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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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借阅量和 RFID 自助借还的讨论。 

平平：“问下大家，你们馆流通量大吗？一般月生均几册。”“我们这边一天就几

个人借还书。门可罗雀。”“我想知道其他馆是不是这样。”素问：“我不在流通，听流

通老师说，小说一类生意不错，专业书也算蛮多，其他人文类、科技类都不多。”“看

专业纸质期刊的人基本上算凤毛麟角了。”平平：“我们是总体都少。”生清：“这是

我们开学以来的借还量，不知道这样流通情况算咋样。”星光：“哇，你们学校挺多

呀。”QQ：“不少啊。”“你们学校什么系统啊。”生清：“金盘系统，看来我们这边的学

生确实爱学习，这还只是一个校区的。”“不过我们馆长这方面的工作确实做得好，

我们一直很注重读者需求。”平平：“真的不错。”生清：“@平平 你们的流通馆员太

幸福了，我们这边每天流通借还量超 1000 的情况都很多，我调的日期还算借还

淡季。”平平：“数量少也很麻烦，再这样下午，我们会失业的。”海边：“高校流通馆

员业务量少的话，应当减人到别的部门做。”平平：“我们部门就 5 个人。”“我想问，

生清这种情况算普遍吗？还是我这个是特例。”生清：“我们买了很多读者喜欢看

的图书，要知道我们这任馆长来后，图书馆直接抵垮了校门口的租书店。”生清：

“我们医学书的借阅率真心让人惭愧，不敢报。”酉卒林夕：“@生清 你们大概多少

学生。”生清：“我调出来的新蒲新校区的数据，估计现在有学生四五千人左右。”

平平：“人家一个校区顶我们几个馆。”酉卒林夕：“那挺好的，你们小说限制册数

不，我们原来借阅量很大，后两小说一次限借 2 册，借阅量直接掉了多半。”海边：

“平平，你们学校学生规模多少？”平平：“五千。”海边：“那没法跟人家一万的比

啊。”图志粒：“我们小说也限制，一次限借 3 本。”生清：“@海边 馆长情况不便多

说，新蒲是遵义的一个新区，大连路这边的数据更多，原来我在大连路流通时，

学生一万多，每日借还总量经常超 1000。”平平：“你看生均借了多少册。”“这还是开

学，还书量大，估计下个月直接减半。”武超：“如果减去文学，基本没了啊。”海边：

“高校借书量，第一是外语类，第二是文学了。”“四级六级过关，外语书必不可少。”

平平：“许老师的借还量更恐怖，2 号直接到了 5000 多。”“我们半年才 7 千多。”广州

书童：“看看我这个。”海边：“广州图书馆很不错的，我去过一次，读者流真大。”广

东小*：“一天就这么多。”武超：“关键是你看人家的借书量也高啊。”广州书童：“昨

天周四,周末要翻两到三倍。”海边：“公共馆周末最累。”许继*：“面对多少读者啊，

和中心级别公共馆没法比。”广州书童：“不算续借。”海边：“高职院校借阅量确实

很低。”“跟学生成绩有关吧。”“学风也没法跟 211 比。”广东小*：“#市政府领导新闻发

布会#【广州图书馆读者和借阅量全国第一】广州文化氛围较为浓厚，比如说文

化基础设施，已建成的广图，藏书量不是最大，但现在的读者和借阅量是全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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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平：“问下你们，你们都是用自助借还机吗。”“我们不断有学生反映，自己明

明没借过某本书，但显示在自己卡上。”生清：“我们馆暂时还没有，都是人工的，

所以很累。”许继*：“没有自助借还机。”图志粒：“我们也是没有。”As：“rfid 自助借

还以后，后台的工作累。”“互有利弊。”“整架、上架。”平平：“还不是跟之前一样吗。”

生清：“是呀，就是老听同仁说 RFID，工作强度可大了。”武超：“上架很多不是学

生在做吗？”平平：“上架跟以前有什么区别。”“懂的老师谈一谈。”海边：“我觉得上

架的工作更方便，能一下找出应当归放的架位。”生清：“听说区别不大，但是工作

责任心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因为错架问题被放大了。”海边：“嗯，错架突出了。”

图志粒：“有自助借还，减轻的是借书总台的工作量，但对于整理书库的工作量是

大了。”海边：“如果放错了，也很容易被找到啊。”As：“嗯。还有有的图书馆 rfid 这

块不是外包的，采编多了一道手续。”“条码的信息转到 rfid 芯片。”图志粒：“如果可

以批量转的话，应该还好吧？”As：“一本本转的吧，至少我见到的都是一本本转

的，如果新书量大的话，就也是一个工作量。”海边：“这是采编的事，对流通来说，

工作量有什么变化。”图志粒：“一本本转，工作量就很大了。”平平：“只能一本一本

的转。”“要过感应板啊。”“你不可能一堆书一起感应啊，那样是错的。”“我们要过2道，

一次是感应板，一次是调配库室。”海边：“我们馆还在考虑上 rifd 呢。”“这样看，没

觉得有什么优点啊。”As：“方便读者。”海边：“读书是首先一个辛苦的过程。找书不

至于要方便到这个地步吧。”“有时候在找书的过程中，无意浏览到其它比原本想借

阅的更合适的书。”As：“图书馆技术也要朝前发展，本身用 rfid 是路也是桥，过了

rfid，还有新的技术。”平平：“这个标签还死鬼死贵的。”许继*：“对于开架外借的

书，我觉得书架上安装触屏查询系统很有意义。往往在外面检索到一本书，到了

书架上看到更多同类书，如果有查询系统就可以看看本馆这本书有没有电子书。

那样可以选择借书还是借电子书。”平平：“问下 RFID 的书上架，是必须到系统里

查一下在几库几室吗。”海边：“现在读者查书，都是查 OPAC，能查到电子和纸本

书。”“检索结果同时显示。”素问：“好像是说书架上就有显示屏。”平平：“哇，那么不

是要布线。” 

 

（2）2015 年 3 月 27 日的《图书馆报》 

图谋：“今日的《图书馆报》http://m.xhsmb.com/20150327/edition_1.htm 这一

期的不少内容很精彩。比如有：有彭斐章先生怀念来新夏先生的文章.http://m.xh

smb.com/20150327/news_9_1.htm 有圕人堂成员英伦书香之旅游记等等。”武超：

“《永远的怀念》不错。”图谋：“对图书馆学史感兴趣的可以关注。”“另，本期手机报

正常了。”Lee：“在利物浦图书馆畅游 http://m.xhsmb.com/20150327/news_4_2.ht

m。”图谋：“那篇文字的作者是圕人堂成员欣然读书，《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

http://m.xhsmb.com/20150327/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0327/news_9_1.htm
http://m.xhsmb.com/20150327/news_9_1.htm
http://m.xhsmb.com/20150327/news_4_2.htm
http://m.xhsmb.com/20150327/news_4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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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中分享了大量图片。”羽得公：“我得出的结论跟作者不一样，我觉得政府在财政

紧张时，怎么是首先考虑关闭图书馆。”胡应龙：“我们国家现在不存在这样的状

况，这是欧美国家的情况。”图谋：“圕人堂期待成员分享图书馆参观访问游记、参

加图书情报会议心得体会等内容。”“这些内容有助于提升《圕人堂周讯》的质量，

也有助于圕人堂形成良好地交流与分享氛围。”“不少成员对周讯寄予较高期望，其

实周讯的精彩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家的参与情况。”“周讯的作用主要是沉淀

优质信息，而不是制造信息。”“圕人堂说得通俗一点是一个草台班子，它的人力、

物力、财力，远不足以成为正儿八经的电子刊物。” 

 

（3）圕人故事 

武超：“一个小时，已有五十多人阅读，大家对王老师还是很关注的哈。”麦子：

“不错，图谋是大器晚成，前面的书读得很辛苦，所以看来中小学的内容未必有

用。对了，如果多分几个段落，看上去会比较好一些。”图谋：“个人期待宋老师有

空的时候写篇游记（参观记），科学网圕人堂专题采用，亦可以给《图书馆报》

选用。” “哦，那个是‘原生态’随笔。直接写完就放上去，赶着做午饭。有时间，

我会稍微修饰一下。”武超：“王老师真是硕果累累。” 

图谋：“中小学教育很重要。好老师好的教学设施均很重要。”麦子：“我中小学

正规教育实在没有学到什么。”黑天鹅：“肯定是有学到的啦。”图谋：“麦子对中小

学正规教育的评价，结合时代背景是比较客观的，是当时一大批人的共同感受。”

图谋：“到我那会，我自身学东西是从一小部分老师那学到点东西。而且我与我当

时生活环境中的同龄人，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武超：“农村那时候教学质量一般。”

图谋：“其实，我那篇文字中也透露点‘玄机’。”“那会的乡村教育师资，整体水平是

相当糟糕的。”武超：“关键是王老师自己奋发图强。”图谋：“没有好老师，事倍功

半。”武超：“跟读研导师一个理。”“还有个原因是那时候我们都习惯被动接受，没有

自学意识。” 

麦子：“既然图谋开了头，我其实是很喜欢看他人经历，所以也和大家分享一

下自己的。我中小学正规教育实在没有学到什么，但这段时间的唯一收获是，有

个亲戚给我弄了一本英语 900 句，那是在 73 年左右，是几百页的有重复练习内

容的国外带来的教材。因为父母是中学教师，他们同事里有个过去是洋行工作的

同事，此人属于逍遥派，一周给我讲讲 30 分钟。他因为不是科班出身…….”生

清：“感谢老师的分享，您的经历给我带来了无穷的正能量，这份力量，让我更加

坦然地接收面对的生活，谢谢。”武超：“我也想写一篇。”“大家有波折经历的亲们都

写篇吧。”生清：“是的，这或许正是生活对我们的馈赠。”图谋：“我从头到尾浏览了

麦子老师的故事。不知是否可以以专文在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发布？”武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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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麦子老师性格在那呢。”图谋：“如果更多成员愿意写，圕人堂专题同样发，

