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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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长弓：“厦 435 个事业单位岗位要招 555 人，有没有适合你的？（附招聘岗

位）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xODM2Mw==&mid=209010668&

idx=2&sn=1036f44a80a041935d994f74d979e63b&scene=23&srcid=1009FZ6jC1fA

K5BQMTZ5WgLC#rd。” 

图谋：“掌上谷歌 http://yd.jflib.com/gserach/index.php?from=timeline&isappi

nstalled=0&code=041855e8b7937d9c9d2604f10827ed6Z&state=123。” 

素问：“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

提前面试通知。（详见群文件）” 

图谋：“浙江工业大学举办的高校图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高级研修班，

有去的成员，希望与我联系一下，谢谢！”图米：“什么时间的？”图谋：“高等

学校图书馆十三五规划高级研修班。日程安排： 10.28 全天报到，10.29 上午

8:15～8:30 开幕式，浙江省高校图工委；8:30～10:30 专题报告(1)：未来五年我

国高等教育和高校图书馆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朱强，馆长，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主

任委员；10:30～11:45 专题报告(2)：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与战略规划的制订。柯

平，教授，南开大学信息管理学系；11:45～12:00 精彩 60 秒，提问与讨论，与

会代表。下午 14:30～16:00 专题报告(3)规划与评估的相互配合：海南的经验。

詹长智，主任委员，海南省高校图工委。16:00～17:45 专题报告(4)江苏省高校图

书馆规划介绍。卢章平，馆长，江苏大学图书馆；17:45～18:00 精彩 60 秒，提

问与讨论，与会代表。10.30 上午 8:30～10:00 专题报告(5)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分

析与决策工具。赵益民，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10:00～11:45 专

题报告(6)国外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介绍。高凡，馆长，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11:45～

12:00 精彩 60 秒，提问与讨论，与会代表。下午 14:30～15:45 专题报告(7)图书

馆发展趋势与我们的对策。颜务林，馆长，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15:45～17:00

主题论坛—未来五年高校图书馆发展之路，全体与会代表；17:00～17:30 专家点

评与闭幕式，如何做好‘十三五’规划，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馆长等。晚上 18:00～

19:30 晚餐 。”“这个会我去。希望能与参会的成员‘线下小聚’一下。”辛海*：

“我也去。群主到时见。”Edwina：“月底这个会可以当面跟图谋老师学习了。” 

广州书童：“http://www.hrssgz.gov.cn/zt/ycjh/index.html?from=timeline&isappi

nstalled=0。”“校招，立足武汉，面向全国。”“欢迎明年毕业的应届生前往试试。” 

 

（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xODM2Mw==&mid=209010668&idx=2&sn=1036f44a80a041935d994f74d979e63b&scene=23&srcid=1009FZ6jC1fAK5BQMTZ5WgLC%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xODM2Mw==&mid=209010668&idx=2&sn=1036f44a80a041935d994f74d979e63b&scene=23&srcid=1009FZ6jC1fAK5BQMTZ5WgLC%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xODM2Mw==&mid=209010668&idx=2&sn=1036f44a80a041935d994f74d979e63b&scene=23&srcid=1009FZ6jC1fAK5BQMTZ5WgLC%23rd
http://yd.jflib.com/gserach/index.php?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code=041855e8b7937d9c9d2604f10827ed6Z&state=123
http://yd.jflib.com/gserach/index.php?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code=041855e8b7937d9c9d2604f10827ed6Z&state=123
http://www.hrssgz.gov.cn/zt/ycjh/index.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www.hrssgz.gov.cn/zt/ycjh/index.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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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74 期 20151009）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

646-926821.html。”城市天空：“最近一期周讯中（10）中外图书采购外包经验分

享  这一点的专业讨论很不错，值得收藏学习，并作为实际工作的参考。这些内

容是圕人堂平台的精华。”图谋：“2015 年 10 月 15 日发放《圕人堂周讯》 63-75

期编辑补助共计 2600 元。海边捐赠 800 元。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6391.59 元。” 

Lee：“从小木虫扒来的。10 月 8 日整理。前后核对了三次。刚刚上传的为

第三次核对本。”系统消息：“Lee 分享文件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版）

-纸稿对照修正版.xls 下载。”小丸子：“感谢分享。” 

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安卓版 APP 的下载链接：http://l.xmulib.org/dxts

gxbiOS 版请在 Apple APP Store 中搜索‘大学圕学报’或‘大学图书馆学报’

下载即可。” 

城市天空：“分享一个免费下载电子学术图书的网站：http://gen.lib.rus.ec/ 2

015 年出版的新书数量不少，甚至还有 2016 年预出版的。” 

天外飞仙：“http://www.zisync.com/此软件适合自已建立手机与电脑的同步。” 

论坛刘编：“安徽读者告赢文化部 质疑巢湖市图书馆名不副实 http://ah.anhu

inews.com/system/2015/10/10/006979391.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图谋：“求真务实好市民。”gaozy：“政府部门确实该管管了！”广东小*：“图书

馆评估应该改为第三方来评估，而不是行业自我评估。” 

系统消息：“圖夫 分享文件 2015 年第 2 期全省高校通用借书证证申办通知.

doc 下载。” 

李祥：“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649&do=home

&view=me&from=space。”“推荐这个博客有一些新工具使用方法。” 

栀子花开：“关注‘’中科院 JCR 期刊分区‘’微信公众号可以免费查询中

科院 sci 期刊分区，推荐给大家。” 

轩丞：“谷歌学术搜索：翻墙不再是体力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MjM5MTI3OTAzNg==&mid=209783222&idx=1&sn=aba86e70277012c3d4804437

9da2dfd2&scene=1&srcid=1014NLZNpa2XQC4SkFPFY4J5&key=2877d24f51fa538

411dcbda5c2aa0bae086b3dbbb92d97cd438493d1d9bedd34e3aec74acead3f3d4af14b

8d604cb9e8&ascene=1&uin=MTYwOTk0NzAyNA%3D%3D&devicetype=webwx&

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oIMiOSnxcyFZjOlUmdIuqdEfZhsl%2Bgu7iuDlSD

Fs7SLMYMyQ6qX1nKB051UXdDvu。” 

小河：“桂林医学院建 20 个“鸟巢图书馆”供学生使用 http://news.xinhuane

t.com/politics/2015-10/14/c_128315417.htm。” 

