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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图谋：“@全体成员 招聘单位：宁波大学图书馆招聘岗位：专利服务岗，负

责产学研合作创新情报服务工作，开展学科导航分析、专利申请检索以及知识产

权信息素养培训等工作招聘要求：本科阶段为理工类专业，且研究生阶段为图书

馆学、情报学、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2021 年应届毕

业，历届 35 周岁以下 公告网址：http://rsj.ningbo.gov.cn/art/2021/6/23/

art_1229114380_3743579.html。”

雨过天晴：“湖北省高校图书馆 2021 年科研创新与学科服务研讨会 http

s://k.cnki.net/mobile/PhoneTheme/Index/315。这个网址里面三天的直播和回

看都有。”

节能：“大连理工大学 e 线图情：e 线速递 | 大连理工大学第四十届全国

高校图书馆专业干部进修班上半学年班招生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

/yK5MGMnS6YbWrV4X3muM5A。”

查新检索：“知情会：中国专利信息中心暑期线上培训通知 https://mp.we

ixin.qq.com/s/LYPNpcuxxtZgInzR4JGoBQ。”

低调：“2021 年 6 月盐城 ：直播 2021 年全省公共图书馆年会暨全省少儿

图书馆工作交流会 http://www.qukanvideo.com/cloud/h5/1624007141778261。”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 | 继承百年传统 赓续红色血

脉——红色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 7 月在沪召开。https://mp.weixin.qq.

com/s/pTk6JMCF7yNt1ry14XLbJA。”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面向智慧时代的图书馆空间

服务创新学术研讨会 7 月太原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FURH0IHVR_k

XlTfck5KtwA。”

雨过天晴：“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 LSC：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

申报 2021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学术活动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Y07

YWcEwLd-ynvdCmjCKxA。”

窗外的海：“https://k.cnki.net/KLive?cid=14655 湖北省高校图书馆 20

21 年科研创新与学科服务研讨会-24 日上午。”

低调：“6 月 27 日 14 时 30 分，曹文轩做客‘中国阅读大讲坛’，为大家

带来‘阅读是人生的基本功课’的主题讲座。”

低调：“讲座主题：图书馆与出版的关系再认识讲座专家：初景利讲座时间：

6 月 29 日 19：30 观看链接：https://play.yunxi.tv/pages/8a98b484037d4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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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febd5de9fe6a38。”

低调：“图书情报工作：6 月 25 日上午 8:30 图情档学科建设与实践创新高

端学术论坛在延吉召开，届时我们将直播开幕式，敬请关注！图书情报工作创刊

65 周年图书情报工作的微博直播 图情档高端论坛学术论坛 https://m.weibo.c

n/status/4651614508156006?wm=3333_2001&from=10A3293010&sourcetype=qq。”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原创 老衲曰：BALIS 技术支持中心考察报告个人版-南京大学 htt

ps://mp.weixin.qq.com/s/Hc6awAvqcYTx51pAZKulZA。”

麦子：“沈津先生访谈录之‘入行拜师’（上）http://www.360doc.com/c

ontent/20/0112/17/39564225_885799544.shtml。”

图谋：“出版六家 4 月 8 日：沈津先生访谈录之‘入行拜师’（下）https:

//mp.weixin.qq.com/s/fq6qr3uYcyXcu1byor3nog。”

图谋：“杜定友之图书馆学教育观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

46-1291785.html 图谋摘编自：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M].北京图书馆

出版社，2002.1：57-60.时过境迁，审时度势，变与不变，似乎‘一目了然’。

图谋认为，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需要传承与开新并举，循序渐进，继续前进。”

图谋：“钱亚新先生给图书馆员的八字箴言 https://mp.weixin.qq.com/s/

cO7odyt44c1bterDcQ4poQ 钱先生对图书馆员的‘旷观宇宙，纵览古今’八字箴

言是对杜先生的图书馆学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可谓融会贯通、一脉相承。前辈先

贤的人生智慧，言简意赅。今天的图书馆员，宜悉心听取。杜定友先生、钱亚新

先生等前辈的思想、人格力量令人敬仰。当前这方面的宣传推广也是需要的，前

辈先贤的事迹可以感染更多人，甚至有可能会激发部分后学晚辈见贤思齐。”亦

行人：“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杜定友先生办馆的经历读过一点，真是令人感动啊。”

民工：“各类核心期刊目录下载：http://www.newwenke.com/tg.php。”

雨后彩虹：“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图情期刊之昔日芳华 http

s://mp.weixin.qq.com/s/mb9xeaTK8aAc9b3w6UqOHA。”

度量衡：“原创 老艺术家 九行：中国最有城市气质的书店，得有它的名字

https://mp.weixin.qq.com/s/4z3wkYU0xC4Vw5nycRTI2g。”

pww：“CASHL 开世览文 6 月 1 日：馆·舍 | 览尽美图，才能读懂北京师范

大学图书馆昌平校园 G区分馆 https://mp.weixin.qq.com/s/k7_DibIxBrIlRMEW

cQHDhA。”

图谋：“CHOICE 图书馆实证茶客：出版快讯｜2021 图书馆学信息学英文图

书最新书目 https://mp.weixin.qq.com/s/ymqZaIt_qkyk3ZqWcWqv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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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检索：“知情会：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您关心的这些问题我来答 h

ttps://mp.weixin.qq.com/s/JGk6d1QWjoA6gDR21Vn5Qg。”

图谋：“原创 益家人 海外益周：《海外益周》创刊一周年特刊 https://m

p.weixin.qq.com/s/iuwTPiPrB9xrWmBMO-UgRw。”

查新检索：“知情会：国知局要求：6 月底前全面取消对专利、商标申请阶

段的资助和奖励 https://mp.weixin.qq.com/s/sTRFYuZHmbYtCARCx6REuw。”

查新检索：“知情会：《智能制造白皮书》（原文）https://mp.weixin.q

q.com/s/OyQ1xJCxvE_ClE55ae7Z7Q。”

图谋：“原创 图书馆报“对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思考 https://

mp.weixin.qq.com/s/ggVfFidIZU8UylWu14BItg。”

图谋：“中国索引学会：征文通知|2021 年中国索引学会年会暨三十周年学

术研讨会 https://mp.weixin.qq.com/s/sjeZoivS5gmKwh4i56NUGw。”

图谋：“上海图书馆：聚精会神谋发展 砥砺奋进谱新篇——上海图书馆十

四五发展规划 https://mp.weixin.qq.com/s/a7oii5d6QXTX8GLmMp51ZA。”

雨过天晴：“原创 欣然读书 欣然来读书：【馆员学习与成长】有书赶快读

起来 https://mp.weixin.qq.com/s/bDGKZjfeTlqGriDwGHwYJQ。”

查新检索：“知情会：撰写科技奖励申报书的 ‘思路’‘要点’与‘技巧’

https://mp.weixin.qq.com/s/Lx8POqMdBqQc-Dng6fV53g。”

雨过天晴：“阳光悦读：朱为群：高校图书馆学术功能应定位为‘五个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Zxnm2hGXgmsFo7l35wn3vg。”