还给点稿酬。”“议题式交流机制推进困难，但以专题形式促进分享是可以做的，期

待大家的支持。”“它比很多论文有意义。”麦子：“我无所谓，任凭图谋处理，当然，

武超把话塞在我嘴里，我也只得就范。。”图谋：“对了，圕人堂专题发布的内容，

作者可以另行投稿给图书馆报等。比如映山红写方允璋老师的，后来在图书馆报

发表了。”图谋：“如果是已经发表的内容，也可以以专题形式分享，是再创作的，

也给点稿酬。”“谢谢麦子老师，回头我找点时间发布出来。”麦子：“范老师，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活法，幸福难就难在自己很难骗自己，只要自己满意健康，不和他人

去比，那就可以了。”麦子：“我是在图谋感召下写的这段东西，实在没有其他故事

好编了，除了那省去的 1000 字。”鹏云：“那 1000 字可以补上。”武超：“其实麦子老

师可以重新修改充实下。”武超：“我已写三千多字，是不是有点多。”图谋：“麦子老

师，我简单编排了一下，您看是否可以？麦子：光阴的故事 http://blog.sciencene

t.cn/blog-213646-878111.html。”图谋：“武超说的 3 千来字，没问题。若圕人堂专题

发布的，篇幅确实不宜过长。比如超过 4 千字不大合适，但特别精彩的除外。” 

麦子：“好，以后有时间，我可以写个加强版，修订版什么的，把那 1000 字加上，

写写恋爱生孩子什么的。”图谋：“期待。”武超：“等写好后，王老师看着删减。”图

谋：“这样的工作，尽可能是自己把把关。”图谋：“以前有成员发过的内容，实在是

过于粗糙。”武超：“恩，我主要分三部分：生活篇、求学篇、爱情篇。很好删减的，

可以把爱情篇放一边。”图谋：“发布出来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代表着圕人堂形象，

因此还是比较慎重的。”武超：“其实我本来今天想写个关于人性的短文，一般我更

愿意将一篇博文字数控制在 1000 字以内，今天实在是没办法控制一般大家的阅

读耐心也就在 1000 字左右，再多比较难以坚持下去，大家时间也比较宝贵。。”

麦子：“这要图谋把关了，不过，我想大家也不必顾忌。”图谋：“有些内容，你愿意

写，完全可以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中。”麦子：“你就来个上下集。”武超：“有此想法。” 

武超：“三部分可以当三篇博文发，尽量避免大家的阅读疲劳，根据兴趣想看哪篇

看哪篇。”武超：“求学篇。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80

171&do=blog&quickforward=1&id=878134。”图谋：“麦子老师那篇文字及武超的

求学篇，科学网给带小红花了。”武超：“谁戴的？”图谋：“科学网编辑。”武超：“每

天编辑岂不是很累？要看很多文章？”图谋：“他们应该是团队。”图谋：“而且，人

家也确实是很尽职尽责。”图谋：“与圕人堂有区别的是，那应是人家的正式工作。”

武超：“科学网做的很好。一般有关知识的检索排序很靠前。”图谋：“目前的博客平

台，我未发现哪家比它强。”“其突出优点是，没有乱七八糟的的广告。”武超：“关键

是由很多牛人在此驻守阵地。”“人气比较旺。”麦子：“武超比我读书强多了，我高考

考了 263 分，最高的历史 74，最低的政治 63，不过那个 11.3 分的数学是不计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11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11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80171&do=blog&quickforward=1&id=87813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80171&do=blog&quickforward=1&id=87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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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麦子：“78 级时，当初上海是 22 个人里取一个，大量历届的，可想当时的水

平有多差。”武超：“非也，不可同日而语。你那时候跟历史原因有关。”麦子：“当时

很多人连南北半球四季相反都不知道。”武超：“在河南读大学真的很难，只有少数

学生可以因为高考改变了命运，更多农村孩子没办法。河南 09 年那时候 98 万考

生，北大名额好像是八十多个。其他名校也一样。大部分学生是被迫辍学的，不

少还是比较优秀。” 

图谋：“麦子：光阴的故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111.html。”

“麦子老师讲述的故事，颇受好评。”图谋：“武超同学的博文人气很旺。我的小半

生——求学篇：求学与求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80171-878134.html。”

山西武*：“赵老师评论写的真好。”山西武*：“爱情篇已发，有兴趣者进。http://blo

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80171&do=blog&quickforward=1&id

=878237。”星光：“超同学，看了爱情篇后你是有徐志摩的诗情气质的。‘加油，骚

年！’。”广东肥羊：“武超的博文写的很好。”山西武*：“多谢鼓励，读者是最大的支

持。但这盆冷水来得实在及时。”麦子：“武超写的不错，而且经验颇多，我是愿者

上钩型的，所以只经历了一次，不过这一次实在是很值，以至于从来也没有花花

点子过。” 

 

（4）圕人堂发展的讨论 

图谋：“圕人堂实践意图例解.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340.htm

l 圕人堂发展基金的主要用途是（1）《圕人堂周讯》编辑补助；（2）科学网圕人

堂专题征稿稿酬（稿酬的计算方法，拟以 80 元每千字标准 ，结合‘难度系数’进

一步调节，也就是优稿优酬。），主要用来解决一批‘公益作业’——参考价值比较

高的资料；（3）议题式交流机制基 础经费保障。围绕这 3 个用途，举两个半例

子。”图谋：“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播报：目前已接受 27 名成员捐助，累

计 10050 元。本次筹集截止时间 3 月 31 日。”“由于我能力有限，相关工作做得很

不到位。”“刚刚还有成员咨询圕人堂发展基金是怎么回事。”“圕人堂实践意图例解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340.html），也正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而

写。”“感谢转发，传播也是一种力量。”“希望更多的人支持圕人堂实践与探索。”“当前

的筹资到的金额，按当前的支出情况，可以维持未来一年的《圕人堂周讯》编辑

补助，但如想让圕人堂更灵动一些，恐怕十二分艰难。”图志粒：“也就是目前只能

维持第一个用途？”图谋：“图志粒的‘那’问题，以下博文中做了解答供参考。圕人

堂的梦想与现实.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056.html。” 

图谋：“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播报：目前已接受 27（+1）名成员捐

助，累计 11050 元。本次筹集截止时间 3 月 31 日。”“‘27（+1）’这种表述是因为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11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80171-87813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80171&do=blog&quickforward=1&id=87823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80171&do=blog&quickforward=1&id=87823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80171&do=blog&quickforward=1&id=87823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3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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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本次筹款第二次捐赠，实际为该成员的第三次捐赠。捐赠人希望图谋‘不能

放弃’。”“本次接受捐赠的时间不会延长，因为从 3 月 12 日至 3 月 31 日为 20 天，

对于我来讲，其实是有负担的，时刻得关注此事。敬请谅解！”“图谋暂时不会放弃

努力。拟采用‘预案’：‘（2）将第二次筹资额所筹到的额度，再运行一段时间，能

支持多久是多久。’。”QQ：“ 捐赠干嘛？”图谋：“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播

报：目前已接受 29（+1）名成员捐助，累计 11350 元。本次筹集截止时间 3 月 3

1 日。”“这是详细解答‘捐赠干嘛’问题的：圕人堂实践意图例解 http://blog.sciencen

et.cn/blog-213646-878340.html。”生清：“再次被图谋老师的精神感动，为这样的坚

持点个赞。”图谋：“圕人堂‘常规做法’是：一笔凡一笔，也就是圕人堂该支付得支

付，支付对象愿意捐赠，计入捐赠者名单。麦子老师情形，相对特殊，支付起来

更费力一些。因此，我也不同麦子老师客气了。”“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播

报：目前已接受 30（+1）名成员捐助，累计 11650 元。本次筹集截止时间 3 月 3

1 日。”“我的坚持，动力源自于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图谋：“非休闲时段，圕主

题之外的内容宜少一点。”“近期退群的成员多了起来。”星光：“921 人没变啊。”图

谋：“这个变化，作为跑堂的是比较清楚的。”“有退群的，也有新加入的。”山西武*：

“我去宣传下咱群。”图谋：“2015 年 2 月 27 日 17:18，群成员 901 人，近 1 个多月

只增加了 20 人。”图谋：“欢迎大家宣传推广。”山西武*：“我只能拉同学。”素问：“退

群的可能是非图书馆人士，误打误撞进来的；也有可能是进来推销产品的或者行

骗的，推销产品的一般不会说话，比如推销图书馆用书车书架借还书设备门禁等

等，看看有实名的赶快写信发信息；行骗的看群里不太可能有人上当，就开溜了。”

山西武*：“当然是本专业的，试试把那个馆员同学拉进来。”图谋：“我们是去年 12

月就升级为 2000 人群，当前只有 1000 人，相当于是一种资源浪费。”“近期退的，

应该主要是感觉圕人堂对自己没啥帮助的。”“真正不属于‘圕人’加入本群的，有，

但很少。”“圕人堂欢迎成员流动起来。” 

 

（5）美媒:英国撤回大批涉假论文 

海边：“美媒:英国撤回大批涉假论文 众作者来自中国高校。”“美媒称，一家学

术性的医学和科学文章出版社，由于‘伪造’的同行评审而撤回 43 篇论文。”“据美

国《华盛顿邮报》3 月 27 日报道，这家出版商是总部设在英国的 BMC 出版社，

出版 277 种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被撤回论文的不完全名单显示，其中大部分论

文的作者来自中国的大学。与此同时，出版伦理委员会（一个包括各种学科在内

的组织，会员包括 9000 多名期刊主编）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这一问题的范围

可能更大。声明说，该委员会‘了解到有人试图操纵不同出版商的好几家刊物的

同行评审过程’。声明说，这些期刊现正在审查原稿，以决定需要撤回多少论文。”“英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3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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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BMC 出版社发表的有问题的文章现正在被撤回，所附的撤回声明说：‘出版社

和编辑遗憾地撤回了这篇文章，因为同行评审过程存在问题。因此，这篇文章的

学术真实性不能得到保证。’到目前为止，英国 BMC 出版社撤回的 43 篇论文中有

38 篇的题目被公布。这些论文都拥有非常专业的名称和主题。” 

 

（6）关于图情论文投稿 

山西武*：“大家谁用过《图书馆论坛》的投稿系统？向导式投稿到名字那一

栏无法继续下去。列表式投稿一直说关键词个数不一致，其实明明一致的啊。大

家是否遇到此问题？”论坛刘编：“请选第二个投稿方式，比较方便。第一个，也

就是推荐的那个，是软件公司整的，非常不方便。”花香满衣：“武老师，每个关键

词后面都要有分号。”图志粒：“第二个投稿方式是邮箱投稿？”山西武*：“不是，都

是系统。我加有分号。再试试吧。”“第一次使用论坛的系统，很不适应。刚才还没

上传，可能误操作竟然显示投稿成功。再传正文时，已显示重复投稿，该怎么办？”

