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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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文化特展信息 

图谋：“特此上传云南民族文化展图片 90 张。其中 23 张为 23 个民族介绍，

配有各民族美女代表图。”“另有纳西族东巴经书、纳西族东巴纸牌画、傣族贝叶经

书、瑶族度戒经书等珍贵经书文献。”“三八国际妇女节，圕人堂特别礼物。”“图谋第

一时间分享，消耗流量若干，希望大家喜欢。”“比较完整的把展厅拍了个遍，文字

介绍几乎未漏，只是手机上传不便编排。” 

 

（2）尹湾汉墓简牍信息 

图谋：“对简牍文化感兴趣的成员可以关注群相册中的汗清遗墨——东海尹

湾简牍艺术陈列，2015 年 3 月 8 日，图谋摄自连云港市博物馆。”“估计傅荣贤老

师等在线会感兴趣，还可以作为教学素材。”“这个陈列是新近开放的。算是今天意

外的收获。原来是在历史文化陈列厅展出，最近专门打造了一个展厅，丰富了内

容。”“展厅中播放《神乌传》故事视频，投影到展厅天花版上（圆形）。”“关于尹湾

汉墓简牍的知识，较之钱存训先生《书于竹帛》，内容更为丰富，展示更为生动。”

沧海月明：“的确可以当做文献检索教学课程中，介绍文献载体（历史）的素材。”

图谋：“那些内容可做为周讯素材（文献学），同时可做为节日礼物（圕人堂有三

分之二女同胞胎）。” 

 

（3）论文摘选：2000-2014 年我国图书馆书评研究发展述评 

王善*：“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062

36226&idx=1&sn=aaf4e8994cd1618a574ff6fa37b47602&3rd=MzA3MDU4NTYzM

w==&scene=6#rd。” 

 

（4）外文电子书MARC数据中电子书的访问链接信息 

sonorous：“请问下，怎么将MARC21 格式的文件转换成EXCEL？”“是要下载

个第三方软件吗？”天外飞仙：“好像有软件可以转。”空空：“网上有小软件。”sonor

ous：“嗯，好吧。只能试试网上的软件了，主要是怕有病毒或者要注册码之类。”s

onorous：“各位老师，请问下，外文电子书的MARC数据中，是否包含有电子书

的访问链接的信息呢？”麦子：“中文不清楚。”麦子：“856。”不喝可*：“麦子老师，

这个marc数据是自己做的还是书商提供的。”麦子：“书商免费给的，但真正买了以

后，自己再加了两个 910。”“这原来是PDA的。”sonorous：“谢谢麦子老师。看来 85

6 字段是书或刊的链接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06236226&idx=1&sn=aaf4e8994cd1618a574ff6fa37b47602&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06236226&idx=1&sn=aaf4e8994cd1618a574ff6fa37b47602&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06236226&idx=1&sn=aaf4e8994cd1618a574ff6fa37b47602&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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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图情学术成果摘编或述评的讨论 

你若安*：“各位老师一般阅读时会更偏爱短小精悍的文章吗？现在生活节奏

快，阅读快餐化，以前有人提过微阅读，我也写过一点内容：叙述的是文献精简

化的必要性。老师的意思是论文、专著之类都有字数要求，挑战权威等于自找死

路，所以作罢了。大家觉得文献精简化是否有必要呢？”安实：“快餐文化各取所

需，文献短了，能自圆其说吗？”你若安*：“纠结的就是这，精简的好处在于可以

提高阅读效率，但是不利于发表。”“就像一般在网页上看新闻，大部分内容估计是

没人看，主要还是浏览标题跟概要。”安实：“那么着急，干嘛，一辈子的事。”你若

安*：“打个比方，一本教材或一篇文章，貌似没有人会一字不漏的看吧。总是有

些套话废话，啰嗦之类的文字存在。”图谋：“武夷山先生的博客有大量国内外学术

成果摘编、评述型博文。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图书情报人的

传统职业能力，只是现在鲜有人问津。”“圕人堂也期待有成员愿意做论点摘编类工

作。”“读书笔记、学习笔记、观点评述等均可以。”你若安*：“具体如何操作？摘编

类文章就类似于微阅读。”图谋：“其实可以理解为你前述的浓缩版。”图谋：“也可

以参考武夷山老师的做法。大学专利的资助源与专利的原创性之关系http://blog.

sciencenet.cn/blog-1557-873834.html。”图谋：“可以是自己学术成果的浓缩版（精华

版），也可以是对前人或他人学术成果的摘编或述评。”花香满衣：“图谋老师有武

夷山老师的博客地址吗。”图谋：“我比较无语，地址不已经贴了吗？”Lee：“http://b

log.sina.com.cn/s/blog_4fcba36b0102v85q.html。”花香满衣：“不好意思，我刚进来

就看到了你的介绍，还没仔细拜读，但我对这个专利不太感兴趣，所以想直接进

入博客挑选合适的文章，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wangwen：“谢谢Lee老师，老

师是在搜索引擎里搜的吗？”Lee：“不是，我一直关注杨教授的博客。”“从他的这篇

博文中了解到一些信息。”你若安*：“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867922.ht

ml这四个悖论提的好啊。” 

 

（6）关于图书馆事实数据的讨论 

Lee：“又是一年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的时候。”wangwen：“公共图书馆有类似

的数据吗？去哪里查？”Lee：“据说国家图书馆有。”刘*花：“每年国图出的年鉴里

面有。”“有谁知道 2014 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出了吗。”“怎么一直没看到。”张

廷*：“能这么早出吗。”刘*花：“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2014 一般是基于 2013 年

的数据。”wangwen：“年鉴在cnki中查吗？”刘*花：“你查馆藏中国图书馆年鉴或读

秀里面也有。”Lee：“@湘图刘小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ba36b0102v85

q.html可以参考西北老汉的博文。”刘*花：“谢谢lee老师，这个已经有了。”花香满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87383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873834.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ba36b0102v85q.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ba36b0102v85q.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86792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867922.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ba36b0102v85q.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ba36b0102v85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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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谢谢大家分享这么多的知识，对于开拓视野，真的很有帮助。” 

张廷*：“大家开始填教育部的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了吗？每年填都头大。”天天

天蓝：“下次数据库改革下，直接显示去年的数据，有更改的再改，没动的就不用

再填了。”小花儿：“填那个事实数据库不是年前就填了吗？”“今年又要填了？”“目

前还没有通知耶。”Lee：“貌似图工委通知力争 5月 31日前完成填报。”“3月 13号发

的通知。”Daisy：“我们这是 3月 10号之前就得提交过去。”Daisy：“去年年底就开始

在查。” 

 

（7）吴建中：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新课题 

轩丞：“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4114

112&idx=1&sn=cbc490dfec8d8f07beb212846ea19a6d&scene=0#rd。” 

 

（8）《图书馆杂志》2015 选题指南 

你若安*：“http://www.libnet.sh.cn:8081/tsgzz/CN/column/item122.shtml《图书

馆杂志》2015 选题指南。” 

 

（9）2.0 式合作:谈圕林虚拟学术团队 

你若安*：“http://www.tgw.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59-62.pdf 

哈哈，不错。”黔城图鸦：“刚才推荐的文章一口气读完，不错！”“多多推荐一些好文

章，对于我们新人而言，十分受益。”Lee：“可谓是不约而同呀。”huyong*：“我今天

是新加入的，以后多多学习。”黔城图鸦：“共同努力。”huyong*：“我今天从图书馆

报上看到的这个群。”黔城图鸦：“圕林的‘圕’不知作者是怎么打字打上去的？”Le

e：“tuan。”huyong*：“没想到这么多专家在啊。”黔城图鸦：“又长知识了，希望自己

每天都有进步。”黔城图鸦：“虽然平时很少发言，不过有时间都在看群里的通讯，

您的一些话题还是很有创意的，彼此学习。” 

 

（10）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播报 

图谋：“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播报：目前已接受 12 名成员捐助，累

计 3350 元。”“本次筹集，捐赠预调查时间过短。”图谋：“ Trends relevant to librari

es and librarianship http://www.ala.org/transforminglibraries/future/trends This t

rend library is available to help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understand how trends 

are developing and why they matter. Each trend is updated as new reports and

 articles are made available. New trends will be added as they are developed.

 ”图谋：“假如圕人堂经费允许，上述这类信息，可以考虑组织人力将其及时翻译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4114112&idx=1&sn=cbc490dfec8d8f07beb212846ea19a6d&scene=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4114112&idx=1&sn=cbc490dfec8d8f07beb212846ea19a6d&scene=0#rd
http://www.libnet.sh.cn:8081/tsgzz/CN/column/item122.shtml
http://www.tgw.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59-62.pdf
http://www.ala.org/transforminglibraries/future/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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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供成员分享。”麦子：“如果全文翻译，太费时间，没有可操作性，编译就可，

当然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需要很好的理解其涵义。”图谋：“百度学术搜索http://xue

shu.baidu.com/主要是整合了CNKI、VIP、万方及部分开源资源。也有引用情况。

具备一定参考价值。”“对，圕人堂要的就是编译的效果。”“全文翻译还需要取得授权

之类，吃力不讨好。”“那类事情要做的话，是其它权威机构去做，而不是圕人堂这

样的‘民间’力量。”“作为‘民间’力量，追求的是便捷、有效。” 系统消息：“ 图谋 分

享文件 圕人堂发展基金第一次筹资使用情况说明.doc 下载。”图谋：“《圕人堂发

展基金第一次筹资使用情况说明》已上传至群文件并通过群邮件向所有成员发

送。供参阅。”“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播报：目前已接受 12 名成员捐助，

累计 3350 元。”“有成员对开展第二次筹资不理解。比如怎么这么块又要筹资？钱

是怎么用的？”“目前《圕人堂周讯》编辑补助结算至第 39 期，目前有 5 期未结算。

也就是如今不开始筹集，圕人堂发展基金第一次筹集资金马上用完。”“还需要说明

的是，圕人堂志愿者为圕人堂所作工作原则上均应有报酬。当前，图谋为圕人堂

所做的全部工作均为零报酬，其它志愿者（管理员、周讯编辑组等），亦均为象

征性劳务补助。”“圕人堂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圕人堂发展基金的支持。”“关于‘逐步争

取通过与个人或机构合作获取赞助或捐赠。’过去的十个月，作为跑堂的，为此做

过一些工作，但尚未见成效。”芝麻：“关于这个发展基金。”“感觉目前筹集到 2 万的

可能性大不大？”图谋：“这次的预调研工作做得不够。难度不小。” “第一次筹集

时，有多位成员先行告知了捐赠意愿。” 芝麻：“关于这个基金，关键看群员的认

识。” 

图谋：“此次筹集，任务艰巨。”“比如说认为有必要，有所收获，愿意出资。”“比

如说，感觉活得信息无所谓，这个钱可捐可不捐，等等。” 芝麻：“有是有，数量

是关键。”图谋：“某种意义上，去年是 20 位成员的捐赠，支持了圕人堂一年的运

营。”丸子：“请问大家，谁有中图法简表（第五版）电子版方便给我一个吗？”图

谋：“如果不是对圕人堂寄予一定期望，希望它能凝聚力量，推动做更多于圕人有

意义事情，圕人堂根本无须化缘。” 

图谋：“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播报：目前已接受 13 名成员捐助，累

计 5350 元。”“关于圕人堂发展基金，我张罗这个钱，主要是为了找人一起做事。

我自己不仅不花这个钱， 也会尽可能的支持一点。当前圕人堂的志愿者，多是

处于经济条件并不算宽裕的。” 星光：“群里男士有苦衷吧，家里‘领导’不同意，工

资卡都上交了，毕竟家庭利益最大化吧！” 星光：“能挣稿费的刊物非常稀有，‘领

导’要求得额外挣啊！” 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发展基金第一次筹资使用情况

说明 http://t.cn/RwsJQwq。”“附上一段‘唱词’：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

幸福不会从天降，圕人圆梦圕人来。” 

http://xueshu.baidu.com/
http://xueshu.baidu.com/
http://t.cn/RwsJQ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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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播报：目前已接受 14 名成员捐助，累

计 5450 元。”“我发布的筹资信息，目前看了的或愿意看的，人数还非常少。个别

成员有顾虑，甚至焦虑。实则大可不必，捐助是自愿的，为圕人堂做贡献的途径

很多，远非捐资一途。一方面，圕人堂不会向成员硬性摊派，也未曾考虑过会员

制，目的是期望让更多的圕人受益；另一方面，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思想启蒙，

让圕人堂成员有这么一个概念：圕人堂作为一个网络社群，他的持续发展离不开

人力、财力。当前，部分成员有误会，以为是图谋想钱想疯了。我张罗这个钱，

主要是为了促进形成激励机制，吸引更多成员为圕人堂的发展出工出力。我自己

不仅不花这个钱， 而且会尽可能的予以支持。圕人堂发展基金向成员募集不是

长久之计。理想的状态是因为圕人堂的工作得到认可，有个人或机构愿意出资赞

助。比如，期待《圕人堂周讯》在不久的将来，有企业或个人有偿冠名资助。经

过 10 个月的发展，已初见成效，就在今天已有企业负责人以个人名义捐资 2000

元。”茹玉：“第一期筹资图谋老师也捐资 2000 元。”图谋：“作为个人，实际上去年

还捐书、刊多次。”茹玉：“可惜图谋老师给我邮寄的赠书走丢啦。”图谋：“有个别成

员或许以为我处理垃圾，实际上个人是付出了钞票和时间。”图谋：“对于赠书迷路

的，我很抱歉。”茹玉：“不过，真的还是非常感谢图谋老师热忱辛勤的付出啊。”

山大武超：“王老师不必因为那些个别人而影响心情。多数成员还是能理解你的。”

图谋：“理解不理解我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实际做点事情。” 

 

（11）关于图情期刊及学术论文投搞发表的讨论 

动感豌豆：“大家可以谈谈发表过的期刊的版面费问题，几个版面多少钱，头

脑风暴一下。”你若安*：“望有经验的老师不吝赐教哈。”“图书情报工作，10 个版面

2500 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5 个版面 800 元。”天蝎小昭：“我也很需要这方便的

知识，完全不知道怎么辨别那些个假编辑。”欣然读书：“就是通过网站投的稿，这

个电话打过几次没人接。”别样：“网上有许多假网站，投稿真的要小心。”你若安*：

“看这个链接，咱博客里有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芝

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现在已经不收版面费了。”别样：“这是核心期刊？”动感

豌豆：“不是核心，是cssci拓展版，水平相当不错。”“不会刚初审就要钱的。”天蝎小

昭：“有经验的可以推荐几个比较好通过的期刊么？”图谋：“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

期刊投稿信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动感豌豆：

“高校图书馆工作编辑部好像在湖南图书馆吧。”图谋：“湖南大学图书馆主办《高

校图书馆工作》。”图谋：“湖南图书馆主办《图书馆》。” 

别样：“请教各位，如果同篇文章在两个杂志上发表了，没关系吗？”空空：“不

行呀。”“你评职称肯定会发现的。”“现在是不允许一稿多投的。”天蝎小昭：“很多杂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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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社明文规定，不可以一稿多投的。”别样：“是内刊也不行吗。”别样：“内刊也能查