查新检索：“知情会：中国专利信息中心专利检索服务介绍！学员 8 折优惠！

https://mp.weixin.qq.com/s/SQH5zA3HPoZTu-TNAPOy3A。”

图谋：“原创 老衲曰：BALIS 技术支持中心考察报告个人版-浙江大学 htt

ps://mp.weixin.qq.com/s/jo3oVyjFLNpsi5bN3zAw1A。”

查新检索：“知情会：中央发布重磅文件：对科技成果、科技奖励发布重要

指示 https://mp.weixin.qq.com/s/jp5ROtdzdl-_eNfWpSwOyA。”

查新检索：“知情会：《2020 年度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报告》（原文下

载）https://mp.weixin.qq.com/s/e3c5QVOEkiTW8t5xxmCXAA。”

笺：“图情招聘：2021 中国大学本科排名发布（图档类）https://mp.weix

in.qq.com/s/hHKMf6glaqvb4m4KEZ-dMw。”

雨过天晴：“郭*红 王*书 图情轩：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创新探索 htt

ps://mp.weixin.qq.com/s/AK4oxyeW0TmH9A4SEOEfqQ。”

低调：“湖北省高校图书馆 2021 年科研创新与学科服务研讨会暨第三届图

书馆科研创创新能力大赛启动仪式 https://k.cnki.net/Mobile/Cinfo/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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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14656。”

碧海潮生：“原创 林中牧 图情出版：我在图书馆画漫画 | 没想到你是这

样的图书馆员！https://mp.weixin.qq.com/s/NKOgltCcKTXgJXMhiwJyTg。”

木木贝：“关于公布‘中科杯’建党 100 周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 图书情报

类优秀成果评选结果的通知 https://www.chvcl.net.cn/2021/0611/c3076a855

70/page.htm。”

图谋：“中国知网出版来源导航（https://navi.cnki.net/knavi）的‘评

价信息’部分，已更新。‘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部分

已增补‘2020 年版’。以下截图以《大学图书馆学报》举例。”

图谋：“倪晓建：根植于用户的守正创新及文献处理.http://blog.scienc

enet.cn/blog-213646-1292543.html 《图书情报工作》2021 年第 1 期刊发倪晓

建先生《守正创新——谈根植于用户的文献处理》。该文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

为根本,针对学科的守正创新问题进行探讨。从用户基本需求和为用户提供精准

服务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图书馆应引导社会阅读，向社会推荐图书，也应对文献

进行深层次加工，为读者利用文献提供方便。”

图谋：“刘欣.馆员学习与成长①：有书赶快读起来.http://blog.science

net.cn/blog-2520440-1292133.html 优秀的图书馆一定会有优秀的馆员，优秀

的馆员成就优秀的图书馆。优秀的馆员从哪里来？一是培养，二是自我成长。除

了各种形式的培养和一些外在的因素促成馆员成长外，馆员的自我成长，更为重

要。这是因为，相较于外界因素，馆员的自我成长，是一种主动的、自觉得的成

长，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美好的状态，是成长的根本所在。”

1.3你提问，我回答

（1）图书馆的超期罚款

仅此而已：“求助一个几个小问题 1，图书馆办理超期罚款，图书遗失赔偿

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行业规定还是？2.收款途径是读者缴现金？还是其他方

式。”boner：“@仅此而已 我以我馆 公共馆做例：图书遗失赔偿是经过财政审

批的，费用也是交给财政；收款途径原是现金，若其他途径需要，由财务去跟财

政部门申请，同意才可以开展。”中原劲草：“超期罚款无法律依据，图书遗失

赔偿是物权法吧。”

（2）路边绘本书

http://www.artlib.cn/
https://k.cnki.net/Mobile/Cinfo/Index?id=14656
https://mp.weixin.qq.com/s/NKOgltCcKTXgJXMhiwJyTg
https://www.chvcl.net.cn/2021/0611/c3076a85570/page.htm
https://www.chvcl.net.cn/2021/0611/c3076a85570/page.htm
https://navi.cnki.net/knavi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254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254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129213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12921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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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麦子提供

麦子：“今天去换机油（半年开了 12000 公里），因为要等，所以在周围的

一个山梁上走，偶尔看到一条所谓的 storywalk，在大约 1 公里的路边放了 20

个板，这是一本小孩的绘本书，拆成了 20 页，每月换一本书，这个月的这本书

是说鲸鱼和蜗牛的故事。总算走路走得和图书馆有关系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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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书馆的编制

雨过天晴：“自从借阅量直线下降，流通就成了好地方。流通工作简单不操

心，轮班时间灵活生活方便。最重要是，现在每天来不了几个学生，上不了几本

书，库也不容易乱，所以舒服了。”刘*平：“我们这里上书是学生勤工俭学完

成的。”刘*平：“出借还书自助借还，上书学生勤工俭学。”低调：“现实中

真有这种馆，馆长在编，底下全是临时工。”水调歌头：“嗯，三本独立学院大

多如此。那这种馆长高校也离解雇他不远了。”公共图*：“高校馆有门槛，公

共馆鼓励不设门槛。”黄紫橙：“有高校图书馆引进博士的需求吗？”雨后彩虹：

“985 高校都有。”图林新人：“江苏这边很多。”雨后彩虹：“将来都是领导

有编制，其余都是临时工，因为体制改革了。很多单位已经是这样子。”公共图

*：“已经进编的就不改，退一消一。”skyler：“干脆馆长是固定的，下面业

务外包。”公共图*：“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skyler：“都说取消编制，

但还是有单位给。”公共图*：“老的编制退一消一。” 雨后彩虹：“取消编制

的都是发达地区，都要接受这个现实。”徐徐清风：“发达地区也不会取消编制，

反而是经济越发达地区，政府有钱，可以提供更多的有编制岗位。”公共图*：

“但是已经在职的，是不会贸然消除的，毕竟公共馆在一个地方人数少，不影响

吧，我们一个区 60 万人口.14 个编制，现在在编 11 人，已经算是规模相当庞大

的了。”徐徐清风：“某些单位在减编制，其实是此消彼长，可能会挪给别的被

视为更重要的岗位用了。”水调歌头：“对，现在很多独立三本学校图书馆所有

馆员都是外包人员，人才派遣。”公共图*：“已经在编的不必自卑害怕，从各

种角度分析失业可能性不大啊。”水调歌头：“嗯，图书馆是公益事业。”