广东肥羊：“他们刚升级到新系统，这个新系统有很多问题。”“大家可以跟刘主编说

一下。”山西武*：“建议投稿指南里写些系统使用注意事项。例如哪个关键词都要

加冒号，这个问题害得我没法说。”花香满衣：“跟用的浏览器有关系吗？”“反正我

最近用火狐浏览器都打不开一些编辑部的投稿系统。”广东肥羊：“这个投稿系统

只支持 ie 浏览器。”“在其他浏览器中显示都不是很正常。”生清：“建议用 IE，重新

登录，上传稿件系统会有备份。”湘图刘小花：“武老师，投《图书馆》吧，邮箱投

稿一键即投递成功。”广州书童：“论坛的投稿系统很不错吧，都是通用的。”湘图刘

小花：“《图书馆》投稿信箱：tushuguan@vip.163.com。”花香满衣：“那有花花老师

和刘编在这儿，我也把我的赶紧写完投投试试。”论坛刘编：“投哪都行，关键是避

免一稿多投，一文几发。谢谢。”湘图刘小花：“一稿多投还可以理解，关键是不要

一文多发，还有交了版面费要求撤稿的就更折腾了。”图谋：“《图书馆》编辑部声

明 http://www.library.hn.cn/gbkw/tsgzz/200912/t20091219_4456.htm《图书馆》投稿

须知 http://www.library.hn.cn/gbkw/tgxz/。”图谋：“顺手帮《图书馆》广告一下。”图

志粒：“谢谢图谋。”图谋：“现在各个刊物的投稿方式、投稿要求，各自有各自的‘个

性’或‘特点’。希望有成员可以总结汇总一下。”图志粒：“每份刊物的侧重点还是不

太一样的。”平平：“是的，好希望有人总结。”图谋：“当前单单是形式方面个性化要

求，也够折磨人的。”“在这样的现实下，相关总结工作，更加有价值。”花香满衣：

“恩，还没有一稿多投的情况，我觉得信用问题很重要。” 

图谋：“其实这方面的规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审稿周期，大都比较随

意。”“今年已经有不少的变化。”图志粒：“感觉其实每年刊物的侧重点多少还是有

变化的吧？”天行健：“一些刊物动辄审稿大几十天，严重不符合著作权法的规

http://www.library.hn.cn/gbkw/tsgzz/200912/t20091219_4456.htm
http://www.library.hn.cn/gbkw/tg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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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节能：“：说得对。想那年，给 A 刊投，半年没音信，转投论坛不到三日，

来回复了！只好不好意思 地撤稿，还好时间 短，可能只是初审，还没送审，少

点麻烦 。”图志粒：“一般不是有一个月的时间嘛？半年好长啊。”节能：“是啊，真

的是半年啊，我一点没夸张。因为太深刻了。”山西武*：“各位老师的投稿经验一

定比较丰富，可以写个审稿期或者选题偏好的专题。”花香满衣：“我有一篇文章，

终审有 5 个月了，给编辑部打电话一直让等等，请问这种情况是拒稿吗？我有等

的必要吗？”“之前没投过这个刊，所以也不好说。”动感豌豆：“等等吧，有希望。”“都

是核心不缺稿源。”“没直接退稿就有希望。”图谋：“各个刊物有各个刊物的‘脾气’，

你得先了解脾气。”山西武*：“文件格式就够折腾人。”图志粒：“看来投稿前还是得

先了解下刊物之前的内容。”节能：“咨询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些统计分析类文章 ，

冠以较大的标题，如‘公共馆 XXX 分析’然后副 标题是以某馆（或某几馆）为例，

这类文章怎么看？”节能：“而且这类文章 还要得出一些结论，这个结论有价值

吗？是说有它标题上那么大的价值吗？”动感豌豆：“案例研究，有价值。”节能：

“个别案例用那么大的标题合适吗？”“而且得出的结论也是套用在那个‘公共馆’总

体上的。”动感豌豆：“足够多的特例将演绎出一般规矩。”节能：“现在的问题就是，

就该篇文章而言，没有足够多的案例。”“是不是在它的结论部分应该做得小点？”

动感豌豆：“对。” 

 

（7）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将举办‘阅读·与书香为伴--世界读书日主题摄影大赛’ 

Lee：“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将在今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举办‘阅读·与书香

为伴--世界读书日主题摄影大赛’。大赛由中国新华书店摄影总会承办、中国新华

书店协会各常务理事单位协办，面向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及出版发行界摄影爱好

者，征集展现读者阅读动人情景的优秀摄影作品。征集截稿时间 2015 年 5 月 31

日。” 

 

（8）关于图书馆电子书采购 

梧桐雨：“各位老师好，我有个问题想跟各位老师请教下，请问现在图书馆电

子书的采购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是打包的方式，还是可以挑选呢？望懂这方面的

老师可以告知一些，万分感谢！”图谋：“我建议读《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 年第 1

期：肖珑，章琳.引进数据库的发展趋势与价格成本策略.http://www.tgw.cn/sites/d

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doc_20.pdf。” “那里的‘回答’会比较全面，也比较权

威。”“假如这里的回答不能让你满意，可以进一步搜索相关文献。”梧桐雨：“嗯嗯，

谢谢老师，之前查过一些文献，就是想多了解下实际情况。”图谋：“这类问题在群

里求解答效果好不了。回答的人通常没有兴趣回答，即使想帮你，也是无从答起。”

http://www.tgw.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doc_20.pdf
http://www.tgw.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doc_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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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读了肖珑馆长的介绍，或许可见一斑。”梧桐雨：“嗯，

好的，谢谢您。”海边：“我馆的电子资源必须招标，所以打包买。” 

 

（9）亲子阅读 你真的知道怎么做么? 

映山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4e3970102vcrn.html 亲子阅读 你

真的知道怎么做么?4 月 2 日，是世界儿童读书日。” 

 

（10）各省图书馆学会的课题级别 

芝麻：“各位老师，请问各省图书馆学会的课题，学校是怎么定级别的呢？” 

“算市级课题吗。”广东小*：“首先要看盖的什么公章。”芝麻：“比如呢？”“应该是省

图书馆学会的章吧。”广东小*：“那估计就是没有级别。”芝麻：“谢谢。”凤凰：“县

级。”中南民谢：“@芝麻 省图工委项目，我们学校定为地厅级。” 

 

（11）国内学术图书与学术期刊如何辨真伪？ 

天外飞仙：“大家能否帮忙查询一下《当代音乐》是否是正式刊物呀？”“我这

方新闻出版总署的网站能打不开呀。”黑天鹅：“http://www.gapp.gov.cn/。”“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天外飞仙：“我知道这网站，但是打不开。”图谋：“给的信息过少。”“对

于期刊，一般应提供 CN、ISSN。”天外飞仙：“我也是一位老师问的，没有提供 c

n 和 issn，想先在网站上查一下刊名再问那位老师。”图谋：“国内学术图书与学术

期刊如何辨真伪？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0597.html。”天外飞仙：

“谢谢了。”图谋：“但需要注意，2014 年 12 月发布的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中，并没

有该刊。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名单正式公布 http://www.gapp.g

ov.cn/news/1664/233978.shtml。”图谋：“期刊与学术期刊，又有所区别。”“有不少期

刊，本来不是学术期刊，但也刊登‘学术论文’，意图分一杯羹。”图谋：“《当代音乐》，

据网页（http://www.musicdd.net/）介绍，有作品版、理论版。CNKI 未发现有收

录。”“就这个问题，我算告知了较为具体的方法（见博文链接）。不作结论是因为，

标准是有关主管部门认定的，有的时候所在机构科研处认可就可以，图书馆方面

无法‘越俎代庖’。”天外飞仙：“cnki 的确没查到。”“这期刊只能说是正式刊物吧，是

不是学术刊物就难得说了。”“我们也只能做到说它不是山寨的，认定由相关部门处

理吧。”图谋：“如果是我，我会这么答复：这个期刊是合法期刊，新闻出版署有备

案。但需要注意，2014 年 12 月发布的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中，并没有该刊。（有

不少期刊，本来不是学术期刊，但也刊登‘学术论文’，意图分一杯羹。）更进一步

的辨别方法参见：国内学术图书与学术期刊如何辨真伪？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850597.html。”天外飞仙：“好的，谢谢图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4e3970102vcrn.html
http://www.gapp.gov.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0597.html
http://www.gapp.gov.cn/news/1664/233978.shtml
http://www.gapp.gov.cn/news/1664/233978.s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059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05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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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全国青年图书馆员朗读大赛与馆员书评征集活动通知 

张廷*：“全民阅读活动：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161 http://

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162。”河南建*：“哪位老师有阅读月的活动方

案，跪求一份来参考一下。”生清：“有关阅读月的活动方案，建议您看看首届全国

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 http://conference.lib.sjtu.edu.cn/rscp/download.htm

l。”生清：“@huyonghui 还有昨天烟大圕张廷广老师推荐的全民阅读活动：http://

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161 那个网站上面的内容也很不错。” 

 

（13）图情著作：How to Make the Most of Your Library Career 

天外飞仙：“以前图谋介绍过的一本书《How to Make the Most of Your Library 

Career》现有电子版了吗？”图谋：“我当时是发了一个链接，推荐一篇文字：Ove

rcoming workplace status quo，它为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Your Library C

areer 这本书中的一篇。推荐内容摘录了 Final thoughts(最后总结)部分。”天外飞

仙：“主要是我看到谷歌中有些书的试读，就想有没有完整的电子版。”图谋：“有的

可能性很小。美国版权保护很严格。” 麦子：“谷歌的很多都是试读，前面 10 几页，

美国版权是作者死亡后 70 年才开禁。”素问：“中国是死后 50 年。”“前些年鲁迅的书

就被大量出版。” 

 

（14）图书馆服务就在你指尖——新媒体联盟 2014 图书馆版地平线报告 

小花儿*：“图书馆服务就在你指尖——新媒体联盟 2014 图书馆版地平线报

告 http://www.sal.edu.cn/information-info.asp?id=6197 今天看见有人分享了一个高

教版的报告，这是咱们图书馆相关的报告哟。” 

