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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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2015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将在广州市举办 http://www.sal.edu.cn/N

otice-Info.asp?id=7215 由文化部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等相关单位共同承办

的‘2015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图书馆展览会’将

于 12月 16日至 17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年会主题是‘图书馆：

社会进步的力量’，分为工作会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图书馆展览会三

大板块，是全国图书馆界的年度盛会，也是图书馆事业和相关产业交流合作的平

台。学术会议将围绕年会主题，充分阐述图书馆作为推动社会进步重要力量的价

值所在，展示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形成的具

有世界特征、中国特色、行业特点的发展道路。会议由 4 场主题论坛、20 余个

分会场、3场卫星会及其他非正式会议等不同形式、规模的活动组成。  目前，

年会参会报名工作已经启动，请各位代表登录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http://www.

lsc.org.cn/cn/index.html)注册报名参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2015 中国

图书馆学会年会学术活动一览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09/17

/news_8361.html。” 

 

（2）链接资源分享 

图谋：“昨天朱强馆长的报告开场提及的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文字为： 高校图

书馆规划要三严三实.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1604.html。朱馆长这

个报告在10月 29日浙江工业大学高校十三五规划研修班的专题报告中先讲了一

次。会中提及研修班 PPT将于浙江高校图工委网站提供瞎子啊，目前还未发现，

感兴趣的成员可以先睹为快。关于图书馆十三五规划，期待更多成员各抒己见。

研修班上听到的主要是馆领导的声音，圕人堂这样的空间，期待能听到更多声

音。”  

图书采选：“杭州十三五规划研讨班资料可以下载了。资料下载 -- 浙江省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http://gxtgw.zju.edu.cn/commlib/redir.php?

catalog_id=121856。” 图谋：“为了便于群成员更好的分享高校图书馆‘十三五’

发展规划高级研修班报告，特此将其上传至群文件。” 

麦 子 ：“ 国 外 古 籍 修 复 工 具 设 备 介 绍 — — 紙 齋 古 籍 書 畫 修 復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6543141a0102dsc1.html。”时间太*：

“谢谢麦子老师！”麦子：“是生活篇的贫尼转的，相当不错。”时间太*：“好感

http://www.sal.edu.cn/Notice-Info.asp?id=7215
http://www.sal.edu.cn/Notice-Info.asp?id=7215
http://www.lsc.org.cn/cn/index.html
http://www.lsc.org.cn/cn/index.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09/17/news_8361.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09/17/news_836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21604.html
http://gxtgw.zju.edu.cn/commlib/redir.php?catalog_id=121856
http://gxtgw.zju.edu.cn/commlib/redir.php?catalog_id=121856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6543141a0102dsc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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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各位老师的分享！每天都有好多好东西！默默关注。” 

麦子：“【链接】MagicLeap，http://www.magicleap.com/#/home 上周看到

的最重大的新闻，我原来以为这辈子等不到这个，这实在太厉害，现在所有的这

些有显示屏的电子产品都可以扔了。”天外飞仙：“只能想象一下。”麦子：“科幻

电影里的都是模模糊糊的，因为估计大家觉得不可能做清晰的。现在居然能做出

来，真是疯狂。”天外飞仙：“技术在进步。”麦子：“人类如果没有干扰，而且充

分发挥才能的话，那该有多大的能耐啊。”天外飞仙：“这也不一定，说不定不思

进取了呢？有时外部干扰也是动力。”麦子：“当然，没有好奇心就不成。”麦子：

“我说的干扰指塔利班和很多没意思的政治纷争。”天外飞仙：“但很多技术也是

先在军事上用的。”麦子：“当然，战争的确是人类进步的一大动力。”天外飞仙：

“如没美苏在那时竞争，登月肯定推迟，战争是创新的驱动力。”麦子：“当然，

死也死在这节上。” 

晨逍：“【链接】这么美还让不让人安心读书了 http://xw.qq.com/cul/2015

1031011518。” 

图谋：“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数字未来研究所任翔关于开放获取期刊的‘科

普 ’。期刊论文：任翔.学术出版的开放变局：2014年欧美开放获取发展评述[J].

科技与出 版,2015（2）：18-23.(见群文件)【摘 要】文章从 3个方面回顾 2014

年欧美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发展 动向:开放获取政策、出版商主导的 OA

期刊出版和学术机构主导的开放知 识库。随着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被西方主流

研究机构和科研基金采用,学 术内容的开放交流成为大势所趋,变数在于如何实

现学术出版产业的开放 转型,如何确保学术传播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如何平衡

出版商、学者、 图书馆、科研基金和公众的利益。网页版：任翔.谈谈欧美金色

开放获取和 OA 期刊的发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63928-888498.

html任翔.谈谈欧美‘绿色’开放获取和机构知识库的发 展.http://blog.scie

ncenet.cn/blog-363928-890067.html 任翔.谈谈欧美开放获取科研政策及对我

国 OA 的启 示.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63928-892288.html。”瘦身

娃娃：“就是让作者自己为成果传播买单，出版商怎么都有利。”信手拈来：“OA

是科研成果向公众开放的必然选择，是在更合理的层面上重新平衡各方利益关

系，强制性的政策推动是必须的，也是国内 OA建设的难点。” 

图谋：“刘桂锋.UIUC图书情报研究生院(GSLIS)即将更名.http://blog.sci

encenet.cn/blog-39723-932486.html 目前的名字始于 1981年，为第 5个名字，

已经使用了 30 多年。学院将采用新的名称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一是增加新的硕士生研究方向——信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目的是

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领域，扩展学院的研究方向。二是图书馆学以及图书馆事业

http://www.magicleap.com/#/home
http://xw.qq.com/cul/20151031011518
http://xw.qq.com/cul/2015103101151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63928-88849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63928-88849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63928-89006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63928-89006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63928-89228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23-9324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23-9324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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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不会减少。而是把图书馆的价值和文化放在更加多样化的信息事业和信息

环境中，比如服务道德、多样性尊重、文化传承、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等。三是

学院名称体现了教学、科研和社会参与度更广阔的空间。Sciences的使用包含

了所有的信息与信息机构的知识与工作实践范围。”麦子：“继续淡化图书馆。这

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对图书馆实在不是好事。当然，这是不以一个行业的意志

而转移的，二十年来的，去图书馆化。” 

     天外飞仙：“Google 镜像站搜集 http://www.itechzero.com/google-mirr

or-sites-collect.html。【链接】老 D-关注网络安全 http://laod.cn/，分享互

联网精神！”迷图忘返：“Google 学术搜索 https://scholar-google-dk.ep.fje

rnadgang.kb.dk/。” 

Nalsi：“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4003

17031&idx=1&sn=e8a6e7f30044fd130e416dd9ece3b251#wechat_redirect 自推

一下。西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里面的快闪。我一直觉得图书馆很应该做一下快闪

这件事。”逗逗：“国内很多大学前几年就做过了，仅限于图书馆一层，说明一下

是快闪活动。” 

    海边：“图书馆学情报学会议信息数据库 http://digi2.lib.bnu.edu.cn:80

80/digilib/ODB/conference.jsp。” 

    图谋：“赵美娣.标准文献的获取与收费看标准化研究院敛财千万的事情.ht

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31142.html。” 

    图谋：“赵美娣.图书情报一体化：谈图书馆的危机感（一）.http://blog.

sciencenet.cn/blog-69474-931912.html 赵美娣.无纸社会的预言：谈图书馆的

危机感（二）.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32653.html 。赵老师

近期的数篇博文很‘有料’，随手分享。” 

   图谋：“非图书情报类专业新职工培训课件 ppt.http://gxtgw.zju.edu.cn//

wescms/sys/filebrowser/file.php?cmd=download&id=196887。”欣然读书：“感

谢图谋分享非图书情报类专业新职工培训课件，正好给我馆刚入职的新员工学

习，老员工学习一遍也很不错。” 

    天外飞仙：“Paul Allen’s AI2 launches search engine designed spec

ifically for scientists，一个新的学术搜索 http://www.geekwire.com/2015/pa

ul-allens-ai2-launches-search-engine-designed-specifically-for-scientists/。” 

    xiaowei：“专门针对科学家设计的学术搜索引擎 Semantic Scholar：https:

//www.semanticscholar.org/。” 

富加壹：“请问，谁有《中图法》第五版的电子书？能共享一下吗？”图米：

“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Web2.1版 http://cct.nlc.cn/login.aspx。”

http://www.itechzero.com/google-mirror-sites-collect.html
http://www.itechzero.com/google-mirror-sites-collect.html
http://laod.cn/
https://scholar-google-dk.ep.fjernadgang.kb.dk/
https://scholar-google-dk.ep.fjernadgang.kb.dk/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400317031&idx=1&sn=e8a6e7f30044fd130e416dd9ece3b25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400317031&idx=1&sn=e8a6e7f30044fd130e416dd9ece3b251#wechat_redirect
http://digi2.lib.bnu.edu.cn:8080/digilib/ODB/conference.jsp
http://digi2.lib.bnu.edu.cn:8080/digilib/ODB/conference.jsp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3114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3114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3191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3191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32653.html
http://gxtgw.zju.edu.cn/wescms/sys/filebrowser/file.php?cmd=download&id=196887
http://gxtgw.zju.edu.cn/wescms/sys/filebrowser/file.php?cmd=download&id=196887
http://www.geekwire.com/2015/paul-allens-ai2-launches-search-engine-designed-specifically-for-scientists/
http://www.geekwire.com/2015/paul-allens-ai2-launches-search-engine-designed-specifically-for-scientists/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
http://cct.nlc.cn/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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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很好的分享。”图米：“红的是 5 版新增的类目。”富加壹：“谢谢图米老

师，web2.1 很好用。” 

朗月孤舟：“有熟悉 vosviewer 的吗？为什么我做出来的图是黑白的，不是

彩色的图。”DFLIB：“http://www.vosviewer.com/documentation/Manual_VOSv

iewer_1.5.5.pdf。”朗月孤舟：“谢谢 DFLIB的分享。” 

福蛙：“360°揭秘斯坦福大学——最牛‘暴发户’http://mp.weixin.qq.c

om/s?__biz=MzA3NTU5NzMwNw==&mid=400520298&idx=1&sn=a9e290b443f90f9f6a

c3d6a07200cb8b&scene=2&srcid=1104FZmHS5wREoisaXrN10j1&from=timeline&i

sappinstalled=0#rd。” 

hero81*：“http://www.sinoss.net/2015/1106/66039.html 教育部社科司

关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和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015 年中期检

查情况的通知 。” 

Lee：“[分享] 郑州一高校图书馆建悬空玻璃地板 女生穿裙子怕走光 http:

//m.sohu.com/n/425386207/?_trans_=000115_3w&_once_=000022_shareback_q

q。” 

