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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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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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朱大可《图书馆，已沦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引发的讨论（续 38

期） 

清华陈*：“网络中心真的可以代替图书馆来收藏数字资源吗？他们在网络管

理上有优势，并不代表他们对资源管理有优势。”图谋：“按照内容为中心，网络

中心这样的部门应该是为内容服务的。”“当前很多学校的网络中心、信息中心，

本身没多少‘内容’，还不安于或不屑于做好内容服务，这就是大问题。”清华陈

*：“现在电子资源，基本上数据提供商完全把握话语权，可是我们有多少图书馆

在做一点实际的事情呢。”麦子：“问题其实是，图书馆管理有问题，自己的事没

有做好，做精。他没有从这个方面花功夫，反而说，图书馆没什么事可做，其实

谁做都一样。”许继*：“朱大可言论属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类型，为点稿费的人。”

图谋：“电子资源这块，图书馆变得越来越懒了。‘人为鱼肉，我为刀俎’的状态，

好在割的是别人的肉，并不是图书馆的人肉。”麦子：“今天，有个新来的教演技

的教授和我预约了一个 1小时的会，是通过电子邮件约的，我也把学科馆员找来

一起开会。来人是一副演员的样子。我先把我们的情况先介绍了一下。她是从本

系统另外一个学校来的，她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几个要求，和一个每年几千的数据

库。我说这些几百块的东西，我今天都会处理。那个数据库，我会马上去让数据

商，开通试用，然后请你把这个告诉相关的人，让他们看看这个是不是对他们有

用，而且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我会考虑。至于钱，你如果有 hiring package

买资料，你可以用来买第一年的数据库，余下的我们会付，这样对你比较有利，

也容易被通过。不过，如果以后你需要其他东西，你只要找学科馆员就可，钱没

有问题，你这样是帮我们，因为我们这样可以保证买的东西是你需要的。这个会

只花了 20 分钟，基本都是我在说。完了，此人很感动，说，看来我到这个学校

真是来对了。我听了也很高兴，因为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对他们的研究是有帮

助的。我在下班前，把答应的事都做完了，其实就是 5 分钟，两个邮件几句话，

有其他人具体执行的。我估计以后再也不会见到这个人了。因为在 95%的情况下，

所有的事都是通过邮件解决，见面是没有必要的。人家客气，想见面，我当然不

拒绝。”“这些东西说起来简单，但我觉得是因为有现成的图书馆架构和专业人员。

我另外告诉所有数据库的老师，你要东西，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但千万不要自己

和数据商联系，因为这样会让我们在谈判时很难谈价钱。” 

天行健：“恰恰相反，对刘馆了解不多，仅就他的言论来讨论几句。至少从

他的言论中我们看不到你所言的各种好情况。”节能：“是了。人有时很矛盾的。

我看她的言论还做法也有时会迷惑。”麦子：“其实不管他的主观动机或是平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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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如何，如果其他人能把他的话理解成这种意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麦子：

“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本来对图书馆的社会作用本来就不够理解，作为管理人员或

者是行业的某种意义上的发言人，你要利用一切机会打消人们对图书馆的疑虑。”

节能：“我感觉他有反讽意味。他也迷茫无奈的感觉。”麦子：“我自己对这个图

书馆业也是看得比较实际，但是，我毕竟是处于‘事业’结尾的阶段，如果以一

种拆迁的心态乱发表言论，这对年轻人，特别是刚入行的，不仅仅是不负责，更

是很残酷的事情。况且，中国的图书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管理阶层思维落后而

造成发展的瓶颈，而并非图书馆本身。”天行健：“再说的难听一些，图书馆出现

种种这样的不利情况，作为一个 211 高校的图书馆馆长没有一点责任么，我看是

难辞其咎的，至少是没有把本职工作做到好啊。”茹玉：“‘中国的图书馆从根本

上说，是因为管理阶层思维落后而造成发展的瓶颈，而并非图书馆本身。’”天行

健：“馆长不一定亲自做干多少活，但要给人以引导、信心、希望、前景，而不

是拆墙。”素问：“上个学期，我们学校请了一个职业学院的领导，给我们学校那

些二级学院头头一干人作报告。那个人在报告中就说图书馆可以不办了，大概的

意思是数字图书馆技术的影响，因为我不在现场，只能听他们传达。然后我们书

记在图书馆小会上就说了这件事情，我说，这位领导不是职业学院院长吗？兴许

职业学院图书馆相对用的少些；然后，我们书记说了一句，他说了清华也要改革，

我追问了一句：清华不可能把图书馆也取消了吧？”“这位领导在大会上这么一

说，得，图书馆本来很低的地位又更低了。”“国内大学图书馆没有多少地位，和

馆长非职业化有很大关系。”香草 2007：“我们学校建了新校区，学校管理层也

觉得图书馆可有可无。”“新校区图书馆大楼还没有立项，老校区图书馆就要被撵

走。”“老校区不保留图书馆了，要改为校史博物馆。”“我们难以理解。”“我们的

图书都打包堆放在几间教室里，不知什么时候重见天日。”Rain：“职业院校的评

估对图书馆也是有指标的，不过有些院领导不重视图书馆是很普遍的。”香草 20

07：“我们连场所都被挤占了。”麦子：“馆长不一定亲自做干多少活，但要给人

以引导、信心、希望、前景。做实际活的馆长我觉得是不务正业，而且有时会妨

碍其他业务副馆的工作。”香草 2007：“是啊，给馆长提了很多建议，写了分析

图书馆保留必要性报告，上交领导层。”“我们馆长很敬业，就是管的太细，人品

没的说，她也积极争取。我都给她出主意，请客吃饭、说客游说，什么招都用上

了。”麦子：“所谓干活其实是指，事无巨细都管，把很小的事都抓在手里。”“我

一起有个馆长，人家送书给我，要报销 20块钱邮费都要她批条。可怕极了。”素

问：“有的领导确实没有神码战略眼光，也不知道某些到底能够做什么，只能管

些小事情，迟到啦，早退啊，谁又吵架等等。”“像我们馆，一个书记、一个馆长、

一个副馆长，三位都是空降的，都从头干起。”香草 2007：“我们图书馆的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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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政财务一把手啊，一支笔啊，两手都硬。”素问：“其实，别说图书馆，整个

高校系统，懂教育、会管理、会经营、懂业务、有魄力，有战略眼光的没有多少

人。也没有一个好的培养体系，差不多都是跟领导关系好的才会上去，碰上爱提

意见的，谁会提拔呢？”桃花仙子：“馆长一定要有对图书馆工作的决策能力，

还要充分信任班子其他成员和下属，发挥他们工作的主动性，同时要给予各部室

部主任权力和任务，使他们对工作有思路，有干劲，适时给予引导。同时，在科

研丶职称晋升时多呼吁并产生效果，这样图书馆的工作就好做了。每个馆员都充

满了信心、希望，工作充满了热情！”许继*：“校长本身理念对图书馆的发展很

重要，分管校长的理念也很重要，馆长书记也很重要，层层相扣，这么多层，很

容易脱节，所以一般办不好图书馆。” 

ANGLEW*：“一字不漏的看完了《刘永胜：关于图书馆的盛世危言》一文。感

觉刘馆长更多的是从另一个侧面阐述了在现行体制下和现代技术发展的态势下，

如何为读者做好服务进行了思考，在激励馆员努力工方面让馆员居安思危。”董

珍时：“图书馆的生死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000nj.

html。” “和刘永胜：关于图书馆的盛世危言结合起来看更有意思。”图谋：“其

实上午我还作了延伸。将贵州数字图书馆与其联系起来，可能会更生动。”董珍

时：“还有宁波市数字图书馆 http://www.nbdl.gov.cn/。”“一个由市政府出钱，

教育局负责，结合高校图书馆资源与公共馆资源的大学园区图书馆，也是采用 I

P+ID模式，只不过受众只限在宁波大市 IP内。”董珍时：“刘永胜馆长的做法现

在很多高校馆或多或少都在做，很多能外包的都外包了，只是，在目前的体制下，

图书馆人员并非完全是由馆长定的，大部分都是由学校领导所定，这就决定了图

书馆在外包服务时，更多的是考虑现有人员的使用，有时可能近 60%-70%的人将

无事可做，外包一方面是提高了管理效率，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确实又是降

低了馆员现有人员的效率，因为该做的事她们做不来，而且这部份人也惹不起，

只好养着。” 

 

（2）美国大学员工薪酬及奖金情况 

素问：“麦子老师，美国大学除了薪酬以外，会不会还给员工发些额外的奖

金之类？比如有的大学有体育方面的收入，这些会从中拿一些给员工吗？”麦子：

“体育和医院在一些学校是的大收入，打得好，教练可能有奖励，但运动员是没

有的，因为这方面规定很死，出事，后果极其严重。其他人，一般没有奖金，但

有些个别情况。比如，教授一般其实是 9个月的工资，但如果有基金申请到，可

以给自己发那三个月的，这估计国内也是一样。有些部门，可以让老师写信，说

服务好，每年最多给 2000，其他，就没有了。问题是，如果合同里没有规定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000nj.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000nj.html
http://www.nbdl.gov.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9 期 20150206）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6 - 

以发奖金，学校发了，是违法合同的，工会会不依，因为这有违各合同之间的公

平，整个加州大学，估计有上百，甚至更多的工会合同。工会是外面来的，和学

校是没有关系。”“反正我是从来没拿过任何工资和岗位津贴以外的钱。” 

 

（3）关于采编业务外包及图书采访等问题的讨论 

素问：“外包的数据真的很糟糕。不知道其他馆怎么样？”“而且，如果是多

了几个供应商，不少书重复购买，因为都在同一个时段出版发行。”节能：“怎么

可能重复购买呢？”“下订单前不查重吗？”素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重复了。”