 

（15）学术著作中汉字用法演变的讨论 

山西武*：“大家看过《知识论》或者相关著作吗？其中如：‘知识论底对象’的

‘底’字是‘的’de 意思吗？还是？底字老常见了。”图谋：“那是旧表述。汉字经历过

多次‘规范’与‘改革’。”山西武*：“阅读障碍之一啊。”图谋：“如今，虽然同叫汉字，

但大陆、台湾、香港等不少用法存在差异。”安哥拉兔：“‘底’是以前的说法，上个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很多文章都有这个用法。”山西武*：“阅读推广应该好好研究研

究这个：‘阅读障碍’，刚在看金岳霖老先生的《知识论》，这个底字特别多啊。”素

问：“我们现在一些词语也是近三十年从港台传过来的。比如，帅、潮、大一大二、

读研这些说法，三十多年以前内地基本没有。”山西武*：“刚发现年轻人知识断层

现象很严重。阅读推广任重道远啊。”素问：“每个人都有盲点吧。”山西武*：“严重

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161
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162
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162
http://conference.lib.sjtu.edu.cn/rscp/download.html
http://conference.lib.sjtu.edu.cn/rscp/download.html
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161
http://www.lib-read.org/newsshow.jsp?id=1161
http://www.sal.edu.cn/information-info.asp?id=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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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盲区断层。这看一段很费劲。”素问：“口语的用法也是不断变化的，比如我们现

在的博士是高高在上的阶层，明清小说里，茶博士酒博士，就是店小二。” 

 

（16）由图书馆被判侵权想到的 

图谋：“赵美娣.由图书馆被判侵权想到的.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

878748.html 图书馆最应该关注的，始终应该是它那些收藏物的内容，只是面对

数据量越来越大的数据库商，面对功能越来越强的搜索引擎，图书馆究竟如何找

到自己的位置，这的确需要图书馆人认真思考。” 

 

（17）美国一高校图书馆新购几十个大显示屏 

麦子：“最近图书馆买了几十个显示屏，也就是电视把很多会议室和空间智能

话化，我觉得这是性价比很高的，因为现在 50 寸的电视屏也就是 500 样子，这

样，大家的工作效率高多了，有利于美国这种集体式的学习方式。” 

 

（18）古籍版本学相关问题的讨论 

琻秀：“国图在培训，有人参加不？”“书志班。”素问：“书志班是古籍书志，半

个月天天写文章。”“分析一本古书的来龙去脉。”琻秀：“很想参加这个班，可惜没机

会。”星光：“好枯燥好无聊。”琻秀：“要是能看到老师的讲座就好了。”“恩。这样算是

比较扎实的训练。”麦子：“不知现在国内古籍版本谁最厉害。”sonorous：“在国家图

书馆吧。”琻秀：“我崇拜陈先行。”“上海图书馆的。”麦子：“研究这东西还是很有意

思的。”图志粒：“但其实要很有耐心。”雲：“国家图书馆的李志忠，在古籍方面是比

较有水平的吧。”“听说过去上图的顾廷龙老先生。”素问：“李志忠算是行业中执牛

耳者了。”“顾廷龙老先生去世很久了，比李志忠先生应该高出一辈了。”天霾心*：

“武汉大学曹之教授在古籍方面很有研究。出版的相关著作获得过教育部的奖

励。”素问：“沈津先生是顾廷龙老先生的弟子，都是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的。”天霾心

*：“曹之教授主要论著有《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国古籍

编撰史》和 200 多篇论文。《中国古籍版本学》1995 年荣获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

教材一等奖。”雲：“傅增湘之孙傅熹年，其实也应该是这方面的大家。”麦子：“我和

沈津蛮熟的。”素问：“现在南京图书馆也有一位版本学很厉害的沈老先生，九十岁

了，还天天上班，义务的。”雲：“傅熹年先生家学渊源呀。”素问：“http://baike.baidu.

com/link?url=XodKmfBwgcKMQW2CRuW1gJ8GjSZ3HfXW0FbXU2Lkdx8bR08M

BVm7vtK0iij1bDWdhwTKU_aMZkKdgHVS6-mKOMA0l8o-Iy46UVteDC85dqW。”

“沈燮元。”雲：“这样的老先生太少啦，国宝呀。”浣紫：“这样的老先生我认识几位。”

“正在和其中一位学习。”浣紫：“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原来是做图书馆古籍的。”“国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7874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78748.html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XodKmfBwgcKMQW2CRuW1gJ8GjSZ3HfXW0FbXU2Lkdx8bR08MBVm7vtK0iij1bDWdhwTKU_aMZkKdgHVS6-mKOMA0l8o-Iy46UVteDC85dqW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XodKmfBwgcKMQW2CRuW1gJ8GjSZ3HfXW0FbXU2Lkdx8bR08MBVm7vtK0iij1bDWdhwTKU_aMZkKdgHVS6-mKOMA0l8o-Iy46UVteDC85dqW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XodKmfBwgcKMQW2CRuW1gJ8GjSZ3HfXW0FbXU2Lkdx8bR08MBVm7vtK0iij1bDWdhwTKU_aMZkKdgHVS6-mKOMA0l8o-Iy46UVteDC85d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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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这个本来就是有一些老师是我们专业的啊。”琻秀：“这

个，非常小心的打听下，你是哪个学校的？”浣紫：“我学校一般，但是师门还行。”

“我师祖是程千帆先生的学生。”“程门弟子现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浣紫：“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都是古籍方面的专家。”琻秀：“我正在看程千帆的校雠广义。”浣

紫：“这个是必读的。” 

 

（19）关于信息素养课件 

老田：“各位老师，可以推荐一些比较好的文献检索课的 ppt 吗？ 打算给学

生们上课，想好准备准备。大家可以给点意见吗？”“不知道罗昭锋老师的课件怎

么样？适合本科生吗。”天行健：“看看武汉大学黄如花的MOOC吧。”山西武*：“个

人观点：根据本馆数据库应用情况制作比较靠谱，其他的搜索引擎方面可以参考

别人的。”奇观：“@老田 不知道罗昭锋老师的课件怎么样？适合本科生吗http://m

ooc.ustc.edu.cn/upload/default.php 我们培训课的老师在参考。”蔚蓝天空：“罗老师

的课侧重软件使用方面的多些。”老田：“比较实用一些。 现在大量的信息检索课

件都是介绍什么一次二次文献的。感觉没啥用。”蔚蓝天空：“黄老师的课也很实用

哦。” 

 

（20）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校（文华图专）史料 

麦子：“我偶尔发现了一篇关于文华图书馆专科的文章，留了那本作纪念。

这是 1921 年的，文华成立的第二年。”“文章很短。”图谋：“麦子老师今晨分享

的文华图专史料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请编辑人员在周讯中收录全部图片。并增补

以下信息。（为了完整发布，群 ‘全员禁言 ’状态 5 分钟。敬请理解与支

持！）。”“China's First Library School CHINA'S first library school which is a 

department of Boone  University at Wuchang graduated its first class of eight  

students last year and seven students are enrolled in the  second class.   This school 

is peculiarly the offspring of the American  libary idea,the principal,Mary Elizabeth 

Wood having studied  at the Pratt Institute of Library Scicence and the other two  

members of the faculty being graduates of the Library School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Samuel Tou Yung Seng（second  to the right of Miss Wood as you 

look at the group）of 1914 -1916,and Thomas Ching-Sen Hu（second on the left of 

Miss  Wood）of 1917-1919.   The School and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re glad at all  

times to receive books in English of all kinds except  fiction and welcomes 

especially reference books,works on  library economy and history.(THE LIBRARY 

JOURNAL,June  15,1921:555)。”“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学校师生 THE FACULTY 

http://mooc.ustc.edu.cn/upload/default.php
http://mooc.ustc.edu.cn/upload/defaul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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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IRST CLASS OF THE BOONE UNIVERSITY LIBRARY  SCHOOL AT 

WUCHANGa、b、c、d、沈祖荣、韦棣华、胡庆生、裘开明、桂质柏、g、h 本

科第一届（1920.9-1922.6）裘开明 陈宗登 黄伟楞 查 修 桂质柏 许达

聪。”“‘我国图书馆学学校教育始于 1920 年。当时由美国人韦棣华以及沈祖 荣、

胡庆生等在武昌创办文华图书科，后改名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 仿照美国纽约

州立图书馆学校制度，招收修业二年以上的学生，进行二年图书馆专业训练。1929

年 8 月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立案 ，由沈祖荣主持，成为我国第一所独

立的图书馆学校。’（谢灼华主 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260）。”“文华图专时期校友本科第二届（1921.9-1923.6）王文山 冯汉骥 

胡 芬 杨作平 罗基焜 黄星辉 熊景芬。”“思考题：根据照片，第一届应有

8 名学生，目前只知其中 6 位，另外两位是谁？”麦子：“第二届是 7 个学生。”“当

中的是韦。”图谋：“照片中人物最好能一一对应起来。”麦子：“西装的两位估计

是教员。”“沈胡吧。”图谋：“沈祖荣、韦棣华、胡庆生。”“8 位学生知道 6 位学

生的名字。”“桂质柏是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详见：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

士 桂 质 柏 先 生 —— 任 文 华 图 专 教 务 主 任 前 后 的 情

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f8a3060100mbyl.html 。 ” 麦子： “ 最高的是

沈。”“韦右边第二。”图谋：“那段小资料，包含丰富史料信息。当前见到的教科

书、期刊论文等，有的与其有出入。”麦子：“你这么说，我下次遇到陈传夫时送

给他。”图谋：“相似的照片我见过。”“我不知道陈教授那块是否有这张。”麦子：

“我先问他，估计有，这不是太稀罕的东西。”图谋：“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第一

届学生中有两人还不知道名字。”“Samuel Tou Yun Seng (1914-1916) 沈祖荣

Thomas Ching-Sen Hu (1917-1919) 胡庆生。”“沈祖荣的英文名字为何那么叫

Samuel Tou Yun Seng ，个人存疑。”麦子：“我没觉得。”“Samuel shi 英文名我认

为拼法是他自己选的。”hero8151：“Samuel Tsu-Yung Seng。”麦子：“这个比较靠

谱。”“如果这样，这个 tou yun 是何处来的呢？”hero8151：“排印错误？”图谋：“了

解具体情况需要更多的史料。”“那篇很短的文字，还透露更多的信息。”“比如办

学初期就重视学习西方的图书馆经济与历史。”许继*：“第一届入学八个两年流

失了两，毕业六人。流失的两人没信息。”图谋：“还有第二届学生的录取时间，

在 1921 年 6 月 15 日（发表时间）之前已经确定好了。”“那则文字发表时，第一

届学生已入学一年，距离毕业时间一年。”“这段资料很珍贵，周讯整理出来以后，

到时候好好看看。”许继*：“国内一般是认为第一届只有六名学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f8a3060100mby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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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麦子提供 

