放多

少书，要考虑书库的开放形式，层高，书架布局，书架的规格、节数和层数，图

书的种类，以及年进数量等因素。”manjus*：“现在还要考虑异形书问题。搬

完还有 RFID 定位，说出来都是累泪。”

小图小情：“异性书在图书馆是少数，比如艺术类的画报和曲谱一类，我们会考

虑拆装书架的栏杆来处理。当然这种方式仅限于使用可拆迁书架的库室。搬迁过

程中，我主要负责的是文献这块，所以只能给你这方面的建议。一是打包，二是

搬运，三是开包上架。还有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搬家公司会层层外包，最后打

包的可能会是学校门口的农民工。”皖西学*：“我们那时是自己打包，手都被

绳子勒出血。算好新馆的架位决定打包的厚度，前期的计算也很重要。”菏马：

“前期给搬家公司的说明，越简单，越具有操作性书架的书分几个小箱子打包，

是个好主意，可以考虑将书架做编号。”

manjus*：“07 年搬大学城，看着工人搬包用扔的，书散了，心痛死了，一直在

那边盯着，想想都心累。可以看看馆里有没有临时工，有经费的话，有愿意加班

的，让他们自己打包，这样上架也清楚些。如果书架是一样的规格，那不用这么

麻烦，我们是把旧报纸留着，然后垫底，按架位打包，上面标好架位和类别，搬

家时让工人按序搬到新架位边，直接拆包上架。”

碧沚东楼：“我们外包给搬家公司上架的，现在一部分书籍日常排架也是外包给

搬家公司的。然后搬完后，馆员又重新排了一遍。”

小图小情：“打包的时候有个办法，可以先量好新书架的尺寸，分解成 2-3 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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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然后用棍子一类较硬的东西，把尺寸定好，每包的尺寸就固定了。那么搬

运到新馆的时候，一层就放 2-3 包。按编号直接上架，就不用再排架了。我们搬

的过程中，对包号的编写、打包的规格、以及新馆上架的顺序都是做了要求的，

所以搬过去上架以后，馆员是要点了包号以后才开包，所以没有重新排架。包装

就是用 A4 纸上下各一张，最上面一张写包号。上架的时候包号朝外，包号是按

照中图法加数字来编写，馆员核查以后没有问题直接架上开包。从实际经验看，

包打得小，后期的上架的时候容易些。”

Follaw：“我们图书馆搬家，图书打包包给图书加工公司（包括上架），专门的

打包机，专门的打包纸（新书打包纸留存，不够的淘宝上有的买）。搬运是专门

的搬家公司。60 万册书、书架和办公设备等，前后花费大概二十来万。我貌似

是两个暑假和一个寒假没有怎么休息。我们图书馆的很多设备只认我。其实是工

作用心的问题。”

图谋：“麦子老师发起的这个小投票，我看了一下。目前 67 人投票，61 人选择

了‘我有寒暑假’。大致说明 61 人是在学校工作（高校居多，有中小学），其

余 6 人，有一票估计是麦子老师的，另 5 票有可能为公共馆、专业馆同行投的。

群成员中，图书馆员群体，涉及各种各样图书馆类型，情况较为复杂。国内高校

图书馆，通常情况下具有寒暑假，还有法定假日，其它休假情况比较陌生。‘病

假’通常所在机构有相关政策，需要扣工资的。公共图书馆，除了法定假日，其

它休假政策，不了解。”

图谋：“高校图书馆若进一步划分也有很多种情况。大体上均是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的。高校图书馆也存在部分岗位需要调休。各高校内部有自身教职工考勤及请

假制度。《贵州大学教职工请假规定》（2019 修订版）.http://fl.gzu.edu.cn

/2020/0110/c2751a130941/page.htm。”

麦子：“除了一个，其他三个 1 票的都是我投的。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尤其是非

高校馆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法修改，所以可能应该做一个一个问题的问卷：不算

探亲假（因为这是对一部分人的），你有带薪休假吗？当然，如果大家有更好的

建议，可以做的更全面一点。”图谋：“网上搜了一所高校的。实际上各个高校

均有这方面的规章制度。”麦子：“这规定蛮有意思的，但总的感觉是相当复杂，

在执行中会给雇主和雇员造成很多 paperwork，另外还有解释的问题。我们也有

详细的休假和病假条例，但相对简单，基本思路是千万不能因为对各种人有不平

衡而造成向工会投诉甚至讼诉。反正这些假期我给你了，你怎么用或者不用是你

的事情。用完了，就扣薪水（除非有人捐假期给你），但如果是生病，在所有假

期用完了以后，就走保险，大概是 70%工资样子，所以和这个文件也是差不多。

美国有些地方是又所谓的 personal day, 这不是休假，一般用在自己办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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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病假用也可以。也可能是说：休假 12 天，personal day（事假？）12 天。但

