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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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刘桂*：“2015年 9月 8日 15：30在江苏大学图书馆一楼报告厅，阮炼教授

将做‘科技与美国高校图书馆创新发展’的学术报告。主讲内容：展示未来 5

年重要的科技发展动态对美国高校图书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挑战，同时也讨论

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有效应对战略措施。主讲简介：阮炼，伊利诺伊大学图书信息

学院兼职教授。研究重点关注于用户需求与行为评估研究、消防应急信息学、国

际图书馆信息学、华人图书馆员研究、中国高校图书馆学、中美图书馆交流发展

研究等等领域，迄今已在 Library Trend,  Fire Technology,  Internet Refe

rence Services Quarterly, The Reference Librarian 和 The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等国际图书信息学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

篇，其中 6篇发表在 SSCI收录的学术期刊上。”新语新圆：“期待分享。” 

林中小鸟：“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招聘图情专业研究生 http://rsc.gzarts.

edu.cn/zpbm/Html/2015-08-25-11-47-52.htm。” 

annl：“浙江绍兴市委党校今年招聘一名图书情报毕业生，报名日期截止到

11 月，有兴趣的同学可进去官网了解详情 http://www.sxdx.gov.cn/info.asp?

ArticleId=2423。” 

生清：“长沙市图书馆招聘信息 http://www.cshrss.gov.cn/fwdt/gkzk/syd

wzk/ksgg/201509/t20150907_805623.html，网络报名时间：2015 年 9 月 21 日

（周一）上午 9:00—9月 24日（周四）下午 5:00。” 

 

（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寿*丽：“分享‘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最新、最全）ht

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U5NzMwNw==&mid=207559939&idx=1&sn

=75df1dc49495388796b8f7ca582a1d1d&scene=23&srcid=0904ufb11v1g0XngFxgt

Qzuc#rd”。 

图谋：“圕匪.海外新发现：刘国钧先生的圣诞卡——写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

前夕.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zAyMzgzMg==&mid=211058204&i

dx=1&sn=56331796837b1f29f3d21de938cd4ff5&scene=0#rd 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

念日即将到来，日本法西斯对我们的文化侵略不能被忘记，同时也请不要忘记在

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图书馆界的先辈们也以他们的方式，或长途跋涉保护珍本

书籍不被掠去，或在敌后积极开展图书馆战时服务，或异地坚持办学讲学图书馆

学。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贡献！” 

http://rsc.gzarts.edu.cn/zpbm/Html/2015-08-25-11-47-52.htm
http://rsc.gzarts.edu.cn/zpbm/Html/2015-08-25-11-47-52.htm
http://www.sxdx.gov.cn/info.asp?ArticleId=2423
http://www.sxdx.gov.cn/info.asp?ArticleId=2423
http://www.cshrss.gov.cn/fwdt/gkzk/sydwzk/ksgg/201509/t20150907_805623.html
http://www.cshrss.gov.cn/fwdt/gkzk/sydwzk/ksgg/201509/t20150907_805623.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U5NzMwNw==&mid=207559939&idx=1&sn=75df1dc49495388796b8f7ca582a1d1d&scene=23&srcid=0904ufb11v1g0XngFxgtQzuc%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U5NzMwNw==&mid=207559939&idx=1&sn=75df1dc49495388796b8f7ca582a1d1d&scene=23&srcid=0904ufb11v1g0XngFxgtQzuc%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U5NzMwNw==&mid=207559939&idx=1&sn=75df1dc49495388796b8f7ca582a1d1d&scene=23&srcid=0904ufb11v1g0XngFxgtQzuc%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U5NzMwNw==&mid=207559939&idx=1&sn=75df1dc49495388796b8f7ca582a1d1d&scene=23&srcid=0904ufb11v1g0XngFxgtQzuc%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zAyMzgzMg==&mid=211058204&idx=1&sn=56331796837b1f29f3d21de938cd4ff5&scene=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zAyMzgzMg==&mid=211058204&idx=1&sn=56331796837b1f29f3d21de938cd4ff5&scene=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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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图有其表.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是什么样子.http://mp.weix

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11182296&idx=1&sn=fa2bdfffb38

0171b1ccc66b16ae48c3a&scene=0#rd 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塞尔苏斯图书

馆（Celsus Library）,它是古罗马三大图书馆之一，另外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已

早无遗迹，土耳其 pergamum 图书馆也难觅当年风采。唯一让我们见证那个时期

辉煌的人类文明保存库的地方非 Celsus Library 莫属了。它是土耳其以弗所遗

迹中最重要的建筑，我赶在旅行团来到之前先来到了这里。空无一人的建筑，虽

已残缺和荒废，但我依然为 2000年前的古代文明而震撼。” 

    图谋：“尹传红.强军梦支撑中国梦——写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之

时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39670_p_1.html.

《科技日报》社论，2015 年 9 月 4 日 1 版（转 2 版）如此隆重而特别，不仅仅

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个共同纪念，也不仅仅是对世界持久和平的追求

与向往，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一种特殊铭记。几度横遭外敌蹂躏、饱经忧患国

耻的中华民族，对此当有切肤之痛，感受尤深。而只有真正铭记历史，才能深刻

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寿*丽：“[分享] 大学新生培训 之 图书馆 http://mp.weixin.qq.com/s?__

biz=MjM5MTI3OTAzNg==&mid=209065884&idx=1&sn=97df0dcf3a2c7b2aa010c2eab

fb4315a&scene=23&srcid=J4XuVxMnUTzJO4wt30eo#rd。” 

轩丞：“四川武侯区图书馆与企业合作，尝试外包推广服务 http://mp.weix

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305620&idx=1&sn=b987f6d5010

730db5a4e7c6599b45bc7#rd。” 

印度阿三：“图书馆新生入馆培训视频的播放地址 https://v.qq.com/ifram

e/preview.html?vid=j0137l1c53c&amp，这是如何把它下载下来的方法 http://

zhidao.baidu.com/link?url=t36CJ55DQxAaJrZwb2yTHVaPkieXOyIJtfaggqcQ84M

WecxcgVmU-KWC-8Ec45AT0h8R7qyul3iKngEQ5PLIda&qq-pf-to=pcqq.group。” 

惠*澈：“2015 全民阅读年会优秀案例 http://www.cpin.com.cn/Item/7730

47.aspx。” 

图谋：“南京大学图书馆读者学习中心 http://lib.nju.edu.cn/html/artic

le.htm?id=32&fid=24 这里有不少中文数据库使用课件，挺好的。” 

土匪：“2015 年江苏省图书馆系列高级职拟通过人员名单的公示 http://ww

w.jscnt.gov.cn/whzx/tzgg/201509/t20150909_34436.html” 

水蓝：“《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年版）相关问题说明 http://www.