 

麦子：“既然图谋这么喜欢，把昨天的文章高清扫描一下，加刊物封面。”图谋：

“谢谢！”麦子：“纸不平。”图谋：“我昨天就收藏了。”“刚才的高清版质量更高。”“这样

的史料很珍贵。”（注：高清版见群文件 China's First Library School.pdf） 

 

（21）图书剔旧与馆藏建设的讨论 

生清：“看来这整理书库，也能清出不一样的境界。最近我馆正为搬馆做前期

准备，因为不能丢，所有藏书统一打捆整理，其中不乏大量外文期刊合订本，有

些据说还是老大连时期用火车拉倒遵医的。”“看到在美国这么新的合订本就这样

扔掉，想想我馆现在还在打捆的那些发黄发霉的东西，不免发点感叹，中国人多

力气大。”琻秀：“我们馆的样本库满了。”“现在开始把书堆在地上。”“然后去书店租

仓库。”“再过几年，谁也扛不住这种购书的速度。”“经费太充足了。”素问：“神马乱七

八糟的书都到图书馆了。”平平：“哈哈，我们馆也面临这个问题，快放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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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外飞仙：“每一个馆可能都有这问题。”“只进不出，再大的馆都放不下。”平平：“呵

呵，主要是 A-K 类啊。”“理科的我们想买也不买不到。”生清：“我们的外文书库早

已就是旧书打捆堆放的集中地，那些书许多比我的年纪都还大，而且绝大部分是

老大连留下来的，俄文、日文、英文皆有，但现在几乎已经很少有读者问津。”

琻秀：“感觉很多书也不是那么值得收藏。”“挺垃圾的一些书，占地方。”“一些好书反

而是看不到。”hdhs209：“是呀，我们样本库都满架了，每学期都要到架。”生清：“我

们只有专业类的书籍才进入样本库，但感觉样本库的主要功能还是学生自习阅

览。”平平：“我们样本库的书都是放孤本，不外借。” 

麦子：“范：现在看来，估计在美国，这些东西估计早已电子化处理。”“其实不

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把电子版再买一次。”生清：“@麦子 其实这些期刊数据库，

我们也是已经买过，但是本着老一辈的东西不能丢，我们这些合订本总在不断倒

腾，马上又要搬家了，在这里只个人有感而发一下，工作还得听领导继续。”天外

飞仙：“真的，有电子版的完全可以不要纸质版本的，但是这在国内行不通。”hdhs

209：“不是还有评估对生均图书的要求嘛，这也是馆藏的一部分。”星光：“国外没

有生均图书指标吧。”麦子：“没有生均指标。”hdhs209：“麦子老师，您们是买纸质

图书的同时也买电子版吗？”麦子：“都买，但有很多不同的情况要考虑：有些书

没有电子版，有些学科的人不喜欢电子书，纸质书往往比较便宜。”麦子：“我知道：

@麦子 其实这些期刊数据库，我们也是已经买过，但是本着老一辈的东西不能

丢，我们这些合订本总在不断倒腾，马上又要搬家了，在这里只个人有感而发一

下，工作还得听领导继续。”“这是很蠢的办法，现在很多期刊一份可以，买很多书

了。”天外飞仙：“生均图书是怎么来的，个人怀疑其中是不是出版社搞的鬼?”星

光：“麦子老师学校学生大约多少。”麦子：“Enrollment: 21,297 total students enrol

led in Fall 201318,621 undergraduates2,676 graduate students。”麦子：“我们一些

医学杂志，一份 3-5000 美元，我觉得国内的生均指标是太愚蠢，这么下去，永

远不可能领先世界。”星光：“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国内特色。”星光：“这个和大炼钢

铁一种思维模式，无语。”hanna：“其实完成这个指标还是有很多好书可选的。”“关

键在于采访馆员的水平和图书馆的要求。”麦子：“我们大约 1400 的年预算，900

人头费，420 资源，80 杂费和设备。”“万美元。”hanna：“如果纯粹追求指标，贪图

便宜，买了一堆垃圾书，我想和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星光：“现在图书

馆都是用很多钱买更多书，只能买垃圾一便宜书。”琻秀：“看到一堆网络小说我就

暴躁啊。”图书采选：“一些采选馆员或图书馆把选书工作直接给书商，完全不负责

任！”琻秀：“话说网络小说不应该在网上看就完了，一买十几本。”“然后成功学的书

太欠揍了。”“然后各种不着调的养生书。”“大学图书馆进这些东西干嘛。”星光：“真

的好书是比较贵的，如果这样买，图书馆都不达标的。”hanna：“一年 10 万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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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3，其实也是可以选很多好书的。”图书采选：“选书直接象点土豆。”琻秀：“不

过好书真的贵。”河南建*：“这些真就是采访人员的问题了吧。”“怪不得别人啊。”图

书采选：“同意，不少馆员也不知采访要投入什么，觉得很轻松啊。”琻秀：“特别是

专业书，真的贵。真的去买，可能那个钱真的没法儿完成指标哦。”生清：“其实，

干过采书的你就懂了，真正采书的人也不想这样。”图书采选：“图书馆认为采访人

员与一般采购一样，不要有多少知识。”hanna：“把责任推给指标要求是不对的。”

“我干了十年采访。”河南建*：“采书时不要考虑指标就是了。”麦子：“我们基本上

没有任何闲书，除了 200 本放在图书馆门口等人处理的休闲收藏，是一个人捐了

5 万要求设立的，主库是不可以买教科书的。”生清：“其实，采书就是干苦力，尤

其是现采。” 

河南建*：“另外就是叫一线教师多参加选书就是了。”天外飞仙：“特别是现场

采购的图书，应该说完全没质量保证。”hanna：“一线老师的视野太窄，而且不负

责任。”麦子：“我一般不让老师选书。”图书采选：“俺认为采访馆员要具有专业素

质主要 1、较为广博丰厚的知识基础和较强的认知能力。2、熟悉中文图书馆馆

藏、其它各类馆藏和读者利用状态。3、不断追随学校教学科研及读者活动趋势。

4、对相关馆藏建设的事物发展有一定的预见能力。5、有图书分类和编目基础。

6、有完全投入本职的精神。”河南建*：“恩，叫一线老师选最主要是明白选书的大

致方向吧。”hanna：“老师对书的选择水平并不高。”天行健：“教师可以参与，不能

决定。”河南建*：“但咱们的专业馆员又没那么高的水平。”“个人觉得好多馆怕达不

到这种要求吧。”天外飞仙：“但是想象一下，专业馆员真的选择得那么好？”琻秀：

“之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是每年图书馆都会跟各个学院的老师要建议购书的书

单。”“然后会有限考虑那些老师提供的书单。”hanna：“对图书的把握是需要很多专

业知识的，哪里像买白菜那么轻松。”生清：“其实一线老师，建议下他那个线上的

书还不错，所以我们每年采书前都要做大量的采访工作。”天外飞仙：“大家每年购

书是订单还是现场呀？”生清：“我们是订单+现场。” 

图书采选：“有责任的采访馆员为主，接受读者荐购。”天行健：“采访是个大问

题，不是一句话所能决定的。全由采访人员负责、不让老师参与，或者放心给老

师、采访人员不负责，都是不合理的。”河南建*：“现在我都建议学校强制各个教

研室给图书馆提供书单。”图书采选：“主要订单，辅助现场。”天外飞仙：“现场采购

怎样控制质量呀。”“个人觉得现场最难控制了。”河南建*：“现场一线老师根本采不

了几本书。”生清：“@天外飞仙 确实很难，还要看中标书商的图书质量。”天外飞

仙：“好多馆怕是把现场做这一种福利。”图书采选：“真心无法控制质量，只看采先

人员的业务素质。”天外飞仙：“参加过几次现采，感觉书都质量不高。”hanna：“中

文图书每年出书量大于 40 万种，除去中小学教辅教材 10 万种，再除去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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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小说类 10 万种，真正能够采的分母也就 10-20 万种。”天霾心*：“现场采购

控制质量的关键是采访馆员不要完全放手，要对读者选的书进行适当甄别，不能

啥都要。读者选书有时是不负责任的。”图书采选：“现场只为满足教师及专家选书

的想法，于质量无益。”hanna：“再根据本校学科、学生层次、图书质量、出版社

等，能购买的最多不会超过 10 万种。”生清：“个人观察一线老师，也无心你的资

源建设问题，因为他更忙，就连推荐图书，一线老师多没有什么时间搭理你。”h

anna：“在这 10 万种的选择里，买什么样的书就看采访馆员的水平了。”天霾心*：

“馆员任何时候都要把选书质量控制当成自己的事情。”hanna：“把图书质量低下

推给指标要求完全是不负责任。”河南建*：“我在工作完全不考虑指标。”图书采

选：“不能指望教师，没馆藏建设、没整体利、长期的眼光。”生清：“@天霾心不霾，

这样的想法，作为我个人也只能是憧憬，因为太多因素不由人愿。”河南建*：“我

觉得老师中还是有些够负责的，我接触到的老师们的毛病就是对采购图书的质量

要求太高。”hanna：“如果没有利益纠葛，资金其实足够买好书了，数量和质量是

可以兼顾的。”生清：“在我们馆几乎就不可能做到长远，因为每年采书人员都在轮

换。”河南建*：“我们小馆经常就是资金不足啊。”hanna：“如果没有指标要求，图书

馆连钱都拿不到。”天霾心*：“作为一个普通馆员可能控制不了领导推荐的书，但

经过自己选回来的书还是要保证质量的。本人干了 26 年采购。”河南建*：“完不成

指标是学校的问题，不怪采编人员。”图书采选：“高是因为，他们是自己使用。图

书馆是为所有现在和将来的读者，甚至是为保障。”麦子：“中国很多书在我看都不

是书，因为学术图书馆是不能买的。这类书，如果我加了，其他人看到了，会觉

得很没有水平。我们现在很少加捐赠的书，而捐的人一般是教授。所以，在国内

参观一般只看，笑笑，如果说收藏，一定会得罪人。”生清：“公开招标后，低价中

标的书商，往往也提供不了多少很有价值的资源，一分钱一份货这是真理。而评

标时，图书馆的人几乎没有发言权。”河南建*：“我们这领导推荐的图书我都叫他

们走学校公共经费。”hanna：“招标是个问题。”“便宜没好货，书商也要赚钱的。”生

清：“你想目前连馆长多在频繁轮换，更别说馆员，现在的轮岗制，搞得大伙都不

知道什么是方向。”hanna：“书商的书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赚钱的手段，他们最大