度量衡：“[分享]下载资源终于开放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MjM5NDAyNDg2MA==&mid=405280890&idx=1&sn=220a62feeef25f282a25ee0b6ad4d

8da&scene=23&srcid=110497XRjtSPdO2d1za9G7x7#rd。” 

 

（3）圕人读报推荐 

惠*澈：“图书馆报每周声音 A02/32 版 5 种元素制约高校图书馆发展 

http://m.xhsmb.com/20151030/news_2_1.htm。”图谋：“ 某图书馆馆长及其网站强

调该馆‘资源、管理、服务’三位一体，我感觉缺了两个重要的元素或要素，那

就是馆员与技术。如果让我排序，我会这么排：馆员、资源、管理、服务、技术。

可以理解为“以馆员为本”，馆员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是支撑，资源、管理、服

务三者处于‘中心’地位，需要‘五位一体’”。 李*瑞：“三位一体中：资源应

该内含文献资源和人力资源（馆员），服务当然也内含技术服务。在时下馆员处

在弱势条件下，五位一体把馆员和技术突出出来也是好事。图谋兄总是很有想法，

一心为图书馆事业谋发展。” 

    信手拈来：“上班刚拿到手的图书馆报。”印度阿三：“电子版的群主好早就

放出来了。”信手拈来：“A17上的一篇‘圕人堂话题：由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服务

说开去’http://m.xhsmb.com/20151030/news_17_1.htm。像这样稍做整理就可

以在学术报纸上刊登，足以说明群里平时的讨论都是很积极、很专业的，群里讨

论的话题大多都很学术，很有意义了。”gaozy：“确切地说，是汇编的人专业。” 

 

http://www.vosviewer.com/documentation/Manual_VOSviewer_1.5.5.pdf
http://www.vosviewer.com/documentation/Manual_VOSviewer_1.5.5.pdf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U5NzMwNw==&mid=400520298&idx=1&sn=a9e290b443f90f9f6ac3d6a07200cb8b&scene=2&srcid=1104FZmHS5wREoisaXrN10j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U5NzMwNw==&mid=400520298&idx=1&sn=a9e290b443f90f9f6ac3d6a07200cb8b&scene=2&srcid=1104FZmHS5wREoisaXrN10j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U5NzMwNw==&mid=400520298&idx=1&sn=a9e290b443f90f9f6ac3d6a07200cb8b&scene=2&srcid=1104FZmHS5wREoisaXrN10j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U5NzMwNw==&mid=400520298&idx=1&sn=a9e290b443f90f9f6ac3d6a07200cb8b&scene=2&srcid=1104FZmHS5wREoisaXrN10j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3rd
http://www.sinoss.net/2015/1106/66039.html
http://m.sohu.com/n/425386207/?_trans_=000115_3w&_once_=000022_shareback_qq
http://m.sohu.com/n/425386207/?_trans_=000115_3w&_once_=000022_shareback_qq
http://m.sohu.com/n/425386207/?_trans_=000115_3w&_once_=000022_shareback_qq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yNDg2MA==&mid=405280890&idx=1&sn=220a62feeef25f282a25ee0b6ad4d8da&scene=23&srcid=110497XRjtSPdO2d1za9G7x7%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yNDg2MA==&mid=405280890&idx=1&sn=220a62feeef25f282a25ee0b6ad4d8da&scene=23&srcid=110497XRjtSPdO2d1za9G7x7%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yNDg2MA==&mid=405280890&idx=1&sn=220a62feeef25f282a25ee0b6ad4d8da&scene=23&srcid=110497XRjtSPdO2d1za9G7x7%23rd
http://m.xhsmb.com/20151030/news_2_1.htm
http://m.xhsmb.com/20151030/news_17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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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圕人堂之发展篇 

图谋：“关于当前我无力组织成员线下聚会作点说明。一是会议内容本身很

丰富，不便喧宾夺主；二是圕人堂发展基金本身是最低限度维持；三是我自身能

力与精力非常有限。希望谅解，谢谢！”gaozy：“确实。千人大团不好带。理解

图谋。”度量衡：“相见不如相念,相念不如不见。”gaozy：“相逢不如偶遇,我觉

得图谋应该是这个境界。千人大群，走到哪里都是有组织的人。我们群友以后出

差，都可以找到朋友。”图谋：“我只是一跑堂的，努力尽一份心出一点力。希望

圕人堂是咱们圕人的共同财富,此次会议个人同数名群成员有交流,刚刚有位成

员到我这交流一会，为圕人堂发展提了些意见和建议，挺好的。” 

    图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活动，参与者还是比较少，麦子老师堪称劳模。”

麦子：“我是比较有闲，大家都比较忙，下周休假去纽约，争取多拍一些，我想

看看哥伦比亚的族谱库。”图谋：“圕人堂成员分享 1000 家图书馆的照片，年内

不知道是否能实现？”麦子：“看来有难度。”图谋：“现在估计有 300家左右。”

麦子：“每人贡献一个还有余的 。”图谋：“我希望大家多支持。如能超过 1000

家，还是有些意思的，进展没有年初预想那么乐观。”图谋：“每人贡献一家原本

是比较容易做到。”天外飞仙：“有人没机会出去，想也怕做不了。”图谋：“我提

那个愿望是有一点基础的，因为今年还有两个月，各种会议也多。”天外飞仙：

“毕竟外出其实也是少数人。”图谋：“自己所在城市或所在机构同样挺好的。”

天外飞仙：“但只要有心，也很好，大家共同努力。”图谋：“期待的就是那样的

效果。” 

图谋：“对了，据悉欣然读书的英国图书馆游记出版时间可能为 2016 年 2

月，因为彩印用时长一些，个人认为该书可以视作镜头下的圕人堂模样活动的一

项意外的收获。”天外飞仙：“出版后一定收藏一本。”麦子：“好吧，我再贡献一

个，新建群相册《洛杉矶中心图书馆》，这是回中国前的一个周末没事做，想坐

坐火车去洛杉矶，走过洛杉矶中心图书馆，这里面可以说的事情太多：建筑是 1

872年的，里面有三四个展览：洛杉矶餐饮，好莱坞海报，洛杉矶市中心改造。

另外还有一个为新移民学英文的活动中心。我只想提示一下：没有特藏，哪有这

类展览？图书馆充其量也就是个坐下看书的地方。”“对了他们还有一个礼品店，

希望大家捐菜单扩充他们的收藏，他们还有大量的旧剪报。” 

天外飞仙：“此群有镜头下的图书馆，能否再弄一个图书馆人的收藏夾呀？

分享大家经常去的网站。”洞庭水手：“我试试。” 

    图谋：“忍不住吹句牛皮：圕人堂有最鲜活的图情资讯。关于高校图书馆‘十

三五’发展规划高级研修班，目前高校图工委网站、中图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

浙江省高校图工委、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网站等尚未发现会议信息（会议通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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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希望圕人堂这样的努力，于咱们圕人堂成员有益，于咱们圕人有利。”度量

衡：“很好的周讯啊，第一次收看，而且看的很认真，功德无量。” 

    一个人*：“谢谢群主分享。”图谋：“谢谢！感谢图谋的更好方式是一起参与

分享。图谋实际不是‘群主’，更似‘群仆’。”图谋：“圕人堂建群马上就是一年

半了，期待早日渐入佳境。”“圕人堂的梦想与现实.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877056.html2015-3-25 8:45:00，距离这则文字发布时间也有 7

个多月了，顺便重提一下。” 

图谋：“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圕人堂

期待的是这样的一种局面。有部分成员认为圕人堂是‘学术群’，个人认为圕主

题群更贴近实际。近期有好些加群申请，因为未能发现申请者与圕主题相关的信

息，我们直接予以拒绝，并告知为‘圕主题群’。只要附言中有‘圕人’信息，

我们均尽可能第一时间予以通过。‘圕人’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它包

括图书馆员、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和学生、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

相关资源商、硬件商、平面媒体等等）。” 

 

（5）中美馆员招聘，考核差异交流 

麦子：“我们下月要招一个主任的位置，我不在委员会里，但要求我和另两

人负责和三个应聘的吃午饭，这都是应聘的过程，还是要写评语的。”海边：“记

得你以前说过，吃饭也是招聘看人的一个环节。”麦子：“其实，应聘的在和面试

单位任何的接触都是应聘的一个部分。”麦子：“有些人正式面试是发挥不好，但

放松时比较好，我们有时会据此而决定要这个人的。”蜂鸟：“饭桌上，牌场，床

上最能看到人的本质。”麦子：“是啊，其实正式面试的误差可能会很大的。” 

gaozy：“应聘者的床上怎么考察？”逗逗：“叠被子吧。”麦子：“倒不是，对方

完全理解的，面试方需要全面了解。” gaozy：“看来连床上都要考核，要向美国

学习呀。”逗逗：“那对方吃饭故意装绅士呢？”麦子：“吃饭都很绅士的，这没

问题，但可以从随意的谈话中对人多了解一些。” 海边：“因为国外注重雇员的

心理状态。” 

逗逗：“前几年国内报道有几个女的举着牌字横幅说，事业单位公务员招考

查女性的 monthly 大姨妈是不对的。个人觉得这是正常体检程序，常规流程，就

好比去医院，感冒小病，医生无一例外都会问大便正常不正常。”麦子：“不过查

这个也太荒谬了吧，网上说要自己填表自述周期问题。”逗逗：“就是在体检表里

自己写，如果又不正常的，单位会进一步通知你做深入检查，是为了职工健康啊，

蛮正常的，而且详细填的，可能就是特殊部门，比如地质勘探，下海水、测绘等

等。”gaozy：“国人就喜欢想歪，是否是为了领导潜规则提供方便。所以，大动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05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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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火。” 

麦子：“其实，任何关于疾病的问题都不该问，这在国外，诉讼都可以把学

校趴下。我申请到工作后，连所有的学位都没有查过。这属于个人隐私，我们有

不少馆员的在学校填的表上，连年龄都不填的。”海边：“不怕聘到的是 70 岁的

人？”麦子：“你就是知道此人 70 也只能用其他办法，况且，60多的新人不少。”

节能：“不查年龄我觉的不妥。”天外飞仙：“在单位突然间死了怎办？中国肯定

说单位加班累死的，必要检查还是应该的，如有精神病史肯定不适合在公共场合

工作。” 

节能：“年龄在找工作时不能成为隐私吧。” 麦子：“所有雇主都说自己是在

性别、年龄上不歧视的，所以，当然是隐私。”节能：“不歧视不等于我不能知道。”

麦子：“那你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个，年龄不是聘用条件啊。”节能：“再说有些职

