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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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信息 

平平：“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和中国科学

技术情报学会定于 2015年 12月 11 日在北京举办第六届‘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

链接学术交流会’，由《数字图书馆论坛》编辑部承办，会期一天。会议通知见

附件或中信所网站‘动态’栏目，历届会议的相关资料请查询会议网站。本次会

议将邀请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陈传夫教授，北京大学李广建教授，南京大学朱

庆华教授，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张智雄研究员，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周国民研

究员，山西大学贾君枝教授等多位学界著名专家出席并作主旨报告（报告题目稍

后将在会议网站及时公布），欢迎图书情报界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交流！

会议报名、联络邮箱：KOLink@istic.ac.cn 报名方式：填写附件‘报名回执’

并于 2015 年 12月 5日前发送至会议邮箱参会费用：不收取会议费，11日中午

免费提供工作餐会议报到：会议将于 11日上午 9点左右开始，10日全天接受报

到，京内代表可于会议当天 8:30之前报到。注意事项：受场地限制，本次会议

每单位限报 2 人，额满为止。如您邮件报名后 2个工作日内未收到邮件回复，请

来电询问；住宿事宜请阅读参会回执内的说明。KOLink 会议网站：

http://168.160.16.186/conference 《数字图书馆论坛》网站： 

http://www.dlf.net.cnKOLink 历届会议资料及《数字图书馆论坛》期刊全文网

盘下载：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2689370806 联系人：赵莹莹、

王立学联系电话：010-58882061。” 

城市天空：“2015 charleston 会议趋势和简介，有兴趣看看。分享文件 

14:04:562015.11.19 Charleston 2015 Conference Trends and Takeaways.pdf 

下载”。生清：“谢谢城市天空为我们带来的会议内容分享。刚刚上传的文件，是

美国图书馆界资源建设（包括采访、编目及其数字图书馆部分与资源建设相关的）

前沿会议，一年一次，在南卡 charleston 召开。该会议的官网：

http://2015charlestonconference.sched.org/，会议为期 6天，算是资源建

设的盛会了。” 麦子：“我去开过几次，很喜欢，有几大原因：地方偏僻，但是

旅游胜地，很有历史，去的费用比去中国差不多，所以规模不是很大，亚洲人极

少，绝对不会过 10人，每次一千多人。11月天气很好。当地的饭店是以南方料

理为主，地方不大，但有大量的好餐馆。周围有很多过去的种植园，可以领略一

下过去殖民时期的气氛。至于内容，都是和资源采购有关，而且每次去了很多人。” 

（2）资源分享 

http://168.160.16.186/conference
http://www.dlf.net.cnkolink/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2689370806
http://2015charlestonconference.sche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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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8151：“2015 年 ISTIC-ELSEVIER 期刊评价研究中心开放基金申请指南：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36713.html ” 

蜂鸟：“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案例汇报内容：

http://conference.lib.sjtu.edu.cn/rscp2015/download.html” 

图谋：“图书馆报 2015年 11月 20 日

http://m.xhsmb.com/20151120/edition_1.htm。第九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学

术论坛（2015）报道在 A03版。”眼望雁塔：“群主最近在新华书目报和中国出版

传媒商报的文章说的很好。已学习。” 

图谋：“图书馆报 2015年 11月 27 日

http://m.xhsmb.com/20151127/edition_1.htm” 

印度阿三：“毛泽东忆北大图书馆往事： 

http://r.m.baidu.com/7mlaidj#modile.qq.com” 

小满：“图书馆馆长高晓松：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TY0MzI5NDcwMQ==&mid=400578981&idx=1

&sn=3bd08694d4bb5a986d60d3887708e2cf&scene=0#wechat_redirect” 

天天书香：“《山东图书馆学刊》：读书增知探方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7tr.html” 

米奇：“圕读 tuǎn，哦，才知道。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q1ct_ay6inPXnP1U_nArjcRoRfODF1SzZg_5

uLstBTmsU7_tCD6hiKoTK5ak6-X8IXEdjF-lwEiwM0jqx-gRq” 

Lee：“百度学术：开题助手 http://sc.qq.com/fx/u?r=oU1j0lA” 

城市天空：“The Library as Research Partner 作为研究伙伴的图书馆： 

http://acrl.ala.org/techconnect/post/the-library-as-research-partner

” 

城市天空：“The Model We Use for Research Data Services （研究数据服务

的使用模式）

http://www.speciousflimflam.com/new-blog/2015/9/4/the-model-we-use-f

or-research-data-services#comments-55e9c273e4b070ac616a11fe=” 

图谋：“吕璐成.战略情报研究学术论坛 2015会议记录（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80964-938369.html  2015年 11月 19 日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研究学术论坛在四川成都举行，由成都文献情报

中心承办。参会人员以文献情报中心员工为主，会议的主题主要围绕‘建设新

型科技智库’。” 