的愿望是书赶紧走出去。这和图书馆的愿望恰恰相反。” 

图书采选：“我们领导为增加馆藏收集许多教务不要的课本、破损图书、特价

书，还有缩减变薄的书。”图书采选：“俺一般不用书商书目，尽量用第三方书目。”

麦子：“作孽啊。”hanna：“有这样的领导，馆员做起来真是折磨。”“要我就不干了。”S

unny：“@图书采选 其实领导也是有苦衷的，教育部评估册数的硬规定，导致出

现了这种情况，还有造就了大批特价书商。”图书采选：“俺尽力通过好的作者、作

品、读者、使用排行等关联采先提高采书质量。”Sunny：“按照我们上学时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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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书建设零增长。可现在哪个敢剔旧啊。”节能：“看来不是我一个人 这样认

为，那就是现在好多馆藏建设就是扔钱，真是不是自己的钱不心疼。刚才有教师

说到高校馆不购教材类图书。可是真的行吗？”hanna：“以前问过复旦葛馆长，他

们就剔旧的。”素问：“《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合格标准》还是 2004 年

的。其中关于图书生均册数标准肯定是外行人弄的，但是这么多 985、211 学校

的馆长居然没有把这样的明显漏洞反馈给教育部官员，真的不可思议。”“加上其他

非 211、非 985 学校，图书馆馆长可以坐大半个人民大会堂大厅吧。”liurui：“一方

面数字资源建设是趋势，另一方面还采用 2004 年生均纸质图书标准。”liurui：“希

望新的指标体系赶快出台。” 麦子：“我是最佩服韩国，只中国一个省大，但对自

己文化推广做得太细致。我申请了他们的一个送书计划，他们一做，就是 23 年，

而且选的书好，一切免费。”“中国有些人以酸葡萄情结评韩国，我想你拿中国比这

么小的国家，有意思吗？” 

麦子：“现在的图书馆工作真不是我以前想的。我现在每天在谈很多数据库，

而且被很多因素左右。我们今年的预算已经用得差不多，但只要有便宜的东西，

我还是在谈。昨天是 Gale Cengage 财年的最后一天，他们有比较好的减价，我

和他们说，你如果给我怎么样的折扣，我就在你身上花多少钱，结果他们给的很

好折扣，而我们买了其实我们一定要买的我东西。”茹玉：“现在才 4 月份呀，麦子

老师您们馆的预算已经用得差不多啦？也用得好快哦。”茹玉：“勤俭节约一分钱

都要掰成好几分用哪。”麦子：“另外，一个大家可能都有的中文数据库，我是代表

整个 UC 和他们谈（我们把整个系统有很多大家订的数据库，有各馆专门的人盯

着个别的数据库），我管这个数据库已经 10 多年了，2011 年他们要涨，我压了

下来，4 年没涨，这次上次的协议结束，他们又要涨，我就和大家商量应付对策。”

“我们是财年，2014/7/1-2015/6/30。”“这些决策其实都是在个别人手里，如果我决

定了往往也就结束了。”“当然，这种联合购买的，往往是谁起头，谁协调。”“但个别

人的权力很大，因为要处理的数据库实在太多，没人有经历盯着所有的。”“毕竟不

是上百万美元的大合约。”节能：“联盟、合作很有效。”麦子：“ 这是我现在晚上和

柏克莱在商量的一个日本数据库，我倒是同意，但不知道其他人是否接受。”茹玉：

“请问麦子老师：‘结果他们给的很好折扣’是直接让利，还是有回扣的？。”麦子：

“是让利。”“回扣的话要坐牢的。”“是 75 万日元。”茹玉：“ yes，在美国监督机制非常

健全。”麦子：“我们有个事先决定的比例，用于几乎所有共同采购。”“按学校大小。”

“很多历史因素。”“回扣公司都不会给你做，因为如果查出了，他们也有罪责。现

在数据商就是来看我们，就是 7，8 块钱的学校食堂午餐也不会请我们，不要说

外面去吃了。有时他们 11 点来，谈完 12 点，我站起来和他们致意一下，他们就

自己走了。”“他们一般在图书馆专业会议的展览期间请客户。”“也就是吃顿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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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茹玉：“非常的清廉啊。”学者：“正常人类社会。”麦子：“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像

做生意，很没有意思，我还是比较想自己做做学问。”节能：“我觉得现在走了政采，

图书馆应该没有什么，过去那样的所谓油水了。”天行健：“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到

位，群众有呼声，你让馆长们如何做？”素问：“其实，不光是人天，其他也有，

只是正好抓到人天，小道消息说，人天做账的时候把送给谁的小红包也记上了，

审计时被抓了个正着。”茹玉：“事务性的工作缠身好烦的哦。”节能：“当时这种事

好像就是公开、正常的，所以人天可能才会那样详细记录。”天行健：“虽然招标采

购缺点一大堆，但方向是对的。”芝麻：“我觉得最该管的是医生的红包问题。”素

问：“灰色部分还是有的。”节能：“我现在的工作态度 ：我与书商是工作合作关系

 ，他在邦我完成工作任务，我也应该及时回款，帮他完成工作任务。就是工作

合作，互帮互助而已。我不是你的爷，你也不是我的爷。”节能：“我积极工作是为

了对得起我那份工资，为了年底好向领导交差。” 

麦子：“我每年谈的数据库数量很大，但很久没有人请我吃饭了。”“我想在国内

我的位置油水很大的。”“因为就这些钱，选择买哪个数据库都是我最后定的，对数

据商来说，拿到的都是利润因为成本早就出去了。”茹玉：“应该是有许多不为人知

的灰色收入吧。” 麦子：“我想一定的。”学者：“前些年北京人天书店的回扣底账被

查，整倒好些馆长。”素问：“人天的事情好像有十年以上了。”天行健：“时代的产

物，也不能说都馆长们的错。”芝麻：“中国是这种人情社会没办法。” 

节能：“有个问题与各位商讨：图书馆不购入教材的事。异义者理由 ：一是

高校馆任务量问题导致不能不购入 ；二是，学生使用教材为一家之言，虽然大

约相同，但总是可以用来参考学习的。怎么看这两种说法？”“还有一个理由 ：对

于本科生来说专业专著用处可能不大。”riff：“超星数字图书馆。”“就解决了里面那

么多教材。”张廷*：“个人认为，电子教参是不错的选择。” 

星光：“昨天那个评估指标，公式 1：年进均生册数*学生+原馆藏数=评估总

量，公式 2：年进均生册数*学生+原馆藏数-每年剔旧数=评估总量，制订政策人

头脑里是公式 1，实际工作是公式 2，无论怎样也赶不上评估总量，因为达到这

个量每年还剔旧的话，年生均册数恐怕得 10 册才行，他们要么减低评估值，15

0 万减到 100 万，要么增加年生均册数。其实就是简单数学题，制定人数学不好，

学纯文科的。” 

 

（22）全国最美的 100 座大学图书馆 

张廷*：“全国最美的 100 座大学图书馆 http://bbs.tianya.cn/post-university-492

463-1.shtml。” 

 

http://bbs.tianya.cn/post-university-492463-1.shtml
http://bbs.tianya.cn/post-university-49246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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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14 年度“复印报刊资料” 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行榜及重要转载来源

期刊发布 

王善*：“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069

37876&idx=1&sn=1916b8d1b1cf9ff1d0feff0078807f54#rd。” 刘*花：“图书馆、情报

与档案管理学科期刊排名本学科涉及全文被转载的期刊数量为 49 种，转载全文

总量为 316 篇，约占‘复印报刊资料’学术刊全文转载总量（12667 篇）的 2.5%，

其中，转载量排在前 20 名的期刊共被转载 250 篇，约占‘复印报刊资料’学术刊

全文转载总量的 2.0%。http://www.zlzx.org/rssi2014/index.htm#。” 

 

（24）图书馆建筑设计的讨论 

素问：“麦子老师，那二位年轻人站的地方是图书馆的阳台吗？是不是铁栅栏

后面就是书库？”麦子：“不是，图书馆后面都有 loading dock，像下图那样，这样

卡车倒车后，后面是平的，车子可直接推入。那个铁栅栏是放杂物的。”麦子：“我

们比这个大，而且各馆的后面都这样。”生清：“这样的设计真好，下次如果能参与

馆舍布局建议，一定也争取搞个这种设计。”麦子：“没想到大家对 loading dock 这

么有兴趣。”麦子：“难道国内没有吗？”生清：“感觉实在是太必要了，可惜我们身

边真是很少见。”让让：“麦子，我们新馆新修的，没有。”生清：“估计是觉得搬书卸

货的体力活多不是馆员来干，所以几乎考虑不到这些方面。”麦子：“明天我再拍一

些，我们科学馆后面有个巨大更合理的，因为是 15 年前的，比较新。今天这个‘阳

台’是 52 年的。”生清：“从提高工作效率，以人为本的角度看，我们的图书馆要有

个这种入口，那该多好，感谢麦子老师的分享。”麦子：“美国粗看，什么都不稀奇，

但对方便省力什么的很花功夫。我觉得和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有关，咱有的是力

气。” 素问：“我们馆侧面倒是有个搬运书的平台，不过那个地方一般给采编用，

来了书采编把门打开，再搬书进来，可以少上几级台阶。我们搬家的时候用过。” 

