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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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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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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培训信息 

教育部科技查新培训会议：书卷：“欢迎到洛阳河南科技大学参加教育部科

技查新培训会议。”“1.科技查新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北京大学 谢新洲；

2.求实鼎新、和谐发展…北京科技大学 季淑娟；3.强化科学管理  提升服务能

力…江苏大学 卢章平；4.文献资源利用对比分析与查新结论…河海大学 吴东

敏；5.国防科技查新和查新报告质量评定…南京理工大学 王敏芳；6.专利基础知

识及专利检索…广州奥凯公司 李双双。7.ProQuest Dialog(PQD)在科技查新中的

应用 广州奥凯公司杨川 8.质量是科技查新的生命线 吉林大学 张柏秋。” 

“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与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定于 2015年 5月 17日-22

日合作举办中文图书编目业务培训研讨会，

http://www.calis.edu.cn/educhina/viewnews.do?newsid=15155。” 

第 5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南开图：：“第 5届图书馆学实证

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将于 2015年 7月 8日-- 14日（周二）在南开大学商学院召

开。 

2015高等学校图书馆新任馆长高级研修班通知。图谋：“‘2015高等学校图

书馆新任馆长高级研修班’http://www.sal.edu.cn/Notice-Info.asp?id=65542015年 7

月 2-7日(7月 2日报到)报名截止时间：2015年 6月 19日 此次培训班由兰州大

学图书馆、《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社联合承办，计划招收学员 70人左右，额

满为止。” 

2015年第八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徐树*：“2015年‘第八届图书

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图

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内蒙古科技大学图书

馆承办（CFLMS — Creative Forum for Library Management and Service），将于 

2015 年 9 月初在内蒙古包头市举办。现面向全国征集大会报告及会议论文。会

议征文投稿邮箱：529620458@qq.com。征文题名及摘要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5年

5 月 30 日，全文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7 月 15 日。联系人：徐树*联系电话：

0472--6897242电子邮箱：529620458@qq.com。” 

2015年研究数据管理国际研修班通知。图谋：“2015年‘研究数据管理国际

研修班’通知 http://www.sal.edu.cn/Notice-Info.asp?id=6570培训时间：2015年 06

月 10-12日(6月 9日全天报到)  培训地点：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北京市海淀

区中关村南大街 5号)。”  

第二期海外学科化服务馆员培训班通知。图谋：“第二期‘海外学科化服务

http://www.calis.edu.cn/educhina/viewnews.do?newsid=15155
http://www.sal.edu.cn/Notice-Info.asp?id=6554
mailto:529620458@qq.com
mailto:529620458@qq.com
http://www.sal.edu.cn/Notice-Info.asp?id=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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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培训班’通知 http://www.sal.edu.cn/Notice-Info.asp?id=65082015 年 6 月 24

日至 2015年 7月 2日，6月 24日报到注册。  报到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东川

路 800号交通大学学术活动中心大厅。”  

2015 年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信息技术应用工作年会暨大数据环境下的图书馆

统计分析与服务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征集通知(第一轮)。图谋：“2015 年教育部

高校图工委信息技术应用工作年会暨大数据环境下的图书馆统计分析与服务创

新学术研讨会论文征集通知 http://www.sal.edu.cn/Notice-Info.asp?id=6355时间：

2015年 7月 2日-3日 地点：兰州大学图书馆四楼报告厅。”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将于 6月 23日至 6月 27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面

向‘十三五’文献情报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暨《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第

32 次学术研讨会和 2015’图书馆学情报学科研项目申请与论文写作投稿研修
班。”（注：通知见群文件。） 

 

（2）《图书与情报》信息 
   魏志*：“非常感谢各位同仁对《图书与情报》的关爱与关注，现以编辑部的

身份向大家澄清和分享一些事情： 

（1）关于《图书与情报》网站。早在 2008年，我刊就与一计算机系统开发团队

合作开发了一投稿平台，但在因试用后发现其功能太单一、后续升级过程不顺利

和产生较高费用等原因而搁浅，所以直到去年采购玛格泰克投稿系统才于今年年

初开始运行，官方、唯一的网址为：www.tsyqb.com。 

（2）关于投稿方式。为了平稳过渡，我刊 2015 年 6.30 前采用邮箱投稿

（tsyqb@126.com）+网站投稿（www.tsyqb.com）两种方式，6.30日之后主要采

用网站投稿方式。 

（3）关于费用。我刊从 2015年开始，正常投稿的文章一律不收任何费用（包括

所谓的版面费、审稿费、赞助费、合作费等）。 

（4）关于欺骗网站与邮箱。今年以来，编辑部陆续收到了作者投诉信息，主要

包括 tsyqbzz@163.com 向作者发送征收审稿费的通知和利用虚假网站

www.tsyb.cn 进行欺骗不明真相作者，编辑部已处理报警，有任何进展，我们都

会在群里和官网等途径进行澄清。” 

眼望雁塔：“图书与情报邮箱 tsyqb@126.com,电话 0931-8270072,8278172。”