图书采选：“最美图书馆：嘉定图书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36713.html
http://conference.lib.sjtu.edu.cn/rscp2015/download.html
http://m.xhsmb.com/20151120/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51127/edition_1.htm
http://r.m.baidu.com/7mlaidj#modile.qq.co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TY0MzI5NDcwMQ==&mid=400578981&idx=1&sn=3bd08694d4bb5a986d60d3887708e2cf&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TY0MzI5NDcwMQ==&mid=400578981&idx=1&sn=3bd08694d4bb5a986d60d3887708e2cf&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7tr.html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q1ct_ay6inPXnP1U_nArjcRoRfODF1SzZg_5uLstBTmsU7_tCD6hiKoTK5ak6-X8IXEdjF-lwEiwM0jqx-gRq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q1ct_ay6inPXnP1U_nArjcRoRfODF1SzZg_5uLstBTmsU7_tCD6hiKoTK5ak6-X8IXEdjF-lwEiwM0jqx-gRq
http://sc.qq.com/fx/u?r=oU1j0lA
http://acrl.ala.org/techconnect/post/the-library-as-research-partner
http://acrl.ala.org/techconnect/post/the-library-as-research-partner
http://www.speciousflimflam.com/new-blog/2015/9/4/the-model-we-use-for-research-data-services#comments-55e9c273e4b070ac616a11fe
http://www.speciousflimflam.com/new-blog/2015/9/4/the-model-we-use-for-research-data-services#comments-55e9c273e4b070ac616a11fe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80964-9383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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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v.sohu.com/20151109/n425716237.shtml。图书馆的存在及发展不取决

于书，大家太关注‘书’了，要关注‘人’和‘人对图书馆的需求’图书馆研究

也如教育一样功利化了，热衷于做‘新娘’了。” 

w.狼：“中国科学报：论文查重除了检查是否抄袭，还是为了…… 

http://url.cn/Z4wuwq 。” 

图谋：“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第六期信息专员计划正式启动

http://news.sjtu.edu.cn/info/1003/807323.htm 2015 年 11月 24日《上海

交通大学新闻网》自 2009年以来，图书馆已连续推出六期信息专员培训计划，

由全校各科研团队推荐 1-2名成员作为信息专员，经过系列培训，使他们真正

成为所在科研团队相关专业信息检索、调研、鉴别、分析、汇总、跟踪的直接

操作者和执行者，信息资源建设需求的直接提供者和评价者，团队科研资料的

管理者，图书馆与科研团队之间的纽带和学科专业资源的建设者。经过 7 年深

耕细作，图书馆培养的信息专员已覆盖全校近 200个科研团队。为总结服务经

验、提高服务质量，图书馆在前期调研分析的基础上，从第五期信息专员开始，

聘期由一年延长至两年，第六期信息专员计划要求学科团队与信息专员做集中

交流；同时，各学科点还建立了 QQ群、飞信群等，以加强同一学科方向信息专

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虽然信息专员活动形式每年都会有所变化，但其目标始

终如一，即‘培养信息专员，助力科研创新’。”  

鲲鹏展翅：“视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馆长杨晓光在超星云周上的演讲：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5NDgwNDc2MA==.html，视频: 上海交大图

书馆馆长陈进在超星云周上的讲话：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5NDc5ODA5Mg==.html。”节能：“陈进馆长

讲得不错。”鲲鹏展翅：“上次我在听他评点阅读推广大赛的时候，就感觉真专业、

一言中的，鞭辟入里的总结。”瘦身娃娃：“看了杨馆长的演讲，真是梦。” 一鸣：

“刚才看了一下上交大陈馆长的视频，真是不错。”节能：“两位馆长的都不错，

昨天看了包的，今天 刚看了杨的。” 一鸣：“感觉杨馆长的 ppt做的很棒的。” 

（3）圕人堂管理 

图谋：“圕人堂特别期待会议记录、论点摘编、学习笔记、工作笔记等类型信息。” 

梅吉：“各位群友及同仁：鉴于近期本群资料分享活跃，空间容量已达上限，为

腾出更多存贮空间便于分享，我们将陆续对部分较大的文件作迁移，即迁移到本

群申请开通的百度网盘‘libseeker’。由于网盘受众广泛，从知识产权层面考虑，

我们对迁移文件建立了秘密链接，现将网盘链接汇总如下，供群友和同仁学习下

载。如有完善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另：本 QQ群所分享文件及其网盘分享文件

http://tv.sohu.com/20151109/n425716237.shtml
http://url.cn/Z4wuwq
http://news.sjtu.edu.cn/info/1003/807323.ht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5NDgwNDc2M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5NDc5ODA5M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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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仅供学习参考所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谢谢关注，敬请配合。”梅吉：“刚刚

