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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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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总第 52 期 2015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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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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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与引用规范 

sonorous：“不知道是否有人士统计过，同一篇论文，知网，万方，维普查重

系统能查百分之几。”“估计知网准确率高些。”老田：“paperpass>cnki>>万方。维普

没用过。万方查重就是鸡肋。”山西*超：“查重让数据说话，知网 14，维普 15.5。”“这

个时候是毕业生查重。维普确实比较鸡肋。”“好些同学图书馆查的都比较低，一到

院里，维普超高。”“数据库查重基本等于害人，据说 peperpase 相对准确点。”sonor

ous：“文献形式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单位是百分率？”“维普比知网还高

些。难道是因为所查重的论文所在的学科维普收录的独家期刊更多。”图谋：“其实

明白‘原理’，存在这些差异是比较好理解的。”“他们的检测范围不一样，检测具体

的方法也不一样，结果自然不同。”山西*超：“关键是差距悬殊，但是知名度却恰

恰相反，至于孰优孰劣并不重要，但真的苦了孩子。很多自己写的话改来改去都

不知道要换成什么样子。”“个人还是比较认可知网。”图谋：“其实也比较好解释。维

普的特点，收录的灰色文献比较多。”鱼雷：“自己写得怎样，自己心里应该心里有

数。”山西*超：“这是实话。”“多写点原生态的内容就是最好的办法。”图谋：“应用毛

语录、法律条文之类，也得用自己的话表述，这个时候就会比较无语。”“毕业论文

要求，复制比有的要求是 5%以内，有的要求是 30%以内。这个差距也是相当大

的。”“有时也没什么道理好讲。”“不同学科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很大。”鱼雷：“按说我

是语言文字学，相似度应该高于理工类。”山西*超：“跟文理科关系应该不大，三

万字你是不能少的。”鱼雷：“因为咱是搞图情工作的，知道规范。”“凡是引用的，一

定加以标注。那查重中就会给你标注黄色字体，而不是红色字体。”图谋：“结论大

致相当的情况，很有可能只是巧合。比如恰巧几家的检测范围恰好均为覆盖，或

者几家存在同样的盲点。”鱼雷：“@图谋 其实，标注引用，作用很大的。”图谋：“当

前的问题在于‘规范’不明确。引用的度，不好把握。”山西*超：“哪位老师了解这几

个库的查重机制？”“据说知网是连续 13 个字算抄袭？”“引用时候也不敢大段大段

的来，只敢引下个别句子。”鱼雷：“如果您有兴趣，先按照规范加角标，查一次；

然后把所有引用角标删掉，再查一次。”图谋：“当前批评比较多的是，正常的引用

给扭曲了。”“引用的原文献表述很到位，非得‘自己的话’改造一番。”鱼雷：“有些人

玩儿小聪明，大段粘贴之后修改个别词语短语，以为没事儿了。其实想错了。”

麦子：“大家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种地方去了，还搞什么科研。”图谋：“这块确实批

评比较多。”鱼雷：“真正搞研究的，不会考虑这问题。”“相反，花大精力考虑这问题

的，多为没认真做研究的。”图谋：“还有就是当前问题更严重的，其实是代写代发

的情况，这类反倒无事。”论坛刘编：“其实，引用本不是问题，在正常的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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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真正搞研究的，一般不会出这方面的问题。形势的转变，尤其是科研环境，

考核上的急功近利，简单粗暴，以及本来与科研无关的考核等与科研捆绑后，才

涌现出来。期刊在这块压力更大，他是最后的后卫——守门员。”Lee：“引用是必

要的，但是一旦达到大量 copy 别人的文字，说明文章没必要再写下去了。” 笔

疯：“学到东西了@图书馆论坛刘编 。”鱼雷：“@图书馆论坛刘编 正常的引用是

科研所必需的，因为做科研不能事事亲为。”“现在学校对学位论文严查，反对的不

是引用，而是整段、大段的粘贴。”山西*超：“是的，这个现象也是比较严重的。”

鱼雷：“我引用你的实验数据、甚至调查数据，这都是可以的，注明这个数据是哪

儿来的就行了。”论坛刘编：“正常引用当然应该，支持。但太多的并非引用。”“不少

人，参考了最主要的文献，但不会标注。”鱼雷：“但是我的文中某一段直接粘了你

的一段，那就不应该了。”“没错，正常的引用，是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不是凑字数

的作用。”山西*超：“刘编辑老师多多发言哈，借机指点指点下平时接到的投稿状

况。此机会实在难得。你平时都潜水呢。”论坛刘编：“没有太多精力。”鱼雷：“正常

的、合理的引用，有时会给读者眼前一亮的感觉。”麦子：“如果我直接贴，但是有

引，这就可以了吧？”鱼雷：“@麦子 我认为不可以。”“但是凡是引用的那一句话，

必须是粘贴过来的。”“这叫‘引用原文’。”麦子：“这真的？那么这就相当奇怪了。”鱼

雷：“另外有一种，有一个段落，不是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是用自己的话进行了

阐述。”“我认为这也应该加注，这是‘观点引用’。”麦子：“如果一个人，写一篇论文。

题目不偏，但都是自己写的，尽管这些观点其他地方也有，他也不抄，都是自己

写的，但没有任何引用或文献综述，这种论文如何？”鱼雷：“@麦子 整段落的原

文粘贴，虽加标注引用，但这不是正常引用。”“这样的文章，在写之前，不可能不

读别人的文章，也不可能不受别人论文的启发。”麦子：“我说就是都是自己一口气

写下来的。”山西*超：“受别人的启发在论文里是没法表明的吧？总不能写一句这

是受谁启发想到的。”麦子：“我也不是受人启发，就是自己想到的，但没有任何文

献阅读。”素问：“麦子老师说的这种，我以前问过一个人，说这样写论文不行，非

得要有参考文献才行。记得是这样。”寒：“论文还是不太同于一般的文章，还是需

要事先研读现存的很多相关论文，了解现在的研究现状吧。所以最好的论文写作

状态是自己一口气写下来，但充分参考、必要时引用现有文献。”山西*超：“乔布

斯 2005 演讲里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别活在别人的思维里，论文引用也是需要注

意的，引用太多就会限制作者思维的展开。”  

 

（2）圕人堂发展 

①圕人堂聚会 

图谋：“有位退休教授办了微信群与 QQ 群，‘做群与办网都是建一个自愿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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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平台，有点象茶馆，大家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一是要环境宽松干净，不要让

人来不舒服，二是来必须有个安全的环境，不可能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特别

是互相尊重。对于’闹事‘不遵守规定的，只能送其出门了。一个经常有小混混闹

事的茶馆，茶客就只能选择其他茶馆了。本月 16 日，我们群在上海群聚会，近

90 人交费报名参加，大家从四面八方赶到上海活动半天加一个晚上的聚餐，不

是为了喝次酒，而是为了业务与友谊。报名期已经截止酒店也已经订好，不需要

我做任何事，由上海一公司的群友及他的团队组织会务，群聚会实行ＡＡ制。参

加的人可能有三分之一的老板，许多世界著名企业例：巴斯夫，汉高，3Ｍ，亚

利桑那及国内著名胶粘剂企业：上海康达，上海回天等朋友参加，许多人都是行

业的精英。不少朋友从北京、广东、杭州、山东、江苏等地专程赶来聚会。还有

四家企业有点小实物捐助（u 盘，酒，茶叶，相框及相片）。’（见：http://blog.scie

ncenet.cn/blog-279177-886792.html）。” 图谋：“我读了以后有所感慨。第一段的

感觉相似，圕人堂的 logo，选了一把红茶壶，寓意圕人堂像茶馆、‘生意’红火。

第二段，碰巧圕人堂也打算利用 CALIS 引进数字资源培训周的机会线下小聚，

时间差不多，地点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只是组织能力、气场差太多。”山西*超：

“王老师参加么？”“咱群以后也可以这么做。”图谋：“群活动消息发出好多天，只有

2 人报名（包括我自己）。”山西*超：“咱群影响力还需要扩大。”图谋：“谈何容易

呀。”山西*超：“能不能试试联系下这个微信群？相互学习下。参加学术会也试试

宣传下圕人堂。”山西*超：“一年时间发展到一千多人已经很棒了。”“能不能向牛人

借力，可惜牛人都潜水。”图谋：“他们的情况我已经初步学习过了。有羡慕嫉妒但

没有恨。”山西*超：“他们做的确实很棒。”图谋：“是不容易。林教授的情况我有所

了解。”“我毕竟是草根之中的草很，有些事情心有余而力不及。”山西*超：“他的群

里专业性比较杂吧？能否借他之手宣传下圕人堂。”图谋：“无交集。”图谋：“人家

是真正意义的行业群，可以产学研商相结合。”山西*超：“如果哪天咱群里进来个

教育部大领导，咱群就可以如鱼得水可以搜搜邮箱什么的，试试邮件联系怎么

样。”图谋：“傍大款或傍大佬，并不靠谱。”图谋：“作为跑堂的，当前期待的是推进

议题式交流机制的实现，形成良性循环。”“你要借人家的力，人家得看你有什么借

给人家。”“这个道理俺明白。”图谋：“Lee 介绍的网络社群 1:9:90 法则，给了我不少

启发。”“丰富了圕人堂群的办群理念。”Lee：“我也是无意间在网上看到的。”图谋：

“我折腾圕人堂这一年，收获了很多。”“我很感谢大家。”“同时，可能也是大家看到

我这么闲的原因。我几乎将全部可能的空闲时间用在了圕人堂。”“比如我每周周末

得有 4 小时左右用来做家务，买菜、打扫卫生。自从折腾圕人堂，这个时间‘缩

水’为 2 小时左右。”图谋：“昨天这个劳动节，除了做家务，我几乎把其余时间‘奉

献’给了圕人堂，包括整理与发布周讯、为成员修改论文提供参考意见建议、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177-88679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177-8867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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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稿件等。”山西*超：“浏览了下他们群的规范，这种交流模式

确实很好。实时便捷。”图谋：“作为我的角度，折腾圕人堂是我的‘业余兴趣爱好’，

我不大可能持续投入过多精力（比如我还得看单位领导及家里领导的脸色），一

直在期待有更多志愿者愿意参与进来，一起来‘跑堂’。” 

②圕人堂将围绕建群 1 周年适当‘造势’ 

图谋：“圕人堂试图围绕建群 1 周年适当‘造势’，期待管理员团队、客服团队

及群成员支持。”图志粒：“必须支持！”图谋“‘造势’的主要目标：（1）继续宣传推广

圕人堂；（2）群成员规模争取发展至 1500 人左右。”“关于圕人堂志愿者，时不时

有人咨询。特此简答一下。志愿者随时都需要，而且主要是随心随意、形式不拘

的。”“当前，管理员团队（含周讯编辑团队）、客服团队志愿者成员，希望相对稳

定。”“圕人堂当前最为期待的一类志愿者是，能够组织策划议题交流的志愿者。” 

“许多事情需要有人愿意去推动，这个推动的力量，有些时候可能只是‘举手之劳’

就足够。” 

③圕人堂成员著作 

米粒 MM：“我们学校要建新图书馆，最近馆里的议题就是国内哪些高校图书

馆建筑设计比较先进，可以参观学习的。”广东小*：“先去广州大学城的十所高校

去看看吧，方便快捷。”米粒 MM：“杨老师，我们基本上都去过了，听说暨大要在

番禺建新图书馆？”图谋：“如果是我，我会推荐欣然读书的书香英伦系列。”“‘镜头

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可能也能找到一些‘线索’。”米粒 MM：“昨晚上把相册都浏

览一遍。”图谋：“个人认为，对于新馆建设，欣然读书的系列游记有较高参考价

值。”米粒MM：“等下就去拜读欣然老师的文章。”“2014年的‘全国最美的 50座大学

图书馆’（http://hb.qq.com/a/20140414/013033.htm）。”广东小*：“暨大的已经建好，

投入使用了。”米粒 MM：“刚才看了欣然老师的系列文章其中两篇，十分长见识。

突然萌生一个想法，圕人堂能不能与欣然老师合作预付印刷出版呐？这些资料如

能出书有很大参考价值。”图谋：“圕人堂是‘草台班子’，无法做承诺。但圕人堂乐

意促进玉成此事。”星光：“@米粒MM 印刷出来你买吗？。”米粒MM：“我想买啊，

不过你是想说销售渠道吗？”图谋：“我认为是有一定市场前景的。”米粒 MM：“图

片精美，文字也很动人。”图谋：“群成员中出版领域人士，可以留意。”星光：“对，

书印刷出来有人买才有价值。”“成本才能收回来。”米粒 MM：“互联网时代，按需定

制印刷出版，不存在库存成本的问题吧。不过我就不太清楚版权和稿酬怎么算

了。”图谋：“连载仍在进行中。专注耕耘，暂且不论收获。”图谋：“个人内心倒是有

‘长远’打算，如果圕人堂经费允许，可以考虑推动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可

以酌情提供出版资助等）。”米粒 MM：“最近，为你读诗这个微信公众号推出据称

国内第一本有声图书，精选过去几年的诗歌朗诵作品，加上精心的内容编排，单

http://hb.qq.com/a/20140414/0130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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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定价接近 60 元，因为受众基础大，在微信上销售情况很好。”图谋：“圕人堂也