“可能是同一时段下单了。”“同时下单还是怎么回事。”节能：“那也是一个一个

下单啊。下后一个查重不就能查了前面所有的吗？”素问：“另外，还有一些出

版物，同一种书，几个出版社都出版。”节能：“同书异社除了小说那种少吧？书

名查重。”素问：“好像就是 ISBN号查重。”“比如，红楼梦西游记不知道多少。”

节能：“书名也可以查重。”Chamfly：“我也曾待过采编，一般不仅用 ISBN查重，

更要用题名查重！因为涉及版本、丛书、同书异社等复杂情况太多！”“如果下单

之前，查重工作已经做好，那收到重复的书，应该是书商发错了，对于这种重复

的书，和供应商取得联系后，可以退掉的，当然这样的话就有点费事了。”素问：

“图书馆业务外包，有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并不是每个馆都提高了管理效率，要

说提高了，也可能只是表面的，业务外包埋下的隐患、留下的问题不知有多少。”

Chamfly：“所以一般采编人员会对书商的数据做出规范要求，万事开头难，数据

外包推行起来确实也诸多困难！”酉卒林夕：“采编的现在主要给书商培训编目人

员加工人员，改错，被阅览室批评。外包坏处多多。”生清：“是呀，外包后馆藏

数据的质量实在不好评说，由于采编人员时常都在面对突击验收，时间短任务重，

很多问题发现了，也得不到根本解决。因为很少有因为编目数据的问题，影响到

读者借阅。尤其在读者借阅率不断减少的今天，编目数据的问题，几乎已是不容

易被读者发现的问题。”许继*：“题名、著者、出版社都有错，别说其他了。”生

清：“感觉这些数据著录错误，对图书馆实际的服务影响不大，没有多少人重视，

而且由于人员流动大，所以后来人即使有责任心，但面对前人做的，也只是明白

而已。”生清：“我平时也做数据维护，对于馆藏错误，也就是发现一处改一下。”

Chamfly：“我们也是，发现一处，就改一处，但是‘历史遗留问题’真不少。”

董珍时：“接素问的，小馆编目外包最好是套录 CALIS 或者是国图的数据，书商

提供的数据质量真不昨的，得有一个编目审核员做审核。” 

许继*：“别说古书版本众多了，现在的学术书是个人就敢编，编出来就能出

版。”“我没做过釆访，我好奇的是图书馆为什么没有和出版社直接建立关系？是

出版社不接待么。”生清：“一般的出版社很难中标。”许继*：“招标本来就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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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清：“一般图书采购的量都不是单个出版社能满足的。”许继*：“全国多

少家版社？没多少家的。”“就比如每个出版社开个网店，出一本上一本，图书馆

买就好了。”“说白了，具体实际工作就没人实打实的做了，书商给书省事。”Le

e：“这样的话，superstar 公司怎么办？”生清：“关键书商除了折扣，还有很

多附加服务。”许继*：“买服务呀，买那么多糟烂书干什么。”“现在出版界企业

化，多少出版社能活下来？将来正经学术出版可能也就缩到几家。”节能：“许老

师，与出版社建立直接联系可以、但全部建立联系不现实。书商作为中介有它的

好处。”城市天空：“大多数出版社没有馆配业务；如果一家一家得买，任务也完

成不了。”许继*：“好处肯定有，不然不会大家都要这样做。”“还是出版社不接

待。出版社应该是为了卖掉自已的书不放过任何市场，可惜，现实是出版社更喜

欢卖书号。”城市天空：“其实应该有个全国的书目出版平台。”生清：“其实，选

书我们这边还是有套严格标准的，采购工作也非见书就买，不过，每年新书有限，

好书更少，所以这质量就不好说了，为了完成每年的采购任务，图书馆的馆藏也

就变成现在这样。”许继*：“这个出版总署就有资源开发一下就可以。”城市天空：

“出版社的服务太弱，很多做销售的都不清楚自己有什么好书。”“在和 n家出版

社接触了之后，实在是失望之极。”“这些大型的出版社竟然也没有多少数字出

版。”许继*：“还得市场洗礼。”城市天空：“政府少管就洗的掉。”城市天空：“政

府的作用是维持市场秩序。” 

麦子：“感觉里面太多的问题。中国的图书馆管理系统总体建设似乎是在没

有完成总体的现代化架构之前，就开始用劣质材料替代。这样，还是服务受损。

美国的图书馆外包做得极少，而且最多的是 shelfready，但大多数馆，尤其是

大馆的编目和数据整理，都是馆内自己做的。”“另外，学术馆的内容复杂，没有

好的数据，很多书根本没法找到的，纸本书尤其如此。不过，对我们来说，纸本

越来越少，而电子书的记录往往都很好，所以编目的人的确不要太多。”“我的意

思是，一个产品往往是做好了以后再一步步想到如何节约成本，但中国的图书馆

总体服务还在低的水平，我说的是学术馆，你就大量外包，比如编目，这样记录

里面有太多的垃圾记录。”麦子：“图书馆的编目是图书馆学的核心部分，如果要

外包也是要有严格控制的。”城市天空：“现在编目已经边缘化了。”生清：“即使

是 Calis 的数据，问题也不少。”梦随风：“不知道以后的 RDA会怎样。”风萧萧：

“本人以前在编目呆过，离开编目后，发现很多图书馆的数据是以编目为基础

的。”麦子：“外包这个问题我们是多年来，是属于不能讨论的话题。现在工作量

本来就少了，再外包，现有人员怎么办？”风萧萧：“我们是书商提供数据，CA

LIS 没有数据的，有专人校对书商数据提交到 CALIS，外文书，赠书等特殊书，

自己原编。”Chamfly：“我们这边数据外包后，现有人员负责审核书商数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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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书目加工人员进行培训指导。”生清：“风萧萧，请问您感觉合作质量比较高

的书商有哪些家。”风萧萧：“我们是先套录 CALIS，没有的再用书商数据。我们

合作的有三新，人天，最初会给他们提出意见的。”风萧萧：“从编目出来 1 年半

了，之前感觉这两家数据都还不错。”Chamfly：“我们书商算是比较有经验的，

他们使用的联编中心数据，总体还是不错的。只是丛书等特殊情况处理得不是很

好，所以需要专人负责审校。”风萧萧：“丛书，还有年鉴，配套书，不同出版社

的不同版本的书，译著都算情况复杂的。” 

生清：“请问麦子老师，您所在馆一年的新书入藏量大概是多少，一种新书

复本有多少？”麦子：“一年大约加 2 万本书，没有复本。”“书库里有的，由于

某种原因有的复本，我们已经去的差不多了，所以大库 300多万，都是单本的。”

Chamfly：“没有副本的新书，感觉很有价值。”许继*：“学术馆学术书两万种，

一点都不少。”生清：“现在国内，就我们馆买专业类书，加上复本也不到两万。”

Chamfly：“这和单位重视程度和购书经费有一定关系吧。”“大学图书馆还好，许

多高职中职图书馆几年不进新书的都有。” 

 

（4）国内外图书馆借阅问题的讨论 

生清：“麦子，请问您们的借阅期限是多久，对于借阅率高的图书，没有复

本又如何处理?”麦子：“学生 1月，研究生 3 月，教员 1年。如果另有人借，可

以催现在借的人提早还，或者去外馆借。问题不是很大，书都是学术类的，没有

闲书。”“很多学术馆，老师没有期限的。”生清：“这也太人性化了，没有复本，

也就说老师借走，其他读者就只能等了。”风萧萧：“大型学术书，比如四库全书

之类，也可以借走么？”“还有古籍和特藏，准许借阅么？”麦子：“可以，我们

有台湾文渊阁的那个好版本。1500 大本的。我们是个不大的馆，中文这块是我，

5%的工作量都不到，可见总体馆藏质量。”麦子：“我们纸本只是整个资源预算的

1/10。”“文渊阁版在加州就有 6套。”风萧萧：“我们也是文渊阁。”“因为以前有

老师借其他书未归还，现在绝对不许出借。”“不知对于这种借书不还的情况各馆

有何措施？”麦子：“过期算遗失，即使还了，还是要付手续费。”生清：“还是

这个办法好，借书就不敢不还。”“下次制定规则时，感觉真要多方借鉴，今晚真

是受益匪浅，感谢各位老师的悉心指导。”麦子：“我们只是说清楚的，而且很少

通融，立了规矩，事情就好办了。”“如果看到催书，最晚 7天内就要还，否则就

算逾期。都是电邮通知。”Chamfly：“无规矩不成方圆，也许这就是有了规矩，

严格执行，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顺理成章了。”风萧萧：“记得一篇当时西南联大

图书馆服务的文章，当时就是借期灵活，要看的人多，借期就缩短。”“不知道现

在图书馆还有没有这样的规定了。”Chamfly：“特殊情况都会做特殊处理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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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萧：“严格执行很重要。” 

 

（5）《圕人堂周讯》编辑与利用、圕人堂发展 

Chamfly：“刚浏览完圕人堂周讯第 38 期，感谢周讯的编辑们，辛苦了，受

益匪浅！”图谋：“这一期的周讯有 5名成员帮转发，很好！谢谢大家！”“期待有

微信服务号的成员亦帮忙宣传推广。”“以前有成员提议设立圕人堂微信服务号，

其实我也有此意向，只是我 Hold 不住那么大的摊子。”“当前每期周讯的发布，

仅仅是发布一环节，我需要做‘一套’动作。word 版转化成 pdf 版；上传至圕

人堂群文件；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发布（全文+pdf）；新浪微博发布；圕人堂群邮

件推送。” “这样简单的‘动作’，有时并不顺利，比如由于依托平台本身的故

障，需要反复去‘试验’。”“《圕人堂周讯》是圕人堂 QQ 群的一项‘基础工作’，

建群至今 8 个多月来（出了 38 期），可以说从未‘怠慢’。”生清：“感谢您做的

这一切。” 