业男女从事就有别，年龄也会对工作效果有影响，从而也影响从业者的职业成就

感，毕竟业内人士对该行业的特点了解高于每个个别的找工作的，作为管理者，

我知道员工年龄结构，有助于我人才梯队建设。”麦子：“有时的确会有问题，但

法律如此，这是知道很细节的部分，雇主情愿找不到不合适的人，也不愿违法。” 

节能：“国内梯队建设是管理者职责。” 麦子：“你这个说法其实说不过去，因为

美国没有梯队建设的概念，也没有规定的退休年龄。一份工作，一个 70 岁的人

可能会干 20 年，而年轻人倒可能做了 2 年就跳槽了，这种事经常发生。高龄来

的往往会做 10-15年后退休，但年轻人往往不可靠。”海边：“那是因为高龄人机

会不多，懂得珍惜，有没有稳定 30-40年更多年不动的。”麦子：“有，而且更高。” 

海边：“能不能出工不出力地混上 40年。” 麦子：“这比较困难，因为每 2-3

年要评定的，起码的事还是要做，你做得不好，领导会用测评的办法把你出名的。” 

李*瑞：“除名会怎么样，下岗吗？”海边：“不怕被除名时找工会维权？”麦子：

“如果说给你一个任务，大家商量好 2个月完成，签字。过两月，没有完成，需

要延长，没问题，延长一个月。然后，再来，花一年半载的时间，都有记录，就

会说，你长期不能完成工作，下次评定建议终止合同。这事找谁也没用，我有个

朋友，上月就是这样被除了名，他很郁闷，但也没办法，因为他们把细节都做实

了，只能怪自己太不注意。当然，这种事极其罕见，一般人不会这么笨，我也是

头一次遇到。” 海边：“合同办事，确实没话可说。” 

wu：“会不会给超出能力、岗位职责范围的任务呢？”麦子：“不会，因为你

可以拒绝做的，这样就做不实，以后会有问题。”李*瑞：“其实只要好好干，就

不会完不成任务，也不会累着，更不会被除名。” 刘*平：“一般性干就不会不完

成任务。” wu：“中国还有不服从领导安排这个理由。”天外飞仙：“中国不是有

一条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嘛。”图米：“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中国特色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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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是啊，我这个朋友据说每天上网聊天，而且基本不做事，和人也处不好，

我转了一圈听到这事，觉得难以置信，因为在学校里要被除名是很困难的事。”

天外飞仙：“如果不干工作，总有办法除名的吧，否则人家还开不开公司了。”麦

子：“是，但一定要花时间记录所有细节，否则光听谁说如何如何没用，私人公

司一般比较简单些。”天外飞仙：“其实国内，特别是图书馆这种事情多，也没办

法处理。”李*瑞：“如果是这样，除名也不冤枉他。” 

 

（6）儿童启蒙资源，网盘收录分享 

度量衡：“英语磨耳朵资源： 

◆音频类 

一、《鹅妈妈童谣》53 首英语磨耳朵音频(参考年龄 0-3 岁)，下载链接: htt

p://pan.baidu.com/s/1bntVfg7 密码: lpri 

二、《Wee Sing》系列 20 套 CD 音频+部分歌词(参考年龄 0-6 岁)，下载链

接: http://pan.baidu.com/s/1bnD9XHd 密码: 4e4h 

  

◆视频类 

一、【英音】Level 1《Peppa pig 粉红小猪》1-4 季 209 集（带字幕）视频+

绘本+游戏，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kTL0m3d 密码：4qhh 

二、【英音】Level 1《penelope( 蓝色小考拉)》42 集视频带字幕、音频和绘

本，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JpRNd 密码：yl10 

三、【美音】Level 1《CAILLOU(卡由)》系列动画 57 大集的视频+音频+字

幕文本，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nBAKft 密码: 13y1 

四、【美音】Level 1《小鼠波波和他的朋友们》英语启蒙动画片 11DVD 共

44 集（带字幕）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sjC3dCT 密码: f32b 

五、【美音】Level 2《数学城小兄妹 TeamUmizoomi》（1-4 季 75 集）的视

频和音频文件(带字幕)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ntiNnFr 密码：

6ru5  

六、【英音】Level 3《巴布工程师》38 集动画视频（英音，中文字幕）下

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nt7qwCp 密码: q9vw  

七、【美音】Level 2《米奇妙妙屋 Mickey Mouse Clubhouse》第一季 26 集

的动画视频（带字幕）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n78HUR 密

码: r8qy  

八、【英音】Level 2 动物街 64 号第 1-4 季视频（带字幕）下载链接: http://

pan.baidu.com/s/1qWp8MHu 密码: nrne  

九、【英音】Level 1 字母积木动画片 Alphablocks 第 1-4 季动画视频（带字

幕）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o6JyEq2 密码: jhfw  

十、Level3 小公主索菲娅（苏菲亚）中英文视频及音频下载链接: http://pa

n.baidu.com/s/1kTgUD3D 密码: qpfu  

十一、巧虎大陆版（0-7 岁）最全 328 集视频，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

om/s/1mg9mDwW 密码: 64uh  

十二、【英音】Level 2  BBC 收视率超高的绘本动画《Charlie and Lola 》查

理和罗拉全 3 季（中英双语字幕可切换），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

http://pan.baidu.com/s/1bntVfg7
http://pan.baidu.com/s/1bntVfg7
http://pan.baidu.com/s/1bnD9XHd
http://pan.baidu.com/s/1kTL0m3d
http://pan.baidu.com/s/1pJJpRNd
http://pan.baidu.com/s/1bnBAKft
http://pan.baidu.com/s/1sjC3dCT
http://pan.baidu.com/s/1ntiNnFr
http://pan.baidu.com/s/1nt7qwCp
http://pan.baidu.com/s/1bn78HUR
http://pan.baidu.com/s/1qWp8MHu
http://pan.baidu.com/s/1qWp8MHu
http://pan.baidu.com/s/1o6JyEq2
http://pan.baidu.com/s/1kTgUD3D
http://pan.baidu.com/s/1kTgUD3D
http://pan.baidu.com/s/1mg9mDwW
http://pan.baidu.com/s/1mg9mDwW
http://pan.baidu.com/s/1gdvZ6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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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gdvZ6BD 密码: cidj  

十三、【美音】Level 2 迪斯尼启蒙英语共 11 碟（双语字幕），下载链接: ht

tp://pan.baidu.com/s/1hqyEgDY 密码: 72q7  

十四、《Meg and Mog 女巫麦格和小猫莫格》13 集动画资源（英音、无字

幕），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DEYIZn 密码: 7t9x 

十五、BBC 启蒙英语动画 Big Muzzy《玛泽的故事》15 集视频带字幕+12

集配套教材 PDF，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q1z4Gk 密码: fxj

u 

 

中、英文绘本类电子书及音频 

一、汪培珽英文书单第 1-6 阶段 PDF 文档+MP3 音频(参考阅读年龄 0-

16 岁，不同的阶段对应不同的年龄) 

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DfaEvZ 密码: x8q2 

二、520 本世界经典绘本（PPT、PPS 格式） 

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npUdGF 密码: 2d4n 

三、纽约图书馆 100 本绘本（PDF 版） 

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dD1tco5 密码：cfz6 

四、《国家地理儿童百科》儿童英语系列读物（72 本电子书+音频）(参

考阅读年龄 3-6 岁) 

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d9zFX 密码：jrxy 

五、大英儿童百科全书的认知系列 英文版绘本（pdf+mp3）(参考阅读

年龄 3-6 岁) 

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QGoaie 密码: ysuq 

六、英文绘本《晚安，大猩猩》高清电子书 PDF 版+mp3+mp4(参考阅

读年龄 3-6 岁) 

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FFDy4 

七、《Mercy Watson 小猪梅西系列故事》6 册电子书+音频(参考阅读年

龄 6-10 岁) 

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GAcPWq 密码: g6vx 

八、青蛙弗洛格和他的朋友第一辑 12 册中英文绘本电子书+中文音

频 (参考阅读年龄 3-6 岁) 

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T3oxhl 密码: h9a2 

九、《可爱的鼠小弟》系列 1-12 册电子书(PPT\PPS 文件)(参考阅读年

龄 2-6 岁) 

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ntzJC4T 密码: 2hhw 

十、《青蛙弗洛格的成长故事》第一辑 12 册电子书（中英文）+mp3

音频文件(参考阅读年龄 3-6 岁) 

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T3oxhl 密码: h9a2 

十一、《小熊宝宝系列》12 册电子书（PPS 版）(参考阅读年龄 0-3 岁) 

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DyCBD3 密码: grgj 

 

 育儿书籍 

108 本育儿宝典（电子书）， 

链接：http://pan.baidu.com/s/1mguYCfm 密码：nxri 

http://pan.baidu.com/s/1gdvZ6BD
http://pan.baidu.com/s/1hqyEgDY
http://pan.baidu.com/s/1hqyEgDY
http://pan.baidu.com/s/1dDEYIZn
http://pan.baidu.com/s/1hq1z4Gk
http://pan.baidu.com/s/1dDfaEvZ
http://pan.baidu.com/s/1bnpUdGF
http://pan.baidu.com/s/1dD1tco5
http://pan.baidu.com/s/1gdd9zFX
http://pan.baidu.com/s/1eQGoaie
http://pan.baidu.com/s/1c0FFDy4
http://pan.baidu.com/s/1jGAcPWq
http://pan.baidu.com/s/1kT3oxhl
http://pan.baidu.com/s/1ntzJC4T
http://pan.baidu.com/s/1kT3oxhl
http://pan.baidu.com/s/1dDyCBD3
http://pan.baidu.com/s/1mguY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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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本世界著名儿童小说、诗歌散文、世界名著、育儿书籍 

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D4JCLb 密码: xme2 

 

故事音频 

小熊维尼经典睡前故事 93 个 MP3 音频 

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qy8BvY 密码: wwrr 

《格林童话》213 集 MP3 

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hqtMnvY 密码：r1yw 

 

其他资源 

12 部宫崎骏经典动画电影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TxLqm

F 密码: u9ck 

  

《宝宝学画画》全套 25 集视频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kTK

Kij1 密码：c4xg 

  

《巴巴爸爸》音频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ySNr3 密码：ei

6e 

  

2 本有趣而又好玩的思维智力游戏书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n

vQAa（无密码 

 

（7）馆藏古籍数字化，必要性探析 

    度量衡：“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我校图书馆有套 1981 版的《四明丛书》线装

书。说是镇馆之宝也不为过,一般条件存放 30多年了。现出现霉点,泛黄.封面风

化等等,一后续如何保护,不用花钱的方法最好.二如何开发利用此书。求解。”w.