官方网址为：http://www.tsyqb.com/CN/volumn/home.shtml”图谋：“图情期刊联

盟网 http://www.lisjournal.net/tabid/152/Default.aspx 共 35家期刊信息（含期刊介

绍等）。”  

 

http://www.sal.edu.cn/Notice-Info.asp?id=6508
http://www.sal.edu.cn/Notice-Info.asp?id=6355
http://www.tsyqb.com
mailto:tsyqb@126.com
http://www.tsyqb.com
mailto:tsyqbzz@163.com
http://www.tsyb.cn
mailto:tsyqb@126.com
http://www.tsyqb.com/CN/volumn/home.shtml
http://www.lisjournal.net/tabid/152/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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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书馆招聘信息 
老田：“上海交通大学公开招聘图书馆副馆长公告-上海交通大学 http://www.

sjtu.edu.cn/info/1735/63828.htm。” 

贫尼爱*：“高要市图书馆现招考工作人员两名，待遇居肇庆地区前列，详细

见本馆网址 http://gylibrary.com/jrsd/ShowArticle.aspx?ArticleID=151 或高要人事

信息网（http://www.gyrs.gov.cn)，报名截止日期 2015年 5月 20日至 22日（上

午 9：00—11：30、下午 14：30—17：00）内” 

洞庭水手：“湖南科技学院馆公开招聘图书馆学专业人员 1名，岗位：图书

编目，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2015 年湖南科技学院非专任教师公开招聘方

案 http://www.huse.edu.cn/html/tzggw/20150520/2029-1.html。” 

花香满衣：“燕山大学 2015年面向校外招聘实验人员启事，其中图书馆招收

图 情 专 业 硕 士 一 名 。 

“ http://notice.ys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7

2&wbnewsid=6560。” 

 

（4）资料推荐 
许继*：“http://dingdaoshi.baijia.baidu.com/article/61308《中国人的阅读时间

真变少了吗？》。 

贫尼爱*：“图书馆重新定位：推动数字人文发展-李海鹏；哈佛大学图书馆

的文献保护体系。” 

图谋：“吴建中.美国主流媒体网站刊登美国作家在上海图书馆的观察与体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86b810102vl4t.html。”  

贫尼爱*：“【视频：古籍修复教程-山东省图书馆】http://v.youku.com/v_show

/id_XOTA4MDI5NzQ4.html?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蔡莉静,初景利.新型图书情报人员能力培训丛书: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 理论与

实践.海洋出版社，2015.1。 

王松林,初景利.新型图书情报人员能力培训丛书:中文编目与 RDA.海洋 出

版社，2014.6. 

张春红,初景利.新型图书情报人员能力培训丛书:新技术、图书馆空间 与服

务.海洋出版社，2014.6. 

柯平,初景利.新型图书情报人员能力培训丛书:图书馆战略管理.海洋 出版

社，2015.1. 

郭晶,余晓蔚.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案例集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5.

http://gylibrary.com/jrsd/ShowArticle.aspx?ArticleID=151
http://www.gyrs.gov.cn
http://www.huse.edu.cn/html/tzggw/20150520/2029-1.html
http://notice.ys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7
http://dingdaoshi.baijia.baidu.com/article/6130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86b810102vl4t.html
http://v.youku.com/v_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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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案例集粹》是国家教育部‘211 工程’三期建设中国高

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项目‘馆员素养培训与资质认证’子项目中共 5

期学科馆员培训班成员所提交的学科服务案例汇编而成。本案例集共汇编案例

80 个，分别为：规划与创新、探索与发展、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科研以及技术

资源保障 5个篇章，涵盖了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各个方面。 

图 谋 ： “ 2015 年 5 月 15 日 《 图 书 馆 报 》

http://m.xhsmb.com/20150515/edition_1.htm”“图书馆报 2015 年 05 月 22 日

http://m.xhsmb.com/20150522/edition_1.htm 本期看点：数字图书馆专刊。这期为

‘创刊号’。”“作为《数字图书馆专刊》的首期选题，该报特别采访到了国内一

些具有代表性的高校馆、省市级公共馆，将这些图书馆在数字图书馆建设方面的

成果进行报道并对其在建设中面对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推动数字图书馆

的发展。” 

Lee：“分享：数字化时代，关于未来图书馆的 5种畅想。” 

湖北黄冈：“我是怎样读书的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c1

OTUwMg==&mid=206959024&idx=4&sn=8960072b6cb769d378191ab4b34788f2&

scene=5#rd。” 

德图小朱：“德清朱炜新书《花落春仍在：寻访德清俞氏》后记，感谢关注，

欢迎指正 http://user.qzone.qq.com/784692941/blog/1432186492。” 

CALIS第十三届国外引进数据库培训周资料 

图谋：“数字资源开放获取研讨会暨 CALIS第十三届国外引进数据库培训周

资料已上传至群文件，含 50 多个报告。该会议 PPT 下载页面：http://draa.lib.sjt

u.edu.cn/?q=ppt。” 

“CALIS第十三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简报 5月 12日会议简报 http://draa.lib.sjtu.

edu.cn/?q=0512detail5月 13日会议简报 http://draa.lib.sjtu.edu.cn/?q=0513detail5月

14日会议简报 http://draa.lib.sjtu.edu.cn/?q=0514detail5月 15日会议简报 http://dra

a.lib.sjtu.edu.cn/?q=0515detail.”  