图谋：“有人误以为圕人堂是‘学术交流群’，其实‘学术交流’充其量仅占

一席之地，因为可以交流的、值得交流的东西不仅仅是‘学术’。圕人堂定位包

含‘资源、人脉’这两个词，这两个词的用意，主要希望让圕人堂更好地融入生

活、拥抱生活。有的大群设置了强制休息时段，圕人堂不打算那样做（主要是因

为圕人堂成员分布较为广泛，并不存在统一的作息时间），友情提醒诸位成员自

行注意休息。希望圕人堂让圕人生活的更美好，而不是一种‘负担’。”如图：“强

制休息，是强制闭嘴的意思吗。”图谋：“哦，希望不要误会。作为跑堂的，结合

近期的运行状况，试图作一‘引导’。”“关于‘强制休息’，有的群设置全群禁言

时段（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考虑。）或者‘建议（不强制）’。”“虽然我对群可谓

保持高度‘关注’，但只有这会有点时间较为系统地啰嗦几句。” 

图谋：“关于群成员发广告，群规范中‘张贴任何形式与图书馆主题无关的

广告’属于违例的。‘凡属违例行为，管理员予以提醒或编辑、转移、甚至删除

有关内容，屡屡违规者，管理员有权将其移除出群。’。”“新语新园说的‘卖后可

以让商家出些钱赞助圕人堂’，倒是一个不错的点子，今后可以考虑。如果属于

这种情况，广告由管理员代发，而不是个人随意发。否则，对圕人堂是不利的。

敬请理解！” 

图谋：“2015 年 2月 4日发放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征稿稿酬计 280元，圕人堂

发展基金 结余 2333.17 元。”图谋：“近一个月，个人算是集中力量谋求圕人堂

成员发展，预期目标是 1000 人，实际为 891 人。”“关于圕人堂发展基金，近期

不时有成员咨询。接受捐赠是‘系统工程’，目前没有受理。当前‘圕人堂发展

基金’是我在管理，今后希望有志愿者承担此事。”“如有捐赠意愿，可以小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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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今后找个较为合适的时间集中受理。谢谢！”“当前的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2333.17 元，够维持 11 期周讯编辑补助的费用。圕人堂围绕愿景想做点事情，

还确实是‘钱紧’。如果由我个人出资，财力很有限。” 

麦子：“对于欢迎辞的参考英文翻译，提供一个参考：Welcome to LibChat!

New member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LibChat FAQ(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854752.html).May you enjoy yourself in LibChat.”麦子：

“其实未必要英文，不过如果要，我有另外一种说法。”图谋：“倒不是说必要，

是因为我看到有成员贴的机器翻译，感觉惨不忍睹。‘被迫’提供一个参考版本。”

麦子：“Thank you for joining LibChat, chatroom for today's informatio

n professionals. New members may refer to our FAQ for more informatio

n.” 

图谋：“群文件中如有需要的内容，请及时下载。无关的或非公益性质的文

件，请不要往群文件中传。成员间一对一文献传递，建议选用发 QQ邮件形式。”

图谋：“根据群规范‘成员昵称。圕人堂成员昵称实名与否，自行选择，但以方

便交流为宜，不能用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昵称或不文明、不健康的昵称。’

请群成员中显示的昵称或群名片存在以下情况的尽快修改：1、重名；2、特殊字

符；3、生僻字。2015 年 3月 1日之前未予修改的，将移除出本群。敬请合作！”

“重名成员将保留等级或积分较高者一名，其余成员移除。”“加错群的成员或认

为不必要加入的成员，恳请自行退群。”“请客服组成员，帮忙推进此项工作。对

于群成员中显示的昵称或群名片不符合群规范（http://blog.sciencenet.cn/b

log-213646-847582.html）的，小窗予以友情提醒。谢谢！”“被移除的成员（或

误移除的成员），如愿意再次加入，圕人堂欢迎。”“另，建议每位成员只使用一

个 QQ 号加群，使用两个及以上 QQ 号加群的,我们将保留等级或积分较高的，另

一个予以移除。” 

图缘：“咨询下我们的群有对写和发表论文指导帮助的吗。”图谋：“圕人堂

群对论文写作方面的帮助，几乎无处不在。”“就拿陈武老师贴这条信息来说，对

有心人来说，那是很好的学术信息。”“至于‘手把手’的方式，实在没必要。”

“处处留心皆学问。”“关于图书馆学论文写作与投稿，可参考王波老师 2008 年

发表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上的论文。”图谋：“圕人堂这样的空间更在意的是

理论联系实践，重在实践。” 

图谋：“关于圕人堂 QQ群理事会的汇报。2014年 11月‘圕人堂发展基金’

筹集之际，有成员建议成立圕人堂 QQ群理事会。图谋认为很好，视为努力方向，

并在做一些基础工作：（1）学习其它 QQ 群群规范及理事会相关知识；（2）推进

圕人堂管理员团队工作（当前尚未成型）；（3）建立圕人堂客服组；（4）加强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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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堂群的宣传推广（2014年 11月 7日，群成员 687人；2015年 2月 6日，群成

员 891 人）。圕人堂打算待圕人堂具备较为稳定的用户群，且具备一定经济基础

（主要指圕人堂发展基金，能够具备吸引个人或社会机构资助）时，进。” 

图谋：“关于圕人堂 QQ群的宣传推广，希望大家继续予以支持。圕人堂的发

展目标是，1000 人左右的‘沉淀用户’（或者说‘老用户’），500 人左右的‘流

动用户’。”“此外，‘沉淀用户’中有 50人左右的‘奉献型’用户。”鄧宪笙：“建

立圕人堂手机微信平台可否？”图谋：“圕人堂微信平台，需要有志愿者来打理。”

浣紫：“我支持。”“可以帮忙。”图谋：“其实圕人堂微信那块，作为跑堂的已经

做了一些探索。”“圕人堂微信在圕人堂建群的同时就考虑了，经历过体验之后，

我没敢开启。我觉得我根本吃不消。”晓梦：“个人觉得选好一个平台，做到最好

就可以了，多撒网不一定鱼会更多。”图谋：“对于圕人堂志愿者，需要有‘圕人

堂发展基金’的支持，逐步形成激励机制。”“比如昨天提及的‘圕人堂发展基金’

管理，有关志愿者需要视贡献予以一定补助。”“每期周讯的大事记中，有记载补

助发放情况。这是在有意形成一种‘理念’：让马儿跑，还得让马儿吃点草。当

然，另一种作用，相当于是‘财务公开’。”“上期的筹资，部分成员很不理解，

折腾个 QQ群还得花钱呀？”“为了建圕人堂群，先是成为会员，而后成为年会会

员，再往后是成为超级年会会员。为什么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便于管理与服务。

花小钱，做‘大事’。”“实际上，QQ 群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信息管理系统，我当前

做的部分工作实际为‘系统管理员’工作。9 个月的观察来看，这个性价比是比

较高的。”蚯蚓：“王老师不仅搭建平台，而且还为群的运行、发展贡献智慧，可

平时老说自己是‘跑堂的’，过谦了。”图谋：“还漏了升级为 2000人群那一步。

2014 年 12 月 26 日，圕人堂升级为 2000 人群（超级会员年会 228 元，升级 200

0人群费用 188.1 元，总计 416.1 元）。之前两步属于跑堂的‘自费’（具体多少

钱，我记不大清了，应该不到 400 元）。也就是 800 元左右，可以让圕人堂 QQ

群运行一年。”“当时没开通圕人堂微信，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需要交 300元的年

费，我没舍得。”“同圕人堂同个人的科学网图谋博客、新浪网博客及微博，‘联

系’（或纠结）在一起，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少花钱，多做事’。此外，个人认为，

算是让圕人堂搭便车（毕竟圕人堂属于零基础）。”图谋：“‘跑堂的’这一定位是

比较客观的。”“个人所做的工作，就是努力做好‘跑堂的’。”“实事求是讲，我

只是‘跑堂的’之一，否则圕人堂无法运行到今天。过去 9个月来，不断地有志

愿者加入到‘跑堂的’队伍中来。” “今后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继续‘搭台’，

边建设边服务，争取在圕人堂建群一周年之际，圕人堂初步‘成型’。届时，圕

人堂有没有图谋一个样，那是最理想的。”凤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

力出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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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4 贵州百万公众网络学习工程专题 

Lee：“2014 贵州百万公众网络学习工程专题。该专题包括活动介绍、学习

实践、新闻专区、有奖征文、历届回顾、微博互动等栏目，信息量大。http://

edu.gog.cn/system/2014/07/31/013701205.shtml 百度新闻搜索关于贵州数字

图书馆的相关新闻消息 http://news.baidu.com/ns?ct=1&rn=20&ie=utf-8&bs

=%E8%B4%B5%E5%B7%9E%E6%95%B0%E5%AD%97%E5%9B%BE%E4%B9%A6%E9%A6%86&rsv_

bp=1&sr=0&cl=2&f=8&prevct=no&tn=news&word=%E8%B4%B5%E5%B7%9E%E6%95%B

0%E5%AD%97%E5%9B%BE%E4%B9%A6%E9%A6%86。”Chamfly：“感谢 lee老师的分享，

很受用。”Lee：“我也参加答题竞赛了，可惜没中奖。”Chamfly：“重在参与，这

个专题早就听说了，挺大型的，很多人参加的。” 

 

（7）俄罗斯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火灾 

Lee：“天干风大，图书馆要小心火烛。”“俄罗斯一图书馆起火 藏大量珍贵

资料.http://photo.gmw.cn/2015-01/31/content_14699855.htm。”“俄罗斯一图

书馆起火。” 

 