图谋：“《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682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6821.html
http://l.xmulib.org/dxtsgxb
http://l.xmulib.org/dxtsgxb
http://gen.lib.rus.ec/
http://www.zisync.com/
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15/10/10/006979391.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15/10/10/006979391.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649&do=home&view=me&from=spac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649&do=home&view=me&from=spac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783222&idx=1&sn=aba86e70277012c3d48044379da2dfd2&scene=1&srcid=1014NLZNpa2XQC4SkFPFY4J5&key=2877d24f51fa538411dcbda5c2aa0bae086b3dbbb92d97cd438493d1d9bedd34e3aec74acead3f3d4af14b8d604cb9e8&ascene=1&uin=MTYwOTk0NzAyNA%3D%3D&devicetype=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oIMiOSnxcyFZjOlUmdIuqdEfZhsl%2Bgu7iuDlSDFs7SLMYMyQ6qX1nKB051UXdDvu。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783222&idx=1&sn=aba86e70277012c3d48044379da2dfd2&scene=1&srcid=1014NLZNpa2XQC4SkFPFY4J5&key=2877d24f51fa538411dcbda5c2aa0bae086b3dbbb92d97cd438493d1d9bedd34e3aec74acead3f3d4af14b8d604cb9e8&ascene=1&uin=MTYwOTk0NzAyNA%3D%3D&devicetype=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oIMiOSnxcyFZjOlUmdIuqdEfZhsl%2Bgu7iuDlSDFs7SLMYMyQ6qX1nKB051UXdDvu。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783222&idx=1&sn=aba86e70277012c3d48044379da2dfd2&scene=1&srcid=1014NLZNpa2XQC4SkFPFY4J5&key=2877d24f51fa538411dcbda5c2aa0bae086b3dbbb92d97cd438493d1d9bedd34e3aec74acead3f3d4af14b8d604cb9e8&ascene=1&uin=MTYwOTk0NzAyNA%3D%3D&devicetype=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oIMiOSnxcyFZjOlUmdIuqdEfZhsl%2Bgu7iuDlSDFs7SLMYMyQ6qX1nKB051UXdDvu。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783222&idx=1&sn=aba86e70277012c3d48044379da2dfd2&scene=1&srcid=1014NLZNpa2XQC4SkFPFY4J5&key=2877d24f51fa538411dcbda5c2aa0bae086b3dbbb92d97cd438493d1d9bedd34e3aec74acead3f3d4af14b8d604cb9e8&ascene=1&uin=MTYwOTk0NzAyNA%3D%3D&devicetype=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oIMiOSnxcyFZjOlUmdIuqdEfZhsl%2Bgu7iuDlSDFs7SLMYMyQ6qX1nKB051UXdDvu。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783222&idx=1&sn=aba86e70277012c3d48044379da2dfd2&scene=1&srcid=1014NLZNpa2XQC4SkFPFY4J5&key=2877d24f51fa538411dcbda5c2aa0bae086b3dbbb92d97cd438493d1d9bedd34e3aec74acead3f3d4af14b8d604cb9e8&ascene=1&uin=MTYwOTk0NzAyNA%3D%3D&devicetype=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oIMiOSnxcyFZjOlUmdIuqdEfZhsl%2Bgu7iuDlSDFs7SLMYMyQ6qX1nKB051UXdDvu。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783222&idx=1&sn=aba86e70277012c3d48044379da2dfd2&scene=1&srcid=1014NLZNpa2XQC4SkFPFY4J5&key=2877d24f51fa538411dcbda5c2aa0bae086b3dbbb92d97cd438493d1d9bedd34e3aec74acead3f3d4af14b8d604cb9e8&ascene=1&uin=MTYwOTk0NzAyNA%3D%3D&devicetype=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oIMiOSnxcyFZjOlUmdIuqdEfZhsl%2Bgu7iuDlSDFs7SLMYMyQ6qX1nKB051UXdDvu。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783222&idx=1&sn=aba86e70277012c3d48044379da2dfd2&scene=1&srcid=1014NLZNpa2XQC4SkFPFY4J5&key=2877d24f51fa538411dcbda5c2aa0bae086b3dbbb92d97cd438493d1d9bedd34e3aec74acead3f3d4af14b8d604cb9e8&ascene=1&uin=MTYwOTk0NzAyNA%3D%3D&devicetype=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oIMiOSnxcyFZjOlUmdIuqdEfZhsl%2Bgu7iuDlSDFs7SLMYMyQ6qX1nKB051UXdDvu。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28315417.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28315417.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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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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圕人堂周讯》2014 年全集（1-33 期）.rar(PDF 格式)http://blog.scie

ncenet.cn/home.php?mod=attachment&id=64086。” 

予曦：“上海图书馆吴建中馆长：《创新与转型：图书馆发展的下一个十年》。”

闽南师*：“福建省省图年会，在福州平潭岛。” 

图谋：“图书馆报 2015 年 10 月 16 日 http://m.xhsmb.com/20151016/edition_1.

htm。” 

广州-*：“关于会议文献的，中科院开发的重要会议开放资源采集与服务系统

http://or.clas.ac.cn/Home 上有挺多资源。有需要了解的可以看看。” 

Nalsi：“给本人的微信公众号做个广告：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

zNDA1MDkzNA==&mid=209399014&idx=1&sn=9781e4e43dab443410f58f88d12fa

849#rd 欢迎各位关注。也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Nalsi 的图情笔记’。”天外飞仙：

“已经关注过了。”诲人不倦：“已关注。”奇观：“关注了。”天外飞仙：“在微信

中看多好。”Nalsi：“在手机上能看到全部文章的。”天外飞仙：“可直接存到相关

的笔记软件中。” 

刘建*：“图书馆 ‘走进’书店的启示。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

M5MTI3OTAzNg==&mid=209813896&idx=1&sn=c65f1b2cca2f6e8cb17c37d94140f

1eb&scene=23&srcid=10168d2oTFbb2jLWwodmnBM9#rd&ADUIN=929771224&A

DSESSION=1444972107&ADTAG=CLIENT.QQ.5425_.0&ADPUBNO=26509。” 

 

（3）《山西档案》杂志介绍及投稿方式 

Jolly：“各位老师，请问谁有《山西档案》的通信地址和联系方式？”图林

晓理：“山西档案 Shanxi Archives（双月刊）主办单位：山西省档案局；山西省

档案学会 刊号：ISSN：1005-9652、CN：14-1162/G2  编委会主任：武海顺；

编委会副主任：卫建国、张有智；编辑部主任：谢耀亭；编辑部副主任：杨秋梅；

主编：张焕君；副主编：王杰瑜、候慧明。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路

线、方针、政策，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研究和探讨档案学理论，普及深化档案专

业知识，交流档案工作经验，开发信息资源，弘扬民族文化，使档案更好地为社

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解放路天平东巷 18 号邮政

编码：030002 电话：0351-4171225；E—mail：sxda163@163.com 网址：http://

www.sxda.com。”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attachment&id=6408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attachment&id=64086
http://m.xhsmb.com/20151016/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1016/edition_1.htm
http://or.clas.ac.cn/Hom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209399014&idx=1&sn=9781e4e43dab443410f58f88d12fa849#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209399014&idx=1&sn=9781e4e43dab443410f58f88d12fa849#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209399014&idx=1&sn=9781e4e43dab443410f58f88d12fa849#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813896&idx=1&sn=c65f1b2cca2f6e8cb17c37d94140f1eb&scene=23&srcid=10168d2oTFbb2jLWwodmnBM9%23rd&ADUIN=929771224&ADSESSION=1444972107&ADTAG=CLIENT.QQ.5425_.0&ADPUBNO=2650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813896&idx=1&sn=c65f1b2cca2f6e8cb17c37d94140f1eb&scene=23&srcid=10168d2oTFbb2jLWwodmnBM9%23rd&ADUIN=929771224&ADSESSION=1444972107&ADTAG=CLIENT.QQ.5425_.0&ADPUBNO=2650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813896&idx=1&sn=c65f1b2cca2f6e8cb17c37d94140f1eb&scene=23&srcid=10168d2oTFbb2jLWwodmnBM9%23rd&ADUIN=929771224&ADSESSION=1444972107&ADTAG=CLIENT.QQ.5425_.0&ADPUBNO=2650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209813896&idx=1&sn=c65f1b2cca2f6e8cb17c37d94140f1eb&scene=23&srcid=10168d2oTFbb2jLWwodmnBM9%23rd&ADUIN=929771224&ADSESSION=1444972107&ADTAG=CLIENT.QQ.5425_.0&ADPUBNO=26509
http://www.sxda.com/
http://www.sx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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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赵美娣的文章《从屠呦呦热看到了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引发的讨论 

图谋：“赵美娣.从屠呦呦热看到了图书馆存在的问题 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69474-927116.html‘本来应该由图书馆收集整理并提供利用的资料，究竟

有多少都被图书馆遗漏了？比如，大量文革时期的资料，国外和港台地区图书馆

的收藏都比国内图书馆丰富。当图书馆急于到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中去寻找

自己的一席位置的时候，是不是把自己的立足之本丢掉了许多呢？’。”嘉懿：“一

直以来感觉图书馆学是个无根的学科，随波逐流随风飘荡。找不到自己的根基，

没有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那种‘言必称希腊’的积淀。”清凉桐影：“如果考研的时