狼：“班门弄斧的建议:开发利用最好的方式就是数字化（扫描或者拍照片）。” 

Nalsi：“是啊，数字化吧。”图谋：“关于该书，个人认为宜进行进一步的价值评

估，采取相应对策。数字化不见得必要，因为该书已经数字化了，本馆所藏质量

不见得比已数字化版本强。超星已数字化该书，有 1981 版，2006版。作为地方

文献，如欲进一步保护，宜委托专业修护人员修护，并听取专家建议，如不具备

保存条件，可能需考虑就近托管。”gaozy：“镇馆之宝。”图谋：“另，据个人了

解，有的中小馆似乎是赶时髦，建数字化部，其实所藏图书值得数字化的很有限，

这种情形，也许委托人家做一下就好，比如北大图书馆等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宝

的概念是相对的。”gaozy：“图谋说话还是很艺术的。”图谋：“这是大白话吧？

对于中小馆，有数字化必要的也许是人无我有的地方文献。如果不够独特且已很

容易获取，还需三思。”度量衡：“谢谢了;这类书从无人问津、只藏不用、也不

能交换总觉得有点可惜,可能慢慢老化是他唯一的宿命对俺们这种小馆来说。”麦

子：“图谋说得很对，另外宝或不宝，也是见仁见智。我的最好的做法，可能是

http://pan.baidu.com/s/1dD4JCLb
http://pan.baidu.com/s/1hqy8BvY
http://pan.baidu.com/s/1hqtMnvY
http://pan.baidu.com/s/1kTxLqmF
http://pan.baidu.com/s/1kTxLqmF
http://pan.baidu.com/s/1kTKKij1
http://pan.baidu.com/s/1kTKKij1
http://pan.baidu.com/s/1sjySNr3
http://pan.baidu.com/s/1nvQAa
http://pan.baidu.com/s/1nvQ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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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做，同时开放给人使用，可复印，但不可出借。” 

凤舞九天：“超星烦人之处在于图片质量不怎么样，加密却异常复杂，还不

如 pdf方便。”麦子：“如果都用 pdf，那如何保障他的版权呢？”凤舞九天：“我

是针对本地数字化图书而言。”w.狼：“是的，目前做数字化的书，一般流程就是

先和目前电子书厂商进行比对，如果已经有了这本书无需加工，以免损坏书。”

天外飞仙：“扫描质量差，应该有原生电子版了。” 

 

（8）《图书馆论坛》第 11 期分享 

     天外飞仙：“有人看中超吗？”圕论坛刘*：“在中超最后一场拼杀的时刻，

《图书馆论坛》第 11 期开印。图书馆人，看吧，无论是谁冠军，恒大或上港；

无论谁坠入中甲，人和或其他，《图书馆论坛》都像足球队员一样，饱含激情，

专注专业，请放心！” 

     圕论坛刘*：“裁判不错，比赛流畅，激烈。”天外飞仙：“中国裁判只坑桓

大，还好是外国裁判。”圕论坛刘*：“一支优秀的球队，注定是要多写磨炼。恒

大的专业，成就了恒大，一直是《图书馆论坛》的学习对象：专注专业。”天外

飞仙：“刘编太敬业了，图书馆有刘编这样人会上几个层次。”圕论坛刘*：“本期

的李小缘一文，非常有看头，这样的文章，太难得了。本期的好几篇文章，研究

结论与以前的，至少是宣传的有些出入。真正的研究出真知。从这个角度说，图

书馆学值得研究的东西非常多，但没有多少人愿意吃苦，愿意按照科学的研究方

法来做科研。好东西，真的不是在办公室，在船上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来自真

正的研究。” 

天外飞仙：“有上半年的合集吗？”暮嫣·蓁：“这篇文章在 cnki发布了吗？”

图谋：“刘主编是直通服务，比 cnki 要早不少。”圕论坛刘*：“还没有上 CNKI。”

暮嫣·蓁：“那是的，能发到群里最好。刘编这样推荐，我也很想拜读。”圕论坛

刘*：“为早点给到我们可爱馆员们批评指正。”天外飞仙：“感谢刘编。” 

图谋：“关于李小缘那篇文字，尺度比较大。”米粒 MM：“正在广州图书馆溜

达，书山人海中恰好收到新鲜热辣出炉的《论坛》，谢谢刘编。”图谋：“更趋真

实的李小缘，也许还大有文章。该文的史料及研究方法还有不足，李永泰先生口

述有一定参考价值，但若能有更多人的口述或其它研究者的口述，或许能更上层

楼。历史无法假设，好些时候也无法深究。”圕论坛刘*：“图谋兄，非常好的一

篇文献。谢谢。”图谋：“挺好，我留意到作者身份为非图书馆学研究者，且是

85后。”圕论坛刘*：“作者非常优秀，已经在《读书》上有一文，也时常在南方

都市报有专栏文章。目前是南京大学的博士。南京大学可牛啊，那里出产个红太

阳，升起来的。”图谋：“算是跳出图书馆学的圈子研究图书馆学家。”圕论坛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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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写全，怕是禁用词。图书馆人物史得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在那个

时代，当事人，我们的前辈，遭遇不幸，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财富，研究的财富。

我们很想人物研究专家，多些进入时代和人的内心世界。这样的作品，才能不朽。”

欣然读书：“感谢刘编，每次都能先睹为快。”图谋：“这篇文字，我读来是不够

过瘾，也能理解。当前，其实还可以有个有意义的选题是 1950 年代出生的图书

馆学人研究。”圕论坛刘*：“有些东西，还不能写。”gaozy：“理解。我们学术新

闻都离不开宣传。”圕论坛刘*：“我们一直想做类似报界前些年火爆的深度选题，

但太那个，只能想想，毕竟深度报道已经被解体了。”图谋：“我读那篇文字，我

可以感受到李永泰先生是话说三分。其实李永泰先生研究其父亲研究得相当深，

假如他的角度去写，更有料。图书馆界关于李小缘先生的研究，取得了较为可观

的成绩，与李永泰先生的努力密不可分。”圕论坛刘*：“我拿到这篇文章时，非

常非常的激动和喜欢。读后，非常难过。记得王余光先生今年的《图书馆论坛》

专题中，也涉及特定时期的图书馆人，某文的结语中云：那些曾经的星光灿烂的

前辈，在特定的时期，因为特殊的原因，遭遇种种灾难，被行业所忘记.....”

图谋：“王重民先生就是一个代表。”圕论坛刘*：“在特定的时期，人性得以考验，

如何选择，本是个人之事，毕竟生命非常宝贵，但也折射出所处行业的整个状态。

时不时看看前辈们在特定时期的固守，还是非常的温暖。”图谋：“王先生比李小

缘先生小几岁，有些地方可能交集较多。”圕论坛刘*：“在一个喜欢评选感动人

物的时代，更感动我的，其实是特定时代的那些坚守的人儿，只因选择的不易，

坚守的不易。”惠*澈：“人得活下来，让人绝望的时代，扼杀了学界的精英，惋

惜，活着就有希望。”图谋：“施廷镛先生，其后辈出了书，那些‘同龄人’结合

起来看，估计会更立体。”惠*澈：“群主在杭州各种收获。”图谋：“我的收获是

大家赐予的。”惠*澈：“大家和‘大家’。”图谋：“包括下午那段‘读后’，归因

于刘主编的奉献。”惠*澈：“嗯，有行走，有交流，有诱因，有积累，有知识背

景，都统统收获。”图谋：“咬文嚼字的话，大家也指李小缘等先辈。” 

 

（9）咨询技巧，迷津点拨 

   boson：“请问群里有哥大的老师吗？想求助一篇文献。”麦子：“以前出现过

几次这类型的问题，问题没问，但出了一个排除的条件。你其实要想：我问这个

问题，如何不浪费大家时间，但可以有效。你这个问法等于让所有的人都闭嘴，

因为大家不知道你问什么，而且我们也不是疙瘩的。”天行健：“对的，问题要具

体明确，求文献就把名字说清楚。”一个人*：“开门见山。”麦子：“这个环节其

实和图情教育有关，因为咨询课的一部分内容是说怎样和读者互动的。我要承认，

这里我的确遇到一些问题，我完全能回答，但由于问问题的方法不对而跳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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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en：“麦子老师很真诚。”boson：“我要的文献是哥大独家的，如果不是哥大

或是没有哥大资源访问权的人帮不上忙，所以我才这么问，如果刺伤了麦子网友

我愿意道歉。”麦子：“道歉倒不必，因为我也没有被伤害感情，我现在也不是中

国人民，皮很厚的。” 

一个人*：“这点有时候我在图书馆服务读者时，有时也有，没有直入主题。”

boson：“我已经说的很清楚，我是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才这么问，如没有哥大访

问权的人帮不上忙，可以忽略我的问题。”一个人*：“文献主题内容是什么？”

boson：“如果我上来给一个题目，让大家丢都徒劳无功地找才是浪费时间。我的

文献已经明白找到了，只是没有权限下载全文。”麦子：“算了，你不愿说主题，

我也没法下载，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天外飞仙：“知道麦子老师有办法搞定，

但现算了吧。”麦子：“我下周都在哥大。”boson：“你早说这句就够了。”麦子：

“算了，我也不想跪下求他给我机会提供帮助。我都花了 50分钟了。” 

    boson：“麦子先生，如果我第一句之后您回答‘’我能‘，接下来我就会小

窗发过去，不会影响其他人，5分钟都用不了，50分钟是您选择教育我的结果，

是您的选择。感谢您的热心，我宁愿按照哥大图书馆的手续去填些表格申请。因

为不想办点事还要被教训，特别是自以为是、我不认可的教训。”麦子：“我给你

赔不是了。但我不懂把主题说出，然后说只有哥大的权限才能下载全文这句话有

这么难吗？”“’请问群里有哥大的老师吗？想求助一篇文献。’我倒奇怪了，

这句话，我怎么可能说，我能。” 

     图谋：“提问方法确实有问题，麦子老师是善意的，针对的是现象。问题源

自提问者的线性预设，这是圕人堂的常见问题。我们的设想通过客服团队来缓解，

种种原因，推进困难，我以前也多次说过提问方式问题，如有第三方辅助效果比

较好。”“刚才那个问题，更好的提法是：需要**文献，（已知哪有），敬请方便的

成员提供帮助，谢谢！”节能：“我觉得 boson可能对这个群不太了解，从你们以

上的交流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一个馆员与用户服务交流中可能被忽

视却很重要的问题。麦子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们的文检课好多学校其实不涉及交

流培训。这也是即便是图书馆人也没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所以，boson 会这样表

现。我们算是旁观者清吧。” 

麦子：“其实你要说明你要什么，你做到哪步，需要什么帮助。”小河：“某

些问题不是某个群的问题，也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你看看 90%的群，哪个不是求