（8）《图书馆报》电子版 

图谋：“2015 年 1 月 30 日《图书馆报》电子版 http://m.xhsmb.com/20150

130/edition_1.htm。”“本周《图书馆报》: http://m.xhsmb.com/20150206/ed

ition_1.htm。”“信息量挺大，其中真人图书馆专题做了好多个版图。”蚯蚓：“‘真

人图书馆’对阅读推广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好。” 

节能：“ 看到一篇东西。转来分享。”“http://mp.weixin.qq.com/s?__biz

=MjM5MzA0NTg2MQ==&mid=204165799&idx=2&sn=1468bb9ae17594b9303d3c150c18

f8de&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题目：馆员应积极打造

个人品牌。”图谋：“那是上一期的《图书馆报》的内容。这一期的《图书馆报》

（http://m.xhsmb.com/20150206/edition_1.htm）也很精彩。”图谋：“建议通

过安装《图书馆报》手机报客户端阅读。每期的《图书馆报》通常是周四或周五

更新。”个人几乎每期均通过手机报浏览。”麦兜：“《图书馆报》信息量很大啊。”

晓梦：“《图书馆报》手机报客户端下载地址 能给个么？ 我还没装 。”图谋：“其

实群文件中有。”“http://m.xhsmb.com/20150206/edition_1.htm。”“这是网站

上的下载地址。”“‘往期回顾’可以选择往期报纸阅读。” 

 

（9）宗敏:系统梳理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 

http://edu.gog.cn/system/2014/07/31/013701205.shtml
http://edu.gog.cn/system/2014/07/31/013701205.shtml
http://news.baidu.com/ns?ct=1&rn=20&ie=utf-8&bs=%E8%B4%B5%E5%B7%9E%E6%95%B0%E5%AD%97%E5%9B%BE%E4%B9%A6%E9%A6%86&rsv_bp=1&sr=0&cl=2&f=8&prevct=no&tn=news&word=%E8%B4%B5%E5%B7%9E%E6%95%B0%E5%AD%97%E5%9B%BE%E4%B9%A6%E9%A6%86
http://news.baidu.com/ns?ct=1&rn=20&ie=utf-8&bs=%E8%B4%B5%E5%B7%9E%E6%95%B0%E5%AD%97%E5%9B%BE%E4%B9%A6%E9%A6%86&rsv_bp=1&sr=0&cl=2&f=8&prevct=no&tn=news&word=%E8%B4%B5%E5%B7%9E%E6%95%B0%E5%AD%97%E5%9B%BE%E4%B9%A6%E9%A6%86
http://news.baidu.com/ns?ct=1&rn=20&ie=utf-8&bs=%E8%B4%B5%E5%B7%9E%E6%95%B0%E5%AD%97%E5%9B%BE%E4%B9%A6%E9%A6%86&rsv_bp=1&sr=0&cl=2&f=8&prevct=no&tn=news&word=%E8%B4%B5%E5%B7%9E%E6%95%B0%E5%AD%97%E5%9B%BE%E4%B9%A6%E9%A6%86
http://news.baidu.com/ns?ct=1&rn=20&ie=utf-8&bs=%E8%B4%B5%E5%B7%9E%E6%95%B0%E5%AD%97%E5%9B%BE%E4%B9%A6%E9%A6%86&rsv_bp=1&sr=0&cl=2&f=8&prevct=no&tn=news&word=%E8%B4%B5%E5%B7%9E%E6%95%B0%E5%AD%97%E5%9B%BE%E4%B9%A6%E9%A6%86
http://photo.gmw.cn/2015-01/31/content_14699855.htm
http://m.xhsmb.com/20150130/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0130/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0206/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0206/edition_1.ht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04165799&idx=2&sn=1468bb9ae17594b9303d3c150c18f8de&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04165799&idx=2&sn=1468bb9ae17594b9303d3c150c18f8de&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04165799&idx=2&sn=1468bb9ae17594b9303d3c150c18f8de&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http://m.xhsmb.com/20150206/edition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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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系统梳理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 http://news.cssn.cn/zx/bwyc/

201501/t20150130_1498338.shtml 2015年 1月 3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10）圕人堂“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桃花仙子：“世界最美图书馆。”“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

OTczMjQxMw==&mid=203013195&idx=2&sn=13b682ef4460eebc045de6ca96319522&

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图谋：“这个链接与‘圖夫(1

1214059) 2015-01-11 9:36:07’贴的‘盘点世界最美图书馆’有点不同。”“似

乎数据（照片）来源是同一个数据库，但选的照片有不全相同。”图谋：“对于圕

人堂成员，世界上最美、最真的图书馆更有可能是在‘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

“原因是，那两条微信上的图片，均只有数十 k 字节，严重失真了。”“‘镜头下

的图书馆模样’照片，重在‘眼见为实’，‘有图有真相’。”“期待诸位成员积极

参与。”麦子：“图谋和我想法相同，低清的照片我就直接跳过了。”图谋：“有此

共识的成员，貌似不多，有点遗憾。”“我当初预期是，这类‘活动’，参与的门

槛比较低，也有一定现实意义，可能参与的成员会比较多。”“如今快一个月了，

目前实际参与的成员不到 20名。有点偏少。”Lee：“这也算正常，毕竟都很多图

书馆都放假了。”图谋：“我觉得其实是很不正常。”Lee：“过完寒假再观察观察。”

麦子：“我自己做 ppt 的照片，都是用很高解析度的，实在无法忍受低清的，但

似乎一般人也不注意这个，而且后果是，ppt的尺寸太大。”图谋：“对于高校馆，

越是放假似乎越应是有功夫做这样的闲事情。”麦子：“一定程度上，这里还是大

多数人上班时的消遣，如果反过来，像我这样，在家里用的话，情况可能就不同

了。”图谋：“‘高校馆’或‘高校’成员只是圕人堂的一部分。”Floating：“大

多数人还是只有手机摄影，专业相机不方便。”图谋：“对于‘镜头下的图书馆模

样’活动，其实手机照片足够了。” 

图谋：“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国外的成员积极参与，国内成员参与度还很不

够（当前参与的，多为圕人堂管理与服务团队志愿者）。”“期待‘莫以善小而不

为’，更多成员积极参与。圕人堂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该文中附有群相册上传图片方

法介绍。”“有关照片并不一定是新的，有三要素（馆名、拍摄时间、拍摄者）就

好，最好是‘原创的’，他人委托上传也可以，但须予以说明。谢谢！”XH：“图

书馆一般都是我旅游行程中的一个景点。”图谋：“好些图书馆人有这么一种‘情

结’。”茹玉：“图书馆、博物馆还有艺术馆建设得如何？是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

家的文明程度的标志和象征。”映山红：“是啊。到每个新地方旅行，都会特意走

访当地的图书馆，了解一下当地的图书馆情况，也会了解当地人对图书馆的看

http://news.cssn.cn/zx/bwyc/201501/t20150130_1498338.shtml
http://news.cssn.cn/zx/bwyc/201501/t20150130_1498338.s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czMjQxMw==&mid=203013195&idx=2&sn=13b682ef4460eebc045de6ca96319522&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czMjQxMw==&mid=203013195&idx=2&sn=13b682ef4460eebc045de6ca96319522&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czMjQxMw==&mid=203013195&idx=2&sn=13b682ef4460eebc045de6ca96319522&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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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东小*：“去三亚几次都只去了景点。”映山红：“图书馆是我们图书馆人

的家。”广东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其他地方。”图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

相册，1月 4 日建立，现有照片 536 张。涉及的图书馆可能在 100家左右。期待

更多成员参与。”XH：“好，再找些近处的图书馆留影。”图谋：“电脑上‘存照’，

也可以搬出来。”“我搬了好几十家。” 

（图谋注：“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现有照片 602张。） 

镜头下的图书馆相册截图 

 

（11）圕人堂议题式交流机制的讨论 

图谋：“上午对圕人堂议题式交流机制，补充了一点内容：圕人堂‘议题式

交流机制’的五要素：组织者（可以是一人或团队）、参与者（要有一定规模）、

有意义（具备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有影响（形成理论成果或可以学以致用的

讨论成果）、激励机制（必要的经费支持）。圕人堂‘议题式交流机制’的作用：

圕人堂保持一定活跃度的‘保鲜剂’或‘防腐剂’。‘议题’可大可小，可以是封

闭式（如实名讨论组形式）、半封闭式、开放式；‘议题’讨论周期可以是‘短期’

的，也可以‘长期’的。‘议题式交流机制’是实现圕人堂核心价值的重要手段。”

“我感觉到圕人堂很快就撑不下去了。”“如果一年左右，‘议题式交流机制’无

法成型，意味着圕人堂即将解散。”“准确说应是 3个月左右。”“作为跑堂的角度，

因为实在是‘撑’不下了。我不再打算‘化缘’。”广州书童：“得有起码十几个

骨干带头的人才能达到你所要的效果，三五个肯定不行。”图谋：“关键是不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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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有共鸣。”“也就是有没有需求。”“如果有需求，其实不需要带头人。”“比如

我的角色，根本就不是什么带头人。”生清：“其实我们一直在努力，不过真心感

觉你所追求的议题式，在 QQ 大窗模式下进展有难度。”映山红：“这个群很棒，

尤其是共享文件中的东西，值得学习。也能及时传递图情新闻。”图谋：“那是对

议题式交流机制的误解。”Lee：“生清，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没有交流议题，过

了保鲜期，圕人堂将走向衰落。”生清：“ 请各位明示，我一定尽力积极参与议

题交流。”Lee：“除了议题之外，还需要群成员感兴趣的源源不断的资料和信息

分享。” 