出来吧。”空空：“不公开发表的应该不会。”“除非内刊也不数据商收录。”“关键你发

内刊有啥作用呀。”笨笨 99：“除非你不想评职称。”“可以发表但报材料时只能报一

篇，不要以为评委都是傻瓜。”“数据库不收的论文没有用。”别样：“在内刊发表也能

评吧。”空空：“中级无所谓。”“高级肯定不行。”“看你们学校的规定了。”天蝎小昭：

“内刊没有ISSN编号吧。”守望书林：“发表论文一稿件多投，即使发表，职称评定

时候需要检索文章复制率，目前不能超 30%，重复论文恐怕一篇也不能用。”你若

安好：“我们毕业论文不能超过 15%。”“老师好像也是这要求。”别样：“要求越来越

严了。”你若安好：“没办法，就像学校进人一样，门槛越来越高。”“并且发的核刊论

文必须跟毕业论文有关系。毕业生的硬性要求。”芝麻：“这样其实有好处啊。”“对学

生要求严格了，学生才会真正去做事。”你若安好：“有利有弊。”芝麻：“弊在？”你

若安好：“弊，现在存在代写代发中介等。”“负面话题不宜讨论。”芝麻：“只要论文是

某某的必要条件。”“这种现象就有。”“和对学生要求是否严格没有关系。”“首先论文

是评职的必要条件。”你若安好：“有点逼鸡下蛋。”芝麻：“我们这里理工科的硕士，

是要求发sci的吧。”“不是一样吗。”“我觉得如果一个硕士生连一篇核心也发不了的

话。”“很大程度上是学习态度问题。”你若安好：“对。”芝麻：“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

针。”你若安好：“第一篇论文不好发，这是个学习过程，比较磨人。”“主要是精神压

力大，这也是科研人士普遍承受的。写一篇相对有点质量的论文并不是那么容易。

主要是写点新东西不容易。”别样：“同感。”芝麻：“有了第一篇，不愁第二篇。”你若

安好：“现在的文章很多都能在数据库里找到模版，太多了，都是照猫画虎，换换

数据而已，如计量方面的。”芝麻：“核心？”你若安好：“虽然我现在还没发论文，

但所谓核刊也就那样。”“例如标点错误，错别字也存在。摘要里也存在标点错误。

低质量论文也不少，也可以说没什么意义的文章不少。”你若安好：“不过多数核刊

都不错。” 

你若安*：“粘几段王波老师的投稿秘籍。” “大型课题文章优先投给《中国图

书馆学报》，该刊近年把课题文章作为选稿的重点，每期课题文章占的比例很大。

广义信息管理领域的文章，举凡知识管理、信息管理、编辑出版、竞争情报、政

务信息投给《图书情报工作》和《图书情报知识》，因为前者重视图书情报学与

社会环境的互动，重视刊物的论题和读者覆盖面的扩张，重视信息资源管理领域

的宏观研究，后者是图书情报学院办的刊物，随着学院学科结构和课程体系的扩

张，需要容纳更广泛的学科内容。具有新、洋、实、快特点的纯粹的图书馆学论

文投给《大学图书馆学报》，该刊十分重视论文的指导性、实践性、时效性和国

际性，拒绝发表与大学图书馆实际工作关系不大的宏观信息管理领域的论文，把

图书馆学论文和非图书馆学论文进行严格区分，强调所发的每一篇文章都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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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校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当中。传统的以体系设计和概念辨析为特点的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文章投给《图书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这两种刊物注重发挥理论、

理念、精神对事业的引导作用，其善于制造理论气氛的特点得到读者的认可。文

献学文章投给《图书与情报》、《四川图书馆学报》，这两种刊物偏居于神州腹地，

受工具理性主义影响较小，人文气息高于他刊，关注传统文化，为包括目录学、

校勘学、版本学等在内的文献学研究保留了净土。” 

  欣然读书：“上次提到《高校图书馆工作》初审后交费的事，经核实确定是假

的。请有想在此杂志发文的老师不要上当。”seven：“似乎这样的钓鱼网站好几个。”

“外审费、预留版面费等等。”欣然读书：“为什么没有人管呢。”“编辑部也不管？”图

谋：“那叫躺着中枪。”误入奇图：“邮件通知录用的，不会提前收费。” 

 

（12）国内外大学办学历史的讨论 

你若安好：“有人说山西大学是第一所正式的国立大学，但当时形势比较混

乱，我也没记太清楚，后期者基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加上国家政策，就是现

在的教育公平。”麦子：“不过，中国的学校普遍时间很短，的确也是个事实。大学

根本就是个外来的概念，现在公认最早的是哪个？”素问：“刚才搜了一下，应该

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不过后来解散了。”麦子：“美国几乎所有的州立学校都比这个

早。”素问：“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自己官办最早的了。”麦子：“除了阿拉斯加是 1917，

夏威夷 1907，这些当时都是蛮夷之地，后者连美国都不是。“欧洲就更不说了。”“牛

津的new college是 1379，当然比这个早的有不少。”“1500 年以前开始并还运作的，

有 40 所。”素问：“其实，国内的大学没有必要非得扯上不怎么相干的历史，把自

己学校的办学历史搞得貌似很早。”星光：“国外大学是有传承的，即使一战二战也

不会受影响，但国内是断代史，大家懂的！”“以前恨不得和国立时代撇清关系，如

今巴不得赶鸭子上架！”素问：“就像我们的图书馆，没有什么可以传承的，每个馆

长一上台，就搞他那套；等他下台，新来的又搞一套，以此类推。图书馆除了一

栋楼，没有其他。”麦子：“做事没有脑子，没有连续性，就是个拆了重建的思路。”“不

能说没有脑子，应该说是只顾自己短期的业绩。”素问：“搞噱头是内行。当然，内

涵建设不会引起多大的轰动效应，校头头看不见，搞点噱头，贴上标语，搞个比

赛、晚会，请头头参加，人家还以为你做了多大的事情。” 

 

（13）圕人堂群昵称规范 

图谋：“关于规范群昵称问题，2 月份客服组做了大量工作。当前仍有部分成

员尚未调整到位，特此再次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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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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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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之前未予修改的，

将移除出本群。敬请合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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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明天将有一批成员将被移除。”书卷：“不说话给移除吗。”图谋：“不说话没

关系。”“圕人堂欢迎围观。”书卷：“那什么原因移除。”图谋：“上边已经说的比较清

楚。规范群昵称（或群名片）。”“随着圕人堂的发展，必须得按群规范来，否则无

法运转。敬请有关成员支持！”图谋：“执行群规范，先从规范群昵称开始。为了做

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做了许多次公开提醒与一对一（小窗）提醒。”图谋：“群昵称

不符合规范的，客服组小窗提醒过两次以上。”欣然读书：“做好图书馆工作，请从

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能做的事情做起，从管理好自己的呢称开始。” 

图谋：“群昵称（或群名片）不符合群规范的成员比例不小。移除成员采取‘分

步走’，第一步移除了 17 名成员（群等级为‘观员’）。其他等级的 3 月 20 日之前不

予修改，亦将移除。”图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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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方法：群成员列表中找到自己

的名字，点击右键，选择‘修改群名片’。”raindrop：“在群里不说话要被移除吗？俺

想在群里多学习点知识。”图谋：“不说话没有关系，前提是也得遵守群规范。”“比如

今天移除的那批成员，经过不同时间段（2 月、3 月）的那么多次提醒，仍不予

配合。很有可能是加群的人根本不用的QQ号。这样实际上造成了资源浪费，而

且会存在隐患。”图谋：“曾经有成员用 3 个以上QQ号加群，这样的做法，也是不

受欢迎的。”raindrop：“一定遵守。”图谋：“谢谢！也希望更多的成员理解与支持。”“为

了做这样一件小事，其实已经消耗了不少人力资源。圕人堂客服组做了大量工作。”

“被移除的成员，如果觉得圕人堂有帮助，欢迎随时重新加入。”图谋：“如果一点

规矩都没有，那对大家均不利。敬请大家理解与支持！”麦子：“其实是对所有守规

矩的人的冒犯，如果楼主放任不管，是失职的。”图谋：“其实圕人堂的氛围，已经

非常宽松。”“假如圕人堂群成员满群显示的都是毫无章法的群昵称（比如****），

大家还会有交流的愿望吗？圕人堂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吗？”图谋：“这样的基础

工作不抓，《圕人堂周讯》的整理工作也是难以进行的。”科大小鱼：“而且希望交

流的图书馆界的相关话题，无关的可以私聊，不然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麦子：“这似乎是一个中国网上群体的一个通病。在CALA,华人协会的，listserv上

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得奖，很多人去祝贺，当然你对这个人个人祝贺，这无可

非议，但这些人都是群发，都是直接回在listserv上，有时一个上午可以有几十个

这样的賀电。为这事还专门组成了一个小组，定了规定，但还是如此，因为专门

这么干的，很多是资深成员，以献媚心态一定要所有人知道他在恭贺某人，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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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恶心，结果，很多人看不下去，只好退出。”麦子：“那种符号式的群号就是让人

无法和他交流，楼主说了不知多久。”“这次清理了以后，我建议直接就除名，不必

另行通告了。”素问：“那种符号昵称有可能就是骗子。在群里潜水，然后看看有没

有可以行骗的人。”“还有那些卖论文的、卖茶叶的、某宝刷单的。”麦子：“这倒不是，

有个一大串((…)))的主倒是不错的，但对话起来真累。”麦子：“楼主也是很难，这

里面有个平衡问题如果内容太专业，如果不是自己做的东西，即使是图书馆内容，

有时也可能会让人觉得沉闷。”“这群毕竟还是有社交作用的，如果光是谈图书馆东

西，我可能也就不想来了，这图书馆只是个工作而已。我一天大多是时间是在过

日子，不是图书馆工作人员。”高S：“劳逸结合吗？”麦子：“不是，生活第一，做图

书馆是碰巧拿到的一个饭碗。”“如果你吧自己光定位在图书馆员，那未免太小看图

书馆从业人员了。”河南建*：“学校 姓名不是很好吗。”麦子：“可能对很多人还是

太公开了。”高S：“估计是太公开了吧，很多话就不能畅所欲言了。”麦子：“就是就

是。”“尤其是大馆来的。”广州书童：“小馆也有难言的苦衷。”麦子：“小馆可能没有

其他人来。”许继*：“昵称不能用繁体字么？”麦子：“繁体应该倡导。”素问：“不是

常用字吧？有的人取名特意取大多数人不认识的字。”麦子：“我觉得繁体和非常

用字是两回事。”广州书童：“台湾现在都提倡看繁体字写简体。”麦子：“现在其实

简繁无所谓，都是电脑上打的。”广州书童：“是的。”麦子：“但做这一行的，都要能

看懂，起码的基本功嘛。”图谋：“繁体也不宜用过于生僻的。”麦子：“今天不得了，

这些人故意来气我们，故意的吧。”图谋：“就以这名新成员为例：叁餘齋。”“这样有

利于交流么？”“《圕人堂周讯》整理工作，当前基本是以简体字为主，如果繁体兼

用，那会是什么效果？”罗布泊：“个人意见，名字只要是新华字典或者现代汉语

大词典里有的就可以了。”阿喵：“也没什么啊，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八零后的很多

不怎么认识繁体字。”“九零后的几乎都不认识。”罗布泊：“正文提倡用简体。”阿喵：

“但是如果图人周讯是原文考贝整理的。”“要繁体改成简体，增加太多工作量了，

这本来就是用业余时间做的工作。”图谋：“一会日文字，其它语言字还有呢。”麦

子：“不能用日文，我其实也反对用英文。”“不过，过度解读也无益，只要不影响交

流。”阿喵：“麦子先生对港人中英文兼杂口语怎么看。”“有时候我觉得英语对某些

术语的定位非常 准确。”“一个词说得清清楚楚，用中文倒要解释一下。”麦子：“是

啊，很多字中文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图谋：“我希望大家能多一点点理解与支持。

作为跑堂的若干举措，可以说是基于全局考虑的。圕人堂做事还是有一定章法

的。”阿喵：“图人堂的主持者贡献巨大，很喜欢本群。”麦子：“英语文化强势没有办

法，不过这个Calis话题我不想接了。”图谋：“移除群昵称不规范的成员，2 月份通

知 2 月 28 日，看到还有大批成员没改，延至 3 月 15 日。今天，其实也是经过一

番权衡，只移除了 17 名。”许继*：“定个规则，按规则执行就好了。”图谋：“规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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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年 12 月 1 日就定了。”“想推动做点事情，真是相当的艰难。”“其实这也是跑堂

的，希望群成员主体早点到位的原因。”“也是追求群规模的真正用心之处。”“我可以

肯定，当前真正浏览过群规范的成员，比例并不高。”图谋：“圕人堂QQ群规范 ht

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阿喵：“我不是冒犯公众所场应

有的礼仪。”许继*：“我看过，所以不知道繁体不行。”阿喵：“就是中英文，简体敏

体并存都能接受。”“善意的聊天南地北的话题也能接受。”麦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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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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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也可以接受。”麦子：“所以其他文字是可以的。”

阿喵：“支持。”图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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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方法：群成员列表中找到自己的名字，

点击右键，选择‘修改群名片’。”图谋：“里边有一条：‘以方便交流为宜’。”许继*：“可

以规定昵称建议格式，禁止中英文字符以外的符号。”麦子：“我同意。”图谋：“现在

那么宽松都是这个情况，进一步‘建议’也会仅仅是建议，并没有多少人理睬。”许

继*：“关键是禁止。”“方便执行减少争议。”图谋：“圕人堂只是个网络社群。”“圕人堂

的建群目的是围绕愿景与使命去做点事情。”“当前圕人堂群对群昵称进行规范，可

以理解为是对进一步让群规范起作用的实验。为了做走这一步，格外慎重。”“破坏

容易，建设难。以前也提及本人见识过的一个群，发展到 700 多人。一会功夫就

解散了。” 

图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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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谋：“这个答复已放进圕人堂 QQ 群常见问题（FAQ）解答（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 图谋：“作为跑堂的，一大早专门

答复一下，两个常见问题。”“关于为什么不统一要求成员实名制，其实之前已经解

释过许多许多遍。”“圕人堂没有实名形式成员名单，即便有也不会对机构或个人提

供此类名单。” 

图谋：“关于群昵称（群名片）的规范情况通报一下。目前大有好转，原定第

二步‘其他等级的 3 月 20 日之前不予修改，亦将移除。’，予以取消（缓行）。3 月

15 日的‘第一步移除了 17 名成员（群等级为‘观员’），其中有两名成员被移除之后

重新加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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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方法：群成员列表中找到自己的名字，点击右键，

选择‘修改群名片’。”“圕人堂不硬性要求实名制，但有所规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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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跟图书馆有合作关系的机构 

你若安*：“向大家请教个问题：跟图书馆合作的机构除了同行、出版商、数

据库商、一些网络技术公司还有其他什么机构吗？”许继*：“运输公司。”麦子：“博

物馆。”叁餘齋：“民间团体，也很多。”麦子：“其实，可以是任何机构个人。”阿喵：

“跟图书馆合作的机构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合作？”麦子：“合作也有各种定义。”

你若安*：“能否简述一下大致是什么样的，一句话就行。就是跟图书馆打交道的

单位或者说有业务往来，比如说信息共享。”叁餘齋：“譬如，古琴协会来图书馆做

个年会，一个地方的书画文化活动举办。”“信息共享，当遇到文化，这概念就太小

了，咱们缺的是什么，连大学生也缺传统文化，缺文化素养，信息甚至过剩。”

叁餘齋：“共享那么多，能用的了么。”麦子：“是。”叁餘齋：“图书馆如何定义，它是

一个传统的文化机构，那些抛开文化谈建设，不是不懂，就是胡说。”你若安*：“所

以现在阅读推广的论文比较多。”叁餘齋：“阅读推广，大多还是推广自己有的东

西。”你若安*：“是的，关键还在于文化熏陶，唤醒求知欲。” 你若安*分享“图书馆

相关合作者研究摘编”至群文件。 

 

（15）在俄罗斯上网也不方便 

图谋：“‘3 月 12 日，世界‘无疆界记者’组织公布了 2015 年在互联网及内容监控

方面最严厉的 11 个国家名单， 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中

国、越南、古巴等。若论监控程度，在全球 180 个国家中，中国位列在第 176

位，即倒数第四， 大概为了国家安全不得不牺牲公民一部分上网的自由吧。’（信

息来源：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1597&do=blog&id=8

74281）。” 

 