在小窗收到一些关于网盘文件如何下载的询问，再此作一下补充说明。1、《圕人

堂 QQ群分享文件迁移至网盘说明》里附文件下载地址和密码。2、libseeker 网

盘现公开下载资料不多，更多的分享我们采用‘链接+密码’的方式。您只需把

您要下载的文件链接复制到网址栏回车（打开）即可，打开后会有一个对话框，

按提示，把下载密码输进去就可下载了。2、对于个别资源打不开的情况（如 2014

科技查新的资料），可联系梅吉，我们解决不了的，可小窗联系原始资料分享人

寻得帮助。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欢迎分享。”图谋：“群文件分享资源，最好是

及时关注，及时利用。圕人堂群无法做到永久保存，也不便（或不能）公开分享。

关于学术报告的分享，有的报告人愿意无条件分享，有的可能不愿意分享（或有

条件分享）。希望大家谅解。为了让群文件信息分享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梅吉

做了大量工作，辛苦了！”梅吉：“感谢分享资料的各位和资料的原始创造者，还

有群主搭建了这个学习分享平台。我也是从中学习，受益匪浅。” 

（4）问题求助 

1）河北芝麻：“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啊。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美国卡内基梅

龙大学的网络馆员免费导读服务有两种英文：Network Librarian and Free Guide, 

Network Ubrarzan and free GuNc. 这里的第二种是否正确，是不是这个学校的

名称嵌入了？在网上查到的这两种都有的，但是不能确信是否都是正确的。特别

@麦子老师，及其他熟悉美国图书馆的老师，谢谢。” Nalsi：“这真是吊诡而好

笑的事情，Google 搜一下带引号 Network Librarian and Free Guide，所有的

结果都是和中国有关的。” 

2）金呆呆：“请教下群里的老师，在哪里可以找到 2014 年的《中国教育年鉴》

和《中国环境年鉴》。”伊丰：“省级公共馆肯定都有。” 

3）Emil*：“请问有谁知道 16年暑期伊大项目研究生可以报名参加吗？”麦子：

“估计有钱就可以参加吧，这也就是个游学班。其实最好直接问联系人。”Emil*：

“谢谢麦子老师，我咨询一下联系人。” 

4）书卷：“请教各位，SSCI有分区吗？SCI 的分区，在 SCI 的那个地方查啊？

中科院的分区在哪查？给个链接，谢谢。”图谋：“JCR 期刊分区及其检索方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50603.html ，陈福佑.中科院 JCR

期刊分区说明.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55333-935907.html 为了

帮助用户加深了解和认识中科院分区表，减少其使用过程遇到的疑惑，让其能在

实际中以合理方式使用，课题组特制作说明文档。中科院分区表有独立的数据在

线平台（www.fenqubiao.com），单位用户可以订购，同时开通微信公众号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5060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55333-9359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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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qubiao），为个人用户提供有限的查询服务。JCR 是汤森路透集团旗下 ISI 

Web of Knowledge 的期刊平台，为用户提供期刊影响因子查询，新版系统已并

入 InCites。中科院 JCR期刊分区微信公众号：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55333-931396.html 。” 

5）w.狼：“请问《新华文摘》电子版，在哪个数据库里，哪位大神请指点迷津。”

图谋：“哪个数据库都没有。这个我以前关注过。参见：如何检索人文社科权威

学术文摘转载？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41990.html 。”山

人常宏：“找一下新华在线。”apple：“新华文摘目前读秀已经无法查找，可以用

百链云。最新可以查到 2013年数据。” 

6）度量衡：“求解：学校图书馆：1按实体藏书量如何划分大馆、中型馆、小馆

的？2按面积如何划分大馆、中馆、小馆的？”麦子：“国内的标准我不详，但

个人意见，1 只能是参考，尤其在大量复本的情况下，2更不代表什么。最有意

义的指标其实是年预算，甚至人员多少。”度量衡：“大体上，请专家们给个参考

就行。”麦子：“@度量衡 这应该有标准吧，不是砖家拍脑袋能拍出来的。”平平：

“学校图书馆的不清楚。公共馆的倒是有标准：

http://www.zj.gov.cn/art/2012/8/24/art_14513_50741.html 。” 

7）wangwen：“求助各位搜索达人，如果我想知道国内哪些公共图书馆收藏有儿

童的英语绘本，怎么搜索？国家图书馆的联机搜索目录转悠一大圈了，还是搜不

到什么。”度量衡：“这收集数据资料挺难的。”米奇：“听童谣学英文：朗曼英语

启蒙童谣彩绘本。亲子共学系列英语绘本。朗朗绘本英语。” 

8）红色企鹅：“有哪位对采购大码洋有心得的老师，请教几个问题呀。”印度阿

三：“小声的问一下，什么叫‘大码洋’？好像很不专业的问。”红色企鹅：“古

籍类的图书。”印度阿三：“不会是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吧？”平湖晓色：“@红色企

鹅，什么问题？”平湖晓色：“@印度阿三，我们认为一般定价超过万元就可叫‘大

码洋’了。” 印度阿三：“哦，我们一般不买这种。大部头套书除外。”红色企鹅：

“@平湖晓色，是关于图书馆采购古籍类图书的心得及经验 ，我想邀请一位采购

古籍类方面的老师做下演讲。” 平湖晓色：“哦，演讲那就成为专家级的了，我

们只是熟悉采购这方面图书，了解实际招标采购问题。” 伊丰：“@*~红色企鹅，

推荐：中大招皇。” 