图谋：“我刚看了一下，圕人堂发展基金，目前是 2612.57 元。我管理期间

累计收益为 63.67 元。”“当前最通俗的表达是：圕人堂缺钱。”“‘议题式交流机

制’离不开钱。”“钱从哪来，钱从通过‘议题式交流机制’创造价值而来。”生

清：“请明示这价值怎样创造，我们能做点什么。”图谋：“前期的化缘是通过让

人家认为你值得支持而获得。”生清：“请问怎样的议题能实现你所说的价值。”

图谋：“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都‘明示’了大半年了。”图谋：“具体什么样

的议题，这个是走着瞧的。”“通俗的说，得结合人力物力财力情况。”图谋：“推

进议题，需要给贡献者有所激励。”“当前所努力的，其实只是打基础的阶段。”

“遇到的问题是，打基础打一年，很有可能仍然看不到希望。因此，只有选择放

弃。” 

生清：“这就是 QQ群实现的难度，因为半路进来的人，很难明白到底在讨论

什么，而且过了时效，好像又无法插进话。”“所以很多专业的人，都不知道怎么

进入议题。”麦子： “我觉得 qq 本身的设计其实并不适合这样的讨论。”Chamf

ly：“生清老师的看法，深有同感。提出什么样的议题？怎样进入议题？感觉些

许力不从心。”素问：“每天（半天）一题或者每周（半周、或者多少小时）一题？

中间如果没有出现一个时段（××分钟）沉寂不许歪楼。”图谋：“并不是那么回

事。”图谋：“有的议题，三五人就可以做。”“如果三五十人，就算效果相当好的。”

“圕人堂发展基金支持的议题，议题成果，全体成员共享。”“不仅如此，还视情

况，进一步扩大共享范围。”“届时真在在大窗展开的议题，应该是不多见，视情

况而定。”“在大窗开展的属于全开放的议题，那会是在事先约定时段，有计划有

组织地进行。”“议题的部分结果或部分成果，公开‘基地’是《圕人堂周讯》。”

“哪些公开哪些不公开，也是视情况而定。”“圕人堂的发展模式，遵循网络社群

基本规律的：少数成员的‘大’贡献，让大多数人受益；部分成员的‘微’贡献，

让多数成员‘大’受益。”“圕人堂是兴趣群，是非政府组织，是不盈利的社群。

‘理想’状态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既出钱又出力的更好），成员共同

受益。”“那种‘理想’状态并非臆想。实际上是‘事在人为’，大有可为。”“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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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堂发展基金首次筹集的 10065元，当前已看到的效益是 38期《圕人堂周讯》，

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附产品’（比如满足了一些文献需求、为部分成员提供研

究素材等等）。” 

Lee：“Q 群本身就有论坛功能。充分利用 QQ 群的各项群应用，我和图谋老

师的看法一样，还是‘大有可为’的。”麦子：“我觉得群的优势其实还是认识一

些同行，最后能做一些往下的实际工作。”Lee：“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

话题分享出来。”图谋：“不是图书馆的话题，那就只适合一般性交流。”“一般性

交流也是圕人堂的一部分。”Lee：“QQ群有个群活动功能，可以利用它来开展图

书馆员 O2O活动，线上发起活动，线下实施。”图谋：“QQ群本身只是工具。”Ch

amfly：“其他先不说，我也觉得很喜欢这个群，每个人都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大家共同讨论分享之后，也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共鸣，从而不仅可以增加群的活跃

度，也能让成员在圕人堂得到专业的滋养和心灵的自由。”图谋：“3-5人完成的

议题也是议题。”“本身就不是要求一个题目。”weiwei：“群很大，关注的面也会

很多。要想大家都针对一个题目开展讨论，不太容易。” 

节能：“话题可以转化为议题吗？如何进行？”图谋：“本身是因为有一定难

度，但又不是不可为，才想去做。”节能：“如人的因素方面不明白这个人需要具

备什么资格？尤其是组织者。有影响是指提出之初被评议的是否有影响还是什

么？经费不明白在我觉得不用经费啊。”图谋：“它的作用是‘保鲜剂’或‘防腐

剂’。”节能：“还有就是参与者如何参与？不就是讨论吗、要经费？”Chamfly：

“经费这里也没太懂。”节能：“我理解的既然参与就是有需求、不需要经费激励。”

平平：“我倒是建议拉的战线不要太长，讨论一二次就可以了。”weiwei：“能不

能这样:可以由群成员任意提议一个论题。然后给大家一个准备时间，比如一天

两天的，在确定具体哪个时间，对该论题感兴趣的人进行讨论，算作主发言去，

其他的人随意。”节能：“我说的具体操作不明白就是你谈到的这个意思、就是如

何开展、操作。是随提随讨论还是你这样的有时间安排。”麦子：“听上去太复杂，

一旦复杂了，可操作性就差。”weiwei：“我觉得有时间安排好些，可以集中人员

集体讨论。随时的话，很可能大家讨论的是我感兴趣的，可我当时又没时间，有

时间时，话题已经过了。”Chamfly：“有些议题也需要时间准备。”麦子：“我觉

得我们可以从简单的开始。”weiwei：“而且没有对话题作准备，总是很浅，最终

的结果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结果。”Chamfly：“不会所有的话题都要有时间安排，

因为议题才更需要时间安排。”黑天鹅：“组织专题讨论，具备可操作性。”图谋：

“甚至可以有线下讨论。”黑天鹅：“这与面对面研讨会，肯定有相当区别。需要

有主持人，维持良好秩序。”Chamfly：“有影响也是议题的五要素之一，所以有

时间安排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图谋：“约定时间约定地点，面对面交流。”“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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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群只是工具。”黑天鹅：“专题研讨，事先发布议题，给定一些准备时间。” 

麦子：“比如，先说一个具体时间，题目，讨论长短，然后在这段时间里不

插话，只说这个。”“另外，我觉得群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必要的规矩，起码不可插

话。”“否则会打断整个流程。”黑天鹅：“研讨时间，禁止一切无关发言。”麦子：

“我是最讨厌插话的。”Chamfly：“约定好时间的，必然不能随意插入其他话题。”

平平：“如果中途有新人，是否可给个提示。”黑天鹅：“主持人，必须确保研讨

秩序。”图谋：“有些规矩是可以养成的。”Chamfly：“欢迎词算不算插话。”麦子：

“否则当中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黑天鹅：“插话，先给予警告；否则，就禁言。”

“没有规矩，有规矩但不有效执行，肯定没有秩序。”麦子：“一定要严格执行。”

weiwei：“这种集中形式的讨论，可以不定期进行。把大家范范的讨论，聊天，

与这种集中结合起来。我感觉效果会好很多。”麦子：“我觉得今天的议题就很好。”

“一个很好的堂议会。”图谋：“议题不一定是在大窗进行（或者说在大窗进行的

极少）。重点是议题成果，圕人堂成员可以受益。”weiwei：“对呀，大家讨论最

后是要解决问题，获得益处。”Chamfly：“还有一个问题，讨论期间，如果有新

人加入，欢迎词是否算插话？还有新人不了解情况插话了怎么办？”黑天鹅：“研

讨期间，不必那么做。”weiwei：“由群主出面接待。参加讨论的人暂时可以无视。”

Lee：“这个很简单，致欢迎词以后，告知正在进行话题讨论，引导其加入话题。”

平平：“是啊，他自己会看聊天记录的。”麦子：“这段时间真的不需要欢迎。这

实在没有必要。”Chamfly：“是否需要欢迎，肯定要征求大家的意见，这是为以

后议题更好开展做准备工作。”weiwei：“这个机制慢慢是可以达到的。”Chamfl

y：“今天的讨论很实在，我也相信，一定能达到。”Lee：“要是 QQ群可以设置自

动向新加入的成员发送欢迎词那该多好，在议题交流期间既达到欢迎的目的，也

不干扰议题进行。”图谋：“其实议题式交流基本，甚至根本就不在大窗进行。”L

ee：“讨论组？”图谋：“讨论组是一种形式。”“也可以另设群。”“不管以何种方

式，关注的是其成果。”Lee：“或者在致欢迎词时，由客服向新进成员私下发送，

同样也达到不干扰议题的效果。”Chamfly：“如果议题不在大窗进行，那欢迎词

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个人感觉讨论组是个不错的选择。”Lee：“关于话题的

形式，群论坛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图谋：“甚至有的议题，可以个人或团队‘包

干’，干好之后提交结果。”“形式是活泼的。”Chamfly：“话题作为平时的交流，

大窗进行也无不可，这可以增加群的活跃度，也方便讨论。”图谋：“话题可以升

级为议题。”“包括过去《圕人堂周讯》中的内容，可以是今后若干议题的基础。”

图谋：“作为圕人堂这样的‘兴趣群’，定位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weiwei：

“形式多样化，各种尝试，总会找到最适合的。”图谋：“关键是得有需求且有志

愿者愿意去推动。”图谋：“忙着各说各话，那不是‘议题式交流’。议题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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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基础，也就是说组织者、参与讨论的成员得事先做功课。” 

图谋：“关于圕人堂群的议题式交流机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

g-213646-808873.html 讨论方法（或交流机制）为，大致分为 3 环节：（1）提

出问题，议题发起人为主，参与者亦可以补充。（2）分析问题，可以在线发表意

见或建议，更欢迎书面参与（深度参与），可以将有关内容上传群文件或发 QQ

邮件等。（3）总结问题。由议题发起人牵头予以总结。依据‘消息管理器’信息

及群文件等。有关讨论成果，以‘圕人堂’这一‘集体署名’形式发布。最高境

界是能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获得各界资助成立‘圕人堂发展基金’，通过‘议

题式交流机制’形成系列《圕人堂报告》（报告的内容，有条件的可以争取在学

术期刊发表）。”图谋：“上述内容是 2014年 7月写的，今天补充了‘五要素’及

其‘作用’。” 

图谋：“圕人堂到今天快 9 个月，如没有志愿者出钱出力推动，早就黄了。”