图志粒：“很多时候，一所大学在建造过程中，只是把图书馆作为普通建筑物

来做。”生清：“@图志粒 我们常在这样建筑中感叹，设计图书馆的人，往往不使

用图书馆，所以我们的图书馆总感觉不好用。”图志粒：“对的。生清，这点在我刚

到图书馆的时候就感叹了。”天蝎小昭：“确实是的，我们现在新建的图书馆，慢慢

的又被行政的给瓜分了面积了。”图志粒：“我来图书馆是在建好后第二年。”“然后

就很感慨，一个是图书馆建筑，对，就外观建筑，确实很美，接着就发现，它仅

仅是建筑物，不是真正那种图书馆建筑物，再然后，就开始被行政瓜分了（不过

据说只是暂时的）。”生清：“还有更戏剧的，我们目前的馆于 2007 年启用，一共 9

层，现在看来已经不够用，很多书籍都不得不打捆堆放，找书几乎是不太可能了。” 

图志粒：“我记得当时武汉理工大学的图书馆老师来我们学校就说过，图书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06937876&idx=1&sn=1916b8d1b1cf9ff1d0feff0078807f54#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06937876&idx=1&sn=1916b8d1b1cf9ff1d0feff0078807f54#rd
http://www.zlzx.org/rssi2014/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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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在设计前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程度上咨询图书馆工作人员，要参考他们提出的

建议来设计图书馆的。据说在国外，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是国内几乎没有这

个可能。@麦子老师，国外设计师们在设计图书馆建筑物前，是这样做的嘛？”

生清：“还有可喜的是，按现有我们明年又要搬新馆了，据说还是个要争取鲁班奖

的建筑，但至于怎么设计，好像对于基层工作者也没有太多发言权。前几天看麦

子老师们就连卖家具也是馆员讨论通过，真深感差距。”图书采选：“事实上，在建

筑设计专业，就有与用户沟通这门课的，建筑人员本身有这个认识和素质，只是

其它因素给干扰掉了，建筑出现原则性的失误。”星光：“那这个图书馆会按鲁班奖

去设计，而不是按图书馆设计啦，哇哈哈。”图书采选：“还说什么建筑是遗憾的艺

术而掩盖错误。”生清：“就是，所以，对于新馆建设我们也没有太多可期待的。”

图书采选：“鲁班是木匠吧，即使鲁班是建筑师的话，知道某些建筑奖用上他的名，

会觉得丢人啊！”“硬搬国外，不考虑国情。”“况且国外也在发展追求自然了。”星光：

“在国内拿奖状是第一位的，其他靠后。”生清：“不过还是有不一样的做法，关于

新馆建设我真想跟大伙题下，我们这边的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他们确实做到了

馆员参与建筑设计，而且为了建新馆他们利用各种会议外出考察机会，多方收集

资源，并且敢于推翻校方给他们制定的原有方案。”天蝎小昭：“我们的新馆，馆长

也建议了，但是那也只是建议，最后他们想怎么建就怎么建，本来要给我们的地

盘最后都被划出去了。”生清：“我也是在一次馆员学习交流中得知，为了建一个图

书馆人好用的图书馆，他们的馆员下了很多功夫，馆长也相当有魄力。”图书采选：

“如果能从头参与到结束还好，如果不完整参与的话，会比不参与危害更大。”平

平：“我们借阅台在一楼，书库在三四楼，每天把还的书抱回来哦。”天外飞仙：“我

们建设新馆时，让图书馆提了好多建议和意见，最后全都没采用。”天蝎小昭：“没

有电梯么？”平平：“电梯还没验收，不开。”图书采选：“本来建筑师会按自己认知

会规整些，不完全的参与会问题更多。”天蝎小昭：“建筑师会以不好看为理由拒绝

我们的要求。”平平：“我们为了采光好，还弄个大天井，一楼借阅台的老师夏天晒

太阳，冬天喝冷风。”图志粒：“真是这样，冬天风特别大。”平平：“当时说的如何节

能，如何环保，呵呵。然后采编在 4 楼。”天蝎小昭：“我们也是的哦，感觉好浪费，

说什么中间还要放沙发什么的，休闲。”图志粒：“流通借阅总台那边就是各种风灌

进来。”图书采选：“我们的天花内横布有三种水：生活用水、消防用水、空调用水。

爆管啊、淹水啊。”平平：“我们弄了大天井，中间不能弄沙发休闲什么的，因为环

境太恶劣，没人来。”麦子：“图书馆设计都是有设计图书馆经验的，另外，馆员的

参与很大，当然往往有不止一个任务组（我设定大家知道和委员会的区别）。我

们连馆里的标记都是有各部调人来成立一个任务组，其他就可想而知了。”berth：

“这就是差距 。”图志粒：“果然国外图书馆馆员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参与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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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berth：“我们这边凡事还都是领导说了算 。”麦子：“领导太笨，其实有了任务

组和委员会，你可以把任何事都交代下去，自己看最终建议就可，而这种建议比

自己想的可能更周密，做好了，所有功劳都是你的。建议不好，你不用就是，或

者让人重做。而且底下人也有参与感，这种方法下的决定执行起来更方便，因为

都是下面人自己做，不是馆长强加的。”“说到图书馆布置和设施服务，我对韩国的

印象比较好。”图书采选：“韩国建筑因势力而建，巧，因用而建，亲和近人。”“我们

一些图书馆大广场、大体量（多天井，面积全碎化、细长），威严有余，没有亲

和力。” 

 

 

 

 

 

 

 

 

 

 

 

 

 

 

 

 

美国高校图书馆的 loading dock 照片由麦子提供 

 

图志粒：“麦子老师，这个 Loading dock 我倒是在外贸工厂能见到类似的。

只是在图书馆几乎没有。我们图书馆正门倒是有类似的台阶可以让车子停靠到

位，侧边上也有坡道可以用推车，只是毕竟是正门，货车一般不让停，而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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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根本没有可以停货车的地方。” 麦子：“图志，其实我们所有有通路的建筑后

面都有 loading dock, 有些巨大。” 图志粒：“这样真的很好。很有人性化的考虑。”

 素问：“麦子老师，那个台阶是好高啊？车屁股正好和台阶一般的高度。” 

图志粒：“对了，我想起来了，好几家图书公司的仓库门口也有这样的设计。”

麦子：“素问，车斗的高度基本一样，所以后面的高度是标准的。”麦子：“第二张是

完全平的。”图志粒：“高度设计得很正好啊。”素问：“这种货运车后面的高度不知

道有没有标准。看图片，应该是基本统一的。”图志粒：“有可能是统一的。”麦子：

“是。”麦子：“我们外面送货也都是直接推下来的情，很方便。”平平：“我们感受不

到这点，书都是书商运输的。”麦子：“工作场所受伤是大家都希望避免的，所以是

越方便越好，如果外来人受伤，也是学校的责任。”素问：“如果废品回收公司的人

来收旧书，他们自己打了自己的脚，也是学校赔吗？” 麦子：“是。”琻秀：“有读者

撞玻璃门上了。”“受伤了。”“馆里面赔的。”天蝎小昭：“那这个图书馆也应该要买个

保险。”平平：“赔的也太多了。”山西武*：“现在的玻璃太透明了，真的会撞人。我

撞过。包括在图书馆。”平平：“我也撞过，就在玻璃上还有楼梯上贴什么注意**

的。”“下雨天还要在门口摆一个，雨天路滑，注意行走。”山西武*：“不是多疼的问

题，是那个惯性会比较吓人，心理忽然咯噔一下。” 

 

（25）手机电子书阅读软件的讨论 

wangwen：“咨询下各位，大家手机上都用什么阅读电子书的 app 呢？推荐下。

我下了图书馆推荐的超星移动图书馆，不好用呢，而且也没什么新书啊！”天外飞

仙：“手机阅读 epub 还行，如果是 pdf 的根本就没阅读体验。”“如果是 epub 或者 tx

t，我个人用的是多看阅读。”wangwen：“可是好些 epub 的书，书里的图没有显示

或者内容排版也很乱。”天外飞仙：“那是制作 epub 的问题了。 “制作好的效果很

好。”wangwen：“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挺好，主要是内容好，但是手机上得用浏览器

联网看啊，在路上的时候很不方便很不方便。”生清：“个人感觉超星移动对于馆藏

资源利用的功能还行，相当于在手机上用读秀，仅限学术搜索这块。”wangwen：

“超星上的书籍资源没有文献传递的多。”“而且用 wifi 传输功能，超星也传不上去

呢，唉。”天外飞仙：“超星阅读器功能太少。”生清：“这个倒是，所以感觉功能还有

优化空间。”wangwen：“我用的超星只能查询下馆藏，看下自己的借阅记录，其他

没什么阿。”天外飞仙：“看 pdf 用 ezpdf 或者多看阅读，功能比超星的多得多。”“现

我手机只装了一个多看阅读。”生清：“哦，我比较多用‘学术资源’这块。”天外飞仙：

“查资料还是用电脑。”生清：“这个倒是，不过紧急时候查资料，APP 也很给力。”

天外飞仙：“多看阅读好的功能是可在多设备间同步阅读记录，还有网盘。”生清：

“感谢推荐，那个好用？”天外飞仙：“我用过最好的吧，支持 pdf，epub，txt。”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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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wen：“@天外飞仙 多看阅读资源多吗？”“以前我用淘宝阅读，通过活动，能有

好些免费资源，现在没有了，呜呜。”天外飞仙：“有免费资源。”生清：“这个推荐好，

我也下个试试。”晓梦：“看你是想看小说，还是书籍。”wangwen：“@【客服】晓梦 

书籍。”晓梦：“书籍现在的大部分电子书都开始收费了，也有免费或者每日限免的

资源，不过比较少。”晓梦：“如果是用 PDF 版本阅读的话，我这边倒是有个不错

的网站可以推荐。”“PDF 电脑阅读比手机阅读体验要好。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在

 VeryCD 上面下载，那上面免费书籍资源很多。”Lee：“百度阅读目前号称有 3 万

免费电子书。不知质量如何，大家可以试试看。”晓梦：“有的是号称有很多，可惜

不是全本，往往只放一部分，后续要看的话，需要付费。”Lee：“我的体验是：多

数情况下，付完费之后就摆在那儿，基本上不再看了。”晓梦：“确实。” 

 