（16）带你逛遍全世界最美丽的图书馆 

一凡：“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E4MjU3Mw==&mid=20918

6209&idx=2&sn=38346a9554c7e806a6f9fbc2e6086b13&scene=2&from=timeline&i

sappinstalled=0#rd。”“排名十位的图书馆。”你若安好：“个个都似人间天堂啊，知识

的天堂，艺术的天堂。”“看到‘地下机器人手臂系统’？麦子老师了解这个吗？或者

说用过没？听起来很先进啊。。”麦子：“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的？”“monsueto的，这

个翻译实在太烂，到了自己胡乱想的境界。”“原文是bookbot。”“如果在国内听过我

发言的，我介绍过这个。”“就是个自动书箱索取系统。” 

 

（17）《政府工作报告》之全民阅读’：李克强答记者问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1597&do=blog&id=87428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1597&do=blog&id=87428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E4MjU3Mw==&mid=209186209&idx=2&sn=38346a9554c7e806a6f9fbc2e6086b13&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E4MjU3Mw==&mid=209186209&idx=2&sn=38346a9554c7e806a6f9fbc2e6086b13&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E4MjU3Mw==&mid=209186209&idx=2&sn=38346a9554c7e806a6f9fbc2e6086b13&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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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兜：“人民日报记者：总理，您好。您之前提到您最近一次网购经历是在网

上买书，我的问题与书有关。因为我们都知道《政府工作报告》要写的东西很多，

每年都有变化，但是我们注意到连续两年把‘全民阅读’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对这件事那么看重？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读书感受？谢

谢。李克强：我记得去年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我在听取各方意见的时候，不

仅是文化界、出版界的人士，而且经济界和企业家都向我提出要支持全民阅读活

动，报告要加上‘全民阅读’的字样。而且还有人担忧，说现在我们国家民众每年

的阅读量还不到有些国家人均的十分之一。这些建议让我深思，说明人们不仅在

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希望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李克强：书籍和阅读可以

说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用闲暇时间来阅读是一种

享受，也是拥有财富，可以说终身受益。我希望全民阅读能够形成一种氛围，无

处不在。我们国家全民的阅读量能够逐年增加，这也是我们社会进步、文明程度

提高的十分重要的标志。而且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它与工作方式相结合，

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力量，而且会增强社会的道德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两

次愿意把‘全民阅读’这几个字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原因，明年还会继续。谢

谢！” 

 

（18）关于问卷调查及研究方法介绍 

seven：“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情报学一名研究生，现在正在做一份

调查问卷，期待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大家。问卷链接http://www.sojump.com/jq

/4548616.aspx 再次感谢。”欣然读书：“已填问卷，后面的几个题目答起来不太确

定。”“比较不好选择。”你若安*：“毕业论文？选题挺好。”“感觉权威学者和学术地位

较高学者可以合并为一项啊。同页第 12‘同样的’该如何理解比较恰当？，建议剔

除。”麦子：“问题还是太多一些，而且有重复。问卷我看过太多，但要设计好的问

卷实在是太难了。我知道，很多问卷是为了尽可能地收集数据，以便后面进行分

析，但一旦问题多/类同的话，被测的人开始迷糊，所以有时还要用控制类的题

目去控制回答的精确性。如果后面的 1-5 计量类的问题砍掉一般，效果会比较好。”

“对了，为了负责起见，我没有填。”“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看到的问

卷基本都是功能性的，我的意思是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比如，圕人堂今后

如何发展。一个进行中的项目如何改善什么的，但从中国来的，都是为了研究的。”

沈*林：“大多为了毕业论文。”“功能性的是解决当下问题的。”麦子：“如果我是带学

生，我可能会限制学生用问卷做研究，因为它的缺陷实在太大。”“http://libweb.sur

rey.ac.uk/library/skills/Introduction%20to%20Research%20and%20Managing%20Inf

ormation%20Leicester/page_51.htm。”“不少缺陷还都是致命的。”茹玉：“您好！麦子

http://www.sojump.com/jq/4548616.aspx
http://www.sojump.com/jq/4548616.aspx
http://libweb.surrey.ac.uk/library/skills/Introduction%20to%20Research%20and%20Managing%20Information%20Leicester/page_51.htm
http://libweb.surrey.ac.uk/library/skills/Introduction%20to%20Research%20and%20Managing%20Information%20Leicester/page_51.htm
http://libweb.surrey.ac.uk/library/skills/Introduction%20to%20Research%20and%20Managing%20Information%20Leicester/page_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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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请问用什么样的方式做研究会更好呢？”麦子：“这本来就是我的弱项，还

是要看具体课题吧。我只能说相对问卷，在网上采集数据，或者在数据库内做比

较分析，或采集内部使用数据，比问卷要好的多。”图谋：“麦子老师那个链接，算

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教程。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http://libweb.surrey.ac.uk/libra

ry/skills/Introduction%20to%20Research%20and%20Managing%20Information%20

Leicester/index.htm。”麦子：“问卷是很难控制被问对象的真实性。”“这么多年做这

一行：我觉得我比一般人懂得多一点的是：其实我什么都不懂，也没有直接答案

给你，但我知道如何找到答案，这就足够了。”“当然，你要知道如何过滤和筛选，

这就需要点功夫了。”图谋：“我是跟踪并浏览了一下，发现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教

程。” 

 

（19）Web Center for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图谋：“Web Center for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http://www.socialresearch

methods.net/ This website is for people involved in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an

d evaluation. You'll find lots of resources and links to other locations on the 

Web that deal in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20）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星光：“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Y1NDQ4OQ==&mid=20510

3580&idx=1&sn=d4b1dc1ad5fdf9482618c7e0c02c5cbb&scene=0#rd。” 

 

（21）关于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的讨论 

天天天蓝：“请问各位同行，贵馆有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类似的组织吗？运行

效果如何？”“对图书馆的工作有怎样的帮助？”张廷*：“我们有。”天天天蓝：“张馆

觉得有实质性的作用吗？”张廷*：“我们主要是引进数据库前期的论证等工作。纸

本的工作很少了。”满哥：“个人觉得，各种委员会有没有用，一是看馆领导的支持

力度，还有就是看有没有核心人物一直在推动工作。”“有人在推动，馆领导在支持，

作用是很大的。”天天天蓝：“我一直在考虑每年一次的文献资源建设到底能起到

多大的作用，纸本工作要不要再继续开展了。”“馆领导大力支持，但院系响应程度

不大。”满哥：“如果只是找些人成立个委员会，长期没有活动，就没有意义。”张廷

*：“纸本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了。” 鱼雷：“纸本文献不能说没用了。”天天

天蓝：“感觉是图书馆一方在努力。”张廷*：“你说的是学校层面的？” “我们是图

书馆层面的。”“学校层面的在学校学术委员会下设立的图书资料工作委员会。”满

哥：“你们的文献资源建设受院系的制约很大吗？”天天天蓝：“教师总说图书馆没

http://libweb.surrey.ac.uk/library/skills/Introduction%20to%20Research%20and%20Managing%20Information%20Leicester/index.htm
http://libweb.surrey.ac.uk/library/skills/Introduction%20to%20Research%20and%20Managing%20Information%20Leicester/index.htm
http://libweb.surrey.ac.uk/library/skills/Introduction%20to%20Research%20and%20Managing%20Information%20Leicester/index.htm
http://www.socialresearchmethods.net/
http://www.socialresearchmethods.ne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Y1NDQ4OQ==&mid=205103580&idx=1&sn=d4b1dc1ad5fdf9482618c7e0c02c5cbb&scene=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Y1NDQ4OQ==&mid=205103580&idx=1&sn=d4b1dc1ad5fdf9482618c7e0c02c5cbb&scene=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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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们想要的资源，但让他们提却又不积极。”鱼雷：“毕竟现在绝大多数的文献还

是先纸后电。”“中文文献数字化时间要滞后至少三个月。”张廷*：“我们是数据库试

用，尽量与院系联系，做宣传，然后让大家提出建议，我们综合平衡，资源建设

委员会确定。”天天天蓝：“期刊还好，基本上数据库都包括，至于电子书就差得远

了。”满哥：“我觉得老师意见的征集主要还是参考馆员或者学科馆员的工作，跟文

献建设委员会的直接关系不太大。”张廷*：“图书资料工作委员会不对具体的文件

进行研究。”“满哥说的是。”“主要靠我们的馆员多联系。多跑跑。”天天天蓝：“那资源

建设委员会就是每年听下图书馆的汇报。”张廷*：“委员会基本是最好定夺。”鱼

雷：“不是制约，文献建设本来就是为院系做的。”张廷*：“我们是学校的图书资料

工作委员会。” “基本是听听报告，帮着图书馆呼吁一下经费。”天天天蓝：“无论什

么名字，其目的是一样的。”鱼雷：“如果真的感到院系在制约你，那说明你的工作

做到位了。”满哥：“学校层面的资源建设委员会个人觉得比较虚，这个主要还是靠

图书馆自己的。”天天天蓝：“如果目的达不到，我也觉得不成立也罢。”张廷*：“呵

呵，有一些就是这样。”满哥：“服务做好了，有需求，有使用数据，有读者评价，

就可以向校领导忽悠经费了。”张廷*：“有的话多少会有些作用，另外也看馆领导

的沟通能力，让他们帮着呼吁倒是有好处。”天天天蓝：“所以开这个会时，我就是

觉得有个光明正大的向领导说图书馆一年业绩的机会。”张廷*：“比图书馆馆长自

己跑力量大一些。”天天天蓝：“别的作用真看不出了。” 

 

（22）图书馆信息技术应用趋势 

系统消息：“图谋 分享文件 图书馆信息技术应用趋势分析_曲蕴.caj 下

载。” “图谋 分享文件 从被颠覆到颠覆者_未来十年图书馆技术应用趋势前瞻_

刘炜.caj 下载。”图谋：“刘 炜,周德明. 从被颠覆到颠覆者：未来十年图书馆技术

应用趋势前 瞻[J]. 图书馆杂志, 2015, 34(1): 4-12.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所面临

的信息环境，总结归纳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判断：（1）网络成为公共设施。（2）

云即服务。（3）万物皆数字。（4）万物互联。（5）体验为王。图书馆相关技术应

用的六大趋势：网络是图书情报服务的主战场；‘数据’是图书馆资源的基本类型；

智慧图书馆成为新的建设目标；书目控制的理想照耀着下一代互联网；图书馆作

为一种空间的价值得到重新定义；读者是图书馆的主人，图书馆是读者的天堂。”“2

014 年 11 月 14 日，本群曾宣传的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 有一份

图书馆关键技术发展趋势研究调研问卷，其研究成果已发表。见：曲 蕴,杨 佳,

李 妍. 图书馆信息技术应用趋势分析[J]. 图书馆 杂志, 2015, 34(1): 13-19.”“两

篇文献均以上传至群文件。”芝麻：“11 月 14 日调查的？这么快？”图谋：“人家的

调查什么时候开始不了解。收稿日期刚看了下是 2014 年 12 月 8 日。”你若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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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水平，审稿录用都很一流啊。”图谋：“还留意到正文中的介绍为：‘网上问卷通过

在图书馆馆员QQ群、馆员论坛等平台进行分发，收到有效问卷 200 份以上。’。”“对

了，我也留意到该问卷仍未关闭。” “感兴趣的成员仍可继续关注，继续填写。”“正

文中有介绍：‘因此课题的网上调研问卷并未关闭，为长期的关注做好准备。’”“调查

问卷填写地址：http://www.wenjuan.com/s/NVRnUv/。” 芝麻：“还留意到正文中的介

绍为：‘网上问卷通过在图书馆馆员QQ群、馆员论坛等平台进行分发，收到有效

问卷 200 份以上。这么多份真佩服。”“我调查来调查去，总共也没有这么多。”“刚录

用就发表了，这速度。” 

 

（23）王波：图书馆馆员正处于最好和最自信的时代 

你若安*：“王波老师的专访啊。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4-06/

06/content_10_2.htm?bsh_bid=424089635。” 

 

（24）图书馆总服务器和数据资源系统如何管理的讨论 

奇观：“各位同仁，贵校馆的总服务器和数据资源系统是放在自己馆管理，还

是归学校网络中心统一管理？我校目前实行大数据管理，学校所有部门的数据信

息都统一在学校网络平台发布，各部门网站都纳入统一站群管理，不知贵校馆是

何种模式？想听听自己馆管理和学校统一管理的利与弊。”空空：“我们是自己。”

“而且我们还承担学校服务器的异地备份。”奇观：“那你们馆相当于承担网络中心

的一部分职能哈。”“有的学校好像网络中心就归图书馆。” 

 

（25）中国数字图书馆如何可持续发展？ 

你若安*：“推荐下《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关于图书馆的信息比较多。http://

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4-06/06/content_9_1.htm。”一凡：“不错！” 

 

（26）周洪宇: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知识生产集团的图景——以‘文华共同体’为基

点的历史考察 

图谋：“周洪宇.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知识生产集团的图景——以‘文华共同体’

为基点的历史考察.新华文摘，2015（4）：134-137.（摘自《国家图书馆学刊》20

14 年第 5 期）原文已上传至群文件。” 

 

（27）王梦奎：我和图书馆 

图谋：“王梦奎：我和图书馆.http://www.whb.cn/zhuzhan/dushu/20141215/2072

1.html该文《新华文摘》2015（4）转载。作者为经济学家。” 

http://www.wenjuan.com/s/NVRnUv/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4-06/06/content_10_2.htm?bsh_bid=424089635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4-06/06/content_10_2.htm?bsh_bid=424089635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4-06/06/content_9_1.htm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4-06/06/content_9_1.htm
http://www.whb.cn/zhuzhan/dushu/20141215/20721.html
http://www.whb.cn/zhuzhan/dushu/20141215/20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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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获取和注册ORCID的讨论 

风舞雪：“各位图书馆同仁，中科院图书馆与国际作者标识符ORCID合作的i

Author服务准备向中科院外推广应用了，免费公益的，如果贵馆想要了解或帮助

本校读者获取ORCID，可以联系我们。”诲人不倦：“已经注册了。”风舞雪：“您是自

己上网站注册的还是通过编辑部注册的呀。”诲人不倦：“自己注册的。”风舞雪：

“哇，现在个人注册的并不是很多呢，很多都是中科院内注册的和通过编辑部注

册。”诲人不倦：“投稿必须注册啊。”风舞雪：“图书馆领域大学图书馆学报，现代图

书情报技术还有图书情报技术应该是要的，中图报好像也快了吧？其他领域的就

不说了。”风舞雪：“国内三大投稿平台三才、玛格泰克、勤云都在升级自己的系统

加上ORCID。”诲人不倦：“知网也有个投稿平台。”刘*花：“我们刚好要上投稿系

统，群里的老师分享下宝贵经验额。”风舞雪：“知网那个没听说。”“投稿系统，国内

基本就这三寡头吧，有的期刊据说也要换Scholarone，那个也有ORCID。”刘*花：

“这三寡头孰优孰劣，亦或差不多。”风舞雪：“这个我也不敢说，没有具体研究过，

请群里搞过这个工作的人发言吧。” 

 

（29）美国大学接受捐助等问题的讨论 

你若安*：“以前看过篇文章，说的是美国很多学校的经费来源家长贡献很大，

所以家长们在学校很有影响力，比国内的家长厉害。”麦子：“知道，但这种事他们

可能认为不是很重要，因为校长就是干这种事的。”晓夜：“家长捐款占学校运营金

的一大部分。”麦子：“捐款大头是校友，他们号称有 34 万活着的，当然，家长也

可能是校友。”晓夜：“家长捐了款就有送孩子入学的优惠了不是。”你若安*：“家长

们捐款应该不是为了优惠。”晓夜：“有很多名人就是这样得到优惠的好吧。”你若

安*：“国内的办学应该向国外学习。国外的富豪慈善做的比较好。”麦子：“有，但

是，你要会运作，而且长期参与，而且钱的数字比较大，起码 1000 万美元吧。”