“我作为跑堂的，折腾圕人堂源动力其实也就是‘兴趣’，之所以愿意为这个‘兴

趣’投入些时间和精力，是认为这个‘兴趣’是有趣的有益的。”“如果‘玩不起’

或没人‘陪我玩’，我会知趣地选择‘兴趣’转移。”晓梦：“需要调动群里的积

极性。”生清：“图谋，我个人是非常愿意参与，不过水平实在有限，还请老师带

上我们一起玩……。”Chamfly：“生清，深有同感。”生清：“主要是以我的现有

水平，还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对议题讨论有所推动，但十分愿意参与其中，还望群

里的各位老师多多指教。”Chamfly：“边走边学，还需要向各位老师多多学习才

行。其实，我随时关注着圕人堂的情况，尤其是大家讨论的话题或议题之类的，

虽然参与不太多，但是我一直尽力参与力所能及的话题，期间也了解了很多平时

不知道的行业动态等等情况，受益匪浅。”图谋：“如果更多一些成员象你们几位

客服组志愿者那样，那么圕人堂估计会相当‘有趣’。”“最近一个月，我基本是

放弃自个想要做的事情，试图推进圕人堂的发展，收效甚微。”“及时感兴趣的成

员，可以检索我‘最近一月’的发言，发言的时间是‘面上’的时间，‘背后’

还得花时间做功课的。”映山红：“确实很辛苦。”图谋：“我自个初步检索了一下，

有 2000 余条发言记录。”Chamfly：“很理解群主的努力和付出，这是需要很多时

间和精力。很多活跃的成员也在为圕人堂的发展不断付出，大家都辛苦了。”图

谋：“我的‘奋斗’目标，‘赤裸裸地’表达过：争取群成员突破 1000 人，方便

圕人堂进行下一轮‘化缘’。” “我希望更多成员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有实际行动的成员，太少太少了。” “我‘焦急’的是圕人堂马上就要没有‘米’

了。自个‘受罪’，我不能连累志愿者陪我无辜‘受罪’。”“另一方面，缺乏经济

基础，实实在在的制约着圕人堂的进一步发展。”“前边有成员很不理解议题式交

流机制为啥要钱？这个钱主要的作用，其中之一是，给予志愿者或贡献者补助；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887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88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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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是，争取花小钱做实事（比如有成员愿意开‘圕人堂公开课’，或邀请圕人

堂之外的人开课，应予以一定补助，通过这样的措施，提升议题式交流的质量）。”

“我打个也许不大贴切的比方，圕人堂给的补助如果能够人家雇佣钟点工做点家

务，那就是一种‘双赢’。圕人堂‘赢’了，贡献者也‘赢’了（因为他/她那个

时间，本应该是去打扫卫生的）。”晓梦：“双赢是最理想的  不过起初也可以凭

借一股热情去做事。” 

 

（12）与高校图书馆签订就业合同时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仙台事变：“不好意思，打断交流了。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今年毕业，

刚收到**大学图书馆的通知，让我签三方协议。但是现在我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那边人事处工作人员也没有明确回答。所以想请教下在高校图书馆工作的群

友。想了解下三个问题:高校图书馆正式员工薪酬待遇怎么样？一般签合同要签

多少年？如果签了三方合约，是否可以毁约？毁约金得多少？呃，比较急，可能

跟图书馆业务没什么关系，想问问大家…。”广东小*：“薪酬问题只有**大学图

书馆的人帮忙回答才行。”仙台事变：“人事处说是国家标准。”“不知道所谓国家

标准是什么。”广东小*：“报到之后才可能签三方合同。”“毁约当然可以。”“看

你们学校的政策。”“你们学校要收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晓梦：“毁约金合约上会

有写。”仙台事变：“我还是咨询下那边。”广东小*：“必须是找到**图书馆里面

的熟人才可以问到确切的收入情况。”“否则你去问答案可能都是国家标准。”仙

台事变：“只能电话交流了。”广东小*：“首先，如果是事业编制，就不用问了。”

“该有的都会有的。”荷叶：“建议这位同学，如果对这个单位满意，就什么都不

要问。”“该有你的，一样都不会少。”生清：“事业单位薪酬都有等级的，国家标

准也要看你的水平而定。”“如果第一份工作，又是个人感兴趣的，建议还是珍惜

为重。”仙台事变：“嗯，还有别的想去的图书馆，如果能毁约也好。”Chamfly：

“仙台事变，对于这个问题，主要看**大学图书馆的具体情况，不论是薪酬还是

合同年限，身边倒是很多图书馆的朋友是三年一签的，至于毁约和违约金的问题，

有些单位存在违约金问题，有些单位对此不做要求，只对单位出资培训后的服务

年限做出要求，达不到服务年限，需要赔相应的培训费用，所以你的问题一般很

难有具体答案的，一切要看该校的合同具体情况。”仙台事变：“不知道毁约会不

会不太好，谢谢大家。”生清：“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事业单位一般都很大气。”

诗萧：“不考有编制吗?公共馆是凡进必考。”仙台事变：“嗯，有考试。”Chamfl

y：“不过确实有些单位规定毁约是要有违约金的，所以具体的情况建议多和招聘

方交流，具体了解清楚后，也方便你做出决定。”仙台事变：“不太好问，不过还

是问问好了。”生清：“作为事业单位来说，不愁招不到想进的人，其实个人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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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渺小的。”Chamfly：“签合同的时候，仔细看清楚合同的具体事宜，有问题当

面咨询。”“如果签第三方合约，最好确认一下，是否有正规事业编制。”广州书

童：“喜欢图书馆工作吗？想要一年三个月的假期吗？介绍小康顶多中产的生活

水平吗？都可以那就去。如果是女孩子，不用考虑，直接去。”广州书童：“因为

男人要养家压力大，对收入的要求要高一点。我的理解。”广州书童：“看这个情

况，应该是有编制的。就算没编制也和编制的待遇不会差 基本一致的。”Chamf

ly：“喜欢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边有编制和没编制差距很大。”仙台事变：“好

的，那就直接签了好了，我是有点想多了。”广州书童：“合同后者临工不会和高

端人才一起招的，另外这个是人事处组织的，还要求研究生以上学历故此我认为

是有保障的当然我不打包票。”仙台事变：“明白啦，很感谢。完全没经验，一下

子来了有些懵。”sonorous：“挺好的，**的图书馆学博士一般都去我们学校了……

都没法留在**的。”素问：“现在大学好多要找关系进去，你可能是实用人才。”

荷叶：“性别很重要，只要你不是太挫，一般要不了几年，就至少是部门头头了。”

Chamfly：“**大学本就不错，他们图书馆应该也不错的。”仙台事变：“嗯，看了

他们的新图书馆介绍，感觉挺不错。”Chamfly：“就是，好好珍惜。”素问：“年

轻人都要签合同，事业编制一个地区标准待遇都差不多。不同的是学校另外给的

收入和以后的发展。”“不是人事托管之类就行。”Chamfly：“素问老师说得很对，

你只要了解那个地区事业编制待遇了，就大致知道自己的了。”“当然前提你也是

编制的情况下。”素问：“主要看以后事业上的发展。”素问：“如果你去咨询**

大学的人，最好不要说违约怎么办。人家肯定会想，人还没有去，就想着违约了。”

仙台事变：“啊，我已经问过了。”“而且问得很干脆。”晓梦：“也没事的，都了

解了，愿意留下来的，待的也会长些。”素问：“可能人家更看重你了，这么单纯

可爱的男生。”天行健：“设身处地哈。”“如果你是领导，会如何处理？”“一般

而言，流露出呆不久或跳板意愿的，领导都会慎重考虑的。你想啊，图书馆要个

进人指标还是不容易的，好不容易给了一个还没有来就又想走。”woseic*：“不

过看领导怎么想了，如果领导能换位思考就没问题了。”Chamfly：“不问都问了，

进入之后，好好表现就行。”天行健：“关键是进门关。”“进来啥都好说了。”生

清：“年轻都难免直率过，祝福你。”天行健：“希望有领导喜欢直率的。”Chamf

ly：“其实可以这么想，问清楚情况了，自己可以安心好多。你咨询问题的人事，

不见得会告诉领导，对于这些问题，也许人事经常碰到，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13）《图书情报工作》摘要模板、微博和微信 

woseic*：“图书情报工作的摘要原来这样写，还要保留［目的／意义］［方

法／过程］［结果／结论］第一次见。”“投稿的老师可参考，原来以为不要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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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弧。”woseic*：“。”图谋：“这样的分享比较及时，建议赵老师整理本周周讯

时，完整采用（即包含截图）。”王*军：“欢迎各位同仁提供学科和行业资讯，图

书情报工作微博和微信可予以扩散，并注明提供者。”“微博：@图书情报工作微

信：lis956。” 

 

 

 

 

 

 

 

 

 

 

 

 

 

（14）全国省级馆相关数据的讨论 

映山红：“您好。我是福建省馆。我馆购书经费一年 1000万，现在想申请增

加。省领导需要参考全国省级馆的数据。在中国图书馆年鉴中查询到了大部分省

馆的。其中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河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

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没有查询。麻烦提供。谢

谢。”“在文化部报表中，是新增藏量购置费那项。万分感谢相关兄弟馆告知一下

贵馆的数据。”广州书童：“应该再找找一些副省级城市的图书馆。”“杭州，广州，

深圳等等。”映山红：“要是方便的话，也麻烦副省级馆告知数据。谢谢。”广州

书童：“广州 2014 年购书经费 4500 万，新增藏书 85 万。”广东小*：“建议通过

贵馆图书馆办公室联系相关图书馆办公室提供数据。”“这样得到的数据会正式

些。”广州书童：“是啊，我们调研各馆编制的都是正式发函。”广东小*：“比如

说书童提供的数据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省领导问起来数据来源，书童说的可能

就不能算数。”映山红：“下午直接打电话问了。”广东小*：“感觉发传真，最后

拿到书面的资料最好了。” 

