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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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推荐与分享 

1) 图谋：“图书馆报  2015年 07月 17日 http://m.xhsmb.com/20150717/edit

ion_1.htm 电子报及手机报，均可阅读。”    

2) hero8151：“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

项目评审结果的公示。”http://www.sinoss.net/2015/0720/61526.html 

3）E线图情刘锦山对北京大学王锦贵教授的长篇专访：“王锦贵：述往思来

 津逮后学”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d9f710102vexu.html     

4）福蛙：“人文社科类所有项目的实时更新汇总。” http://press.exuezhe.co

m/funding 

5）Lee：“《图书情报》国家级电子学术期刊，欢迎投稿：1、快速发表（维

普网当天可收录）；2、印刷纸质期刊（发表文章的作者每人 1本）；3、《中文科

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4、维普网可开具收录证明，预祝您职称评定成功！

《图书情报》编辑部网站：http://www.cqvip.com/QK/72081X/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http://www.gapp.gov.cn/zongshu/serviceSearchResultej.shtml?ID=2005 

 

（2）图书馆岗位招聘信息 

冯*：“大连医科大学公开招聘岗位详情  招聘单位：图书馆   岗位名称：

参考咨询部图书专业技术人员   岗位简介：从事文献检索教学、信息分析、业

务咨询及科技查新等   招聘人数：1   岗位类别：专业技术   招聘条件：  

学历 研究生   学位 硕士及以上   专业 医学类、情报学、图书馆学   工作经

历 不限   其他条件 CET6成绩合格（不低于 425分），本科为医学信息学、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医药信息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图

书馆学或情报学专业   招聘方式 考试考核   备注 无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周老师 0411-86110055  。”招聘岗位详情之一 http://home.dlmedu.edu.cn/topic/zh

aopin/gangwei_detail.asp?id=662 招聘岗位详情之二 http://home.dlmedu.edu.cn/topi

c/zhaopin/gangwei_detail.asp?id=661 

 

（3）圕人堂周讯编辑工作与发展难题 

何必：“点赞 下载看了一下，感觉其实只是很简单的一件根据不同话题内

容将聊天记录分门别类整理汇总出来，却真的能引起思索学习收获良多。”唱雪：

“我刚才看了看文件夹，里面内容好丰富啊 。”图志粒：“是的，圕人堂群的

文件共享内容非常丰富并且专业。”图谋：“其实我们还期待较为规整的分享。

http://m.xhsmb.com/20150717/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0717/edition_1.htm
http://www.sinoss.net/2015/0720/61526.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d9f710102vexu.html
http://press.exuezhe.com/funding
http://press.exuezhe.com/funding
http://www.cqvip.com/QK/72081X/
http://www.gapp.gov.cn/zongshu/serviceSearchResultej.shtml?ID=2005
http://home.dlmedu.edu.cn/topic/zhaopin/gangwei_detail.asp?id=662
http://home.dlmedu.edu.cn/topic/zhaopin/gangwei_detail.asp?id=662
http://home.dlmedu.edu.cn/topic/zhaopin/gangwei_detail.asp?id=661
http://home.dlmedu.edu.cn/topic/zhaopin/gangwei_detail.asp?id=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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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已经连续多周处于缺稿状态。为了形式‘好看’，还得‘凑’

点东西。”annl：“说出瓶颈的问题，大家一起探讨。”图谋：“瓶颈问题，其

实可能很多成员也已感受到了。”annl：“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这样，高潮过

后，总有一段缓慢的过程。”“这时就需要有人出来，重新挑起新的思路。”惠

涓澈：“我近两年研究‘图书馆文学’与‘图书馆员阅读微推广’，认为改变馆

员的职业生活状态很重要。” annl：“假期了，大家都有闲了，可以晒晒读的

书吧。馆员阅读的品味，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服务质量。”惠涓澈：“办刊物，

要有固定作者群，也要不断扩大作者群，难！”嘉懿：“图谋，发起一场集体行

动本身就很难，需要大量的组织成本。”boson：“图谋，我觉得群这个平台功

能有限。”善若水：“感觉群主的定位不明确啊。既然要做一番事业，必须要有

一个主心骨，这个也是担当。”图谋：“我希望圕人堂是一种‘形散而神不散’

的状态。”annl：“群主也可以做第三方啊，或者第 2.5 方，也没问题。”善若

水：“那种无组织状态，很难达成目标一致。”惠涓澈：“嗯，能走到一起，肯

定是有共同理想或目标。”图谋：“我不想做‘群主’，实际上我也主不了谁。”

善若水：“，那得有个主，不然这事我觉得很难维持。”hero8151：“来个众筹

吧 提出若干个‘课题’，组织若干团队，一起申请项目，干活，出成果。” 

“或者有一个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像这种太散的很难凝聚力量。”图谋：“说来

容易做来难。”善若水：“这个是好主意，要有动力支撑。”惠涓澈：“很难。”

图谋：“‘圕人堂发展基金’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众筹’，目前已‘出力’的成

员其实也就 40 人左右。”“圕人堂建立一年多来，所做所想基本是‘透明’的。

很多事情，缺乏推动者。”图谋：“以‘镜头下的圕人堂模样’主题活动为例，

进行了半年多，实际上参与的人数非常有限。”惠涓澈：“正常，现在大家的时

间和精力都被诸多事情和责任碎片得无力参加或者不感兴趣或者认为没意义，如

此等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权衡自己中工作、生活，追求和舍弃。”“在

理解、误解和不解中走向前去。”图米：“有交流空间已经很好了。”“大家一

腔热血。”善若水：“任何东西缺乏激励机制都是很难维持的。”图米：“那要

看求的是什么。”“对兴趣志向来说是不需要激励机制的。”图谋：“《圕人堂

周讯》折腾了一年多，还没有几个人看出‘良苦用心’，我感觉是相当失败。”

善若水：“大多数人还是奔着交流学习来的。”沈奎*：“顺其自然  。”图谋：

“举两个小例子。群成员交流信息时，建议标点符号还是适当注意一下，减小周

讯整理者工作量。分享网页信息，建议是‘题名+网页链接信息。’上述两点，

不知道说过多少回。”善若水：“是的，慢慢来，平台搭起来了就很好了。像当

初 QQ也是发了好几年时间潜伏，才会有现在的影响力。”图谋：“作为我的角

度，好些时候‘自然’不起来。比如每期的周讯内容，看到有的版块没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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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救援’时我会尽可能地救一救。”“又如，关于‘圕人堂发展基金’，目

前还未能找到接管的人，钱虽不多，但对我的压力还是不小。”“当第二次筹集

的经费用完了，我还有勇气去折腾第三次吗？我是存疑。” “当前，我认为‘平

台还未真正搭好’。真正搭好的状态，是一种相对自然的状态：形成一个‘共同

体’，维持动态平衡。”“圕人堂的‘口号’是：‘圕结就是力量!’” 图谋：

“我刚才在读一篇文字。摘录一下：‘社会科学研究不应当先入为主，不能预设

道德、立场标准，应该坚持 独立的精神，坚持的科学方法，并具有国际视野，

否则很容易陷入‘中 国特殊论’的陷阱。这是老清华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精髓。’

2011年 12月 12日，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在清华经济管理

学院《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一书首发式上如是表示。（信息源： http://www.s

inoss.net/2011/1214/38631.html）。”图谋：“我想顺便‘造个句’。圕人堂

的交流不应当先入为主，不能预设道德、立场标准，应该坚持独立的精神，坚持

的科学方法，并具有国际视野，否则很容易陷入‘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的

陷阱。”顾*：“ 赞成！不过，这样各说各的，你不是也困惑？！”图谋：“不

困惑。”“但也不是各说各的。”“大体是按‘议题式交流机制’五要素去走。”

“当前期待的是推动者。”图谋：“赵美娣.好声音.http://blog.sciencenet.

cn/home.php? mod=space&uid=69474&do=blog&id=906628 该文有赵美娣老师与

他人合唱的《白狐》和《是否》。另，酷我唱吧 网站上有数百首其唱的歌，可

以借助上述链接‘延伸欣赏’。”“此前提及的‘圕人堂好声音’，期待能玩起

来。”“如果有更多图书馆员像赵老师一样有现成的作品，欢迎自荐或推荐。”

 善若水：“建议：图人堂的各类喜讯应该要官方公布，这也一种动能。” 

 

（4）关于图书馆系列职称评审与职业门槛的讨论 

1）艰难的职称评审 

顾*：“‘存在即合理’本是句哲学名言，却不停被用来胡搅蛮缠。”“我之所

以重提这个话题，可能会被误解为是在和群主抬扛，实际上我是想表明一个意思：

图书馆界有许多存在是不合理的，为了进步，不应该和稀泥。”图谋：“我那会说

的其实是三句话，去除一句废话为：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总之，‘存在就合

理’。两句话的中心意思是：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释然了。”顾*：“不合理

就是不合理，换个角度看也是不合理。你的钱包被偷了，就是不合理。不要管小

偷是否饿着啦。我说得直白点吧，学校为避免后来可能的矛盾而限制教工评职称，

看似有理，但这是不对的。解决这个问题从可行性看当然不是现在和学校去争辩

什么，而是，我们行业应该有职业门槛，规范招聘，图书馆专业岗位不被无关人

员霸占，图书馆岗位就能流动起来，从而保障图书馆学的学生和图书馆从业人员

http://www.sinoss.net/2011/1214/38631.html
http://www.sinoss.net/2011/1214/3863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20mod=space&uid=69474&do=blog&id=90662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20mod=space&uid=69474&do=blog&id=90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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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各位，论文写得再多再好，职称再高，这一点不发声努力推动，只能说

是无聊和见钱眼开而已。”图谋：“最近读到一句话：‘我们人是很渺小的，多一

个我、少一个我，世界都不会有增减。’（据说是星云法师对李开复说的）我越来

越觉得，还真就是那么回事。”顾*：“理解图谋不参加讨论，但是千万不要以为

我只是针对图谋一个人的情况。大家不应该保持沉默（包括图谋，不然啥还值得

seek呢），沉默不是金，房间里的大象抬起的脚说不定哪天就落在你我身上！” 

图志粒：“顾老师勇于发声值得钦佩，不过我相信也有很多同仁的沉默为了累积，

量的累积，累积到一个时机，足够大声发声的时机。而我，对图谋所说的星云大

师那句话，倒是十分赞同。”安静：“星云大师的话固然有理，但那是超然物外的

一种超脱现实俗世的不悲不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大彻大悟。可是现实的俗世中，

谁都是为五斗米折腰悲喜的蝼蚁小人物。”顾*：“其实 2002 年周和平和中图学会

都推动过职业门槛。”纯黑巧克力：“只要自己专业好，在乎别人说什么？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工作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啦。外行馆长也有做得好的，只要肯专业，

也会受到认可。”顾*：“@纯黑巧克力 比例多少？如何评判？”欣然读书：“其实

不公正的现象在各个行业都有存在，关于评职称方面，不只是图书馆，其他学科

也会有。材料硬一点的没上，关系硬一点的评上了这种现象，但是总体而言，这

样的只是个别现象，大多数情况，还是业务和科研厉害的角儿，早于同行评上正

高、副高。只不过，评上的不管公正不公正一般不再多说，而评不上的，往往要

说道说道。与其抱怨不公，不如像图志粒说的那样，多累积能量，直到能大声发

声。”广州书童：“欣然读书的看法我觉得客观。”纯黑巧克力：“不要太在乎职称，

多活几年，比那些挖空心思上去少活几年的人核算。凡事想开点。” 顾*：“我好

奇，积累到何种状态何时能大声发声？”欣然读书：“不管是干工作还是做科研，

不把评职称做为重要目的，会增添很多乐趣，否则，会多很多烦恼。”顾*：“前

几年，有一个馆有人没有评上职称，而公示评上的人的论文还不如那个没评上的

人，馆长去质问为什么？后来，当然没有更改评审结果，但之后，学会内部刊物

也算公开发表论文的陋规便废除了。----真事，可见有所为和无所为还是有区别

的。”广州书童：“一个馆能够定那些论文算数那些论文不作数，这个本来就不是

正常现象。”顾*：“@广州书童 误解，不是一个馆确定论文算不算数，而是送到

校外后的评审。图书系列一般都送到外面评审的。馆长质问的是校外的评审机

构。”善若水：“职称论文送专家审定，这个环节存在重大隐患。现在估计只有图

书系列的还需要送审，别的系列都不需要送审，评委本身就是专家，他们自己不

会看吗。送审可能滋生很多问题出来。”顾*：“其实现在所有的问题在于沉默，

在于没有在阳光下用放大镜看。所有的一切都是自找的，不要怪坏人有多坏，而

是沉默做了帮凶。图书馆人要感谢玉皇大帝，我们还是幸运的，如果什么人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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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图书馆没有职称系列？如果中国的职称制度采用美国模式，领导说你行就