助的人比应助的人多，求助的人总是觉得别人应该改帮助自己，帮完就撤，这是

文化的通病，不是具体的人都问题。”麦子：“谢谢说明，其实没遇到这种没头没

脑的提问，很郁闷的，而且时不时会来一次。要在周迅里再提一次，这是做图书

馆员很基本的东西。”刘*平：“高效流畅交流的基本素质。”麦子：“ 这种面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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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在很多行业都有教，比如医学院和护士学校。”节能：“如果没有提问方式的

指导，就靠个人交流习惯了。所以还是需要在文检课上关注相应的训练内容的。

我觉得这个 50 分钟很有价值，对大多数成员。致麦子 与 boson 以及参与此事

各成员敬意。”刘*平：“素养是长期养成的，不是刻意培训的，素养的养成渗透

在教育点滴中。”麦子：“很多医患矛盾其实也是医生的表达方式有关。”刘*平：

“面试培训、交流培训  很多只是表面文章。素养是个人特点的一部分，在面试

和交流中自然流露。”节能：“有些素养的养成还是需要培训的。不是直接培训素

养，是指培训技能后素养自然提升。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刘*平：“对，是内化

的过程。是需要培训的，但不是专题培训，更主要的是渗透到教育过程中的，然

后就自己成长为有一定素养的个人了。”麦子：“我同意这说法，光素养可能不够，

因为其中涉及技巧。” 

闽南师*：“已是通识教育了，第一阶段，图书馆馆员自己的提升都没突破。”

度量衡：“一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三等人，没本事没

脾气；四等人，没本事有脾气。哪位大家说的忘了。”节能：“我觉得咱这 50 分

钟会对有心的图书馆人在文检课内容充实上有启发，至少我是这样。没白来呀今

天。”麦子：“这就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了。”节能：“其实素养一定程度上就是技

巧的积累。”麦子：“这个问题 50分钟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涉及到很多其他问题。

比如，如何从受众看你问题的反应，我完全理解 boson 也是想最小程度地麻烦

群友，但这个表述方式并没有起到这样的结果。”节能：“俺也只是说这个 50 分

钟可以启发点啥。”麦子：“在另外一个角度，从深度讲，起码在这里我觉得大家

不要预设对方是恶意的。”天外飞仙：“其实今天也学习了很多。”图米：“在编程

论坛上问问题就要有技巧，要不大牛理都不理。”信手拈来：“求文献就直接说，

能不能帮忙有大家自己判断，这样的提问效率最高。” 

图谋：“我自身经常会求助，也常会有人向我求助。我的感受是换位思考是

很重要的。”麦子：“boson 看来我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假性设定的错误，而且

也不注意说法口气和表达方式，对此我表示道歉，以后说话一定注意。希望你也

不要因此对本群有心结。” 图谋：“圕人堂 QQ 群规范.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847582.html，群规范文本建议群成员还是尽可能地浏览一下，

这样或许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本群，使得圕人堂之旅更为愉悦。”“今天出现的求助

引发的讨论，跑堂的人为谈不上是什么‘事件’。今天讨论比较多，是因为出现

频繁（部分呈现于大窗交流中，更多的呈现在小窗交流中），希望通过讨论促进

这类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天行健：“或许都认为自己有道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 提问方式会影响

到问题的解决。”图谋：“不妨将‘元问题’稍微拓展一下。在这个只有 1000 余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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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群，有某一机构成员在群的可能性有多大，恰巧在线的可能性有多大，愿意

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有多大？求助者谨慎，提供帮助者也需谨慎。恰好有一个人是

该机构的，也不敢给自己‘惹事’，不确定因素太多了。”虚怀若海：“图谋老师

说的很对。”图谋：“当前，据个人了解，美籍成员只有麦子老师一位。麦子老师

是热心肠，经常答疑解惑。这次‘响应’该问题，其实也是好意。群成员中，还

有多位在美国求学、访学的成员。提问方式改进一下，好些时候真能有‘万能地

群’这种幸福感。”“透露一个‘小秘密’，作为跑堂的，支持我折腾圕人堂的源

动力之一就是那种‘幸福感’，好些时候幸福来得很突然。我喜欢这种感觉，并

相信更多的人喜欢这种感觉。”“咱们圕人堂成员相聚是缘，相助是福，且行且珍

惜。” 

守望书林：“多多谅解与宽容！忘掉不愉快事情！要不然，以后大家提问问

题还需要斟酌反复，问题更复杂化了！以后提问问题者也要注意方式了，提问问

题者想尽快解决问题，可能忽略了提问方式，想助解决问题者希望得到尊重，彼

此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吧！斤斤计较一句话，轻易下结论，围绕一句话小题大做，

容易伤和气！快速提问问题，没顾忌那么多，是相信这个群，依赖这个群，有困

难先想到这个群，所以吗，大家不要计较太多，想不想帮助是自愿，被帮助者肯

定会心怀感激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人与人思维有差别的，不要要求别人都按

自己模式去做，。”度量衡：“文人相轻不可有，文人相敬应该有。”小满：“如果

我是提问者，也会感到莫名其妙。不过，随口一问引来各大专家的教诲，也算值

了。”素问：“ 前面提问的那位同仁问起哥大，不是熟悉哥伦比亚大学或者平常

关注美国的大学，还会一时想不起到底是哪所大学。因为哥大、北大、天大、海

大、湖大都是中文习惯。” 

     麦子：“摊开讲，事情比守望书林说的复杂，我是看一部分人的群体行为，

而不是针对个别。在我看：你是求人帮助，应该给帮助者最少的麻烦，而不是为

此而引发一次咨询问答，把主题提出是最基本的条件吧？而这类没有主题的提问

不少，他们往往考虑自己比较多。另外，我在生活中还是网上，几乎总是提供帮

助的一方，我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些人需要帮助，但他/她会把这个过程变

成是：帮不帮由你，我也没有要你帮。一个角度看，如果合适地问问题，我觉得

大多数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不是直接有办法，也就是一个电子邮件能解决的。当

然，我有权利选择对我合适的问题来帮，而不帮自设障碍的发问，只是我一般不

选择直接跳过，我是要让对方明白他的问题在哪里，如果帮了，是你自己要帮的

哦。这类人有高度的自尊，所以，我对此类的提问往往是排除的，但这里毕竟是

网上，我来的第一目的还是聊天，聊天是为了有趣，所以就引发了这次茶杯里的

风波。另外，图谋也说了，我们这里只有 1000多的人，我自己本来就是个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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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哥大在我看就是问三个人的：Nalsi，那个人读博的同学，和我。而另外两

人一般不在。所以，这个问题在我看其实就是不想让有人回答的。不过，从另外

话多必定有失，我就想从我的角度想把事情说明了。我不想冒犯任何人，而且我

也不是到这里来找不痛快。因为如果上面这段有人看了不爽，我预先在此道歉。

但以后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我还是会指出。”一个人*：“我能理解，我本身非

图书馆专业，其实今天也给我上了很深的一堂课。”gaozy：“麦子倒是真性情，

一早看到长篇大论。” 

    信手拈来：“咨询问题确实是要稍微注意一点语言技巧的。没有人愿意在没

太大把握或不了解需求时就承诺帮助。”守望书林：“退一步海阔天空吧！一句话

风波别刮到第二天了吧，站在各自角度都有道理，换位思考互相想想，是不是该

掀过这页，对与错争论不是一到题有明确答案是不！对这个问题应该看到都多多

少少受到教育，多一些愉快交流，大家相聚是缘，在这个群里大家要和气，要高

兴是不？”图粒志：“没有对错，只有交流。大家表达问题的立场不同，就像大

麦说的，学会换位思考，这样我们的群才能更好地‘和而不同’。”伊丰：“说说

也挺好的，别计较就好，本来就是沟通，我个人是比较支持麦老师上面观点的。” 

    gaozy：“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啊。我算比较关注圕人堂的言论了。我自己觉

得都没什么问题。麦子先生有时确实言过其实，有时胡吹海侃，但总体还是热心

群务的。”素问：“交流是需要技巧的，我们生活上、学习上确实缺少这一门训练。”

刘*平：“多彩世界，就是有不同的观点和表达。” 

 

（10）图书馆剔旧捐赠小议 

浣紫：“群里有想有处理图书的馆，可以与我联系，我们正在筹建民间阅读

联盟，需要大量书源，敬请加 Q 。”天外飞仙：“一般人也不敢处理国资。”晨曦：

“寄费如何办？”印度阿三：“说到点子上了，书有了，物流怎么办？”伊丰：

“高校馆一般不会处理  评估对数量卡的那么死。期刊倒是可以，很多文学类期

刊 历史类期刊 不怕年头长的。”麦子：“邮费是个大问题。”安哥拉兔：“没听说

过处理图书。我们好像就这么一直放在库里。”印度阿三：“我们有时候有书可以

捐赠，但不能解决寄运的问题只好作罢。”伊丰：“捐给我们吧 我们自己去拉。”

宁静：“我们这儿有时为了评估，还要求学生或老师捐书。”麦子：“有没有想过

和书商联系”。 

麦子：“我每年扔掉很多书，因为后勤处理问题太复杂，扔掉是最方便的选

择。”印度阿三：“阿公的东西我们可不敢随便给的，否则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刊

倒是可以。”伊丰：“刊我还没处理，造纸厂的天天盯着那。”印度阿三：“阿公的

东西处理起来很麻烦的。”伊丰：“要打报告，层层审批还要解释确实很麻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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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要骗钱一样。”印度阿三：“是的，我们要打报告单位批，然后主管部门批，

然后要审计，然后要拍卖，超过一定额度还得财委批。”刘*平：“我们这里也是，

报废比较简单，如果是要赠送，程序复杂。领导问：为什么要给你选择捐赠？”

印度阿三：“所以我们一般选择报废。”伊丰：“我们也是剔旧报废。”刘*平：“报

废的二手电脑基本上网阅读都可以，捐给需要的地方是件很好的事情，但实际是

走报废的流程的，这些二手电脑从买回来就基本不使用，因为那个检索室基本不

开门，到了一定时间就报废，买新电脑。” 

    浣紫：“捐赠都可以期刊暂时不要，物流费用我们包。随时联系，等你们批

下来，我们现在还有别的渠道入书。”刘*平：“你们做一个什么样的民间图书馆？”

XH：“民间阅读联盟，愿闻其详。”浣紫：“我们还有新书渠道，领导一般说不清

楚，和他们说是省里官员的书都有就行，而且也会长期有官员来讲座。他们就会

批了。”印度阿三：“你们那种达不到剔除标准的，内容也老旧的怎么处理，我们

这里一般是按外形标准剔旧，有没有做按内容剔除的。” 

 

（11）“图情招聘”微信公众号推荐 

     图情小蓓：“大家好，我是高校图书馆的馆员，专门建立了一个‘图情招聘’