（4）图书主题内容涉及的地理区位能否作为种次号编排使用？

QQ：“请教各位老师：图书的出处，图书主题内容涉及的地理区位能否作为

种次号编排使用？缘由是我馆全是地方文献，领导要求各类图书按地理区位进行

排序上架，可按《中图法》对地理区位的标注也不是随意的，只有文献的内容特

征涉及到地理区域的才可以使用，为避免这种尴尬，方便排架，于是我想到种次

号的选取原则之一：可以根据文献的某一特征确定种次号，所以也就不得己冒然

使用，不知是否可行？例如戏剧类：1.内部图书《乡土剧谱集粹》，沁源县文化

馆编印；2.正规图书《沁源秧歌》，北岳文艺出版社；3.内部图书《上党戏剧赏

析》，沁源县宣传部组编。以上这三种都是戏剧类下沁源县涉及到的图书，如果

给号，仅凭分类号给地理区位有些勉强，如果另外编排一套号码表，履盖本馆所

有的县区，以此为种次号，排架时就按这一种次号先集中各县区的图书，再在各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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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内按分类号进行整理，就达到按地理区位集中排架了。啰嗦这么多，唯恐难

以说清，只是编目实践中涉及具体问题较多，请同行老师指点，谢谢大家了！。”

徐徐清风：“完全可行。种次号本来就是可以因馆适宜，可自由支配的取号制度。”

QQ：“@徐徐清风 谢谢！”图谋：“圕人堂的一大好处是，关于圕主题话题，随

时提问，随时都可能会有热心成员解答。”徐徐清风：“@QQ 不客气。”图谋：

“圕人堂 QQ 群常见问题（FAQ）解答.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

6-854752.html 关于圕人堂‘群名片/昵称规范’。为了使圕人堂群交流效果更

好，提倡更多成员实名或准实名，比如‘机构+（实名或昵称）’形式。实名与

否，在群规范框架下自愿选择，圕人堂期望实名或准实名的成员多一些。群成员

中显示的昵称或群名片存在以下情况：重名、特殊字符、生僻字、空白，将被移

除出群，对于重名情况原则上保留最早加入本群者。群名片规范问题，是本群的

基础工作，也体现本群的服务理念。昵称/群名片要以方便交流为宜，比如多名

成员的名字相同，特别是活跃成员的名字相同，交流效果是受影响的。群名片规

范作用，有个实例。有名成员投诉，称多次被某成员‘骚扰’要求将其移除。后

来发现实际上是一场误会——因为昵称/群名片相同认错人了。圕人堂 QQ 群为什

么不统一要求实名制？圕人堂是一个公开、公共、公益的平台，不宜统一要求实

名制。比如有的馆有多名成员，可能还是上下级关系，好些话题，彼此都不敢发

言；圕人堂的部分交流成果是公开的，有些观点，不敢或不宜实名表达。实名交

流可以利用圕人堂平台，另行组建讨论组或另行建群。”

（5）《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西安图*：“向各位老师咨询个问题：，北核三年一评审，那现在的 2020

版是不是确定 2020、2021、2022 三年的核心期刊？”图谋：“ 关于‘有效期’

问题。《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只是一个科研课题成果，根据期刊的动态发展

变化特点定期更新，主要目的是为图书情报部门期刊采购、典藏、导读等工作提

供参考，不是学术评价标准，也不具备任何法律和行政效力，不存在‘有效期’

的说法，如何使用，由使用单位自行决定。在确定所谓‘有效期’的问题上，考

虑到本书出版与印制时间及作者投稿到期刊出版之间的时间差等问题，建议使用

单位不要采取以《总览》出版年月为界一刀切的做法。（信息来源：《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2014 年版）相关问题说明 .http://www.lib.pku.edu.cn/por

tal/bggk/dtjj/qikanyaomu ）。从原理上看，‘《总览》（2020 年版）数据统

计年限为 2016-2018 年。’（信息来源：《中文核心期刊目录：2020 年版》（北

京大学出版社，2021.5：113）评价的实际是被评价期刊 2016-2018 年的综合表

现。因此，2020 版并不是确定 2020、2021、2022 三年的核心期刊。”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
http://www.lib.pku.edu.cn/portal/bggk/dtjj/qikanyaomu
http://www.lib.pku.edu.cn/portal/bggk/dtjj/qikanyao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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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没有区分“专著和教材”的国家标准？

守藏室吏：“各位老师有没有区分‘专著和教材’的国家标准？”万寿寺*：

“@守藏室吏 教材和专著不是一个系列的分类，专著也可能是教材，国家只对责

任方式有规定，著、编、译之类，印象中是这样。”刘*平：“@守藏室吏 一般

来说专著是作者的原创作品，教材是作者的编写作品。”万寿寺*：“教材中，

以编居多。”中原劲草：“这是中国特色，编著居多。”skyler：“编和著，啥

区别。”万寿寺*：“原创比例不同。”刘*平：“著重点是原创写作。”雨过天

晴：“请问，整合自己已发表论文形成的专著，国家有明确的自我重复率标准吗？”

万寿寺*：“编这种责任方式，作者的贡献主要在知识的组织，著，作者必须要

有个人的知识发现、创造。”刘*平：“编重点是根据主题知识体系，选择利用

已有成果，编在一起，符合主题知识体系的学习或传播需求。”万寿寺*：“@

雨过天晴 这个以前一直是可以的，近期不知道有没有新的规定。书好像没有这

么严的，自我重复率主要考核的是论文吧。”我徂东山：“大学阶段，教材和专

著不作区分，只是使用方向不同而已。老师上课用的专著就是教材。”万寿寺*：

“而且我觉得著作也限制自我重复率不合理，有些个人的研究本来就是不断累积

推进的。”刘*平：“@雨过天晴 自己的成果简单整合的属于编著，不是专著，

在科研论文表上原则上不能单列。个人作品合编出版，重复率上没有特别规定，

但原则上在成果表原则上不能单列使很多人没有了出编著书的热情。自我重复的

论文 2 篇都发表了，该如何处理呢？”万寿寺*：“@刘*平 这是新规吗？如果是

个人的科研论文文集，责任方式也只能署‘编著’@刘*平 这个据说现在算抄袭。”

万寿寺*：“查重就过不了。”刘*平：“以前没有查重平台。选择看到了作者 2

篇有相当数量重复的论文发表了。”麦子：“不知道国内的情况，美国编者往往

是一个有号召力的召集人。我有一个朋友是研究欧洲教堂建筑的大家，编了一本

论文集，里面有 20 几章，他写了一篇再加上一个前言。”万寿寺*：“这种做法，

国内也常见。”麦子：“@万寿寺路痴 你如果没有号召力，其他人也不愿贡献论

文嘛。”万寿寺*：“@麦子 国内还有一种情况，主要是教材类，几个人分个工，

各领一部分，然后根据知识点框架把其他书或文章的内容整合起来，也是编。这

种情况，不一定需要特别牛的召集人，有的就是同一个学校教研室的几个教师。”

守藏室吏：“我也觉得 没有硬性标准区分，但是好多评审文件里要求有专著，

有的又要求有教材。能从广电新闻出版总署查到的就是正规的。”刘*平：“ i

sbn 就是符合国家要求的正式出版物。很多表格填写中要求是：正式出版。”守

藏室吏：“谢谢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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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周讯》的编发及其利用

图谋：“本期周讯发布，图谋补考了两次。圕人堂周讯（总第 371 期 2021

0618）H5 电子杂志版：https://flbook.com.cn/c/zb4mYc51c6。”“圕人堂周

讯（总第 371 期 20210618）.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17

37.html 第二次‘补考’通过，但网页版舍弃了大部分信息。因为图谋实在无法

判断哪个字词存在违碍。”