星辰：“捐款可能是为了让学校培养更多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捐款人用为社会中的

一员，在为社会作贡献时，自己也受益，这是一个目光远大的行为。”晓夜：“捐款

打入美国主流高层，也给孩子搭梯子。”麦子：“而且，你可能也要是比较干净的，

很多人你即使捐，他们都会拒绝。”晓夜：“是，这一点上比中国强多了。中国是什

么钱不管，都要。” 你若安*：“麦子老师，美国现在有上不起学的现象吗。”麦子：

“上不起的还是不少，主要这很难定义，因为你可能欠很多债。”你若安*：“昨天浏

览了篇博文，美国读硕士博士课程比较多？更多是专业课吧？我们学校现在开的

课多数都没什么实际意义。个人认为。”麦子：“硕士博士基本都是专业课，当然，

不少课是本科到研究生都可以读的。其实，如果是本科的话，你有本事能拿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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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什么课都可以上。再难的课只有一些准备课程的要求，比如历史 801 需要先

上历史 301。” 

 

（30）国家图书馆关于组织申报 2015 年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的函 

hero8151：“国家图书馆关于组织申报 2015 年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的

函http://www.nlc.gov.cn/dsb_zx/zxgg/201503/t20150304_97748.htm。” 

 

（31）2015 年 3 月 13 日《图书馆报》 

图谋：“2015 年 3 月 13 日《图书馆报》http://m.xhsmb.com/20150313/edition_

1.htm图谋注：手机报的显示有故障，实际上已更新至 251 期。”图谋：“江水.一体

两翼，东西交流——访甘肃省图书馆馆长郭向东.http://m.xhsmb.com/20150313/ne

ws_3_1.htm《图书馆报》精英访谈专版。上一期为深圳图书馆馆长张岩专访《一

以贯之的‘服务立馆，技术强馆’》。” 

 

（32）关于IFLA图书馆四大社会职能的考证 

王波：“正在开会，急需 1975 年IFLA关于图书馆四大职能原文，能否帮我查

一下。”“修订规程。帮我急弄一下。领导急着要。”图谋：“记忆有误，我以为某本书

的附录有，翻了一下记串了，实际搜索一下。”“比一比谁最先搞定。”王波：“中文翻

译五花八门，以讹传讹。”图谋：“我印象中见过某本书的附录有附全文。”王波：“中

文的搜到了，但是各不一致。因此需要原文，彻底弄清楚原始表述。”广东小*：“T

hen in 1975 IFLA conference reached same comprehension: The library possess

es four social functions: 1) Preserve human cultural heritage; 2) Open social e

ducation; 3) Delive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4) Develop intelligence resource

s.”王波：“确定正确吗？”图谋：“这个检索请求的需求是原文全文。”“我这上ifla网

站也费劲。”王波：“确保正确才能上会。”系统消息：“ 广东小肥羊 分享文件 Deep

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nception and Service of the library.pdf 下载。”广

东小*：“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时间都写的非常明确，应该没问题。”图谋：“我是

试图找原文全文，无奈网络不给力。”XH：“还在IFLA，没结果。”图谋：“这道题不

简单。”“我也已经折腾了好一会。”XH：“前面一些年代的，都没有原文。”图谋：“IFL

A网站本身有若干宣言之类的网页。”“有的图书或学位论文的附录会附原文。”XH：

“王老师肯定也在IFLA上找过了。”图谋：“我印象中是在附录见过。”XH：“关键是

这篇所谓宣言也好，共识也罢，题目都还没找到。”图谋：“国际图联(IFLA)1975

年在法国里昂举行的关于图书馆职能的学术研讨会。”“国内关注度特别高，因为代

表性图书馆学教材引用。” 

http://www.nlc.gov.cn/dsb_zx/zxgg/201503/t20150304_97748.htm
http://m.xhsmb.com/20150313/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0313/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0313/news_3_1.htm
http://m.xhsmb.com/20150313/news_3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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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Then in 1975 IFLA conference reached same comprehension: The li

brary possesses four social functions: 1) Preserve human cultural heritage; 2) O

pen social education; 3) Delive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4) Develop intellige

nce resources.”“这英文像是机器翻译的。”“如果这是上面的英文文章里选的，文章

的作者犯了一个不太专业的错误。他可能找不到原文，于是自己从中文译了回去。

我本人觉得这是大忌。”“另外，这 1975 年的引文，实在太老了。我们本科上课写

文章，规定引文必须是 10 年内的。1975 年，简直是古代了。”图谋：“当前就是在

做‘考古’工作。”“希望会有结果。”“ifla网站本身有点检索功能，只是我这边访问很困

难。”“我觉得很有可能能找到。”“找 1975 年或 1976 年的IFLA Journal。”王波：“高校

图书馆规程参考，发现中英文表述五花八门，找不到最原始的。”图谋：“我在搜索

过程中，有进一步的感受。”“甚至有说 5 种的。”王波：“对。以讹传讹。”麦子：“我能

找的都找了，杜撰的可能不能完全排除。”图谋：“那进一步强化要找到的欲望。”

麦子：“看来我的‘声誉’要毁在这上面 前几天才夸过口。”图谋：“我在逐条排查。”

“这样的检索题目适合圕人堂去‘攻克’。”王波：“可以写篇正讹的文章了。”图谋：“41

st general council meeting oslo, 11-16 august, 1975:  theme: the future of inte

rnational library cooperation    刊名：IFLA Journal 出版日期：1975 期号：No.

3 页码：223-236  。”王波：“发个PDF原文。”图谋：“这个是奥斯陆年会，在法国里

昂举行的关于图书馆职能的学术研讨会上时间或许在此之前后？”图谋：“哦，还

没找到。”天外飞仙：“刚来，发现此话题王老师都发声了。”图谋：“这是在为高等学

校图书馆规程修订工作做实事呢。”“希望诸君支持。”王波：“但是看了也不一定采

用。只是开头看能否参考。”图谋：“辅助工作也是实事的一种。”图谋：“检索词大致

有：IFLA,1975，Lyon,social functions,public library……。”XH：“莫如直接联系IF

LA。”图谋：“谁成功检索出来，可以将检索方法及检索结果梳理一下，供科学网

圕人堂专题发布，有赏。”麦子：“http://ifl.sagepub.com/content/1/3/223.full.pdf。”天

外飞仙：“要登陆才能下载吧。”麦子：“会议议程而已，看了，没有。”“我可以看全

文。”图谋：“我是通过读秀的外文搜索，关注 1975 年IFLA与Lyon关联起来的信

息。” 

图谋：“中午我翻了好几本书并翻墙检索了好一会，上午那道检索题尚无头

绪。”“图书馆学教材，有可能最早见于黄宗忠编著《图书馆学导论》（1988 年），

当前许多表述原始出处源于该教材。”图谋：“蹊跷的是，此类表述中外文献源头均

源于中国大陆。”节能：“最后结果有可能是一震惊的发现。”“1975 年，与中国大陆尚

属特殊时期，该时期对外交流极少。1980 年代国内图书馆学领军人物，第二外

语学习的多为俄语，熟悉英语的较少。”“我想了解的是，1975 年IFLA在法国里昂

究竟开了啥会，会议的名称是什么？参加会议的人大概有哪些人？”图谋：“该时

http://ifl.sagepub.com/content/1/3/223.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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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中国大陆代表参加的可能性比较小。”麦子：“图谋，即使找到, 中国第一个

引用的人如果没有写出处，也属于作假。”“几年前，有个牛人的论文写了出处，但

引文没有引号，也算是作假，随即退出江湖。”图谋：“这个不能这么说。要结合时

代背景。”星光：“2000 年以前国内学者都不太注意引用规则，都是随便写。”“那些年

都不知道知识产权是啥东西！”图谋：“过去科学精神培养及科学研究方法训练均

是比较欠缺的。”“近年有所好转。” 天天天蓝：“是不是 75 年的会议录也应该在里

面。”“通过馆际互借似乎可以。”图谋：“根据线索，那是会跑偏的。”“首先 1975 年的I

FLA年会是在OSLO开的。” 

广东小*：“IFLA 1975 年里昂會議提出的圖書館四種社會職能的觀點是當今

國際圖書館界普通 認可的觀點，它以歐洲自中世紀以來圖書館的發展歷史和歐

洲及發達國家圖書館的現狀為產 生背景，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性。發展中

國家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目標，最需要圖書館提 供技術情報與經濟情報服務，因

而構成相對于IFLA四職能的特殊職能，亞太國家在履行此特 殊職能方面成績突

出。但發展中國家須正確認識二者之間的關係，勿走極端。”广东小*：“A prevaili

ng theory commonly accepted by the world library circles is the IFLA theories

 addressed in Lyon in 1975, which features four social functions of library. Ho

wever, which as its backdrop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library since Middle

 Ages and the status quo of librar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theory overlo

oks the particularit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econo

mic growth as their central target, need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more than anyone else, thus constituting the special tasks of library in additio

n to the four functions raised by IFLA. Countries in Asia and Pacific Areas h

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this respect, though they need yet to hav

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and a

void going to extremes.”“發展中國家圖書館的特殊使命:一種實踐及其理論模式。”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54 民 84.06 頁 99-103。”“这篇文章也提到了。”“作者是：陳

銳。”图谋：“民 84，那就到 1995 年了。”广东小*：“可惜现在打不开这篇文章的全

文。”“台湾那边一般比较规范的，说不定可以找到相关的引文。”图谋：“1975 年在法

国里昂开的是关于图书馆职能的科学讨论会，那四种社会职能是在会议总结中得

到的。”“主要是 1995 年这个时间偏晚。”图谋：“目前我早到国内最早介绍的是，黄

宗忠编著《图书馆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国内的大多数引用源自于

该书。”许继*：“ 最不可思议的是关于图书馆职能的表述。《宣言》中说，‘图书馆

情报机构的唯一职能是响应个体的特定问题和需求。这一职能是对通过媒体进行

的一般知识传递的一种补充’。以前我们的教科书说，1975 年IFLA某次会议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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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有四大职能：保存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学术信息、开发智力资

源（我略有改动故不标引文）。以前有人对我质疑过这些职能，理由是找不到正

式文献。我也有此疑问这姑且不论。图书馆的类型是多样的，其职能也应该是多

样的，这是事实。尽管收藏职能有些难听，但图书馆不应该放弃。至于帮助终身

学习的职能，更是IFLA一再宣称的，图书馆也决不应该放弃的职能。但在这份

《宣言》中，IFLA居然将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的职能压缩到了一点（大概是参考

咨询吧，我的一位朋友知道后笑道，图书馆参考咨询要更牛了），而且它还是大

众传媒的补充！”“10 年前老槐的博文，已經提到這個東東不可考了。” 

图谋：“关于今天那道检索题，当前既未证实，亦未证伪。欢迎感兴趣的成员

进一步挑战。”“当前可检索的资源、检索成本等较十年前有改善，可以进一步试试。”

“其中一个途径是遍历 1975,1976 两年的IFLA JOURNAL。如果未发现任何信息，

或许可以下结论。”“这既是一道信息检索题，又是图书馆学史考证题。” 星光：“197

5 年的会议纪要可能没有整理，我看过别的国际会议纪要偶然检索的，它网站上

记录了几次会议无纪录待续的字样！”“我看得那个是 1983 年、1998 年、2006 年等

均显示纪要空缺待续！” 

 

（33）2015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征文通知 

系统消息：“ 图谋 分享文件 2015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征文通知.docx 下

载。”图谋：“2015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征文通知已上传至群文件，感兴趣的成员

可以关注。” 

 

（34）关于图书漂流活动的讨论 

山大武超：“哪位老师所在馆搞过图书漂流活动？具体是怎么漂的呢？”谢亚

*：“漂的没几本回来。”山大武超：“见不少论文里提到这个图书漂流瓶，不知道咋

漂的。”凤凰：“哦，高校漂是随意漂啊。”山大武超：“像不像馆员向同学推荐本好

书，学生之间传着看？”“不怕漂丢吗？”凤凰：“我们是有组织的漂，不允许回不

来。”山大武超：“其实我也就是个泥腿子。搞高大上的牛人们都很少说话的。”生

清：“@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我们馆每学期都有漂书活动，形式就是把书送给需要

的学生看，所漂图书可以在读者间传阅。”生清：“@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拿出来漂

的书多属，收藏价值不高的书（比如娱乐休闲类过刊），所以不在乎丢书与否，

本来就是送给读者看。” 

 

（35）王汎森：怎样写一篇优秀论文 

星光：“http://url.cn/XKEQcy 。” 

http://url.cn/XKEQ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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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圕人堂周讯》及圕人堂发展的讨论 

图谋：“群文件中，有成员新传了个东东，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传的，我直

接删除了。”“如果是为了分享上传的东西，最好能有个说明。特别是通过文件名无

法确认是什么内容的。”“群成员对于无法确定内容的文件，也请谨慎下载。特别是

exe等可执行文件，避免受侵害。” 

图谋：“刚浏览了一下《圕人堂周讯》的阅读及其利用概况。图谋在想是否真

的是多此一举？”“假如圕人堂没有《圕人堂周讯》会是什么样?”“考虑再坚持两个

月之后，试着停刊。”“当前的周讯，可读性每况愈下。”“议题式交流机制，从当前的

态势看来，即时在等一年，也看不到希望。”静守：“提升方向。”图谋：“我的期望是

通过议题式交流机制‘出彩’，让《圕人堂周讯》有看头，让人愿意资助圕人堂。” 

天行健：“对，也可以引导一些议题。”“有选择性的引导某些议题，让大家参与

进来。”图谋：“我一个人‘受罪’是我活该，折腾的时间久了，连累的人（主要是志

愿者及积极贡献者）多了，我于心不安。”天行健：“你的成绩大家都记着呢。”“不能

有负面的想法。”图谋：“我很可能会选择放弃。”静守：“出口在坚持一下。”图谋：

“操的心太多了。”“发现是无用功。”静守：“没规划就累。”图谋：“这点算是冤死我

了。”天霾心*：“如果一直在群里，且经常登录的话，群里的内容已经看过了，建

议仅仅列几条干条即可。”静守：“以发行近期目标，上市呢？”图谋：“我规划了 10

个月，一个结论：没规划就是累。”天霾心*：“图谋确实辛苦。”山大武超：“王老师

辛苦了。”图谋：“感兴趣的成员，可以浏览群消息记录，我说的每句话，大多数都

是有一定逻辑性的。”图谋：“承诺过的事情，绝大多数均是有头有尾。”山大武超：

“我都是每过段时间会浏览周迅，不是每天必看。王老师不要灰心，。”图谋：“周讯

内容的贡献者还是太少了。”山大武超：“只要是在群里问过的问题，整理过的消息

记录，其实都是有用的。哪怕不是跟科研相关，最起码对后来者是有用的。”山大

武超：“大腕牛人们都不爱说话。”图谋：“可以说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跑堂的在撑

着。”“不是不爱说话，是觉得没意思。”“理想的状态是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天行健：“图情群里，数咱这个群最为活跃的了。”山大武超：“咱群的作用其实

还是很大的，更多的在于信息分享。比如大家看到必较好的文章，看到及时的消

息。”天行健：“嗯嗯，确实。”图谋：“活跃是一种假象。”“因为群主太活跃了。”“真正的

活跃是群成员活跃。”图谋：“我检索了一下群消息，输入‘图谋’，显示搜索到 1559

9 条消息记录。”“输入‘麦子’搜索到 5630 条记录。”山大武超：“我有 2000 条没？”图

谋：“其它的不知道该输入谁。”“我检索了一下 636 条。”“所以说群怎么活跃，实际上

是一种假象。”山大武超：“也不能这么说。”“可能大家多数人比较忙。”图谋：“我的

角度，这么说，也不算胡说。那是有数据支持的。”“或许也可以实事求是的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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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我比大多数人忙。”山大武超：“我很喜欢咱这个群，所以每天再忙也都会注意着

群里的消息。”图谋：“折腾圕人堂毕竟算是我的业余生活。”山大武超：“理解，王老

师的睡眠时间比较短。”图谋：“睡觉的时候，好些时间在想着圕人堂，这点倒比较

符合实际。”山大武超：“咱这个群，应该比图林，e线搞的好。”图谋：“圕人堂要持

续发展，一己之力太渺小了。”“好与不好，需要综合评价。” 