 

（15）《圕人堂周讯》背后的故事 

图谋：“《圕人堂周讯》背后的故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651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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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865156.html 理想的《圕人堂周讯》有特色、有内容、有梦想、有行动.同

时，期待《圕人堂周讯》能够有助于‘圕人堂发展基金’赢得资助。” 

 

（16）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微博 

圕方丈：“不好意思 晚上插播一条广告。老衲正在负责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

坛微博运营，麻烦大家多多捧场，有粉必回！”易乐：“有相关视频吗。”圕方丈：

“有的 可以安装 app 名字叫长江讲坛 app。”圕方丈：“http://weibo.com/176

5990964/profile?is_search=0&visible=0&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2

#feedtop。” 

 

（17）关于图书馆的名言 

新语新圆：“能否写些图书馆的名言，欣赏下。”图谋：“国内图书馆常见的

名言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过去好些图书馆有，现在保留下来的，貌似不那

么多了。”麦子：“中文的不知道，但英文的要找太方便，我有一句话：图书馆员

未必什么都知道，但他知道如何找到答案。”麦子：“http://www.goodreads.co

m/quotes/tag/libraries。”图谋：“国内图书馆常见的名‘词’：静。还有不少

见的词为：禁止。比如禁止吸烟、禁止占座、禁止乱放私人物品……。”麦子：

“当年读图书馆学位的时候，知道很多 quotations 的工具书，现在，网上有太

多的。”图谋：“过去有好些馆名是名人题写，比如苏步青等等，现在有好些不见

了。” 

 

（18）二战中后期及战后美国公、私机构赠送中国文献资料去向的讨论 

飏：“我需帮助，知道的同仁，特别是大陆同仁可否回答我对大陆图书馆史

的一个小问题：二战中后期、战后，美国公、私机构赠送中国的大量文献资源，

特别是书刊资料；教会大学留大量外文图书。院系调整后的大学图书馆在五十年

代反美时期和后来的文革中，如何对待这些西文特别是英文图书资源的？我急需

这方面的信息和文献。我的理解是，多数大学馆封存、少数极左的图书馆销毁乃

至送纸厂化浆；处理和编目这些历史遗留图书的工作八九十年代才正式大规模开

始。但我没有明确的根据。”“美国东亚图书馆的老师问的。”“不知道群里面有木

有老师知道答案。”宋*莉：“我们馆没有美国机构赠送的图书。所以文革期间对

西文文献的处置情况就您就不需要了吧。”素问：“我们学校是五十年代末期从一

个中专类的进修学校转成本科的，以前还有一些俄语书，但是我后来发现么有了，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宋*莉：“其实文革期间，我们馆对图书的保管是担了不少

的风险的，封存了所有的馆藏图书，使得一些珍贵的图书得以保存至今。”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65156.html
http://weibo.com/1765990964/profile?is_search=0&visible=0&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2#feedtop
http://weibo.com/1765990964/profile?is_search=0&visible=0&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2#feedtop
http://weibo.com/1765990964/profile?is_search=0&visible=0&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2#feedtop
http://www.goodreads.com/quotes/tag/libraries
http://www.goodreads.com/quotes/tag/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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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图书馆老书如何处理的讨论 

平平：“我们学校以前是个专科，1958年建校，有很多老书，大部分是文学

的，应该如何处理啊。”“如果修补，定是个浩大的工程。以前是教师进修学校，

后来升为师专，现在成二本。”广东小*：“我们学校 1975 年前的书使用的是东北

法，一直都只有手工目录，没有入到系统。”“1975年之后的书采用《中图法》，

才在系统里面有数据。”平平：“评估要求馆藏量，我们处理过几次，系统里都有

数据，也用中图法编目了的。”麦子：“如果问我，我可能建议，看看有没有民国

版的书，没有的话，可以直接废纸处理了，原因是这些书的品相一定很差。”平

平：“每次处理，工作人员看着书太烂，就被遗弃一些，直接做废纸卖掉。”依然：

“75 年之前的书也可以重新编目呀。”素问：“五十年代有些艺术书不要扔了，

比如荣宝斋的【荣宝斋新记饾版拱花套印本《十竹斋笺谱》】拍卖品_价格_图片_

描述_鉴赏_(十竹斋) -博宝艺术品拍卖网 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

-76983-384913856.shtml。”“有些文物贩子专门到图书馆借这些书，然后说丢了，

低价赔偿后拿到文物市场去贩卖。”麦子：“素问的话很对。”“绘画，艺术，制陶，

古董类的，尤其是大开本有收藏价值。”“1975 年中华印的大字本影印古籍现在

可以卖几十万。”“估计这是给宫里准备的。”素问：“是的，老花眼看不清，所以

印大字本。”“印刷数量极少。”麦子：“这好比是主席瓷。” 

 

（20）第六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通告 

麦子：“第六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通告 华侨大学华侨华

人研究院/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俄亥俄大学图书馆 主题：当代亚洲的海外华

人。”“这个会有点意思，时间也不错。”麦子：“https://overseaschineseconf

ederation.files.wordpress.com/2014/06/e4bc9ae8aeaee9809ae5918a1.pdf。” 

 

（21）映山红：身边的榜样人物——记图书馆员方允璋老师 

图谋：“映山红：身边的榜样人物——记图书馆员方允璋老师 http://blog.

sciencenet.cn/blog-213646-865474.html 编者按：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发布圕人

堂成员映山红投稿《身边的榜样人 物——记图书馆员方允璋老师》，同时作为《圕

人堂周讯》（总第 39期  20150206）内容。”素问：“看了这篇博文，俺觉得好惭

愧。”秋水：“我身边也有一位与方老师相似的老前辈。”图谋：“也不妨分享一下

他/她的故事。”麦子：“五十多岁再读书的确要很大的勇气。”素问：“天津一个

老太太五十多岁考上大学，前两年在考研，不知道考上没有。”茹玉：“精神可嘉。”

Chamfly：“活到老学到老，佩服。”欣然读书：“仔细看完了《身边的榜样人物-

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76983-384913856.shtml
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76983-384913856.shtml
https://overseaschineseconfederation.files.wordpress.com/2014/06/e4bc9ae8aeaee9809ae5918a1.pdf
https://overseaschineseconfederation.files.wordpress.com/2014/06/e4bc9ae8aeaee9809ae5918a1.pdf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6547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654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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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图书馆员方允璋》，很感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2）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图书馆 2014-2019 战略规划 

图谋：“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著，王铮编译.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图书馆 2

014-2019 战略规划.http://t.cn/RZsVULm 原文：http://www.libraries.psu.e

du/psul/admin/stratplan2014.html （群文件中已上传 pdf 版。）。”“第一个链

接是人家翻译好的，第二个链接是原文。”广东小*：“Vision，一般是译作愿景

吧？”图谋：“那个翻译只宜作参考。”“愿景与远景，含义不一样。”广东小*：

“在战略规划文本中，一般是将 vision 翻译为愿景而不是远景。”图谋：“原文

有八个附录，包含的信息量更丰富。而且我试了一下，常规方式连接还很费事。

因此，将全文放到群文件中。”“如果今后圕人堂有条件，也将推进做一些翻译工

作。当年的图林中文译站做了不少工作，个人认为是很有益的。当前，尤为需要。”

迷图忘返：“这个想法不错！”图谋：“尤其鼓励图书情报在读学生做这方面的工

作，圕人堂将予以补助。”迷图忘返：“如果推出翻译服务，我愿意贡献一点力量，

虽然不是很擅长，尽己所能吧。”图谋：“一方面锻炼自己，一方面服务他人。”

“其实当前就可以走起。”迷图忘返：“是的，我们需要这样的训练。”图谋：“选

好题，投稿给科学网圕人堂专题。”迷图忘返：“具体怎么个流程？”图谋：“当

前不必整的多复杂。”“重要的信息资源（包括文献），可以去翻译或编译。”“科

学网圕人堂专题选用，会酌情支付稿酬。”潘：“这个很好。”图谋：“圕人堂公开

做出的承诺是‘靠谱的’。”“目前存在点遗憾的是，2014 年圕人堂年度奖的评选

‘流产’了，争取建群一周年时补上。”“如欲进一步了解该遗憾，参见：2014

年圕人堂年度奖评选办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5075.h

tml。”系统消息：“ 【冠员】图谋 分享文件 15:44:182014-UL-Strategic-Pla

n.pdf 下载。” 

 

（23）关于电子书购买的讨论 

芩矽：“大家好，请教个问题，图书馆有买单本电子书的吗？如果有的话，

如何管理？”素问：“现在都极少买单本纸质书了，基本是招标成批买书。”芩矽：

“我们是单位的小图书室，目前都是员工需要什么书时买上几本 。”“招标买书

如何操作，一批会有多少书？”素问：“现在是政府招标，具体细节我不太清楚。

大概是先发邀标书，然后在投标书商中确定几家，签合同，这一年的书就由这几

家公司提供。每一批书的数量看图书馆的年度经费了。”桃花仙子：“现在很少买

电子书了，开通移动图书馆就都有了！”素问：“如果是单位图书室，没有这么复

杂。”芩矽：“我们都是买回来再报销，一般就网络书店买，跟自己买书差不多，

http://t.cn/RZsVULm
http://www.libraries.psu.edu/psul/admin/stratplan2014.html
http://www.libraries.psu.edu/psul/admin/stratplan201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507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50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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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公款报销，单位管理。”“开通数据库的话经费支持不了那么多，所以想看