期待在‘营销’方面愈来愈成熟。”“图谋才疏学浅，能力有限，圕人堂若干‘梦想’的

实现，仰仗诸位成员共同‘给力’。” 

山西*超：“一不小心看见一篇麦子老师的大作，哎哟，好激动。”米粒 MM：“麦

子老师的大作在哪里可以拜读呀？”山西*超：“山东图书馆学刊。2010 年第六期。”

“《美国的高校图书馆》。”“邱葵。”“麦子，不仅是圕人堂的实力派支柱，还是我遇到

的最好的老师。”图谋：“其实群文件中就有。”“群文件中还有麦子老师的多个报告。”

“另爆个料：某知名图情期刊向麦子老师约稿一篇，预计将于近期发表。”“圕人堂

这样的平台期待更多‘麦子老师’，期待更多对图书馆及图书馆学有益的人和事。”

“《圕人堂周讯》亦将介绍更多圕人堂的‘深度用户’。” 麦子：“的确，2010 年去烟台

做报告，当时遇到山东图书馆学刊的主编，要我们几个人每人写一篇。”山西*超：

“建议大家都看看这篇文章，知不足，然后不断学习进步。” 

麦子：“现在实在太忙，以后退休了，我倒想做独立研究者，写些东西。”生清：

“支持您，麦子老师，期待早日能拜读您的作品。”图谋：“期望麦子老师退休那会，

圕人堂还在。”麦子：“图谋，那篇东西完全好了，改了很多，完全是群的功劳。”

星光：“期待麦老师的作品。”     

④圕人堂的交流与合作 

麦子：“其实，现在国内的专业协会的专业性不够，而官样性太强，完全有市

场再成立一些完全以专业交流为主的团体，提供讲座和培训，成员完全由馆员而

非各馆领导为主。”XH：“但运行费用呢？”生清：“赞同，我也发现，很多数据商搞

的讲座质量实在有问题。”图谋：“我期待圕人堂能促成一些有益的交流。”“一些学

术交流可以搞 AA 制。”麦子：“如果这次和那家杂志合作成功，我会抽时间写写对

学科馆员看法，和其历史。”“运行费用的确是个问题。”山西*超：“多拉赞助。”图谋：

“参加一些会议，假如有三五同好，开开会中会挺好的。”麦子：“但数据商办讲座

不能称为主流。”生清：“估计还有要看如何推动，怎么形式来讲。”XH：“学术协会

如果真的能社会组织化，就好了。”图谋：“有一种很简单可靠的推动形式，就是利

用圕人堂平台，发现‘同好’，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麦子：“以后，我如果

出去做报告，要大力推这个群。”“尤其你们有人请我去的话。”图谋：“其实，我知道

有些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早已付诸实践。”顾健：“理论上国家允许行业成立多个

行业组织。”图谋：“麦子老师提及的学术报告供求信息也欢迎发布。”麦子：“其实，

如果有什么地方有兴趣，组织专业报告会实在很方便。”图谋：“群里的‘资源’很丰

富。”顾健：“如果只是学术交流，现有的技术已经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如果想推

动行业进步，到是需要有一个行业组织的。”图谋：“进一步的开发与利用，有待大

家共同努力。”麦子：“问题是，和国内图书馆管理层连络，可能会涉及要访美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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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的，也不是不可以，但这工作量就大了，而且，以前也有人做过。”图谋：“难

度系数大的，可以另行谋划。”图谋：“圕人堂期待能够推动图书馆及图书馆学进

步，权且视作一种‘泛组织’或‘自组织’。”麦子：“而且，我可以以美国华人图书馆名

义，加州大学图书馆什么的，另外找人也方便。”图谋：“圕人堂比较重视宣传推广

工作，但毕竟‘能量’有限。”山西*超：“麦子老师可以拉一些认识的同行朋友进来。

交流学习。”图谋：“国内不少会议的‘日程安排’，得到会议前夕才能确定（也有根

本就没能确定的）。”顾健：“会议是很多的。我都觉得太多了。”星光：“今年的会议

好多啊，晕头。”东北海边：“首先找出会议预告源,从中择优选。”图谋：“务虚会太多

了。”顾健：“不少只是一场不得不的演出而已，和推动行业进步无关。”星光：“有些

会议就是几个小团体熟人通知，也不上报啊，所以不知道。” 

⑤圕人堂 QQ 群和微信群 

图谋：“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它不是一般意义的 QQ 群。它积

极与科学网博客、新浪微博、平面媒体等协同、互动；它办《圕人堂周讯》电子

报；它筹集发展基金；它圕聚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它有愿景有使命，并围绕

着愿景与使命的实现孜孜以求，可谓‘螺蛳壳里做道场’。”“这条信息还发了微博：h

ttp://weibo.com/1258418197/CgruSAB79?from=page_1005051258418197_profile&

wvr=6&mod=weibotime#!/1258418197/CgruSAB79?from=page_100505125841819

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欢迎转发，谢谢！”图谋：“希望

圕人堂早日结束宣传推广阶段（标志是：群成员规模达到 1500 人，并保持 30%

左右的活跃度），从而步入‘正常态’，更好地推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图谋：“如果是邀请或介绍好友加群，最好让其加群时附言简单表明一下与图

书馆或图书馆学有点关系，谢谢！”“碰到任何信息未留的加群申请，管理员比较为

难。”麦子：“有没有办法在申请上写：为什么想入群？”图谋：“申请的时候可以附

言。”麦子：“我知道，但管理可否反问？”图谋：“没有这样的功能。”素问：“加群的

时候可以要求写是学生还是馆员，哪个山头的，群内可以不公开，这样做广告的

难以混进来。”图谋：“只要表明与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相关就可以。” 

 图谋：“关于群等级头衔，圕人堂弄了‘特色’头衔体系。临时取消的原因，当

时已做了说明。彼时，数位等级较高的成员，很活跃，但贡献的内容与圕主题弱

相关，担心形成‘误导’，对圕人堂发展不利。”“对于个别成员在群内滥发的信息，

建议大家不要点击，避免上当受伤。”素问：“群里有些奇特的人，有的用日语名称；

居然还有这样的网名，也不忌讳。”图谋：“对于未给群造成不利影响的，圕人堂持

兼容并包态度。”“如果有成员私下做损圕人堂声誉的事情，请及时予以举报。圕人

堂将尽可能及时移除出群。” 

图谋：“参加 calis 引进资源培训周的成员，可以加‘圕人堂’微信群。”“微信群功

http://weibo.com/1258418197/CgruSAB79?from=page_100505125841819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1258418197/CgruSAB79?from=page_100505125841819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http://weibo.com/1258418197/CgruSAB79?from=page_100505125841819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1258418197/CgruSAB79?from=page_100505125841819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http://weibo.com/1258418197/CgruSAB79?from=page_100505125841819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1258418197/CgruSAB79?from=page_100505125841819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http://weibo.com/1258418197/CgruSAB79?from=page_100505125841819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1258418197/CgruSAB79?from=page_100505125841819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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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 qq 群功能差异较大，先小范围试验一段时间。”“该微信群的作用主要为方便

参会成员线下交流。” 

⑥圕人堂专题 

星光：“武超写麦老师博文的内容有些零散，要不参考参考图书馆报、和群主

写的。”图谋：“这样写写有助于锻炼笔头，我认为挺好的。”“跑堂的，单单是写博文

就写了十年多，个人认为是有所收获的。也期待更多青年学生去做这样的事情，

圕人堂还乐意为其提供平台。”“当前圕人堂成员中，在读本硕博各个层次的学生，

我估计会有 100 人左右。”“希望这群‘生力军’积极参与交流与分享，这将是互利互

惠的。”“周讯中设有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初衷是期待该版块读到较为规整的信息。

过去的一年，基本属于图谋孤军奋战，今年开始主动出击（约稿），甚至‘摊派’，

希望圕人堂专题版块‘活’起来。”“圕人堂专题（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

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from=space），当前

的一些做法（涉及信息摘编、信息汇编、学习笔记、圕主题随笔等等），供参考。”

“该专题除去各期周讯之外，还有 100 余篇博文，这也是圕人堂的‘财富’。”图谋：“圕

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这 16 个字是有‘内涵’

的，期待圕人堂对圕人工作、科研、生活等方面有帮助。期盼多交流与分享工作

方法、技能等更为‘实在’的问题。” 

⑦圕人堂自愿者 

图谋：“圕人堂非常需要自愿者，自愿帮助解决一些问题。”“下午的讨论我浏览

了一下，好几个问题都是老问题，圕人堂出现过很多回。”“我们的《圕人堂周讯》、

《科学网圕人堂专题》、QQ 群消息记录，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知识库’，有些问

题，可以直接从中提取答案。”“因为成员是动态的，熟悉的成员提供一些小帮助，

对彼此很有益。”“当前讨人嫌之处就是，若干老问题反复出现，但没见新发展。”“圕

人堂期待规整化的内容出现。”“比如主要讨论者参与的较为深入的讨论，有人愿意

系统地梳理一下。”顾健：“我觉得要换个角度看，如果有人提出问题，从帮助的角

度出发，再次说明也好，讨论也好都是可以接受的。”图谋：“有些较为系统的经验、

方法、心得体会，不必在群中出现，直接在群文件或圕人堂专题分享。”顾健：“当

然会造成重复的困惑，怎么办呢？群主开设邮件列表吧，到时看标题，每一个人

可以选择是否看具体内容，而且所有内容可以查询，无需现在人为整理，这个量

太大了。”安哥拉兔：“邮件列表在中国很难行得通。”图谋：“本意是，尽可能避免反

复。”道无言：“要有论坛开相关帖子就好了，有个木工爱好者网站就很好，新手有

新手区，有各个专题 便于查找。”图谋：“图谋太孤独了，圕人堂一年的实践，忒

不容易了。”“群本来就有论坛功能。”“其实我做这些无用功，对我个人不仅无益，而

且甚为有害。”“不少师友也提醒过我，我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其实我何尝不想‘无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from=spac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from=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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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而治’。”道无言：“若有软件能集两者所长就好了，有创新能力的上，不定产生下

个腾讯。”许继*：“图省事是人本性，一些新进应该多看看往期周讯，至少目录。”r

iff：“图谋，周讯除了有群邮件，还有其他保存地方吗。”图谋：“科学网。”“每期的周

讯科学网上均有。”“过去的一年，圕人堂其实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源。”我是漠奈：“分

类结辑。”道无言：“分类结辑工作量太大。”图谋：“这些事需要众包去完成。”“每人

做一点点，效益可观。” 

 

（3）百度学术与武汉高校确立合作 

Lee：“百度学术官方微博#读书日# 【百度学术与武汉高校确立合作】 为

了更好地服务高校师生，提供优质的知识检索服务，百度学术与武大、华科、华

师等 12 所湖北高校图书馆就互联网技术下如何提升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

知识发现与获取能力进行了学术交流，并确立合作方向。这一合作将为高校师生

提供更便捷的检索和读书体验。”图谋：“这个感觉是在模仿 Google，让我们拭目以

待。”图谋：“假如，仅仅是假如，这事能让 Google 学术做，知识服务可能更加名

副其实。” 

 

（4）圕人堂 QQ 群相关文献辑录 

图谋：“晚上做了一道检索题。通过 CNKI 及读秀学术搜索，暂未发现有期刊

论文出现‘圕人堂’。假如有成员已有发现，希望告知，谢谢！”麦子：“也是提醒大

家，如果有人想写论文，可以写有关题目，把圕人堂作关键词。”图谋：“圕人堂 Q

Q 群相关文献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7134.html 2015 年 5 月

10 日为圕人堂 QQ 群创建 1 周年。圕人堂 QQ 群文献辑录’将持续进行，期刊文

献、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等，与圕人堂较为密切相关文献将予以辑录。今

日通过 CNKI 及读秀学术搜索，暂未发现有期刊论文出现‘圕人堂’。（假如读者已

有发现，希望告知，谢谢！） 《图书馆报》有关文献辑录如本文。”“期刊部分，已

知有部分投稿涉及圕人堂，但暂未发现已正式刊发的。”“圕人堂将重视这方面信息

的收集。可以视为‘尊重历史，开创未来’的一种实际行动。” 