候，图书馆学或者文献检索是必考科目，大伙可以拭目以待，火爆程度绝对不亚

于政治学。”素问：“我今天偶然查《中图法》的资料，有资料说《中图法》系列

在 1985 年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粒流砂：“信息检索确实很重要。”清凉

桐影：“我一直认为，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发个图书馆资源利用讲座的通知，可

能喊破喉咙也没人搭理，发个领过节费的通知，会呈几何数量传播的。”刘建*：

“认识和满足用户的图书馆利用需求非常重要。”一粒流砂：“实际上又是很难精

确的认识。”“用户有差异化。最近深陷认知的苦恼。”刘建*：“不是高大上的设

备，不是虚幻的技术，是启示于踏实细节的服务。”麦子：“@图谋 文革资料在

美国收的极其齐全的，因为当时大家大串连都来不及，哪想到这些，当时香港有

人专门做这个，然后整理了以后，卖给个图书馆,当然还有台湾。我有个朋友后

来到各地地摊上去收小报，还被抓关了半年，最后成了高层谈判的内容，给放了

出来，他也成了名人。”清凉桐影：“记得 10 多年前广东有人做过调研，广东省

县级图书馆的图书增长量，自建国以来到调研的时候为止，还没民国的时候增长

量大。”麦子：“仔细想来，国内图书界只有善本的概念，而没有美国的特藏的概

念。” 

 

（5）编辑出版《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的意义 

图谋：“刘相金主编.山东大学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M].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7.《山东大学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主要内容包括：职责范围与岗位责任 、

业务管理与细则、读者须知与管理、人事与行政管理、领导班子建设与党群工作

等。 2015 年 7 月出版。信息来源：山东大学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

http://www.amazon.cn/gp/product/B0152WCE9U/?tag=chgdtiyu-sound-0928-23&no

de=1543890071。”“单一图书馆规章制度正式出版的比较少见，不知道是否还有

其它馆的先例？”广州书童：“这个也能出书？是不是一个有益尝试？”广东小*：

“书童你们也可以出一本类似的书，估计还要比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厚。”图谋：

“我刚才试着检索了一番，未发现有先例。2015 年 10 月 11 日，读秀‘图书’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2711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27116.html
http://www.amazon.cn/gp/product/B0152WCE9U/?tag=chgd%20-tiyu-sound-0928-23&node=1543890071
http://www.amazon.cn/gp/product/B0152WCE9U/?tag=chgd%20-tiyu-sound-0928-23&node=154389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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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书名含‘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结果 23 条（实际均为非正式出版物）。

2001-2008 年共 6 种，其余出版 （印刷）时间更早，最早为 1960 年。其它含‘图

书馆规章制度’的图书 14 种，包括《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章制度选辑》(高等教育

出版社，1957)。”图谋：“假如书童那边出版出来了，我觉得可能比山东大学那

本市场反应会更好。”广东小*：“更有示范意义。”图谋：“我认为出版社的选题

很有眼光。”“时下很需要这样的图书。”广州书童：“我们的规章制度太厚了。”

敬堂：“如果示范的话，行业领先地位的单位会不会更有规范性？”图谋：“山东

大学图书馆的我浏览了，正式出版出来的与图书馆网站上的不一样。可以说进行

了大力修订。网站上的规章制度是 2013 年 7 月制定的。”广州书童：“深圳的印

刷了两本书。我看了一下我们的，估计得三本。”图谋：“深圳图书馆的正式出版

了么？”广州书童：“没有，图书馆研究院印刷的，除了没有书号，和书没有两

样。”广东小*：“你们如果搞卓越绩效管理的话，肯定需要整理和汇编的，不如

趁机出书算了。”图谋：“我觉得很有意义。回头我看看是否能买到？”广东小*：

“非卖品。”广州书童：“小肥羊说的有道理，应该建议一下领导把规章制度印刷

出版，也算抛砖引玉。”图谋：“这类东西的可获得性太差，也正是其正式出版的

理由。”广州书童：“不会拿出来买的，很多图书馆的规章制度直接公对公拿不到

的。”图谋：“我也是希望私人关系可以获得。” 

 

（6）吴晞著《图书馆史话》的评析与分享 

图谋：“吴晞.图书馆史话[M]._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 中国文献

收藏的历史源远流长，但现代图书馆的源头却来自西方。中国现代图书馆之始，

起自 1898 年的‘戊戌维新’，完成于 20 世纪初的‘清末新政’，至今已有百年沧

桑。其间历经时代风雨，跌宕起伏，终于在 21 世纪走上了现代化图书馆之路。

《图书馆史话》讲述的就是百年中国图书馆的故事。作者吴晞力图从普通读书人

的视角，生动鲜活地展现图书馆的百年历史风貌，使广大读者了解图书馆，进而

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从中汲取无穷的知识、智慧和力量。考虑到本书的史

话性质，针对的又是非图书馆专业的读者，故阐述的重点是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年中国现代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本

书采取的方针，是以‘走向现代化’来总括其成，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当代图书馆

的总体面貌，重点阐述有关现代化图书馆的理念和价值观，最后以深圳图书馆作

为范例来加以佐证和说明。在本书中，作者吴晞力图从普通读书人的视角，追求

生动鲜活的文风，有故事，有人物，有历史风貌，尽量避免专业化的论述。读者

不妨将本书视为有关图书馆的故事集成。信息来源：http://www.amazon.cn/%E5%

9B%BE%E4%B9%A6%E9%A6%86%E5%8F%B2%E8%AF%9D-%E5%90%B4%E

http://www.amazon.cn/%E5%9B%BE%E4%B9%A6%E9%A6%86%E5%8F%B2%E8%AF%9D-%E5%90%B4%E6%99%9E/dp/B00UMVQ65K/ref=sr_1_2?s=books&ie=UTF8&qid=1444548069&sr=1-2&keywords=%E5%9B%BE%E4%B9%A6%E9%A6%86%E5%8F%B2%E8%AF%9D
http://www.amazon.cn/%E5%9B%BE%E4%B9%A6%E9%A6%86%E5%8F%B2%E8%AF%9D-%E5%90%B4%E6%99%9E/dp/B00UMVQ65K/ref=sr_1_2?s=books&ie=UTF8&qid=1444548069&sr=1-2&keywords=%E5%9B%BE%E4%B9%A6%E9%A6%86%E5%8F%B2%E8%AF%9D


圕人堂周讯（总第 75 期 201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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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6%99%9E/dp/B00UMVQ65K/ref=sr_1_2?s=books&ie=UTF8&qid=1444548069&sr

=1-2&keywords=%E5%9B%BE%E4%B9%A6%E9%A6%86%E5%8F%B2%E8%A

F%9D。”惠涓澈：“谢谢分享，群主辛苦。”图谋：“我只是顺手分享一下。希望

更多的人顺手分享。”“这样的顺手分享是利己也利人的。”“利己的体现之一是，

分享之前，自身需要相对‘深’阅读，并适当做点文字编辑工作，这会让自己多

一些收获；利人的体现可以是越分享越多。”嘉懿：“看了，就是不错，既然是史

话，肯定是以故事为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史的描述，通

过建立有限理性、制度、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意识形态等建立起一个分析框

架，然后贯穿于经济史的分析，透视经济、国家、权力、文化的演进逻辑。这样

的历史书写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简单的罗列事实。”图谋：“当前新书的产量不

小，有不少是好书，只是好些好书很难进入视野。”嘉懿：“真的希望我们图书馆

界也有这样宏大事业，通过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一以贯之地解释图书馆的历史变

迁和未来发展。”图谋：“圕人堂欢迎大家自荐或推荐图情新书，如有图情新书书

评更好。”惠涓澈：“群主执于专业的行业精神，值得推广。”嘉懿：“希望以后大

家除了学术资讯、期刊论文、工作学习心得之外，多分享一些图情的图书。”图

谋：“其实单单是圕人堂成员，每年出版的新书也有好些。欢迎这些新书作者自

荐、导读。这样的事情做起来，也是挺有意义的。”嘉懿：“关注历史研究历史，

也许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它意味着反观自身，寻找学科之根。一切历史都是

当代史，人们总是立足当下问题看待历史，图书馆人看待历史的方式隐含着解决

图书馆当下问题的价值取向，吴晞先生或许就代表着这样的一种努力。”图谋：

“作者吴晞先生的博客中，2014 年 9 月发布有《图书馆史话》一书全文。《图书

馆史话》目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cc6212e0102v1qm.html 上述信息之