的微信公众号，本号将每天发布经过筛选的图书情报类招聘动态，并且小编曾在

图书馆工作过多年，后来继续从事高校招聘工作，积攒了大量的求职经验和教训，

比如第一学历非 211求职歧视问题、谈谈现阶段下的人才派遣制度等等。这些都

将通过该公众号不定期的分享给订阅者。除此之外，本公众号还会发布以下内容：

①国内外考研考博择校经验②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的发文经验③社科类专业的

职业规划问题声明：本号是公益平台，没有商业运作想法！” 

图情小蓓：“大家可以多度关注，我会每天定时筛选，晚上 8-9 点推送招聘

信息。希望可以为大家服务！希望多多帮我宣传下！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专业的图

情招聘集成平台。图情招聘微信号：lis_jobs，或者名称‘图情招聘’我们会一

直坚持公益性质，为图情档毕业生求职铺路，如果有相关老师想借助我们招聘，

可以直接在公众号给我留言就行，谢谢！。” 

 

（12）从图书馆转型说开去 

    守望书林：“图谋老师前几天文章提到：不少高校馆长期望能够‘转型升级’

——从教学辅助单位‘转型升级’为教学科研支撑单位。假如转型升级成功了，

图书馆员如何作为？”图粒志：“那不得像科研人员发展？”天外来客：“学科馆

员占比会提高？”郑*来：“应该也算教学单位，那样老师要满足课时了。”图粒

志：“这几年学科馆员一直在扩大。”麦子：“以后只招博士。”亨哈：“那都上什

么课呀教学，光检索和阅读吗？”郑*来：“从教学辅助单位‘转型升级’为教学

科研支撑单位，支撑单位又不是教学单位，其实我觉得变化不大，还是个教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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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粒志：“但是对普通馆员压力就大了吧。”亨哈：“同感，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

化。”郑*来：“没啥压力大，馆里最舒服的就是普通馆员。”平湖晓色：“我认为

只是对图书馆在学校内设机构的职能定位做了新的表述，基本业务方面不会有实

质性影响。”lucky：“对，不好当的是各部门主任。”郑*来：“你想多了，要看你

们馆定位如何？其实部主任，其实部门职工都是各司其职。” 

    平湖晓色：“我学得如果对高校馆的馆长任期与其他中层有个特别的限定，

比如不要三天两头换一新人当馆长，有个相对稳定的任期对图书馆发展有好处，

好象讨论中有提到这个，不知是否真有反映。”郑*来：“这个不太可能，其实江

苏省的各馆馆长，都是外调，三年一个任期，最多干 6 年。”平湖晓色：“定位说

过来变过去意义似乎不大，原来说图书馆是什么三大中心，再强调中心也没用

啊。”郑*来：“对，其实我都感觉迷茫。传统阅读、搞活动、搞海报，还是基础

服务。”平湖晓色：“我们馆不到两年就换了。”郑*来：“不管怎么弄，反正给人

感觉图书馆，比如老师从来不来图书馆，偶尔借书，是让学生去跑腿；学生来了

就是当自习室。反正你感觉不到图书馆的价值，真要说有啥不可缺，就是电子资

源和再看些书。”lucky：“同感。”郑*来：“所以说，作为馆员，自己都感觉不到

价值和重要性，又怎么让别人觉得很重要。” 

平湖晓色：“这个还是时代发展使然，关系不是很大。关键是业务转型所必

须建立的资金、人员等基本条件，尤其是技术型人才队伍、专业型馆长没保障，

只能买几本书和数字资源，搞不了更深、更高层次的业务。”麦子：“还是要看什

么对学校科研教学是有核心价值的，否则光图书馆认为有用的事是没有用的。”

信手拈来：“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本身比较模糊，别说行业之外对图书馆的看法不

待见，连行业内也认识不清。”信手拈来：“说白了，如果不是办学考核指标的需

要，图书馆的作用越来越淡化了。” 

郑*来：“最近图书馆界提出修改本科院校评价指标，以后不要求每个新生多少本

书了。今后转向电子资源。”平湖晓色：“要说核心价值我还是觉得文献信息的收

藏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不是模糊的。比如要找一本十年前的什么书，只能是去

图书馆了。”太湖大道：“电子资源是重点。”郑*来：“我觉得我能想起图书馆，

主要就是为了查阅电子资源，再借一些书。”太湖大道：“可是教育部规定的人均

多少册的指标少不了呀，还得买那么多纸本书。”郑*来：“现在有人再向教育部

提出改革。”太湖大道：“那个评估的标准得改改了。” 

郑*来：“人天今年出了馆配电子书，其实可以理解为，电子化的印本书籍，

完全按照馆藏图书管理模式来的，和超星不一样。”riff：“我们买了馆配电子书。”

郑*来：“使用效果如何？”riff：“才买，还不知道效果。”郑*来：“我觉得价格

比超星贵。”太湖大道：“其实可以保留一部分基础藏书，后期都可以买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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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了。”平湖晓色：“实体和虚拟讨论起来是很复杂的问题，尤其量的统计上。”

郑*来：“另外只允许复本 5个。” 

    度量衡：“弱弱的问一句：图书馆信息收集检索或分析等等服务功能，能不

能为炒股的散户提供的点帮助。个人认为这是现在与未来的图书馆为大众服务的

重大发展方向。”太湖大道：“可以做为一个研究方向和侧重点。”郑*来：“那个

是公共图书馆的特色服务。”太湖大道：“高校馆是不可能了。”郑*来：“高校图

书馆更偏重学术服务。”度量衡：“高校金融学科上更有优势。”天外飞仙：“如果

你提供的信息让人家损失了，你责任就大了。”郑*来：“金融专业的系里实验室

电脑就会装此类软件。”度量衡：“学校大多设有金融专业，金融方面的学科馆员

一大把在。”平湖晓色：“炒股基础知识普及还有可能，实战指南恐怕不现实的，

太专了，时效性很强。”郑*来：“觉得炒股最好是系里实验室弄，就象创客，大

型器具，肯定是实验室。”天外飞仙：“那种应该是虚拟的炒股吧。”biochem：“数

学系美女巧用斐波拉契数列炒股 躲过 2次大跌，从去年 7月到现在让自己的账

户资金翻了两倍。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11/330821.sht

m。”度量衡：“经济社会全民炒股，再说广大民众也没什么很多渠道投资理财，

图书馆理应为炒股事来贡献一份力量。”粉晶草莓：“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但可以

提升一个人的生活素养。”度量衡：“抄股不是时下最热的社会关注焦点，图书馆

如何在这方面发点力，证卷行业分析员干的活有相当一部份和我们学科馆员做的

差不多。” 

一个人*：“实话，现在高校为了评估充量，我们馆教材还有一大堆八本十本

的复本，零借阅率的书。新书来了，就倒架，年年倒。”平湖晓色：“教材八本十

本的复本是强逼图书馆有钱任性。”一个人*：“不是图书馆出身的领导，馆藏建

设就是瞎搞，今天这个规划没一个月又变了，年年假期倒架。”平湖晓色：“所以

馆长这个掌门人很重要。” 

 

（13）外文期刊削减征订现状谈 

    海边：“大部分外文刊的订购这几年基本完全放弃了。中文刊的订购，未来

几年会不会也如此？”图谋：“中文刊当前订阅的主体是大众阅读类，学术期刊

订阅的种数逐年减少。”图粒志：“是的。”图谋：“中文学术期刊，当前还是因为

‘数字出版’阻力重重。如果像外文刊那样的出版模式，早就该放弃了。” 

麦子：“外文期刊现在双格式的越来越少。我想为了减低成本，出版商会最终都

放弃纸本，而且我们读者也没有抵触，我们在去年就取消了现刊书架，把余下的

纸本杂志直接送入主库。”小肥羊：“我们的外文刊利用率也是不高，有些期刊一

整年都没有人看，特别是理工科的，所以这几年我们把理工类的外文期刊基本上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11/330821.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11/33082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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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完了。”图粒志：“我们也是没有外文期刊，早两年还有，后来看利用率太低，

都减掉了。” 

麦子：“馆里的外文期刊都没有人用，面对这种服务对象，图书馆也是没有

办法的。”浣紫：“外文期刊来说，让更多人来看，首先得将期刊分层。科研读者

为一类，专项推开，其智慧成果收录之后，做专业性分享 包括受众定位，将可

潜力的内容以学术性创造力向周边延伸 以增加成果的影响。”“而大众的期刊应

定位在让公众更想了解世界，做宣传策划，不同的每期精心推送，在多样性的基

础上把握受众的心理，得有图书馆的价值诉求。”“民间图书馆是绝对敢将文献外

放分散各处的。而杭图、上图、沈阳市图，做的就是民间图书馆的已部分，偷书

不是错、收留流浪汉、多元空间，不收超期费。”“民间馆赠与图书和官方的赠与

不同，人家是按书人需要赠送爱书人，不是去地区找些没人看的一推捞政绩。” 

麦子：“做宣传策划，不同的每期精心推送: 有些馆光现刊就有几万种，甚至过

10万种。”浣紫：“看你们的大数据系统做得如何。” 

 

（14）创客空间 

    洞庭水手：“万能的图书馆群，谁有创客空间计划书，我们明年新馆，创客

空间要扩容，求方案。”炅炯冏：“你现在的创客空间都有什么呀?”洞庭水手：

“现在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就几台电话，主要是软件方面的创新。”印度阿三：

“和图书馆有什么关系么？请教一下。”洞庭水手：“图书馆是学生的学习场所向

上海图书馆学习的。” 

     浣紫：“我们是做创客的民间联盟，欢迎联系。”苏豆芽：“创客空间？能详

细点介绍一下这个空间吗？”苏豆芽：“请问有网址看看吗？”浣紫：“有群，大

家可以加入沈阳书尚文学群，里面都是机构，含各大出版公司，影视传媒，各个

协会，学校等。我们还有客户群，还有场地方群，网站目前在更新中，下边还有

网店等。” 

天外飞仙：“各位同仁，你们那些馆在做众创空间这个事情呀？图书馆众创

空间图书馆能做什么呀？”33 码半：“和创客空间有什么不同。”hanna：“前期

做了调研，感觉图书馆做这个有点别扭，希望多听听同仁的意见。目前创客空间

的类型有以下三种：独立的创客空间、为学校服务以学校为基地的创客空间、以

公共图书馆为基地为社区服务的创客空间。”凤舞九天：“众创空间=创客空间，

就是跟个沙龙差不多，但目前都是免费为想创业的人提供一个注册公司的场地。”

天外飞仙：“感觉对图书馆来说，好难弄呀。”hanna：“国外的就是给小众创客们

实践操作的场所，国内变成了为创业者服务的平台。”hanna：“完全不是一回事。” 

天外飞仙：“哪儿有相对详细一点的资料参考一下没有呀？”海边：“提供一



圕人堂周讯（总第 78 期 201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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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 