 

（5）魏鼎：‘仁者寿’是对钱存训先生一生德业的鲜活写照 

图谋：“‘仁者寿’是对钱存训先生一生德业的鲜活写照 http://jb.sznews.com/htm

l/2015-05/03/content_3213094.htm 2015 年 5 月 3 日《晶报》魏鼎。” 

 

（6）美国图书馆如何感谢个人捐赠图书 

麦子：“刚才有群友问起图书馆如何感谢个人捐赠图书。我们很少做做个人珍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7134.html
http://jb.sznews.com/html/2015-05/03/content_3213094.htm
http://jb.sznews.com/html/2015-05/03/content_32130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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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室，因为长期的代价比较大，而且你如果很轻易把自己的‘地产‘低价出卖，以

后来了大的，就没有东西回报了。除非此人送很多钱，或者收藏实在太有价值。

 比较简单的办法有。书里贴标签，纪念某人，来自某人珍藏。或者你们可以做

一堵捐献墙，把这些人名字写上，可以写几十年的，有一个写一个。如果是一个

方面的书，可以开一个麦子明清文学研讨会。比较厉害的可以把名字命名一个职

位。去年有一个人送哈佛一亿美元，他们只把他们招生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改成了

此人的名字。图书馆可以有某某大学 图谋图书馆 麦子馆长 王大鹏。我觉得这

是最高端的做法，但学校可能要相当厉害。”顾健：“一个问题，以人命名图书馆在

美国太常见，是否是永久的？如果有人捐款更多，是否会改名？”鱼雷：“这个情

况恐怕不会出现。”麦子：“不会改名。”“写了名字，就是盖了新楼，还是不能改。”“哈

佛有很多基金，有上百年的历史，都还在，有些钱很少，但不能去掉。”鱼雷：“在

国内，基本上是谁捐建，才能用谁的名字命名该建筑。”“给图书馆捐钱买书，一般

会给你搞个特藏阅览室。”“或者在大厅里给捐款人立个碑或者挂个匾之类的。”山

西*超：“国内逸夫图书馆，逸夫楼特别多。”顾健：“已经取了名字，如果是永久不

能改，岂不是放弃了命名权？”麦子：“这种特藏室要谨慎使用，最好不用，对图

书馆不利，除非里面的东西完全由图书馆控制，比如就是电子阅览。”“我不太懂顾

老师的话，外面太多上百年的命名馆。”顾健：“@麦子 美国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

均已经被命名了----另一种方式表达这个意思。”麦子：“我们的科技馆以 10 多年前

的一个校长命名，很多人不满，说其实起码损失 600 万的捐款机会。”顾健：“呵呵，

重利轻名，典型的资本主义思维。---开玩笑而已！”麦子：“顾老师的玩笑是对的。”

麦子：“我觉得是学校差，而且领导没有远见，这个东西岂能这么轻易送出去。另

外当然是政治原因，他在学校有一些教授粉丝。” 

 

（7）国内外图书馆采编及相关业务外包的讨论 

山西*超：“看麦子老师文章提到，美国图书馆收集资料多以馆员选择为主，

教授推荐为辅。再想想国内采访外包，觉得挺滑稽的。”Nalsi：“这件事情说起来好

复杂。实际上从我们公司的角度出发，我们公司也提供给图书馆采访外包的服务，

而且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客户使用这种服务。当然另一方面电子书的所谓采访状

况就更复杂。所以这里面的问题肯定不只是馆员选择和厂商选择的二元对立。”

麦子：“但是，要建立高质的人收藏，馆员和老师合作在太重要，我最近在做一个

单子，东西是东南亚的，但我只能通过日本去去找。”“要建立一般收藏和建立高精

收藏，方式是不同的。”“一般收藏现在很容易，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要图书馆工

作人员干什么？”Nalsi：“是啊，我不否认您的很多看法，比如图书馆员的价值，

自己高精收藏的特征，我也倾向于觉得我们公司的采访政策蛮糟糕的，即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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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其实也是专业级别的人士。但是另一方面在现今的状况下，无论是主观的选

择还是客观的无奈，图书馆建立高精的纸本馆藏的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小了，至少

以我在美国看到的状况来说。当然这种状况好不好，或者怎么联系国内的状况就

是另一回事了。”麦子：“所以，我在这个位置，要说这个话。我对前图书馆，尤其

是从业人员前途很不看好，但我还是要坚持我们的价值。”“我觉得 nalsi 和我说的

其实是一回事，但我做的时间长了，所以对一些事有历史的角度，我同时也是现

实的，但如果太现实，我就觉得，我所认识的图书馆离我越来越远了。”“如果选书，

当然编目更是了，都外包，余下有质量的传统岗位大概就是咨询了，这样，图书

馆的从业面越来越少，你总不能让人都去管阅览室吧？当然，你可以进新技术人

员，地理信息馆员，数据馆员，但这些和目前的图情教育是有距离的。等你把被

外包的岗位都砍了，你的图书馆如何能在学校面前体现独有价值呢？所以，我是

极其反对外包任何东西，不过只是我一家之言。但长期看，我实在看不到光明未

来。”许继*：“国内高校图书馆系统性太差，院系资料室起不到应有作用而且萎缩，

校图书馆只好面上过得去。”麦子：“Nalsi 从供应商的角度看问题，也是一个很好

的视界，我想他接触的图书馆更多。”图志粒：“我挺同意麦子老师的观点。作为书

店负责采访外包的人员，书店同行再怎么认为他说专业的，但其实他对所服务的

各个馆来讲，也只能算接触到浅层次的。因为书店人员谈不上真正了解一个馆（高

校馆也好，公共馆也好）的文化积淀，书店人员也不可能花时间去了解，当然更

不会去深入研究一个图书馆它未来的发展定位，他无法知道各个馆真正需求的书

种，基本是凭借图书馆馆员告知所需的类别。（我并没有想打击书商们的热情，

毕竟我也曾是同行，只是这几年进图书馆后，把现在工作和以前书店工作做一些

对比的感慨而已）。”许继*：“外包就要审校，至少保住审校岗位，不然各馆想来也

只能加入 calis 之类，下载数据了。”图志粒：“外包的采访资源合不合胃口，这个

恐怕和每个馆的入藏标准有关。”“还有就是，再怎么专业的书店外包采访人员，因

为他们的立场和图书馆馆员立场不一致，所以在采访的标准上也有所不同--个人

看法，欢迎大伙儿丢砖儿。”麦子：“就是，到了这个地步，选书谁都会，既然大众

的东西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了，图书馆从业人员就一定要做一点能体验自身价值

的东西，我总不能自暴自弃吧，说反正现在都外包了了，我也不管了。就学校而

言，每一个系科目下面的人研究，直至对电子纸本的喜好，都有不同。另外，还

是有需要特殊渠道采购的的东西，这些都是体现你价值的地方。”“其实现在的外

包，说穿了，就是为了省钱而降低服务标准，尽管美国现在很多外包服务做的很

好，但每个馆有自己的标准。”山西*超：“书商无法对图书馆有彻底深入的了解，

并且以追求滋润为目标，所访资源难免鱼珠混杂。”“有专业背景的馆员还能起到内

容质量把关作用。”“国内的书新世纪以来，我个人觉得总体质量不如二十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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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不过，有一点我是要说的，我们得几个书商都很专业，我们经常变化出版

商和自己 profile 的要求，比如，我今天说我们把所有大学出版社的书都让其他

公司做，他们很配合，一到说日期，就自动不供应了。”“往往一个邮件就好了。”

图志粒：“既然外包已然存在，还是要像麦子老师所说，做出体现图书馆员专业价

值的工作。道路虽然曲折，但还是要对前途抱有光明的希望，毕竟这也是对图书

馆员未来发展的一个考验。”麦子：“既然外包已然存在，还是要像麦子老师所说，

做出体现图书馆员专业价值的工作。道路虽然曲折，但还是要对前途抱有光明的

希望，毕竟这也是对图书馆员未来发展的一个考验。”麦子：“就是，不要自暴自弃，

但的确前途曲折，胜利不胜利就不知道了。”图志粒：“对，就是这个意思。” 

顾健：“刚午睡回来，多说一句：关于采访外包，如此操作的高校图书馆应该

不太多吧。但是有几点，大家可能忽视：国内大学图书馆的购书经费非常充足，

如果以美国式的方式来选书，图书馆恐怕钱花不掉，或花得太费事；同时，国内

图书馆负责选书的工作人员非常集中，往往人数很少，而且坦率地说，看不出所

谓馆员选书的专业性有多强。此外，国内的出版商推荐书目的水平也不敢恭维。

不过有一点欣慰：反正买的那么多书，大部分是没人看的。结果就无所谓了。” 

图谋：“关于高校图书馆购书经费，冷热两重天。对于具体的馆还可能存在‘热’一

年‘冷’多年。”“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给我留下的观后感。”顾健：“那是波浪前进。”顾

健：“但我曾做过一个很细的中美比较分析：本科院校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大学

图书馆的藏书量远不如美国；而高职高专图书馆的藏书量远超美国！”图谋：“较

‘量’，得考虑复本及教材收藏情况。”顾健：“@图谋 如此考虑，国内高校图书馆的

藏书量，本科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和美国比差距更大，而高职高专图书馆仍然稳操

胜券！” 麦子：“我们通俗小说和流行的书，除非是老师直接上课用，都不会买，

因为这不是学术书籍。”“这类书往往是最便宜的。” 东北海边：“麦子老师,中国高校

买,是因为学生的娱乐需求。”麦子：“学生娱乐不是我们的主要功能。” 水蓝雨：“用

户群不一样，需求不一样。”麦子：“你想，现在一份很小的期刊都要 1000-2000。

我现在还有 20 万要在一个月内用完，而且财物每周都催，要找 1 万以上的东西

买，但这种小说，我是不会买的。上周那去世的老师，满屋子都是，我也没拿。”“因

为者不是我们需要的。” 

麦子：“我一直是悲观派，所以一直反对任何外包，人少了，你什么都不是了，

一旦人少，要加编制是极其困难的。” 图志粒：“麦子老师和我老大想法大部分是

差不多的，尽量不外包。”广州书童：“人少在中国真是不能避免的事情。”“就像中山

大学这么牛×的，退休一个 A 编的学校收回一个，只是补充 B 编。这个广东小肥

羊 肯定比我清楚。”广东小*：“中大这几年每年都给几个指标，有一部分人员已经

从Ｂ转Ａ了。”“Ａ是正式编制。”“Ｂ不是正式编制。”“现在编制控制的非常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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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顾健 有什么好悲观的呢？要知道美国的人工那么贵，而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数量比国内多多了，应该高兴才对。”“从图书馆行政来说，你把人都减少

了，钱也省了，学校以后给你这么多钱干什么？”“而且，现在的省钱，都是长期

性的降低服务质量。”“图书馆内自己都帮着做，这行业不衰弱，真说不过去。”“而且，

现在的省钱，都是以长期的降低服务质量为代价。”许继*：“对于国内，总体看服

务质量也没高过，也谈不上降低。”麦子：“我的同事原来是哈佛怀德纳的，她说过：

现在哈佛真是不行了，我说这何讲：她说，现在居然越来越多有老师要求图书馆

来买某种书，这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许继*：“外包可

能的背景是图书馆突然面对那么多的书而环顾人力，人满为患却没有合适得人

做。”麦子：“我们连扫地的都是正式的员工，其他就不说了。”许继*：“值得批评的

是借阅合一以及开放时间的全天候，导致国内图书馆阅览室管理人员成为图书馆

主体，主体代表意见多数，结果大家懂得。”天行健：“杞人忧天了。首先你要懂得

哪些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随着历史的前进，核心业务的转换也是必然的。”麦子：

“问题是，如果新的核心没有出来，旧的核心倒是外包了，如何？”许继*：“国内

外包和国外很不同。”长弓  ：“编目外包不可怕，可怕的是采访不重视。”麦子：“我

们是极少一部分东西外包。”道无言：“采访与编目就是图书馆长期存在的基石，即

使在技术推动下形式有所变化。”麦子：“国内保洁不是都外包吗？”许继*：“我们

阅览室里管理员打扫。”天行健：“具体的外包内容，每个馆也都不太一样的。”长弓

  ：“排架外包。”“物业保洁早外包了。”天行健：“有编目外包的、书库整理外包的、

保洁、保安……。”麦子：“懂了，我们各人管自己桌面以上的，其他都是学校保洁。”

许继*：“我们新校区图书馆保洁外包但仅限楼道梯厕所区域，基他都是各个馆员

负责。”“老校区则雇佣专职人员负责楼道厕所卫生。” 