（26）外文电子资源如何获取的讨论 

林玥：“各位前辈好，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在一篇文献中看到一个很好的参

考文献（外文），但是在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中间都检索不到，这个时候该怎

么办呢。”张廷*：“如果能通过一些传递系统检索到，可以试试文献传递。”清华陈

*：“google scholar，各种发现。”刘*花：“在网络或读秀中找到文献来源，再到相应

的数据库中搜索。”林玥：“传递系统和读秀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我再看看 google。

谢谢各位前辈！”刘*花：“也可以将该文献放到群里，大家帮忙搜索。”奇观：“用谷

歌学术和百度学术检索一下，得到的检索结果再一个个点击试哪个是免费全文。”

奇观：“小木虫和道客巴巴也可以一看。” 

 

（27）书库搬迁和调整的讨论 

平平：“能不能来抱怨下，书库规划太重要了，之前为了评估，书都往架子上

堆，现在要整理，难道好大。”“考虑到文科的书很多，就专门设置了 2 个文科书库，

一个一线一个二线，现在整理后，发现 2 个书库都快满了。”“设置一二线也很麻烦，

还书回来还要去系统里查典藏地点，哪本放一线那本放二线。”茹玉：“搞形式主义

害死人哪。”平平：“当时为了评估，直接开了个房间让书商把书堆到架子上，然后

告诉评估专家这个是新书库，现在新书库要拿来放理科书，之后就是挪。”“3 万册

书，好多。”“主要是前提规划不好。”“有时真发现，虽说能放 15 万册书，但你也不

可能满满当当放那么多啊。”“放个三分之二就行了。”天外飞仙：“本馆能动的东西

近十年来全部搬了一次。”平平：“当时为了搬新馆，期刊报纸合订都没做，现在邮

局天天催着要钱，又抽一部分人去干活了。”“剩下 5 个流通的，说要挪库，还要上

三万册书，大家看到就怕。”天蝎小昭：“没有学生么？” “为什么不安排他们上

架？”平平：“学生有勤工俭学的。”“只能扫地擦书架。”平平：“一方面是学生在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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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查到书在库里找不到，一方面是自己人干不动了。”“那些人来一天不来一天

的，上架我们不放心。”星光：“看能不能雇工人。”平平：“有没有哪个老师有经验，

对于这种算多少类占多少架的问题。”天蝎小昭：“我们的学生都是上架倒架的，还

要打包，干的都是技术活。”平平：“看来我得培养一下学生，弄一份简易的教材告

诉学生如何排架。”天蝎小昭：“不安排学生上架，太浪费了。”“平时多训练他们，到

了真的要大动的时候就马上能上手了。”生清：“这个我可以深有体会，其实学生训

练好了，不比老师的效率差。”天蝎小昭：“我们现在近 40 个学生，还有 100 多号

的义工队，就等着搬馆时用呢。”天外飞仙：“我知道有一馆好像学生有 200 人吧。”

平平：“我知道有个馆，老师 5 人，学生几百人。”天外飞仙：“这种合法不呀？”天

蝎小昭：“有什么不合法的？学生都是勤工助学的，义工是自愿参加的。”天外飞

仙：“义工是加操行分？”图书采选：“搬馆前，发动读者借书呀。”天外飞仙：“每位

学生必须借 20 本。”天蝎小昭：“是的，我们有综合测评，可以加分。”天外飞仙：“这

个方法好。”天蝎小昭：“是呀，我们估计 6 月份就要开始只借不还了。”天外飞仙：

“对多借书的可以加分。”天蝎小昭：“这个就不行了吧，很难操作哦。”图书采选：

“到新馆后再还。”天外飞仙：“加操行分嘛。”“就当做了义工。”平平：“我们馆长不想

只借不还。” 

 

（28）美国高校图书馆办公环境 

麦子：“我们这个四层的科学馆馆舍面积极小，估计国内就是民办学院水平，

98 年建的。不过馆员都有独立办公室，管理员和学生是大房间。”“我这里另有一

个办公室，不大，但很舒服。”“除了桌上的线装书，电脑，所有抽屉都是空的。”“上

面的家具都是 steelcase 的。”“这是我在总馆的办公室，房子是 53 年 12 月建的。”

山西武*：“家具是原木的么？”wjew：“对麦子老师办公室里那个小圆桌很有兴

趣。”麦子：“不是原木，下面是铁的，但从同样的旧家具看，扔掉的都是由于式样

老了，用不坏。”麦子：“小圆桌是开会用的。”西苑图*：“想的很体贴。” 麦子：“我们

每天大太阳，所以帽子和太阳眼镜一定不可少。” 西苑图*：“其实也管理的好坏。”

“就是细节做到了。”“就很人性化了。”“给人的感觉很舒畅。”西苑图*：“我注意他们

那个台子很棒。”“高度正好。”麦子：“桌子下面原来有可移动的放卷宗的柜子，像个

凳子，但都给我移走了，因为用不上。” 素问：“麦子老师，加州大学图书馆总馆

是在哪里啊？在总馆有办公室，那是不是过一段还要到总馆跑一趟？”麦子：“情

况是这样，我自己有两个摊子，一个在人文馆，就是主图书馆，另外一个在科学

馆，所有采编在那里，所以就两头跑。我是比较喜欢这样，走路总是很好，大约

3-400 米。”麦子：“不远，每天走 2，3 次，就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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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麦子提供 

（29）专业选择的讨论 

麦子：“今天想到一个教育问题。因为有个学生工一直坐在我办公室门外，每

天会遇到，说几句，今天问起，他说他是金融和会计的双学位。”麦子：“我发现，

越不是太好的学校，会有这种虚头巴脑的本科学位，但好的学校，往往是很基本

的东西，比如数学，经济。”“然后 ，历史文学。”平平：“原来国外也这样。”“还有金

融保险、财务英语、涉外秘书。”麦子：“到了找工作，华尔街的活，都是那些学数

学经济的，而不是金融的，后者可能只好去卖保险了。”平平：“不好的学校没能力

开这种交叉专业。”“我想起自己的本科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请让我对着墙

默默的哭一会。”麦子：“所以，小孩读书好的，要读很基本的学科，而不是那些好

听但不中用的东西。”素问：“现在 N 多的小孩到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地学金融。”广

东小*：“信息学这个专业名称骗了不少人。”麦子：“知道，素问老师，所以，以后

听见有邻家小孩读此类的东西，你就知道真相了。”素问：“我认识的校内老师儿

女，就有好些留学学金融的。”星光：“这也是海龟有些混不下去回来原因吧，专业

根本就选错了嘛。”“但是现在图书馆学都改成信息管理系统了吧，那只能考啊，也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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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下雨天图书馆的雨伞放置措施 

琻秀：“你们下雨天进图书馆的时候要自己带袋子把雨伞装起来吗？”“以前读

书的时候要自己装雨伞，不能把水滴得到处都是的。后来工作后，发现大家都拿

着伞直接进到图书馆，觉得好奇怪。”山西武*：“书库门口大厅地方很大，伞都是

在外面放的。现在好像提供袋子了，我那时候没有袋子。”天蝎小昭：“图书馆门口

应该设置个放伞的地方。”琻秀：“有读者怕自己的伞被偷。”“还是要拿进去。”麦子：

“不是门口有人发袋子嘛。”琻秀：“有的馆可能没这个预算。”“宁可让清洁工来回

跑。”平平：“我们直接在书库门口放个桶或者盆，伞都放里面。”平平：“本来想在大

门口放的，但怕学生的伞被偷了，就放在书库门口，然后在门口垫点纸板。”平平：

“呵呵，最怕的是读者上楼梯滑倒。”麦子：“你们多雨吗？”平平：“南方梅雨天气。”

 图志粒：“我们有个自助寄伞的。”琻秀：“自助寄伞，听起来好高大上。”图志粒：

“没有啊。只是普通的那种寄挂呀，带钥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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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报》图谋随笔辑录 

2015-3-31 14:30 

笔者自 2006 年与《图书馆报》结缘，如今是第十个年头了。其间，坚持

以每月两篇稿子的频率履约。稍事“盘点”，已刊发的稿子有 100 余篇（另

有部分稿子未能刊发），特此作一辑录。《图书馆报》已刊发“豆腐块”题录

（可能不全）  1 图谋 .图书馆的 2.0 生存 .新华书目报图书馆专

刊.2006.6.18: B8（CN11-0126） 2 图谋.图林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30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圕人堂实践意图例解 

2015-3-30 08:59 

圕人堂发展基金是为了促成必要的激励机制，谋求可持续发展，经费源于

圕人堂成员捐赠，逐步争取通过与个人或机构合作获取赞助或捐赠。圕人

堂需要“圕人堂发展基金”支撑或支持圕人堂的持续发展。第二次筹资工作

进行的比较艰难，原因之一是大家对圕人堂实践意图缺乏了解。第二次筹

集工作的背景是，第一次筹资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42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  麦子：光阴的故事 

热度 3 2015-3-29 10:29 

光阴的故事 麦子 我中小学正规教育实在没有学到什么，但这段时间的唯

一收获是，有个亲戚给我弄了一本英语 900 句，那是在 1973 年左右，是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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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71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78340&handlekey=lsbloghk_87834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78340&handlekey=lsbloghk_87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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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34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78111&handlekey=lsbloghk_87811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78111&handlekey=lsbloghk_87811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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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页的有重复练习内容的国外带来的教材。因为父母是中学教师，他们

同事里有个过去是洋行工作的同事，此人属于逍遥派，一周给我讲讲 30

分钟。他因为不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324 次阅读|3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5个文件。 

3.大事记 

(1) 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圕人堂发展基金第二次筹资接受捐赠情

况：2015年 3月 31日 24：00本次筹集结束，接受了 33名成员捐助（其中有一

名捐两次，实际为 32名），累计 1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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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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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11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878111#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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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lake（100 元），18 wu（200 元），19 applemm（200 元），20 宋晓莉（200

元），21 粒粒（200元），22 企鹅孔雀（200元），23 图谋（2000 元），24 一平

未央（300元），25 xuer（300元），26 欣然读书（200元），27 Sunny（100元），

28 让让（1000元），29 天行健（100元），30 刘方方（200元），31 巧果（300

元），32 素问（200 元），33 Ouyang（200 元）。（注：名单按收到捐赠的先后顺

序）感谢所有捐赠者！ 

（2）2015年 4月 1日 13：40圕人堂发展基金当前金额为 14411.82元。 

（3） 2015 年 4月 3日 14:00，群成员达 925人（活跃成员 305人，占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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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