个注册公司的场地这个功能，一般社区街道都提供。”天外飞仙：“个人感觉，图

书馆能提供一个场所，把资源给他们就民已经是很好的了。图书馆真的能管理好

这些创客们？”hanna：“2015-2020 年中国众创空间市场调研及发展战略研究报

告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LscS9CHyAcZegiluA4qe8MMPEu4zE-pg9n

15KapNKYjqwH6-f6MhRdukYUBLbrceCpLXTmma-XcLM6U2xp_6rNDzSkDTHTmmK3F2SMe

Njci。” 

DFLIB：“图书馆工作越来越难做了。”天外飞仙：“是呀，现叫弄一个众创空

间，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hanna：“所以在图书馆做的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创客空间’。”天外飞仙：“可是学校或者其它人要求你做呀。”hanna：“上图

的叫‘创·新空间’、成都图书馆的叫‘阅创空间’。成都的是把场地免费提供给

创业者使用，再提供文献服务。”天外飞仙：“现大家都一起去弄什么创客，又是

一轮房地产不哟。”33码半：“图书馆太爱追热点了，我觉得互联网+图书馆还有

意义点，就是所谓智慧图书馆，创客的话图书馆还真不一定适合。”hanna：“上

图的是给创客们提供场地做演讲活动，再加上企业图书馆，为这些企业和创客提

供文献情报服务。”芷芸：“到馆借书的读者少了，传统服务需要的人手少了。高

端技术工作做不了，岂不要下岗？”hanna：“有的说现在空间都比创客多了。” 

印度阿三：“为什么要来图书馆寻找灵感？其他地方不行吗？关键在于图书

馆用什么来吸引创客。”天外飞仙：“图书馆在现在来说根本不是必须的地方。”3

3码半：“很多图书馆的空间不适合营造创客氛围。”hanna：“是的，其实到别的

地方去不也一样吗？” 

浣紫：“《人人都是创变者》11 月 7 日，一起开工，沈阳书尚文艺沙龙把环

球社会创新之旅带到沈阳摘要约你看片：一部跨越四大洲拍摄的社会创新纪录

片。世界上 150+个空间为它众包放映。”hanna：“国外公共图书馆就在书架旁边

搭了个棚子。”浣紫：“在《创变者》放映现场，你可以——1.享受到 BottleDre

am为你准备的超详细观影指南 2.分享你想从哪里开始创变 3.如果你身边也有正

在改变世界、解决某个社会问题的年轻人，请随手 Po 上新浪微博，加上话题标

签＃创变者＃。集众人的线索，我们也许可以创造出《创变者 第二季》！4 互动

问答：不同的话题分组讨论，彼此碰撞思想，同时开展梦想漂流计划，将您的设

想形成文字，创变自我，走上成功人生！5 创客嘉宾讲解创新理念，沈阳众创空

间的概念，走向图书公益，创作阅读工作室进阶！报名电话：15940110340 活动

时间：11月 7 日 13:30分活动地点：艾米 1895电影街（中街大悦城 C座 4楼）。”

印度阿三：“可惜现有的图书馆建筑大部分不适合于这种搞法。”海边：“不怕声

音对阅读人有影响吗。”印度阿三：“除非你是新建的。” 浣紫：“欢迎报名《人

人都是创变者》沙龙（沈阳的）。目前沈阳放映方是我们，策划组织文案都是我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LscS9CHyAcZegiluA4qe8MMPEu4zE-pg9n15KapNKYjqwH6-f6MhRdukYUBLbrceCpLXTmma-XcLM6U2xp_6rNDzSkDTHTmmK3F2SMeNjci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LscS9CHyAcZegiluA4qe8MMPEu4zE-pg9n15KapNKYjqwH6-f6MhRdukYUBLbrceCpLXTmma-XcLM6U2xp_6rNDzSkDTHTmmK3F2SMeNjci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LscS9CHyAcZegiluA4qe8MMPEu4zE-pg9n15KapNKYjqwH6-f6MhRdukYUBLbrceCpLXTmma-XcLM6U2xp_6rNDzSkDTHTmmK3F2SMeNj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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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沙龙做的，互动环节是我设计滴，微博宣传正在进行，欢迎光临。” 

hanna：“清华大学于 2014年将基础工业训练中心转型升级为 i.Center，‘i’

的内涵包括工业级（industry）、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y)、创新型(inn

ov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和以学生为主体（I）等。1.65 万平方米的

物理空间里设置着上百台数控车床、机床、铣床以及 3D 打印机、三维扫描仪等

工具，供创客们使用。未来，清华 i.Center 还将有望向校外开放，会聚北京乃

至全国的创客。”天外飞仙：“可是好像也不是图书馆弄的吧。”hanna：“是的，

国内的大学创客空间基本都是在工程训练中心。”天外飞仙：“图书馆对创客来说

有什么优势？好像也不太明显呀。”任志*：“上海图书馆做了一个创客空间不错。”

hanna：“拖车的那家适合一个非营利组织合作的，协议一年。”天外飞仙：“刚才

看了他们的宣传材料，的确有亮点。” 洞庭水手：“我们新馆将于明年开放，创

客空间将搬新家，哪个商家有高科技设备，欢迎前来展示。” 

惠*澈：“我认为图书馆的服务走一走，就要想一想，服务无极限，但也不要

漫无边际，要量力而行，要有实效。”印度阿三：“但上面也有人说了，图书馆的

事并不能单纯由自己来定的，有很多事是身不由已。”麦子：“的确是这样，角色

就是这样。”DFLIB：“看来图书馆的处境都差不多，无论是高校图书馆、公共图

书馆、企业图书馆。”逗逗：“图书馆不是单独的个体，必须参与到社会变化中。”

浣紫：“企业图书馆好些。”DFLIB：“我是企业图书馆的，做了很多事，但没人认

可。”逗逗：“搞一堆古典藏书也没人看。”印度阿三：“图书馆是要适应社会的变

化，才能生存的更好，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不忘初心，否则很容易迷失自己。”逗

逗：“高晓松建了个图书馆，你看看，问问高晓松书从哪来的。”海边：“企业图

书馆，大众服务必须与工会活动结合，情报和专利服务必须与技术部结合。”DF

LIB：“说的很在理。”海边：“毛泽东不是有句名言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当前以纯阅读为内修嗜好者为数至少的环境下，想把服务推销出去不借助外部

的行政力量不行啊。” 

 

 

（15）图情知识解惑 

wangwen：“问下各位，对于期刊而言，serial,vol,issue 各指什么呢？”

海边：“连续刊号，卷号，期号。”wangwen：“连续刊号是什么意思？有的期刊，

每出一期，有个编号啊，相当于总第多少期。”wangwen：“还是对于期刊而言，

publisher,publisher address,distribute，这里的 distribute 是指什么呢？”

海边：“发行。”麦子：“ 上面的 serial 的定义不是很准确。”海边：“也要看具

体期刊情况。”麦子：“最基本的用法其实是期刊本身。用的频率以下：s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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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periodical, magazine.我指图书馆内部。”海边：“要是说出版物，这

个词，就是连续出版物的意思。”麦子：“是。” 

wangwen：“麦子老师，serial, journal, periodical, magazine 分别指不

同类型的期刊吗？”海边：“同问，这些词在用于指期刊时，有什么不同的含义。

以前学习时，查上网上有很多解释，一直比较乱。个人感觉，第一个，指连续出

版物（偏重长年连续出版特点），第二个和第三个比较同类（注重学术性和一年

出版周期次数固定），第四个用于人文艺术的多？”麦子：“不是，我们其实基本

都用 serial，但偶尔用 journal指学术期刊，Magazine 极少用。公共标志有时

用 Periodical, 但几乎从来不用 serial。Serial 基本是内部 90%，公开 0%，

Monograph vs serial 。” 

小河：“letter 有些也很长，这种算正式的文章没。”海边：“ESI 统计里不

计 letter 文献，对这种类型的论文，不计被引统计，影响因子计算，不计算这

类文献。”小河：“关键是 letter是否被单位承认。”海边：“是啊。” 

 

（16）馆内业务咨询 

凤舞九天：“大家所在馆的服务器容量是多大的，100T，主干网带宽多大？” 

图谋：“当前的管理模式与服务模式变化了，不少高校馆，其实已经没有服务器。

存储空间实际需求也比较小（因为多采样远程网络服务，镜像资源及自建资源有

限）。”凤舞九天：“你们不建服务器了？那电子资源那些怎么弄。”图谋：“ 至于

主干网带宽，各高校有不同的运营方式，有的高校采用了多家网络运营商的服

务。” 凤舞九天：“即使采用多家网络商，也会有个总的带宽数吧。”图谋：“这

种计算意义不大。” 麦子：“没有服务器，100兆的带宽。” 

zheng2*：“咨询各位老师一个事情。我现在做数字资源采购工作，现在是年

底数字资源采购季，我想了解一下各位老师之前是否用过‘E线图情’数据库，

以及用了之后评价如何？是否觉得这是个值得采购的数据库？因为这涉及我们

馆今年是否续订的问题，所以想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和建议。”印度阿三：“用过，

了解些最新的资讯、动态之类的，但估计读者使用不会太多，我们在订的时候也

考虑把它给刀了，后来讨论会这个可能是唯一一个图情专业的数据库，就留下来

了。”zheng2*：“这个数据库的合同也是比较霸道的。它会要求收录本馆网站上

出现的报道和文章，而且是永久使用权。”印度阿三：“具体细节不是很清楚，是

在讨论采购计划的时候了解过一下。”刘*平：“‘E线图情’很少有学术价值的文

献。” 

Rach_N*：“各位同仁好，想咨询一个问题。国内有没有做 DVD、蓝光碟等音

像资源的馆配商？”许继*：“好像没有。”Rach_N*：“那这个途径就不行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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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基本现釆。”Rach_N*：“只知道中图进出口有进口音乐 CD 的馆配服务。”

许继*：“进口的不清楚。”Rach_N*：“音乐有进口的 电影估计不行的。”许继*：

“我们干脆网购。”Rach_N*：“想着去图书大厦之类的地方采购。原来是网购，

那这些资源需要编目吗？”许继*：“现在音像市场萎的，买了就编。我不管编，

但我们编的比书简单。Rach_N*：“我感觉不需要编，反正不外借，用元数据做个

记录，网上能查看就行了感觉。”许继*：“反正也得有人做，编了好统一管理。”

静：“西安数图公司有高清蓝光片，我们 3D影厅用的呢。”Rach_N*：“啊，好的。

真是谢谢了。” 

 