图谋：“《圕人堂周讯》中的信息，实际是经过周讯整理人精心筛选的，是

另行参照周讯整理规范进行信息组织的。圕人堂大窗，某种意义上属于公开场合。

所有信息都会被 QQ 群服务提供方记录。《圕人堂周讯》编辑团队成员，同时是

圕人堂管理员团队成员。周讯整理与发布工作，同时也起着‘安保’作用。”雨

过天晴：“@雨后彩虹 你说什么了呀？至于害怕吗？我感觉你什么也没有说呀！”

雨后彩虹：“@雨过天晴 没说什么，但是如果随意聊天被记录了，人总是感觉

不自在。谢谢。”图谋：“有些成员很不理解图谋为什么撤回一些信息。其中一

个原因是，有些信息的出现会危及圕人堂的存在！”雨过天晴：“@雨后彩虹

哦，明白了。”图谋：“需要说明的是，圕人堂自建群第一天（2014 年 5 月 10

日）开始，《圕人堂周讯》的整理工作便启动。目前《圕人堂周讯》已发布 371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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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堂服务体系简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

圕人堂服务体系为一体两翼，以圕人堂 QQ 群为体，以‘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

专题’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为两翼。‘一体两翼’的载体是《圕人堂周讯》。

QQ 群是载体之一。关注‘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或‘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实际上属于用户分流。籍此形成开放性、多层次、多元化的圕人堂服务体系。圕

人堂提供 QQ、博客、微信三种形式的服务。建议新成员花点时间进一步了解圕

人堂服务体系，或许可以更好地受益。圕人堂大窗中出现的任何信息，或者说网

络上出现的任何信息，均会被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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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1 年开始增

添了一种形式，那就是 H5 电子杂志版，比如本期周讯为：H5 电子杂志版：http

s://flbook.com.cn/c/zb4mYc51c6 。”

图谋：“圕人堂实际上是在想方设法保存圕人智慧，令群内外圕人切实受益。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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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的做法，图谋曾称之为是对圕人堂群交流信息的‘抢救性保护’。

这是有原因的。若干信息，倘若不及时梳理保存，于个人大多属于转瞬即逝。”

图谋：“《圕人堂周讯》背后的故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

13646-865156.html2015/2/3 13: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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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是圕人堂 QQ 群

的一项‘基础工作’，圕人堂 QQ 群 5 月 10 日创建，《圕人堂周讯》5 月 16 日

创刊，建群至今 8 个多月来（出了 38 期），可以说从未‘怠慢’。本文试着简

述《圕人堂周讯》背后的故事。”雨后彩虹：“@水调歌头 知识产权保护是指专

著、专利、商标。我发表言论也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吧？。”图谋：“上述文字，

是早期梳理的一则‘故事’。《圕人堂周讯》与圕人堂相伴相随。图谋作为群辅，

花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做解释说明，主要是争取诸位圕人堂多理解、多支持，

更好地让诸位圕人共知共建共享。圕人堂建群这么些年，曾多次出现这方面的质

疑，经过解释说明之后，多年未见到。对于个别成员，实在是珍惜自己在大窗发

言的‘知识产权’，建议在圕人堂大窗一言不发，或者干脆退出圕人堂群，这对

您个人的知识产权或许是最大的保护。《圕人堂周讯》的两大作用：一是‘抢救

性保护’圕人堂群交流信息，保存圕人智慧，令群内外圕人切实受益；二是为圕

人堂提供安全保障，群交流信息及时整理与发布，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水调歌头：“我看了看，周讯收录的都是业务专业讨论，没大碍。”图谋：

“圕人堂需要诸位成员共同关爱与呵护。图谋所做所为，不当不周之处，敬请多

谅解、多包涵！”雨后彩虹：“@图谋 尊敬的王老师，您辛苦了。楼上老师随意

说一句话，我随意回一句话。也许您是很认真的，谢谢您付出的辛勤劳动。我这

会儿忙，没心思聊。王老师周末愉快。”图谋：“近期加群的新成员比较多，图

谋作为群辅角色，算是顺势进行‘圕人堂服务体系’的宣传与推广。”

图谋：“第 371 期周讯，‘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缺内容，图谋在凌晨发布《张

厚生先生与图情教育三十年》一文。因该文篇幅较长不适合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推

送，另行找选题，写了《图情期刊之昔日芳华》，作为主推文字。周讯整理人 1

5:33 分提交周讯整理稿，这一期整理人是编辑团队的‘新力量’负责整理的，

这次的整理稿，有很大进步。图谋的后期整理工作，工作量小了很多。16:01 提

交审核，未获通过。图谋修改后，16:27 重新提交，再次审核未通过。图谋一方

面咨询科学网编辑，寻求指点迷津；一方面做好‘退而求其次’的稳妥方案，发

布‘简略版’。17:13 分，‘简略版’获得通过。17:56，我给整理人反馈：‘补

考通过，但网页版舍弃了大部分信息。因为我实在无法判断哪个字词存在违碍。’。

上述信息‘串’起来，便是‘圕人堂服务体系’当前的‘合影‘或‘缩影’。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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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堂 QQ 群，乃至整个‘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运转，其背后是需要投入的。建群

至今，试图以较小的投入（或者说最小的投入），产生较好的效益，让更多圕人

切实受益。当前的工作重心是维持，努力让圕人堂保持一定活跃度，让《圕人堂

周讯》保持有一定活力，努力让成员有不同程度的获得感，这样圕人堂便具有存

在的价值。有缘相聚圕人堂，圕人圕结话短长。有缘相聚圕人堂，多一分理解、

多一分支持，彼此可以收获更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圕人堂的核心价值是—

—圕人给力。圕人堂社群原本是啥也没有的，因为有了诸多圕人的微努力、微贡

献，彼此可以拥有更多获得感与成就感。（节选自：圕人给力，未来可期，感谢

有您！——圕人堂 2021 年新年献词.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1265075.html）。”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371 期 20210618）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1291723.html 已有 35 次阅读 2021-6-18 16:27。经交涉，第 3

71 期周讯较为完整的版本通过审核了。主要原因是有位成员的一句话表述有问

题，存在危险，删去就好。每期周讯，诸位负责整理老师，比图谋更辛苦。如果

无法顺利发布出来，图谋会感到非常愧疚。科学网编辑的严格审核，可以说是对

《圕人堂周讯》的特别关爱。作为图谋的角度，也非常感谢他们提供的帮助。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拥有了《圕人堂周讯》这么一个平台，这在当下是非常

难得的，需要‘且行且珍惜’。‘小心使得万年船’，言之有理。”

（2）圕人堂成员移除规则

图谋：“圕人堂成员数到 2980 时，将首先移除显示的昵称或群名片存在以

下情况的：重名、特殊字符、生僻字、空白，对于重名情况原则上保留最早加入

本群者。特此提前告知。”QQ：“请有问题的成员改换昵称，支持群主工作！”