麦子：“国内公共馆应该兼顾学术内容，因为美国高校馆是大家都可以去的。

我想馆藏理念分割可能也与此有关。”许继*：“编目外包但其实是书商派人驻我馆

编，专人审校。一些几十年的书馆员原编。主要还是新书太多才外包。釆访外包

不明白。书商决定买什么书？”麦子：“国内的高校馆藏做的像沃尔玛，什么都卖，

而美国高校馆好比百货公司或专柜。”“编目外包但其实是书商派人驻我馆编，专人

审校：这基本上是外来人蚕食学校工作。”许继*：“我觉得国内高校图书馆的行业

危机远大于公共馆。”天行健：“现在的编目数据，基本上都是从 CALIS 下载的，

书商也是。”麦子：“而且书商的技术含量太差。我们其实靠书商选书有很长的历

史，但都是在自己事先的 profile 的基础上。”长弓：“书商请的编目人员，多半高中

学历，主管学历高点。”麦子：“我们起码都是硕士，或双硕士，博士也有，文科的

一般都另有外语，你说这能一样吗？” 

素问：“麦子，我的同事原来是哈佛怀德纳的，她说过：现在哈佛真是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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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何讲：她说，现在居然越来越多有老师要求图书馆来买某种书，这以前是

不可想像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1.图书馆采购有问题，没有买到老师需

要的馆藏?2.老师不愿意自己买书，对专业不那么热爱了？或者没有那么多经费

买书？”麦子：“素问总是看的很仔细。以前他们可以走到老师之前，也就是说老

师还不知道某种资源/他们已经买来放到书架上了。现在，他们落后了。”素问：“其

实，现在图书馆采访很多时候就是拍脑袋，尤其是要凑数的时候。”“不说专业老师，

就是我等外行，看着馆藏都着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只是买专业书，那些钱

多的馆经费只怕还绰绰有余。”图谋：“我们当前仍是宽松策略，来者均欢迎。” 

Nalsi：“麦子  02:28:38 我们通俗小说和流行的书，除非是老师直接上课用，

都不会买，因为这不是学术书籍。我们的很多大学图书馆客户（我们公司的客户

基本都是大学图书馆当然）其实会购买很多通俗小说甚至于童书。童书其实是有

某种收藏和研究的功能的，但是通俗小说就不太可能了。当然这是不是好的馆藏

策略肯定值得讨论。”麦子：“@Nalsi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因为我们每年花很多钱

买儿童文学和童书，但这和国内的买大量鸡汤文学给学生看是绝对两回事，因为

馆藏建设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思路。我们买这些书是为了培养中小学教师的硕士

课程，让这些人把这些东西作教材，或设计这些教材用的。我们也买通俗文学，

但是每年只有 400 块经费，这些是放在图书馆门口作修闲阅读的，这只是 500

万的万分之一 。” 

 

（8）马来西亚吉隆坡图书馆 

As：“2010 年去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图书馆拍了几张照片，也想跟大家分享

一下。”“建筑很有特色，当中很现代，大面积的玻璃幕墙，采光很好。”“进门在旁边

圆形的红砖建筑，带一点古色古香，门口的大树很漂亮。”“位置在吉隆坡的心脏地

带，自由广场，周围是市政府，等等等等，马来西亚首府的政治文化中心。”“玻璃

幕墙看出去，是一些殖民时期的西方式建筑，周围环境都很有特色，很漂亮。”“自

助借还机。吉隆坡图书馆 2010 年就已经有自助借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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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图书馆自助借还 

山西*超：“我今年元旦去了两三个学校，一个本科单个书库空间很小。两个

专科，一个里面书普遍很旧，基本没什么新书，并且书架跟鸡窝似的，也没自动

检索系统，更别说自助机子啦。另一个学校没进图书馆，据说是一个杂货铺似的，

楼里有澡堂，餐厅，图书室，图书室大约两层？具体不清楚。”顾健：“我不知道那

么多的高校图书馆都搞自助借还，到底是为什么？”广州书童：“大学图书馆我觉

得完全可以自助借阅、自助打印，就留人坐服务台看场顺便咨询就行，参考咨询、

资源建设、阅读推广、读者培训大有可为。”东北海边：“自助机有一个缺点，不能

借太厚的书。”“我馆自助借书机，晚上有很多书借不了，就是因为书太厚了。”“我们

是 3M 的，对厚书里磁条的位置要求高。” 雨路：“其实自动借还存在很多问题，

乱架现象会加大，图书遗失量会加大。”广州书童：“我们一个公共馆现在自助服务

都占了 80%。高校图书馆不能上自助借还是说不过去的 。”“不外借的书我们这边

都会加标签的 。”东北海边：“读者会注意这个标签吗。”“自助机能识别这个书不可

借吗。”广州书童：“借书不成功的时候他肯定就会注意到了。”广东小*：“公共图书

馆的借还量非常大，用自助借还是非常有必要。”“并且公共图书馆人力资源非常紧

张。” 

 

（10）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约稿信息 

解慧：“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5-04/14/node_16.htm。”“这是我

负责的版面，里面有 4 篇稿子，想向各位图书馆界的领导、专家、老师约稿，感

兴趣，小窗我。” 

 

（11）美国河滨加州大学图书馆的科幻小说日活动 

麦子：“今天的科幻小说日活动很成功，来了近 300 人。每人登记，可以抽奖。”

“这是 blind date with a SciFi book。”“3d 印刷的东西，用于抽奖的。”“这些人是在

用纸做 origami，中文怎么说，我也不知道。”“其实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一定程度

上是个美好传说。”麦子：“折纸，叠纸？”Nalsi：“日文的汉字写成‘折纸’。”许继*：“活

动最好办的参加的都玩的开心。”“我们一听到活动有时就头疼，双方都没什么兴

趣，怕冷场，还得找托摆拍。”星光：“中国活动都是双方共同的表演，拼演技的时

刻到了，‘你给我做戏，我回报以演技’。”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5-04/14/node_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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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麦子 老师，那些机器人的行头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图书馆的经费

买的？还是平常收集的呢？”麦子：“平时收集的，我们号称有世界最大的科幻收

藏。”素问：“麦子老师，那学校是不是有相关专业？怎么会想到收集科幻方面的道

具？”XH：“麦子老师，是图书馆平时就收集的？那这样一个活动，还需要额外的

费用不？”麦子：“我们没有专业，就有几门课，而且有科幻文学的研讨会。东西

是平时馆藏里就有的，是几个馆员自发的活动，向馆里申请了一些钱，估计 200

块样子。”XH：“像我们这样一般的大学，真的也应该好好想想，究竟是不是该有

自己的特藏，能否实现自己的特藏。” 

 

（12）《高等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发展状况报告（2005-2013）》摘要 

图谋：“《高等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发展状况报告（2005-2013）》摘要 http://bl

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7451.html  2014 年 7 月教育部全国高校图书情

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全国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年度报告工作小组发布了《高等院

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发展状况报告（2005-2013）》（http://www.tgw.cn/tjpg/20150428

0147）。教育部图工委是半官方的行业组织，同时作为高等学校分会是中国图书

馆学会的重要分支机构。教育部图工委 2008 年的事实数据统计，通过省级图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745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7451.html
http://www.tgw.cn/tjpg/201504280147
http://www.tgw.cn/tjpg/20150428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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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督促共有 634 所大学图书馆参与，参与率为 27.8%。《高等院校图书馆文献资

源发展状况报告（2005-2013）》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报告全文 52 页，本文特

此进行摘编。”“摘编版 3900 字。” 

 

（13）法律相关的数据库 

淘气娃娃：“向大家请教一下，和法律相关的数据库都有哪些。国内外的都

行。”曲线上*：“北大法意。”AppleMM：“法宝, westlaw, heinonline 。”“lexisnexis。”

“台湾元照。”” 

 

（14）有声图书：《为你读诗》 

米粒 MM：“我昨天拿到《为你读诗》这本有声图书，很有诚意的一本书，可

以作为一个从互联网到实体的营销成功案例，发图跟大家分享下。” 

 

 

 

 

 

 

 

 

（15）关于核心期刊目录的讨论 

生清：“万能的群，请问有哪位高人知道，2014 版的北图核心期刊目录出来

了吗？感谢分享。”节能：“没有出来，刚在北大君群看到，下半年出。”芝麻：“8 月

份以后出，今年发表的论文怎么算呢？”“万一有的刊下来。”sonorous：“期刊的影响

因子最近几年比较稳定，期刊水平不会有太大变化的~”芝麻：“嗯，变也就是个别

的。”节能：“听说宁夏可能会下来，早就有这传言。”刘方方：“关于中文核心要目总

览最新版，有没有准备可靠的消息。”节能：“我的消息来自北大出版社。”生清：“现

在某些核心期刊的质量真不好说，跟普刊的差距，似乎只在版面费方面。”节能：

“是否核心是按影响因子算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是反向反应出一些论文

的问题。”“老核心还是很有质量的。但是对于需要论文（不是需要分享成果）的作

者来说，他写作时的参考文献可能对影响因子测算有影响 。”节能：“真的，对于

我来说，一些高大上的东西我根本不懂，也不会写那方面的东西，所以也就只引

用一些与我水平相当的文献。而我觉得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生清：“核心期刊是

学生毕业的基本条件，所以这版面费付不付，关系重大。”节能：“有些人的有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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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可能完成的也困难 ，也许会需要别人帮忙凑数以保证结题时硬气一点。”节能：

“好像好几种核心不要版面费了，他们有国家补贴。中图学报好像就不要。”生清：

“现在很多学生正在投稿，本来希望以目录作为参考，我们这边每年都有这种情

况，投稿时是核心，但是文章需要评审时，刊物成了普刊，版面费也打水漂了。”

节能：“生清，你看南大版的吧要不。那个相对被认可度高吧。”易乐：“http://cssrac.

nju.edu.cn/news.asp?ChannelID=9。”“南大版是每两年修订一次。”节能：“对了，生清

老师，刚才北大社的人也说了，估计出来就叫 2015 版 的。那之前发的不以这个

论吧？”节能：“再说如果以投时论，漏洞太多，这个目录就没法用了，只能以出

刊时论。”节能：“比如，我 2007 年在图书馆学研究（当时它不是核心） 上发的论

文 ，我现在要用（假定 不过期），它是不算核心的。”沈奎*：“恩，是不算。”“图书

馆学研究 2014-2015 是 cssci。”平平：“那个不算。”XH：“那当然不算。”东北海边：

“这个看人事处审核了。有的机构故意不看当时年代，只看现在有没有这个刊。” 

“类似 SCI 期刊的影响因子，只看现在，不看发表当年。”XH：“我没有遇到这个问

题，只是想如果有老师因为发表时间晚一个月，就不是核心，觉得很苦。”节能：

“那中间肯定有人苦。如果 A 刊先在后不在核心里，那你正好发表在新核心目录

出来前还好，可以套用旧的目录，如果正好发在新目录出来后，而它又出去了，

那才苦呢。” 

 

（16）关于图情期刊中的广告 

山西*超：“个人喜好而已。希望麦子老师，回答下，外国期刊有木有打广告

的哟？多数人看见广告估计是比较烦的。”节能：“封皮广告不太影响阅读吧，我觉

得。”图谋：“有些广告属于专业信息服务范畴。”“其实还真是双赢的。”沈奎*：“图请

期刊上的广告，我不反感。”节能：“这个合理不合理你找谁说理去啊？本来就是一

个民间的东西，各单位想用人家的结论作为参考，人家也没义务提示什么，也没

权利其实。”节能：“图情刊广告还是与专业相关的，最多不过图书馆设备。”图谋：

“美国的 Library Journal 网站上有不少广告。”“图情期刊的广告，好些广告关注度

是比较高的。我自己也会浏览。”沈奎*：“这些软件或硬件厂商的广告，有时会启

示我们去想起一些东西，他们做的一些东西很新。”图谋：“是的。”节能：“沈老师说

的对。”图谋：“许多理念与服务，有关商家做的比业界更到位。”图谋：“个人比较反

感，封面封底都印上论文的期刊。”沈奎*：“有唯利是图的感觉。”麦子：“Library jo

urnal 是商业类杂志，严格说不是学术杂志。”“专业杂志内广告往往是介绍其他杂

志什么的，而且量极少。”图谋：“Library Journal 为 SSCI 来源刊，在国内的地位

较高。”“有些东西是后赋予的。”“比如学术期刊打广告，是期刊经营理念的‘创新’，

近年才热起来的。”“更为理性的评价，需要了解其发展史。”麦子：“这是 trade publi

http://cssrac.nju.edu.cn/news.asp?ChannelID=9
http://cssrac.nju.edu.cn/news.asp?Channel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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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 行业杂志吧。不是 Academic journal。” 

 