本次会议概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1225.html。 

“数据库培训周主要针对的是 DRAA（高校数字图书馆资源采购联盟）成员

馆。”林海雪原：“很多时候报告起的作用可能不在培训，在宣传。”麦子：“我一

般随时可以叫数据商来做培训，所以，没有这个问题。”“至于宣传，他们更愿意

来，而我们也更挑剔，因为大家时间有限，来了，往往只有 2，3个人听。”图谋：

“我作为参加培训的人员，其实我重点关注的是其宣传的成分。”麦子：“我们绝

大多数的上述功能是通过试用解决的。” 图谋：“这样的培训，对于数字资源

商也是划得来的，培训好几个，可能就服务了一大片。”“个人认为会议主办方及

http://m.xhsmb.com/20150515/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0522/edition_1.ht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c1
http://user.qzone.qq.com/784692941/blog/1432186492
http://draa.lib.sjt
http://draa.lib.sjtu
http://draa.lib.sjtu.edu.cn/?q=0513detail
http://draa.lib.sjtu.edu.cn/?q=0514detai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1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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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方，确实很给力，那么大规模的会议，做到那个程度，难能可贵。”节能：

“据我所知、外文（尤其是大的）数据商对普通馆几乎是从不光顾的。我们的外

文库按单一来源做采购处理、数据商包括他的国内代理商从来不露面。你爱买不

买。培训几乎可以说只按地区做、不到单一个馆做。” 

城市天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知识库’投入运行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87/info48388.htm。”“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础研究知识库地址：http://or.nsfc.gov.cn/。” 

沧海月明：“2015 年江苏省数图新服务应用研讨班正在网上直播：

http://shutuyantao.gensee.com/webcast/site/entry/join-a620291fd1524cdfa14a0bf18f7

29696右上角自己起个名字（昵称），点击‘进入直播’就能进入视频直播。” 

 
（5）古籍修复工作 

 

（图片由麦子提供） 

图谋：“多年前到过南京大学，邱晓刚先生是古籍修复专家。”麦子：“南大

上次去，说只有一个人修复，而此人要退休了。”图谋：“南京大学杜厦图书馆的

古籍修复中心也参观过。邱老师指导过不少学生。有多项古籍修复专利。”麦子：

“我一般对幕后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些需要花投资但却无法让读者直接看到的东

西。”“这种部门，起码应该有 5人以上。”梦凡：“其实文献修复工作倒是一直在

做，只是馆里以前就一个正式编制馆员。以前，一直是邱老师带着学生做。本科

学历以上古籍修复也人才稀少。馆里古籍，民国修复都在做，以前有一次邱老师

讲座，展示过一个很复杂的修复案例。”麦子：“我们现在有 4个人，但主要是简

单修复和数字保存。复杂的修复是学校图书修复工厂做的，那里有 25人。”“几

个月前看过的一个修复工作室，工具都是从天花板下来，有吸尘器。”“这些工作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87/info48388.htm
http://or.nsfc.gov.cn/
http://shutuyantao.gensee.com/webcast/site/entry/join-a620291fd1524cdfa14a0bf18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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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年的经验，还有手巧。这种抢救类的需要是不能等的，我看过一个最好的

在韩国国图。”梦凡：“以前在 Pittsburg的时候，他们当时在修复一张地图，黑乎

乎的地图修复完成后跟新的一样，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工具就是橡皮擦。”麦子：

“我对韩国图书馆业很有兴趣，有除酸和修复浸水的书，外面墙上有整套流程介

绍。他们对古籍修理真是不遗余力。”梦凡：“尤其是浸水，很需要做到有备无患。

他们的修复室那么整洁。”“以前这方面国内比较欠缺，最近十年内对文献修复越

来越重视，特别是民国文献，2007 年到国图的修复室去过。文献修复，技术设

备是一方面，更多的是细致。”素问：“韩国的古籍和中国古籍纸张有些相似，看

上去他们用了比较现代的设备。”麦子：“我曾经监管过那块 2年，所以比较熟悉，

关于这些东西，我们有一本大约 10多厘米厚的册子。”“就是平时再仔细，灾害

也难免，如果没有预防措施，那就很被动。”贫尼爱*：“余平古籍修复中心，目

前在国内是唯一独家以企业形式成立的大型修复古籍，民国档案的专业公司。从

修复到研究技术开发，自己开发研究古籍防虫，防霉，民国纸张脱酸修复。特别

在民国报纸修复上在国内领先。素问：“那个古籍特藏库没有几家能够达到要求

的。比如温湿度，我们这儿现在室内空气湿度就是百分之 75-85%，开了抽湿机

半天才能达到 70%。”许继*：“不知道他们馆里的书籍情况，我们要动善本的情

况下是需要特批。”/yy 呆保：“我馆古籍室是不对学生开放的。”星光：“这个和

博物馆是不一样的，因为读者会直接触摸古籍。”许继*：“我馆古籍影印本也在

古籍阅览室，所以针对善本有特殊规定。”/yy 呆保：“就应该把古籍都数字化了，

我馆正在搞。”许继*：“数字化是解决之道。” 