山大武超：“建议下，可以根据群消息多少或者周活跃程度来整理周迅，不必

每周都发，可以两周一次。”图谋：“还得看站在什么位置。”“那样会死的很快。”“那叫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山大武超：“王老师，博客上整理的消息记录可不可以不以

段落来排版，看着不方便。聊天记录里的问题可以直接以结论的形式整理么？”

图谋：“谁来整理呢？”山大武超：“我更习惯直接浏览聊天记录。”图谋：“那就直接

浏览消息记录好了。”“这个简单。”山大武超：“教教我，我可以试试。”图谋：“我们的

周讯整理工作，其实是在做进一步的信息加工。”山大武超：“我不太会整理这些东

西。”“往科学网上放是怎么放上去勒？”图谋：“那需要整理者大量的劳动。”“我们的

‘标准版’是pdf版。”“网页版是粘贴复制过去。不含图片。”湖北黄冈：“盼望这个群能

保持活力，能共享到好多信息。感谢大家的无私分享，尤其感谢群主和管理员们。

我习惯看周迅，觉得整理后主题清晰，节省阅读时间。”山大武超：“直接复制粘

贴？”图谋：“折腾图片进去，太费劲了。”“每期的周讯，抬头就是pdf。”图谋：“而且

周讯内容并不仅仅是群消息。”“按照设计，还有进一步的拓展。”山大武超：“咱群里

有合作搞科研的吗？”图谋：“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的初衷是希望有规整化的信息。”

山大武超：“可以向图林五散人学习。”图谋：“其实他们中有 3位是圕人堂成员。”图

谋：“圕人堂是作为一个平台而存在。”图谋：“真正意义上的议题式交流机制，它是

需要有人去组织、策划、实施的。”许继*：“最近一直生病，说话比较少。一段时

间交流下来看，圕人堂说话的以图书馆一线和图情研究生居多，少见学院派，偶

见专业期刊和周边行业人员。”图谋：“主要是缺乏交流的氛围。”天行健：“学院派

应该会比较少一些。” “多为图书馆界同行。”山大武超：“不说话的可能都比较忙，

顾不上聊天。”许继*：“图谋努力是有目共睹。”图谋：“其实圕人堂的作用，不仅仅

是聊天。”“它可以是科研、工作、生活的助手。”天行健：“是的，聊天过多影响工作，

不聊天又影响群活跃度。”星光：“周讯作用挺大的，没有时间看聊天群消息的，就

直接看周讯节约时间又方便！”许继*：“图书馆e线有一个显著特点，负面情绪和负

面认知较多，少数愿发言领导层次人物也不再说话了。”山大武超：“其实每天抽几

分钟或者几十分钟来群里聊几句，这个时间还是可以有的吧。” 

图谋：“圕人堂可以分成若干组。”“关键是得有人去组织。”许继*：“总是争论而

非讨论，议题式不好搞。”图谋：“当前圕人堂的成员，其实存在很多层次。”天行健：

“对，选择合适的议题很重要。”图谋：“是需要激励机制。”“完全可以搞。”“议题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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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小，参与的人可多可少。”“其实这块的东西，我说过太多了。”山大武超：“可以试

试围绕 2015 课题指南来搞。”图谋：“并不是说在圕人堂大窗，闹哄哄的说个什么

东西。”图谋：“真正要做好一个议题的交流，要做大量的工作。”图谋：“参与的人是

有选择性的，可以交流的。”山大武超：“大多数交流都是浅层次的。问的问题，回

答的不多。”图谋：“交流成果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公开的。”许继*：“议题可以

试着约定时间议题和参与者，小组讨论大窗转或直播。”“如果不做准备，直接发言，

可能就流于表面了。”山大武超：“如果搞议题，补充下资料会比较好，在资料上显

示下自己的研究方向。”图谋：“有的议题可以讨论好几年。”图谋：“关于圕人堂群

的议题式交流机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8873.html2014/7/4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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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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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武超：“实名制更利于交

流，我改下名片。”许继*：“图书馆的地位，作用，图书馆员的身份，职业化，社

会层次，待遇是以往讨论的较多的。”图谋：“有些东西，反复的说，说多了不单多

次看到的成员烦，自己也烦。”山大武超：“也是大家比较关注和在乎的。”许继*：

“比如今天检索的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图谋：“有些无解的问题，可以少谈或不

谈。”许继*：“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没个共识。”图谋：“图书馆社会职能，可以分多个

议题去组织讨论。”山大武超：“大家平时聊天不能抠字眼。容易误会，理解错。”

图谋：“讨论的效果如何，得看组织者及参与者的水平。”“深度讨论，可以视频，甚

至面对面交流。”“圕人堂发展基金的‘远大目标’是做那方面事情的。” 

图谋：“在不能做大事情之前，先做些小事情。圕人堂通过圕人堂发展基金推

动几个议题。”“圕人堂形散但神不能散。”“如果圕人堂全部‘自由’、各说各话，实际

上根本无法自由，存在的价值也不大。”山大武超：“我刚进群的那段时间群里一直

很活跃。”“这几天大家都很沉默。”图谋：“主要责任在我。”“因为我在化缘，影响交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88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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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情。”图谋：“这点我很抱歉，因为 3 月份不做这事，4 月份我估计根本忙不过

来。”山大武超：“你作为顶梁柱其实很辛苦，大家都知道。”图谋：“大家都知道事情

就好办了。”图谋：“其实本来也没我啥事。”麦子：“看来就我废话多：输入‘麦子’搜

索到 5630 条记录。”山大武超：“不能让王老师太孤单。”图谋：“麦子老师几乎没啥

废话。我的废话率相当高。”“还有就是谢谢你若安好的同情。不过其实我也不是想

多说话的，我只是想做点交代。”麦子：“不过我们的确要思考一下这个群的定位。”

山大武超：“信息共享是咱群最大的功能。”图谋：“作为我的角度，我一直在思考。”

山大武超：“可以试着开展学术合作。”图谋：“囿于我的精力和能力，估计只有半途

而废。”麦子：“我是这么看的：这个群的最大功能是聚集人，像其他网站，主要功

能是社交。我不否认信息共享是一个功能，但用这种办法做，效率实在低下，和

listserv比，差太多。每个有用的信息，只能让当时在的几个人受惠，然后几天后

就再来一次。”心晴馨晴：“呵呵。学术交流，说的更细致一些吧！”麦子：“如果在我

这边，我可以在各地开小型的座谈，进行学术交流。”心晴馨晴：“嗯 。”“讨论一些

热点的学术话题。”“和国家、国际性的会议接近一些的话题。”麦子：“不知国内有没

有webinar（web seminar）的可能？”“我觉得这群里就是社交，要讨论东西，太累，

而且受惠的人也少。” 

Lee：“群里有这样一种现象，一部分群友获得自己所需的信息后，销声匿迹

了，一部分没有获得自己所需的信息，也销声匿迹了。另外，正如王老师说的周

讯的利用情况那样，1%的活跃成员贡献大多数信息，却得到很少的回应，久而

久之，会让活跃成员感到疲惫，分享信息的意愿会下降。我想，我们进群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交流，而不是在‘桥上做俯卧撑’，‘在路上打酱油’。”山大武超：“不管平时

的信息是否有用，大家还是有必要在群里说说话冒冒泡的。” “就像回家探亲一

样，时间久不回去，再回去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顿觉陌生。”“人气比较重要。”“或

者说人情味，大家要学会分享。”Lee：“其实大家只要把群主发布的公益作业完成，

对所有群友都是有益的。”暮嫣：“同意你说的。”麦子：“所以，不要说牛人不发言什

么的，不发言的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他们对本群没有贡献，如果你受惠了，起

码冒个泡吧。” 

荷叶：“看到群主及麦子老师的感慨，我想说一句，有可能搭一个为大家合作

的平台么？” “我想，合作的需求在谁都是需要的，或科研，或交友。”Lee：“圕人

堂就是一个平台呢。”荷叶：“不，仅仅这样不够。”沈奎*：“QQ群不适合荷叶说的平

台。”“QQ群的定位就是通知、发消息。这是使用者无法改变的。”荷叶：“嗯，可能

这个工具有局限性。”沈奎*：“QQ群的特点就是快速的信息流。”“就像熙熙攘攘的

高铁站。”“充满了信息的流通。”“但它不是一个交流的咖啡馆。”荷叶：“是啊，所以只

能是像麦子老师说的:在线的受益。”沈奎*：“荷叶其实想说的是一个咖啡馆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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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 荷叶：“嗯，也许我需要的是咖啡馆。”Lee：“QQ群还有很多其他功能呢，

用好了就是一个不多的平台。”沈奎*：“工具好用，人们才会去用。”“稍有强制性、

政策性或其他用起来不方便的工具  人们都不愿意去。”沈奎*：“为了 3 米的路

程，大家都会给草坪踩出道路，就是这个道理。”荷叶：“对于我，群里面的大多数

讨论，没有特别的必要。我这么说，群主也许会伤心。”沈奎*：“这是事实。”其实

不少人都这种感觉。”荷叶：“啊，我真无意让群主难过，他已经很努力。”沈奎*：“这

个没办法，也不是启云能决定的。”“真实的想法 才能让圕人堂有更好的未来。”Le

e：“这也许就是群主力推议题制的原因之一吧。（不知猜对没有）。”图谋：“其实圕

人堂根本就没有进入正轨。”山大武超：“需要牛人牵头，就像学科带头人似的，需

要引导人。”图谋：“牛人是靠不住的，图谋试图出来做点工作，经检验，也是不靠

谱的。”“我做的工作目的不是为了靠a libseeker,而是靠libseekers.”“当前我做的尝

试，主要是一种探索。”Lee：“所以我们都不要‘吝啬’，都积极分享，积极交流。” 

麦子：“我是这么看的: 首先这是个社交平台，和其他社交平台不同的是，来

的人戴了一个图书馆员的面具，鉴于这是个交流平台：不发言的人无法让人受益，

即使这人是所谓牛人。我知道这里的很多发言基本都是没有什么内容的，我自己

是最典型的，我就一个俗人而已，到这里来就是瞎聊。但瞎聊的同时，也会有 1

0%有意义的内容。这是个很实在的东西。你不能要求大家在所有时间都以图书

馆为主吧。不过，如果要精细化，使发言都有所谓内容，这也有一个大问题，发

言量大大减少。一旦发言量少了，群很难维持下去的。我知道图谋一直想把这里

带上正轨，但我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个平台对正规的学术交流限制太大。比

较可行的是把人聚集起来，然后再在网下做实际的事。如果不行，我觉得安于现

状没有什么不好的。如果可以做没法做到的事，可能适得其反。我是退了两个图

书馆群才到这里来的，我是基本满意，因为其他的两个群的内容更是远离图书馆

世界。”一凡：“赞同。做就比不做强，我相信图人堂会越来越好！” 

一凡：“把〈图人堂〉办成一份正式发行的期刊应该不错的。同时创建纸质和

电子版两种形式，可满足不同的阅读方式。栏目设置可宽泛些，亦如其名，文章

的类型不拘一格，当然要有论文。用微信公众号等形式扩大宣传，启动资金可找

明白人估算一下，大家集思广益总会有办法的。”一凡：“已习惯于睡前秒一眼图人

堂，想到哪儿是哪儿，勿见笑哦。”刘*锋：“举全员之力，办一份期刊。”一凡：“赞

同。”“此刊的销量也不是问题，群内所有的馆优先抢拍！”芝麻：“这个刊？”“首先看

办刊的基本要求吧。” 

节能：“大家在聊群发展、进群这么久、说说感受。有受益有收获。但要让它

像创办者期待的那样、可能还是有难度。但因此群主有放弃的思想准备对我来说

还是感觉很可惜的。酸酸地套用长尾理论也好、二八定律也罢来评论群价值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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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有人受益后就不说话的事、其实我理解是对话题的兴趣导致的。群这么大、

总有人说话的。办刊……个人理解起码是尚不靠谱。”图谋：“感谢大家的意见和建

议！”“做为跑堂的，最为实际的收获可能就是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山大武超：“王老

师别太着急了，慢慢来。”图谋：“关于圕人堂，其实可以说有一‘理论体系’，一开

始就有。”“比如周讯的定位，它只是辅助交流的。”“同时，它又是粹取交流精华的。”

山大武超：“是的，周迅比较有用。” “可能很多作用益处都是潜在的。”图谋：“此项

工作建群一开始就抓，从未懈怠。”“这样的工作，假以时日，它是有一定价值的。”

蚯蚓：“王老师：别太着急，朝着目标前进就是。” 你若安*：“最起码已经是业界同

行们最佳的交流方式。”图谋：“可以说它是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我着急的实质在

哪？”“缺乏知音，缺少经费。”你若安*：“王老师比较渴望牛人支持支援。”“除了王老

师，也就麦子老师比较热心了。”麦子：“还是要靠大家的力量，就是闲聊，要人多

才聊得起来。所以，贵在参与，你就是牛人。”你若安*：“社交是咱群最基本的功

能嘛。”“一个人分分秒秒都搞科研的话非疯了不可，更重要的是生活，所以平时聊

聊工作聊聊生活，有经验的交流的心得，都很好。对后辈晚生也不失为一种引导。”

蚯蚓：“每个人的时间安排不同，关注的问题也不一定相同。”麦子：“你们还是很理

解为我的。”“要在闲聊中也能得到一些专业的收获嘛。”“不是大家一本正经在这里

谈什么图书馆大计，那多没劲。”“而且也没有可持续力。”图谋：“关于牛人观，群里

以前多次探讨过。我在简述我的观点：圕人堂不缺牛人；检验牛人的标准是为圕

人堂的发展做了多大贡献。” 

图谋：“我对圕人堂没有非分之想，其实大体与麦子老师相似，只是还有一定

‘本土化’的因素。”“我在网络社群混的时间也不短，1999 年至今，国内图情领域类

的网络社群，我基本都去打过酱油，其中还是其中一部分还算是‘活跃成员’。”“我

折腾圕人堂，那些经历，对我是有影响的。”“我看中圕人堂的两个指标：一是‘深

度用户’占 1%左右；二是群‘活跃度’保持在 30%左右。” 图谋：“直观化一点就是，

以当前成员的规模，‘深度用户’保持在大约 10 名就可以了；‘活跃度’维持在 300 名

左右就足够了。”“注意那是动态的。”麦子：“其实可以每周报一次深度用户名单，以

激励大家的参与。”生清：“赞同麦子老师提议。”图强：“我相信多数人，都在沉默中

关注着这里。看聊天记录，周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许不及时，但是一定抽空

看。”“其实报深度用户名单，那是得罪人的。”“深度用户只是一个事实概念，但无法

公布出来。”生清：“其实我也是一有空就关注圕人堂，这不在新校区的校车上，也

在看群消息。”图谋：“我折腾圕人堂的时间越久，‘得罪’的人会越多。”山大武超：

“真正的学者是有胸怀的。就像大家之前说的谦逊随和。”图谋：“而且，实际上圕

人堂成员本身就有急需帮助的成员。”“我有一个遥远的梦想：等圕人堂发展基金有

了钱，可以考虑为圕人堂需要帮助的成员提供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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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从今天起，圕人堂启用新的欢迎辞：圕人堂欢迎新成员！新成员请浏

览圕人堂 QQ 群规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祝圕人

堂之旅愉快！”图谋：“群规范末尾含圕人堂 QQ 群常见问题（FAQ）解答链接。”图

谋：“这样改进的目的，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进一步重视群规范，以便提升圕

人堂管理与服务水平；二是常见问题解答是累积性资料，不利于新成员快速阅读。”

“圕人堂 2015 年的努力方向是：将圕人堂建成属于咱们圕人的公开、公共、公益

平台。” 

 