lib.pku.edu.cn/portal/bggk/dtjj/qikanyaomu” “订单下载网址 http://lo

calsev.lib.pku.edu.cn/cjc/。咨询电话：010-62753195，62755595-110 《中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11182296&idx=1&sn=fa2bdfffb380171b1ccc66b16ae48c3a&scene=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11182296&idx=1&sn=fa2bdfffb380171b1ccc66b16ae48c3a&scene=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11182296&idx=1&sn=fa2bdfffb380171b1ccc66b16ae48c3a&scene=0#rd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39670_p_1.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065884&idx=1&sn=97df0dcf3a2c7b2aa010c2eabfb4315a&scene=23&srcid=J4XuVxMnUTzJO4wt30eo#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065884&idx=1&sn=97df0dcf3a2c7b2aa010c2eabfb4315a&scene=23&srcid=J4XuVxMnUTzJO4wt30eo#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065884&idx=1&sn=97df0dcf3a2c7b2aa010c2eabfb4315a&scene=23&srcid=J4XuVxMnUTzJO4wt30eo#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305620&idx=1&sn=b987f6d5010730db5a4e7c6599b45bc7#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305620&idx=1&sn=b987f6d5010730db5a4e7c6599b45bc7#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305620&idx=1&sn=b987f6d5010730db5a4e7c6599b45bc7#rd
https://v.qq.com/iframe/preview.html?vid=j0137l1c53c&amp
https://v.qq.com/iframe/preview.html?vid=j0137l1c53c&amp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t36CJ55DQxAaJrZwb2yTHVaPkieXOyIJtfaggqcQ84MWecxcgVmU-KWC-8Ec45AT0h8R7qyul3iKngEQ5PLIda&qq-pf-to=pcqq.group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t36CJ55DQxAaJrZwb2yTHVaPkieXOyIJtfaggqcQ84MWecxcgVmU-KWC-8Ec45AT0h8R7qyul3iKngEQ5PLIda&qq-pf-to=pcqq.group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t36CJ55DQxAaJrZwb2yTHVaPkieXOyIJtfaggqcQ84MWecxcgVmU-KWC-8Ec45AT0h8R7qyul3iKngEQ5PLIda&qq-pf-to=pcqq.group
http://www.cpin.com.cn/Item/773047.aspx
http://www.cpin.com.cn/Item/773047.aspx
http://lib.nju.edu.cn/html/article.htm?id=32&fid=24
http://lib.nju.edu.cn/html/article.htm?id=32&fid=24
http://www.jscnt.gov.cn/whzx/tzgg/201509/t20150909_34436.html
http://www.jscnt.gov.cn/whzx/tzgg/201509/t20150909_34436.html
http://www.lib.pku.edu.cn/portal/bggk/dtjj/qikanyaomu
http://www.lib.pku.edu.cn/portal/bggk/dtjj/qikanyaomu
http://localsev.lib.pku.edu.cn/cjc/
http://localsev.lib.pku.edu.cn/c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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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编委会 2015-8-1。”。 

麦子：“今天苹果有新产品发布会，比较有意思的可能是 12.9寸大的 ipadp

ro, 主要是专业用途，比如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病情咨询，有兴趣可以跳到 43 分

钟左右。AppleEvents-SpecialEventSeptember2015-Apple http://www.apple.

com/apple-events/september-2015/另外就是苹果笔和带键盘的保护盖，当然都

不便宜，加起来大概要 7000人民币了。” 

老玲子：“【一座好的图书馆该具备哪些人性化功能与设施 ？】邱团长：（多

图预警，流量党慎入）看到这个题目，忍不住回答先说下我的个人经历：两年台

湾硕士，在台湾交大上…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9151374/answer/

61255708 （分享自知乎网）。”印度阿三：“当你面对日均 1万多的进馆人数的时

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浮云。” 

hero81*：“教育部课题正式立项，http://www.sinoss.net/2015/0910/635

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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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的

通知 。” 

图谋：“简析《地平线报告: 2015 图书馆版》http://mp.weixin.qq.com/s?

__biz=MzAwMjUzNTc4Mg==&mid=207710338&idx=1&sn=535ec52cb62f29341678f9d

e38c2aa41&scene=0#rd。” 

 

（3）圕人堂之发展篇 

1）圕人加群须知： 

图谋：“加群的时候，只要透露一点与圕主题有关的信息就能快速通过。刚

才同时看到 3 个加群申请，其它两位未通过。” “圕人堂群是‘2000 人群’，是

圕主题群，欢迎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加群。完全不搭的人员，本群会拒绝。” 

“刚刚就拒掉两位。从初略的信息分析看，与圕主题完全不搭。一位是‘诚聘市

场经理，营销经理……’；另一位昵称‘丿丶楼兰新娘’，不清楚其加群目的。” 

     2）圕人提问有讲究： 

图谋：“我需要恳求大家，希望不要专门‘求我’去做什么事情。时不时有

人给我各种各样的活，其中文献请求是一类，专门向我提问是一类，那对于我来

说是一大负担。许多问题，可以直接在群里‘求助’，而不是专程向跑堂的求助。

当前，为了维持圕人堂的运转，背后其实要做不少工作的，我已经属于透支了。

希望大家多理解，多谅解。”“只要是不违背群规范的事情均可以做，不必专门向

我‘请示’。比如利用群开展问卷调查研究等，这样的事情，圕人堂是支持的。

甚至按照设想是希望能形成‘客服团队’，提供一些帮助，助力研究方法的改进，

数据质量的提升等。”麦子：“其实，在这里问问题也是一种学问，如果光问一个

http://www.apple.com/apple-events/september-2015/
http://www.apple.com/apple-events/september-2015/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9151374/answer/61255708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9151374/answer/61255708
http://www.sinoss.net/2015/0910/63527.html
http://www.sinoss.net/2015/0910/63527.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jUzNTc4Mg==&mid=207710338&idx=1&sn=535ec52cb62f29341678f9de38c2aa41&scene=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jUzNTc4Mg==&mid=207710338&idx=1&sn=535ec52cb62f29341678f9de38c2aa41&scene=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jUzNTc4Mg==&mid=207710338&idx=1&sn=535ec52cb62f29341678f9de38c2aa41&scene=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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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他就是知道这个问题的，可能就不发言了，起码我是这样的。”嘉懿：“对，

不能把群主的的工作看做万能的群主要做的是有边界的。”麦子：“是，能不问群

主最好不要问，大家要理解。”嘉懿：“群主要划边界、立规矩、建制度大家要知

进退、懂群规。”井水：“群主很辛苦理解的。”小河：“现在 99%的群都是问的人

比答的人多很多，这个群例外，很好。”麦子：“所谓专业素质啊，这是起码的。” 

    3）资料整理在网盘 

梅吉：“各位同仁：大家好，谢谢大家对圕人堂的关注。由于群空间有限，

为使大家更适时高效地分享资料、信息，我们将陆续对群文件进行整理。其中，

对《图书馆论坛》、《大图》等全文电子版类型的大文件，今后群文件中将保留近

两期，逾期的迁往圕人堂网盘。圕人堂网盘作为本群的‘资料阁’，还希望大家

多多访问，多多利用。也欢迎各位提供建议意见，共同完善资料的收藏和整理、

利用工作。网盘地址：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3799328640#cat

egory/type=0 谢谢大家！。” 

4）《图书馆报》选刊周讯内容 

     图谋：“图书馆报  2015 年 09 月 11 日 http://m.xhsmb.com/20150911/ed

ition_1.htm。该期的《关于三线典藏工作的讨论》（http://m.xhsmb.com/2015

0911/news_16_1.htm）是《图书馆报》选用《圕人堂周讯》内容。如果署名是‘《圕

人堂周讯》编辑组’就更好了。今后可能有更多内容会被选用。稿费所得将作为

‘圕人堂发展基金’，图谋不会‘据为己有’，希望诸位成员理解与支持。另《图

书馆报》手机报可以正常阅读了。”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

理论，旨在实践。” 

 

（4）惠涓澈在《图书馆报》发文分享 

惠涓澈：“让别人知道你做了什么，首先得做呀，做了要说，我用文章说话。

去年 8月到今年 7月，12个月，我在《图书馆报》发文不多不少 12篇，我一会

儿链接让大家看到。”惠涓澈：“cnki 好像也能找到，2.13 图书馆报每周声音，

点上面的链接进去，选日期就好。 http://url.cn/fpzVCp。”蜂鸟：“好呀,学习

一下,最近正在搞新生入馆培训。”惠涓澈：“下面是我在《图书馆报》发的小文(2

014.8-2015.7)： 

1.图书馆报图林漫步 A15/32 版：三方面的感动——‘彩云之旅’专栏之三，

 http://xhsmb.com/20140808/news_15_1.htm  

2. 图书馆报一线心声 A16/32 版：服务是天职，永远为读者 http://xhsmb.

com/20140905/news_16_3 0htm 

3.图书馆报图林漫步 A12/32 版：打开图书馆文学这扇窗 http://xhsmb.co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3799328640#category/type=0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3799328640#category/type=0
http://m.xhsmb.com/20150911/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0911/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0911/news_16_1.htm
http://m.xhsmb.com/20150911/news_16_1.htm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_Toc426118130
http://url.cn/fpzVCp
http://xhsmb.com/20140808/news_15_1.htm
http://xhsmb.com/20140905/news_16_3%200htm
http://xhsmb.com/20140905/news_16_3%200htm
http://xhsmb.com/20141031/news_12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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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0141031/news_12_2.htm 