 

（6）电子邮箱的使用 

图谋：“对于图情期刊编辑等，我赞同他们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刘建*：“在

信息时代，图书馆需要不断发现用户的信息利用需求，用一定的服务设计和技术

保障满足这些出现的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图书馆专业出版等领域应该做个性

化、多样化服务的表率。这些个性化、多样化的信息服务是从实践开始，而后可

以论文看到。反之，就只能是指数文章了。”许继*：“我赞同基于现实的考虑来

解决问题。”Nalsi：“作为馆员，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做资源导航（英

文叫做 path-finder）。”许继*：“中国更突出的现实是假信息源爆炸，图书馆有用

武之地。”Nalsi：“使用 126等免费邮箱是不专业的，可以考虑网易的企业邮箱，

http://qiye.163.com/还是机构域名的邮箱最专业吧。清华陈*：“ 企业邮箱就是采

用机构自己的域名。” 广东小*：“还是用企业邮箱比较好，我们学校现在买了腾

讯的企业邮箱，用起来就不错。”许继*：“功利时代需要官方声音也需要图书馆

这种公益单位佐证之。”麦子：“@雨鸟 条件局限我很理解，但有时是观念问题。

http://qiye.163.com/


圕人堂周讯（总第 54期 2015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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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现在做任何和网有关的，第一件事就是注册合适的网名。” 

麦子：“@许继新 其实这些杂志本身对假网站有一定的责任，因为你应该把相关

的网址都注册了。com, cn, org, net....”。 

 

（7）图书馆理事会制度 

映山红：“我看理事会成员的组成，还是图书馆领导、图书馆的上级主管为

主，增加了社会公众的一些构成。貌似在办理图书馆的一些事情上，会有所推进。” 

映山红：“看过南京图书馆理事会的构成。”广州书童：“三三制 三分之一领导机

构 三分之一图书馆 三分之一社会人士。” “我们馆的理事会资料是网上都能够

找到完整的 无条件公开。” 

 

（8）关于农家书屋问题的讨论 

素问：“2007年 3月，新闻出版总署会同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

技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农家

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农家书屋’工

程。”许继*：“农家书屋是新闻出版署搞的，还在建设中国农家书屋网。”“农家

书屋是为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建在行政村且具有一定数量的图书、报刊、电子音

像制品和相应阅读、播放条件，由农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场所。

每个农家书屋按照 2万元标准建设，配备图书不少于 1500册，品种不少于 1200

种，报刊不少于 2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 100种（张）。”“村村有书屋本来就

是浪费。还不如乡镇做个好点的图书馆，弄几个专业的人才，再弄个移动图书馆，

一礼拜跑一趟全乡镇各村。”“文章摘录：201 4年春节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关于春节期间发挥农家书屋作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通知》下发至各地农家

书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延长农家书屋开放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等要求，以满足春节期间返乡农民工和放假学生的旺盛文化需求。然而，在记者

和大学生志愿者走访调查的山西襄垣县善福乡上丰村等 14个村庄里，并没有出

现农民旺盛的文化需求，其中 3个村未建农家书屋，其余 11个村的农家书屋不

是大门紧闭，就是无人问律。农家书屋的生存状况令人担扰。”生清_*：“其实很

多高龄老年人文化程度并不高，我在 2013年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老年人做过问卷

调查，随机抽样结果发现很多老人都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而且多半还是后来补的，

不识字的老人在农村地区尤为普遍。”  

 

（9）关于图书馆开展查新工作必要性的讨论 

节能：“您馆 是没有单独的编目外包还是没有资质要求？”鲁大图书：“我



圕人堂周讯（总第 54期 2015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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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馆是招标图书供应商，招标时就要求供应商提供一条龙服务，我们的馆员校对一

下再上架！但供应商几乎都找一家专门做编目数据的公司到我馆做，对于做数据

有 没 有 资 质 不 知 道 ！” 图 谋 ：“ 教 育 部 科 技 查 新 服 务 平 台

http://www.chaxin.edu.cn/。”雪中冰人：“教育部认定资格取消了，是不是不发证

啊？”广东小*：“听说以后不会再审批新的查新站了。去年是最后一次审批。” 图

谋：“ http://www.chaxin.edu.cn/views/knowledge/KnowledgeList.xhtml科技查新工

作是科研立项、成果鉴定、专利申请、技术咨询等工作的支持系统，其工作内容

是以文献为依据，运用检索手段，通过对检索出的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对比，公正、