（37）高校图书馆借阅量逐年降 

张廷*：“高校图书馆借阅量逐年降 大学生阅读危机如何解 http://librarian.no

tefirst.com/libnews/18826/default.aspx。” 

 

（38）图书馆复本、图书剔旧处理、采购及馆藏评估标准的讨论 

麦子：“我一直说复本问题，因为，我们的书实在没有地方放。但美国的图书

馆的量实在太大，有时在国内看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就觉得这些书真是不应该在

这里。其实，我们真是一个不大的馆，我们这几年处理了大量的纸本工具书，去

年我们扔了包括一套 4000 大本的联邦政府报告，10 个工人，干了三天，装了 6，

7 个像小集装箱一样的垃圾柜子，但目前量还是太大。我挑几个例子说，首先，

参考书籍，就是文科类，我们有世界上各大图书馆的纸本目录，和书目bibliogra

phies, 这些年，扔了很多，但还有不少。然后是各国的百科全书，文学评论，少

则几十上百本，大的上千册。但这些文学评论，往往只是为本科生用，研究者是

不用的。” 

 

照片由麦子提供 

 

平平：“你们处理这些复本，真的是全部扔掉啊。”“国内馆长不敢果断扔掉，这个

涉及资产的问题。”麦子：“政府文件有自己的印刷厂，每天的所有会议记录，立法

都很仔细的记录下来，有联邦政府，政府各部的文件，而很多东西在网络之前的

http://librarian.notefirst.com/libnews/18826/default.aspx
http://librarian.notefirst.com/libnews/18826/default.aspx


圕人堂周讯（总第 45 期 2015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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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 

都只有纸本，所以只能保存。”平平：“我们图书馆太多垃圾书了，都不敢扔，还放

在密集书库，现在越堆越多，都不知道如何办。”麦子：“我们只关注内容保存。”

素问：“关于扔书，我们图书馆八十年代处理过一些书刊，比较烂的，不成套的文

艺刊物，报请了学校批准的。” 广东小肥羊：“嗯，我们就是出于这个目的不剔旧

的。”平平：“你们不怕评估书不够啊。”素问：“三十年前没有评估这一说法。”生清：

“我们也是，连文革时期的毛选都留起的。”“书已经发黄，有些还生霉了，但依然

不敢丢，算馆藏数。” 刘方方：“这个时候就需要密闭书架书库了。”“密集书架。”广

州书童：“我们都没办法不剔旧。”广东小肥羊：“公共图书馆不一样。”“复本多。”“流

通量大。”素问：“但是，现在图书馆馆长似乎是舍不得扔书。其一，书是花钱买来

的，放在书库里又不吃饭；其二，认为这是国家资产，书还可以看是不能算报废

的，学校资产处不会批准；其三，就是评估现在还是沿用 2004 年的标准，只算

册数，不管有用没用。其四，好多馆馆舍面积大，不愁没地方放，就是不用，典

藏移到基藏密集库，还算馆藏。”呆保：“我们学校校长要求我们图书馆捐赠图书给

贫困山区。”刘方方：“这种捐赠还是不要的好。”呆保：“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馆藏量

都达不到评估标准。”生清：“最终苦的是基层人员，总在不断地整理倒架。”平平：

“我们馆也大，但也要放不下了。”呆保：“这个月除刚弄了 1 万册书打包。”平平：“密

集书架也挺贵的。”“要是能捐也好，我们流通实在不想看到这些旧书。”平平：“当时

还花了很多时间修补，我熬浆糊头都熏晕掉。”呆保：“我们捐的不能是旧书。”素

问：“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到过我们省内的一家财经类图书馆，财经类图书更新快，

他们的做法是每年剔旧，剔旧的书还是留一本，其他放置三年，三年没有人看，

就处理掉。现在不知道他们的做法了。”平平：“这种比较科学。”“我们馆很多小小说

一类。”“有点像故事会那种。”呆保：“要求封面完好，后来我们清理捐赠图书的时候

发现，大部分都是全新没有借过的，只是以I、J、K类居多。”呆保：“问题是捐赠

对象是山村的中小学生。”“很多小说都是爱情类的。”素问：“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

学质量评估还沿用十多年前的老标准，算生均图书册数；就是十多年前，这种算

册数的做法也很不科学。”呆保：“我们觉得好的书他们又看不懂。”“是很不科学，但

是要评估，这个还是硬指标。”“要考虑馆藏结构，我们买不到那么多书，因为我们

是中医类院校。”“为了凑数买来的书基本都是垃圾小说类。”“并且副本多。”素问：

“早些天我们就被警告了，说是少了差不多一半，如果达标，必须还建一所图书

馆。我问了一下，说是只算纸质图书，电子图书还不能算数。”“问题是教育部也不

过问藏书种类，就算册数。”呆保：“所以我们捐赠的书很多都是新的，就是把副本

多的文艺书，全新的都捐赠了，至多留 3 本。”“嗯，电子图书不算的。”平平：“评估

标准里确实只算纸质图书。”“这个标准一点都不合理。”“现在还有年进书量 4 册。”

快乐人：“请问素老师，你们学校什么时间教学评估。”麦子：“大家都是做样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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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增加，只增加体积。”呆保：“买书一直是我馆最艰巨的工作。” 山大武超：“大

家可以把这些问题在科研论文里反应，也可在年会论坛上提啊，引起共鸣就有可

能引起重视解决。”生清：“这建议真不错，在此分享下：2015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

坛的链接http://www.sal.edu.cn/2015/solicit.html。” 

许继新：“从传承和占有角度，提倡图书馆尽其所能购买纸本，实体文献资源，

并保存不剔除。”“单从使用和图书馆库容量角度，提倡多用数据库，电子书等网络

版，少买书，多剔旧。素问：“自己内部讨论是没有多少作用的，还得送达上层，

比如校长向教育部官员汇报工作时，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说服那位负责官员。也

许负责编制标准的官员并没有想到多少册多少种有什么区别，这样比写N篇论文

有用，其实这个事情几句话应该可以整明白的。所以，首先是校长应该知道册数

和种数、图书质量、电子图书有什么区别，大致是什么门道，校长都整不清楚，

那他也只能认同教育部的规范了。”许继新：“应该是新的标准出不来，所以沿用旧

的。”星光：“万一校长也想少花钱呢！”许继新：“生均四册外加新书要求，那就是特

别是学术教参之类书籍的市场保证。”生清：“或许校长也是评估要求的执行者，估

计根源还是在制定评估标准的专家。”山大武超：“归根结底是‘图书馆’在整个国家

层面从上到下还没有被充分重视起来，也是现在国民阅读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素问：“生均几十册一百册还是得花钱，钱并没有少花。我昨天看了数据库里的一

篇文章，说是为了达到生均册数，全馆总动员，一时间出动大批人马到处买书，

先买了进来再说；有学校还动员毕业生捐献不要的旧书。”许继*：“那个属于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式聪明了。”素问：“馆长一般不可能跟教育部的官员直接接

触，只能是馆长先说服校长，然后校长再去跟教育部官员沟通。”清华陈*：“典型

的舍本逐末。”星光：“临时凑合。”素问：“和 1958 年炼废铁是一样。” 广东小*：“这

个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是执行的时候出了很大问题。”“如果图书馆一年都按照这个

要求去做，对图书馆馆藏建设是很好的，但是很多学校是只要不评估，就对图书

馆投入非常少。”星光：“还是没有种数细则的问题。”广东小*：“结果为了评估，只

有突击。”陈慧鹏：“所以应该把馆藏量改为历年新增图书册数。”广东小*：“要求的

本义是保障办学的基本资源。”“评估标准里面有两个要求，一是累计量，二是当年

新增量。”“我们现在拿着这个去找学校要求经费预算，学校还是认的。”许继*：“对

图书馆保障学生阅读的要求太高了。”广东小*：“一年新增10万册也是达到要求。”

许继*：“书多的学生都不想读了。”“如果要求公共图书馆也这样买书，国家图书馆

面对 13 亿以上的国民，大概国内图书要买光的。”星光：“传统文化吧，多就是好，

多子多孙就是福，孩子质量不管！”素问：“新增加的书，也要看什么书，有多少学

术价值。现在大学图书馆藏书弄得跟社区图书馆差不多了，N多的非学术印刷品，

似乎学校高层对这个问题无视，可能是他们的盲点。”星光：“都在忙着引进人才，

http://www.sal.edu.cn/2015/solic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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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计划什么的。”奇观：“一个人一生的非功利性阅读，除了儿童和老年时代，中

间这段可能就是大学时代了，所以高校馆的馆藏非学术的不能都排外，但要注意

出版社和版本，考验的是图书馆科学明细易操作的资源建设政策，以及采访人员

的专业能力和智慧，何况高校馆向社会开放也是个趋势，即便目前开放程度还很

那啥。” 

 

（39）图书馆缩微卡（microcard） 

麦子：“似乎这不是个好话题，好吧，大家是否见过缩微卡，microcard。我们

有很多这个，如果是书的话，那占的体积更大。”麦子：“这都不是书。”花香满衣：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缩微卡吗？”守望者：“怎么使用呢。”hellen：“国内这种缩微卡

用得不多吧。”花香满衣：“我确实没见过。”守望者：“要专门的阅读器吗。”麦子：

“政府文件完全是个我不懂也不想懂的东西。”“有专门机器，而且这不是缩微胶片

和胶卷。”“这又是两类不同的东西。”“microfiche, microfilm。” 

   

 

 

 

 

 

 

 

 

 

 

 

 

               照片由麦子提供 

 

（40）2015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主题 

山大武超：“分享下 2015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主题。” 生清：“2015 高校图书

馆发展论坛的链接http://www.sal.edu.cn/2015/solicit.html。” 

 

（41）61 Non-Librarian Jobs for LIS Grads 

山大武超：“哪位英语比较好的老师帮忙简译下这 61 个适合图书馆专业的非

http://www.sal.edu.cn/2015/solic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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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工作。http://infospace.ischool.syr.edu/2011/12/23/61-non-librarian-jobs-for-li

brarians/。” 

 

（42）圕人堂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系统消息：“生清 发表动态拍摄主体：各地图书馆（含各种类型） 拍摄角度：

正面。看得清楚馆牌为佳，一张无法反映全貌的可以多张（3-5 张）补充。 图片

大小：1M以上（不超过 1... 查看。”“我也来点实际的，用行动支持图谋老师。”Lee：

“上传图片及添加图片信息的方法见图谋老师博文附件。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857286.html。”Lee：“圕人堂于 2015 年全年面向群成员征集图书馆照

片。目的是为了让群成员走近/进图书馆，更好地了解图书馆、关注图书馆，同

时希望有助于促进图书馆间的‘共知共建共享’。照片要求如下：   拍摄主体：各

地图书馆（含各种类型）。   拍摄角度：正面。看得清楚馆牌为佳，一张无法反

映全貌的可以多张（3-5 张）补充。   图片大小：1M以上（不超过 10M。JPG

格式高清照片）。   摄影器材：不限。   拍摄说明：请做简单文字说明（包括

拍摄时间、馆名、拍摄者）。活动全文及照片上传、添加信息的方法见图谋老师

博文：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谢谢各位老师的分享。”Le

e：“经测试，手机上传照片到相册时，可以批量添加照片信息。PC端貌似只能一

张一张地添加。”Lee：“在上传完照片后，在相册里查看自己上传的照片。在照片

右上方会显示上传者、照片名称及上传时间。上传者头像下有添加照片简介的提

示。”Lee：“谢谢各位圕人，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上传照片后，如果您还没来得及

添加照片简介，请照图所示，做简单的文字说明。”蚯蚓：“理解图谋老师的良苦用

心，也体会到了图谋老师的各种付出。” 

 

 

 

 

 

 

 

 

 

（43）CASHL/汤森路透西部馆员培养与交流合作项目’获选名单 

Lee：“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1001603821393895684831&vid=1

337976842&extparam=。”“2015 年度‘CASHL/汤森路透西部馆员培养与交流合作项

http://infospace.ischool.syr.edu/2011/12/23/61-non-librarian-jobs-for-librarians/
http://infospace.ischool.syr.edu/2011/12/23/61-non-librarian-jobs-for-librarians/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1001603821393895684831&vid=1337976842&extparam=
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1001603821393895684831&vid=1337976842&extparam=


圕人堂周讯（总第 45 期 2015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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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 - 

目’获选名单。” 

 

（44）德国式阅读及国民阅读的讨论 

山大武超：“德国式阅读的力量。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77b3c30102e

h3z.html。”山大武超：“德式阅读，值得国人学习。”系统消息：“山大武超 分享文件

 14:04:35 德式阅读.doc 下载。”鹧鸪飞：“德式阅读的出处在哪里,能一并告之吗?”

山大武超：“齐鲁网，但是作者署名为本站小编，http://book.iqilu.com/yjrw/qmydj/

2014/0623/2035596.shtml。”素问：“阅读要从娃娃抓起，养成读书习惯。国人喜欢

带响的聚众活动，打牌、广场舞等等，看书太安静了。吃餐饭都吆五喝六的，何

况看书。”山大武超：“时下大家都提倡阅读推广，全民阅读呢，国人需向德国人学

习啊。”鹧鸪飞：“恩,我最近就是在了解全民阅读的东西。不知道除了美国、韩国、

日本、俄罗斯，还有没有其他国家有阅读立法的？”映山红：“‘一个家庭没有书籍，

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户’德式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习惯。这正是中国目

前开展全民阅读，书香中国的梦想啊。”茹玉：“读书要潜心静下来安静地阅读啊感

觉当下的国人太过于浮躁太过于急功近利啦。”素问：“如果遇到需要等待的场合，

就火往上窜，连过马路等红灯都嫌烦，哪里能一个人安安静静气定神闲看书。没

有耐心，只想着快速起效，多少年的习惯了，不那么容易改变。图书馆员起到的

作用就是绵薄之力而已。当然，如果推广《怎样快速发财》、《炒股技巧》还是有

人会积极阅读的。”山大武超：“包括很多问题，都是国民不重视文化、不重礼教造

成的。”茹玉：“综合素质。”鹧鸪飞：“大陆江苏和湖北都已经立法保障阅读了。”郑

继来：“还下发文件，江苏各城市，搞阅读推广促进会。”奇观：“深圳也搞得比较好

吧。”鹧鸪飞：“深圳也快了，已经征求意见啦。” 

 

（45）王波老师著述目录 

山大武超：“王波老师著述目录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d9f71010000

6u.html。” 

 

（46）国内比较适宜参观的“优秀图书馆” 

洞庭水手：“我馆想前往上海学习参观图书馆，首选是吴建中、刘炜等大师们

的上图，另外还有哪些馆推荐不？兼顾到图书馆建筑、理念方面。”“还去了上海大

学，是因为有校友在那里，也还不错。”奇观：“我们去年去了上海交通大学，建筑

不算出彩，但馆员素质和服务的确一流！”Desper*：“去上海，必须得去上海交大

图书馆看看啊。”茹玉：“名校效应嘛。”Desper*：“也不算是名校效应吧，上海交大图

书馆的馆长陈进，确实很有想法的。” “他们的在学科服务方面，现在在高校里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77b3c30102eh3z.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77b3c30102eh3z.html
http://book.iqilu.com/yjrw/qmydj/2014/0623/2035596.shtml
http://book.iqilu.com/yjrw/qmydj/2014/0623/2035596.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d9f710100006u.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d9f710100006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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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就是无人能比的。” “我们在学科服务方面最在最前面的，也就算是上海交大和

中科院了。”奇观：“对的，拿回来的材料那工作做得，实在佩服。”Desper*：“而且上

海交大在技术开发方面，也很有实力。”奇观：“还去了厦大翔安校区，建筑是高大

上。”奇观：“他们进人，最低硕士以上，而且是 985 的必须。”茹玉：“厦大翔安本科

校区很不错哦。” 