行？如果沉默，也许未来就会取消图书系列职称，现在不是要往评聘分开方向走

了吗，评上职称不聘你又如何？”“要命的是跳槽还没有地方跳！”素问：“图书

馆学专业教授、专业图书馆馆长应该多多参与图书馆职业门槛的推动。光是底层

图书馆员在外说说，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顾*：“嗯，靠少数人没用的，哪怕

是专业教授、馆长。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名字就是*：“话题稍显沉重，在我看

来图书馆事还没有不堪到那一种程度(较整个国情而言)，大环境下，决策者都有

他自己的考量，做出的每个决定都不是拍脑门来的。我同意图谋的某些观点，说

来就是，我们若是无门无钱无后台，就踏踏实实的做自己的学问，做到自己是不

可或缺的，那自然而然的就会影响决策者的考量；只做到可有可无，那只能是靠

运气了。实力决定因素。”顾*：“有时想想一个人人都可以进来的行业，还人人

都可以去评职称，这简直是天理不容啊。”广州书童：“人人可以评并不可耻，管

理是规则原则过程要公平正义。”顾*：“烧个电焊、开个车还要培训拿证，图书

馆人凭啥可以评学术职称？”许继*：“职称本身未必合理，更别说评审。人事本

来就是社会属性，由人来定，问题的存在是因为缺乏工会一样的制约体系，绝对

的权利绝对的腐败。 指望个体抗议发声这是舍本逐末，道德化要求个体。”广州

书童：“过多的责怪体制有时候也是推卸责任。等你有能力在当前体制下混出头

的时候，你就具备了对这个体制评头点足的实力和责任。”顾*：“@许继* 有理，

如果是要求某一个具体的人。但是，黑人妇女罗沙·帕克斯发声有效，是因为有

更多的人支持她。现在的问题是群体沉默，无论谁发声都无效。”许继*：“个人

发声是个人的事，你可以针对声音赞，可以批，但是不能迫使别人做发声不发声

的事。有基本保障才有言论自由。”顾*：“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刘建*：“保持

独立自由的思想。”广州书童：“我绝对没有不让发声的意思。我的观点是与其埋

怨，不如努力走出来。”“说不定真的努力一把就在体制内走出头。就像小马过河，

都没有试过就评头点足总是不那么底气十足。”图米：“有限发展。时代决定了很

多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价值不是由外部评价的。埋怨的确没用。图书馆特别适

合做职业。”刘建*：“做最好的自己。在平常的岗位上做更多服务于用户的事就

开心了。”山西大武*：“我的观点是与其埋怨，不如努力走出来。图书馆的核心

是为用户服务不是写论文。准确来说是读者。”图米：“论文应该是副产物。”刘

建*：“为用户服务和发论文有时相辅相成。”安静：“@山西大学 武，为用户服务

和发论文自相矛盾吗？”山西大武*：“是的。”广州书童：“周一到周五上班都很

累，都没时间精力吐槽。一边吐槽职称难评，一边把图书馆做第二职业。要是把

图书馆当第二职业。又轻松上职称，那才是见鬼。才是对兢兢业业工作的同行最

大的亵渎。”刘建*：“＠图志粒，努力非常重要，总能看到努力的果实。耐心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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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米：“图书馆学是不是学科有疑问吧。”顾*：“至少在中国应该取消，因

为你无法体现出任何优势啊。”安静：“为用户服务可以实现个人工作价值收获工

作满足感，写论文发论文也是个人对图书馆事业理论方面的探索摸索…前者是修

外，后者是修内，内外兼修不应该吗？” “因为他写不出来这才是抨击的关键。”

图米：“要求人人发论文本来就不对。” “论文只是一个侧面。论文好工作就好

么。只写论文不干工作的人多了。”安静：“@图，论文不好工作就好了吗？工作

好了论文也好不好吗？” LWIND：“大部分人论文好工作好。”图米：“都好确实

好。看把论文放在多重要的地位。”安静：“论文那么好写啊 一篇好论文需要对

图书馆理论和现实情况进行深入详实的周密思索，绝对不是闭门造车复制粘贴一

蹴而就就能弄出来的。”图米：“现实是闭门造车占大大多数。”广州书童：“如同

高考一样，职称制度肯定远远谈不上完美。” “取消职称，你能找出一个给馆员

涨工资的其他路径吗？”许继*：“职称这个事情问题在于稀缺性设置故意，无监

管的主观评估。骨子里的文无第一配合政治性的霸占决大多数人的精力。本来一

个客观标准达者上的事情。” 广州书童：“一边轻易说职称不行，一边没有建设

性意见。贸然取消职称对普通同事真的好吗？”安静：“公务员需要很专业的专

业素养吗？图书馆员不需要吗？”图米：“教师也有指责发论文的，尤其是中小

学教师。”顾*：“高考不完美，可是它是国内最公平的考试了。”山西大武*：“如

果啥时候福利赶上发达国家了，大家就不纠结职称了。”图米：“图书馆应该职业

资格制。”广州书童：“没有职称没有论文那怕是很一般的论文，那就是给背景强

硬不学无术的人更好的把一般人踩在脚下的机会。”顾*：“如果图书系列专业技

术岗取消，属于工勤岗，个别人是教师系列专业岗和管理岗，不是一样逐步涨工

资？凭什么说图书是专业岗？专业在哪里？” LWIND：“当然是专业技术岗位。

难道还是管理岗位不成。”广州书童：“馆长不是人当的，是人就能当馆长。斋主

就是真知灼见！”“已经把图书馆员列入工勤和管理岗位。”安静：“肯耗费那么多

时间精力脑细胞思索图书馆方面启示的馆员，没有一点热爱这项事业是不可能

的。”广州书童：“永远不要轻言取消一个长期存在的制度，除非有一个更好的制

度可以替代它。” “把图书资料从专业系列变为工勤或者管理岗，对一般馆员绝

对是灾难。”安静：“我觉得职称挺好 但是评定职称应该专业系数高点公开透明

点。”善若水：“取消图书专业技术的地位，等于自取灭亡。”广州书童：“那是肯

定的。”图米：“学术从来不是单纯的。”善若水：“图书馆的学术功能仅有这一点

支撑了，如果变成工人和管理人员，我们还能去搞学科服务，去跟教授专家对接

了吗？地位都不对等，什么事都做不成。”广州书童：“现在的悲剧是高级职称职

数很多单位又满了，搞评聘分开。”许继*：“人按比例分的思想也就中国想的出。”

广州书童：“所以评职称就变成资历，论文和业绩。考核合格谁说了算图书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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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了算还是评审委员会说了算？”善若水：“现在财政编制在收缩，大多存在

聘任的问题，变通的做法是单位内部补差待遇。这个是要靠大家去争取的，不发

声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广州书童：“你工作多少年，你见过年终考核不合格的

吗？”图米：“图书馆有评委会。”许继*：“评审敢给不优，试试给不合格，要有

证据的。”广州书童：“高校是公益二类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公共图书馆是公益

一类完全没有办法。”善若水：“我们现在副高得财政工资也不能套，满编了。学

校自己聘，单位补差。这样就解决了，也是大家说得多了，上层机制自然会会考

虑了。” 许继*：“评聘合一，无岗不评，啥办法也没了。”节能：“职称的比例评

聘就好像家里防盗门防贼、也可能把自己锁在外面一样。本来是为了公平、而比

例限制又削弱了它的正面意义。”蜂鸟：“现在的职称评定，靠年限靠继续学习。

尤其是继续教育，说的难听点，就是收钱。不过继续教育我爱上省图组织的，起

码还有点含金量，还有些知识需要掌握的，公共课全是闲扯。”图米：“比例是因

为人太多想出来的。职称是只能上不能下。”节能：“人太多国家付不起相应的钱

吗？显然不是。”图米：“等退休腾地方。” 节能：“@许继* 说得对！它设比例是

为了（至少是一定程度上）制约这部分。”图米：“搞平均用的。”许继*：“被高

层当贼防者了。”节能：“但就是那防盗门呀、贼和自己一起防了。” “但成本高

了，还是能挡一部分。”许继*：“实际上不要脸更突出了，因为稀缺了。正好把

要脸的挡外面。几个人的馆和上百人的馆不好比了。三人够条件，一个名额怎么

办？”蜂鸟：“民办高校图书馆比公办高校图书馆职称评定容易。”节能：“所以

这就是比例的问题所在。三取一……公平的说、肯定能区别出来。”许继*：“在

中国不是只生一个好，是早生一年好。”节能：“这种情况下、不要脸的（不太想

用这个词、有点狠了）下功夫就有得有失了。非此情况下他还不一定有失呢。”

许继*：“没法区别的，三个人干的写的都不一样，除了主观就是主观。”麦兜：

“职称神马都是浮云，像星云大师说的，传播正能量，推荐大家看向死而生，自

己的力气用对了地方，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利，对家庭有利。”许继*：“世俗之

人世俗之事满眼浮云要倒霉的。”敬堂：“一切随缘。”麦兜：“至少自己努力付出

了，觉得老天还是绝大多数天道酬勤。相信未来体制改革会变化，但你要保证身

心健康等到那一刻。”素问：“说虚的没有用，人家巴不得你这样想。如果每人能

出微薄之力，图书馆职业准入制度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的。不过，那时

候也许图书馆又是另外一种形态了。”许继*：“要想职业准入，就得职业有难度。”

“比如会计，律师，医生。现在是难度比以前低了。”图米：“难的越来越难，简

单的越来越简单。”素问：“世人眼里图书馆就是借书还书，包括大学教授、校长

也有这种想法。”图米：“图书馆得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要让别人改变看法要修内

功。”素问：“国内这么多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这么多教授，这么多学生需要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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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授们似乎对图书馆的门槛制度并没有很激烈的态度。反正学生毕业了，到

哪里去不管他们的事情。”素问：“是不是图书馆难以进门，培养时干脆适应其他

行业的就业趋向？” 

图谋：“感兴趣的人，可以瞅瞅：南京大学应该有唯才是举的胸怀 (2008-0

9-28 11:50:5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0aq7k.html    好消

息是：该文的主人公邱先生，已于今年（2015年）晋升副研究馆员。” “那是

当年竹帛斋主的鼓与呼。个人对斋主的‘义举’很赞赏，但从中同时也体会到了

更多东西。” 伊丰：“这是很早的了，他现在是业内专家级的人物，应该马上退

休了，不过最近被聘为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江苏传习所导师了。”顾*：

“南京大学图书馆邱晓刚最后学历是什么？我网上搜是法律本科，按江苏的评审

条例完全可以评正高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破坏现有程序，这是非常可怕的。

除非先修改程序。@何必 说得好，他完全可以自己开店。既然国内修复人员那么

缺乏，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专长劳动获得不低于正高职称的收入。为什么一定

要在体制内喊冤呢？不懂。”清凉桐影：“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思进取，当不合理

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卫道士更可怕。前人都懂得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道理了。”顾*：

“更糊涂了。”素问：“古籍修复这块的职称应该和图书馆专业馆员不一样。不过，

我们的职称评审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的。”顾*：“今天为了邱可以违反规矩，明天