9）亨哈：“请问一下，如果我们在学校图书馆交了省图书馆学会和中国图书馆学

会的年费，还需要再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是注册吗？注册是个人用户还是机构用

户，想参加年会的话必须是注册用户吗？”广东小肥羊：“个人用户。必须要去

注册。”亨哈：“哦，谢谢，我看到分会场都没有表明费用问题，是不是会员可以

免费呢？@广东小肥羊，请问您参加过吗？”广东小肥羊：“我报名了，也交费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55333-93139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41990.html
http://www.zj.gov.cn/art/2012/8/24/art_14513_507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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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年会是要交会议费的。”周文*：“个人参加怎么交费？”亨哈：“@广

东小肥羊，报名的地方和费用信息我怎么没找到呢？能否提供一下，谢谢哦。”

广东小肥羊：“注册好之后才可以看到。”广州书童：“学会网上注册之后就能看

了。”亨哈：“我在学校图书馆加入过了，但没有证书也没有会员号怎么办呢？”

广东小肥羊：“在中图学会的网站可以查到。 

http://www.lsc.org.cn/cn/hysq2012/grhy.html，找到你所在的省，把名单下

载下来就可以看到了。”亨哈：“哦哦，谢谢！有问题再请教，就是不知道时间过

了没有。”广东小肥羊：“本次年会采用网上报名方式；会议报名将于 9月 20 日

开放，11月 20 日后关闭。本来已经是关闭了的，前天临时开过一次。”鹧鸪飞：

“分会场是需要另外缴费的，深圳会前会收 200，含会务、两餐和参观并到广州

用车。”周文宇：“个人怎么参加？报名系统关闭了，是不是就不能报名了？”亨

哈：“报名系统在哪里呢？那怎么办呢？就是参加不了了。”亨哈：“解决了，刚

才打电话问过了，可以报名，只要报名任何分会场都是可以的哦。” 

（5）尽自己的努力，工作事业结硕果 

惠*澈：“刚刚读了 11.20的《图书馆报》。明年的培训会议更多，上次在临沂和

窦秘书长交谈时听说。今天上电脑突然想写图情人物访记或印象记之类的文章。

因为我刚刚拜访过我省有名的图情人物、老专家等，近期也刚刚读了他们的著作，

内心很受震撼，图书馆界的前辈身上确实有一些我们无法企及的高贵品质和专业

素养。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对专业的理解，让我感叹佩服。”惠*澈：“今年后半

年全是大事，首要的是申报研究馆员职称，前后忙了一个多月我馆阅读推广中心

成立、我全权负责的西文回溯工作结束、为基金项目结题积极准备，是我近期的

3件大事，时间碎片都给了休息，下来就是为广州年会做准备，宣传板、PPT。” 

惠*澈：“我这半瓶子近期还帮年轻同事辅导修改了三五篇文章。”芷芸：“@惠涓

澈 惠老师真是图人学习的榜样啊！我要是能遇到这样的好领导真是荣幸啊！。”

惠*澈：“我不是领导，只是个普通馆员，本职工作是中西文编目，遇到了好领导，

支持我做事做科研。我做的好多事情是自找的，属沒事找事型馆员。领导支持，

是因为我首先保证了本职工作的出色完成。”朗月孤舟：“ 图书馆就需要像惠老

师那样没事找事的人员。”惠*澈：“其他事情纯属做贡献，自己有兴趣，没有什

么阻挡。只要做出成绩，别人说什么都没用。如果自己的努力和图书馆方向一致，

如果自己的成绩和图书馆业绩能联系，那赢得领导支持是很正常的。图书馆不屈

才，只要你是人才。”凤舞九天：“@惠*澈，您的科研主要是做什么啊！”惠*澈：

“图书馆文学，阅读推广。”书香：“由衷钦佩惠老师！”惠*澈：“谢谢，我是边

做边吹，希望更多的同行跟上来。这个周末，《读书有方》。我跟着大专家，小年

http://www.lsc.org.cn/cn/hysq2012/grh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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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跟着我，博士就不要跟我了，你们就是专家，大家一齐走在推动图书馆事业的

大道上。” 惠*澈：“尽自己的智和力，发自己的光和热，不攀不比多努力。” 

（6）高层书架与藏书空间 

 

 

图谋：“当前不少馆的馆藏空间特别紧张，各自在相方设法应对。承重都是问题。

6层比较常见，8层比较少见。”天道酬勤：“我们馆二线书库书架 9层（图片 1）。”

黑天鹅：“哦 二线书库啊。”图谋：“9层，确实蛮高的。我没见过。”鲲鹏展翅：

“那是书架是特殊定制的吧。那一面都能放置 500册，容量大呀。这样放置，又

不符合消防法了。”许继*：“复本多。”图谋：“过去基本差不多风格。”许继*：

“可以只留一个就好。”图谋：“问题是其它的往哪放？不管往哪放，还得放。”