前在圕人堂中分享过。今日再次分享，是在个人实际买了纸本书之后。”“另，吴

先生的博客中还分享了《斯文在兹》（吴晞著。海天出版社，2014 年）全文。”

嘉懿：“《图书馆史话》第一章：绪论——中国图书馆百年。吴晞先生这个绪论，

让我想起了政治社会学家蒂利在抗争政治中所建立的一个理论模型，政治机会结

构——蒂利说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发生与否大致取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和

闭合。我想，图书馆的发展是否如此？”“文化事业在后发社会中民族国家建设

中何时是重要的、何时被边缘化的，应该有着大致相同的逻辑。”  

 

（7）图书分类实践中有关问题的探讨 

小助理：“《古今药酒大全》、《家庭药酒》、《药酒验方选》、《中国药酒》、《药

酒验方选》，有的在 R2，有的在 R9，怎么会这样？”伊丰：“概括性的介绍，叙

述在 2，医学。具体验方在 9，药学。”图谋：“伊丰解答简洁明了。”伊丰：“做

http://www.amazon.cn/%E5%9B%BE%E4%B9%A6%E9%A6%86%E5%8F%B2%E8%AF%9D-%E5%90%B4%E6%99%9E/dp/B00UMVQ65K/ref=sr_1_2?s=books&ie=UTF8&qid=1444548069&sr=1-2&keywords=%E5%9B%BE%E4%B9%A6%E9%A6%86%E5%8F%B2%E8%AF%9D
http://www.amazon.cn/%E5%9B%BE%E4%B9%A6%E9%A6%86%E5%8F%B2%E8%AF%9D-%E5%90%B4%E6%99%9E/dp/B00UMVQ65K/ref=sr_1_2?s=books&ie=UTF8&qid=1444548069&sr=1-2&keywords=%E5%9B%BE%E4%B9%A6%E9%A6%86%E5%8F%B2%E8%AF%9D
http://www.amazon.cn/%E5%9B%BE%E4%B9%A6%E9%A6%86%E5%8F%B2%E8%AF%9D-%E5%90%B4%E6%99%9E/dp/B00UMVQ65K/ref=sr_1_2?s=books&ie=UTF8&qid=1444548069&sr=1-2&keywords=%E5%9B%BE%E4%B9%A6%E9%A6%86%E5%8F%B2%E8%AF%9D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cc6212e0102v1q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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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采编，类似的比较多，中图法里有具体的解释。”伊丰：“很多冷门的专业更不

好分，我也是皮毛。”素问：“这个 R28 和 R93 是中图法第二版和第三版不同造

成的。以前第二版的时候，中药学都放在 R93 生药学类目之下，后来第三版将

中药学全部归到新类目 R28 之下。有的图书馆全部重分一次，中药学归于 R28；

有的学校嫌麻烦或者书特多全部更改费时费力，新书就按新版中图法 R28，旧书

不改，所以才有 R28 和 R932 都是中药学图书的状况。R932.93 那本书是 1985

年的，按第二版分的类。”刘建*：“实在无法细分可以归上类。”伊丰：“是的，

刘老师一看就是专家。”图谋：“文献分类、学科分类，均不好分。很多时候，没

有标准答案。”伊丰：“所以有时要按照馆里旧例，不是很恰当也不要紧。”“适合

查找即可。”刘建*：“按照旧例是一种，在一定类别下建立适合细分规则也可以。”

伊丰：“大馆是应该的。规模小的就没必要了。”图谋：“这块的问题其实不少。

举个例子，当下很多学校，有的是不断成长，有的是并了很多学校，图书馆由‘小’

变‘大’。很多图书馆，假如按文献分类号（索书号）来进行检索，检索结果令

人抓狂。”伊丰：“并校的麻烦，尤其并了中专成人的。”图谋：“分类号分过之后，

很少有重新编的，一般是技术处理一下记录号字段，不动分类号。”“很多馆不同

程度存在分类号不好使的问题。”“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中的分类号，有时

分的很糟糕。”伊丰：“那个编目时基本是不能用的。”图谋：“当前的编目外包，

有的馆质量控制工作做得认真，有的做得马虎，后遗症不少。”伊丰：“馆里负责

最后一步审校就好。不过中小馆缺人。”小助理：“现在都是套录吧？”伊丰：“不

都是。”图谋：“现在‘缺人’问题是个大问题，尤其缺乏的是懂点专业知识的人。”

伊丰：“套录也需要控制审校。”“专业知识+实践经验。”“不好办，培养差不多就

换岗了。”图谋：“时下求速成。”小助理：“现在高校图书馆专业对编目这块只是

浅浅而谈，出来的学生根本不能胜任编目岗位。” 

 

（8）令人羡慕的职业发展经费 

麦子：“今天上午开始的一个研修班，贴一些照片。”“2015 年海外韩国学馆

员进修班。”图谋：“谢谢分享！”敬堂：“@麦子 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分享。”麦

子：“最近外面跑的比较多。”敬堂：“很羡慕你啊，真的。”麦子：“和国内不同

的是，这类东西不需特别的申请，职业发展经费如何用是我自己的事，只要和图

书馆有关就可以。”敬堂：“不同的体制下的不同，注重学术自由，只要你用在自

己专注的行业就行，羡慕，我们这边，连自己去参加短期的学习，进修，都得请

假。”麦子：“这次图书馆给了我 12 天假到中国和韩国交流，余下时间我就自己

休假了，加上周末和用自己的休假，前后 2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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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图片由麦子提供） 

 

（9）图书馆员职业发展问题探讨 

伊丰：“我们这几年进了 2 个博士 4 个硕士，目前还剩 1.5 个。”小助理：“都

去哪了呢？”伊丰：“行政职能部门居多。”小助理：“学图书的去做了行政？”

伊丰：“图情的本身综合素质还是蛮高的，如果文笔再好一点。”图谋：“近些年，

高校行政岗位到图书馆挖人的不少。”“比如校长办公室、科研处、信息中心等部

门。”广东小*：“有很多跟学校的人事制度有关，我知道有个学校，新近的人很

多都没有编制，到了图书馆之后一般 2-3 年就可以拿到编制，这时候行政的就过

来挖人了。”图谋：“与当前的‘制度’相关。图书馆在职称、职务方面的空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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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逼仄。”广东小*：“在学校机关也比在图书馆有地位，所以也愿意去。”许继*：

“行政二级科员岗轻松超图书馆副高。”图谋：“高校图书馆职称难上，职务也难。

图书馆处级岗位很少是图书馆内部晋升的，科级岗位没有。按照当前的态势，没

有科级任职资历是不可能晋升处级岗位的。”图谋：“有些馆是忙的不可开交。我

知道一个馆，只有 5 名馆员（包括馆长），把一个 2 万平米的新馆转起来，似乎

还转得挺好。”印度阿三：“应该有很多临时的吧。”图谋：“5 名馆员的那个馆，

据说没有临时的，倒是有用学生帮忙。”天行健：“确实厉害。” 

小助理：“现如今图书馆专业本科毕业不好进图书馆啊。”伊丰：“啥专业本

科毕业也不好办。”安哥拉兔：“我们基本就是要硕士。”图谋：“有一个‘现象’