为了夏也可以违反，那么底线在哪里呢？最后必然是制度形同虚设，受害的是谁

呢？”素问：“古籍修复的职称高低本来是看技术的。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么完善

的评价体系，任何人任何事都是一个标准。”顾*：“Rule is rule. 美国人说，

规矩就是规矩，得按规矩来办。中国人说，规矩只是规矩，可以放一边。”素问：

“比如要文凭，不论是什么文凭都可以。你当医生拿个图书馆学博士看可以当医

生吗？”顾*：“呵呵，什么样的博士都可以到图书馆来！”清凉桐影：“但是博士

来了图书馆并不是什么样的工作都会做。”顾*：“既然如此，为什么什么样的博

士都可以来图书馆呢？而且图书馆特别欢迎。”清凉桐影：“制度啊，高学历可以

评职称啊。”顾*：“那是因为没有制度。”“高职称是图书馆的脸面。” “错了，

高学位是图书馆的脸面。”清凉桐影：“没有学历就不合制度，就进不来图书馆，

就没编制，就评不了职称。”许继*：“图书馆本来不需要很多高学历人的。”素问：

“美其名曰选高学历人才，实际上可以安排关系人。”清凉桐影：“各行业情况都

差不多吧，都需要高能力的人才。”图谋：“学历这个东东，其实还得结合时代看。”

许继*：“扩招，找不到工作，人往机关事业单位扎堆，提高学历要求筛人，职称

制度不适合人力结构，职称制度无法改，内乱丛生。”图谋：“50年代有一批人，

学历不高，但能力很强。” 清凉桐影：“现在也有。”顾*：“太小看当权者玩弄制

度的本领了，不少低学历者通过不同的用工方式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图书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0aq7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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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从管理上看，出现内部竞争会带来短期的效率提高和长期的混乱。”顾*：

“我不否认按规矩办，有的时候过于死板，从结果考虑有一时所失，但是总体而

言，按规矩办，可以保证公平，总体结果还是可以的，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

是没有代价）。”    

2）图书馆职业的推动与发展 

麦子：“看了上面的发言，觉得@顾* 说的蛮有道理：我说得直白点吧，学校

为避免后来可能的矛盾而限制教工评职称，看似有理，但这是不对的。解决这个

问题从可行性看当然不是现在和学校去争辩什么，而是，我们行业应该有职业门

槛，规范招聘，图书馆专业岗位不被无关人员霸占，图书馆岗位就能流动起来，

从而保障图书馆学的学生和图书馆从业人员的利益。各位，论文写得再多再好，

职称再高，这一点不发声努力推动，只能说是无聊和见钱眼开而已。”善若水：

“感觉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学者：“各位，论文写得再多再好，职称再

高，这一点不发声努力推动，只能说是无聊和见钱眼开而已。”顾*：“所以图书

馆不要怪别人瞧不起图书馆职业，看看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什么人啊？”黑天

鹅：“行业专业化，要内部推动。”素问：“个人觉得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教授应该

是推动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主力，自己培养的学生，连进入这个行业都难，他们

不难过么？”学者：“但是 谁来决定图书馆队伍呢 是图书馆人自己么。”麦子：

“另外有个关键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图书馆的实际技术含量比较低，没有

了门槛，一进来，大家都差不多了。所以写个论文来另外置评定条件，我觉得其

实是不务正业，因为图书馆的从业人员不需要去做这些所谓研究，你要做的是和

图书馆服务有关的东西，这些低质量的研究只是白白消耗罢了。”许继*：“国情

是安排关系成了讲政治顾大局。不是讲专业性的时候。等到领导突然需要图书馆

的某个功能的时候才看专业性。”清凉桐影：“@许继* 原先有位馆长在自己的博

客里说过，图书馆就像尿壶，用的时候校领导就记起来了，不用，就丢一边去了。”

紫日：“图书馆学和医学，法律是不一样的，它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对很多人来

说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图书馆是否有门槛，根本不是各级领导关心的事情。”黑

天鹅：“现代图书馆的运营、管理也是一种专业。”紫日：“这种专业就算不是图

书馆学的人也可以做下来，医生就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黑天鹅：“以

前那种图书室或资料室只是负责图书整理、保存、借阅流通，那是不需要多少图

书馆学专业知识与技能。@紫日 图书馆的运营管理与服务功能已经在转型了。”

“那些依旧是传统角色的图书馆是可能还没专业化的要求。” 麦子：“@黑天鹅 

你说的转型是转到什么样？”清凉桐影：“转型朝着自动化迈进，门槛更低了。”

黑天鹅：“自动化  设备维护、运营管理更复杂了。”麦子：“@黑天鹅 呵呵，这

些需要的是技工，不是图书馆员。”清凉桐影：“研发公司都包了，图书馆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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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起到了用户和买单的作用。”紫日：“能复杂到什么程度，以前的做设备维护，

运行管理，也在学习，也在做。”清凉桐影：“紫日，现在设备维护大多都是厂家

的工程师在做，三年保修期呢。”麦子：“我们连管理员都不做任何设备维护的，

那是另外一个工人系列的人做的。另外，主要是外包。” 黑天鹅：“@麦子 这也

是一种专业化。” 麦子：“@黑天鹅 绝对不是。”黑天鹅：“设备维护，外包给专

业企业或者专业技术人员。那些不是随便谁都能干。” “也是需要具备专业技能。”

麦子：“@黑天鹅 这和图书馆从业人员没有关系。”紫日：“我们图书馆员更多的

是利用对文献资源的熟悉优势，为读者提供更专业的服务。”顾*：“各位，知道

现在阻碍职业门槛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吗？因为行业内太多的人不是专业出身，所

以不能得罪现有的人。这个问题成了死结了。因为没有门槛，必然是各路人马蜂

拥而入，门槛的制定还有戏？其实中国人是有智慧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不少改革都是这样进行的。但是，各位注意到没有，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喜欢适应

者，而不是改变者。拥有改变的可能的权力的人，并无动力去改变。而众人又保

持沉默，等着别人发声，最好是在确定要改变的时候喊上一句显示自己的英明，

这样的格局下，还有希望改变吗？实践证明，改革都是在走到死路的时候才有可

能发生。所以，亲，我确实在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真像一条丧家犬。”黑天

鹅：“@顾* 现行人事制度，是这样的发展过程。薪酬，那是凭借自身技术能力资

本与市场需求博弈的结果 。”紫日：“@顾* 你觉得改革以后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

的。”天涯：“其实真没必要讨论这么多，除了图书馆职业或岗位，社会上其它一

些岗位也是这样，没必要呐喊，生死存亡，繁荣落寞，自有它的道理。”黑天鹅：

“即是目前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多数劳动者的薪酬与能力也是大体匹配。”   

3）图书馆职业门槛 

善若水：“图书馆需要什么样的人？这是个大课题？我见过图书馆科班出身

的未必比半路出家的出色，这个关键是看综合能力的，图书馆的职能在变，人才

需求也是在变的，试想一个，如果图书馆的人全部是图书馆学的会是怎么样？呵

呵。”顾*：“@紫日 想进入图书馆的人，凭自己的努力可以进入；在图书馆的人，

可以凭门槛维护自身的利益。”黑天鹅：“图书馆是综合性组织，需要按照岗位聘

用与岗位匹配的人员。”紫日：“图书馆的门槛怎么设置。是什么呢？”黑天鹅：

“岗位与专业技能匹配。图书馆的岗位，不是单一的一种。” “而是具有多种工

作内容和职责,存在差异的岗位。”清凉桐影：“又回到图书馆到底需要啥人在做

以及哪些人做的更好的老话题了。这可能就是社会科学的魅力和特点，天天在扯

一些于现实无补的闲篇。”紫日：“我自己大学学了四年图书馆学，但是我觉得自

己的知识结构是单一的，大学毕业后。在工作中会不断弥补专业的缺陷。”黑天

鹅：“@紫日 这是当年高中与本科课程有问题。” 紫日：“什么课程问题？”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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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国内本科看似是有相当数量公共必修课和选修课。但通识教育整体做得还

不够好。” “知识结构的基础比较狭窄。” hero8151：“民国时就有人指出，图

书馆员除了图书馆学，也需要常识。”素问：“图书馆学本科专业课实际上没有四

年，还有不少其他课程 。”清凉桐影：“图书馆专业的硕士，可能没在采编呆了

半年的其他专业的本科对分类法熟悉。”黑天鹅：“@素问 对，目前本科四年，基

本是缩水为 2 年半了。大四依旧选修较多课程的很少了。”紫日：“是的，采访，

编目，计算机，高等数学，英语，汉语，电子商务，信息检索，都有学啊。”“还

有哲学。我就选修了几门课程。摄影和法学。”善若水：“坦率的讲，图书馆的专

业知识比较容易好补。但一些技术性强的专业知识就不那些容易补了。从这一点

说，我觉得现在技术性的专业进入图书馆更合适。”顾*：“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

最大的问题是，老师都没有在图书馆工作过！竟然教学生，唉。”紫日：“谁说的，

我们上大学是要到图书馆实践的。”素问：“@图谋 本群是否有图书馆学老师呢？

他们怎么看待门槛问题？”善若水：“图书馆系统有专业馆的，公共馆的，高校

馆的，类型很多，笼统说图书馆设定门槛估计也不合适，还是看各单位自己把关，

至少馆长有很大的主动权。”善若水：“太烂的人，我们也有权不要，那还是得要

自己去抗争的。”许继*：“图书馆和图书馆专业和图书馆学还是不同的。图书馆

一个组织完成组织目标未必需要很多图书馆员。”海边：“所以有教书的图书馆学

专家,也有做实际服务的图书馆员专家。”名字就是拽：“我认为我们应该展望一

下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以及未来存在的形态，再来谈图书馆的准入制度。现在个人

立场上建立的所谓门槛，总是有所缺失和偏颇的。”    

名字就是拽：“图书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这是条真理，所谓的门槛

的建立，应该以推动图书馆的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以其他目的来的。”许继*：“非

图书馆员基本也不需要图书馆专业背景，而图书馆员也未必要以图书馆专业背景

为主，可能只需要图书馆专业一些学时的培训。而图书馆学更不必然是图书馆员

的研究学科，那是图书馆学科研人员的事情。”图谋：“群里图书馆学专业教师不

少。他们怎么看待门槛问题，我也不清楚。”善若水：“我理解你们所说的门槛，

应该是为了防止制度漏洞给图书馆用人方面带来的一些弊端。但一旦门槛建立，

对图书馆的发展本身也是一种制约，图书馆历来都是人才匮乏的区域。图书馆同

时需要多元化的人才体系。”许继*：“所以图书馆学研究人员没有天然义务对图

书馆员职业门槛发表意见，要发意见的应该是图书馆员及图书馆员专家。”麦子：

“@善若水 没有门槛，你就是稀释这本来就人才匮乏的地方。”许继*：“图书馆

这一块混乱的是行会和学会混在了一起，全去搞项目论文去了。”顾*：“论文是

没有用的，你可以查询一下，关于门槛的论文有多少？！” “确实如此，你看从

2002年起，有关论文有多少？”图谋：“当前，我们讨论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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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有的。”善若水：“门槛可以根据各馆实际制定，可以在考核时体现，但设

计统一标准，可能不现实。至于其他现象，那应该是管理的问题，那是另外的话

题了。制度不应该是为了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而应该以促进发展为目标。” 

顾*：“@善若水 一个图书馆是很难定的，受整个行业的牵制。” 善若水：“一部

图书馆法纠结了这些久都没有出台，想要通过制度改变规则确实是很难的。” 

酉卒林夕：“说到图书馆本科专业和其她专业在图书馆采编的区别，我有一点亲

身体会。当初刚毕业到我们馆，馆里还手工化操作，大概一年后上自动化系统。

上系统后新采编全部是刚工作年的新人，6个人 3个图书馆学本科，两个分编(其

中个有两年非图书馆业两年工作经验)，一个采访。其余 1个工科做编目(在本馆

干了两个年手工分编)，一个外语做西文和过刊，还有一个会计专业但在—个大

馆流通做过 3 年做登记。10年后，其中有 3人由于工作原因在近几年调到图书

馆其它部门。我觉得只从数据质量来说还是图书馆专业的是其它专业远不及的。”