许继*：“剔。”图谋：“种种原因，现在还没听说哪个馆这么做了。”许继*：“找

理由处理掉。”图谋：“如果能正常剔旧，好些馆的馆藏空间就大解放了。”许继*：

“我们现在就在做，要不然书要摆在草地上了。”印度阿三：“可以正常剔，但剔

速跟不上进速。”黑天鹅：“好多 都是没多大价值的废纸了。”图谋：“我知道有

些馆是堆放，有的书都发霉了。”许继*：“从复本下手比较安全。” 图谋：“有些

馆的书，存在某种书复本成百上千的。”黑天鹅：“把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保存起

来就是了。很一般的，没保存价值。”许继*：“突击馆藏。”图谋：“是的。当前，

年进新书量，对好些高校馆是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是经费的压力，一方面是馆藏

空间的压力。甚至还有不少馆存在工作人员逐年减少的压力。”黑天鹅：“好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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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建立质量监管啊。说是高校馆，可馆藏与所购图书与高等学府不是很匹配。”

欣然读书：“我们有生均 100册、年增四册的任务，咋剔。”许继*：“到了 100,  增

剔可以平衡啊。现在又有电子书数据库什么的，这个指标还不是糊涂帐么。”欣

然读书：“领导不愿意，必须纸质书，每年有报表。” 

度量衡：“我们馆打包放地下库房（图片 2）, 也不知道咋办。”图谋：“这大概

算比较好的做法。”欣然读书：“好多馆都是这么处理，打包堆在一起。”图谋：

“有些馆打包堆放的位置都找不到，因为有承重要求。”海边：“我们打包放到地

下室，就不担心承重了。”欣然读书：“我见过几个馆连这个外包装都没有，直接

把书捆起来，堆成堆。”度量衡：“加厚纸箱 5元一个。”图谋：“这样做，保存的

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天外飞仙：“其实打包成堆起来的图书使命也基本完成。

不会再利用，现评估方法有问题，造成大浪费。”图谋：“当前藏与用的问题，真

是大问题。其实高校图书馆评估，已很多年没搞了。大家都‘难得糊涂’。”天外

飞仙：“电子图书应有明确说法。大家也好办点。”许继*：“阻力在得利者。得利

也是获利者。一家欢乐万家愁。”图谋：“度量衡刚才那张图片中的做法，可能值

得不少馆学习借鉴。那是一种相对简易的‘密集书库’。”天外飞仙：“场地也有

要求。”图谋：“那是，安全第一。”许继*：“地方难找。”图谋：“地下库房，有

个问题就是潮湿问题。消防也可能会是大问题。”天外飞仙：“感觉如只从藏角度

不如密集架。”图谋：“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建密集库的投入不小。”天外飞仙：

“建一个库等于至少两个。”图谋：“现在不少馆在为这个问题伤脑筋。甚至有部

分是近年已建过新馆的图书馆。”许继*：“高校馆或公共馆其实都是有组织的，

不知道为什么开展不了集中仓储。还是钱要花在面子上做怪吧。”天外飞仙：“一

般图书馆不应有知识保存责任才行。否则再大馆也不够用。”图谋：“北京好像在

做尝试，不知道效果如何。”印度阿三：“要剔除才行。”许继*：“合作总是难。”

天外飞仙：“现剔了也没地方放，没处理机制。”印度阿三：“我们有，可以走报

废程序。”许继*：“没机制就建个机制，缺书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图谋：“还真

是这个问题。”天外飞仙：“国家层面应统一方式方法。”图谋：“彼此都求最省力。”

印度阿三：“我们可以剔除报废，一般是烂到不能用才做。”图谋：“假如教育部

能有一套指导办法，可能还真能起到一些作用。”图谋：“本来是得用图书馆学的

专业理论去做好剔旧工作，当前专业理论一边凉快去了。”印度阿三：“因为剔除

理论不时髦。”图谋：“好些时候，也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合适的应对办法，也

没有人敢贸然‘决策’，导致好些问题‘无解’。”许继*：“关键领导肯不肯做。”

海边：“把多余的复本，转送给本校下面的独立学院图书馆。”图谋：“领导们也

在寻找‘合适’的招数。各自处的环境不一样，适用的招数有所不同。”许继*：

“有地方用不着剔，但其实是问题累积到后面。就目前图书利用率看，直应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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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校合并馆藏。图书馆空间腾出来让人用。用现代物流仓储解决藏借。共享后

大家文献都高端了。”蚯蚓：“专业认证、水平评估都需要文献资源的支撑数据，

纸质文献是不可少的。本科院校生均 100册、年进新书 4册，一直都没有修改。”