图谋：“这样的工作比较琐碎，但很有必要。主要是为了营造更好地交流氛围，

大家在群规范框架下交流与分享，彼此可以更好地受益。”扣肉：“我觉得应该

保留发言时间较晚的。”

1.5图书馆编目工作及其质量考量

小麦：“咨询一下编目馆员：同书异名放在一起吗，同书作者异名放一起吗？

流通上架是根据编目索书号排架，给的索书号决定了架上的位置。同书异名：例

如《飘》，又名乱世佳人，随风而逝；同书作者异名，例如《飘》作者，有译米

切尔、米歇尔，《聊斋》等注释的人不同，名著翻译的人不同。因为我们馆编目

人员说，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书名、作者不同，就是不同的书不同的号，

至于要不要放一起，流通部门自己决定，我很困惑。”雨后彩虹：“同类的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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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在一个分类号，一个书架上，索书号是不同的。”徐徐清风：“就算同样的书

名同样的作者，看起来完全一样，只要 ISBN 号不同，就是不同的书。”碧沚东

楼：“我们同书异名种次号后取版次号，能排在一起。同书作者异名也是一样的。

比如聊斋，不同注者，但蒲老师是一样的，比方种次号是 1，那么各版本就是 1、

1/2、1/3 云云。书名作者不同一般不放在一起，按照各自索书号排，不排除外

借会设专架，比如我们就有海洋专架、创意专架和影视专架，每个大类都有，但

放在一起。”麦子：“@徐徐清风 简装精装和电子书都起码有 3 个不同的 ISBN，

我不知道国内的编目是如何处理的，如果图书馆这 3 种东西都有，是不是有三个

不同的纪录，在目录中有 3 个不同的记录？而不是在同一个记录下有三个版

本？”麦子：“@碧沚东楼 @碧沚东楼 这个例子绝对是三本不同的书，因为这内

容是不同的。”刘*：“首都图书馆，做的是图书馆的事。馆长是专家。每一层

等于一个专题图书馆，不会出现各位讨论的这种问题。当然，小区域难免。”徐

徐清风：“@麦子 国内常见情况就是完全一样的书，分精装和简装版，价格会不

同，不同的 ISBN 号，这样就算两种不同的书。假如全买的话，一般会生成两条

编目记录，但实际上图书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一般图书馆只会买精装或简

装，不会同时全买。”刘*：“就选书而言，比如，我们是县级公共图书馆，面

对读者，我们做的更灵活有效。拿出一定经费用于读者自己选书。至于集中采购

的，我们会每年比对存书，同时，一般的书每种只买一本，不搞什么复本，明显

的畅销书如金庸的小说，我们买不同出版社的，这样，既解决了读者需求，又提

升了藏书品质。”麦子：“@刘* 这个我喜欢听。”刘*：“馆内装饰，有的馆搞

得花里胡哨，有什么意思？比如*图书馆耗能大，安全隐患多，*图书馆以前号称

网红图书馆，前几年，书没几本，花里胡哨，浪费资金。”麦子：“@郑隐 的确

要看内容。”君聿：“文史领域的很多学者的分册全集都容易有这种情况。”麦

子：“@刘* 你的话我完全同意，但我也不敢说这话，因为会打倒一大片。”刘*：

“图书馆系统的论文，一个比一个显得学术又专业，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在自

己的圈子里自欺欺人。”徐徐清风：“全书分散上架，有时要看这套书的内容关

联性强不强。”小麦：“根本问题是大部分馆不注重基础服务，老想着创新出成

果，两头空。”碧沚东楼：“名著的不同注解本放在一起为宜。”刘*：“国图

也差不多，作为国家级图书馆，不考虑引领，做什么基础服务，跟区图书馆抢读

者么，没意思的。”碧沚东楼：“从目前趋势来看，采编部门取消恐怕难以挽回。”

小麦：“胡老师的讲座我听过一些，元数据标准，能放进她的编目系统的资源种

类更多，揭示细粒度更小。”雨后彩虹：“编目很辛苦，都是业务外包，然后我

们查重查错。”麦子：“@雨后彩虹 @雨后彩虹 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图书馆简单

说保存文献，整理文献，向读者提供文献。 在这个过程中，整理并让读者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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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所需文献是关键，而这缺少不了编目。没了编目，图书馆就是一个免费出租

书籍的地方。”雨后彩虹：“@麦子 您说的很有道理。但是那是纸质资源，数字

化资源应该的另外的天地。”碧沚东楼：“数字化资源也要买得好买得符合读者

需求。补充本馆不足。”万寿寺*：“数字资源也要编目。”雨后彩虹：“编目

是图书馆最核心的基础性业务。”麦子：“@雨后彩虹 数字化资源更如此，基本

是加倍如此，因为我们常有已经买的数字资源因为没有编目好而招不到的情况。”

雨后彩虹：“那个太耗费人力物力财力。”麦子：“@雨后彩虹 这是基本业务，

再累也没办法。”碧沚东楼：“现在自建库领导专家都认为扫描内容很重要。”

雨后彩虹：“@麦子 现在所有的资源都是业务外包。”滢滢：“源头做好了，到

馆里做二次加工，都省力多了。”碧沚东楼：“外包质量真的不好。”麦子：“我

们元数据倒是没问题质量很高，而且如果是包库买的话，有专门的一个团队给整

个学校系统编，也就是各校就自动会在自己的目录上看到，但每天买的东西太多，

大多数东西还是各家自己买的。我们编目是有每日值班的，保证买的东西尽快编

好了给读者。”碧沚东楼：“编制目录索引是图书馆员的基本功。”麦子：“@

碧沚东楼 @碧沚东楼 是，没有这个，真不能说自己是图书馆员。因为基本都需

要懂一些。否则你对图书馆的最基本的资源管理结构是没法有真实的了解。”雨

后彩虹：“每个图书馆 80%人非图书馆专业，包括馆长。”碧沚东楼：“不过我

们有时在为一些图书馆员讲解编目字段时，书目、目录、索引，很多老师没有概

念。”碧沚东楼：“我们讲解得比较费劲。”雨后彩虹：“很多人是不学习的。”

麦子：“我们馆里，编目的管理员的工资是最高的，因为我岗位的内涵有关，现

在基本都在 6 万以上了。相比之下，其他部门起码要少 1 万。”小麦：“我们的

工资只跟职称有关，职称只跟科研论文有关。国内人事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们

的编目员大部分去了流通，编目部门一半是特殊安排，因为编目都是行政班。”