4.图书馆报图林漫步 A13/32 版：“彩云之旅”的魅力所在 http://xhsmb.c

om/20141212/news_13_3.htm 

5.图书馆报图林漫步 A12/32 版：图书馆员应该以行动谋发展 http://xhsm

b.com/20150102/news_12_2.htm 

6.图书馆报图林漫步 A14/32 版：一次特殊的阅读推广 http://xhsmb.com/

20150123/news_14_3.htm 

7.图书馆报每周声音 A02/32 版：馆员打造个人品牌时应注意什么 http://

xhsmb.com/20150213/news_2_1.htm  

8.图书馆报每周声音 A02/32 版：新时期，我们仍旧呼唤雷锋式馆员 http:

//xhsmb.com/20150313/news_2_1.htm  

9.图书馆报图林漫步 A16/32 版：通过馆员，让阅读推广自下而上 http://

xhsmb.com/20150501/news_16_2.htm 

10.图书馆报图林漫步 A16/32 版：由《图书馆论坛》的一则喜讯说开去 ht

tp://xhsmb.com/20150529/news_16_1.htm  

11.图书馆报征文选登 A14/32 版：相逢何必曾相识，《图书馆报》是芳草 h

ttp://xhsmb.com/20150626/news_14_2.htm 

12.图书馆报图林漫步 A20/32 版：感谢给予‘彩云’的机会 http://xhsmb.

com/20150703/news_20_1.htm 。” 

七色花：“好厉害，好勤奋。”惠涓澈：“回头望，脚印串成行，只是当时不

觉得。” 

 

（5）图书馆开放时间小议 

平平：“请问高校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和借还量评估中有没有规定啊？”蜂鸟：

“有的。”平平：“现在我们流通部是上行政班，想说服领导延长开放时间？领导

的意思是 反正也没人来，不如少开门 节省人力电费各种成本。我前天守了一天

的前台，就三个人来借还书。”蜂鸟：“我们这还能多点，关键是我们给学生放阅

兵式，也就 20 多人。”清艺桦樟：“咱们图书馆怎么样吸引读者？还没星巴克的

人多，人家还收费。”蜂鸟：“很头疼的问题啊，学生在宿舍躺到床上就能办到的

事情，干嘛到图书馆呢，除非你有绝活。” 

伊丰：“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每周不低于 70 小时，借阅量没有硬性指标。”平

平：“这个指书库还是阅览室？我们期刊和电子阅览室晚上和周末开门的，流通

不开也说得过去。”伊丰：“这是高校图书馆规程中最基本的规定。”平平：“那么

够了，他们期刊晚上再开 2 个小时，一周七天正好 70。”伊丰：“实际效果好不

http://xhsmb.com/20141031/news_12_2.htm
http://xhsmb.com/20141212/news_13_3.htm
http://xhsmb.com/20141212/news_13_3.htm
http://xhsmb.com/20150102/news_12_2.htm
http://xhsmb.com/20150102/news_12_2.htm
http://xhsmb.com/20150123/news_14_3.htm
http://xhsmb.com/20150123/news_14_3.htm
http://xhsmb.com/20150213/news_2_1.htm
http://xhsmb.com/20150213/news_2_1.htm
http://xhsmb.com/20150313/news_2_1.htm
http://xhsmb.com/20150313/news_2_1.htm
http://xhsmb.com/20150501/news_16_2.htm
http://xhsmb.com/20150501/news_16_2.htm
http://xhsmb.com/20150529/news_16_1.htm
http://xhsmb.com/20150529/news_16_1.htm
http://xhsmb.com/20150626/news_14_2.htm
http://xhsmb.com/20150626/news_14_2.htm
http://xhsmb.com/20150703/news_20_1.htm
http://xhsmb.com/20150703/news_20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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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服务，时间不一定是最主要的。”蜂鸟：“自习室可以开放时间长些，但 24

小时没有必要。”清艺桦樟：“谁服务好加工资，激励大家。我们的问题是服务好

坏，工资都一样，工资却与职称有关。”蜂鸟：“所以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

一个样。有次我的绩效考核工资就比最差的多了 7元。”清艺桦樟：“所以大家想，

还不如有空多写写文章，拿项目。”蜂鸟：“问题是我那个月绩效考核还是第一。”

许继*：“服务好的精力花在工作上，远比服务差的实际获得少。”八卦教*：“是

啊，这个评价体系很有问题。”许继*：“当然，如果评价高的收入高，服务好的

评价就高不了了。”印度阿三：“职称才是王道。”平平：“我们同事开会的时候这

样说的，大家都是有编制的，你敢给我工资少，我去闹死你。” 印度阿三：“平

平说的是现实。长弓：“我们周末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你们高校馆太爽了。” 

平平：“学校把绩效拨给馆里，由馆长分配。开学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值晚班

也周末班，有人就说愿意值的有补贴。”平平：“这个同事就冒出这么一句话，大

家沉默。然后，周末和晚上都是学生值班。”许继*：“其实用学生和临时工是领

导觉得好用。”平平：“但是晚上和周末一个老师都没用，领导不怕出事情啊。” 

蜂鸟：“我们晚上和周末节假日必须有正式工。”平平：“可能像我们流通只

上行政班的图书馆，全国没几家。”寿*丽：“我们也是。”许继*：“我们是夜班要

轮上的。”寿*丽：“我们领导不同意，因为不给加班费，也不想让你休息，没有

办法，只能走行政班的时间。”平平：“我们领导希望这样上。但我家离学校远，

希望上班时间长点，算总的工作时间。然后我一周不用天天去学校。” “他们是

中午还有二个半小时的午休。”寿*丽：“我们就是要求你每天都在学校，周末不

用去。”平平：“很多老师家住学校，觉得很方便。”寿*丽：“我是觉得谁偶尔都

有事情，请假还要扣钱，还不如延长时间，这样休息时间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 

平平：“你们入馆人数和借阅量如何？”寿*丽：“还行吧，因为学校对借阅

量有要求。”平平：“我们是门可罗雀。”寿*丽：“但是我们基本是只有下课时间

人多，其实时间也都没有人。”平平：“10 点多有一波，12 点后又一波，但是我

们不开门。下午的话 4 点后有人来，我们 5 点就撵人走了。”寿*丽：“跟我们一

样。我们下午四点半关门。现在中午开门的，轮流值班，一周值班一次，一个月

可以多休息一天。”平平：“我们中午都不值班，同事说不睡觉人会没力气的。我

多希望中午和晚上都开，这样我休息时间就多了。”寿*丽：“我也想啊，领导不

同意，觉得休息时间太多了。”平平：“算总的工作时长啊，要是一天工作 13 个

小时，上三天班就可以回家了。”平平：“看来图书馆上班时间如何安排，完全由

领导决定。” 

 

（6）《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实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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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今天因为在重新设定自动选书的细节，所以有机会看看 LC 分类（《美

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简称 LC）。我觉

得在分类上完全看出了设计人对人类全部知识积累总量的看法，而且是大量图书

馆工作人员很多年心血的结晶。我自己只用过这一个系统，上次编目已经是 25

年前的事。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做西文编目的，但不知是否用 LC做索书号，所以，

介绍一下也无妨。我认为图书馆的最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个分类以及

相关的 LCSH, subject headings，两者是相互相存的关系，但一般是先有了后

者，再做索书号的。”“以前印刷的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是蓝

皮，大本，大约有一米多厚，现在是个数据库，方便多了。我查了一些东西，大

家看看。” 

麦子：“先查的是白居易，他是 PL2674, 这是一个很宽广的数字。如果你看

下面的 2677 的样本，你会发现 2677 下其实可以容纳几千个作者。这是 2674 的

展开，因为给白居易的范围很宽，只要两组数字就可以把他所有东西都包括，不

必用第三组了。” 

 

 

 

 

 

 

 

 

 

 

 

 

 

 

 