蚯蚓：“群里有哪个图书馆实施了RFID项目？能否分享些管理经验？先谢

了。”平平：“我们有，还在摸索之中。”奇观：“这个很多吧，但我们不是，交大和上

大都是。”蚯蚓：“烦请提供些自助借还、书库管理方面的经验。”洞庭水手：“我们是

中部三流高校图书馆。”“新馆正在建设。”平平：“我们也三流。”“自助借还你需要什

么经验，我们用了半年。”蚯蚓：“我们馆正在实施，但没有这方面的管理经验。”

平平：“这个需要什么经验，不是买标签贴起来就可以了吗。”“标签加工的话，可以

外包也可以自己做。”老汉儿：“我们即将修新馆,群里的朋友们请帮忙推荐几个新

建的馆让我们参观下。”蚯蚓：“特别是在书库的管理方面，需要多少人来管理？因

为个人认为，乱架会比原先开架时更乱。” 鹧鸪飞：“广州馆我去学习过，是很不

错的。”奇观：“广州当然去中山大学啦。”洞庭水手：“上海图书馆站 浦东新区图书

馆 。”奇观：“去北京也不错，优秀馆比较集中可以一网打尽。” 

 

（47）术语“图书馆”的来源检索及考证 

hero8151：“哪位知道‘图书馆’一 词何时从日本传入中国？我一时找不到具

体文献记载。”“我想知道这个术语的来源。”闲逛的猫：“据《在辞典中出现的‘图书

馆’》说，‘图书馆’一词最初在日本的文献中出现是 1877 年的事；而最早在我国文

献中出现，当推《教育世界》第 62 期中所刊出的一篇《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时

为 1894 年。”“百度出来的。”山大武超：“这来源估计比较多吧，最早提出‘图书馆’

一词谁提出的？”hero8151：“找到一篇《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4 年 01 期 从‘藏

书楼’到‘图书馆’的术语演变  吴稌年。”hero8151：“这所谓的’《在辞典中出现的‘图

书馆’》‘怎么查不到啊？是不是虚构的？”星光：“是一篇散文杂文所以查不到啊。”

hero8151：“在读秀上查到，有些书引用 《在辞典中出现的‘图书馆’》，但《在辞典

中出现的‘图书馆’》本身就很蹊跷。”山大武超：“刚看的图书馆一词首现于中国文

献的，还有说是江中考的《图书馆学绪论》，刊载在《交通日报》1917 年。”山大

武超：“所以图书馆一词的出现肯定早于辞典的记载。”许继*：“夫学校为开文化之

原……唯广设图书馆可耳……”“我这里看到了 1899 的。”“外论汇译：论图书馆为开

进文化一大机关（译太阳报第九号） 《清议报》 1899 年（第１７期，1073-

1078 页）” wangwen：“@许继新 许老师介绍经验吧。”许继*：“需要什么信息，判

断用什么工具，基本思路比较简单的。”“刚才我用的全国报刊索引。”wangwen：“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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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什么关键词呢？”许继*：“很简单，图书馆。”许继*：“可惜不能全文检索。”“所

以查到的只是到 1899 年。” 

 

（48）关于汽车图书馆 

映山红：“http://weibo.com/at/weibo?topnav=1&wvr=6 你了解汽车图书馆

吗？”山大武超：“都有哪些地方现在有汽车图书馆？辽宁好像有。”wangwen：“htt

p://www.cpin.com.cn/html/tlmb/785156.html。”Chris：“辽宁省馆有。”奇观：“湖北有

汽车馆，洛阳也装了。”wangwen：“天津也有汽车图书馆。” 

 

（49）吴小毛：借书趣事 

图谋：“借书趣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875344.html 作者：吴小毛

 来源：学习时报 2015-3-9。”图谋：“武夷山先生博客转载的一篇文字，感觉蛮有

意思，转帖一下。” 

 

（50）武夷山.鲁索教授编制的文献计量学发展大事年表 

图谋：“武夷山.鲁索教授编制的文献计量学发展大事年表.http://blog.sciencen

et.cn/blog-1557-874940.html。” 

 

（51）网络数据库中未收录的论文如何下载的讨论 

heng：“本人想下载一篇北师大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仅在万方中有摘要，在

知网和维普中没有，通过本校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传递的文献不是自己想要的，想

请北师大图书馆老师帮忙 传递下。”Lee：“这位同学要的文献道客巴巴有。”“无奈

积分太高。”默默：“道客巴巴还不错的。”Lee：“像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好几次了。

知网万方没有，豆丁和道客巴巴却有。”默默：“我也有遇到，百度文库也有。”“数据

库没有。”“或者去云盘。”草草：“那此类文章发表的杂志数据库不收？是非学术

类？ ”Lee：“云盘也是个好东西。但是自从去年五月份以来，各大网盘加大处理

力度，很多文件稍纵即逝，孤零零地放在云盘里，别人无法获取。”默默：“可能个

人分享吧。”Lee：“不是数据库不收，多数是作者不愿意分享。”默默：“看到摘要不

错了。” 

 

（52）图书馆阅读推广 

①抽奖送书活动 

annyhe：“2012 年我们馆读书节组织过一次活动，整个活动学生们参加时兴高

采烈，图书馆没花一分钱，还在媒体上做了免费的宣传。有需要具体材料的老师

http://weibo.com/at/weibo?topnav=1&wvr=6
http://www.cpin.com.cn/html/tlmb/785156.html
http://www.cpin.com.cn/html/tlmb/78515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87534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8749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8749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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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联系，希望这次活动能对你们有用。” 系统消息：“annyhe 分享文件 22:20:18

抽奖送书活动.zip 下载。” annyhe：“抽奖赠书活动的过程：第一步：发捐书漂流

倡议书。老师去各学院发动院系的老师捐赠书籍，学生们发动同学捐赠书籍。将

有各位老师、同学亲笔签名的书搬至图书馆后并登记在册，在每本书的扉页中夹

有一张说明书，内容为请该书获得者阅读完毕后将它送入图书馆图书漂流空间。

第二步：在书的背脊上贴阿拉伯标签。1 一多少号。第三步：准备一个能摸奖号

的红色大纸盒。里面放了与书相对应的标签号。第四步：活动日在学生流动最多

处食堂门口设立摊位，拉横幅，贴海报（海报内容见附件）。有兴趣的同学将自

己姓名、学生证号登记后参加抽奖。在摸奖号的箱内摸到哪本书就是相对应标签

号的那本书。第五步：乐意留下当日参加活动心得的同学在海报上写下留言心声

（见照片）。第六步：将获得某书后同学的留言反馈至赠书的老师与同学。 做海

报横幅的花费由移动公司赞助，海报上留下移动公司的宣传标志。活动前学生去

通知了柳州日报社，他们派了记者来采访。因为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所以新闻很

快见报。” 

②‘读书生活微视频’大赛 

天天书香：“‘读书生活微视频’大赛成功举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

3ff2b0102vobo.html。” 

 

（53）2014-2015 年中国图书馆学专业大学竞争力排行榜 

Lee：“http://m.gaokao.com/e/20140416/534e3513c3ea9.shtml?_wv=5。”山大武

超：“山西大学被忘记了。”管员*：“南京大学都能被漏掉。还是把南京写成南开

了？”安哥拉兔：“而且北大在中山后面。”“这个排名还是要注意点。”鹧鸪飞：“那个

排名可靠吗？我的母校四川大学都没有 19 进 15？桑心啊！”广东小*：“你的母校

都没有这个本科专业了，何谈排名。”山大武超：“山西大学也没有本科专业，所以

也被漏掉了。”广东小*：“北大这个专业招生好像不在多，也不是每年坚持招，所

以排在后面很正常。”鹧鸪飞：“哦！对哦！四川大学图书馆学从 06 级就变成信息

资源管理了。” 广东小*：“信息资源管理跟图书馆学是两个并列的专业。” 

 

（54）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2015 年毕业生招聘 

annl：“我们图书馆今年招毕业生，有今年毕业的人才欢迎来应聘：http://rsc.

hebtu.edu.cn/articleinfo/detail_25_78_471.html。”山大武超：“明年还会招么？”ann

l：“明年还会招。” 

 

（55）图书馆“晒书”的讨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vobo.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vobo.html
http://m.gaokao.com/e/20140416/534e3513c3ea9.shtml?_wv=5
http://rsc.hebtu.edu.cn/articleinfo/detail_25_78_471.html
http://rsc.hebtu.edu.cn/articleinfo/detail_25_78_4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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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飓风后瓦努阿图学校晒书” “今天的新闻。”“上一次图书馆晒书是多

少年前？”天蝎小昭：“我们也晒书。”“之前书被水给泡了，晒了好久。”素问：“@天

蝎小昭 那怎么晒？ 。”天蝎小昭：“跟这个差不多。”“我们是假期房屋漏水。”“一面

墙的书都湿了，而且都是 J 类和 TP 类的。”许继*：“晒书是一种现象。有时候可以

作为活动搞搞。校园里，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图书馆在附近的大草坪什么上面，

把一些书拿出来晾晒，我觉得对学生很用视觉冲击力。选什么书很重要。”高S：“我

是觉得晒书得讲究方法不能随意摆放，感觉好不珍惜书，搁地上，地上脏又潮呀。”

素问：“@许继新 这种活动好是好，就是不好管理。”许继*：“是的。”“书库里的书灰

尘，书虫，发潮，我觉得晾晾是很好的办法。”“如果浸水了，光晒是要晒坏的。”

天蝎小昭：“我们先是阴干，然后打药，再晒。”“弄了大半学期。” 

  

 

 

 

 

 

 

 

 

 

 

 

（56）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默默：“http://www.nssd.org/。”默默：“简单注册即可使用，每人每天可下载 50

篇，在线阅读 200 篇。” 

 

（57）侨联外派出国到东南亚国家传播中华文化 

平平：“对了，现在侨联有外派出国到东南亚国家传播中华文化的，群里有没

有人去过。”“我看要的人大部分是中文、幼教、民族音乐一类，就没说要图书馆学

的。”“要是外语好的话，可以去外事办吧，申请外派国外，不限于东南亚的。” 

“我是想知道，学图书馆的有没可能出去，这个外派的要求挺高的，至少不能给

祖国丢脸。”星光：“平平，那个就是去孔子学院吧，啥专业的只要考了对外汉语资

格证都可以去，北大信息资源管理副教授还是泰国孔子学院院长呢。”“这跟来中国

外教要考国外英语教学资格证一样一回事，我校一外教以前在美国是开超市的。” 

http://www.ns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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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新馆布局中电子阅览室的讨论 

尚·勤：“有没有讨论过新馆的功能设置的问题呀？”“比如电子阅览室放在楼

层的哪里好？”“底层还是高层？”许继*：“电子阅览室收费么。”“建议考虑人流量越

大越底层。”山大武超：“本科时候是刷卡，需交费的。在二楼东侧。”尚·勤：“不收

费。”“总共四层，大开间建筑。”许继*：“个人观点，不收费就不要专设电子阅览室。

电子阅览电脑可以广泛分布在图书馆各个地方。” 

 

（59）图书情报工作近期录用论文 

王善*：“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064

45538&idx=1&sn=3352434fd1433ba44d4af3e181c28080#rd。” 

 

（60）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2013-2014 年度文明创建特色展示 

图谋：“心系校园 创新服务 ——图书馆 2013-2014年度文明创建特色展示 h

ttp://wmzx.shnu.edu.cn/Default.aspx?tabid=10849&ctl=Details&mid=23118&ItemID

=155610。”“我觉得好些工作确实很给力，比如：‘发掘馆员潜力，提升馆员业务水

平和科研能力。鼓励馆员攻读研究生，两年中共有 7 名馆员获得硕、博士学习资

格；积极组织申报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项目 1 项，市级、校级项目 3 项，核心

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20 篇。’。”“‘探索国际化交流的途径，建设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连

续两年每年选拔 1 名馆员赴美国大学图书馆访学一个月；安排 2 名馆员到港台大

学图书馆考察学习一周，开阔了视野，提升了水平。’。” 

 

（61）图书馆内布置的英文翻译 

麦子：“昨天有个这里的朋友让我看看他们馆内布置的英文翻译。其实原来的

翻译还是蛮不错的，我稍微做了一些调整。这里贴一下，让大家参考。我把他们

原来本地专有的一些东西除掉了。另外，我也没有征得原主的同意，因为这些东

西很常见的。”麦子：“总服务台（General Service Desk）、   Main Service Desk. 

General 往往指出综合的.报刊阅览室（Newspapers Reading Room）Newspaper a

nd Current Periodical Reading Room 新书典藏室: Newly Arrived Books 自修区

（Self-access Room）   Self Study Area 办公区域（Office’s Area）Office Area

文艺专题书库（Literature and Arts Stack Room）:   Literature 其实是文献的意

思，如果是休闲文艺书，包括非小说类，最好是 Leisure Reading Room, 如果光

是小说类：Fiction Reading Room 培训室（Training Room）、 Instruction Room

是最常用的，而且也好听。人文社科书库（2）（Social Science Stack Roo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06445538&idx=1&sn=3352434fd1433ba44d4af3e181c2808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06445538&idx=1&sn=3352434fd1433ba44d4af3e181c28080#rd
http://wmzx.shnu.edu.cn/Default.aspx?tabid=10849&ctl=Details&mid=23118&ItemID=155610
http://wmzx.shnu.edu.cn/Default.aspx?tabid=10849&ctl=Details&mid=23118&ItemID=155610
http://wmzx.shnu.edu.cn/Default.aspx?tabid=10849&ctl=Details&mid=23118&ItemID=15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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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tacks 自然科学书库（Science Stack Room）、 

 Science Stacks 中央控制机房（Central Control Computer Room）、Server Roo

m 或者是 Central Control Room 教师阅览室（Teacher’s Reading Room）、Facul

ty Reading Room 要好太多古籍书阅览室（Ancient books Reading Room）、 Ra

re Books Reading Room 境外原版书阅览室(Original Edition Books Reading Ro

om)、 不知道有些什么语言，还光是英文，如果多种语言：Books in Vernacular

 Languages, reading room 有点多余工具书阅览室（Reference Book Reading Ro

om）、  Reference Collection 是最好的, reading room 有点多余，因为这些东西

是查，不是阅读的。”图谋：“这样的分享非常有参考价值。”生清：“收下，这分享来

得太及时。”麦子：“有一点要说的，国内喜欢直译，逢室必译，但实际在美国很少

译的。比如主任办公室。”“Department Chair 就可以了。”许继*：“现在少了。领导办

公室一般都不标出来了。”麦子：“我是说，room 之类的都可以不要，前面的部分

就可以了。”“不过这个翻译的确很重要，我经常看到有人纹身中文字，但都写错了，

实在很可怜的。” “所以，还是要看这些东西是如何定义的。”映山红：“感谢麦子老

师，已收藏，备不急之需。”麦子：“不过，翻译的确要做好，否则其他人看了，口

里不会说，但印象就不好了。”麦子：“尤其我在这里，如果其他群友来了，看到你

们译错，一定会怪到我服务不到家。”图谋：“国内图书馆的机构设置及机构职能，

缺乏‘标准’，一定程度上是造成五花八门的原因之一。” 图谋：“好些时候直接翻字

典或借鉴他馆，无法达意。有的馆会请英语专业人员帮忙，如果直接采用，好些

时候也存在缺憾。” 

 

（62）图书馆艺术类书架及家具的讨论 

wjew：“@麦子 请问，贵馆是否有美术类（不规则类）图书的专门订制的书

架？我现在遇到美术类图书，不能立起来，高度超了，只能平放，但不统一美观，

并且书架数量不好控制。”山人常宏：“只能定制了，或者用博古架的方式。”天天天

蓝：“你们读者阅览桌都是定做的，书架也定呗。”山人常宏：“我是用博古架。”图

谋：“艺术类等图书的的排架问题是现实问题。”山人常宏：“建议和家具厂商洽谈

定制。”“艺术资料很多都是8K或者4K。”“普通书架是没办法。”图谋：“那些图书基本

无规矩可循。”山人常宏：“或者你咨询一下中国美术学院等，我帮你问一下他们也

行。”wjew：“好的，博古架，一般图书馆没办法，空间是个问题。”图谋：“群里估计

有不少圕人有研究、有实践，期待传经送宝。”山人常宏：“艺术类院校应该有办

法。”平平：“艺术书只能定做大书架。”“而且管理起来很难，学生一翻就乱七八糟

的。”图谋：“圕人堂的价值在于直面现实问题，并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平平：“还有