雨后彩虹：“很多高校几十万册书都是业务外包。”麦子：“我们倒是反过来，

我本人也比较喜欢编目：不用和人打交道，按自己的节奏做事，而且工作量也不

大。流通一般是最不愿意做的工作：时间很死，而且等于整天是让人盯着。”雨

后彩虹：“图书馆最基础的工作在图书馆网站都没有显示，我们随便进一个图书

馆网站会大吃一惊！呀！时代变化好快！”碧沚东楼：“流通也有流通的快乐。

总之我除了报刊，都觉得图书馆各岗位都好。报刊主要是每天上报纸这个我特别

不喜欢。”公共图*：“流通有轮班就好。而且上架外包。这样就完美。”碧沚

东楼：“上架我们是部分外包。但我个人支持不外包。否则流通馆员连最基本问

题也回答不了。”小麦：“上架外包有高校馆吗，什么方案？”碧沚东楼：“就

是两个馆舍，一个外包一个不外包。”小麦：“图书馆的编目和流通是基础业务，

现在都外包，再不写论文、做推广，提升职称、刷存在感，馆员还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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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馆员的待遇还能有保障吗？”skyler：“有编就有保障。”雨后彩虹：“我

们的讲座、论文大部分与基础业务是脱钩的。”碧沚东楼：“但我们的外包也是

有限的，还是要做审校、部分原编。流通岗位是有做活动的专门老师。我们今年

采编也开始做阅读推广活动了。”

小麦：“我以前 B 站刷过一个视频，有个观点，真正有知识的书只有很少的

人能接触到，能看到细思极恐。我记得有次听清华王媛的讲座，她说查国外一本

书，她用多种方式（名字缩写、拼写小错误），都能定位到那本书，感慨国外编

目数据质量高。我想，不是他们的质量高，而是我们的质量差，就误以为差是理

所当然。”雨后彩虹：“是我们没有人专心致志去研究。”麦子：“@小麦 @小

麦 这是基本的常识。即使书上印错的，在编目里都有，就是要让人能找到书。

这是长期的过程，因为以前 OCLC 的检索是没有指令的，都是靠规定的字母数字，

空格来实现的。而且，这编目质量高低有关图书馆甚至个人的名声，你原始编一

个纪录，全世界都能看到，而且这是一个很小的圈子，时间长了，一看就知道是

谁编的。你想，你会乱编吗？”雨后彩虹：“@麦子 您讲这个故事给我听是说图

书馆得编目一定要自己出力做才行？。”麦子：“@中原劲草 封面，封面套，书

脊上的书名，内页的书名，其他语言的书名等，还有任何微小的不同都必须在编

目中写进去，所以，出版质量差的书，编目实在是很麻烦，美国一般都没有指标，

就慢慢研究一本书，然后编目。”中原劲草：“@麦子 国内编目一天都是有任务

的，容不得你去仔细琢磨和思考，你若太认真你就玩不过人家的，领导会觉得你

水平不行。”万寿寺*：“速度太低也不是办法，会积压得很厉害吧。”万寿寺*：

“感觉这里面始终有个权衡的问题。”

1.6傅平：美国大学图书馆提供参考咨询的模式

图谋：“傅平.美国大学图书馆提供参考咨询的模式.http://blog.science

net.cn/blog-3316383-1292159.html 参考咨询是美国大学图书馆提供的重要服

务活动之一，主要是帮助师生、研究人员、以及社会公众解决教学、学习、研究

活动中碰到的一系列问题。常见的问题有所需要的参考书在哪个图书馆或书架上

可以找到、所需的电子资源在哪个期刊或数据库里可以下载、引用格式的使用、

如何使用开放数据等学术资源问题；还有如何使用图书馆的软件、打印机、复印

机等技术问题；还有馆长室在哪、档案馆在几楼、厕所在哪等普通日常方向性问

题。通常的参考咨询模式是面对面咨询，有专门的参考咨询服务台，有一到两位

参考馆员值班，我们有时使用 on call，参考咨询馆员在自己办公室工作，前台

服务的是勤工俭学的学生，学生回答不了才电话叫来参考咨询馆员，回答到图书

馆来咨询的师生的问题。其他模式有电子邮件、电话、在线聊天、预约一对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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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咨询(一般估算需要至少 20 分钟）等。”

麦子：“@图谋 这篇的内容和我们的完全一样，我们也是这聊天服务的一环，

有很多年了。如果是非本馆的读者（问问题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人），我们

一般还是围绕着这个人能够获取的资源，而不是从这个馆员的角度看。不过，其

实使用这个东西的人并不是太多，因为想到会问问题的人并不是很多，更何况是

在图书馆的界面上问问题，这会过滤掉 99.99%的用户。另外，傅平说‘为了降

低人工成本，我们还招聘研究生助理（graduate assistant）提供周末和晚间的

参考咨询服务，条件是已经获得美国图书馆学会认证的图情硕士毕业生（ALA-a

ccredited MLIS）如果再到我们学校读第二个研究生学位的话，我们图书馆就聘

他/她为研究生助理，获得这个职位的学生可以享受免学费待遇，所付薪水足够

满足这位学生的房租日常生活开销，还提供适当的医疗保险。研究生助理有专业

的图情学位、知识、和技能，但聘用成本比招聘专业馆员低很多。这个职位很受

图情硕士毕业生的欢迎，因为正式工作不好找，而这相当于一个一到两年的带薪

实习职位，同时还可以再攻读一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比如英国文学、自然资源管理

等，毕业后学生助理一般都可以找到理想的图书馆员职位。今年我们招聘了三位

研究生助理。’这很有意思，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如果能利用这样的职位倒

是很好的，不过，我们未必能在本地也未必能找到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有学位的

一般是在图书馆工作的图书管理员，而且年纪也比较大。”图谋：“感谢分享！”

麦子：“仔细看了一下，这其实就是所谓的 RA，我自己当年也做过，不过是系

里给钱的。他们其实把一个在学校常用的研究生助学计划用在图书馆里，加了一

个 ALA-MLA 的要求。https://www.cwu.edu/resource-management/assistantsh

ip-and-tuition-waivers 我们现在这个’薪水’stipend 每月起码有 2000，因

为没有学费和医疗保险支出，这可以完全用于生活，足够了。”图谋：“国内的

参考咨询服务似乎‘变异’了，各行其是。”图谋：“什么是图书馆参考咨询服

务？.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5906.html 摘编自：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部发布.WH/T 71-2015 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S]._北京：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2015.12。”麦子：“@图谋 我们也变化很大，而且现在用各种

办法省钱：因为 90%的问题是：厕所在哪里？我在某房间有个会，怎么走？以前

这个部门都是馆员，而且人数众多，大约占了所有馆员的 50%，而且从 9 到 9，

需要大量的人，我们还有一个池，里面有 4-5 个长期的半职馆员（按时算）。现

在我们的人大概是过去的一半不到，前台是个本科学生回答问题（比傅老师的更

省钱）而且，馆员咨询是需要预约的。”图谋：“理论上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实

践中各自立足自身实际，各行其是。若干较为基础的工作，许多馆已‘省略’了，

或者无暇顾及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举措，能够理顺了就好。高校馆用学生、公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cwu.edu/resource-management/assistantship-and-tuition-waivers
https://www.cwu.edu/resource-management/assistantship-and-tuition-waivers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5906.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72 期 20210625）