图谋：“当前这种状态，托管模式，能做起来，可能还真有商机。”蚯蚓：“高见。

需要有实体来运作。”海边：“评估标准要改，仓储费用国家承担，这样集中保存

才有戏。”许继*：“高校各地教委，公共馆各地文化部门，这本来就是他们要做

的，钱都是他们拨，浪费那么严重，实在都是纳税人的钱要是他们自己的，哭死

了。”度量衡：“我个人是最欢迎电子化的;我们就能从反复搬运上架下架倒架工

作中释放出来了。”七色花：“断舍离，断舍离。我觉得图书馆库藏也需要这种精

神。保留适合自己的，有价值的，那些累赘，鸡肋，就舍了。做到书架每层摆放

七成，保留三成机动空间。”印度阿三：“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国有资产。” 

(7) 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

主持人张凤女士——《世界华人周刊》官方网站访谈 

麦子：“在找些张爱玲的东西中偶尔看到这篇东西，有点意思，此人是哈佛的编

目：情系哈佛文化百年——访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

主持人张凤女士|世界华人网 -《世界华人周刊》官方网站 在北美华文文坛里，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提到哈佛大学，就想到张凤。’那么，这位已经成为北美华

文文坛领军人物的女作家，这位被誉为‘书写哈佛百年华裔文化史第一人’的哈

佛中国文化工作坊的主持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利

用在哈佛大学访问交流的间隙走访了张凤女士。一、情系哈佛工作生活三十余载

访谈首先是从张凤女士的个人经历说起。张凤女士告诉我，她祖籍浙江平湖，生

于台北近郊淡水，自小在台湾长大。张凤女士的父亲是上海哈同大学的文科生，

琴棋书画皆通，且酷爱读书作文章。在父亲的影响下，张凤家学渊源颇深。她博

览群书，其中尤其喜欢国学，并阅读了大量的国学著作，这为她后来的中文写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其对文学和历史的喜爱，张凤大学时选择了台湾国立师范

大学历史系。她是这样解释当时的选择:‘又有谁还记得托尔斯泰时期的帝王或

者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商贾, ……没有深层内涵的文学作品大多流于肤浅，而我因

为对人有着浓厚的兴趣，选报历史专业是希望加深自己看人待物的历史感……文

史哲的人物更加永恒。’与那个年代的同时代人一样，上世纪的 70年代中期，张

凤选择了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并在那里与她的同

学后來的著名华裔化学家黄绍光博士成婚。1977年毕业后随着先生到康奈尔大

学任核磁共振实验室主任而乔迁。1982年先生应邀到哈佛同职后担任贵重仪器

中心主任，张凤又迁至哈佛，进入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工作。因为是历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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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且又在图书馆工作，张凤对于文献信息的整理和收集非常在行，她收集了

大量有关哈佛的历史资料，写作《哈佛哈佛》、《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

——哈佛采微》、《哈佛缘》、《一头栽进哈佛》等多部介绍哈佛大学的著作。谈到

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些书，张凤笑言：‘哈佛人生已成为我生命中最感动和熟悉的

经验！’事实上，这些著作既渗透着张凤个人的哈佛经验，更展示了哈佛大学与

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渊源。从 1879 年最早由中国来到哈佛任教的戈鲲化先生在

‘哈佛书院教习官话’，并‘特别开设诗文讲授’，到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

重要人物赵元任、胡适、梅光迪、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李济、梁实秋、林语

堂等，以及当代著名学者周一良、杨联升、贺麟等都曾受到过哈佛的洗礼，他们

对现代中国的深刻影响，无疑有取自哈佛的思想养料。张凤在哈佛工作和生活三

十余年，以其个人的体验来书写哈佛，这些体验外化为文字，自然有着‘外人’

难以企及的深刻。我想，这也是历史系出生而偏好文学的张凤女士在书写哈佛时

与其他人不同的，同时也是颇具个人特色的一种独特的写作视角。二、笔耕楼台

书写哈佛百年华裔文化史在哈佛工作的漫长岁月中，张凤结识了一大批华裔精英

学者，如杨联升、张光直、赵如兰、杜维明、李欧梵、王德威、汪悦进、叶嘉莹、

李惠仪、田晓菲、郑培凯、陆惠风等，即便是那些没有在哈佛读书和任教经历的

华裔学人，如夏志清、张爱玲、鹿桥、孙康宜、郑洪、台益坚、傅伟勋等，也因

在哈佛研究或参加学术活动而与张凤有了联系。张凤的文学朋友们常常与她开玩

笑说：‘你真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啊！’与华裔学人的交往越多，张凤也越

来越多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一本著作刻画他们的思想轨迹，阐述哈

佛与中国的学术因缘呢？在张凤看来，这些杰出的东方学人不但与哈佛的其他学

者一起共同铸就了哈佛的辉煌，而且他们本身已成为哈佛传奇和历史的一部分，

他们的存在无疑是成就了哈佛大学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带着一种历史学家的使命

感，张凤投入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张凤发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从第一位到哈佛