 安静：“@酉卒林夕，确实，我身边本科非图书馆专业的同事即便上个在职是图

书馆学的。他们听课的时候也多半表现得意兴阑珊毫无兴趣 。” “大学四年培

养出的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和一些影响可能其它专业的呆一辈子也学不到。” 安

静：“@酉卒林夕 作为一个图书馆学专业出身 因为不想听到人说你看那谁谁谁还

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 结果没感觉有一点专业的德性 还是会很有压力不敢松懈

的。” 酉卒林夕：“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流通还书的人多就说学图书馆的啥都能

干，都帮忙上架去，等采编忙了，当时好多业务还没外包，贴书标流通的人说我

们不学这个，不会。”    

广州书童：“大家认为图书馆员的门槛怎样设置比较合理？学历？培训？职

责资格认证？”安静：“@广州书童 按岗位需要招考表现突出的正规专业人才。”

广州书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啊。”平平：“起码要有学历的要求。”安静：

“可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现在进人都不是公开招考，都是关系调动进来的中年人。”

平平：“我们是院系上不要的，安排到图书馆。”安静：“应届毕业生其实还是很

适合招考进图书馆工作的。”广州书童：“我们从 06年就是公开招聘招考。”安静：

“还有一些纯粹的东西。”广州-吴育冰：“我很希望毕业后能进到图书馆工作。”

平平：“广州市图书馆是做得比较好的。”安静：“@广州书童 我们公开招考很多

萝卜坑 都是基本定好的。”图谋：“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差距很大。”平平：“其

实可以参考医师资格证，要晋级就得参加专业考试。医生不是有执业医生考试，

中级考试，副高考试吗？图书馆行业也可以效仿。”广州书童：“当然不排除有一

些有关系的，但是你起码要通过笔试，按照 1:5进入面试。”海边：“图书馆也有

中级考试的。”善若水：“职业准入制度，现在是在逐步收缩，现在好多职业资格

考试都要取消了。”广州书童：“但是学历本科以上是必须的。”安静：“那些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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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的中学老师、播音员通过关系调动进来 还能指望他们有情怀有梦想做些实

事吗。”名字就是拽：“有些省市职称也是要经过考试的，但是，可‘操作性’更

强了，甚至比评更难。”图谋：“新修订的高校图书馆规程，是打算将图书馆员分

为专业馆员与辅助馆员。据说已经提交了，但是否能通过尚不详。”善若水：“图

书馆规程也不是正式法规，也只是一个指导文件，如果涉及到职工切身利益的事，

估计没那么好改。”图谋：“国内的高校图书馆，真正要落实专业馆员与辅助馆员，

还需要很长时间。”广州书童：“第二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服务的常

住人口每一万人至一万五千人配备一名工作人员的标准，结合服务时间、馆舍规

模、馆藏资源数量、用户服务量等因素合理配备相应数量的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可以多形式、多类型配备。公共图书馆新进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应

当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与工作岗位相适应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并按照相关规

定实行公开招聘，具体要求由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并向社会公布。”广

州书童：“这已经是图书馆人能争取到的次优结果了。”图谋：“广东省的图书馆

事业，个人感觉是近十年左右时间，进步非常快。”安静：“而且图书馆非专业出

身的对于专业出身的人员，真的心态好像有点复杂。我就是专业出身。刚进单位

的时候，当时的部门主任是非专业出身，她就很不客气地对我说，按理说你是学

这个的，应该没问题的吧。”广州书童：“第二十四条 公共图书馆实行馆长负责

制。市级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应当具有相应专业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五

年以上图书馆工作经验的相应专业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区域总馆的馆长应当具

有相应专业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三年以上图书馆工作经验的相应

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图书馆论坛刘编：“广东图书馆事业，这些年有较大发

展，但与需求还是有差距。不过，政府非常重视，尤其是广州图书馆在深圳图书

馆、东莞图书馆、佛山图书馆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榜样。”顾*：“@图谋 据我

所知，规程虽有这样的提法，但是不涉及门槛。而且拿馆长的要求来说，只要硕

士就可以当馆长，任何职称副高也可以，请想象一下，一所大学，有硕士学位的

有多少，副高以上的有多少，几乎就是快人人可以当馆长了。”善若水：“用人制

度其实说白了不由图书馆制定，即便有了门槛，就是堵信当前的一些现象吗？”

图谋：“书童贴的是广州市的法规？”广州书童：“是的，五一已经正式实施。” 

  

寿曼丽：“安徽：理科十大就业难专业排名出炉，图书馆学名列第二。”闽南

师陈添*：“现状。”小西：“就业面窄。”素问：“这种情况和图书馆特别是高校图

书馆招非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相关。”平平：“我们馆只要计算机的，不要图书馆

学的。计算机完全是一人难求。”素问：“不是没有就业岗位，而是被关系户侵占

了。学科带头人的家属。”“没法，图书馆的东西培训几天就能上手。计算机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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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不是谁都会。”福建农李*：“都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学校这几年招人的时候，

真正图书馆专业的本科生反而不来报名啊！”素问：“如果图书馆学系的老师、图

书馆学专业大佬们不推进职业门槛的话，以后这个专业就会萎缩、消失。”小河：

“部分学科点正在萎缩。部分学科点正在转型。”福建农李*：“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是骨感的！”图林晓理：“跳出三尺外，不在五行中。”素问：“其实，企业招

人基本是头年下半年，我们招人都是毕业季，人家都找好单位了。不知道其他学

校什么时候招人。另外，有人打听到一些事业单位招人就是萝卜坑。干脆不来了。”

平平：“我们不要图书馆学本科生，研究生进银行考公务员了，毕竟那个钱多些。”

福建农李*：“对了，很多高校不招本科生入职了！最低也要硕士生。”小河：“所

以都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来忽悠人。”素问：“有的学校本科生不要，但是

图书馆学硕士也难进去。因为很多关系户也有硕士学位了，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

了。”福建农李*：“可是图书馆学硕士生能有多少？有几个能接受来我们学校

的？”伊丰：“还是不少吧。”小河：“教师的子女，很难进教职了，找图书馆当

垫脚的。”素问：“愿意来大学图书馆的硕士生应该不少吧。”伊丰：“我们今年招

一个，十个投档的。”福建农李*：“真心没多少人报名啊！”小河：“梯子，过几

年就往学院跳。”平平：“我们是想计算机的，几年都要不到人。领导说编制少，

要个计算机的才是王道。”伊丰：“计算机不好招确实。”黑天鹅：“计算机招不到

人？”素问：“计算机专业很多人吧。”平平：“这年头，看纸质书的人太少了，

技术部技术跟不上。”黑天鹅：“待遇没给够吧。”平平：“但人家不愿意来图书馆。”

素问：“除非要 985硕士，计算机人家可能不来。”黑天鹅：“市场博弈嘛。”福建

农李*：“真的计算机专业，几个愿意来图书馆？”伊丰：“有能力的计算机硕士

基本出去闯荡。”平平：“人家感觉来图书馆很幼稚。”福建农李*：“都嫌弃我们

图书馆工资低。”黑天鹅：“计算机，货真价实，当然是去企业了。”素问：“计算

机专业毕业生多了去，怎么不愿意来图书馆啊。”黑天鹅：“选择公务员 事业单

位。”尘埃：“同学都去搞软件了。”伊丰：“不是图书馆待遇低，高校本身就不高。”

黑天鹅：“很有可能是就业困难的水军。”素问：“不知道其他学校怎么招人的，

我们就是在毕业季坐等。”伊丰：“高校一般都是这样。”素问：“怎么好多企业都

是头年下半年就去学校招人？还在家里坐等，一副找关系户的样。”伊丰：“体制

不一样。”尘埃：“其实按理说就应该那个时候。”黑天鹅：“有想法的用人单位国

庆后立马招兵买马。” “全国范围内挑选最优秀的人才。”小河：“西部院校更要

命，留校的 90%以上都是本校的，外边的人挤不进来。”素问：“肯定主动到学校

招啊。”黑天鹅：“事业单位的惰性。”伊丰：“编制计划是需要上级主管部门批复

的。不完全是惰性。”黑天鹅：“也有制度上的问题。”素问：“吃公家饭的都是这

样吗？那国营企业呢？也是坐等？”伊丰：“企业不同。你不懂国情。”黑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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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没编制这一说。市场化合同制。”素问：“天天喊学术学术，简单的问题就

解决不了。小河：“现在在职的也有了派系，是不是，招人时总得考虑的，随便

会招外人？” 

风景里的人:“请问贵州大学有图书馆专业吗？”山西大武*:“听说被撤了。”

海边:“看该校今年的招生简章，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http://rso.gzu.edu.cn/html/p

ageShow.jsp?id=834&m=12，没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Lee:“@风景里的人， 

贵大目前已经没有图书馆学专业，刚刚浏览了海边发的链接，发现与图书馆学相

关的信管专业也往大数据方向发展了。回头想想，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竞争

力……”清凉桐影:“关键是有多少学术论文可以切实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

核心竞争力。” 

4）国外图书馆的职业门槛与职称评审 

安静：“@麦子 麦子老师，国外图书馆进入门槛高吗？”麦子：“@安静 其实

硬标准不高，图情硕士，但 Preferred 里面的东西比较多，而且现在很多位置不

是传统类的，比如学科那么简单，比如数据馆员，GIS 地球信息馆员。要求有很

好的数据分析能力。我觉得最简单的，可能是本科读工程的，有个工程硕士更好，

机会比较多。此外，面试现在是一天到一天半，要公开演讲。这比较麻烦。如果

是中国学馆员，我知道最近一些位置都是博士毕业，所以，总的来说，不易，而

且位置很少。” 安静：“@麦子 要求比国内高得不是一个档啊 好想通过项目出去

看看啊…。”麦子：“@安静 其实找人的馆也难，往往一个位置申请人不到十个，

但要 3个人面试，我们上月有个人是从伦敦飞来的，美国人，但在爱丁堡国立图

书馆做了 9年，但也没有拿到那个馆员的位置。”    

麦子：“一天下来，大家说了这么多，我的感慨是：个别人出于自己的兴趣

爱好，图书馆工作人员发表东西是可以的，对行业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比如图谋

写的书，博文什么的。但是现在问题在于，对于一个基本没有入职门槛，而评职

称是唯一多拿钱的晋升方法，很多从业人员根本没好的研究能力，大家在刊物发

表这条独木桥上厮杀，实在是制度造成的不幸。我没有做过统计，但基本可以肯

定，中国的图情期刊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加起来的还要多，但中国图情业是在引领

世界吗？”黑天鹅：“@麦子 中国大陆，论文数量、图书出版数量早就世界第一

了。距离全球学术中心，那还早得很。”顾*：“中国图情业基本在山寨美国。”黑

天鹅：“不仅图情，好多专业都是这样。”素问：“大学一样在山寨。”黑天鹅：“教

育制度本身，就是在模仿美国。”小河：“其他学科真搞学术的人也不多。搞钱的

不少。”顾*：“选择性山寨，对自己有利的，听上去好听的，就山寨一下，否则

就搁一边。”黑天鹅：“关键是山寨还不虚心。很多都被搞成了四不像。要是扎扎

实实地学习美国，那是不错！”顾*：“虚心？赶超国际一流了，怎么虚心？”顾*：

http://rso.gzu.edu.cn/html/pageShow.jsp?id=834&m=12
http://rso.gzu.edu.cn/html/pageShow.jsp?id=834&m=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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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能学美国，我们有中国国情呢。”小河：“短，快，迅速结题。快点拿钱。