些像书店那种放，一本一本立着，还有平放着。”“我们馆也面临这些问题，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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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临摹作品的，好大一本。”许继*：“艺术类图书永远想不到下一本买来的是个

什么造型的。”平平：“一般有 2 类。”生清：“@山人常宏 我们馆处理这类图书，多

用调整书架层高来解决。”平平：“一类不是很大，一类是太大了，不是很大的就定

做书架，加高加宽，很大的就立着放。”“有点像机场放刊的那种。”“单纯调高也不行，

还要加宽。”“我们艺术类书都不按分类号，有些书太厚有些书太薄，还大小不一。”

图谋：“我建议，有条件的同行，可以多晒些图。这样更容易获取‘灵感’，或直接

供学习借鉴。”“把自己认为好的做法，晒一晒。”图谋：“部分圕人直接是一线的，有

现实条件。” 

 

照片来源：网络  照片由许继新提供 

 

天外飞仙：“艺术类图书是一个问题。”生清：“这个更像是在书店。”一帆风顺：“这

种书架藏书少。” 

 

  

 

 

 

 

 

 

照片由平平提供 

 

平平：“我们是这种，还要宽些。” “没法，乐谱一类的可以放。”图谋：“艺术类

学院的圕人，可以多展示展示。”山人常宏：“哈哈，五花八门，建议像家里装修一

样，自己打家具吧。”“几册好解决，大量的不好弄，建议化整为零。”图谋：“分级分

类。”许继*：“编目的时候就把异形书标出来，典藏的时候典到专门书架上。”山人

常宏：“艺术门类分类也不好弄吧。”许继*：“专门典出来的估计量也就不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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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专门的艺术类院校圕人，也许他们有经验。”许继*：“报刊架什么的就可以

放，专门横着放也可以。”平平：“我也想问艺术的你们如何分。”平平：“我们馆直接

分成音乐美术两类，然后乐谱放一堆，画册放一堆。”“不看分类号。”“有时排架就是

按形状来，同一形状的放一起。”山人常宏：“美术：油画、国画、书法碑帖、工艺

美术、建筑艺术、民间艺术等等。”“此外什么摄影、集邮等等。”“雕塑等等。”“看过国

内外最少 20 种以上艺术史分类，都不统一。”天蝎小昭：“艺术类的书真的是很头

痛，太有艺术感了！”平平：“哈哈，都一样啊，我们管理人员都不想去理了，说像

鸡窝一样乱。” 麦子：“说到家具，我们学校在 98 年买了新家具后没买过，这次要

重新布置一下，目前中意的是 steelcase，这个公司在中国也有。前天，他们居然

派了一架 Lear jet 到我们附近的机场，那我们负责的两个人请到他们在密歇根的

总部参观两天，费用都是他们出。这两个人负责一个选家具的任务组，一个是管

后勤的，另外是一个年轻馆员，都是最近刚招的。”“他们 5，60 年前的家具我们要

在用，就是样子老一些。”素问：“单给图书馆买家具还是学校其他部门一起买

呢？”麦子：“就是图书馆。” “我们都是各顾各的。”生清：“经费是学校统一划拨

吗？”麦子：“大约就是几十万，但去的人说，他们很重视，10 几个人和他们开会。”

麦子：“经费是年度预算里的。” 

素问：“@麦子老师，管后勤的人是图书馆专职管后勤的吗？” 麦子：“是，只

管图书馆的，我和此人很投缘，所以，要安排什么东西都很方便，此人很有能力，

而且自己动手多，他原来是 ups 的，经验很丰富。”许继*：“我们图书馆五六十年

的家具基本都消失了。”素问：“现在我们学校买家具包括书架、电脑等，要设备处

统一招标。”“其实，那些老家具比现在的好。”许继*：“而且越新的家具坏的越快。”

麦子：“Steelcase 的新旧东西质量都差不多，都是铁产品的，几百年都不会坏。”

麦子：“我们 98 年的，为了省钱，用了一架比较便宜的，而且都是布，木的，质

量不行。”生清：“Steelcase 的家具真是好，我们统一招标采购来的家具，都禁不起

检测。”许继*：“国外图书馆用密度板刨花板的家具么。”麦子：“有。”“便宜嘛。”许继

*：“现在基本都是这种家具了。再就是钢铁结构的。”素问：“我们小时候，在父母

办公室看到的苏联式样的木桌子木椅子，也可以用几十年。可惜后来因为式样老

旧，很多单位都处理了。多年前在师大图书馆还看到过那种阅览桌阅览椅，不知

道他们处理了没有。”麦子：“好的学校就不同。”许继*：“实木家具是基本不能想

了。”“以前老式的桌椅质量很好，处理却是按烂木柴收。工厂里打成碎末再做成密

度板。”生清：“关键是高密板的家具聚到一起，甲醛含量让人畏惧。”许继*：“味道

十足，甲醛经年不消，质量问题。”素问：“我这里二十多年的密度板家具还有些许

气味。”“还怕引起血液病。”麦子：“好的家具太贵，这是我在普林斯顿看到放在走廊

里的。我看过类似目录，这椅子大约 300 美元，甚至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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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麦子提供 

 

素问：“大概三十年前，我们学校还有木工房，有在编的木匠师傅。”生清：“以

前的木工房，现在多被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了，在编的木工师傅也提前退休了。”

山大武超：“实木家具现在比较贵。农村结婚一般会做家具，床沙发之类的。前几

年做个大床手工费都 1300，现在估计也得一千五六啦。”许继*：“现在除了房子和

水电要修，其他都不修了，坏了就换的理念深入人心。”山大武超：“木料都是自备

的。”山大武超：“高密板家具坏得很快。”星辰：“实木的太贵。”平平：“如果打家具，

只能用高密度板。”山大武超：“木料也成问题，农村现在的木匠也越来越少了。”

平平：“实木的还有原木和拼接木头，后者很水。”平平：“现在谁让你砍那么多木

头。”“能买个贴木条的就不错了。” 

 

（63）图书馆微信运营 

麦兜：“向图人堂的同仁请教一下，贵馆微信运营是自己馆在做，还是外面的

公司在做捏？”图谋：“这个有专门的文献。”“群文件中也分享过数篇。估计参考价

值相对更高。”图谋：“该时间前后的《圕人堂周讯》亦可关注，圕人堂群有较多讨

论。”纳兰：“@麦兜 肯定自己做的公司做的都有啊。能自己做就自己做，自己不

能做就请人做呗，我知道超星可以做。”图谋：“这个资料中亦有相关内容。有数家

公司介绍与展示。”“当前我这样的‘导引’工作，算是一个‘示范’。希望圕人堂客服组

今后可以承担起来。”“这样有利于交流成果‘复用’，避免低层次的重复讨论。” 

 

（64）图书馆读者协会的管理 

平平：“问下馆内有读者协会吗？如何组织和管理他们啊？有相关经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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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部。”图谋：“这类问题，已发表的文献也是相当多。”“而且有好些馆是做的相当

漂亮的。”“比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等。”系统消息：“ 图谋 分享文件 09:44:11 面向新

时期的图书馆队伍建设的和管理(清华).ppt 下载。”“我刚上传的这个 PPT，是个老

资料。关于读者协会建设，可以参考‘队伍结构问题——勤工助学学生的管理’。”

图谋：“报告人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高瑄。” 

 

（65）国内外图书馆的请假管理 

麦子：“高校馆里如果请假，一般过程如何。”平平：“看情况，要是人事处管得

严，一天馆领导批，三天以上分管院长批，一周就得报校长。”天外飞仙：“馆长批

准，然后报人事处批，当然都是网络上 oa 系统中处理。”平平：“像我现在这个馆，

松散一些，请几天都只需跟馆长口头说一声就行。”“还可以无限制调班，调到一个

学期都不出现也可以。”天外飞仙：“我们人事处不定期检查到岗情况，所以原则要

求在学校的 oa 中走流程。”lily rabbit：“我们也是，直接和领导说一声，但是要写

假条。”素问：“上次我听一位同仁说，他们图书馆不管什么假，只要不在岗，先扣

20 元还是几十元。”麦子：“我自己如果周五没有会议，一般是请假的。我已经连

续大约 5、6 周了，每次和副馆长电邮报备。然后给部里发个群邮，说我明天不

来，但会回邮件，有事找最资深的馆员 xxx，如果此人也不在，就下一个。”平平：

“你看多规范。”天外飞仙：“国内好像很难这样吧，没那么规范。”麦子：“每两周，

管理员的出勤是电子自己报来的多少小时（和后面相反），然后主管电子签字，

他们每两周放薪。馆员是月薪，用纸的出勤单，写上不来的小时，主管馆员签字，

然后送人事。”平平：“我们考勤也要打，部主任打，报馆长，然后再报人事处，请

教的扣工资。”麦子：“我们管理员里的主管，月薪，但是用电子的，也是每月一次。”

平平：“我们是纸质电子各交一份，纸质的必须馆长签字，盖章、。”麦子：“你们想

过为什么我们弄得这么复杂，为什么不统一起来？”平平：“部主任打考勤，馆内

办公室人员汇总，报馆长审批，签字，交人事。”麦子：“属于不同的工会，所以，

很难统一起来。”城市天空：“美国的图书馆病假是可以累积的，年轻的时候积下来

年纪大了可以当事假请，很人性化。”麦子：“城市说得对，我过去很少请，所以现

在积累了 1200 小时病假。而一年只有 2056 个工作小时。”XH：“也就是允许每月

多少病假，多少事假？”麦子：“16 小时事假，8 小时病假，都是钱。”麦子：“事假

的积累退休时是按当时工资折现的，病假算工龄。”XH：“积累的病假是小时，也

可以换美金？。”麦子：“2056 小时算一年。”麦子：“都是小时算的。”XH：“身体好真

幸福。”XH：“管理好细致。”麦子：“这是一张出勤，我把她的名字和工号去掉了，

但你们可以看到她病假事假的积累，算到秒都不止，因为是小时后 6 位数。”许继

*：“请病假也扣工资。”麦子：“对。”“如果没有积累的话。”“但病假和事假几乎是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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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继*：“我们一般请不到一小时算一小时，二个小时算半天什么的。”“病假医

院开证明。”麦子：“我们馆员只能请八小时以基本单位。”XH：“像麦子老师周五不

去，还是算上班吧。”麦子：“管理员是按小时。”麦子：“我是算请假，因为我想用完

那些病假。” 许继*：“15 天就扣一个月。”“中间节假日算请假。”麦子：“哇，这太多

了，大家都是这么算的？”麦子：“不过你们有寒暑假，我们没有。”“如果有寒暑假，

这就名正言顺的。”“但病假和事假几乎是互用的。但请几天以上的病假，就要书面

申请。这次女儿生孩子，我和馆里说我要请产假，他们要我写申请，我觉得麻烦，

就请了事假，然后现在平时请病假。”许继*：“都是即有即用。” “老婆生娃，老公

才给三天，别说外公了。”麦子：“我这些病假，都集了 20 多年了。”“觉得与其换工

龄，不如平时悠着点。”麦子：“对了，你们意思是病假是按情况请的，而事前没有

规定数量？我是脱轨时间太长。”“事假呢？”“我记得我妈以前是有几天事假的，她

是中学老师。”山大武*：“图书馆本来工资就不高，请假还扣钱。。”许继*：“按实际

情况请。”“不同情况不同辐度扣工资。”麦子：“懂了。”素问：“产假如果正好赶上寒

暑假，就冲掉了。”“如果 9 月初生孩子，产假可以修个圆满的。”“现在国内丈夫也可

以休产假，好像是 2 周。” 

 

（66）关于图书管理员和馆员 

芝麻：“管理员和馆员有区别？”“做的具体工作有区别？”麦子：“这管理

员和馆员是个我们说的最多的。”“不知有谁可以比较简单地替我表达一下。”图

谋：“管理员是辅助馆员，馆员指专业馆员。新修订的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亦将

如此导向。”“当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大多存在工勤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其实基本

对应为管理员。”“关于美国图书馆员职业发展，群文件及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均有

资料。”“麦子老师做过较系统的介绍。”“可以重点关注 2014 年 6 月，8 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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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芳：图书馆员职业生涯发展策略 

2015-3-20 10:38 

摘编自：李金芳.美国高校图书馆馆员培训与发展的典型案例研究.大学图

书馆学报，2015（1）43-50. 职业生涯早期（入职 5 年内）。导师计划——

甄选优秀馆员作为导师，进行职业辅导和咨询。伙伴计划——配备小伙伴，

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较快适应环境。入岗动态化管理——轮岗，使

其熟悉图书馆业务， ... 

个人分类: 圕人堂|53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圕人堂发展基金第一次筹资使用情况说明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57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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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79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74850&handlekey=lsbloghk_87485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74850&handlekey=lsbloghk_87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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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6 18:10 

圕人堂发展基金第一次筹资使用情况说明 圕人堂发展基金取之于圕人

堂，用之于圕人堂。 2015 年 3 月 11 日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2342.95 

元（结余金额含圕人堂发展基金支付宝帐号收益）。圕人堂发展基金的取

与用，均于《圕人堂周讯》大事记版块有记录。特此将第一次筹资及其使

用情况，汇总如下： （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72 次阅读|1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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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85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874850#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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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11个文件。 

3.大事记 

(1) 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截至 2015 年 3 月 20 日 14：00，已接

受 19名成员捐助，累计 6550元。他们是：1 让让（1000元），2 乌龟（200元），

3 TYYUAN9333（50 元），4 Lee（200元），5 蔚蓝天空（300元），6 wangwen（100

元），7 守望者（500元），8 生清（100 元），9 映山红（400 元），10 安哥拉兔

（200 元），11 张廷广（200 元），12 临沂大愚（100 元），13 山人常宏（2000

元），14 花香满衣（100元），15 一凡（100元），16  蚯蚓（500元），17 lake

（100元），18 wu（200元），19 applemm（200元）。（注：名单按收到捐赠的先

后顺序） 

(2) 关于群昵称（群名片）的规范情况。圕人堂不硬性要求实名制，但有所

规范。2015 年 3 月 15 日的“第一步移除了 17 名成员（群等级为“观员”），其

中有两名成员被移除之后重新加群。原定第二步“其他等级的 3 月 20 日之前不

予修改，亦将移除。”，予以取消（缓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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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方法：群成员

列表中找到自己的名字，点击右键，选择“修改群名片”。 

(3) 圕人堂高调支持某高校图书馆参与文明单位网络评选。圕人堂不是仅仅

是形式上的参与。一来该馆所做的工作，确实值得学习与借鉴；二来通过此实践

宣示圕人力量。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地位提升需要类似的微努力促成。 

(4) 从 2015 年 3月 20日起，圕人堂启用新的欢迎辞：“圕人堂欢迎新成员！

新 成 员 请 浏 览 圕 人 堂 QQ 群 规 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祝圕人堂之旅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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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这样改进：一是进一步重视群规范，以便提升圕人堂管理与服务水平；二

是常见问题解答是累积性资料，不利于新成员快速阅读。圕人堂 2015 年的努力

方向是：将圕人堂建成属于咱们圕人的公开、公共、公益平台。 

(5) 圕人堂发展基金向成员募集不是长久之计。理想的状态是因为圕人堂的

工作得到认可，有个人或机构愿意出资赞助。比如，期待《圕人堂周讯》在不久

的将来，有企业或个人有偿冠名资助。经过 10 个月的发展，已初见成效，已有

企业负责人以个人名义捐助。 

(6) 2015年 3月 20日 14:00，群成员达 918人（活跃成员 292人，占 31.8%），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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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