来任教的中国教师戈鲲化受聘时所签的合约、照片及文字资料，到后来张爱玲在

哈佛瑞克利夫学院做访问学者时的档案、亲笔订正的《北地胭脂》、《赤地之恋》

以及译著《海上花》的下落等，补白了张爱玲在哈佛这段在中文世界鮮为人知的

历史。不仅如此，在后来写作张爱玲时，张凤还多次與作家們造访她在哈佛的故

居，拟藉旧时景，遥想作家当日生活。《哈佛心影录》于 1995年完成并出版，形

塑了来自中国的环绕哈佛的华裔学者群像，并对他们的专业成就加以详细介绍。

回首过去的几十年写作时光，张凤回忆说，那几十年她的生活是这样过的：白天

在燕京图书馆上班，夜晚忙完家务照顾好病弱的母亲，等三个孩子睡觉后，她便

钻进楼台，阅读一卷卷哈佛华人学者的著作，仔细研读每一位学者的思想并琢磨

其背后的谱系，才最终落墨文字。十年磨一剑，书写的艰辛可想而知。张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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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大家最愿意写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人物，对文化精英关注甚少，

文化人物处于弱势地位。’可是在她看来，在哈佛治学的华人文化学者在传播中

华文化方面贡献很大，值得每位华人知晓，于是，将这些前辈的思想展示出来就

成为了她写作的源泉和动力。卅年的书写也满怀感恩和收获。张凤說：‘每每想

到百余年来哈佛的华裔学者以自己乐观的精神应对自己的人生，他们失意时，用

奋起走向光明和成功，自己就受到了激励。’这些学者们的思想甚至影响到了张

凤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她说，因为‘哈佛的华人精英们都非常积极地对待他们

的人生，书写到他们的人生经历时想想自己，就会觉得我们个人的所谓痛苦太轻

太轻。’当被问到为什么哈佛的华裔学者能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张凤思考后回答

说：‘坚强面对人生中的逆境，是在哈佛的中国学者呈现出来的整体风貌，在我

看来，支撑他们超越苦难的是深沉博大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他们心灵的归

宿。’腹有诗书气自华！张凤的哈佛系列作品在公开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众

多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新华文摘、侨报、世界日报、星岛

日报、大公报、文汇报、读书、文史哲、明报月刊、亚洲周刊、传记文学、联合

文学、中国时报、汉学研究通讯等纷纷报道张凤的写作经历。张凤也多次应邀往

返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复旦、北师大、华师大、南大、浙大、台大、中山、

台湾师大、政大、台湾交大、东海、辅仁、暨南、岭南、浸会、香港中文大学以

及作协等演讲，所到之处，听者如云，掌声如潮，观者如醉如痴。不仅如此，张

凤的最新成果写作《哈佛问学录——与哈佛大学教授对话 30年》也已于今夏出

版，这给了使用中文阅读的读者更多地了解华裔学者在哈佛大学思想发展历程的

机会，著作出版后更多大学请张凤去做演讲。而我问到这部书带给世界的影响时，

她却谦逊地说：‘哈佛华裔学者在百年间教化了西方，丰富了哈佛和世界的历史，

而我只不过是描绘呈现他们罢了！’三、如桥如渡主持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除了

著书立说和讲演之外，张凤还积极投入中华文化推广活动中。她主持哈佛中国文

化工作坊——与王德威教授共召集, 现在哈佛大学唯一中文交流平台，协助杜维

明郑培凯教授组织多届‘哈佛中国文化研讨会’，担任哈佛中国学界文化文学活

动的主要联络人，拥有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纽英伦分会

创会会长，纽英伦文化复兴委员会委员，海外华人女作家协会审核委员,  大波

士顿区中华文化协会艺文小集首任召集人、《女性人》杂志编辑委员等多个头衔。

当笔者问到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的由来，张凤说：‘这个传统还是由赵元任夫妻

传递下来的。1983年陆惠风教授与赵如兰教授，(还有张光直教授等家)发起剑

桥新语社，相约每月末周五学者轮番聚首研讨文史哲，先由访问学者如张隆溪、

叶扬、柯庆明教授等帮忙, 后十六年由我协助组织。来过哈佛大学剑桥镇的访客，

相信不会忘却这精神的盛宴和他们拿手的红粥白粥，各名校如伯克莱、台大、香



圕人堂周讯（总第 81 期 201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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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 

港城大、高雄师大，一波一波仿效的组织都成立，还常来信向我‘取经’。后来

李欧梵教授创立了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 我偶尔主持。2004年王德威教授回哈

佛后，与我商量继续召集主办这个工作坊并使之发扬光大。王教授因为工作繁忙，

所以一直多是由我担任工作坊的主持人。’迄今为止，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已经

走过了二十个年头，张凤本人担任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的主持人也已经满十个年

头。在这十年中，张凤保守估计现已经有 300位以上学者在这个平台上讲演，报

告题目包罗万象，对于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对中美两国学者友

好交往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谈到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所起的作用，张凤低调