项目都做不过来了 。”顾*：“都学美国，当权者的利益受损了。”顾*：“职业门

槛靠图书馆学教授，专业大佬是没有用的。”麦子：“我认识的馆员，发表文章的

不多，绝大多数人，从来不发表文章，但往往工作做的不错，而且在外面参与的

事情很多，我觉得对行业的发展很有利。我们有一个人，是整天发表，他是国外

来的，但口碑很差，因为他正事不太做。” 黑天鹅：“@麦子，国内要求发表论文，

有承担课题，有时被解读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河北芝麻：“在中国，不发表文

章就等于没有晋职称的机会。”顾*：“这个是中美国情不同，国内工作再好，职

称上不去的。”寿曼丽：“中国国情就这样。”寿曼丽：“但实际好多业务能力强的

学术不太行。”河北芝麻：“工作做的再好，也得够评职的门槛啊。”顾*：“呵呵，

问题是美国只要工作做得好，就能晋升。”两只猫：“觉得学图情这样的专业好前

途渺茫的。”小河：“国外的馆员好像说的是工作和科研啊，不光是工作的。”顾*：

“@两只猫 不要渺茫，不过确实看运气，如果不挑的话，进图书馆还是可以的。”

麦子：“我觉得还是和行业的入职标准有关，我们进来很难，但一旦进来，主要

看本职工作，然后都可以很顺利升到副高，时间问题，而且没有名额。”两只猫：

“图情硕士进图书馆也并没有优势。”寿曼丽：“一点也没有。”两只猫：“要不就

只能做别的。”顾*：“在中国如果看本职工作，岂不是领导说你行就行，那样彻

底完蛋了。”寿曼丽：“领导都觉得图书馆工作很简单。”顾*：“@两只猫 ，优势？

先问一下你们老师，在图书馆工作过几天?”两只猫：“关键是招人的时候，图书

馆自己也不招自己专业。要不不限专业，要不就是要计算机的。””寿曼丽：“是

的。我们馆就我一个图书馆学专业的。还是因为学校评估，没办法才招的。”顾*：

“@两只猫 那要怪你们老师，只顾自己闭门造车。”呆保：“没有办法，图书馆就

是有人专职科研，图书馆工作基本不做，专职科研的人职称名气噌噌上去了，把

图书馆做为跳板，一线馆员为职称拼死拼活多年也希望渺茫，现实...”两只猫：

“这和老师没关系，是行业的问题。”麦子：“我觉得国内的第一步是双规制，把

管理员和馆员分开，同时大大严格馆员的入职门槛，我觉得，这对学校方面也是

极有利的。”顾*：“@麦子 你不知道在中国有多难？！”水蓝：“@顾*，在中国看

本职工作的实际也少，往往是看你的人际关系，考核某种程度上就是考人际关

系。”顾*：“确实也是在做 staff，关键是图书馆人绝大部分都是 staff。”平平：

“是啊，我们倒架都倒了一年了，还没倒完。”麦子：“@平平 其实，流通类的事

我们现在大部分是学生做的。”寿曼丽：“我们去年盘库也就半年。”顾*：“我认

为国内 librarian 的比例极低。”麦子：“@顾* 你的话很多，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最近看到的趋势是，有些学校开始把参考咨询以 research consultant 的头衔，

让学生做。我觉得我们学生做的事的质量是比国内很多馆员的高，我们是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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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正式工作对待，有些人甚至是全职的。而且这部分工作是可以记工龄的。” 

黑天鹅：“@麦子，这种文化差异，实在太明显了。再过 20年，国内也不一定达

到你们现在的水平。”顾*：“@黑天鹅，不是文化的差异，而是体制的差异。”顾*：

“@黑天鹅，20 年？你知道国内图书馆落后美国多少年吗？20年就想追上去？”

黑天鹅：“@顾*，我不习惯使用体制这个词。”麦子：“有时想想，美国真是社会

主义。学校单位管理人员的一个基本的东西是，你不可以让属下做事先说好的 j

ob description 以外的东西，需要经过工会同意，而工会一般是不会同意的。

否则，尽管本人不说，工会发现的话，会有很多的麻烦，甚至诉讼。”黑天鹅：

“@麦子，中美或中西文化差异吧。”麦子：“@黑天鹅，不是，这是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区别。”呆保：“可是，尽管图书馆再不好，要是有机会去别的

部门，大家都会愿意吗？图谋不是最终也留在图书馆了。”转身遇见：“从图书馆

去行政机关，大家愿意去吗？”寿曼丽：“我还是喜欢图书馆。喜欢自己的职业。”

麦子：“@图谋，我觉得你是真喜欢这行，其实我也是。”呆保：“我也是愿意在图

书馆，没选去职能部门。”顾*：“@/yy 呆保，这个不能说明图书馆是否好 ，要

知道，图谋现在不是刚刚毕业的小伙子了。”顾*：“如果图书馆没有技术职称，

只是管理岗，大家还会说我愿意在图书馆？”呆保：“@顾*，我只想说的是，任

何岗位都有利弊，就看自己怎么权衡。”顾*：“那当然。”麦子：“我入这行是一

个顿悟的过程，因为它可以解决我当时所有的问题。”寿曼丽：“热爱工作跟其他

无关。”顾*：“从群里对职称的追求热情看，恐怕钞票是最根本的问题。”顾*：

“真正的热爱，是原始的热爱，美国式的，不讲究职称，不写论文，就是乐呵呵

地为读者服务再服务。”顾*：“群里有几个人能做到？”hero8151：“美国式的热

爱源于其较高的薪水吧。”顾*：“比较高，但是不会比老师高多少。”素问：“刚

才有同仁说，职业门槛不能靠教授和大佬，难道基层馆员去拉横幅站街呐喊？还

只有他们说的上话吧，问题是他们想不想推动职业化。刚才有个学生还说老师不

鼓励他们去图书馆，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医学院临床老师不鼓励学生当医生

的？”小花儿：“美国工作之间的差别应该不会太大。”顾*：“馆员 librarian。”

呆保：“职称晋升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自身价值体现的原因。毕竟学术研究

不是人人都能搞的。”顾*：“staff 的收入不高的。”顾*：“@/yy 呆保，没有发

现现在职称几乎是大部分人都可以走的路？”麦子：“@顾*，但很多人愿意做 st

aff, 要求简单。”hero8151：“不用在美国跟其他职业比，就跟国内比。”顾*：

“是啊，以中国人的方式思考，美国人太傻。”茹玉：“在图书馆里工作就是为了

生计混口饭吃嘛务实但不崇高吧。”素问：“可能另外一个问题是，图书馆收入不

高，地位低，图书馆学专业老师都瞧不起图书馆员。搞专业教育的人都不鼓励，

那这个专业只有死的份了。”水蓝：“图书馆员自己也瞧不起自己。”顾*：“@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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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职业门槛不能靠教授和大佬，因为教授和大佬没有权力决定图书馆是否用

他们的学生。”hero8151：“但他们可以影响或决定他们要培养出什么样素质的学

生。”素问：“问题是收入高，地位低，很多因素是因为没有职业门槛，只能做最

基本的活，甚至最基本的活都做不好。”顾*：“@hero8151，你能要求教授们怎么

做，难道他们放下架子去图书馆实习，然后回来在改变教学模式？”小河：“武

大在改革，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电子商务。”素问：“@顾*，他们虽然没有权利，

但是还是说得上话的，至少行业内部讨论的时候，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小河：

“武大信息管理学院，按管理科学工程大类招生。大二自由选专业，可选择余地

很大。华中师大信息管理学院，也是。”呆保：“图书馆学术研究有一定高度了，

对学校有影响了，学校一定会重视的。”麦子：“我觉得图情专业找非图情工作对

专业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样起码不会误人子弟。”呆保：“图书馆学专业的名

称就限制了就业方向。”小河：“图情专业去当文秘市场适合。”顾*：“@素问，是

的，他们可以造舆论，用理论的长处进行分析，但是说白了，教授们对图书馆职

业的内容自己也心虚，我亲耳听得一位博导说的。”寿曼丽：“按大类招生就很少

学图书馆的了。”寿曼丽：“文秘市场也不愿意要图书馆的。人家喜欢档案的。”

顾*：“所以能靠什么教授吗？”黑天鹅：“只能靠专业人士，早日执掌管理权。”

麦子：“图书馆这职业不错的，但如果读图情，人生的起点未免有点低。”顾*：

“我竭力提倡职业门槛，当然不完全否认图书馆学教育的意义其实更看重的是一

个门槛，将闲杂人员挡在门外。”素问：“那只能啦横幅了。”黑天鹅：“不掌握实

权，就只能游说了。”小河：“档案学学的东西更扯淡，感觉他们就是靠着图书馆

学了。”顾*：“有权力决定的人，不会像我们这样对门槛有切肤之痛的！如何影

响这些有权力的人，这是现在的课题。”呆保：“图书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真

正缺的是计算机专业人员。”小河：“图书馆在高校里便没发言的机会，馆长从来

都是空降的。”素问：“我记得这个群刚开始的时候，飏博士说过这个问题还说了

一个教授在推动。”黑天鹅：“@顾*，存在一个逐步替代的过程。”顾*：“等着吧，

等我们的馆长都是留美归来的。”麦子：“@顾*，没有图情专业的门槛这专业性就

难保，所以，美国至今还是 mlis第一，其他学位，包括博士第二。”茹玉：“图

书馆学和档案学好比是一件衣服上的两个口袋，又好比是一个人身上的左手和右

手啊！这是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情报学老师说的话啊。”呆保：“感觉图书馆有要

被现教中心兼并的趋势，很多图书馆自己的事情因为技术力量薄弱，都由现教中

心一手包揽了。”顾*：“@麦子，是的，所以我这个非图书馆学出身的图书馆人一

直在呼吁图书馆学作为图书馆职业的门槛，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呢。”善若水：“人

事体制改革，单靠图书馆层面去撬动，不太可能吧。”  

图谋：“浏览了一下上面的发言，我觉得《圕人堂周讯》似乎有必要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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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中发言代表群成员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作为观众，我感觉偏颇之处甚多。

比如对于从事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专业老师）的批评，我觉得是欠公允的。在

众多学科领域中，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具备图书馆实践经历的比例也许并不低。

我自己学习图书馆学时的老师，比较小的比例没有图书馆实践经历，甚至有一部

分是长期从事图书馆管理与实践的。当下，取得在图书馆学界有较大影响力的一

批专业教师，至少在我的视域内，没从事图书馆工作的比例并不大（有些认识，

很可能只是因为了解不够）。假如要列举名单，可以很长很长。我还了解，有些

图书馆教育机构，对没有图书馆实践工作经历的教师，提供挂职锻炼机会。” 

 

（5）关于图书馆史研究 

图谋：“图书馆史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图书馆史研究不仅

有助于我们了解图书馆的过去，而且有助于我们把握图书馆的现在和未来。历史

意识的提高能够增强馆员的实践能力，提高馆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图书馆

学理论、图书馆技术和图书馆史都是图书馆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三者不可偏

废，更不可厚此薄彼。’（见《论图书馆史研究的重要性》图书馆，2012（3））。”

图谋：“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是‘老问题’。几代图书馆人在为一些老

问题，不懈努力。”XH：“图谋好严谨，引文论证。图谋：“也并不属于‘引文论

证’，那也算是个人的认识。”图谋：“个人也算是图书馆史的爱好者，对于图书

馆学前贤略有关注。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凡人，有思想、有行动，有影响，同

时也‘有问题’。甚至‘圕人堂’QQ 群这个名字，包涵有纪念杜定友先生用意，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图谋：“前边引用的几句，最后那句贴错了，应是‘过

高的评价或者过低的贬抑图书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不正确的，这都不利于

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图谋：“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关

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4））全面深入地研

究中国图书馆史,总结并揭示中国图书馆发展的规律,可推进图书馆学理论的创

新,符合学科发展的需要,对今后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从历史

学、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四个相关问题进

行探讨。”顾健：“关于我对图书馆学教师的评价，如果说我的说法是错的，那么

要批评的恐怕不是我，而是肖希明，因为我不过是引用了他的论文的结论。你个

人的观察和了解，恐怕比不上肖老师的研究广度。”顾健：“我向来不否认图书馆

史研究的意义，但是现在的研究基本上是在造神，如果目前研究中有还原普通人

的，我到非常乐意看到你推荐的此类论文。” 顾健：“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为图

书馆学出身，台湾本科、留美硕士。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也是图书馆学出身，

令人感觉意外的是，其副馆长却没有任何图书馆学背景，和国内的业务副馆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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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做法不同。” 许继*：“组织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和什么专业背景关系不大。