是越是普通高校进人的门槛反而高，要求进博士。”寿曼*：“其实工作内容差不

多，完全没必要。”图谋：“博士即便进来了，不过多久，人家就换位置了。”图

谋：“从学校层面，用意之一是因为降低门槛之后，想进来的人太多了，不好应

对。”“所在馆未来五年内有 25%在编职工要退休，当前最年轻的是 34 岁。”“另

一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相当的馆，告知 50 岁以上职工占 50%。”几木成图：“这

个还是要慢慢重视起来，不然图书馆就是自己把自己专业往绝路上逼了，培养的

学生不要，当然也有很多转行干其他的，以后专业的报考积极性就会变差了。”

伊丰：“我们基本一年一个，梯队还好。”几木成图：“感觉公共馆本科进去还是

希望蛮大的。”伊丰：“事业单位，也难。”几木成图：“现在确实是普通的高校要

求都是博士 。”“有个好办法 就是你先看那个公共馆要盖新馆，或者扩大规模，

进的话希望比较大。”伊丰：“能去先实习的话可以找机会。”寿曼丽：“下次我也

关注你们学校网站，招人，群里也发个通知呗。”伊丰：“16 年我们研究后放弃

了。”“因为历史原因有一些人事代理身份的老师，我们想帮他们解决编制。”寿

曼丽：“那就是再招人也是内部消化了。”伊丰：“十年前本科毕业到高校工作的

有一些人待遇是一样的，但没有编制，很多高校都有这种情况。”寿曼丽：“这个

倒是。”伊丰：“也不是，看具体情况，这批数量不多了。”“我们近年进的人以南

大武大为主，整体素质确实还是比较高的。”/yy 呆保：“我们今年进了一个博士，

不知道怎么安排工作，先去守电子阅览室，然后去了流通，现在去学编目了。”

伊丰：“那是浪费。”/yy 呆保：“学文献学的。”“本来安排在古籍室是最好的，

但是古籍室已经有一个博士了，研究做的很好，国社科都三个了，所以新来的没

有地方安排了。”伊丰：“编目有点浪费了。”小河：“现在博士都没人读了的，大

多是混文凭的。”ｃｓｌ：“@图谋 未来五年内有 25%在编职工要退休，是按 55

/60 岁退休计算的？”图谋：“如果是工勤，女性 50。总之是按当前人事政策统

计。”ｃｓｌ：“35 岁以下的年青人比较少。”图谋：“我们最小的是 1981 年出生。”

春丽：“图书馆文化是图书馆员精神面貌的源泉。我记得以前有研究图书馆员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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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的文章，我也写过图书馆员沉默的，现在，我看有必要写一篇图书馆员伤心的

了。”诲人不倦：“我们馆 60 人，最小也是 81 年。”ｃｓｌ：“我们最小的 87 年。”

海边：“图书馆不进新人的话，就是老人国了。以后退休一个少一个时，只靠接

收其它部门淘汰下来的老人补充，而无视所进人的专业性。这样的图书馆在单位

里的地位可想而知。”清凉桐影：“真正实现智能化和傻瓜检索之后，图书馆员这

个行业就可以消失了，或者说现在图书馆所承担的某些功能，将不再需要。”伊

丰：“不会。一样会适应新的规则。”几木成图：“确实，有些功能智能化了并不

一定就会节省人力物力等，当然，也更愿意相信图书馆界将在夹缝里开辟出一篇

新天地。” 

 

（10）“你选书，我买单”以读者需求为主导，创新图书采购模式的探讨 

乖不：“咨询各位一下，我们学校是医学、护理为主的专科学校，领导要求

采编部工作有点创新，图书馆采编部工作有什么创新的，大家给点意见和建议吧。

谢谢了。”海边：“让老师自己选书，或者他们自己已经买的书可由图书馆报销，

算馆藏。”天外飞仙：“学生购书，图书馆出钱，好像有馆这样做。”鱼雷：“如果

你们钱多的话，老师去书店借书，你们去买单。” 海边：“建立本校员工著作特

藏库。”鱼雷：“内蒙古图书馆现在有一个叫彩云服务。”“读者在馆藏目录中未找

到的书，如果在指定书店有，读者可以凭借书证将书直接从书店借走，用完后只

需还回图书馆即可。这本书则由图书馆买单，入馆藏。”粉晶草莓：“看看《图书

馆报》上的馆界动态，那都是大家在做的事，很不错。http://m.xhsmb.com/20150

925/edition_11.htm。”宁波教*：“我们单位是师生根据买书发票报销的。想看什

么书，一定金额内可以报销，加工后就可以借走。老师随便什么书都可以买，学

生必须和自己专业或考级有关的。报销金额算入年度购书经费之内。”水蓝雨：

“这样会不会造成复本过多呢。”宁波教*：“目前没发现复本过多的情况。一般

都是先流通地方查重过，师生们再去买的。”“我们学生考级的书，大量需要的，

有时候一种采购 10 本的。学生允许涂写，作为易耗品剔除了。考试类用书，是

利用率为主，不是馆藏为目的的。除此之外，我们还组织专业老师去浙江书城去

集中购书。”安哥拉兔：“找书商来开个书展也不错。” 

 

（11）屠呦呦和黄晓明不同关注度引发的讨论 

烟大圕张：“近期媒体关注有两大人物：屠呦呦，黄晓明。屠呦呦，第一位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

科学家。其研究成果拯救了、拯救着、还会拯救无数人的生命！黄晓明，结婚。

但两人的差别让我感慨良多！当电视、广播、app 新闻等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黄的

http://m.xhsmb.com/20150925/edition_11.htm
http://m.xhsmb.com/20150925/edition_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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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铺天盖地全是后者消息的时候，屠呦呦的报道却明显冷清很多，甚至很多

人不知道屠呦呦是谁。让我不禁以为难道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不是屠，而是黄吗？

当黄晓明婚礼因参加的大牌太多，导致浦东和虹桥两机场几近瘫痪，婚礼现场比

诺贝尔颁奖典礼都要隆重的时候。让我不禁以为难道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靠演

艺圈推动的吗？当黄晓明挥金如土，婚礼奢华，费用达两亿的时候，而诺奖得主

屠呦呦呕心沥血，一生奉献，奖金却只能在北京买半个客厅，所获报酬远比不得

baby 一季跑男的收入。这真的不会让年轻人以为读书并没有什么用吗？当屠呦

呦以身试药，历尽坎坷，若未获诺奖，必终身默默无闻；即使得奖，带来的是争

论，更被某些人吐槽的时候，黄晓明的婚礼带来的却是全国围观，全民羡慕，更

被尊为典范。我不敢想象，多少勤恳努力的人会受到多大的价值观上的伤害。原

来有句话叫：搞导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而现在：做科研不如演戏的；卖技的不

如卖艺的；搞实的不如作秀的；救命的不如搞笑的！当开创中国自然科学先河，

意义不亚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事件却比不上两个艺人的一场婚礼的时候。让我

不禁以为难道中国梦要落到‘戏子’身上吗？当这社会虚荣成为风尚，看脸成为

审美，娱乐成为主流，浮华成为氛围的时候，下一个诺贝尔奖，真的会从中产生

吗？我们的民族真的能保持竞争力吗？我们的下一代真的能够肩负起强大自己、

强大祖国的重任么？这种情形如若加剧，谁敢保证这一个诺奖‘空前’但不‘绝

后’呢？我们的文化喜欢务虚不务实，大众都喜欢树上的果实，不喜欢埋在树下

的树根。但是没有树根怎么有果实，没有实力如何娱乐！当欧美的孩子，在假期

去博物馆、去参加科普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却在看《中国好声音》，去听

各种演唱会，去机场追星！这样的价值观怎么能有竞争力？！记得小时候老师问

我们，长大后理想是什么？十个同学有九个骄傲的回答：‘科学家！’希望不要有

一天，十个小学生有九个骄傲的回答：‘大明星！’。”海边：“价值取向，需要国

家强制引导。”牛牛：“我觉得还好 价值多元化吧。”平平：“现在孩子挺有主见

的，不见得你报道什么他就信什么。”转身遇见：“我觉得写那篇文章的人是觉得

科学家应该有明星那样的人群关注效应。”宁波教富：“科学家不寂寞就没有科学

成果，明星没有关注度就无法成为明星。写这篇文章的人，不知道职业的差别性

要求。”向日葵：“我觉得写这文章的作者想说的是科学家为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可是获得社会的回报和关注太少，相比较那些所谓的明星，形成了巨大

的反差，不免让人感叹!” 