（17）从浦东图书馆宣传片，谈公共馆的服务 

度量衡：“【SMG 摄界 】浦东图书馆 http://www.kankanews.com/a/2013-05

-06/0012875305.shtml。”图谋：“挺好的图书馆营销短片，近年，公共图书馆的

进步非常大。”度量衡：“其实我们浦东爱去图书馆的读者更想把浦图切割成一万

平方一个分成 6个离不同居民区更近的图书馆，身边近的图书馆太小，面积功能

大小不均，公共馆按级别至少面积上大小要相等。”印度阿三：“六个小的不如一

个大的有标志性。”度量衡：“视觉冲击力是有了,但太大的空间浪费也很严重。

从服务均等的角度来看,对不同距离的读者是不公的,付公交车费不一样。”印度

阿三：“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人和市民永远都是没有发言权的。” 

麦子：“我在 09年开馆之前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馆方在介绍中反复强调以

人为本，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人冷漠至极的建筑：因为太大，实际使用区域里公

交车站极远。大量的大理石地面，在有雨的季节是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有个年

老的团员当时就差点摔跤。另外就是那个可怕的书墙旁的阶梯，从上面往下，真

是很危险。另外，这其实是为了开车族提供的馆，可以直接进地下停车场，然后

做电梯进入服务区。但对一般人，我觉得即使是把他分成 20个馆，也不为过。” 

平平：“我今天去市里公共图书馆，发现人家中午都不开门，周一是内务整

理，也不开门。借书的话押金 60，可以借 2本 ，只想说这个馆太舒服了，开放

时间那么少。” 

福蛙：“我觉得很多电子资源可以从公共图书馆获取，比很多地方院校资源

类型更全面。”海边：“公共图书馆的电子资源通常有哪些呢？它们是免费对社会

开放的吗。”印度阿三：“我们这里基本上有，而且有全城合作，包括高校馆，全

城可以通过读者证通用，在馆外也可以使用。”羽得公：“上图和国图的很多电子

资源都可以网上访问。有的是可以随便访问，有的是办卡读者能访问。”福蛙：

“我的爱好之一是去某个大城市就去公共馆办理免费借阅证，主要利用其电子资

源。”Mabel：“各位有没有国家图书馆工作的？”道无言：“国数图实名注册后，

http://www.kankanews.com/a/2013-05-06/0012875305.shtml
http://www.kankanews.com/a/2013-05-06/0012875305.s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78 期 201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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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 

可用的电了资源还是比较多的 http://mylib.nlc.cn。” 

 

（18）探寻中国图书馆的祖师爷 

度量衡：“中国图书馆祖师爷是谁?很想知道。”大海：“能查到的最早最出名

的就是老子了。蜂鸟：“老子是周朝官方图书馆的，我也是前一阵子给学生上公

选课时，查的。”浣紫：“老子不是公共图书馆的，老子的图书管理不对外。历史

上准确意义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是很晚的。图书馆长本来就应该由学者承担，而不

是政客。而作为学者，真正是懂得书、尊重书、爱书，让知识系统完善的人品和

义务。” 度量衡：“学者在经世致用这块太差。” 

浣紫：“早期的藏书楼都是学者开的，皇家的图书馆也必须是饱学之官员就

任，而同时也是国家智囊。图书馆长不是学者，则不可能对庞大的知识体系有研

究，对书的认识非常浅薄。他们本身是书的管理者，而不是文化的搭建创造者。

将图书馆定位为服务而已，而不是在书源上建立知识的架构，停留在官本位，没

有对知识的基本改变公众的认知。”麦子：“其实这个在目前环境下有待商榷，我

觉得在不少馆，需要的是一位良好的管理者，最重要的特质是向外 outreach。

最麻烦有可能是不向外的是向内，然后管理馆内运作细节的。” 浣紫：“当前的

图书馆已经丧失了他们的使命，成为政治的砝码。”麦子：“没有政治，往往拿不

到钱，也就无所谓其他了。”浣紫：“馆员是为职称发的内容都是服务性质。” 

度量衡：“仓颉作为中国图书馆祖师爷怎么样?他和老子比那个更牛。”浣紫：“没

人牛，学者的境界是无分第一第二。”度量衡：“教师可以做校长因为他们有祖师

爷孔子，图书馆人做不上校长,因为他们还没找到他们的祖师爷。” 浣紫：“民国

所有图书馆的馆长都是高校老师。”清凉桐影：“民国识字的人少，硕士博士更少，

所以图书馆的人就稀罕。”浣紫：“当代把图书馆的格调下降，民国认字的人多，

街头报纸都是古文 。”  

度量衡：“关于中国图书馆业的祖师爷是谁?有答案了吗?我为什么纠结这问

题'感觉没有祖师爷就好比没有传承，没有传承就没有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未

来'可能想多了。”福农李*：“图书馆的祖师爷，据说是老子(李耳)。而且，据说

他还是铁匠的祖师爷(以太上老君的身份)。”图米：“老子，上学时老师都这么讲

的。”逗逗：“古代人掌握知识的都比较多才多艺，比如乔达摩、埃及的赫尔墨斯。”

sonorous：“达芬奇。”星辰：“对于研究佛学的人，寺院应该是他们的图书馆。”

浣紫：“老子是史官是图书馆馆员，但不是严格意义公共图书馆祖师。”图米：“记

录孔子言行 古代修史书，编类书，都是图书馆的活。中国是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浣紫：“记录、编写、修史，是分工不同的机构。”图米：“图书馆形态不是本质，

做的活才是本质。”浣紫：“唐为，弘文馆为整理校书，翰林院为记录。”图米：

http://mylib.nl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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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图书馆思想要数印度的阮冈纳赞的影响。”度量衡：“我推仓颉为图书馆业

的祖师爷，逻辑是先有字、再有书、再再有圕。坐镇流通台，简称坐台。”伊丰：

“先有图才有字吧。” 

浣紫：“弘文馆为皇家图书馆，和老子的周代守藏史是一样的，主要是承担

各类国家项目，所谓的孔子的记录那是其弟子的整理，不是图书馆的事，修史校

雠是有的，至于文学创作诗文之类也是闲差，不是图书馆的工作任务，编类书是

国家项目，有一部分是图书馆的任务，所以在招古代文献学的专业学者来从事。

皇家图书馆在古代有一部分是智囊系统，现在已经没有了。编大型类书，现在也

不是图书馆的普通馆员能做的了，是得全国征选各地学者来做。”淡了加*：“如

《永乐大典》。”浣紫：“四库全书的编写之前，也是特命官员来主管。”淡了加*：

“老师们没事可以看看《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就不会再迷信四库

了。”浣紫：“至于《五经正义》这样的书，这是由经学博士等，承续先统儒学的

余脉来做，当时这样的编写是归皇家图书馆的，但其实操作的孔颖达，还有其余

的十八学士，于志宁等本身是太子老师。也就是本职是大学教授。秘书学士，也

就是只是因为项目而集合弘文馆为兼职图书馆馆员。” 

 

（19）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年版）订购途径 

平平：“问下各位，如果购买北大核心期刊目录啊，除了直接联系出版社，

还有其他办法吗？”海边：“平平，群文件有订单和邮箱，书商。”图谋：“这个

群文件中有北大馆的征订，如果走馆配还有折扣。”平平：“谢谢！走馆配的话时

间是不是会长。”苏豆芽：“京东有，中文核心期刊（2014）说明：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2014 年版）9787301261897，北大社及北大图书馆都没有进行电话推

荐、营销，并且未委托给任何图书公司进行销售。如有这种情况，都是盗版或者

骗子，请各位老师注意。如需购买，请直接通过馆配商订购，此书有货，如有问

题及时与我们联系。着急的情况，可在京东和当当的自营店购买。http://prod

uct.dangdang.com/23785179.htmlhttp://item.jd.com/11776691.html 感谢各

位老师关注，祝工作愉快。”苏豆芽：“不要相信电话推销的，那是翻版的，今年

北大那边说他们的核心期刊后面多了个防伪标签。”平平：“我们走的馆配 8.5

折。” 

 

（20）高校图书馆建设评估资料 

weiwei：“哪位同仁知道高校评估有没有阅览座位与学生的比例要求？是正

事文件或相关文件的要求。”度量衡：“座位 4:1 面积 2:1。”图谋：“源头 2003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85179.htmlhttp:/item.jd.com/11776691.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85179.htmlhttp:/item.jd.com/11776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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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征求意见稿），依据教育部教高 [2002] 3号文件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

书馆规程（修订）》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度量衡：“还是群主专业。”图谋：“普

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http://lib.xjufe.edu.cn/data/2006/0321/artic

le_106.htm。不少省份的图工委，也曾在那个基础上也组织过图书馆评估。”鲲

鹏展翅：“北京的分为了 A 级与 B 级。”图谋：“关于图书馆建筑面积，当前更为

权威的参考标准为：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的公告现批准《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JGJ38-2015，自 20

16年 5 月 1日起实施。”图谋：“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报批稿）.http:/

/dev.dlut.edu.cn/info/1202/1099.htm 因为没有通过，可做一般性参考。”鲲

鹏展翅：“可能有点超前。” 

平平：“万能的群，求本电子书《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38-99》。”DFLIB：

“【链接】JGJ38-99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http://www.docin.com/p-201413265.

html?qq-pf-to=pcqq.group。”印度阿三：“好像新的规范出来了，这个应该废止

了吧。”DFLIB：“JGJ 38-2015，实施日期：2016-05-01。”印度阿三：“有全文么？”

DFLIB：“没有。”印度阿三：“看来大家都在等呢。”广州书童：“还没设计的就能

够定，立项的已经等不了。”印度阿三：“已立项的只能用之前的了。”张*鹤：“谢

谢，正好在做规划。”鲲鹏展翅：“这个群的高人真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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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 

热度 1 2015-10-31 22:31 

摘 自 ： 替 代 计 量 学 .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t3TTsdeFQk5515VujziLN5r3u8kTOww

zeOF1W4F3CqGfxYyfelqBvNDZFpFrHT1T-IOwxNdD-PY63oPjVM66w-tKu

fnVRDFjN3SKWWN3Fp7-gWjizZsVPUieosdA6xA 起 源 ： 替 代 计 量 学

（Altmetrics）的兴起是单篇论文评价（Article-Level Metrics）、科研成果

计量（Eur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86 次阅读|1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http://lib.xjufe.edu.cn/data/2006/0321/article_106.htm
http://lib.xjufe.edu.cn/data/2006/0321/article_106.htm
http://dev.dlut.edu.cn/info/1202/1099.htm
http://dev.dlut.edu.cn/info/1202/1099.htm
http://www.docin.com/p-201413265.html?qq-pf-to=pcqq.group
http://www.docin.com/p-201413265.html?qq-pf-to=pcqq.group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32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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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43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32436#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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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11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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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2015年 11 月 6日 14:00，群成员达 1308人（活跃成员 350人，占 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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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清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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