学校倒是没见过。有些有教授衔的学校，为了拉平和教师在时间上的差距，每周

会另外给一天的 research day, 这事有好有坏，因为这样你写文章是逃不掉

了。”

1.13 麦子：图书馆该向国外学习什么？

图谋：“麦子：图书馆该向国外学习什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5970.html 图谋按：2021 年 3 月

7 日圕人堂 QQ 群中，美国高校图书馆资深馆员麦子先生发表了两段个人观点。

图谋认为，其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图书馆该向国外学习什么’，这番话非常实

在，可能当前的环境有些人是听不进去的，或者不想听的，但它确实是值得关注

与思考。特此予以编发。”

www：“@图谋 又看了一遍你发的麦子老师讲的内容，这个问题国内很多人都知

道。不记得是哪位大牛说过，很多事情都讲究创新，这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我们很多对读者有用的工作，十年如一日，没法创新的。真正懂图书馆的人一看

就知道，哪些工作是自娱自乐。很明显的发展趋势，很多人视而不见，也很多人

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证明自己的自娱自乐。我爬楼看到前面说到职业和专业，我个

人的理解是，职业的话，就是饭碗，怎么安排就怎么做，领导开心就好；专业的

话，比较执着，愿意做对的，不愿意做错的，或者做错的就不舒心。专业约等于

科学，所以按科学规律办事是专业的基本要求。”

图谋：“@www 简明表述，挺好。微努力促成微转变，知易行难。”

1.14 图书馆绩效考核讨论

图谋：“近期先后与多位同行聊及图书馆绩效考核话题。同行问：‘图书馆绩效

考核暂行办法，主要从哪些方面考核？因为图书馆的工作难以考核，最主要的是

动真的无法进行考核，但是学校要求出方案。’其实我也同样困惑，表达了个人

粗浅的看法，大意如下。这方面各馆各行其是。原因是馆情非常复杂。各馆馆情

是不同，甚至大不同的。许多馆制定过相关文本，但大概率是停留在纸上。这也

是一个实际。但这是有多方面意义的。一是做工作了；二是确实通过做工作带来

一些微转变，取得点滴进步。图书馆绩效考核文本，实际是非常多的。学校内部，

一级一级考核。学校层面有对二级机构的考核，二级机构要对机构内部进行考核。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5970.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57 期 20210312）

22

从这个角度，图书馆内部的考核，要抓住学校下达给图书馆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图书馆的情形确实不好‘量化考核’。图书馆岗位不同、角色不同、人员类别不

同，管理系列、其他专业技术系列、工人系列、合同制系列。即便有这方面的文

本，也多停留在纸上。这也是一个实际情况。简单的事情，往往复杂化了。因为，

图书馆有个职能，是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有些饭碗还需要确保。”

兔兔猫：“所以做多做少一个样，大家平均化。”

图漾：“图书馆工作，可以从结果进行考核。钱给你了，你给我达到我的要求。

采访的质量，编目的质量，各项服务的质量都是可以考核的，至于你怎么完成我

不管，你有本事哪怕天天睡大觉，能完成就行。真要是为了吃大锅饭，就别搞什

么绩效考核了，本身就是水火不容的。”

www：“这些年见过最有意思的事：对别人的工作其实不了解，也不懂，然后还

要其给别人投票，然后据此来评价你是否优秀。”陕科大*：“做不做自己知道，

但求无愧于心。”wjew：“在绩效面前，有多少人能保持住心？”

碧海潮生：“刚看到大伙热议绩效评估，推荐两本有关图书馆绩效评估作品，适

当结合本馆实际进行尝试，权当开卷有益！1.《图书馆绩效评估》徐华洋著 htt

p://product.dangdang.com/24003627.html2.《图书馆绩效评估》方小苏著 ht

tp://product.dangdang.com/1875729262.html。”

春暖花开：“管理能力有限就只能采取投票的方式来管理了。”徐徐清风：“投

票方式是一种很好的权谋。业绩本来应该是考核，变成了投票，这里面太多玄妙

了。”碧沚东楼：“我们做非公开出版文献和地方文献编目人员，求质求量都要

抓，看文献编目难度了。”中国药*：“绩效了也可能让部室主任权力更大。”