客观地描述查新项目的情况，出具科技查新报告，为科研立项、成果鉴定、专利

申请、技术咨询等提供可靠的文献依据。”“科技查新，路在何方？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5-05/19/content_23_2.htm 中国出版传媒

商报 2005年 5月 19日（第 23版专栏.观点）。” 麦子：“查新是研究者自己的事，

如果研究者连现在自己领域的先进东西在哪里都不知道那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除非是专利查询，否则没图书馆事。”梦凡：“查新其实并不是研究者做不了，而

是国内立项、评奖等需要这样一个红‘章’做证明。”图谋：“个人赞同查新属于

学科服务范畴。”梦凡：“真正做研究的老师还是紧跟前沿的。”顾*：“最新的那

一块，确实如此，图书馆人是无法和研究人员齐头并进的，即使是复合型人才，

有学科背景。”麦子：“查新大致是这样的，学科馆员出于国内研究人员素质低下

而提供的一种保姆式的喂养服务。”天外来客：“我帮一个老师查过一个研究方向，

他不是特别熟悉，还想做，但恰好我对这个方向还是比较熟悉，就告诉哪些做过

了，哪些没有。给了他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麦子：“你做的事不必太先进，但一

定要和所属机构的需求一致，否则，你的理念再好也没用。查新是中国特有的图

书馆服务，它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学术环境下的产物。图书馆的最大服务宗旨

是为其所属的机构和服务群体的对信息上的需求能得到最大的满足，否则图书馆

就会使自己的存在边缘化甚至没有意义。所以，如果他们有查新的需求，与其让

任何人做，图书馆应当首先承担查新的工作，因为我们有做这个工作最好的专业

人员和有关资源。”要严肃指出，我对产生查新的中国政治和学术环境持保留态

度，因为这些东西不代表世界学术发展的主流和价值观。”顾*：“图书馆行业要

进步，不是简单的学国外或者坚持自我特色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基于事实的理想

的分析和判断，什么事是应该的，什么事是不应该的。”图志粒：“既然出现学科

馆员及查新工作，我们就尽力做看看，至于最后如何发展，我们不能决定，但也

许通过努力有个比较好的结果。”麦子：“我觉得这类谈话对现在查新的人员是有

建设性的，比一边倒的赞美起码要负责得多，因为如果是新人，一定觉得这是充

满未来的事业。我觉得这也可能，但还有其他层面的问题要考虑。而这是我们个

http://www.chaxin.edu.cn/
http://www.chaxin.edu.cn/views/knowledge/KnowledgeList.xhtml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5-05/19/content_23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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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存在的理由之一。”安哥拉兔：“我觉得要看查新出现的背景，早年的时候，的

确是图书馆在信息资源的查找方面有优势，当然现在随着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很多科研人员已经慢慢赶超过来。应该是依据新的情况做出变革，而不是一

棍 子 打 死 。 ” 图 谋 ： “ 科 技 查 新 为 何 备 受 争

议？.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9053.html。”许继*：“ 看了查新的争

论，有一点个人想法：鉴于国内外行评判内行，领导评判专家的现状，大部分查

新不是给研究者看的而是决策依据。因此我认为他是情报服务。图书馆应该就决

策需要提供相关服务。”“即使同行评审，领导层骨子里也透露出对国内人情关系

的担忧，自然科学是全球较量，好面子的文化必然导致相对客观标准产生。”“至

于查新具体怎么做做的好与坏另当别论了。” 

 

（10）信息共享空间问题的讨论 

郑继*：“如果全馆无线网都很好，是不是信息共享空间没有必要。”“我看南

大的研究小间已经成为研究生学习房间了。”刘建*：“北卡州立大学图书馆在以

上方面都非常好。”麦子：“这是个误解，因为 info Commons的主要功能并不是

简单上网找东西。郑继*：“现在信息共享空间定位很难，我看杜厦图书馆的信息

共享空间没什么亮点。”麦子：“信息共享在目前的互联网普及和读者信息素养提

高的情况下实在有点老套，你想，如果我自己能做，何必跑到图书馆去。这基本

是 10-20年前的概念了。”“所以，必需提高服务的内涵，把一些传统上是系里的

事拿到图书馆来做。” 

 

（11）国内研究人员翻译水平的探讨 

星光：“国内翻译过来的图情知识大部分是滞后的。”麦子：“@星光 主要还

是和外界交流不够，而即使交流，可能对这些概念如何实施，是不是适合我们这

个学校没有能力来进一步消化和分析。”“其实概念新旧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东

西是不是合适你。”Nalsi：“国内在对英文图书馆研究世界译介这件事情上做的

是极好的。ALA或者 IFLA重要的文件基本都能很快就有人翻译，甚至是官方系

统内的翻译。比如国科图的同学们或者编目老师在做系统的介绍性的工作。”“但

既然称之为翻译介绍，就肯定有水土不服的部分。国内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总体的

不专业，以及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和实践的能力。”麦子：“Nalsi 说的这个总体