图书馆毕竟还是个组织。业务靠专家靠专业，管理这块靠领导能力，至少国内如

此。” 

 

 （6）图书馆人的科研之路 

惠涓澈：“我们学校对图书馆做科研没有奖励，该做还得做，就当发表之荣

誉是奖励。”善若水：“每个学校不同阶段策略可能也不一样，我们学校原来有科

研任务，现在废除了，改为了奖励政策。”图谋：“我们是随学校的科研政策走，

认第一单位、第一作者，合哪条用哪条。科研奖励的钱来自‘绩效 II’，多劳多

得。当然，这个‘劳’得在指挥棒范围内，否则是徒劳。科研政策是随上级的评

价体系（比如学科评估、大学评价）等的导向走的。是永远的 beta版，在不断

的修订中。”惠涓澈：“我们学校对图书馆考核有科研任务一项，完不成科研分扣

钱，完成是应该，超了没奖励。我们是负激励。”图谋：“说明分配方式有所不同。

当前我们只对正高三级以上、副高五级六级，有象征性的要求。好的科研奖励政

策，是有一定成效的，能起到激励作用的。”惠涓澈：“所以有要求没奖励，大家

就积极报项目，好歹版面费别再赔上。”图谋：“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惠涓

澈：“还好，有项目，有压力，有动力，有成果，很安慰。”图谋：“我们是校内

项目基本取消了，校外项目有种种门槛（比如限项，对职称、学历等有硬性要求

等）。” 惠涓澈：“我们正好相反，校内项目加大了。”惠涓澈：“嗯，随遇而安，

不抱怨。”图谋：“要么适应，要么改变。不同阶段不同的策略。”惠涓澈：“对，

适应或改变。不盲目比较，要理性对待。我很欣赏乐观生活的态度。”小河：“兴

趣 科研 爱好。”美好的*：“如果图书馆领导自己不写不发文不报项目，虽口头

上经常鼓励科研，你能指望这样的领导会支持别人发文报项目吗？他会喜欢这样

的馆员吗？他会给馆员营造科研氛围吗？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务正业，图书馆

就是服务工作，给别人穿嫁衣，决不能给自己穿衬衣！” 善若水：“，这想法有

点悲观了。”小河：“图书馆员必须要多搞科研。工作是基本，关键是科研。”善

若水：“领导也在面子，很大程度上科研就是面子。”美好的*：“更别说版面费和

论文奖励啦，啥都木有！不给你扣一帽子说你干私活就不错了。”小河：“不要停

留在发表 CSSCI 上，要向刘玉仙老师一样多发表高质量的 SCI、SSCI论文。”美

好的*：“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在查找图书馆员到底要不要做科研。寻根问源其合

理性。”善若水：“高校图书馆规程里好像讲有图书馆也是学术性机构，当然要科

研咯。”小河：“工作再做的好，别人都不承认的。”美好的*：“图书馆学有图书

馆学界去做科研，所以，图书馆学不需要图书馆业界去研究，这是一种说法。”

小河：“图书馆学界自己都青黄不接了。要不是有图书情报这个行业，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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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更加弱势。”美好的*：“图书馆自己就是做服务师生的服务工作。这是自己

高校的图请院系老师对图书馆的馆员看法。让人很悲哀。”小河：“国外的馆员做

过讲座，其实科研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科研做不好也滚蛋的。”美好的*：“因

为他们培养的学生大多进不来图书馆，所以，就渐渐隔断了图书馆和图情院系老

师的关系。”小河：“图书馆界的大多数老师很多的都未到图书馆工作，他们当初

就是不愿意去图书馆才教书的。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确实要更新了。”hero8151：

“自己做强了，人家自然刮目相看。”美好的*：“关键是图书馆自己的馆领导自

己做科研才行，才会有一系列良性的循环。”美好的*：“在做强的道路上很压抑

很痛苦，说不定就放弃了。”hero8151：“我们馆的科研，比好几个文科学院强，

人家都不敢相信。”美好的*：“羡慕你馆！羡慕你的科研环境！”hero8151：“关

键是自己要去做，坐等没用。”hero8151：“其实都靠个人努力，加上网上志同道

合者的帮助。”美好的*：“每次发论文都有种偷偷的感觉，害怕别人会非议……。”

hero8151：“也有这种感觉。”美好的*：“好像在耕私家田。”hero8151：“有人不

做事不科研，就说你不做正事。”美好的*：“人家不写的会理直气壮地说人家都

是把时间花在了图书馆的工作上了，即便不是。所以，我想好好考证一下馆员做

科研的合理合法性，如果结论相反，我就不走这条路了。”善若水：“根据没有必

要，走自己路让别人去说吧。”善若水：“成效出来了，非议自然消失了。”hero

8151：“为了职称，也得做。”美好的*：“评职称也是很招别人妒忌的，真是伤筋

动骨啊，想想都害怕。”小河：“长远来讲，还是要稍微有点兴趣，不然，得了副

高，就不会再搞科研了。”  

 

（7）图书馆学刊物编辑的遭遇及论文投稿 

图书馆论坛刘编：“吐一下嘈：一作者被退了稿，不爽，来函充满了不尊重。

学术编辑，真是个苦逼的职业”图谋：“制度的执行力是个大问题。”广州书童：

“哈哈，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多少都会吐槽一下哈哈。刘编估计也见得多了？”

小西：“看来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呀。”平平：“什么人都有。刘编别在意。”沈奎*：

“还敢这样对编辑。” Lee：“@图书馆论坛刘编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善若

水：“编辑应该受尊重，默默的在付出。跟我们图书馆出境差不多啊。”沈奎*：

“屡次被退，我只能怨自己太挫。”Lee：“自己没达到标准，就应该继续努力。”

图谋：“大家的认识水平不一样。那人被退稿了，说不定自以为很了得、很不服

气呢。”善若水：“作为投稿屡败的作者，我也想说一下，如果在拒稿时捎带一点

意见，那就好了。现在是很多时候写文章时很亢奋，不得毛病出在哪。”图谋：

“不同的人要求不一样。有的人看了审稿意见，会很生气的。这也是有的刊物，

干脆不给审稿意见的原因。给了，说不定有人回来反驳、申诉什么的。”善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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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审稿意见还好，问题是现在很多刊基本是没有意见，我们也不懂需要在哪里

地方改进一下。”顾*：“关键是看审稿意见是否有理，如果有，服帖，如果没道

理，登的文章还不如自己的，当然要生气。”图谋：“审稿意见通常是有的，只是

提供不提供的问题。” Lee：“投稿前应该掂量一下文章的分量，同时也应该考虑

是否符合期刊的征稿主旨。”平平：“建议编辑每年出一个建议的文章呗，不针对

某一篇。” 顾*：“真是没有审稿意见，才怀疑有问题。”广州书童：“不同期刊偏

爱不同方向，很正常。”海边：“我的退稿从来没看到审稿意见。”平平：“对啊，

我也觉得，录用或者不录用都有个说法。”图谋：“有的人愿意听意见，有的人不

愿意。”善若水：“刘大编，这时候应该给我们普及一下投稿常识。”平平：“我就

说不要针对某一篇，某个人，就给全部投稿的人点建议。”安静：“感觉中图学会

给的评审意见就挺客观的。”    

图书馆论坛刘编：“我们刊对作者，对待作品，都抱持一种尊重态度。退稿

之后，其实可以与编辑部进行沟通，但需要尊重。**编辑部人手都很少，审改稿

都耗费很多精力，还要参加很多大家都明白的价值不大但必须参加的其他非专业

工作事情，还要处理种种事务性工作，很难一一回复。有些刊来稿量不大，可以

实现一一回复；但稿件量太大，就很难做大。但作者可以来函来电沟通。编辑部

一般都会认真对待。” 图书馆论坛刘编：“我生气的是态度问题，这体现出的是

一个人的人品问题。接触人多了，我可以认为，人品不强，作品也好不到哪里去。”

“图书馆论坛的来稿处理，不管来自哪个渠道，都坚持学术品质问题。刊物论文

质量不高，责任并非全在编辑部身上，因为编辑部只是一个生态中的组成部分。

但编辑部可以通过努力，使质量有所提升。”图谋：“好些刊物存在同样的情况。”

善若水：“我印象中图书馆论坛是很严谨的，从那详细而严格的投稿要求就可以

看出，有时就觉得要求太高了，抱着敬畏的心态，而不敢投稿。” 图谋：“呵呵，

也确实有作品挺好人品不咋地，这种情形。” 清凉桐影：“才华和品德不是成正

比的。” 图书馆论坛刘编：“一个真正的学术达人，其实人品是挺高的。” 清凉

桐影：“编辑部老师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到哪都是有熟人好办事，绝对可以

理解。”安静：“编辑和采编大概是图书馆领域最辛苦的工种了。”       

安静：“@图书馆论坛刘编 老师 弱弱地问一句…中图获奖的论文改一改有希

望能在贵刊发吗？” 图书馆论坛刘编：“中图获奖论文，与期刊论文不太一样。

前者不一定能在期刊上发，不获奖的不一定不能在期刊上发。因为各自的使命和

遴选要求不一样。安静：“@图书馆论坛刘编 您能展开说说吗？”沈奎*：“多看

《图书馆论坛》每篇文章。这是办法。”“看别人的写法、角度、话题。”图书馆

论坛刘编：“学术杂志，一般会有选题规划，比较重视选题新颖，以及学术规范

和学术性；但会议论文，更多是针对自己的会议主题来评议。两者的功能和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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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差异，当然也有重合。”    

图书馆论坛刘编：“在图书馆论坛 5年了，真正主持这个刊物还不到两年，

但基本习惯了被谩骂，被歧视。我明白，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杂志必须承担的东西，

尤其是在当下。因此，我常常一笑而过，但时不时被有些东西来撞一下，还是有

些难过，毕竟我们也是正常人。”图谋：“难能可贵！” 清凉桐影：“@图书馆论

坛刘编 理解。”    

图谋：“我留意到一个‘现象’：《图书馆论坛》第 7期的作者，好多位是圕

人堂成员。”图书馆论坛刘编：“是啊，图人堂的文章多了。”图谋：“王波主编已

经集大成了，有攻略总结。”图书馆论坛刘编：“我们刊有个变化是，对选题新颖

性，以及严谨性，等等，要求是有所提高。”善若水：“下次投稿，脚注一下，本

文受图人堂名誉基金资助。再配上群主签发推荐意见。”图谋：“王景发主编也写

过这方面的，可以留意一下。” “王景发.图书馆学论文常见问题举要及其成因

辨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第 4期).【摘 要】学术论文起首部分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论文题目的提炼失准,冗长罗嗦和观点外露,关键词提取出现短语、词

组以及通用词.最为普遍的问题是,不重视摘要的事实描述,习惯用定性描述的方

法编写摘要,达不到"摘要应包含与论文等同量主要信息"的要求,无法揭示文章

的主要内容.论文主体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引言和结语的缺位或有名无实,最

突出的问题是文后参考文献虚列.论文常见逻辑问题是,标题和内容不对称,标题

之间的关系不契合.基本训练对论文写作起着基础作用,学术规范对论文写作具

有指导意义,从基本结构着眼,从学术规范做起,从基本逻辑入手,是提高学术论

文水平的必由之路.”图书馆论坛刘编：“对退稿，我的小小的建议是：多从文章

角度看问题，没有哪个刊，傻到好稿不用的程度。编辑有自己的职业操守，也是

有自己的职业追求，对好稿的追逐是他的兴奋点。可以与编辑多多交流，如此，

会更有帮助。”“感谢朋友们的安慰和开导。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好的馆员，做一

个好的编辑，需要内心强大。呵呵。安静：“看来可以多研究研究攻略。”   图

书馆论坛刘编：“王（波）老师的那个文章，非常好，值得一看。呵呵。”安静：

“好期待能有一天在上面发论文。其实我也算是个半吊子的编辑。”图谋：“图书

情报学术期刊好几个王老师，都很了得。王波、王景发、王宗义……”  