图 1  LC 分类法中 PL2674                     图 2  LC 分类法中 PL2677 

麦子：“陶潜就差了一个档次，PL2665.T3, 他的具体作品的分法另有一个附

加的表去展开。我觉得分类法里如果说没有任何政治因素，那不现实，因为设计

的人多少有个人喜好，但我觉得设计的主要宗旨可能还是看有关的书籍的多少，

和名气和此人的地位没有直接联系。这个话题可以联想的很多，但我就不多说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2050354&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2050354&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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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图 3 LC 分类中陶潜分类的展开                  图 4 LC分类中白居易部分展开 

annl：“麦子老师，我刚才一直在看你发的信息，没明白你的这句话‘我觉

得分类法里如果说没有任何政治因素，那不现实，’。我觉得跟个人喜好、知识面

有关系，政治因素，应该没有体现吧。”麦子：“我原来想避开这点，但看来不行。”

梦断鹰城：“中图法马列毛恩斯放在 A类不就是政治因素么。”麦子：“这么说吧，

有些分类法是很政治的。”浣紫：“I267太多。”梦断鹰城：“大家知道就行了,不

评价。”麦子：“在没有太多书的情况下扩充了很大 range 是资源浪费。”水蓝雨：

“确实如此,中图法的政治体现是很明显的。”嘉懿：“是啊，肯定有了。按说，

这些书只是政治学、社会学书籍，没有必要单独分类的。”麦子：“LC 的分类法

是 1897 年开始设计的,以后也可以一直用下去。”梦断鹰城：“什么东西都看时代

背景。中图法刚开始编制的那个年代还搞阶级斗争呢,很多东西体现阶级意识正

常,现在不在往回拉吗。后面的修订可以入各类。”学者：“中图法需要重新调整, 

业务就是业务,纯粹点。不要像何祚庥似的政治院士，马子、列子、毛子的可笑。” 

麦子：“我只是举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不是想为盛世，软实力，影响等注解 （如

果说了影响力什么的，估计会伤害很多人的感情），他们对世界上其他的文字也

是同样处理的。” 

    嘉懿：“南开大学的于良芝教授，也论证过三个代表与图书馆使命，构建话

语体系，本来就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奥威尔在《 一九八四》 里，讲到，大洋

国发明一种新话，对语言系统进行改造。重塑、简化人们的表述方式、能力和认

知图式，以适合于大洋国的权力运行模式，为之做合法性辩护。”“福柯的微观权

力，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资本等等，可能有讲到这方面。一种微观的文化的权力观

念，规训知识分子。”hero81*：“公平地说一句，政治无所不在，有的比较隐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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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比较明显而已，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麦子：“我同意这个说法，

但其中的程度差距是极大的。”hero81*：“那我们也得考虑到发展过程的不同吧，

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环境，不可能做到完全一样的。”麦子：“这当然，但要承

认这点，未必容易啊。”hero8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

f0102w0gf.html 英国国家图书馆因为担心反恐法而放弃塔利班馆藏。” 

 

（7）课题申请答疑  

     Desper*：“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辽宁省的社科基金项目，参与人

可以是其它省份的教师吗？”广东小*：“可以呀。”Desper*：“申请人是辽宁省

的，但是参与人，有没有规定，也必须都得是辽宁省的？”广东小*：“主要看申

报的规定有没有写参与人的要求，没有写的就可以是外省的。”Desper*：“好的，

谢谢，申请书的说明上，好像没有相关的要求。” 

    天蝎小昭：“向大家咨询一个问题，第一次做课题，在填表时，研究专长一

栏要怎么写呢？”Mabel：“你的研究领域，重点研究方向。”天蝎小昭：“我不是

学图书馆的，不知道图书馆专业里研究领域哪有些？”Mabel：“你的课题是什么

呢？”天蝎小昭：“平时我就管流通这一块，新生入馆教育。”Mabel：“读者服务

呀。” 

 

（8）专注力文献资料求证 

    谢亚*：“老师们请帮个忙，看到有描述：研究表明，45 分钟是人体的一个

疲劳周期、颈部疲劳极限为 45 分钟，然后就要用 5—10 分钟调整。成人一般专

注力最多 45 分钟。请问这个研究到底是什么研究我想找到原始出处？我要权威

的出处……本来看到好像是  William james 在  <principles of psycholgy>

 有说道专注力，但是没有找到。”平平：“应该是心理学中的。”麦子：“你的 45

分钟说法是有问题的，看这个 Attention span https://en.m.wikipedia.org/w

iki/Attention_span”。 

    

（9）美国图书馆招聘到馆员后的通告 

麦子：“我觉得中美差别最大的地方是在交流。美国一个馆招一个馆员后，

立刻就通知所有的人，然后有时就可以马上直接和这个人联系，看看下面这个通

告。 

Dear UC Colleagues,  

I am happy to announce that our new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 Ms. Xi CHEN, 

has arrived at the UC San Diego Library. Her first day was September 1st.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w0gf.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w0gf.html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Attention_span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Attention_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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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comes to us with 9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Chinese studies 

resources, first as Interim Chinese Librarian at Perkins Library, Duke 

University, and then as East Asian Studies and Web Development Librarian 

at Oberlin College Library. She holds a ML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a MA in Adult and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and a BA in English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 has a strong background in research, 

instruction, and publication. Xi has taught specialized, 

curriculum-integrated classes and lower-division information literacy 

classes, and she has provided both general and East Asian-specific 

reference and research services. She possesses relevant experience in 

collection development, working with approval plans, within larger 

collections consortia, and with overseas vendors. She is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Society for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s and she is the current 

treasurer at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Xi can be reached:  

·          in person in the staff area on the second floor of Geisel 

Library West 

·          by phone 858-534-2894 

·          via email xichen031@ucsd.edu 

·          via regular mail at Geisel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9500 Gilman Dr., La Jolla, CA 92093-0175R.  

      

Xi’s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 will serve her well in supporting Chinese 

Studies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at UC San Diego. Her interests 

range from uncovering hidden treasures in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to outdoor activities including hiking, cycling, and jogging. 

Since she will be attending the EAALC/UCEAB meeting held at Stanford on 

September 18th, many of you will get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and greet 

her.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Xi to UC! 

 

 Regards, 

 Victoria Chu  

 

mailto:xichen031@ucs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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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ia Chu 朱慰慈 

Director, Reference & Research Advisory Services 

UC San Diego Library 

La Jolla, CA 

92093-0175R 

USA  

 

858-534-7782 

vchu@ucsd.edu。” 

     麦子：“因为我们系统内有一个东亚馆员的 listserv，多年来是我管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通告就马上把她的邮箱加上，她就可以看所有我们的讨论了。她

也会知道这个系统内和她专业有关的是些谁。现在社会，大家都很忙的，但没有

畅通的交流，什么都做不了。” 

 

（10）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图书资讯学’期刊 

     图谋：“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图书资讯学’期刊 21 种：（出版品名称.出

版单位.出版地区.最新卷期.出版日期 ） 

     1.台湾大学医学院图书分馆馆讯.台湾大学医学院图书分馆.台湾.106 期

( 正常发行 ).2012/10   

     2.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台湾.52卷 2期 ( 正

常发行 ).2015/04    

     3.中文计算语言学期刊.台湾计算语言学学会.台湾.20 卷 1 期 ( 正常发

行 ).2015/06    

     4.全国新书资讯月刊.国家图书馆. 台湾. 199期 (正常发行). 2015/07      

     5.东亚汉文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大学民俗艺术研究

所.台湾.第一届 ( 正常发行 ).2011/07    

     6. 书目季刊.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台湾.48 卷 4 期(正常发行). 