（17）欣然读书：书香英伦之塞谬尔·约翰逊故居博物馆 

图谋：“欣然读书：书香英伦之塞谬尔·约翰逊故居博物馆（13） http://blog.s

ciencenet.cn/blog-213646-887614.html。” 

 

（18）图情著作：《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 

顾健：“在中国，当馆长的要求是什么？各位是否有研究？”“比如说吧，在美

国，至少是 librarian，一般至少图书馆工作五年以上。”图谋：“张峰《大学图书馆

馆长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这部书对大学图书馆馆长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研究。”“读秀上可以部分阅读该书。”“且并未‘过时’。” 

 

（19）术语“图书馆”的来源 

顾健：“看《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一书所说：1897 年北京通艺学堂建立图

书馆并最早使用‘图书馆’这一名称，我记得好像看到过说是清朝最早在什么文书

中使用‘图书馆’一词，百度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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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科班出身的或

其他高手能指点一下吗？”图志粒：“顾老师，您说的这个，我记得群里似乎曾讨

论过。图书馆一词最早出现于日本。”图志粒：“具体看看资讯，好像是第 45 期。”

顾健：“有大概的范围好多了，不然几十期我畏难却步了，谢谢。”图谋：“图志粒老

师做的工作挺好。”顾健：“不过还是没有看到清末官文的说法。”“我很钦佩，这位同

业人员能记得如此具体，我是望尘莫及啊。”图谋：“说明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定

论’。”“吴稌年、郑锦怀（hero）均是图书馆史研究专家，前者为老专家，后者为新

锐。”顾健：“那该书的作者应该标明，这一点还是美国的书好。”“吴稌年是江南大学

的，我知道，见过。”图谋：“群里还潜伏着好几位高人。”“比如傅荣贤、顾烨青等。” 

 

（20）丢书罚款规则的讨论 

Edwina：“跟大家咨询一下：如果读者丢失多卷或一套书的某一本，你们罚款

有上限吗。”“我们现在按着整套平均价格的 10 倍，有时候罚款会是很大一笔。”顾

健：“我们不罚款。”Edwina：“那采取什么措施呢。”顾健：“替代赔偿。”任志*：“再买

同款一本补啊。”Edwina：“有的是绝版的，学生买不到。”顾健：“买不到只能以大概

的市场估价赔。”茹玉：“按整一套赔偿。”Edwina：“有时候真的很矛盾，学生也没什

么钱，尤其我们学校，爱看书的家里条件都不怎么样。”“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拿出来分享。”顾健：“国内高额的罚款背后说体现的是重藏轻用的藏书楼思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761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7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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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我们现在碰到这样一种现象，有些读者借了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书

不还，说是丢了，那些书定价才是几毛钱或者几块钱，就是按照 10 倍赔钱也不

多，但是在孔夫子网上卖就是几十块甚至更贵。”“这些书现在不可能买回来了，读

者说是丢，其实不一定是真的丢了，有时候吓唬他们几句，他们就还回来。”“他们

愿意赔钱，10 倍赔也计算几块钱。”“但实际上，他们不一定是丢了，而是想自己

留着。”“我们同事遇到了很多次了，很头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怎么样处理呀。”星光：“不还回来，不让离校不给毕业证。”顾健：“应该以市场价赔

偿，那样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市场经济本来就该等价交换。没有市场价，可

以以图书馆的图书的均价作为基准。”星光：“让他们按孔夫子的价格赔偿。”顾健：

“不要按孔夫子价格赔，直接让他们去孔夫子买。”Edwina：“我们要是 1990 年前

的，统一按原价 20 元，然后看复本量，倍数不一样。”QQ：“我到觉得要来馆看书

就要依据图书馆的规则无论是哪种心态以规矩办事就可不必考虑太多，只是在制

定规定时尽可能完善。”顾健：“是非观念要有。但是我国的罚款制度，虽然说从历

史上来说情有可原，而且各馆都是如此操作，极为相似，但是，我以为，罚款本

身有问题，这也是一个是非问题。”茹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不管是富人还穷人

应当都要培养责任心和责任意识啊。”“现在有些孩子的责任心不强，连一本图书都

保管不好的，以后怎么能承担大任和重任啊？！”顾健：“不过既然是人，就有可能

犯错，如果图书馆动不动以单方面的高额罚款制度并以毕业来要挟学生读者，恐

怕也不合适，图书馆应该检讨自己的制度，同时，在无法确定市场价的情况下，

图书馆对读者倾斜总比对图书馆倾斜更合适。”顾健：“如果市场价也没有，或者是

很多年前的书，比如定价 0.2 元，那就该用我刚才说的 35 元来赔。”许继*：“找一

本经常重印的图书，看这个价格膨胀了多少，作参考。指解放后的书。”“比如三国

演义历次版本的价格变动，然后划定个时间阶段，每个阶段一个罚款定价权数。”

顾健：“如果要找一本书，那差异性可能就多了，不如均价直接干脆。”许继*：“均

价是横向的，对于纵向说不通啊。”annl：“我觉得不能用单本书的特殊情况来评

价。”“只能界定某个时期，分段来评价到底该赔多少，怎么赔。”许继*：“不是单本

书，只是举一个测算的例子。可以一批平均一下幅度变化。”Edwina：“有时候同情

一个学生，他回去一传，就又是事儿。” 

麦子：“这是我们的图书遗失规定。”麦子：“在还书日前有提醒。”“过二十一天

开始计算，主要是看书价，在加 10 元手续费。手续费是不能免的。”“要省钱，自

己去买一本。”“期间，学生是不可借阅的。”贫尼爱*：“就是卡被锁住了是不。”麦子：

“过了时候，这个账送到学校里，每月收 12.50, 这不可退。”“就是没法借书，因为

现在其实借书卡 10 多年前就没有了。”星光：“国内是同情穷的、闹的、哭的学生。”

麦子：“如果不理，会送信用单位。”许继*：“领导有权逾矩，才有各种特殊。”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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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内好像没有建立这样的信用制度。好像除了银行。”麦子：“国内的学生的

确很会滥用规则。”贫尼爱*：“找领导是可以取消罚款的。”许继*：“银行也是瞎弄

的。”“我认为任何使人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行为都是毁人不倦。”麦子：“对付滥用

规则的，美国的办法一般是让执行的人没有任何权限。”“另外，美国一哭闹，马上

可以叫警察了。” “美国如果一争吵，你基本就输了，因为结果一般对你不利。比

较心平气和地商量，对方往往可以把自己最大的权限给你。”麦子：“现在个馆都还

有单独的借书卡吗？我说的是高校馆？”天行健：“基本都是一卡通了吧。” 

 

 

 

 

 

 

 

 

 

 

 

 

 

 

 

 

 

 

美国河滨加州大学图书馆图书遗失规定 

（21）图书馆招聘信息 

①图情娃：“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招聘学科咨询部工作人员 http://zp.uestc.edu.

cn/zpsys/syxx/gwxx.jsp?WID=665h4kf-vgvg5o-i7gwhgrt-1-i7r7ujkv-3rc&GWDM=Z

PGW20151745&zplb=01。” 

②洞庭水手：“http://www.csedu.gov.cn/news/74750.html 长沙商贸职院图书馆

招聘计划。” 

③洞庭水手：“湖南大学  图书馆工作人员招聘公告（编制外）湖南大学图书

馆工作人员招聘公告因工作需要，图书馆基本书库、阅览室岗位拟招聘工作人员

http://zp.uestc.edu.cn/zpsys/syxx/gwxx.jsp?WID=665h4kf-vgvg5o-i7gwhgrt-1-i7r7ujkv-3rc&GWDM=ZPGW20151745&zplb=01
http://zp.uestc.edu.cn/zpsys/syxx/gwxx.jsp?WID=665h4kf-vgvg5o-i7gwhgrt-1-i7r7ujkv-3rc&GWDM=ZPGW20151745&zplb=01
http://zp.uestc.edu.cn/zpsys/syxx/gwxx.jsp?WID=665h4kf-vgvg5o-i7gwhgrt-1-i7r7ujkv-3rc&GWDM=ZPGW20151745&zplb=01
http://www.csedu.gov.cn/news/747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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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现将有关招聘事项公告如下：一、招聘原则招聘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原则，采取公开报名、统一考察和择优聘用的办法进行。二、招聘岗位

性质本次招聘岗位为编制外用工性质。三、聘用期限：2015 年 5 月-2017 年 4 月

30 日，聘期期满如表现优异可续聘。四、招聘岗位职责、职数、任职条件及要

求（具体见附件一）五、待遇面议六、报名截止时间及报名方式报名截止时间：

2015 年 5 月 11 日（含）；报名方式：应聘者通过电子邮件或直接向湖南大学图

书馆提交《招聘报名表》（附件二），资格审查后另行通知面试安排。七、联系方

式  联系人：夏琨  报名邮箱：lib_bgs@hnu.edu.cn  联系电话：0731-88822223 

 报名地址：湖南大学图书馆总馆 207 室（南校区）编制外的工作人员！” 

 

（22）图情内部刊物推荐：《图文资讯》 

图谋：“其实我是一个快乐点很低的人。今天有两件事让我很快乐。”“一是浏览

了浙江师范大学图文信息中心《图文资讯》（2015 年第 1 期），学科服务板块发

表高咏先老师的《浙江师范大学科研成果引文分析报告（2000-2014）》等 3 篇稿

子。”“这是专业馆员做的专业工作，个人很欣赏！”“二是浏览了某高校馆所做该校论

文收录检索系统，系统、全面、持续、深入地做了 20 多年，难能可贵！”“有这样

的‘发现’，足以让我一饱眼福。”（http://lib.zjnu.edu.cn/s/30/t/5/p/31/c/161/list.htm） 

 

（23）《图书馆论坛》暂免收在校学生版面费 

论坛刘编：“【喜讯：《图书馆论坛》暂免收在校学生版面费】各位老友，在主

办单位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强力支持下，《图书馆论坛》从 2015 年 5 月 6 日 1

2 点起，暂时免收在校学生的版面费，以支持在校学生的学木科研。《图书馆论

坛》编辑部刘洪。”“我们都来自学生，深知普通家庭的学生不易。我们能力有限，

但能做到的，当努力！”ennana：“感觉行业内有几家期刊真的是不惟利是图、有且

坚守知识界良知和操守的。赞！。”生清：“为好期刊点赞。”论坛刘编：“图情期刊人，

都非常好。期刊人有很多艰辛，或许很多老友不了解。建议相互理解支持。”广州

书童：“论坛有人情味！赞。”论坛刘编：“尽管我们很穷，但在几年前，我就与朋友

们说，最核心问题在于科研质量。质量由朋友们努力，费用由我想办法解决。今

天算是初步成果，我们将继续努力，与其他图情期刊一道，促进图情事业发展。

图情事业发展了，受惠的不仅是兆亿民众，也是我们自己。”“今天领导批示后，我

们立马执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财力很弱，但他们很支持，值得为中山馆点赞！”

woseicicp：“论坛服务很不错，记得在论坛先第一篇时，刘主编还亲自打电话和我

谈文章的不足及可改进的地方，很是感动。”图谋：“蒋新正.一个拚命的女主编薇

子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79&do=blog&id=887786

http://lib.zjnu.edu.cn/s/30/t/5/p/31/c/161/list.htm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79&do=blog&id=88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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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讲诉的是《情报杂志》主编张薇的故事。”“这个故事进一步阐释了《图书馆论

坛》刘主编下午说的‘图情期刊人，都非常好。期刊人有很多艰辛，……’。”“向张

主编致敬！祝愿早日康复！” 

 

（24）第八届科学计量学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论文作者中科学网博主不少 

图谋：“武夷山.第八届科学计量学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论文作者中科学网

博主不少.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

887280。” 

 

（25）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图书馆收藏及馆藏营销等问题的讨论 

许继*：“胶东在线网 5 月 2 日讯近日，烟台大学、鲁东大学以及山东工商学院

等三所公办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市民办张借阅卡就能可以去大学读书、借

书。五一假期前，在烟台大学图书馆记者看到，前来办理借阅卡的市民络绎不绝，

市民曲仁令几分钟的时间就办理到了期待已久的借阅卡。曲仁令说：‘我就住在这

旁边，开放了借书还挺方便的，大学里面的书外面还没有，资源还挺丰富的，还

挺好的。’记者了解到，烟台大学、鲁东大学和山东工商学院三所大学的图书馆目

前都对校外读者开放。其中，烟大图书馆规定校外读者持身份证办理图书证，每

证押金 200 元，每年服务费 100 元，每次可借中文图书 4 册。鲁东大学图书馆使

用校园一卡通，办理一张校园卡即可借阅。山东工商学院规定，临时借阅的读者

可凭单位介绍信、本人有效证件和图书馆二楼办公室开具的证明借 3 册书。长期

借阅的校外读者可以办理一张校园卡，既可借书，也可阅览。”不喝可*：“这些读

者会借什么书？高校馆的馆藏并不是针对社会的。”许继*：“国内高校馆很大比例

图书非学术的。”水蓝雨：“那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界限就会越来越模糊

了。”浣紫：“一些高校图书馆开放给公众，但限时，不外借。只阅览。”水蓝雨：“最

近有些高校图书馆还走出学校服务社会去了。”广东小*：“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

放，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绝对化，不能搞一刀切。”“很多大学图书馆，自己学校的