18

共馆用志愿者承担（或分担）参考咨询工作，实践中有些馆做的挺好。这个工作

以前的需要量极大，因为社区学院规定凡是图书馆开的时候，咨询台上一定要有

一个馆员（这类规定其实是出于行业保护），我以前在附近一个社区学院走穴过

10 年，每周 10 小时，每天最多 5 个厕所复印件之类的很低挡的问题，但的确来

钱，比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全职薪水差不多。后来经济危机，图书馆时间大砍，也

就不做了。”徐徐清风：“领导好有人文关怀。”图谋：“这方面的实务，图谋

比较期待圕人堂这样的空间能有更多交流与分享。”麦子：“查了一下以前的社

区图书馆的时间，以前是每天 9-8：Library reference assistance is availa

ble:M-TH 10:30a - 6pClosed FRI, SAT & SUN。现在是每周 4 天，每天 7.5 个

小时。”图谋：“交流与分享，有助于相互学习借鉴，让平凡的岗位更加有趣有

味有力量。”徐徐清风：“上午 10 点半上班，真好。”麦子：“@徐徐清风 他

们有 3 个月的寒暑假，另外每周是 36 小时，而且钱多。但就是做的事情不是太

有意思。”麦子：“傅平找工作的文章很有意思 http://blog.sciencenet.cn/b

log-3316383-1290934.html 我是如何从工业界成功跳槽到大学教育界的？。”

1.7图书及数据库采购中的原则问题

麦子：“华工因经费原因，暂停续订 39 个中外文数据库 https://www.tout

iao.com/i697657238783157915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

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437631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

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622233833

0101351600182C156239&share_token=45cbb8bc-79ce-42fb-bf54-8ed263dbd7d1

&group_id=6976572387831579150。这个后面的处理方式倒是很好的，这个学校

的做法我很认可。”低调：“这个都能上新闻…。”麦子：“买自己需要的才是

买对的，不是和其他学校攀比。’这部分人认为数据库价格非常昂贵，特别是一

些受众面很窄的数据库，学校每年在这一方面的投入产出比例很低。当然，如果

有需要，贵也没办法，而且馆藏的好坏往往是在这些地方体现的，而不是在人人

都有的东西上。”学图-*：“我就是感觉这个自己需要我该怎么界定呢？”麦子：

“@学图-123（瞬时分享） 看使用量，不是隔壁老王家也有我也必须有。”学图

-*：“我也这样觉得。为服务的对象的需求。”麦子：“@学图-123（现时分享）

使用率和需求不是一回事。”雨后彩虹：“@麦子 理想跟丰满，现实很骨干。

说实话，部分数据库都是垃圾成堆，很多图书馆却买了，并且挂在网上。价格不

菲。”麦子：“@雨后彩虹 是，所以，如果撤订一些，改正自己的错误是做好馆

藏建设的第一步。”碧沚东楼：“我们安排一部分经费由读者在新华书店现场荐

购或官网荐购我们采购的。读者也可以打电话等方式过来直接说明需求，我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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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到的尽量办到。在日常采购中也是会注意有关部门、有关网商、有关机构和有

关出版社的宣传、榜单。毕竟公共图书馆针对大众，总是以少儿、通俗图书为主，

学术类图书也有一定需求，通过荐购可以满足。当然确实会有读者只荐购少儿、

低幼等教师推荐必读图书乃至职业考试、四六级这样的图书，前者是和国内公版

书市场有关，多买一些多流通也好，当然要严控图书毁损。后者则控制得比较严。

学生推荐小说也有，但总体看下来还好。最近可能耽美剧比较兴盛，耽美小说的

荐购比较集中，对于图书馆而言，我们也不管耽不耽美，能出版的一定删减了很

多情节，能采购的他就是 I247.5 的普通小说。”阿莲的*：“我们专业的图书馆

原先 100%专业图书，现在根据读者需求采购少量人文社科类。占比在 20%左右，

这 20%的采购占比却占借阅率的 70%。”碧沚东楼：“毕竟通俗读物受众面。”

骑鹿踏雪：“读者决定采购是很好的愿景啊，但是学科评估时候统计专业图书种

册数怎么解决呢。”碧沚东楼：“很多专业机构内设流通服务点，专业书籍受众

少，基本上要求的都是小说。”碧沚东楼：“人毕竟是多面性。本地高校图书馆

有些也有读者荐购服务。书店荐购乃至网商平台荐购。”阿莲的*：“是的。有

一段时间读者几乎荐购了全部的东野圭吾。但是我们馆的管理类和哲学类的图书

借阅率也很高。很多学医的男生觉得看小说没意思。”麦子：“@阿莲的女儿

我们有一个休闲阅读，就 200-300 册，放在图书馆大厅里，但而且过一段时间就

换。这些书我们是不认作馆藏的。设立的原因是有个人拿出 10 万指明设这个东

西，当然书是花不了这么多钱的，就几千。”中原劲草：“医学类院校和专业，

还是要多点人文色彩的图书好，学医的压力太大了，转移下注意力，适当移情一

下最好。人吃五谷杂粮，啥都要吃，营养才均衡，人才能长久。”麦子：“使用

率很重要，但馆藏建设是不能光靠使用率的，又不是公共馆。”碧沚东楼：“公

共馆也不能以单一使用率作为评价。”中原劲草：“很多老师和学生都是不精确

的，只是知道大概的书名或者作者信息，很考验参考咨询馆员的业务能力啊。”

1.8电子书 PDA模式探索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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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麦子提供（麦子：我去年做了一个内部发言，其中有一张很说明问题……详见

本专题讨论。）

麦子：“@图漾 PDA 是个好东西。我们倒是大量使用，但有几点：书是全

部经过自动通过 profile 预选的，这些书是直接放在目录里的，读者是不知道那

些是图书馆买的，那些是 PDA 的。如果读者对某本 PDA 有兴趣，看了 5 分钟，这

本书才被激活。在这个模式开始的时候，前面两次是免费的，但后来出版商精了，

变成短期出借，每次可以是书价的 35-40%，这样如果一本书是会有人用得话，

如果读了 3 次，成本就会大于书价。所以现在对一些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知道一定

会用的书就采取直接买下，或第一次激活就买下的办法。我们是在２０１０年开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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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用这个的，靠这 PDA 其实是省了大量的钱，没有 PDA 我们是没法运作下去的。

我们直接买的书大概是２０－３０％，余下的都是 PDA，开始的时候，对一部分

书的激活是需要在后面人工审阅批准的，因为有一家图书馆放了５万块钱在里

面，１周就用完了。所以我们用了一些控制机制。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这

个东西我们是用了１０多年，但从来没有对外宣传过。”万寿寺*：“PDA 国内 2

015 年才引进，不知道现在使用范围怎样？有了解的老师说一说吧，我还挺好奇

的。”麦子：“ @万寿寺路痴 其实这个东西理解起来并不难：就是一个 appro

val plan 的加强版，把原来推送而不购买的书籍直接放入 PDA， 核心是的选书

过程，首先要选一个强大有学术书分销能力的书商（世界上大概就几个），然后

加上自己需要的科目。所以，出版社多是一个关键。我们从大概３００个主要的

大学出版社里选了我们平时买的比较多的大概１００个大学出版社，加上几个好

的商业出版社，比如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然后再把我们之前的选书大纲加上

去。”