的不专业其实对图书馆的总体水平影响很大。美国有太多的一般馆员，因为专业

素质好，可以在馆里做和其他人一样的工作，就是个馆员，但在馆内的很多任务

组和委员会里担任很多工作，而且在馆外名气很响，专门有人请去讲座。这在国

内可能是很难理解的。”“中国整体的制度性的消耗实在太多。”此外，个人素质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9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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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重要，要喜欢做这一行。” 

 

（12）说说杜威十进分类法 

longhorn：“杜威十进分类法有电子版或中文版的吗，它与中图法有对照表

吗？”鱼雷：“网上有，目前好像没有与中图法的对照，多数是对比研究的论文。”

Nalsi：“网上多少有一些比较粗的表，但是官方的产品是需要购买的，然后在网

站里面使用。貌似没有中文版。对照的话也是看做到多细吧，应该没有官方的对

照”“OCLC网站上有到个位的 Dewey Decimal Summary: http://www.oclc.org/co

ntent/dam/oclc/dewey/DDC%2023_Summaries.pdf。”“然后 Dewey的网页版其实是

有 30 天免费试用的：https://www.oclc.org/dewey.en.html。”“好吧，根据 OCLC

的信息，国家图书馆翻译过 DDC的第 21版：http://www.oclc.org/dewey/resource

s/translations.en.html。最新的版本是第 23版。” 

 

（13）超星电子书的加密 
天行健：“超星的书有加密，别人下了你也看不了。”sonorous：“这是国外

的学术电子书的平台，图书馆购买后可以分章节下载。”“都是学术专著。”生清：

“记得 2005年左右时，超星的电子书也是可以下载转发的，不过现在加强管理，

限制很多使用权限。”安哥拉兔：“用读秀的文献传递吧。” 

 

（14）图书馆自习室占座问题的管理 
许继*：“对于占座，馆员主动清理和用户要求清理哪个更有效？”麦子：“我

不知道以前什么是做过的，冲突是在学生之间还是在占座学生和馆方之间？”许

继*：“都有。”“占座是常态的情况下，馆员去清理似乎是说上去挺美的事。”麦

子：“我们的所有做法的宗旨是：要避免任何学生和学生之间在这类问题上的交

集。”“另外，如果有规定，就一直要执行。”许继*：“比如学生发现空位有人占，

请馆员去清理呢。”麦子：“ 国内还有一个问题是过度维权，而且只有自己的权，

没有其他人的权，最后什么人也没权。”许继*：“问题就在于现实是，规定落实

往往有问题，特别是要求管理员不停的去发现并清理，除非有领导一直盯着。”

麦子：“没有严格执行的规定其实就是没有规定。”其实，图书馆是教育学生社会

责任的一个地方。我们馆里从来不可能遇到学生和管理员吵的。学生只要提高音

量，管理员就会说一句话：我要叫保安了。但这句话对美国学生是极有份量的，

因为这意味着一系列麻烦的开始。对中国学生，他就没反应，继续，所以就会发

生最后被警察逮捕的遭遇。”图志粒：“如果有预约座位这个系统，确实可以避免

占座问题。”麦子：“所以，社会上的很多乱象其实是由此推理出来的。另外，中

http://www.oclc.org/co
https://www.oclc.org/dewey.en.html
http://www.oclc.org/dewey/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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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同时存在的误区是：认为学校是文明的地方，学生老师是文明人。”琻秀：“占

座就是谁发现举报然后可以积累点数，相应给特权。有点狠。我知道有学校这样

干过。”胡里山*：“在窗口上声音比较大的 一般都是高学历的，博士或是教师

尤甚。”“使用座位管理系统，同时把放物品占座纳入违规，如违规则进行警告、

直至进入黑名单、暂停选座。”许继*：“规则如果导致工作人员比较事多，结果

可以想象。”“认真的不认真的不同标准，睁一眼闭一眼，管理员将会面对极大挑

战。”麦子：“一旦做出规矩，而且持之以恒，就会比较简单。”“这种似乎是省事

的无规距的状态其实可能是最费事的。”胡里山*：“座位管理系统，我们运行了

两年左右，目前情况还可以。馆内大部分是，要选座的区域，也有几个不用选座

的区域。选座的区域，有学生志愿者巡查，贴小纸条提醒读者并拍照留存以备事

后纠纷。”时常清理占座物品，并与违规记录及座位系统挂钩处理。”麦子：“我

们这，来图书馆看书的不多。座位从来不是问题，我们的小间也是大部分时间是

空的。”许继*：“座位系统成本如何？”东北-*：“设备费是多少我不清楚。就知

道我馆是一年五千。”星光：“我们是大阅览室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也不去样本室

上自习。”胡里山*：“我们是把部门小组都合并关闭了，全做研习室，能放桌椅

的地方也尽量放上了。”  

 
（15）“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图谋：“传一些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信息大楼）的照片。”麦子：“我