 河北芝麻：“湖南省图书馆 的《图书馆》，退稿的话，一般需要多久？”“《图

书馆理论与实践》的审稿速度现在咋样？”善若水：“以前投过，《图书馆》是一

个月之内。《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也是一个月之内，还是挺快的。”河北芝麻：“以

前投图书馆理论与实践，都是过差不多两周时间才初审。”花香满衣：“那超过一

个月没退稿，是不是有戏？” 嘉懿：“ 被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两小时内秒

退，同样赞一个。”“效率高也是对作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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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图书馆论坛》第三期封面图片与新期目录 

图书馆论坛刘编：“各位老师，《图书馆论坛》第三期封面，不知道朋友们有

何感想?之所以选择这两幅图片，或者有一个暗喻。”麦兜：“可纪念海子。”图书

馆论坛刘编：“此图片是顾晓光先生的力作，获得时，无限感想。两幅图组在一

起，使我想起了微信的封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图书馆的工作，或许应该是在两

者之间建立起某种亲密。” 麦兜：“为表哥点赞。”图谋：“如果方便，我建议刘

兄将目录也顺便分享一下，这样效果会更好。因为整本文件比较大，不适合手机

等移动设备利用。”图书馆论坛刘编：“好的。谢谢。” 麦兜：“为老师点赞，辛

苦。”    

 

（9）《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Lee：“说一下个人关于《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的看法。大家上传有关图书

馆的照片时，只要符合征稿要求的，请直接传到《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

并对照片做简单的文字说明即可，无需另新建相册。”“感谢大家对《镜头下的图

书馆模样》主题活动的支持，暑假已到来，相信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参观和访问和

图书馆，欢迎大家分享关于"图书馆模样"的"存货"或者"期货"。” 

图谋：“馆刊也欢迎大家展示。”“近期图书馆照片有增长，但关于馆刊的照

片未见增长。”海边：“可能是因为馆刊以电子版为多。”图谋：“电子版的也可以。”

 “抓代表性的图上传就好。”“重在‘展示’。” 

*Chris/fade：“辽图 24小时图书馆。” “http://video.colorv.cn/play/2375028

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沈奎*：“http://baike.baidu.com/link?url=MukQN88oH4S_p9s-XGlFfWqUVozd

hWPWU7ZAQR5_ZPTyuHpZ8qk3ijWznHS02U6QcHYXx411OFuKo7wGJOFrg

K。”“1920年-1946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莱顿大学执教长达 26年之久。爱

因斯坦论玻色子的统计分布（即后来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手稿于 2005 年在

莱顿大学图书馆里被发现。” LWIND：“这么牛啊。”沈奎*：“莱顿大学没有中央

校园；所有建筑散布在城市各处。”“欧洲双子：牛津大学 莱顿大学。”天外来客：

“莱登大学。”沈奎*：“牛津大学图书馆去的时候晚上了，没拍什么照。参观了

最主要的，觉得挺震撼。”“网上可以借书，馆员 会给你放好在盒子里，你刷卡

拿走就是。”“就像快递的云柜，手机扫描拿走你的快递一样。” Lee：“和之前其

他圕人分享的不一样，有点震撼。”    

沈奎*：“@Lee 大英博物馆的照片传上来 是不是不搭。” Lee：“欢迎上传，

博物馆的可以另建一相册。谢谢分享。”“大家上传时，如能对照片进行描述（非

http://video.colorv.cn/play/2375028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http://video.colorv.cn/play/2375028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MukQN88oH4S_p9s-XGlFfWqUVozdhWPWU7ZAQR5_ZPTyuHpZ8qk3ijWznHS02U6QcHYXx411OFuKo7wGJOFrgK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MukQN88oH4S_p9s-XGlFfWqUVozdhWPWU7ZAQR5_ZPTyuHpZ8qk3ijWznHS02U6QcHYXx411OFuKo7wGJOFrgK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MukQN88oH4S_p9s-XGlFfWqUVozdhWPWU7ZAQR5_ZPTyuHpZ8qk3ijWznHS02U6QcHYXx411OFuKo7wGJOFr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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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那是极好的。”天外来客：“羡慕沈老师。”“计量学大师云集的地方。”“S

NR,SJR，VOSviewer 等等都是出自那吧？”沈奎*：“嗯 VOSviewer好用。”麦子：

“@沈奎* Leiden 对我就是像哈佛类的学校，照片实在很棒，谢谢分享。他们的

东南亚研究绝对是世界一流。” 沈奎*：“是的。去的时间太短，好多东西来不及

看。” 麦子：“加州大学还在那里有个常驻的办公室。”    

 

（10）论文收录与引证文献检索  

瘦身娃娃：“中图学报的论文，没有被 scopus收录吗？”“想弄点‘张晓林.

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这篇论文的引证文献，但在

这里没有找到，是检索策略不对吗？”图谋：“http://scholar.glgoo.org/scholar?cit

es=17173708816530864027&as_sdt=2005&sciodt=0,5&hl=zh-CN。” “可以参考一

下 google 学术搜索的结果。glgoo 的也可以参考一下。” “没有信息表明《中

国图书馆学报》被 Scopus收录。”“《中国图书馆学报》网站上说‘被国际上许多

著名的检索期刊如《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图书馆文献》和《最新连续出版物

题录》等收录’。”“假如被收录的话，估计也会及时补上。”“我刚才试了一下，g

lgoo的学术搜索结果同 google学术搜索结果是一致的。”    

 

（11）细说民国图书馆那些事与对历史研究方式的看法 

图谋：“江南水细说民国图书馆那些事儿。”http://mp.weixin.qq.com/s?__biz=

MzIyMzAyMzgzMg==&mid=209978841&idx=1&sn=4a548e7d62370cd828f6a3ba3

8ea557b&scene=5#rd   图谋：“江南水戏说民国图书馆学大咖那些事儿，有料有

味够有趣。” 麦子：“@图谋 很好的内容，何必写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实在没有

品。” 顾*：“写作风格确实偏俗，但还是宽容为好，反正是微信的东东，不登大

雅之堂。问题在过于突出性别，不是陈述，而是带某种意味，似乎有性别歧视之

嫌。” 顾*：“很佩服作者能收集到这么多的原始资料，但是我对当今图书馆史研

究颇有微词，总觉得是在厚古薄今。”许继*：“中国文化是认为一代不如一代的。”

图谋：“该作者有品的东西很多。可能是另辟奚径做科普。” 许继*：“现实看着

可能也差不多。”顾*：“当然要有人做以往一百多年的图书馆人的历史研究，可

是这本是图书馆学教授干的事，如果图书馆人在做，我总觉得是拿了读者的学费

在不务正业。” 顾*：“现代图书馆进入中国一百多年，无论以前的图书馆人如何

伟大，可惜似乎并未给当代的图书馆奠定下一个类似美国国父们所定下的基调，

我不知道将李大钊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的依据是什么，其充其量只是将

北大图书馆在当时弄得比较现代化吧？”广州书童：“可能换了种戏谑的表达方

式而已。我觉得挺好的一篇科普。大概不这样就不是图匪了。”顾*：“现如今国

http://scholar.glgoo.org/scholar?cites=17173708816530864027&as_sdt=2005&sciodt=0,5&hl=zh-CN
http://scholar.glgoo.org/scholar?cites=17173708816530864027&as_sdt=2005&sciodt=0,5&hl=zh-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zAyMzgzMg==&mid=209978841&idx=1&sn=4a548e7d62370cd828f6a3ba38ea557b&scene=5%23rd%2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zAyMzgzMg==&mid=209978841&idx=1&sn=4a548e7d62370cd828f6a3ba38ea557b&scene=5%23rd%2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zAyMzgzMg==&mid=209978841&idx=1&sn=4a548e7d62370cd828f6a3ba38ea557b&scene=5%23r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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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图书馆里有美国图书馆学留学经历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不知是否可以和民国时

期比（这似乎没有人在意去研究）？凭图书馆史研究成果对我的冲击和我有限的

对现况的了解来看，从这一点来说，确实是今不如昔。”麦子：“@图谋 内容很好，

但我觉得可以用调侃风趣但同时又不低俗的语调写，毕竟素材在那里。”图谋：

“那也是一种文风，幽默风趣的度，每个人的标准不同。比如我认为他是属于不

三俗的。是比较接地气的。” “这类文字也给点空间，彼此会收获更多。”克莱

蒙：“@顾* 应该不会今不如昔吧。历史只会突出英雄人物。”广州书童：“可能他

的表达 他的文字有点无法让所有人的认同。不过想表达的内容和效果我觉得是

大致是达到了 。”顾*：“@克莱蒙 但愿如此。当今更需要英雄人物。”  图谋：

“它是有目标受众的。更多的是面对 80,90，00。”  克莱蒙：“@顾* 嗯。现在

的情况也许并不弱于新图书馆运动时期。”广州书童：“是不是今不如昔，我觉得

还得几十年后再让后人评说。”    

顾*：“@克莱蒙，也许，但我了解不多，所以更需要有人研究当代图书馆史。

嗯。有意义。”顾*：“昔日再辉煌，也是昨日黄花，我固然不反对为学术而学术，

但即使是研究过去，总应该有人接过接力棒，着眼点在现在的图书馆，研究本身

终究不是整个行业的目的。”克莱蒙：“啊 不是现在的这个 new librarianship…

我说的是杜定友那个年代的事情。”图谋：“‘生产’那篇文字，其实是非常下功

夫的，那么多图片史料，单单是发布环节就非常辛苦。需要有人做点此类工作。”

 广州书童：“图书馆作为社会的一个制度或者机构，必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高度

一致的。” 山西大武*：“那篇文章的作者搜集资料的能力比较强，不过写作风格

还是稍微严肃点比较好。毕竟内容是史实性的。历史性的东西还是该严肃对待。”

顾*：“@广州书童 嗯，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究竟是什么导致成功和失败。”hero

8151：“微信 tsg8gua，这是圕匪的个人公众号，专门写图书馆史上的八卦奇闻，

值得一读。” 诲人不倦：“扒现在的图书馆学人多好。”顾*：“嗯，其实现在的材

料比以往更容易获得，不是有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吗？”顾*：“以往的材料其实

也就是故纸堆，只要有资源，舍得花力气，总是可以写出东西的，关键点是，这

些材料被研究者咀嚼后表达的是什么思想？对现在的图书馆事业有什么作用？”

顾*：“新生活运动的失败，估计还是和当时经济和社会情况有关，六 O年代在台

湾的新生活运动成功，也是如此，正如@广州书童 所说，必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

高度一致的。”许继*：“当八卦看蛮好的。”诲人不倦：“这文章让图书馆‘第四

代人’看了，估计要敲图匪的脑门子。” hero8151：“博客与微信文章不应与学

术论文混为一谈风格不同。”海边：“史料挺丰富，但不喜欢这种口吻。”顾*：“有

评论，尚且说明还有希望，真正的学问者是欢迎争鸣的；如果只是一片颂歌，只

能说，已经死亡。” hero8151：“再说史学著述的写作方法有很多种美国史景迁



圕人堂周讯（总第 63 期 2015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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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 - 

的史学著作就不是那么严肃，但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山西大武*：“风格

可以轻松愉快点，像美女帅锅，学术论文相当于僵尸。”    

     

（12）浅阅读"何以不能替代“深阅读 

许继*："浅阅读"何以不能替代“深阅读”http://mp.weixin.qq.com/s?__biz=

MjM5NTkwNzM0Mw==&mid=214110594&idx=6&sn=609a2b6dee449806f0a0df94

d9ae3bce&scene=5#rd 瘦身娃娃：“推荐，如何读好一本书。”顾*：“我以为互联

网上有深度阅读，而不少大部头书其实是浅阅读。”许继*：“我记得以前分为精

读泛读。” 

 