 

（12）高校图书馆座位管理系统的应用及成效 

霄飓：“哪个馆目前有座位预定系统？”老余：“郑州大学图书馆有一部分座

位可以预定。”福蛙：“有哪位老师所在馆弄过作为管理系统吗？”安哥拉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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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福蛙：“我们也准备试用下，是要和一卡通中心对接数据吗？不知道用的效

果如何？”安哥拉兔：“这个价格就不清楚了，我们这边当时启用的时候，没多

少院校使用，基本就是免费给我们用了。对于学生的管理还是有效的。”“一卡通

对接这些都不算难题。顶多有的一卡通公司会要求接口费。”福蛙：“难题在哪里

啊？”安哥拉兔：“难题是制度的制定和维护。”星辰：“这个系统可以避免学生

占座吗？”安哥拉兔：“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吧，至少流通的老师还是欢迎的。

有的学生不遵守座位管理系统制定的规矩，那就是执行的问题了。不用这个系统，

就怕学生去吵吵。”海边：“http://www.juneberry.cn/。江苏出的，用的馆比较多。”

星辰：“学生离开 20 分钟就应该把所占的座让出来。”图米：“占位是一种恶习。

最好交给学生管学生。”学生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目前有座位预定系统。” 

 

（13）跟随麦子参观首尔市立图书馆 

 

 

 

http://www.juneberr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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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里面更像一个博物馆，中国国图送的那些书实在很有意思，我实在

不知道送一本中文的如何喂奶的书有什么意义。”“另外里面有一个纪念去年岁月

号沉船的事故的纪念堂。”“那些给孩子用的借书机也蛮好玩的，另外有一个给轮

椅充电的装置。”“另外的，自助口述历史纪录设备也好。”“最后，他们把很多时

间讲解当年日治建筑的特点，以及他们如何花大功夫按原样修缮这个建筑的，其

余的，留给大家思索了。”“他们只有 24 万本书。”素问：“他们工作语言是英语

么？”许继*：“口述史好的。”麦子：“@素问 不是，英文不太好用。”素问：“他

们配英语翻译？”麦子：“翻译是外面请的，我们大概一直有 5、6 个人随时陪着，

他们大多是外面请的，都会英文。会议参加者大多是韩裔。”XH：“对自助口述

历史很感兴趣，有具体介绍吗。”麦子：“@XH 他们有几处专用的录音亭，个人

输入基本信息，拍照，然后录音。我问，平均每周两人会留下录音，目前收了 1

000 人，这是光关于首尔的。”XH：“主要针对孩子。这种方式有意思。”善若水：

“你清楚他们的运作流程吗。”XH：“何时图书馆能整理使用呢？”麦子：“@X

H 这我没有问，我们去了 1 个多小时，走马看花而已。但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可能还是主动走访，录音，因为要保留的很多人年纪很大，他们不可能来图书馆。”

XH：“是啊，对这方面很有兴趣，想象中应该比较好玩且有点意思。”逗逗：“@

麦子 那是不是韩国图书馆方面没有甄别这些中文图书啊？喂奶的书。”麦子：“他

们是把书按送的国家的国名排列，估计不甄别。自己买的书另外放，所以各国的

书的是如何选的，等于是放在一起比较的。国内送书的选择真是一直有问题，现

在好一些，以前我甚至有把不少书直接扔掉的经验，比如如何修无线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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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跟随麦子参观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暨藏书阁 

 

 
 

 
 

麦子：“他们还修缮韩国国王的御真/画像，正在修的一幅要花一年时间。”“韩

国的书的质量是中日韩三国中最好的，而且尺寸大，边上的空白宽，当时，纸是

他们重要的出口产品，我上次来韩国时还上过一门造纸和印刷的课，所以有点了

解。”不大帅：“韩国的书价高吧？”麦子：“一般的书不便宜。”“@不大帅 我差

不多有 20 多年一直是从韩国基金会免费拿书的，其中有不少大本的书，感觉平

均要 50-70 美元。”不大帅：“那看来书价和日本接近了。”安哥拉兔：“韩国的桑

皮纸历史上就很出名，叫高丽纸，明代作为贡品送到故宫的。”凤舞九天：“@麦

子 怎么个拿法？”麦子：“@凤舞九天 我加入了他们的图书交流项目，他们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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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让我选一次，大约 100-150 万的限额。”凤舞九天：“是以图书馆身份还是个人

身份呢？”麦子：“是图书馆，而且你是需要有韩国学有关。”图谋：“感谢麦子

老师的分享，刚才带小孩在外边玩，浏览了分享的内容。感觉挺开眼的。”麦子：

“@图谋 都是手机拍的，我每天大约拍 300-400，需要尽快把它们传到我的两个

云端账户做备份，然后洗掉，但一洗掉，传到这里就比较麻烦，所以只能立刻做，

不过。就几分钟时间。”“这次看到比较新鲜的东西是 3d 摄影，但价格昂贵，6，

7 厘米高大约 150 美元。” “文物文献的存留从总体看是一个涉及很多方面的问

题，如果从民族自尊看，留在原地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选择，但从世界各文化

的保存，实在不是个好的选择，撒得越开越好。我有个年轻的朋友说过：这些文

物，我就是砸了，也比存在你这里好。这是很狭隘的看法，而且往往到时候，你

再努力，你手里的东西还是存不住。今天有塔利班，伊斯兰国，过去有红卫兵，

其他不说，烧四旧时，家谱族谱烧了多少，以致于现在一些家族要重修时，还要

跑到美国去找自己的家谱。有时是越想存越存不住，尽管你有动机。但很多因素

你还是考虑不到。韩战时，韩国家图书馆把馆藏护送到釜山一座山上保存，建立

十几座房子安放，结果大火，损失严重，12 个韩王的像烧去了 7 成，连最敬爱

的世宗像（10000 元上的）也是凭叙述画的。另外，他们花了大量的人人力物力

按原来的古法修复，重新制作幸存的御真。另外，现在为了把收藏置于北方炮火

的射程外，前几年在更南的世宗市建了一个很漂亮的新馆，我希望他们这次运气

好一点。”图志粒：“唉，防火意识很重要。。保护馆藏意识很重要。” 

 

（15）图书馆评估方案中“馆舍生均使用面积”的要求 

图谋：“对生均馆舍面积有要求的是哪个文件？有了解的请告知，谢谢！”h

h：“学校评估对生均馆舍面积有要求吗？”图谋：“教育部的没有。”海边：“20

02 年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本)》。”图谋：“有可能是 1996 年有

要求。”图谋：“规程中没有找到具体的要求。”海边：“评估指标有。”图谋：“是

指《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征求意见稿）》？谢谢海边老师，普通高等

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找到了这个：‘有独立馆舍（40 分），生均建筑面积（2 平方

米 60 分）’。” 图谋：“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修改稿)http://zuits.zju.edu.

cn/commlib/redir.php? catalog_id=121854&object_id=124022A41 独立馆舍 有无

独立馆舍，生均建筑面积（2.0 平方米/生）A42 阅览座位  阅览座位与学生数之

比（1: 4）。” 

 