对一些细节很有兴趣，包括参观券。”图谋：“国际交流比教多。与上海图书馆也

有不少相似之处。”麦子：“这可能是中国总体上最折磨的问题，没有自己的点子。

把世界各地景观都放在一起。当然，也是不错，但没有惊奇。”图谋：“合在一起

就独特了。“其实还是有许多新东西的，做到这一步不容易。我算目睹了图书馆

技术人员工作场景。”麦子：“其实各个馆，尤其是没有钱的馆，能提供一些对自

己服务对象有意义的服务，而不是为了展示和攀比，才是大家要走的模式。”图

谋：“上海图书馆是 1996 年的馆舍，2006 年到现在，我不同时间参观过 4 回，

给我的印象是，保养很好，甚至越来越漂亮。”“我在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中

放了不同年份的随拍，感兴趣的，可以比较一下。”麦子：“上海财大图书馆我比

较喜欢，是原来是上海凤凰自行车的车间改的，我崇尚这种给旧建筑以新含义的

理念。”图谋：“上海财大图书馆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图书馆，重视图书馆员国际

交流，每年派馆员往国外学习交流，此项工作已开展多年。”“这次同该馆青年馆

员（本群成员）有较多交流，很佩服其视野。该馆员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已获两

次美国学习机会。还自费成为 ALA会员，密切关注有关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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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欣然读书：书香英伦之英国的“National Trust“（15） 

图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0845.html。欣然读书书香英伦

游记，最近这篇实际是尚未‘完工’时被科学网选为精选博文。目前为止，已有

6篇被科学网精选，有一定关注度。” 

 

（17）精致服务，激扬智慧——上海图书馆参观记 

图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1479.html。” 

 

（18）哈佛贝克商学院图书馆 

 
麦子：“新建群相册《哈佛贝克商学院图书馆》。”“拍了很多，包括教室，这

只是众多图书馆里的一个，但因为在商学院里，所以离开游客较远。”“其中有教

室，和大量的阅读空间，这是所有人都可自由进出的。”“赵小兰家捐了 4000万

给学校，但有一栋命名的大楼在建，我想是因为其政治影响力，因为 4000万一

般是到不了这个级别的，太少了一些。”“以上所有照片都在商学院图书馆和附近

几栋楼里拍的，但我只是走了一角一层，但里面有太多的沙发让人看书，讨论事

情。”“这房子估计近 100年了，当然，看上去如新。”HBS哈佛商学院是自己有

独立的预算，我记得建筑也是自己的，也有邮局，书店。我这是继续去年的讨论。”

“上面有些像长走廊但没有窗的，其实是楼之间的地下通道，因为冬天太冷。”

“邮件中心就是给院里师生配送邮件的。”“地下通道的两侧都是个人藏物品的箱

子。有锁。”“图书馆的里有几面电视墙。” 

 

（19）圕人堂发言规则的讨论 

Nalsi：“说到社区讨论，推荐个基本规则：http://www.education.com/referenc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084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1479.html
http://www.education.com/refere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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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icle/nine-rules-good-discussion/。” “进步程度因人而异，不过了解、开眼界

都是学习新知识的必要条件。”刘建*：“做好当下的事比较好。专致做事，自然做

出特点。对小事缺乏认真和热情，如何有逐渐形成的成就？我们一直说以用户为

中心，可是具体工作中又会说用户这不对那不对，却很少思量本馆本人提供的服

务有待改善。”Nalsi：“如果图书馆想要就规则这件事和用户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那么图书馆就必须要先把规则展示出来。”许继*：“规则制定好难，同意双方无

法获得的规则无意义。国内文化规则制定出来似乎就是为了打破他。”图谋：“N

alis推荐那个规则内容如下：Nine Rules for a Good Discussionhttp://www.educa

tion.com/reference/article/nine-rules-good-discussion/General principle: The purpos

e of a good discussion is to work with others to come up with the best set of

 ideas or ways to deal with a situation. In an argument or a debate, only one

 side wins. In a good discussion, everybody wins!1.Think before you speak.2.L

isten carefully to what others have to say.3.Do not interrupt when some one el

se is speaking.4.Make use of what others have to say when it is your turn to 

speak.5.Only say what you truly believe.6.Do not remain silent. Make sure to 

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7.Let other people speak. Do not hog the discussio

n. Once you are done speaking, let at least two other people talk before you s

peak again.8.Support good ideas that other people have, even if they are differ

ent from your own.9.Search for the best solution even if it is different from th

e way that you thought at first.Excerpt from Nice is Not Enough: Facilitating 

Moral Development, by L. Nucci, 2009 edition, p. 105. 。”Nalsi：“上述规则并

没有特别针对网络社区的讨论。”麦子：“我觉得一个成功的群应该是认不清谁是

群主的群。爆出火花需要对大家的发言有很大的宽容度。” 

 