师生都满足不了，怎么可能对外开放？”风萧萧：“http://m.xhsmb.com/20150501/n

ews_2_1.htm。”“高校馆对外开放为何既‘热’又‘冷’ 图书馆报 5 月 1 号的文章。”圖

夫：“镇江的高校图书馆已经运行了 4 年左右了，到高校馆的基本还是需要专业性

资料的比较多，目前看没什么影响，除了个别人以外。”“到馆里来的也不是想象那

么多，其实还有一部分是毕业了，还想考研的准学生。”“当然不同地区，学校的地

理位置对社会上人进馆都会有影响，建议量力而行。”星辰：“让人们养成读书的习

惯，本来就很漫长，也不是图书馆一方面努力就能速成的，只是在这方面坚持去

做就可以了。”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88728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887280
http://m.xhsmb.com/20150501/news_2_1.htm
http://m.xhsmb.com/20150501/news_2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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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超：“对外开放，可以向国外借鉴一下。”麦子：“对美国也要分析看。其

实，美国对外免费开放借书的图书馆估计不多。都市内图书馆大多外面人是不能

进的。而开放的图书馆，外面人也未必去，因为里面提供的书和服务并不是一般

人需要的我。”山西*超：“麦子说的是高校馆？”麦子：“高校馆。”“专业馆一般是不

对外的，要特别的申请。” 

水蓝雨：“个人认为，对于到馆的，不管是谁都应当欢迎和接纳，但是主动走

出服务社会，总感觉有点偏离。”麦子：“水蓝雨，我认为也是。”水蓝雨：“但是，最

近我知道的有好些高校馆有点‘不务正业’了，呵呵。”麦子：“谁都有权来，因为都

是纳税人，但高校馆要服务应该服务的对象。” 

圖夫：“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噱头，对社会上的有些人来说，真是帮大忙了。”

滴水成珠：“烟台的三个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刚刚开始，我觉得效果到底如何，

还得看看再说。”麦子：“国内可能有需要，另外，国内高校馆的收藏比较平民化。

我们来的基本是流浪汉和社会独立研究者和好学的中学生。”ennana：“对社会需

求，能帮就帮，但图书馆自己能力就有限啊。”圖夫：“不要指望有什么惊天动地的

效果，只是对社会上的那一部分人（真的需要高校馆文献的）发挥作用就好，而

且社会上的人也不能真的用高校馆太多。”麦子：“国内我觉得开放是有价值的。”

闽-公：“在保证教研、科研的前提下，向公众开放 。”“其实也不会特别多民众会去

高校图书馆，但就近的就便捷许多。”生清：“同意麦子，高校的馆藏确实比较平民

化，至少我所在的是这样。”麦子：“国内图书馆覆盖差，美国很多地方都是在可走

距离有公共馆，而且馆际互借很方便，一般人实在没有必要去大学馆。”素问：“那

些养生书终于有人看了。”“鸡汤书不至于睡觉了。要说给社会上的研究者阅读，真

的没有几个。”ennana：“无所谓什么高校馆公共馆之别了吧，顶多图书资料比例倾

斜度有点差别，能给更多人所用就好。”星光：“高校馆量力而行吧。”滴水成珠：“另

外，烟台现在开展这项工作，也可能是和烟台市正在创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这个背景有些关系。”麦子：“我们图书馆，除了上网，其他没什么吸引力的，

除非你是退休没事干要做很高深研究的。现在到处有地方免费上网，所有快餐店

家甚至一个区域有免费的。这样，来图书馆的基本是流浪汉。”清华*武：“希望能

够起到示范效果，带动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许继*：“这个一刀切肯定不合适，具

体看了。”“最好地方在高校附近建公共馆，高校把这类书搬过去，共建。”2852088

5：“高校跟公共如果能流通起来就好了 。”“这样可以互补 。” 

Nalsi：“麦子  21:13:53 国内可能有需要，另外，国内高校馆的收藏比较平民

化。我们来的基本是流浪汉和社会独立研究者和好学的中学生。让我比较惊悚的

是国内一些大学图书馆年终发布借阅量最高的图书，往往都是最通俗的通俗读

物。这个差别还是挺明显的就是。”解慧：“对，在国内，一般大部头的书或者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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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书，一般人也是看不上的。”米粒 MM：“其实我最近做过调查，过去一年我们

学校的借阅读物情况没有那么夸张，经典名著还是占有很大比例的，红楼梦最多

1111 次，其次是藏地密码、挪威的森林、秘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王子、

百年孤独、盗墓笔记、平凡的世界、麦田里的守望者。”“红楼梦最多，跟我们学校

在大一新生里推广经典阅读有关系。”“上面的数据，是指统计 I 类得出的结果，不

包括其他类别。”映山红：“我馆近两年受读者追捧的图书有：目送、平凡的世界、

追风筝的人、爱的教育、百年孤独、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瓦尔登湖、狼图腾、

世界是平的、人性的弱点、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史蒂夫·乔

布斯传、挪威的森林、昆虫记、曾国藩家书、三体（科幻小说）、老人与海等。

这些书确实值得大家看。” 

许继*：“刚才摘要可以理解为高校采访媚俗。”Nalsi：“我个人觉得‘媚俗’是一

个过于‘价值判断’的词，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价值判断缺乏现实评价的标准。（比

如怎样才算 XX，或者怎样评价有多么 XX 之类）。虽然馆藏建设并不是我特别

熟悉的领域，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讲，还是可以从技术层面来评价每个具体的馆藏

建设的决定的。我觉得技术面是更值得讨论的问题。”麦子：“@Nalsi 美国的馆藏

政策，有时也有其虚伪的一面，就是图书馆按自己的想法买，而不太顾及流通量。

但国内也是有问题，通俗书太多，明显不是教学研究需要，而是大众消遣需要，

而且，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学术资料为代价的。所以，两者都要改一下。”Nalsi：

“嗯，以一个外行人的角度，我是觉得在技术上都有讨论和改进的空间就是了。

不过这多少也和很多其他因素有关吧，比如书商提供的列表，或者出版行业的整

体状态。当然这么说就扯远了，总之我觉得讨论还是回归技术面是比较有营养的，

虽然在国内，拍拍脑袋做决定似乎是常态。”水蓝雨：“以前我做编目，从我手里过

的，通俗书确实太多了。大部分资金用在这方面，感觉有点浪费，但确实很受同

学们的欢迎。前段时间去图书馆借书，发现好多专业书籍典藏了好几年了，基本

上保持了 9 成新以上，有些除去灰尘就可以算是全新。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Nalsi：“使用率的问题我比较有兴趣聊。图书馆需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你

的馆藏营销出去，让人们知道，让人们产生兴趣，让人们用。当然至少在美国有

很多很有趣的大环境，比如用户越来越少的使用纸本书，越来越少的使用实体的

图书馆，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馆藏建设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学图书

馆到底是做什么的，使命决定了图书馆的任务和每一个具体的工作。反正里面有

很多值得拿出来讨论的话题就是。”麦子：“图书馆的使命是很难的事，而且又是一

个政治性很强的事。为了政治需要，高校馆很希望把自己定位成研究收藏，而不

是教学收藏，但后者往往意味着低流通量。”Nalsi：“使命确实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

事情，但是我也是觉得使命的制定本身也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事情，比如大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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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使命如何和大学的使命挂钩。所以使命和具体的需求之间也并不是非此即彼

的关系。我是觉得如果大学图书馆强调的是科研或者教学，而不是 literacy，那

么学术性的馆藏就是很正常的呀。所以需要讨论的是从馆藏使用的结果角度来

看，这个使命好不好的问题。如果一个大学没那么学术，那么有很多通俗读物也

无可非议就是。”麦子：“是啊，Nalsi, 我觉得我们是很想学术，但钱跟不上。”米粒

MM：“专业书不受欢迎，从个体层面来说，是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学业要求

比较低有关，以前我们试过推广国富论，效果不好，二本学校的新生都读不懂，

说实话我也读不懂。”图志粒：“我们馆的做法是，专业书还是要占一大半多，剩下

的就是人文素质教育类，特别古典名著，外国名著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确实流行

的现代读物。昨天还有读者要找《离骚》，而且他觉得很神奇，毕竟我们是成立

才 6、7 年的理科院校。”许继*：“中国高校由于公共馆不普及，业余书是需要的。” 

麦子：“国内认为美国没钱，而美国也对这个问题一向是乐意承认。事实是，高

级数据库和期刊实在太贵，每年 1 万多种现刊是很沉重的负担。而这些东西往往

是人要用的，你也没法再砍了。买些休闲书是太便宜了，买了，满足 95%的需要，

皆大欢喜。”水蓝雨：“对，我觉得图书馆和每个图书馆馆员的使命感要强。但国

内图书馆又很多具体问题存在，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家的使命感。”广

东小*：“其实以前我们也是想坚持建设学术性馆藏的，但是流通率真的非常不好，

有时候领导追问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书流通量都是 0，我们真的是很汗颜。”“最

后没有办法，就开始买进读者喜欢的流行小说，考研、四六级辅导资料等等。”

图志粒：“是这样子的。”“不过考研和四六级辅导书买来也是个问题。”“所以说，

也许以后图书馆馆员的一部分责任是成为馆藏营销员？”Nalsi：“营销是每个图书

馆员都需要做的事情。当然图书馆有很多需要营销的东西，比如馆藏、服务、活

动、图书馆本身的存在，等等。”广东小*：“但是读者就是提意见，说要买。”

图志粒：“一是每年都在这些考试都有说改革，很容易过时，二是书少读者多，

供不应求，三是这类书很容易被学生记上符号。”安哥拉兔：“的确如此，学生还

是喜欢实用的，每年开学生座谈会，学生都会建议多买考研辅导书、英语四六级

书，还有公考的辅导书。”图志粒：“图书馆哪里可能有那么多复本。”安哥拉兔：

“我们现在购买了相关数据库，倒是有点帮助。”米粒 MM：“我们座谈会就建议

学生用银符数据库之类的在网上做试题。”图志粒：“对呀。数据库在这方面还是

便利得多。”麦子：“我觉得国内高校馆是在教学研究/休闲之间彷徨，而美国高

校有些是在教学和研究之间左右不定，当然，教学是一个贬义词。”图志粒：“不

过我觉得麦子说得让我很感触的一点是，提高馆藏流通率，这个我想是很多高校

馆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图志粒：“或者也许高校图书馆可以分成学术研究馆和

人文素质馆。”“这样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不同的馆？”“只是个想法，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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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度太低了。”许继*：“一个忙的要死一个没人去了。”麦子：“不是这样，图志，

研究类资料往往是极高的收藏级别。”图志粒：“很多院系的图书资料室放的几乎

是专业类书。”图志粒：“我记得以前去了几所大学的院系资料室。甚至有的资料

室是只允许大四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和老师进入的。”麦子：“我觉得是很难

定义的，我记得我在我的 ppt 里有个收藏级别的中文本，研究类是在 4 级以上。”

贫尼爱*：“有中文版的 吗。”麦子：“贫尼，我有中文的，估计在群文件 ppt 里。” 

图谋：“群文件中找 2014 年 10 月份的文件，那个系列的报告是由我代为上传到

群文件中的。” 

 

 

 

 

 

 

 

 

 

 

 

 

 

 

 

 

 

 

 

Collecting levels of the RLG Conspectus 

 

（26）关于外文期刊订购 

福蛙：“请问一下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和美国化学学会（ACS)的报价方案。”“大

概需要多少？”安哥拉兔：“和单位具体情况有关，包括化学相关专业，学生人数，

博导人数等等。”“还要根据每年的使用情况确定下一年的状况。”“提价很厉害。”

福蛙：“怎么联系呢？”安哥拉兔：“acs 貌似是 igroup 代理？”图谋：“你可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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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学校买了。”“比如 RSC、ACS，苏州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买了。”安哥拉

兔：“代价很大，rsc 去年狂涨了价格，我们本来想订，因为这个就没敢。”图谋：

“假如这次去 calis 培训周，估计可以获取一些信息。”福蛙：“化工方面据说有四

个期刊认可度比较高。”“100 多万的经费能不能订购到一种呢？”花香满衣：“英

国皇家学会，前一段时间留意，遭到很多学校的抵制，就是因为价格涨幅的问题。”