图漾：“有些东西程序上的合法性是最低的限度。比如考核图书馆的工作，最起

码形式上要是图书馆方面的专家，也就是具有图书资料系列的高级职称，其他的

什么即使是校长、处长、图书馆学教授、院士、主任医师、高级技师都不好使。”

徐徐清风：“一种游戏规划是：馆里将一个优秀名额分配给某个部门。由部主任

决定是谁。部主任当然不好意思说给自己，但自己又不想放弃，于是说投票吧。

这样的投票结果一般就是大家会投给部主任的票数多。这样部主任几乎年年都是

优秀，而且是大家‘公平公开’地投票投出来的，经得起考验。”wjew：“都在

探索，但是什么方式，在图书馆的绩效考核中最好？如果有成熟的，共识性强的，

在国内图书馆，一定会被挖出来推广的。”

图谋：“关于绩效考核，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办法。适合自己的才是可取的。尽

可能地营造出一种较为和谐的图书馆组织氛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群成员之

间，若干内容可以进一步相互交流与分享。其实，群里边有不少馆领导及业务骨

干。许多问题，可以私下进一步交流探讨，彼此可以更好地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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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漫步：“@图谋 非常同意，相信每个馆都在不断地改善绩效方案，调动工作

积极性和推动图书馆的发展。”

碧沚东楼：“保持为读者服务初心，做好图书馆本职工作，少计较不计较个人得

失，一心一意干好业务工作。否则对读者不好，对自己身心也不好。”

1.15 研究生生涯第一课系列公益讲座

图谋：“图谋：“‘研究生生涯第一课"系列公益讲座 https://k.cnki.net/New

Theme/Index/144‘研究生涯第一课’系列公益讲座邀请多个学科优秀学者、图

书馆老师，讲解文献检索和管理方法、文献阅读和写作方法、论文投稿和学术规

范、学术研究方法等内容。该系列讲座回放，可以免费观看。总共 13 讲，内容

如下：主讲题目：从科学范式的角度看科研选题的原创性

白峰杉，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讲题目：北大学生写作指导的探索与实践

孙华，北京大学教授

主讲题目：利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管理和阅读

宋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讲题目：常用中外文学术数据库在科研创新中的应用

王媛，清华大学图书馆信息参考部副主任

主讲题目：学术研究必备的基本能力

张清民，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讲题目：论文阅读及选题

苗怀明，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讲题目：文献阅读与综述撰写

张德权，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讲题目：自然科学学术研究方法

陈登宇，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讲题目：研究生不同科研阶段应如何阅读文献

刘秀红，北京工业大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

主讲题目：当我们谈论研究生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论研究生的自我修养

刘逸，中山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讲题目：研究生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攻略

李明敏，《航空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副主任

主讲题目：论文的写作与发表——兼谈《国际贸易问题》、《国际商务》的选稿

与用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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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鑫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国际贸易问题》副主编

主讲题目：恪守科研诚信 倡导负责任研究行为

刘红，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16 《图书馆报》电子报：“全民阅读”连续第八次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

图谋：“《图书馆报》2021 年 3 月 12 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312。”

http://www.artlib.cn/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312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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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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子：图书馆该向国外学习什么？

2021-3-10 14:09

图书馆该向国外学习什么？ 作者 麦子 图谋按： 2021年 3月 7日圕人堂 QQ
群中，美国高校图书馆资深馆员麦子先生发表了两段个人观点。图谋认为，其中

心思想 ...

个人分类:圕人堂|57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数据库种数统计的思考

2021-3-7 09:12

种种原因，数据库种数统计是图书馆实践中令人困惑的问题。近期，图谋参与了

“高校图书馆信息化”QQ群中的交流，稍事梳理。 高校馆同行杨老师问“各高校

图书馆分别购买了多少种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没呀？ 纯研究用，谢谢。”多少种数

据库的统计数据，这个概念本身也令人困惑。Web of s ...

个人分类:圕人堂|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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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文件。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59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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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97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597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597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7597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597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7597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53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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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38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538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538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7538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538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7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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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21 年 3 月 7 日圕人堂 QQ 群中，美国高校图书馆资深馆员麦子先生发表

了两段个人观点。图谋认为，其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图书馆该向国外学习什么”，

这番话非常实在，可能当前的环境有些人是听不进去的，或者不想听的，但它确

实是值得关注与思考。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予以专题编发，见：麦子：图书馆该向

国外学习什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5970.html

（2）2021 年 3 月 12 日 15:00，群成员达 2978 人（活跃成员 395 人，占 13.3%），

在线 1539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5.7%），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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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597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bt.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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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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