看能不能单本电子书买的。”桃花仙子：“开通移动图书馆只需 10 万元，有 100

万册图书呢，如单买你们还要买存储器，除非网上包库也是 100万册，现在已经

极少有单位零买电子书了。”桃花仙子：“超星是一元钱一本。”素问：“一块钱一

本是提供给个人吗？我倒是看见淘宝上有 2元一本的电子书。”桃花仙子：“是图

书馆招标价。”芩矽：“需要外文的，我们一般只订专业相关的。”素问：“那是不

是可以给需要的人发张卡，到什么地方下载。不知道地方图书馆是不是提供这样

的外文文献服务，也许还会有免费的。”星光：“不是有免费世界电子图书馆么。”

桃花仙子：“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EwNjk4Ng==&mid=20149

8737&idx=1&sn=9dbd28385d66fcb33dbf6b770141d4f7&scene=2&from=timeline&

isappinstalled=0#rd。”“全球免费电子图书馆名单。”图谋：“这类资源通常是

云深不知处，由一个个信息孤岛构成。”“当前还有个现实问题是，好些东西在墙

外，难以用起来。”“圕人堂这样的平台有针对性的介绍部分内容比较好。”Floa

ti：“各大群天天有人找外文。”图谋：“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不宜将圕人堂视作

文献传递服务群。尤其是圕人堂客服组成员，他们没有义务做这方面的事情。”

“成员之间私下互帮互助，无可厚非。倘若圕人堂不注意边界，很容易‘跑偏了’，

甚至卷入纠纷。”“这也是圕人堂为何不搞网盘之类‘永久保存’相关信息的原因

之一。”“有一个事实是，假如圕人堂成员‘团结起来’获取文献的能力确实非常

强大，因为有不少大馆、强馆的成员，他们能够正常利用的资源本身就多，再加

上文献资源检索与利用的高手高高手不少。需要注意防止‘不良倾向’，比如自

身能解决的也偷懒、需求满足了不及时反馈导致浪费热心成员的时间和精力等

等。” 

 

（24）高校文献检索课的讨论 

沧海月明：“各位高校图书馆的老师，《文献信息检索》这门课在你们学校还

在开设吗？是作为必修课还是选修课？大概多少个学时？”图谋：“关于文献检

索课，其实已发表的相关文献可以说非常多，其中不少有涉及现状调查的。重点

推荐：葛敬民.文献检索课开设 30 年的回顾.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4）:98-1

02.[摘要]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开设文献检索课 30年，实现了前辈们将文献检索

课建成高校三大公共课程之一的愿望。此文重点介绍该校近 5年文献检索课的改

革举措，包括课程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普及是实现全校范围的授课，提高是达

到教育部的共享课标准。作者认为文献检索课的成功在于图书馆教育科研职能被

广泛认可，这是图书馆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的重要转折，实践证明此举能够显

著提升图书馆在校内的地位。”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EwNjk4Ng==&mid=201498737&idx=1&sn=9dbd28385d66fcb33dbf6b770141d4f7&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EwNjk4Ng==&mid=201498737&idx=1&sn=9dbd28385d66fcb33dbf6b770141d4f7&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EwNjk4Ng==&mid=201498737&idx=1&sn=9dbd28385d66fcb33dbf6b770141d4f7&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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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美国大学图书馆应急措施 

麦子：“从火灾到炸弹袭击都有，我不知道国图是否准备到这样的细节。”“馆

里有大概 25个紧急事件人员 building emergency staff, 有安全帽，桔黄背心

和一个金属盒子，里面有地图，电筒，等 20多样东西，另外还有 1.75美元的硬

币，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打公共电话。”“这种东西是有我们的杂务经理主持会议，

安排的。”“他就是个职员而已，管一些杂事，包括换灯泡。他手下有个职员。” 

 

 

 

 

 

 

 

 

 

 

 

图 UCR Library Emergency Handbook （麦子提供） 

 

（26）国内的发现系统 

sonorous：“请问下，中国的发现系统除了超星有个外，还有谁家有吗？”

图谋：“可以关注：乐致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http://www.smartlib.cn/EDS/Fi

nd+资源发现。” “其实 CNKI、万方也有。”“不过，这个有的内涵会有所不同。”

“我留意到，CNKI直接叫‘中国知网知识发现网络平台’了。” 

 

（27）2014 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结果 

天行健：“http://news.cssn.cn/zx/bwyc/201411/t20141124_1412829.sht

ml。”“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 2014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结果。” 

天行健：“。” 

 

（28）王波老师的图书及文章 

deseoyyy：“看了圕人堂第 18 期周讯，然后看了王波老师在图书馆报上的文

章，我想问的是，如果不一期期的去翻图书馆报，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个系列的文

http://news.cssn.cn/zx/bwyc/201411/t20141124_1412829.shtml
http://news.cssn.cn/zx/bwyc/201411/t20141124_14128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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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收集到一起看吗？”deseoyyy：“还有每期的圕人堂周讯，都涵有大量的信息，

谢谢各位老师。”图谋：“买王波老师的书。”“这大概是最系统，最有效。”dese

oyyy：“《阅读疗法》？”“要是能有个什么软件在《图书馆报》里抓取就好了。”

图谋：“可以自行搜索，也可以再瞅周讯，王波老师去年出版了 4 本书。包括图

书馆报发表过的随笔结集出版。”图谋：“书乡放谈·"书骨精"王波系列 http://

www.amazon.cn/s?_encoding=UTF8&field-keywords=%E4%B9%A6%E4%B9%A1%E6%9

4%BE%E8%B0%88%C2%B7%22%E4%B9%A6%E9%AA%A8%E7%B2%BE%22%E7%8E%8B%E6%B3%A

2%E7%B3%BB%E5%88%97&search-alias=books。”deseoyyy：“谢图谋老师。”刘编：

“2015 年第 3 期【图书馆论坛】将重磅推出【图林五散人】对波波老师的书多

放谈系列的评论。五散人集中炮火，对准波波老师，那场景，哈哈，看官们不容

错过。” 

 

（29）ISKO UK 会议信息：“现代信息检索不再需要传统的主题词表”大辩论 

清华陈*：“http://www.iskouk.org/events/debate_Feb_2015.htm 辩论：

现代信息检索不再需要传统的主题词表 After the AGM at 13.00 on 19th Feb

ruary, registration for the Debate opens at 13.30 and the main procee

dings will start  at 14.00 hrs. Please book by 15th February at lates

t. Full details  are on the ISKO UK site at http://www.iskouk.org/eve

nts/debate_Feb_2015.htm . The event is free to ISKO members and to fu

ll-time students.” 

 

（30）UIUC 图书情报研究生院(GSLIS)学术报告:民族志研究方法 

图谋：“刘桂锋.UIUC图书情报研究生院(GSLIS)学术报告:民族志研究方法.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723&do=blog&id=86

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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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山红：身边的榜样人物——记图书馆员方允璋老师  

热度 2 2015-2-4 12:13  

编者按： 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发布圕人堂成员映山红投稿《身边的榜样人

物——记图书馆员方允璋老师》，同时作为《圕人堂周讯》（总第 39

期 20150206）内容。 身边的榜样人物 ——记图书馆员方允璋老师 

&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35 次阅读|2 个评论 

http://www.amazon.cn/s?_encoding=UTF8&field-keywords=%E4%B9%A6%E4%B9%A1%E6%94%BE%E8%B0%88%C2%B7%22%E4%B9%A6%E9%AA%A8%E7%B2%BE%22%E7%8E%8B%E6%B3%A2%E7%B3%BB%E5%88%97&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_encoding=UTF8&field-keywords=%E4%B9%A6%E4%B9%A1%E6%94%BE%E8%B0%88%C2%B7%22%E4%B9%A6%E9%AA%A8%E7%B2%BE%22%E7%8E%8B%E6%B3%A2%E7%B3%BB%E5%88%97&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_encoding=UTF8&field-keywords=%E4%B9%A6%E4%B9%A1%E6%94%BE%E8%B0%88%C2%B7%22%E4%B9%A6%E9%AA%A8%E7%B2%BE%22%E7%8E%8B%E6%B3%A2%E7%B3%BB%E5%88%97&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_encoding=UTF8&field-keywords=%E4%B9%A6%E4%B9%A1%E6%94%BE%E8%B0%88%C2%B7%22%E4%B9%A6%E9%AA%A8%E7%B2%BE%22%E7%8E%8B%E6%B3%A2%E7%B3%BB%E5%88%97&search-alias=books
http://www.iskouk.org/events/debate_Feb_2015.htm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723&do=blog&id=86575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723&do=blog&id=86575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65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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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47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865474#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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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圕人堂周讯》背后的故事  

热度 1 2015-2-3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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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50 次阅读|1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个文件。 

3.大事记 

（1）2005 年 1 月 30 日发放《圕人堂周讯》31-39 期编辑补助 1800 元，圕人堂

发展基金结余 2611.67 元。 

（2）2015年 2月 4日发放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征稿稿酬计 280元，圕人堂发展基

金结余 2333.17 元。 

（3）根据群规范“成员昵称。圕人堂成员昵称实名与否，自行选择，但以方便

交流为宜，不能用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昵称或不文明、不健康的昵称。”请

群成员中显示的昵称或群名片存在以下情况的尽快修改：1、重名；2、特殊字符；

3、生僻字。2015 年 3 月 1日之前未予修改的，将移除出本群。重名成员将保留

等级或积分较高者一名，其余成员移除。被移除的成员（或误移除的成员），如

愿意再次加入，圕人堂欢迎。本周已在圕人堂大窗发布提醒信息，并由圕人堂客

服组成员予以友情提醒。 

（4）2015年 2月 6日 12:00，群成员达 892人（活跃成员 322人，占 36.1%），

本群容量为 2000人。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65156&handlekey=lsbloghk_86515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65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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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15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865156#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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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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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
周讯》辑录”（第 1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
应网址动态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让让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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