2015/03    

     7. 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台湾师范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台湾.40卷 2期 

( 正常发行 ).2014/10    

     8. 台北市立图书馆馆讯.台北市立图书馆.台湾.32 卷 4 期( 正常发行 ) 

2015/06    

9. 图书与资讯学刊.政治大学图书馆.台湾.85期( 正常发行 ).2014/11    

10. 图书资讯学刊.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 .台湾.13卷 1期 ( 正常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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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    

11. 大学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台湾.19卷 1期 ( 正常发行 )  2015/03    

12. Journal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台湾知识创新学会.台湾. 4 卷 1

期 ( 正常发行 )  2014/01    

13.图书馆学刊.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台湾.13期 (正常发行)  1998/12   

14. 成功大学图书馆馆刊.成功大学.台湾.23期 (正常发行)  2014/11 

15. 国史馆馆讯.国史馆.  台湾.  6期 ( 正常发行 ).  2011/06   

16. 书府.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系学会.台湾. 34 期 (正常发行)  

2015/05    

17. 数位时代图书馆馆藏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兴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  

台湾.  2006 年度 ( 正常发行 ).  2006/01    

18. 中华图书资讯学教育学会会讯.  中华图书资讯学教育学会.  台湾.  

40期 ( 正常发行 )  2014/11    

19.国家图书馆馆刊.国家图书馆.台湾. 103年 2期 (正常发行)  2014/12   

20. 国家图书馆馆讯.国家图书馆.台湾. 144期 (正常发行).  2015/05  

21. 图书资讯学研究 . 台湾图书馆学会、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  

6卷 2期 ( 正常发行 )  2012/06 。” 

图谋：“顺便提出一个问题：台湾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著录格式该如何

‘规范’？《GB7714-2015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连续出版物著录格

式：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年，卷（期）

-年，卷（期）.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

唯一标识符.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著录格式：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

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连续出版物题名：其他题名信息，年，卷

（期）：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 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参照该规范，

台湾文献是盲区（可能部分港澳出版的繁体中文期刊亦存在该问题）。”“当前存

在有同名期刊，比如《图书馆学刊》，大陆有，台湾亦有，同名期刊将存在严重

‘困扰’；其它期刊亦将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扰。”“个人的建议是：港澳台地区中

文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著录格式：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

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连续出版物题名：其他题名信息（出版地），年，卷（期）：

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示例：于第,陈昭珍.编

目馆员在职训练课程探讨[J].大学图书馆(台湾)，2015，19（1）：70-90.” 

 

（11）图情投稿那些事儿 

     寿曼丽：“晋图学刊的投稿邮箱是什么？”图谋：“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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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投稿信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评论

部 分 ： 《 晋 图 学 刊 》 在 线 投 稿

台.http://tese0.lib.sxu.edu.cn/jtxk/index.htm。”寿曼丽：“谢谢，图谋果

然强大。” 

    图谋：“这个‘辑录’信息，希望大家共同‘维护’，共同受益。有更新的信

息及时分享一下（直接发评论或@一下我均可）。”圕论坛刘*：“建议群主在图书

馆论坛后面补充（在校学生不收版面费）。”图谋：“已补充：据圕人堂成员‘图

书馆论坛小付’:‘《图书馆论坛》（在校学生不收版面费）’。” 

    寿曼丽：“贵图学刊，不用打印稿。”“江西图书馆学刊我记得是免费的吧。”

罗 ：“河南图书馆学刊，不用寄打印稿。”图谋：“正文中的信息是‘2014 年 11

月 26日更新’的。那里提供的信息只是一个‘参考’信息。”罗 ：“可跟贴评论，

供同行参考。”图谋：“我做此项工作，也只是‘示意’一下。我不可能有那么多

时间和精力实时更新。”罗 ：“这信息量已很丰富了。”图谋：“当前没有进一步

更新，是因为我认为所收集的信息，还不足让我专门花功夫更新一次。” 

井水：“图谋老师能不能弄个，国外图书情报 SSCI 的投稿方式和刊物邮寄国

内的一点相关信息，谢谢啦。”图谋：“这类事情不能指望我。”嘉懿：“度娘可以

帮到你，有很多关于 ssci图情类的。”井水：“刊物邮寄国内度娘可以吗?你去试

试！能找度娘我还恳求图谋老师作甚。”图谋：“图谋博客有一篇 2013-12-30 发

布的旧文。图书馆学情报学 SSCI期刊影响因子 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213646-754224.html。”井水：“图谋老师我就是想知道纸质刊物寄回国内或

者订阅的信息如何了解！因为很多网站邮寄范围都是欧美国家甚至印度，国内想

看纸质，是不是只有直接给编辑部联系？” 

    芝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收版面费吗？”泉州师院：“不收的。” 

任志*：“我们报纸的专栏也收稿子，开稿费啊，内容涉及图书馆文化、服务，

资源建设、阅读等，欢迎投稿。这是我们的专栏版供参考 http://www.cnepaper.

com/zgtssb/html/2015-09/01/node_32.htm” 

湘图：“湖南图书馆的《图书馆》对学生亦不收版面费，稿酬方面，《图书馆》

亦不是所有人都有稿酬，要看文章质量的。” 

Sir.Yo*：“请教下各位前辈，我的文章已进入《图书与情报》杂志的终审阶

段，暂时还没有结果，特来下请教有经验的前辈：这被录用的可能有多大呢？”

诲人不倦：“比较大。”花香满衣：“一般复审退稿的可能性比较大，终审录用的

机率大吧。”Sir.Yo*：“谢谢指点，我也听说《图书与情报》一般在复审阶段退

稿较多，但不知道进入终审后录用情况。系统里没有进度追踪，一直在焦急的期

盼是个好结果。”姜春林：“《图书与情报》第四期出版了吗。”Sir.Yo*：“我一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http://tese0.lib.sxu.edu.cn/jtxk/index.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5422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54224.html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5-09/01/node_32.htm
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5-09/01/node_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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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此期刊官网，现在是更新至第三期。”姜春林：“等吧。” 

七色花：“哪些图书馆杂志有在线投稿系统呢？比如《图书馆工作与研究》那样

的。”Sir.Yo*：“图书与情报，图书馆杂志，图书馆论坛，图书情报知识，现代

图书情报技术，好多。列举不过来了。”风萧萧：“图书馆建设。”Sir.Yo*：“这

样说吧，C 核里面如果没记错，除了《图书馆》 和《图书馆学研究》是邮箱投

稿  其他图书馆类的都是系统投稿。”七色花：“我馆只有三种图书馆刊物。。山

东图书馆学刊，图书馆学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刘*平：“话说多样化服务，

到了这里就单一化了。其实是服务端多样形式，后台管理归一比较好。” 

岚：“有哪位群员知道大学图书情报学刊现在是否是在线投稿。”小图匆匆：

“是的，需要注册账号就可以了！”生清：“这是《大学图书情报学刊》现在的在

线投稿地址 http://dxtq.cbpt.cnki.net/WKD/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

d=dxtq，从今年的第 3 期开始用。原来的投稿邮箱 tgw@ahu.edu.cn，已经不再

用于投稿。” 

 

（12）图书馆“十三五”规划编制 

     图谋：“看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如何做战略规划，听北大馆馆长朱强完整披露

该馆未来发展计划馆界大佬们告诉你图书馆‘十三五’规划编制要这样做

http://www.cbbr.com.cn/web/c_000000010012/d_42652.html2015年 6月 16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汪琴。”“柯 平 贾东琴 邹金汇. 图书馆‘ 十三五’ 战

略规划的科学制定与分类指导[J]. 情报资料工作, 2015, 204(3): 5-9. （全文

已上传至群文件）。”“当前是各类型图书馆编制‘十三五’战略规划时期。圕人

堂群欢迎分享相关信息。”水蓝雨：“我也很想问问，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

‘十三五’战略规划应该不应该体现出差异性？”印度阿三：“这个肯定是有的，

不然就没差别了。” 

    麦子：“看了战略规划，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说是中国的规划，你写这

么多英文干什么？如果是美国的，这不是规划，是最近十年工作回顾。”眼望雁

塔：“柯平的文章已下载。还没看，不好评论。高校图书馆制定规划只能跟着高

校的规划走，不能自搞一套。”麦子：“规划的制定我想都是这样，定了，未必会

做，但起码要有前瞻性，可行性以及和你的现实相结合。”刘*平：“不少大牛不

在图书馆工作。”幸福的*：“柯平老师是信息资源管理系主任不是南开馆长。”图

谋：“关于柯平教授，他的更为详细的简介见：http://ibs.nankai.edu.cn/kp 。

（该简介疑似为 2008年的）。其《图书馆‘ 十三五’ 战略规划的科学制定与分

类指导》（情报资料工作，2015（3））一文，在我国当前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可