麦子：“我们现在目录里的书的拥有结构很复杂：我们买了一个订阅的库，里面

有１４万本大约５年内的新书，每年付订阅费，但不拥有书。书商每季度撤回其

中的一些书（因为出版商在使用中发现某些书如果撤了更赚钱），然后在加新的，

我们有时买一些其中的书，但往往跳过用了很多的。我们算过这个订阅书籍库，

如果我们一下子买下这些书和订阅之间的成本，大约是订阅的成本是５％。另外

当然有 PDA 和直接购买的。”刘*平：“@麦子 实践踏实经验丰富。”万寿寺*：

“社科院图书馆首次将 PDA 模式引入中国-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

n/sjxz/gzdt/zxdt/201501/t20150123_1490645.shtml。” 麦子：“@万寿寺路

痴 是这样，美国在商业上都是用这个模式，就是和分销商打交道，这样中间人

的确会赚一部分钱，但好处是你可以省很多的人工。从现在分销商数量的减少看，

这不是个赚大钱的营生。我上面说的完全是电子环境，所以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

采访。订阅的是另外一个产品，和这个ＰＤＡ是没有关系的。”万寿寺*：“订

阅那个，是学术论文之类的资源吗？PDA 这个，主要是学术书？这两种服务不同，

是因为资源类型不同吗？”麦子：“@万寿寺路痴 @万寿寺路痴 是同样类型的东

西，但就是书商觉得这么做对他们有利的书，另外也是一个测试市场的办法。就

好比是：拍了一个电影，你觉得这个电影在电影院放可能收益差，所以把播映权

卖给爱奇艺一年，如果看的人多，拿回来，通过院线放，如果人少，就继续和爱

奇艺续。很多书的使用时很难说的，另外就是有时效性，所以在这个订阅模式下

用了很多的书，甚至用了上千次的书，如果他们撤回想重新通过销售平台出售，

我们在看了这书的使用模式后，也未必会买。”万寿寺*：“明白了，感觉像便

宜的试用装，倒也可以，图书馆也有点好处。”麦子：“@万寿寺路痴 @万寿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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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痴 这书和其他的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学术类的，而且大多数的书基本

是永久放在上面的，很多书连我都看不出是那是那的。我们没有这类东西，图书

馆早就完了，因为以前的办法是备而不用，馆藏建设中有太多的瞎蒙，因为这事

谁也没法预测。你不买的话，要买的时候倒是没有了。但买了，９５％以上是每

人看的。学术类的书本来就小众，很长时间没人动还是挺正常的。这种集成分销

的方式，有助于提高利润，图书馆也方便。有的书没人借不见得没用，很可能是

能用上的人还没出现。”万寿寺*：“不过感觉这都得是电子书的环境来运营了，

纸书不好弄。”麦子：“@万寿寺路痴 @万寿寺路痴 你说的太对，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都用了的话，你这这个馆藏建设的洞是在太大，估计会被人骂死。”麦子：

“@万寿寺路痴 @万寿寺路痴 我们其实是和纸本兼容和很长一段时间，而且用最

快的处理模式，但还是需要１周的过程，现在因为基本都是电子的了，所以变得

更有效。”万寿寺*：“即使从这个角度看，纸书也越来越累赘了，性价比太低。

多谢您的耐心讲解，学到很多。”麦子：“现在图书馆每年的预算中的钱的增加

部分都是去了付人工费用，我们在资源上是大量缺钱，我在去年做了一个内部发

言，其中有一张很说明问题。和２００８年比，我们的资源上费用减少了１３．０

４％，但期间的资源涨价幅度超过５０％，人员费用也大致是同样的涨幅，如果

没有上面这类的做法，你资源的缺口明显的表现出来。但是同期因为通过联合购

买等，实际的书籍藏量增加了６２．１８％。但纸本便宜，所以现在在价格合适

的情况下，能买电子书就买电子书。我觉得我们在有限的钱下能做到这样真是很

厉害了。上面的数据当然不包括订阅的部分，因为从统计角度看，这不能算实际

馆藏。” 万寿寺*：“@麦子 精打细算做到了极致，确实厉害！所谓专业，也体

现在运营的效率上。”麦子：“@万寿寺路痴 是，就是用新技术能够在资金不够

的情况下能一如既往地提供服务。” 刘*平：“@万寿寺路痴 @麦子 实现了技术

改善效率的初心。谢谢麦子的细致表达。” 麦子：“@刘*平 的确如此，技术就

是帮人以更少的付出做更多更好的事情。反正就是我只给你这点钱，你没差错，

师生没有不满就可以了。如果钱多，那就更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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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晓建：根植于用户的守正创新及文献处理

2021-6-24 13:02

图谋摘编自：倪晓建.守正创新——谈根植于用户的文献处理 .图书情报工

作,2021,65(01):21-23. 《图书情报工作》2021年第 1期刊发倪晓建先生《守正创

新——谈根植于用户的文献处理》。该文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为根本,针对学科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25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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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正创新问题进行探讨。从用户基本需求和为用户提供精准服务两个方面进行

阐 ...

个人分类:圕人堂|35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谋与博客书

2021-6-22 22:58

图谋自 2005年 1月 28日开始写博客，先后结集出版过 5本博客书。要不要继续？

是个问题。随着出版成本不断增加，纸书发行前景不甚乐观。出版费逐年上涨，

相较 2019年，几乎翻一番。印数在下降，销量也在下降，且下降的幅度不小。《图

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 ...

个人分类:圕人堂|70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钱亚新先生给图书馆员的八字箴言

2021-6-20 11:02

谢欢《钱亚新年谱》中有一则故事，事关钱亚新先生给图书馆员的八字箴言。1987
年 2月 18日，陈英收到钱亚新先生寄去座右铭，复谢函一封，为与其家中顾廷

龙先生“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题词相对应，请钱先生再题“旷观宇宙，纵览古今”，
之所以选择这八字，是因为“前几年为和潘健同志到成贤 ...

个人分类:圕人堂|641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杜定友之图书馆学教育观

2021-6-19 07:30

圕人堂文摘 图谋摘编自：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1：57-60. 杜定友先生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早期开拓者之一，在长年教育活

动中，积累了独到见解：图书馆学教育应分多层次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应普及于

社会，开展广义之教育；图书馆 ...

个人分类:圕人堂|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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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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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宁波大学图书馆招聘专利服务岗。负责产学研合作创新情报服务工作，开

展学科导航分析、专利申请检索以及知识产权信息素养培训等工作。招聘要求：

本科阶段为理工类专业，且研究生阶段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情报专业；研

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2021 年应届毕业，历届 35 周岁以下。 公告网址：

http://rsj.ningbo.gov.cn/art/2021/6/23/art_1229114380_3743579.html 。

（2）2021 年 6 月 25 日 16:00，群成员达 2932 人（活跃成员 388 人，占 13.2%），

在线 1522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5.5%），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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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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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