（20）美国图书馆服务 

顾*：“ 美国大学图书馆的流通量比国内低多了，是电子化带来的挑战吗？

馆员们都在忙什么？”刘建*：“美国东部高校图书馆联盟的馆际互借量一直比较

高，有历年数据显示。但是快递成本较高（快递由图书馆承担，联盟的成员馆都

比较乐意承担这项工作）。”“具体数据见上海科技大学图书信息中心主任张甲上

图讲座。”Nalsi：“刚才查的第一个数据是美国 NCES 的统计数据。我对国内的

数据比较好奇。国内的很多图书馆近年来也出现了借阅量下降的趋势。这是电子

时代不可逆的趋势。”国内在很大程度上跟着美国走，而且情况往往是，美国的

实践者更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国内知道的人就少多了。当然评价图书馆确实

是一件有趣而且困难的事情，站在哪看、想看什么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借

http://www.ed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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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量其实说明不了太多问题，纸质书越来越不重要了，其次资源本身也在服务体

系里越来越不重要了，即便是大学图书馆。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应该比国内忙，不

过做什么真的因人而异。可以看看美国馆员的招聘广告，有很全面的工作职责的

描述。”“根据 NCES 上面最新的数据（2012 财政年度的数据），美国 academic 

library借阅量的平均数是 34000，中位数是 9000。学生平均借阅量是 12.1，中位

数是 5.56.”这里的 point是大学图书馆的借阅量和服务总量其实真没太大关系。”

顾*：“美国博士类为 7.5册,硕士类 6.4册，学士类 3.3册，专科类 1.9册，因为

要和国内比较，只看 general circulation。”Nalsi：“美国学生不是必须自己阅读做

预习才能上课发言吗？但不是每个图书馆都提供教材，老师上课往往提供电子阅

读材料，学生会自己买教材。所有这些行为都不一定会导致借阅量。”麦子：“我

们有 24 万学生，400 个馆员。馆里只有专业书，理工科的多数学生估计从来不

借书的。”期刊文章需求量很大，文科的报告要求一般是 1 本书，5 篇文章。书

的需要量极低。”Nalsi：“美国大学没人去书架上看书是事实。但服务有很多种，

比如数字资源，这也是美国大学图书馆采购的最大头，远比纸质图书的预算多。

比如学科馆员或者其他类型的学科服务、机构典藏、特藏、参考咨询、以及数据

服务。总之服务战胜资源是美国图书馆在未来很多年里面的一个重要趋势。”“创

客 空 间 可 以 制 造 各 种 各 样 的 东 西 ， 3D 打 印 只 是 之 一 。”

“https://www.lib.purdue.edu/researchdata。”“有很多层次的数据服务。从基本的

研究数据的参考咨询和教学到最高级的，比如 data curation。”“数据服务现在在

美国被看作是图书馆服务的下一个增长点。最近看到了很多 Data librarian的招聘

广告。” 一个案例就是，学校的研究者做研究项目，收集了一批研究数据。但是

他不知道在项目结束之后要怎么处理这些数据。（而且现在美国的几个主要的研

究资助机构规定了想要获得这些 grant，需要研究者提交数据的规划，data plan。）

所以图书馆可以帮助这些研究者把数据进行元数据描述、清理数据、把数据进

行典藏和长期保存的规划等等。这些都算是 data science的内容。” 在 data science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数据生命循环，每一步其实图书馆都或多或少可以

参与。”“你可以说工作方式和之前差不多，这也就是 LIS的核心理念或者原则吧。

但是数据和其他种类的资源还是差很多的。”“图书馆自身并不找数据，而是帮助

用户找数据，用户才知道什么数据对他们的研究是有用的。”“搜集数据只是数据

生命循环最开始的一小部分。如何处理、保存数据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很多图书

馆现在做的事情是对数据来源做 instruction，这也算是图书馆传统的 literacy的一

种延伸。”资源我们已经有了，只是缺乏专业的力量。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

iSchool开设了 data science的方向，很多未来的馆员都会修这个方向的特殊学位

或者是上某些课。” 

https://www.lib.purdue.edu/research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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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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致服务，激扬智慧——上海图书馆参观记  

2015-5-20 11:30  

精致服务，激扬智慧 ——上海图书馆参观记 利用参加数字资源移动服

务研讨会暨 CALIS第十三届国外引进数据库培训周的机会，我再次参观

了上海图书馆。此前，分别于 2006年、2007年、2012年参馆过上海图

书馆，每次参观，我总有不一样的收获。用“与时俱进”形容很贴切，

但我选用“精致服务，激扬智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36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 数字资源开放获取研讨会概述  

热度 1 2015-5-19 10:30  

2015 年 5 月 12 日 -5 月 13 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 CALIS ）管理中心及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 DRAA ）理事

会联合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承办，主题为 “数字资源开放获取”

的“数字资源移动服务研讨会暨 CALIS 第十三届国外引进数据库培训

周”在上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46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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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8个文件。 

3.大事记 

2015年 5月 22日 15:00，群成员达 1062人（活跃成员 341人，占 32.1%），

本群容量为 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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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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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辑录”（第 1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动态
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宋晓莉 你若安好（实习）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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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