资各类型图书馆编制‘十三五’战略规划参考借鉴。” 

http://dxtq.cbpt.cnki.net/WKD/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dxtq
http://dxtq.cbpt.cnki.net/WKD/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dxtq
http://www.cbbr.com.cn/web/c_000000010012/d_42652.html
http://ibs.nankai.edu.cn/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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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南开教授受聘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http://ne

ws.nankai.edu.cn/zhxw/system/2015/08/30/000246375.shtml2015 年 8 月 30

日《南开新闻网》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图书情报专业学位(MLIS)教育中心主任

柯平教授被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聘请为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

C/TC389)副主任委员。”夕月：“十三五图书馆趋势前瞻做得很好，可是如果有更

详细的解读就好了。” 

 

（13）由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服务说开去 

麦子：“其实所有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服务都差不多，哈佛图书馆这些服务都

很基本的，另外，哈佛图书馆系统也不是没有弱项，他们的分割比较严重，有些

方面尤为体制的关系，相当落后，官僚极其严重，严重影响其发展，所以他们一

直想改，但效果甚微，这些图谋也有文章，我自己也有一个报告说这个，哈佛的

优势是它自身的资源东西比较多，但体制的原因使它的资源无法更充分地发挥，

而且长远看，它的优势会减弱。” 

印度阿三：“说实话，我倒是蛮喜欢美国大学馆那种历史厚重的图书馆，更

符合我心中图书馆的样子。不过他们的细节做得很好，吸引的各种私人资助的也

多。”麦子：“的确，图书馆馆长的主要工作就是吸引私人赞助。”印度阿三：“看

过斯坦福大学的，它的藏书好多都是私人和机构捐的，每本上都有记录捐赠人的

信息的书签，很漂亮，都可以作艺术品来收藏了。”麦子：“现在这种做法越来越

难，除非卷手稿和善本。我拒绝了太多的很好的收藏，而且往往是大牌教授和校

长级别的，但没有办法。”印度阿三：“为什么/？空间不够？不符合馆藏发展政

策？” 麦子：“再好的 50 年来的书，如果我们要用的，我们一定会有，如果没

有的，往往是我们不需要的，而我们是不加复本的，所以，只能拒绝。我们的规

定如此，主要是没有人手处理，或者转卖。” “但我如果是馆长，我会收这些书，

卖给师生也好，因为拒绝人家的捐书，解释得再好，也没有用。下次他有钱捐了，

就不会和你联系了。大的钱都是从捐小的东西开始的。” 

守望书林：“如果国内图书馆服务借鉴这些周到细节，细致服务，图书馆被

需要，图书馆职业感，被尊重感应该比现在好的多吧。”麦子：“其实能做的事太

多。中国的问题是：图书馆很多基本服务还没做好，就想做后面的。”顾*：“很

简单，因为中国图书馆是外行领导，外行喜欢热闹。” “有一种说法，大国的人

不注重细节。不过以图书馆来看，美国好像比较注重，可能是职业化的原因。”

守望书林：“很赞成‘麦子’老师观点，小服务，微服务，细节服务没去做，高

大上服务切入点跟不上，需要的服务不上，不需要的还在等待服务！” 麦子：“我

是很注重因地制宜从小做起的，但实际工作中并不容易。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些尽

http://news.nankai.edu.cn/zhxw/system/2015/08/30/000246375.shtml
http://news.nankai.edu.cn/zhxw/system/2015/08/30/0002463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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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尽意的员工，但这往往比假大空的东西难多了。” 

刘*平：“因地制宜从小做起。每个人都有因地制宜从小做起的行动，事情总会做

出特点和成效。接待过一个教师，想找一本早期学科特色期刊，我们没有馆藏，

就请他留下手机、邮箱，马上在网上查看其他学科相同特色高校和地方公共馆，

在两个公共馆找到，但都在远郊藏书库。于是联系对方熟悉的馆员调用这本刊，

拍照传邮件给这位老师。” “按照图书馆规定，这个服务到告诉这位老师本馆没

有该刊就完成了。但就没有因地制宜从小做起，也没有实现尽量满足用户的信息

利用需求。做了后面的事情，馆员和用户都会比较开心。”麦子：“这个做法固然

不错，体现了图书馆的服务和专业精神，但其中透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种服务

其实是应该制度化的。”刘*平：“想制度化有难度。就自己一点点做。”麦子：“我

们的外借服务占了所有流通里很大的成分，而且所有费用都是图书馆出的。”刘*

平：“图书馆现在的很多制度其实是为图书馆自己管理方便设置的。”平平：“国

内还没到这种程度。”麦子：“这些东西正是图书馆应该做的，而不是整天看美国

的一些实验性的概念去接轨。” “我学校有几个老师回国内用图书馆，因为需要

一些特殊的资料，但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去找关系。据说最难搞的是庙宇内的收

藏。” 刘*平：“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多种方法满足用户的需求，而不是请用户费九

牛之力，难得收获。” “我是图书馆用户时，也获得过图书馆馆员制度外的鼎立

帮助的，很开心和感谢！” 

 

（14）图书招标业务解惑 

好运好运：“各位图书馆的老师们，请问你们哪个同志有图书招投标的文件

和邀标的有关内容，能不能发给我一份，我今天才来采编部，一点都不懂，要麻

烦大家帮助我一下，发发你们的投标书给俺看看，谢谢大家。”sonorous：“图书

馆只招标不投标吧。”节能：“不是政采吗？政采这些由招标公司做招标文件，各

馆只提供加工等业务 要求，而各馆这个又是不同的。”sonorous：“招标的参数

都是直接给招标公司，然后数据库商去招标公司那边购买标书，然后做投标文

件。”节能：“政采招标文件制定各省可能格式有所不同，你最好从本省同行那里

找一个范本。重要的是把你馆配书加工等要求掌握了，好提供给招标公司。因为

你刚到该部门，可能有些文件你需要向前任或部门内同事了解。就像 sonorous

说的，你掌握本馆招标参数就行，招标文件制作由招标代理公司做。”印度阿三：

“图书馆只是提需求。”节能：“对，我们只提出需求，也就是所说的参数 。” 

广东小*：“招标文件当然是图书馆来做的呀，招标公司只是帮你把关。”好

运好运：“我就是不会写招标文件，所以能不能帮帮忙，把你的招标文件发给我

看看。”sonorous：“您是单一来源采购吧。您去北京财政网上，有的招标公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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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有招标文件，您去下载个看下，中国政府采购网也行。单一来源和公开招标

的公告里有的最下方会有招标文件作为附件提供下载的。”  

 

（15）圕人关注《图书馆报》 

惠*澈：“图书馆报征文选登 A21/32 版《图书馆报》：圈起未曾谋面而相识

的同行们 http://m.xhsmb.com/20150904/news_21_2.htm，更正：文中应为张怀

涛馆长。” “图书馆报图林漫步 A19/32 版留校生的图书馆缘 http://m.xhsmb.

com/20150904/news_19_3.htm 顾馆长的文风，喜欢。”“图书馆报图林漫步 A19/

32版《四库全书》情结 http://m.xhsmb.com/20150904/news_19_1.htm。” 图谋：

“刚才读到了《圈起未曾谋面而相识的同行们》作者谈苹关注《图书馆报》原执

行主编姜火明的信息，姜先生于 2015 年初换工作岗位了，新岗位为中国出版集

团旗下的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惠*澈：“《图书馆报》的忠实读者是会注意到一些名字是频频出现的，比如

还有陈民宪、罗振津等。不由你不有印象。”夕月：“嗯，多读多看。”惠*澈：“我

们陕西这边主要有杨玉麟、强自力、刘雯、毛瑞江和我。有心人群里的话题能写

文章呢。” 

图谋：“《图书馆报》还有一位老先生李忠东值得关注。海外馆情专栏编译了

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他的身份是江西赣县中学退休英语教师。”印度阿三：“是吗？