图谋：“关键是涨幅的问题，能否承受。”“得持续投入。”安哥拉兔：“acs 那个涨

幅。还有对超量下载的限制，估计很多学校都头大。” 

福蛙：“外文期刊订购的话，地方院校推荐订购哪种呢？Science Direct。”“领导

经常问我某种资源的试用情况我有点头大。”“用户意见很难搜集到。”“数据库商提

供的数据基本上是水。”riff：“便宜的话 springer 和 wiley 便宜。”“SD 很贵。”“T&F 居

中吧。”花香满衣：“以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数据库的销售为例，2005 年的年费是 5,8

44.25 美元（46,462 元人民币），其后一直按照通货膨胀率增加年费，每年的涨幅

在 0%至 11%之间，到 2014 年 时年费也就涨到 8,884 美元（55,360 元人民币），

合情合理，深受中国高校图书馆用户信任，口碑一直良好。可是，英国皇家化学

学会今年突然变得异常凶悍，竟然将 20115 年的年费突然猛涨到 46,500 英镑（4

51,050 元人民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ve4r.html 。”福蛙：

“springer 我们订购了，不对用户开放，情报部代查。”riff：“为啥不开放 。”“代查又

增加工作量，还增加使用成本。”福蛙：“要按流量收费吧 我们买的比较少 一年才

2W 好像。”福蛙：“放开了用 ，一年要花费多少呢？”riff：“全库好像 30 万。”“不带

纸刊。”“wiley 我们买的科技包 20 万左右。”“SD 200 万。”“带纸刊。”福蛙：“SD 能选

择性购买吗？”“只买特定学科。”riff：“不划算。”“贵在纸刊。”“纸刊 120 万。”“买一堆废

纸。”“你们是省属还是市属？”“理工科还是文科。”“哪个强。”福蛙：“我们这里有石化

产业。”“化工、电子、服装比较强。”riff：“要说文献全面 SD 肯定好 你可以考虑买

学科包。”“强势学科买 1-2 个学会。”“把 EI买了可以做查收查引用。”“SCI太贵还是算

了。”福蛙：“最近我们试用了一个外刊服务系统。”“http://www.ideahome.com.cn/。”

“不知道这个怎么样。”riff：“什么产品。”“做文献传递的吗。”福蛙：“他说可以把资源

放在本地 我怎么感觉不靠谱。”riff：“凡是不能被 google schoalr、EI\ISTP\SCOP

US SCI 这些索引库索引到的外文数据库，八成买来都是党摆设，信息孤岛，尤

其中国人做的外刊库，好多直接搞 OA 的内容卖钱给你。”riff：“你不如把超星的百

链买了”“做做文献传递也不错。”riff：“其他学校不知道，我们学校就是买四大综合

外文全文平台，然后 EI SCI 这些索引库，慢慢搭配各种学会。”“至少期刊数据库

方面是这么建设的。”福蛙：“四大综合外文全文平台是指什么？”riff：“ SD SPRI

NGER T&F WILEY。”“包括全学科的。”“这四个一年大概就要 300 来万。”“SD 一家

就是 200 万 另外 3 个加起来 100 万。”“让馆长想办法多要钱才是。”东北海边：“SCI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ve4r.html
http://www.ideahom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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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300万吧。”riff：“SCI各个学校报价不同。”“看选择方案还有学校等级评估。”“985 

211 肯定贵。”东北海边：“小馆，选个最便宜的打包。”riff：“恩，买个科技包之类的。”

“人文的暂时可以不碰。”“小学校人文社科用 CNKI 基本满足了。”福蛙：“人文需要

古籍库和 CNKI。”riff：“古籍这些看需求。”东北海边：“CNKI 年年涨价不少。”riff：

“涨价也得买，现在 CNKI 签了好多独家刊。”福蛙：“我们这要 40 多万了。” 

riff：“scopus 和 WOS 的差异在什么地方？买了 WOS 还有必要买 SCOPUS

吗？”28520885：“scopus 的收录范围要更广 。”“WOS 相比叫起来更具评价性 。”麦

子：“http://libguides.hsl.washington.edu/c.php?g=99232&p=642081。”麦子：“http://hl

wiki.slais.ubc.ca/index.php/Scopus_vs._Web_of_Science。”麦子：“其实这个问题我

从来没想过。”“但看了以后发现是很不同的。”28520885：“麦子 这个给的好全面 。”

“收藏。”图谋：“Scopus: Scopus vs Web of Science http://libguides.hsl.washington.

edu/c.php?g=99232&p=642081。”图谋：“我也收藏。”“中文表述：Scopus 是一个新的

导航工具，它涵盖了世界上最广泛的科技和医学文献的文摘、参考文献及索引。”

图谋：“Scopus vs. Web of Science http://hlwiki.slais.ubc.ca/index.php/Scopus_vs._

Web_of_Science 这个页面的信息更全面。”图谋：“Academic libraries provide acce

ss to either Scopus or WoS, but rarely both.” 

 

（27）Wos 数据库检索方案的讨论 

老田：“大家好，想问下，我的检索式哪里不对？wos 上的 TI=(Hydrology A

ND (simulat* OR model*) AND advanced technology)。”花香满衣：“你这个策略

式并不复杂啊，你完全就基本检索就可以完成啊 。”老田：“领导让写过程。 我不

太懂检索式这东西。”花香满衣：“你就是要限定在标题中吗？”“而不是限定在主题

中吗？”老田：“是。标题。”花香满衣：“一般默认都是主题检索。”花香满衣：“主题: 

(hydrology) AND 主题: (simulat* or model*) AND 主题: (advanced technolog

y) 。”亨哈：“ advanced technology 这样的检索词不太合适。”老田：“我好几个检索

式，有的是不含这种中式翻译的。”亨哈：“同一字段用基本检索就能实现了，Hyd

rology 和 simulat* OR model 选择标题就行了。”“同一字段的不要用逻辑组配命令

检索了。”“再试一下翻译助手，或 CNKI 里的英文检索多获取检索词规范的。”花香

满衣：“请教一下哼哈老师，估计不论他这个检索策略式是否合理，想请教一下在

sci 的高级检索中如何拟定检索策略式呢？”“我试验了几个，都提示不成功，而且

明显高级检索和基本检索，它的格式是不同的。”亨哈：“实际和中文数据库、其他

英文数据库差不多的，就是个别细节不太一样的，SCI 也有检索提示、帮助文件

的。”花香满衣：“SCI 也有检索提示、帮助文件的，看到了，但组配一直显示错误。” 

亨哈：“嗯，举个例子吧，我们一起来学习。”花香满衣：“还是刚才那个检索式

http://libguides.hsl.washington.edu/c.php?g=99232&p=642081
http://hlwiki.slais.ubc.ca/index.php/Scopus_vs._Web_of_Science
http://hlwiki.slais.ubc.ca/index.php/Scopus_vs._Web_of_Science
http://libguides.hsl.washington.edu/c.php?g=99232&p=642081
http://libguides.hsl.washington.edu/c.php?g=99232&p=642081
http://hlwiki.slais.ubc.ca/index.php/Scopus_vs._Web_of_Science
http://hlwiki.slais.ubc.ca/index.php/Scopus_vs._Web_of_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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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亨哈：“刚才那个不复杂，同一字段的不需要用命令检索了，基本检索能够实

现。”花香满衣：“ 哼哈老师看这个地方，如果有基本检索能够实现并且有检索结

果的话，用高级检索反而检索后没有结果。”花香满衣：“这就是我疑惑的地方。”“当

然我也可以分成#1and#2and#3，但如果用一个检索策略式能够实现的话，就没必

要分成 3 步去做这个检索。”“而我用一个检索策略式，去做不出来基本检索能够实

现的结果，错误在哪儿呢。”晨逍：“可以用基本检索，检索结果会显示检索式，考

拷贝到高级检索中试一下。”花香满衣：“试过了，不能用。”“我甚至把检索界面都改

成英文了，也不好使。”28520885：“检索结果只有 3。”亨哈：“‘’是精确检索了。”花香

满衣：“一叶障目了，这 sci 中 TS=SU。”亨哈：“不用精确匹配的话和基本检索结果

一样的。”“TS=Hydrology AND TS=(simulat* OR model*) AND TS=(advanced t

echnology) 。”28520885：“这么说来跟@花香满衣应该是一致得了 。”花香满衣：

“ ((TS=(hydrology)) AND (TS=((simulat*) OR (model)))) AND (TS=((advanced)

 (technology))) [43 个结果] 。”亨哈：“嗯。”28520885：“貌似 不用加那么多括

号。”花香满衣：“对着呢 。”“哼哈老师给出的那个结果。”亨哈：“你怎么那么多括

号。”花香满衣： “系统自动出来的结果，不是我做的。”亨哈：“同样的系统差别好

大哦！”花香满衣：“检索式有所区别。”“最后一个 advanced technology 有的加括号

有的没加。”亨哈：“还是加上比较保险一点，有的系统会提示出错。”28520885：“加

括号跟不加结果是一样的 。” 晨逍：“最后一个检索词没得意义。”亨哈：“是，这个

检索词不太合适。”老田：“advanced technology 换成什么比较符合习惯？”亨哈：

“嗯，这里一样可能别的库不一样，我是习惯问题。”老田：“我想搜的就是 XX 前

沿技术。”晨逍：“advanced technology 不要。”花香满衣：“对的，去掉。”亨哈：“你可

以通过 SCI 的文献分析功能来获取该领域前沿。”花香满衣：“侧重检索内容，而不

是把模型、模拟、前沿等作为关键词。”晨逍：“若结果太多再加包含实际技术内容

的专业词汇。”老田：“我检的是水文模型的前沿技术。”花香满衣：“把水文模型细

化，再去检索。”花香满衣：“水文模型指用模拟方法将复杂的水文现象和过程经概

化所给出的近似的科学模型。按模拟方式分为水文物理模型(实体模型、比尺模

型)和水文数学模型两种基本类型。”花香满衣：“@老田 刚大体了解了一个水文

模型，你给出了一个相当大的概念范围，并且水文模型按照模型构建的基础，可

分为物理模型、概念性模型和系统理论模型三类。不同而模型，应用领域、特点

均不相同。”老田：“所以，TI= (Hydrology AND (simulat* OR model*))，应该都

差不多包含了吧。” 麦子：“上面关于领导需要 hydrology 检索方案的讨论使我想

起 80 年代有 dialog 时，因为检索贵，所以需要实现想好检索词和方案。记得当

时是 20-30 美元一分钟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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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图谋：你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好奇”吗？ 

湖北黄冈：“你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好奇”吗？http://mp.weixin.qq.com/s?_

_biz=MjM5MzA0NTg2MQ==&mid=206559978&idx=1&sn=6a2c93dbf6581c4e2e9

5a4de16aa9c62&scene=5#rd。” 

 

（29）圕人堂 QQ 群建群 1 周年征文启事 

图谋：“圕人堂 QQ 群建群 1 周年征文启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

6-886414.html。”“2015 年 5 月 10 日为圕人堂建群一周年。特此面向圕人堂成员开

展‘我与圕人堂’主题征文活动。体裁不限。征稿时间：2015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

0 日。科学网圕人堂专题采用稿件，按 80 元每千字支付稿酬。投稿邮箱：37825

775@qq.com，请注明：圕人堂建群一周年征文——题名。欢迎关注！欢迎参与！”

“草草这篇文字，是意外的‘发现’。”“圕人堂自身开展的主题征文，目前没有收到稿

件。” 

 

（30）5 月 8 日《图书馆报》及文章《我看圕人堂》 

图谋：“5 月 8 日《图书馆报》手机报已可阅读。”“该期有草草《我看圕人堂》

（A13 版）。”迷图忘返：“《图书馆报》在业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入职后打算订

阅纸质版，看电子的太累了。”图谋：“手机报，可以试试。”迷图忘返：“也下载了 A

pp，还是觉得纸质效果好一些。目前没有养成每周都看的习惯，先订阅半年的，

等养成习惯了再看电子的。”图谋：“草草那篇文字我浏览了一遍，除了个别小错

误，写的很好。”迷图忘返：“《图书馆报》上的作者大多文字功底了得！”图谋：“图

书馆报 2015 年 05 月 08 日 http://m.xhsmb.com/20150508/edition_1.htm。”“草草.我

看圕人堂.http://m.xhsmb.com/20150508/news_13_3.htm。”草草：“今刊发的这篇小

文，是 一个月前特意为圕人堂建群一周年而写，感谢群主及广大同仁在此的努

力。” 图谋：“很感谢！很欣慰！”图谋：“圕人堂能坚持下来，离不开大家各种形式

的给力。”论坛刘编：“坚持是美德！加油。”草草：“如果这文有稿费，到时候我也捐

给发展基金。源于此奉于此，感谢你们！”图谋：“谢谢！”“稿费肯定有。”“武超说‘在

其位谋其政’，我想说的是，圕人堂这样的草台班，既没有位也没有政，有的是关

于圕的梦想与实践。圕人堂坚持到今天，离不开咱们圕人花钱花时间花力气共同

呵护。”生清：“@草草 感谢草草老师，这份圕人堂的周年礼物，送得实在给力。”