（16）民科类图书处理问题的探讨 

ligl：“问下大家：对于民科的图书，各馆是怎么处理的？保留对外借阅还是

下架呢？”阿喵：“民科?”ligl：“民科（全称民间科学爱好者）指民间科学家，

http://zuits.zju.edu.cn/commlib/redir.php?%20catalog_id=121854&object_id=124022A41
http://zuits.zju.edu.cn/commlib/redir.php?%20catalog_id=121854&object_id=124022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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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区别于广义上的科学爱好者和非官方科学家。他们身上具备的一般特征有：

没有受过科学训练，也无意接受科学训练；不懂科学理论，但对科学研究感兴趣，

并致力于研究科学。民科们往往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试图推翻某

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却不接受也不了解

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因此不能与其进行基本的学术交流。专业的科学工作者

多对民科持否定态度，而部分人文学者抱有浪漫的想法，认为应当鼓励民间科学

研究。”“尤其是数学物理方面的民科图书。”图志粒：“我们馆好像目前还没有碰

到需要处理民科相关事物的。不过个人感觉，相比之下，特别理工科来讲，还是

需要接受一定的科学训练和科学理论，也许在民科眼里，那可能会使自己的思维

定势化。”zzz：“民科类图书基本都是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或者自科类图书，

这些图书带有夸张，过于注重一家之言，而且往往都是对经典理论学说的‘推翻’，

对于图书馆要做到谨慎甄别采购，原则上不予采购，如偶尔发现图书馆有之，可

下架处理。这样的图书一般在大的出版社不会出版发行，出版市场中出版数量有

限，图书采购做到谨慎就到防止的。”阿喵：“我们单位应该有的，基本上来源是

赠书。照样上架。大学生自己有判断力，这些书的量也非常少。但是考虑到书的

来源，比方说是地方作者，有可能放在特藏库，有多的才会放在总库。大学就是

应该兼容并蓄吧。” 

 

（17）工科院校图书馆社科和科技类图书采购比例问题的探讨 

节能：“群里有工科为主的综合性高校馆的老师吗？请教一个问题：目前贵

馆社科和科技类图书比例如何 ？在经费较过去大增的情形 下，是否出现了社科

类图书种册数 高于科技类图书，而经费二者相反的情况？”zzz：“同问：工科

为主的院校，社科与科技类图书的采购比例如何？”平平：“我们学校做法是：

努力将出版的工科类书籍采购回来，但是每年出版的工科类书很少。有时为了完

成采购任务，就买很多计算机类的。”“如果从理论上定一个采购比例，估计很难

实现。”zzz：“工科出版数量有限是一个方面，各自学校专业设置也有限。”节能：

“那在工科院校中就差不多一定会出现社科比例高于科技比例的情况 ，那怎么

说呢？尤其钱多的学校。”zzz：“采访原则比例设定后，采购任务就是较难完成，

然而采访原则必须制定。俺们学校为保障专业文献建设需要，科技类图书采购比

例偏高，占比例为 70%，复本原为 4 本，由于高职高专等教材类图书不要，每年

觉得采购任务较难完成，增加复本为 6 本，现在又觉得 6 本的复本量在目前环境

下不太合适，所以想调整社科和科技的比例，对于工科院校 4:6 还是 5:5 合适？

抑或其他？”“工科院校图书社科比例高于科技类的话，感觉不太合适。”节能：

“我是觉得社科高于科技也没错，因为工科为主的院校社科专业不多，所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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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有不少部分是针对全体学生的 B，G,和 I 甚至 K 类。我们的大学人文素质教

育功能 还是比较重要的吧。包括帮助学生学习英语的功能。”平平：“我也觉得

社科高于理科没问题，毕竟学生在学校不止是学习专业知识，还要成人。”节能：

“我比较小心地注意这个比例。今天被一个敬业的流通老师向我提出来，他认为

比例出现了问题，让我注意。” 

 

（18）图书著录中是应当著录实洋还是著录码洋？ 

Grace：“请教一下，有没有馆在做图书编目时，著录价格时会著录实洋价格

的？”印度阿三：“啊，这个没法做吧。我们曾经想做，但是发现做不了。”Gra

ce：“目前，在我馆审计过程中，财务部门要求体现实洋价格，很困惑。”印度阿

三：“实洋你只是能用码洋来算你的折扣啊，你在系统里是做不了的。分到某一

具体的一本书上是做不了的，因为书的价格有零的，这样一算的话有四舍五入，

到最后你的码洋和实洋是对不起来的。”节能：“GRACE，你们财务审计你馆？

为什么要用实洋？业务系统与结算系统不一样啊。给他报帐时有合同等与实洋发

票就行了嘛，真是的。而且他这个要求的无理性你一个问题就能问住他：学生赔

书按什么价格？现在按实洋在系统里做了价格，学生赔书也按折扣价吗？而且还

有一个数据共享的问题，这些他们不太清楚的，可以讲给他们听。”“好嘛，定价

10 元的书，你 7 元，我 8 元，过两年还有 3 元特价买到的。”lucky：“我们每次

也是如此解释给财务的。”节能：“写个书面东西给了他，一劳久逸。”守望书林：

“著录实价可在 300 辅助字段说明。”节能：“现在的问题他好像要求不是这样说

明一下就行吧？好像每个地方的采购折扣不一样的，怎么算？”守望书林：“M

ARC 字段，300 字段逐个著录。”节能：“而且这个你得一种一种算，不太合适吧？”

守望书林：“著录时候说这批书是几折不用一本本算的。”节能：“他让体现实洋

价格出来，不是折扣是多少。”安静：“著录还著录几折买到的啊？”守望书林：

“期待更完美办法！”印度阿三：“没办法算的，只有在财务结账的时候知道，这

一批总共码洋是多，实洋是多少，然后才可以知道每本书的实洋。”“如果这样做

的话，编目的人员会累死。”平平：“是的，这个没法算的。”印度阿三：“还有小

数点，四舍五入之类的。我们在审计的时候也遇过这个问题。”Grace：“另外，

编目规范里面有没有对价格著录的一个著录依据说明了，翻查了《文献著录总则》

（GB3792.1）和《普通图书著录规则》（GB3792.2）没发现对价格的的具体说明。” 

Grace：“如果，能找到权威的标准向财务说明，可能更具信服性。”印度阿三：

“其实按理讲应该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业务系统，中间的价格是按码洋的，一个

是财务系统，是按实洋的，但是因为这两个东西实在是分不开，所以混在一起了，

我们曾经想过把这两块分开，结果分不了。”图米：“实际采购价格不属于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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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范围。理论上应该属于图书管理系统的功能。”萍聚：“实际采购价格应该在采

购系统里可以反映的吧。采购系统里有发票号，应能对应了。”图米：“可以考虑

在 905 字段里加个子字段或者加个 906 什么的。”广东小*：“实洋和码洋也是我

们头疼的问题，去年省财政厅和审计厅来对我们学校进行资产审计，就说我们图

书馆的账目对不上。”印度阿三：“都有这个问题。到后面的资产注销也是个麻烦。”

广东小*：“我们系统里面有些是实洋，有些是码洋。还有期刊装订之后的价格怎

么算也是一个问题。还有那些赠书怎么样算。”图米：“前些年一直注重的图书本

身的管理，其实财务资产的管理是应该要的。”印度阿三：“，我们好像也是，中

文书是码洋，外文的港台是实洋。”广东小*：“我们现在统一了，中文因为没有

办法输入实洋，所以还是码洋。”“外文港台因为都是一本本验收录入价格的，就

用实洋。”印度阿三：“那我们也是一样其实复杂的期刊合订本，后来我们就统一

以码洋来做了。”广东小*：“外文期刊我们只有实洋价格呀，没有码洋价。”图米：

“外文书价格就是不定的，书上不印。那也只能有实洋。”广东小*：“反正审计

的时候就是发现图书馆问题一大堆。理论上讲，我们图书馆资产加起来的钱应该

要比我们在财务处报账的那些钱多。但是从我们的系统里面算出来的钱居然要比

那个少，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从 1999 年开始使用的这个系统。”印度

阿三：“应该是业务系统的钱比财务系统的要多吧。”广东小*：“是的，我们就是

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印度阿三：“你说的这个我们都没有实际统计过。” 