我一直以为他是这个专业的呢。”图谋：“我觉得编译的水平挺高，我曾向某出版

社推荐结集出版。”图谋：“据个人观察，李先生退休之后，笔耕不辍，编译了大

量东西，国外图书馆方面的只是其用心较多的一个领域。”映山红：“我也很喜欢

海外馆情。要是能同时看到中英版就好了，可以促进一下英文学习。”惠*澈：“我

假期看了给女儿借的英文版《小王子》，好多年没读过英文了。” 

Desper*：“我们馆想订一下《图书馆报》。大家帮我看一下，下面的信息是

否准确。《图书馆报》国内统一刊号：CN11-0126，邮发代号：1-88。周报，全年

49期。”惠*澈：“核对，无误。全年 48期，共 96元。”Desper*：“好的，谢谢。” 

 

（16）图书馆讨论邮件列表 

顾*：“邮件列表类似使用电子邮件的 QQ群的群聊，加入列表后的成员发送

到列表邮箱的邮件将自动转发到每一位成员。和 QQ 相比，实时互动效果较差，

但所有信息以邮件的标题呈列，邮件列表成员可以根据邮件的标题决定是否阅读

邮件的具体内容、无消息提醒干扰、回复时间宽裕、讨论更趋理性、充分。订阅

者可以设定邮箱自动收件的时间间隔以保持适当的更新，同时可设定将列表的邮

件自动归集在一个邮件文件夹中便于管理，可以利用邮箱功能对以往讨论进行邮

http://m.xhsmb.com/20150904/news_21_2.htm
http://m.xhsmb.com/20150904/news_19_3.htm
http://m.xhsmb.com/20150904/news_19_3.htm
http://m.xhsmb.com/20150904/news_19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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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主题、发件人和发件时间等的检索。邮件列表在美国图书馆界的行业交流中广

泛应用。” “本人现建立一个 163 邮件列表（libtalk@groups.163.com），用于

图书馆讨论，采取自由开放的原则，欢迎有识之士加入交流思想、也欢迎提供业

内信息。现已经邀请本群的麦子加入。依据国际惯例，本邮件列表实行实名制。

申请加入者请通报实名和所在单位名，讨论中在每一邮件落款中标注姓名单位

等。列表成员数量有限制（100 个帐号），请打酱油和长期潜水者勿占位。邀请

链接为：http://163.fm/VzGFGGV。各位申请加入的同行，请说明所在单位。” 

顾*：“邮件列表只适合于常使用邮件的同行。”Nalsi：“我不知道国内有邮

件列表服务，有趣。”顾*：“will u join in?”Nalsi：“刚刚加入。”节能：“申

请后多久可以回复通过 ？”顾*：“稍等，刚才比较集中，我正在处理。”节能：

“我申请了，也邮箱验证 了，然后就等管理员通过，谢谢！”顾*：“已经加入列

表的同行请注意：凡是习惯使用邮件自动回复的，请关闭此功能，否则可能邮件

会不断地循环发送，给大家造成困扰。”惠*澈：“不是网易的邮箱，可以吗？”

顾*：“可以是任何邮箱，但是必须确保和 163 邮箱之间能收发。”顾*：“申请邮

件列表没有必要在 qq 群公开自己的身份信息。邮件列表虽然是实名制，但是只

作为交流时了解对方身份，不作他用，各位成员负有保护他人隐私的义务。”惠*

澈：“明白。” 

 

（17）新书推荐《忆弢盦》、《萧山记忆》 

图谋：“关于纪念来新夏先生的两种新书 1.焦静宜编.忆弢盦：来新夏先生纪

念文集[M].天津古籍出版社，2.2015.5（上下册）2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

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萧山记忆.第八辑 纪念来新夏专

辑[M]._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1。第 2 种书有来新夏著述提要、来新夏

先生简表。”嘉懿：“刚刚百度了一下，来新夏是图书馆界的前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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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新书推荐《忆弢盦》、《萧山记忆》 

 

（18）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五届百县馆长论坛发言材料 

 33 码半：“2015年 5月 21日，在第五届百县馆长论坛上，陕西省神木县图

书馆读者服务部主任许婷作了题为‘微信时代的图书馆阅读推广 one to one’

的主题发言。”惠*澈：“学术研究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05

/25/news_8022.html。”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五届百县馆长论坛发言材料。”

惠*澈：“有兴趣的可以通过以上链接去下载相关 PPT。在群里，什么都是信息，

包括询问、求助，正是看到自问自答，我有兴趣去搜索了，获得了，感谢！”易

乐：“谢谢分享。”惠*澈：“分享成习惯” 

 

（19）晋江市城市图书馆群建设 

惠*澈：“晋江市从 2014年开始着力打造‘一公里半径’城市图书馆群建设，

将 32台（其中 15台正在建设）投放到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区域，让更多的市民

实现‘家门口 24小时的便利阅读’。同时，构建全市文献资源物流配送系统，实

现市图书馆、市少儿分馆、32 个 24 小时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5 家中学图书馆

的通借通还，在公共文化体系在城乡区域的全覆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另外，

晋江市连续开展五届晋江市悦读节活动，至今举办活动 1000 多场次，场次多、

规模大，参与人次达 42 万人次，在‘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城市’方面有成

功的经验。而且从相关博客获得的这一案例可以用到我的研究里。”嘉懿：“惠老

师很棒，我主要偏向于，理论的。我比较爱好社会学，用社会学的一些东西看图

书馆现象，有同好的吗？” 

惠*澈：“昨天、今天我带学生参观图书馆，顺带宣传了‘同读一本书’活动，因

为除我之外，没有人会讲到这个，所以我很乐意地答应接待新生。”嘉懿：“也是

微推广吗？”惠*澈：“是呢，做有心人，做有意义的事。相较理论，我更愿意做

事，从事情中获得思考和灵感。”嘉懿：“面向现实更有意义。”惠*澈：“今年中

秋假特别好，原来担心的‘相约 9.28，齐声诵论语’活动可以如期举行，不用

提前。”嘉懿：“有个建议，阅读推广，社会资本理论有可能能够提供一个视角和

工具。”惠*澈：“好的，谢谢。” 图缘：“‘同读一本书’活动你们是如何开展的，

有空可以介绍一下吗。”惠*澈：“会介绍的，相关论文即将出来。” 

 

（20）探究论文发表原动力 

图谋：“近期话题，似乎较多的集中在‘论文发表’及其相关。‘纸上得来终

觉浅’，圕人堂期待更多的‘实践’话题，成为提升职业技能、提高工作效率的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05/25/news_8022.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05/25/news_8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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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伙伴。” “顺便分享一篇文字：秦四清.从‘造’论文到自然而然写论文 .ht

tp://blog.sciencenet.cn/blog-575926-919800.html‘学者们在研究中有了新

进展，有了较为满意的阶段性成果，自然而然要发论文，其一是为了学术交流的

需要，让同行们知道自己干什么；其二是为了知识传承，推动科技进步。但目前

我国学界几乎整体‘沦陷’了，为了职称、基金、奖励与荣誉等，拼命地批量制

造山寨、灌水论文。大家都晓得，急功近利的搞法难以做出实实在在有创新、有

价值的东东。’‘科研的本质目的，是为了揭示自然对象的演化奥秘。科研中有了

新认识，自然而然就要发表论文。十多年来，我国‘为论文而论文’之风猛烈，

已严重背离了科研的初衷。’。” 

瘦身娃娃：“关于造论文和写论文的说法一直不断，但有人统计过哪些是造

哪些是写的吗？个人认为论文能造得被发表，水平是极品级的呀。”向日葵：“那

也只能说明"造"的水平高而已，实际上对科研无益。”伊丰：“因为体制默许大家

造假。”向日葵：“体制有漏洞，肯定会改。”瘦身娃娃：“主要还是写文章的人，

那么多人，没有都去造，然后后面一系列与该文相关的人都没有把好关，让发表，

引用，评奖。”嘉懿：“问题是，如果我们不造论文，每个人都原创。这是否行得

通。”瘦身娃娃：“我们是否能分辨哪些是造的？”嘉懿：“其实，就连图书馆界

的个别所谓原创，也基本上相当于译文。”向日葵：“主流肯定是好的，现在的论

文如果没有原创，基本上发不了 C 刊。”清凉桐影：“关键是 C刊上的论文，有多

少能够在实际工作中产生指导意义。”hero81*：“如果专门是应用相关的文章，

那么图书馆学也就不成其为图书馆学了吧。”惠*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都是

必要的。”清凉桐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理论研究，只是为了发文章而‘创新’