草草：“我是一个月前寄给《图书馆报》，也感谢图书馆报编辑的良苦用心，特意

安排在这周，在建群一周年的日子发表……。”克莱蒙：“写得真好！” 宋*莉：“刚看

完草草在《图书馆报》上的发文，写的挺好，向草草学习！”图谋：“草草那篇文字，

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予以转载。”“[转载]草草:我看圕人堂 http://blog.sciencenet.cn/b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06559978&idx=1&sn=6a2c93dbf6581c4e2e95a4de16aa9c62&scene=5#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06559978&idx=1&sn=6a2c93dbf6581c4e2e95a4de16aa9c62&scene=5#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206559978&idx=1&sn=6a2c93dbf6581c4e2e95a4de16aa9c62&scene=5#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641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6414.html
http://m.xhsmb.com/20150508/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0508/news_13_3.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83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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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213646-888310.html。”图谋：“转载时改了几处小问题。”“比如武超的名字更正

了；‘一个撰写过百多篇图书馆内容博客的圕人’，我将百换成千。”“实际应该是数

千。仅仅是圕人堂专题中就超过百篇。”“图谋博客写了十年多。博客网平台上的‘图

谋博客’自 2013 年以后基本未更新，但之前的博文大多还在，见：http://libseeker.

bokee.com/。”草草：“看过你二本书。”图谋：“谢谢！两本博客书算是附产品。”“我‘顺

道’推销一下，希望其还有剩余价值可资利用。” 

 

（31）caj 云阅读 

天外飞仙：“有人使用过 caj 云阅读没有？”“能不能导出笔记到本地？”花香满

衣：“没用过。”天外飞仙：“刚才试了一下，安卓版本的还不错。”“但是没有找到能否

把笔记导出的功能。”“安卓版本的类似于 browzine。”“能够在多平台间同步阅读记

录。” 

 

 

 

 

 

 

 

 

 

（32）内蒙古市图彩云服务一年来的效果 

轩丞：“内蒙古市图彩云服务一年来的效果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MjM5MTI3OTAzNg==&mid=205732368&idx=1&sn=b61591c565d0f3830fdc2948e

6b6a531#rd。” 

 

（33）《信息检索》课的讨论 

雨路：“群里有多少老师是上《文献检索》课的？”“你们觉得这门课好上吗？

上课的时候你们主要讲哪几个方面的内容？”“期刊文献检索这一块好多数据库因

为学校没有购买无法使用。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了。”鱼雷：“检索技术、信息筛选、

信息利用。”雨路：“检索技术、信息筛选、信息利用还是比较偏理论的是吗？”鱼

雷：“不是。”“检索技术：通过实例，直接在数据库中检索到相关文献。”“教学案例是

随机选择的，不是预先经过多次检索的。”“通过这个讲检索词的组配、检索结果的

控制等。”雨路：“那你上课是先示范学生自己操作？”鱼雷：“课上示范。”“我们的教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8310.html
http://libseeker.bokee.com/
http://libseeker.bokee.co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5732368&idx=1&sn=b61591c565d0f3830fdc2948e6b6a531#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5732368&idx=1&sn=b61591c565d0f3830fdc2948e6b6a531#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5732368&idx=1&sn=b61591c565d0f3830fdc2948e6b6a531#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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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都是有网络的，直接在数据库中演示。”星光：“学生让老师帮忙查找文献信息怎

么办。”花香满衣：“之前我们学校网络不开，现在开通了觉得上课方便多了。”鱼

雷：“告诉他从哪儿找。”“不会直接给他。”雨路：“@鱼雷你们真好，感觉学校设备和

教学脱节了，课难得讲。”老玲子：“我们学校没有能上网的机房，我上课感觉就跟

讲天书一样。”“羡慕你们。”鱼雷：“也有没网络的教室，一旦遇到这样的教室，那我

就自带笔记本，无线上网。”“我现在也不在机房讲，就在公共教室讲课。” 

淘气娃娃：“讲什么能吸引学生呢。”鱼雷：“不能为了吸引学生来组织内容。”

黛黛：“讲起来有点繁琐感觉，要他们自己参与会好很多。”雨路：“其实实际操作学

生还挺感兴趣。检索技巧什么的他们也爱听。”鱼雷：“你得先设定好内容，然后用

你的讲课技巧来吸引学生。”黛黛：“最好是有具体的案例，让他们自己动脑筋这样

可以马上测试掌握程度。”淘气娃娃：“多数都是大二的学生选修，都是为了学分来

的。”花香满衣：“对的，鱼雷的说法很有道理，内容由浅入深，其实学生的接受强

度比我们以为的好得多。”淘气娃娃：“我这是案例+实际数据库。” 

鱼雷：“检索技能是个慢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花香满衣：“我感觉我们

学校参加过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的学生学习文检课特别认真。”淘气娃娃：“鼓励

学生课堂有问题直接提，仍然没有多少效果。”鱼雷：“这得慢慢来。”雨路：“他们有

这个需求学起来自然认真。”花香满衣：“他们实践少所以提不出多少问题来。”鱼

雷：“我鼓励学生上可随时提问，不论什么问题。” 

淘气娃娃：“真得搞些嵌入式教学，和院系的课程相结合。”花香满衣：“那跟上

文检课还是不一样的。”鱼雷：“嵌入式教学不是你说做就能做的。”“而是用我们自

己的方法来完成嵌入式教学。”“比如，我的课不搞闭卷考试，是一个综合实习报告，

其中 50%比重是将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综述，也就是写一篇文献综述。”花香满衣：

“我的上机实践报告，有个学生以为老师不看呢，检索课题没做，从课件里拷贝

了一份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上交了，看到那个报告真的很难过。”鱼雷：“这个综

述，我要求他们把他们其他课程中有那种要求论文形式结课的科目拿来做。”雨

路：“我去年也这样测试的，这样要引起学生的积极性些。”淘气娃娃：“我这留了作

业，八十多个学生，交了 30 多份作业。”鱼雷：“一方面，告诉他们做任何一个可

以之前，必须要先做文献综述。”“另一方面，有学生问那这个综述写好了，可不可

以直接作为那个科目的论文。”“我跟他们说，这个得先跟那个科目的老师沟通好，

看他是否允许你写一篇综述。”“如果不行，那就可以在综述的基础上，为那个科目

选择一个题目。”“我觉得可以啊，这样学生又减少了负担一举两得。” 

花香满衣：“明年选择学生构成时，我想选择大二和大三的，大一的学生接受

慢，大四出勤率低。”淘气娃娃：“鱼雷，你的学生构成是哪些？”花香满衣：“鱼雷，

研究生还是本科生？”鱼雷：“我们的课程是大二以上的，主要以二三年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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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四年级的。”花香满衣：“我之前都没限制，一小部分大一的。”雨路：“大一学生

没意识，没需求，接受起来就慢了。”淘气娃娃：“学生自己沟通还是文检索课老师

沟通？”花香满衣：“是的，好多基础内容都不太懂，但我的一个大一的学生曾经

跟我说：检索不就是把所有的词放进去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学习？然后等到上机

的时候，他跟我说，老师，检索策略还是很有用的。”雨路：“我还是备课去咯。这

个课要上的好还真的难，不停学习才行。”花香满衣：“是呢，每次上课都能发现自

己的不足。”鱼雷：“研究生的也讲过。”“其实研究生的更好讲。”雨路：“主要时代变

化太快了好多东西一转眼就过时了。”花香满衣：“嗯，研究生比本科生需求大，接

受快。”“我们都是一个学院一个学院的，一个班 100、200 多人那样的大课。”鱼雷：

“直接把他们导师的课题弄过来，指导他们检索。”“讲完检索，下一步是文献的筛

选。” 

apple：“请问大家，校选课选课学生多不多。”花香满衣：“我们这边限制人数，

本科生我一般限定 60 人。”鱼雷：“我最多一次一个班 391 人。”apple：“我 150 人，

感觉吃力。”花香满衣：“我还好，200 多，上课觉得累，戴耳麦嗓子都哑了，教室

太大。”图志粒：“2、3 百号。”riff：“我每个班都是 300 人。”“每学期 2-3 个班。” “改作

业就是体力活。”鱼雷：“那次之后我给教务处提意见。”“要求每班不超过 120人。”“他

们就在选课系统中进行了限制。”“我跟没跟他们说作业批不过来，我说影响教学质

量。” 

平平：“正好你们在，问下你们上信息检索语言，一节课够吗。”鱼雷：“不够。”

“不过检索语言没必要细讲。”“重点讲好布尔逻辑检索、截词检索、位置检索就可

以了。”平平：“我说的是检索语言概念和分类语言主题语言，分类语言重点讲中图

法。”鱼雷：“检索语言、主题词表这东西我没学习时都是专门的课程，要学一个学

期呢。”apple：“我觉得本科生对讲检索语言有些晦涩。”平平：“我就是不知道主题

语言如何讲。”“针对本科生的话，就讲如何用检索来提高生活质量，如何查找网络

信息一类。”“有学生问我，主题语言的关键词语言是人工语言还是自然语言，关键

词语言是我们上网用的吗。”鱼雷：“从检索语言角度来说，本来主题语言是受控语

言，关键词是自然语言。”“但是现在的数据库没有这样严格的搞。”“都成为自然语言

了。”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转载]草草:我看圕人堂 

2015-5-7 21:41 

信 息 来 源 ：《 图 书 馆 报 》  2015 年 05 月 08 日 A13 版 

http://m.xhsmb.com/20150508/news_13_3.htm &nb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83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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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 圕人堂|84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  欣然读书：书香英伦之塞谬尔·约翰逊故居博物馆（13） 

热度 3 2015-5-5 21:59 

书香英伦之 塞谬尔 · 约翰逊故居博物馆 （13） 作者： 欣然读书 13 在

利奇菲尔德遇见塞谬尔 · 约翰逊博士 利奇菲尔德，英国英格兰斯塔福德

群（staffordshire）的一座小城，距离伯明翰仅 25 公里，以利奇菲尔德大

教堂而闻名。 这座精美的小城到处都是庭院花园 ... 

个人分类: 圕人堂|818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高等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发展状况报告（2005-2013）》摘要 

2015-5-5 08:49 

2014 年 7 月教育部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全国高校图书馆

文献资源年度报告工作小组发布了《高等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发展状况报

告（2005-2013）》（ http://www.tgw.cn/tjpg/201504280147 ）。教育部

图工委是半官方的行业组织，同时作为高等学校分会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的

重要分支机构。教育部图工委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03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圕人堂 QQ 群相关文献辑录 

2015-5-3 23:12 

2015 年 5 月 10 日为圕人堂 QQ 群创建 1 周年。圕人堂 QQ 群文献辑录”

将持续进行，期刊文献、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等，与圕人堂较为密

切相关文献将予以辑录。 今日通过 CNKI 及读秀学术搜索，暂未发现有

期刊论文出现“圕人堂”。（假如读者已有发现，希望告知，谢谢！） 《图

书馆报》有关文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55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欣然读书：书香英伦之简·奥斯汀故居(12) 

2015-5-1 21:36 

书香英伦之简 · 奥斯汀故居（12） 作者：欣然读书 12 在巴斯小城寻访

简 · 奥斯汀故居 巴斯，这个城市的名字简单明了，甚至有些直白，但却

并不妨碍它成为 英国 唯一被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 的城市。 傅雷 曾经说

巴斯是一个“精致而美丽的城市”（见图 12-1），精致是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84 次阅读|没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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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5年 5月 7日 21时许，有成员利用圕人堂扩散涉嫌学术不端信息。

管理员随即将其移除出群。圕人堂不欢迎此类信息，也不容许利用圕人堂扩散此

类信息。如发现此类信息，请及时反馈。同时，提醒群成员不要“采用”此类信

息，否则很可能得不偿失。 

（2）群成员草草于《图书馆报》（2015 年 05 月 08 日 A13 版）发表《我看

圕人堂》，见：http://m.xhsmb.com/20150508/news_13_3.htm 。 

（3） 2015年 5月 8日 15:00，群成员达 1034人（活跃成员 291人，占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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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xhsmb.com/20150508/news_13_3.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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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让让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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