 

（19）《图书情报工作》近期录用论文题目及审稿流程 

图情工*：“图书情报工作 近期录用论文，欢迎关注：http://mp.weixin.qq.co

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13740534&idx=1&sn=73e9172678717f

0d2af4d4033ce009ca&scene=1&srcid=1014yBQ0ZVGavbNe1tdrj8G8&key=2877d2

4f51fa5384126373f7b6db0c2e547ac3676a7a2c0b58a355a11f751d0b67b922e6957ae1

b6b6ccfce0cedc368e&ascene=1&uin=MTk3NzE5NTgwMA%3D%3D&devicetype=

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EK0Dvtvwh7kQYYeDfzeCKPULiz2J4k7

MhqHW8XngI9hsrV%2FPz3YfOxfNKRCwDZa7。”诲人不倦：“这些论文排到年

底能发表吗。”图情工*：“我们现在发文周期很短，录用后很快就能发表。”诲人

不倦：“这些近期录用的，大约什么时间发表？”图情工*：“一般录用后 1 个月

内就可发表。”Follaw：“现在图书情报工作发表速度这么快了。”洞庭水手：“以

后我就专门选择你们啦。”xiaowei：“图书情报工作杂志我比较喜欢，在上面发

了 4-5 篇了。” 

 

（20）可视化工具推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13740534&idx=1&sn=73e9172678717f0d2af4d4033ce009ca&scene=1&srcid=1014yBQ0ZVGavbNe1tdrj8G8&key=2877d24f51fa5384126373f7b6db0c2e547ac3676a7a2c0b58a355a11f751d0b67b922e6957ae1b6b6ccfce0cedc368e&ascene=1&u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13740534&idx=1&sn=73e9172678717f0d2af4d4033ce009ca&scene=1&srcid=1014yBQ0ZVGavbNe1tdrj8G8&key=2877d24f51fa5384126373f7b6db0c2e547ac3676a7a2c0b58a355a11f751d0b67b922e6957ae1b6b6ccfce0cedc368e&ascene=1&u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13740534&idx=1&sn=73e9172678717f0d2af4d4033ce009ca&scene=1&srcid=1014yBQ0ZVGavbNe1tdrj8G8&key=2877d24f51fa5384126373f7b6db0c2e547ac3676a7a2c0b58a355a11f751d0b67b922e6957ae1b6b6ccfce0cedc368e&ascene=1&u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13740534&idx=1&sn=73e9172678717f0d2af4d4033ce009ca&scene=1&srcid=1014yBQ0ZVGavbNe1tdrj8G8&key=2877d24f51fa5384126373f7b6db0c2e547ac3676a7a2c0b58a355a11f751d0b67b922e6957ae1b6b6ccfce0cedc368e&ascene=1&u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13740534&idx=1&sn=73e9172678717f0d2af4d4033ce009ca&scene=1&srcid=1014yBQ0ZVGavbNe1tdrj8G8&key=2877d24f51fa5384126373f7b6db0c2e547ac3676a7a2c0b58a355a11f751d0b67b922e6957ae1b6b6ccfce0cedc368e&ascene=1&u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13740534&idx=1&sn=73e9172678717f0d2af4d4033ce009ca&scene=1&srcid=1014yBQ0ZVGavbNe1tdrj8G8&key=2877d24f51fa5384126373f7b6db0c2e547ac3676a7a2c0b58a355a11f751d0b67b922e6957ae1b6b6ccfce0cedc368e&ascene=1&u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13740534&idx=1&sn=73e9172678717f0d2af4d4033ce009ca&scene=1&srcid=1014yBQ0ZVGavbNe1tdrj8G8&key=2877d24f51fa5384126373f7b6db0c2e547ac3676a7a2c0b58a355a11f751d0b67b922e6957ae1b6b6ccfce0cedc368e&ascene=1&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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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气娃娃：“群里有对可视化工具了解的么？帮忙介绍介绍。”朗月孤舟：“ 

CITESPACE。”Nalsi：“看你要干嘛？”闽南师陈：“看研究目的和数据选择。”

淘气娃娃：“对水产养殖学科发文情况统计、分析，数据库用 CNKI。”Nalsi：“最

近在上超美老师的课，他听到有人推荐 Citespace 肯定会高兴的。但是从我个人

的角度来讲，Citespace 好难用。”朗月孤舟：“建议使用 BICOMB。再用 UCINE

T6 可视。”淘气娃娃：“我先对可视化软件了解了解，每一个都看看，学习学习。”

  

 

（21）关注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总决赛 

 

                       图片由转身遇见提供 

转身遇见：“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总决赛”敬堂：“@转身

遇见有 ppt 版吗？”转身遇见：“明天开始。”Edwina：“非常期待！”转身遇见：

“决赛九大评委：李玉海、宋姬芳、柯平、司莉、崔波、顾萍、初景利、陈能、

杨柳。”“决赛一共 38 个案例，华中 6，华北 7，华东 6，华南 6，西南 5，东北 5，

港澳 3。”文心雕龙：“@转身遇见 这种大赛很有意义，也很有借鉴价值，不知道

有没有大赛的资料可以共享一下？。”转身遇见：“可以去搜一下网站。资料还没

出来吧。”-40425*：“这种大赛会议比较有意思。大赛的资料到时官网应有挂吧。”

转身遇见：“100 多个大众评审。”-40425*：“我馆去了两人，早知这么精彩应争

取去现场了。”米粒 MM：“@转身遇见 谢谢分享。”转身遇见：“现场网络拥堵。

打分软件报错。”海边：“真不容易。”米粒 MM：“比赛要忙上一整天跟马拉松一

样，评委累，参赛选手累，观众也累，都挺不容易的。”转身遇见：“图书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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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议总是很紧凑。” 

  

（22）香港大学的学习共享空间 

 

 
 

 

董珍*：“香港大学的学习共享空间。”几木成图：“第一张最明显的是连拖鞋

都没脱了。”“好舒服的样子~”董珍*：“香港大学学生素质挺高的，静区超静，

动区声音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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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论文奇遇记 

热度 1 2015-10-14 00:0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79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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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发现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精装）《高校

数字图书馆建设评估研究》一书，那本书是以我的硕士论文（2008 年 6

月）为原型的。令我惊诧不已！一是因为出版社重印时并没有通知我，二

是因为我没想到会第 2 次印刷，三是因为还是精装。多家网上书店已在销

售（包括当当网、亚马逊等），我当即买了 ... 

个人分类: 圕人堂|523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图书馆应切实加强规章制度建设 

2015-10-12 10:35 

网上书店发现《山东大学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刘相金主编.山东大学图

书馆规章制度汇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7.），笔者认为是一个很棒的

图书选题，立即购买了一本。收到书之后，浏览了一番。 《山东大学图

书馆规章制度汇编》包括职责范围与岗位责任、业务管理与细则、读者须

知与管理、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46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意外 

2015-10-9 23:06 

下午临下班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是个大四女生打来的，咨询中国知网下

载问题。 很少接到学生用手机打来的咨询电话，女生有几分拘谨，同时

感受到需求比较迫切。说是要做毕业论文，到中国知网找论文需要账号，

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 我告知中国知网在校园网 IP 范围内使用

不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28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2个文件。 

 

3.大事记 

(1) 2015 年 10 月 15 日发放 《圕人堂周讯》63-75 期编辑补助共计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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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95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27951#commen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927532&handlekey=lsbloghk_92753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927532&handlekey=lsbloghk_92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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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53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926932&handlekey=lsbloghk_92693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926932&handlekey=lsbloghk_92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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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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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海边捐赠 800 元。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6391.59 元。 

(2) 2015年 10月 16日 14:00，群成员达 1276人（活跃成员 359人，占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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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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