的理论，也是有的。” 

Mabel：“其实不一定原创就是好的，好的译文能给我们打开更广的视角，关键是

质量。”嘉懿：“译文拼凑伪装成原创呢？”Mabel：“这就是学术道德问题了。”

惠*澈：“大家从自己严格要求吧，为净化学术环境共同努力。”Mabel：“更多的

公共图书馆，馆员根本接触不到新的理念。”诲人不倦：“说那些都没用，怎么办

刊是人家编辑部的事情，你要么想尽办法发表，要么置之不理。”Mabel：“你指

的想尽办法也包括伪装拼凑，这就是现状，只求发表。说到底还是评价晋升机制

的问题。”诲人不倦：“伪装拼凑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觉得可以就试试。” 嘉懿：

“慢慢适应吧。” 

惠*澈：“有人不为评职称做研究，我身边有的是例子。”嘉懿：“我现在努力

读社会学的书，从中找出一些原理解释图书馆现象。”惠*澈：“有个老师研究馆

员都评了，还申报了国家社科，一个女同志，你说她是为什么？”嘉懿：“是啊，

自我认同，价值。”惠*澈：“有的单位没有指标，但是馆里有人的研究在全国都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75926-91980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75926-919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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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响当当的。不能只盯着负面，给自己找借口。”嘉懿：“对，关键是突破自我。”

渔歌子：“个人觉得写论文，除了为了评职称外，还有另外的一种人生追求。”惠

*澈：“只要你真的有东西，有想法，成果会有的。”向日葵：“说明真正喜欢搞研

究的还是大有人在，我们图书馆也有几个的。”嘉懿：“有时候论文被接受，很有

成就感的。” 

印度阿三：“工作.职业.事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c173800

101ntrj.html 看看这个，可以用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惠*澈：“我们西安高校

馆有位老师，自己假期去基层馆做调研，研究成果接二连三，他不是为职称，他

是关心这个行业，关心这个事业。”诲人不倦：“有关心的，就有不关心的，有热

爱的，也有抱怨的，正常生态，看自己怎么选择呢。”惠*澈：“我自己的体会，

有时候你有东西，不写出来都不行。昨天还有人跟我交流，说发论文不要浪费，

够了就行，写文章不必勉强，但是有思想为什么不表达出来呢？写文章我的态度

是：有状态的时候加把劲，没状态时放松自己，有话就说，没话沉默，不管是研

究文章，还是随笔散文。”渔歌子：“惠老师说的对，支持。” 

 

（21）面对读者“不文明”，管理制度待提升 

渔歌子：“对读者的‘不文明’要宽容 http://m.xhsmb.com/20150911/new

s_2_1.htm确如作者所言，大吃一惊。”印度阿三：“前几天有一个读者在馆里的

存包柜里放了一堆水果蔬菜之类的，我们的规定是一天清一次柜子，结果给他清

出来了，快要烂掉了，结果人家跑过来吵说我们不为读者提供方便，还报了警。”

蜗牛：“不会告诉我，你们给他赔了吧。”许继*：“文明是提倡，不文明也不能禁

止啊。禁止的行为应该逐条列出。但不能冠以不文明。吃东西不文明么，那人类

怎么生存。只是本地为了保护书籍环境和减少食物味道影响其他读者进而禁止本

地吃东西。” “所以有法规条例。法规条例与文明不文明无关。而是与机构的正

常运行是否有关。自己的条例不清楚，就别怪用户的行为。”印度阿三：“想请问

一下贵单位的存包柜你们是有人在边上检查包的吗？”许继*：“自助存包，除了

柜子打不开找管理人员。我们是学校，买生猛海鲜的基本没有。”印度阿三：“那

就是了吗？人家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我的规定写清楚了放一天就会

清柜的，你的行为不遵守我的规定，我为什么不能清啊？最后阿 sir过来把那人

削了一顿。”许继*：“放点面包饮料什么的有。”印度阿三：“我这里是公共馆。”

许继*：“对啊，按条例执行就好了，他放水果蔬菜也没有问题，超期清掉也没有

问题。”善若水：“公序良俗，在图书馆也应该要有，太随意也并意味着开放。”

梦断鹰城：“有些读者对规定很少去理解，比如规定不让带食品进入，有的读者

说我不吃就可以了。”许继*：“公序良俗本身就很难界定。”许继*：“管理就是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c173800101ntrj.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c173800101ntrj.html
http://m.xhsmb.com/20150911/news_2_1.htm
http://m.xhsmb.com/20150911/news_2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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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条条行为守则。”印度阿三：“还有一个就是洗手间的用纸问题，每到周未的

时候纸就供不应求，各位可有良方？”许继*：“我们这里都是自备。” 

善若水：“对绝大多数读者有交待，一些小众行为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就应该

违反了公序良俗。”许继*：“影响到别人这个应该界定的更严重些。” 

善若水：“那图书馆管理者做什么，这个都不能定义。”星辰：“不能影响到别人，

这个应从小就进行教育。”许继*：“大多是图书管理员应该做的是严格执行工作

手册，而不是要求工作人员界定读者行为属性。读者行为属性应该工作手册上能

有明确界定。”善若水：“读者行为规范也应该是图书馆管理人员考虑的范畴。图

书馆的管理规则也是通过对读者行为分析做出的判断，凭空想象出来的规定也不

具有通用性。”许继*：“模糊最好，很多人就可以不用去管了。没有一个标准手

册，一个阅览室的馆员们各自一个标准，大概这个阅览室的读者很适应。” 

许继*：“现在读者阅览室有个问题，管，读者投诉，领导不满意，不管，读

者投诉，领导不满意。问题出在哪里？” 456：“管理。”33码半：“没有管理规

则，全凭模糊的话，很难办，读者会说你针对他。一个行为这个馆员管，那个馆

员又不管，不是找被投诉么。” 

许继*：“制定管理规范是领导的工作，管理馆员也是领导的工作。”456：“处

理投诉也是领导的工作。”许继*：“图书馆的种种问题，根子上我认为就是管理

水平太低。”麦子：“没有办法实现的东西就像无法执行的法律一样，你一开始就

不要写，不要立。”许继*：“可操作性是行为指南的第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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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明德：大学图书馆应重视业务研究 

2015-9-11 12:26 

图谋按： 1997 年，时任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的吴明德

先生发表了《大学图书馆员角色的省思》，里边论及大学图书馆应重视业

务研究。虽然时隔近 20 年，但笔者人为并未过时，特此予以摘编。 摘编

自：吴明德.大学图书馆员角色的省思 .大学图书馆(台湾)，1997，1

（1）:5-17. 学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1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关于港澳台地区中文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著录格式的建议 

热度 1 2015-9-6 09:27 

检索与利用《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台湾连续出

版物中的析出文献著录格式该如何“规范”？ 《GB7714-2015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连续出版物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

名信息 .年，卷（期）-年，卷（期）.出版地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0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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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1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918836&handlekey=lsbloghk_91883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918836&handlekey=lsbloghk_91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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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 圕人堂|279 次阅读|1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3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5 年 9 月 4 日《图书馆报》图林漫步专栏设立“圕人堂的故事”，

看发群成员《<四库全书>情结》；2015 年 9 月 11 日《图书馆报》图林漫步专栏

设立“圕人堂话题”（http://m.xhsmb.com/20150911/news_16_1.htm）。 

（2） 2015 年 9 月 11 日 14:00，群成员达 1227 人（活跃成员 286 人，占

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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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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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83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18836#comment
http://m.xhsmb.com/20150911/news_16_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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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清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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