（13）图书馆期刊服务 

守望书林：“请问各位老师，贵馆纸质期刊服务大家目前主要什么服务方

式？”图谋：“现刊阅览，过刊睡觉。”图米：“借、阅、印。” “有没有啥创新

的的方式。”图谋：“改进提问方式，建议为：我们是什么情况，是怎么做的，我

认为怎么做更好，元芳怎么看？”守望书林：“图谋老师，我们的过刊还是清醒

的，因为对外系统借阅。”小西：“期刊好似可做文章不多吧？阅读推广？”张廷

*：“现刊看的不多，特别是学术期刊，过刊更是如此。”小西：“上次参加有个馆，

有做信息推送。”图谋：“做信息推送，如果能得到用户认可，那是很了不起的活

儿。”小西：“对呀！层次要求高。”图谋：“在圕人堂，我就特别期待，有人将图

情期刊的‘信息推送’做起来。”守望书林：“让它走进教研室，走进学院。”小

西：“图书馆做深很有的做，只是要看自己的水平。”图谋：“图情期刊中，其实

还是有很多‘宝贝’，只是见光的开光的少了点。”图米：“目次按主题分个类就

不错。”小西：“@图谋 这个建议很好。”图谋：“个人不仅仅是在建议，十年来，

陆陆续续在试图让更多的‘宝贝’见光。”小西：“@图米 有专门为某院系的信息

推送。”图米：“那更好了。”图谋：“比如： 沙勇忠：大学图书馆服务能力  htt

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8209.html 2015-6-15 17:24  这也是一种

‘信息推送’形式。”小西：“这也是馆员的职业能力。”图米：“大多图书馆在人

力上还是比较缺的。”图谋：“对于图书馆收藏纸质期刊的‘信息推送’，更多的

是一种‘个性化服务’，通常只能做到象征性地对 VIP偶尔服务一下。”守望书林：

“麦子老师，大家都在议论，纸质期刊服务师生服务方式及创新服务方式，。”守

望书林：“图谋老师，我们是现刊阅览，借阅一体化，过刊阅览，系统也借阅，

很多工作期待学习其它馆的做法。”寿曼丽：“ 现刊也贴财产号？”守望书林：

“不是，登记借阅。”寿曼丽：“那你们复本多？”寿曼丽：“我觉得大家有好的

可以说出来，便于其他地方借鉴。”张廷*：“现刊还借出馆外？” 守望书林：“张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kwNzM0Mw==&mid=214110594&idx=6&sn=609a2b6dee449806f0a0df94d9ae3bce&scene=5%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kwNzM0Mw==&mid=214110594&idx=6&sn=609a2b6dee449806f0a0df94d9ae3bce&scene=5%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kwNzM0Mw==&mid=214110594&idx=6&sn=609a2b6dee449806f0a0df94d9ae3bce&scene=5%23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820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82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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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是的。我们积极想借鉴大家做的好的做法。”图米：“借阅期短吧。”寿曼

丽：“那别人怎么看。”图谋：“我来试着帮麦子老师回答：纸质期刊统统地 Out

啦，该留的留下，该走的走。”麦子：“@图谋 对啊，没有电子版的，不太用的，

放在仓库，然后做电子文件传递。” 图谋：“时下很多期刊天生就是数字资源。”

“甚至 e-only。”寿曼丽：“@麦子 你们自己做电子的。”麦子：“@寿曼丽 不做，

没版权，但文章的传递是可以的，合理使用。”寿曼丽：“数字的出来的晚啊。”

“文章的传递是本校服务吗。”麦子：“@寿曼丽 现在很多杂志只有电子版。”麦

子：“@寿曼丽 不是，全球的吧。”“当然，99%本校可解决。”图米：“国内期刊为

了卖钱，数字出的晚。”图谋：“期刊的管理与服务问题，在国内是个很现实的问

题。”小西：“全球？如果我们要，也可传递？”图谋：“其实很大比例等到期刊

上架，数字的也基本出来了。”寿曼丽：“感觉你们好高大上@麦子 。”麦子：“@

小西 @寿曼丽 oclc的嘛，没有什么啦。”“主要还是一个钱的问题。”图谋：“那

样节省很多馆藏空间，还有人力资源。” 麦子：“@图谋 是，空间也是钱。”图米：

“国内期刊为了卖钱，数字出的晚  我个人感觉这种做法很消极，而且对期刊的

进步起了阻碍作用。”寿曼丽：“我想问，没钱还能做什么。”小西：“@麦子 哦，

是要付费的吧？传递。”图谋：“是在是很大的一笔钱。”麦子：“@寿曼丽 我们每

次交易，馆里贴的上线是 45，但即使过了，也算了。”寿曼丽：“我们是很小的

馆， 想要做些服务，但是没有钱。” “还能做些什么。”麦子：“@图谋 是很多

钱，即使内部也不是免费的，只是对读者免费。”图谋：“国内很多图书馆越盖越

大，怎么盖也觉得不够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单单存放馆藏，不知道要占多少空

间。时下本科院校的纸质馆藏，通常是以百万册为单位，甚至有部分是以千万册

为单位。”小西：“主要是评估标准没变。”图米：“这个问题在国内很现实的。”

麦子：“@图谋 你想，用这么高大的建筑，藏流通极少的资源，真是浪费啊。其

实国内真应该大力推广馆际服务。”图谋：“期刊过刊就是一个鸡肋。有些办馆历

史较长的馆，积累了不少真的没啥用的过刊。”图谋：“国内的馆际服务多是象征

性的。”图米：“好多馆新建密集书库都塞满。”麦子：“@图谋 我们是个大部门。”

图谋：“最近，厦大的数图班，康奈尔大学李欣馆长介绍了美国的一些合作项目，

我在下边听着，颇为感慨。我当时联想到一个词就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14）核心期刊的讨论 

lyl：“各位，麻烦问下，中国农学通报 是核心期刊吗？”图谋：“关于《中

国农学通报》，由 CNKI检索结果可知，2011版已不是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201

4版是否会是不详。但同时有另一个‘知识点’，CSCD 来源期刊，有些机构认定

他是核心期刊，甚至比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还牛气。教育部的学科评估指标中，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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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D、CSSCI收录的论文，是可以得分的，假如只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不能得分。

另，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尤其是图书馆学研究，也以 SCI、SSCI、EI 等为

导向，个人认为是跑偏了。”hero8151：“我们学校评图书资料的职称时，只看有

没有符合省文化厅的职称详审要求。比如，副高要求两篇专业核心论文。如果没

有，即使你发了几篇 SCI\SSCI\EI，学校也不承认，不让送上去参评。当然，到

了省厅评审时，发 SCI\SSCI\EI论文可能还是能够加分的。”图谋：“图书馆学，

更多的还是社会科学，要在立足本土基础上，放眼全球。”小河：“SSCI应该可

以的。”图谋：“SSCI的局限性有不少。web of science 中说是收录的图书情报

期刊，其实很大比例信息不全甚至没有。由此，或许可以进一步思考这是为什

么？”牛牛：“因为汤森路透不带图书馆玩。”图谋：“2011年 SSCI收录信息科

学与图书馆学学科期刊 86种目录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

&uid=57081&do=blog&id=449086 SSCI收录的图情期刊全辑 http://blog.sciencen

et.cn/blog-213646-251125.html。”图谋：“感兴趣的可以进一步挖一挖，其实深挖

一挖，有现实意义。可以根据 2014 年的目录，观察一下，有多少种能看到文摘

信息的（多少种是全的、多少种是残缺的、多少种是压根就看不到的），它们的

影响因子情况，存在哪些可能的关联……。还有就是语种分布情况？涉及多少个

国家？至少是今天，中国还是真没有。”图谋：“《中国图书馆学报》搞外文版也

搞了些年头，处于什么状况，前景如何？……此前有《SSCI收录的图情学期刊

的统计分析与研究》（图书情报知识，2005年第 5期）。10年后的今天，再比较

比较，看看有何发现。”小河：“还是要走出去，一国际化，二跨学科，其他领域

杂志也可以发啊。”刘建*：“＠小河赞同。”图谋：“现在的局面是自己的地撂荒

了，别人的田还是别人的。”刘建*：“用更丰富的养料耕种自己的田地，让更多

的人享用到我们田地的果实。”小河：“情报学报上有计算机、经济、管理的文章，

这就是其他学科的影响力。” 

 

（15）谷歌推出学术指标，影响因子面临颠覆 

晨逍：“谷歌推出学术指标，影响因子面临颠覆？http://mp.weixin.qq.com/s?

__biz=MzA5OTAwOTkyMw==&mid=213313390&idx=1&sn=abb7dd020b216bd49

25a9c9e34bc4137&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克莱蒙：“谷歌学

术的数据都是用机器人采集的，经常出错，目前并不精确，肯定不如SCI。”LWI

ND：“但是谷歌指数国内好像访问不了。” 

 

（16）美国高校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培训 

麦子：“每两年管理人员要经过防止性骚扰培训，看 2个小时，几百张的课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7081&do=blog&id=44908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7081&do=blog&id=44908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25112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251125.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AwOTkyMw==&mid=213313390&idx=1&sn=abb7dd020b216bd4925a9c9e34bc4137&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AwOTkyMw==&mid=213313390&idx=1&sn=abb7dd020b216bd4925a9c9e34bc4137&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AwOTkyMw==&mid=213313390&idx=1&sn=abb7dd020b216bd4925a9c9e34bc4137&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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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大量阅读，然后是案例分析。”“类似的东西还有两个，防止贪污什么的，

另外就是如何对待 whisleblower举报人什么的。”“每两年保鲜。”信手拈来：“还

有这样的培训？有效果？这种培训满足的是种深度需求，国内好像没听说过。”

麦子：“@信手拈来，效果还是有的，这样也可使学校在诉讼时多少可以免掉一些

懈怠的责任。看了很多遍后，遇到有人投诉什么的，你也知道怎么做，否则你可

能有连带责任。”图米：“感觉制度好完善的样子。”信手拈来：“以前台大来交流

时也说到类似案例，不过是针对实体馆中发生的情况，采用监控方式取证，应对

诉讼。”麦子：“@图米，没有办法的事，很容易被告的。”信手拈来：“现在又多

了虚拟环境下的情况，还是国外考虑周到，或许是和法律习惯不同有关系。” 

 

（17）机构知识库的相关问题 

湖南刘童鞋：“请问一下，群里有老师有研究机构知识库的吗？有个问题有

点困惑：机构知识库中有管理员提交机构的成果，也有个人可以提交成果？这些

成果是如何判断去重或者合并处理呢？另外如果同一篇成果是合著的，几个人提

交的，但作者只提交自己，那这种数据如何能保证准确的规范到机构库中呢？”

“有研究机构知识库数据处理流程的文章推荐吗。”闽南师*：“联系 CALIS 机构

库推进小组，有技术人员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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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期也没工夫闲着  

热度 2 2015-7-22 07:55  

暑假是 7月 13日开始，到今天算是放假 10天了。回顾一下这 10天，

并未得清闲，甚至比平时还辛苦。 今年计划将近两年的科学网图谋博

客博文结集出版，从 4月份开始联系出版社，5月份做准备工作，6月

正式整理书稿，6月 22日书稿雏形出来。7月 13日于出版社达成出版

意向。7月 16日形成正式的书稿提交给出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58 次阅读|2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2.1 福蛙分享群文件 2015年中文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国际研讨会.rar 下

载。“2015 年中文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国际研讨会报告课件” 

2.2 刘编分享群文件 图书馆论坛 2005年 8期封面封底 

2.3 Lee：“更多关于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信息”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07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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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24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07242#comment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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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图谋分享群文件“《论图书馆史研究的重要性》_郑永田.pdf”、“关于中国

图书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_韩永进.pdf”。 

2.5城市天空：分享群文件 ALA 2015 会议资料（资源建设，采访，编目）.rar 下

载。“Library Systems Reports 2015_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_Marshall 

Breeding介绍了 2015图书馆系统市场中产品的销售状况，如图书馆集成系统、

资源发现系统、电子资源管理系统、文献传递系统、荐购系统、数字保存系统等

在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和特殊图书馆中的市场分配情况，以

及该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和开源软件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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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10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5 年 7月 20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评审结果公示，

本群有多个成员在其中。 

（2） 2015 年 7 月 24 日 15:00，群成员达 1245 人（活跃成员 376 人，占

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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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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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 整理 （让让指导）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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