地说：‘我也许算是在哈佛游山游得稍微长一点的旅人，现只诚挚地架起一座小

桥，如桥如渡地，希望使更多来哈佛研究交流的中国学者们有交流和传播思想的

平台。’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中的一员，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一群体时？张凤

说：‘乡愁宛如风筝的丝线牢牢地系着这一群体的灵魂。’虽远离故土，却把故乡

的一切系在心上，这让我想到我曾经读过的张凤的文章：‘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

只要住得稍长一点儿之地，处处都感觉那是乡里，颇能重新定位，然这种自小养

成四海为家的感觉，分析起来正是深层的漂流感情在作祟，依然无逃于如影随形

的乡愁……’自小看到烽烟四起的战争年代父母颠沛流离，成年后又由台湾留学

移居美国。魂牵梦萦的系念，让她坚定地在英语国家使用母语文字写作，并十年

如一日主持哈佛大学唯一中文交流平台——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和作协分会，积

极地传播中华文化。张凤在哈佛现已主持组织了上百场研讨会，交游甚广，近年

来奔波于两岸三地应邀往作协和名校演讲，为推广中华文化尽着一切努力。张凤

不仅推广中华文化，也言传身教，她的三个子女都是在美国出生的所谓 ABC，言

行举止完全美国化，但因自小研习中文，待人接物还是非常符合中国的传统礼仪。

张凤的母亲曾经体弱多病十三年，常常需要人照看，看到母亲照顾外婆十分辛苦，

三个孩子都努力为母亲分忧。张凤欣慰地说：‘这三个孩子在我们细心的教育下，

他们还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8）馆藏复本数 

任志*：“我想问下图书馆负责纸质资源采访的各位，今年大家的复本一般是几？”

我在做一个数据，但觉得我拿到的数据好像不对。我这里的数据是 20多。直觉

就觉得不对。”七色花*：“@图书商报任志*，我这里是三本，复本。”印度阿三：

“@图书商报任志*，我们这里大约是 3.5。”生清：“@图书商报任志*，复本多少，

跟决策者关系很大，还有时代因素，我们馆一般社科类是 3本，医学类 2本。但

每届领导对这一规定多少都有突破，每种 20、50册的书也不算少，某些书的复

本甚至能到 100。”伊丰：“@图书商报任志*，公共馆和高校馆区别很大的，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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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本科院校，我认为多了个零，应该介于 1.8-3左右。”麦子：“那些大规模复

本的似乎是开书店的思路，现在估计很多书店都不会有 50本库存，那弄不好是

要倒闭的，况且很多书印量很少，买个 100本，以后可能像整版猴票一样。”

hero8151：“可能是校内教职工出的书，求到馆长门下，只能多买几本。”素问：

“我们馆我知道的有多年以前为了给外面实习的同学买实习手册，一个大班的，

大概 50-60本整体出借，那时候穷，买本书也算一笔开支，不过那些实习手册基

本都用破了。另外，还有那年本科评估用教务处的淘汰教材凑数，其中有 100

册以上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些多次印刷的书，比如红楼梦，N个版本。”

伊丰：“这个不算同一复本数量。”素问：“是的，虽然不算复本，其实没有必要

购置多个版本，这些书不用给稿费，所以印刷数量比较大，不少版本没有价值。

复本多又没用的情况，反正我看到的高校馆差不多。不说高大上的专业化，基本

方法都没有。高校图书馆号称学术图书馆，这些低质量又重复的书不知道把仅存

的学术冲淡了多少。基本管理方法缺如，简单的事情都整不明白，何谈高深学术。”

麦子：“@素问 高深就是不跟风嘛。” 

（9）数据库年年涨价 

圕论坛刘：“【数据商，每年涨价很生猛 图书馆，联合抵制很无奈】[ 信息时报

2015-11-23 ] [ A04版 ·焦点]  【信息时报记者 蒋隽 】  写过论文

的都用过数据库，但你可知，高校或图书馆要为这些数据库花费多少？仅中大、

华工、暨大三所高校，一年用于购买数据库的经费就超过 3400万元，而且每年

至少以 10%的幅度涨价，也就是说，明年又要比今年多付几百万。  图书馆与

数据商之间早就打了好几仗够写一部‘战争史’了：2010 年浙江大学打响‘第

一枪’，联合 33所图书馆抵制爱思唯尔；同年，全国高校联合成立‘中国高校图

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形成‘集团军’与数据库商谈判；今年又打起

来了！中大、华工在内全国几十家高校联合抵制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数据库，到目

前为止，这事儿还在撕扯之中，双方重启谈判，结果还没出来。数据库商为啥这

么牛，每年都能涨涨涨？图书馆又为何如此憋屈，哭闹到最后还是得买买买？【现

状 1 中大图书馆被涨价 500%】前不久，国内部分高校图书馆馆长齐聚中山大学

议事，当谈到数据库商，一时间，原本温文尔雅的图书馆馆长们群情激愤，纷纷

声讨数据库商‘信马由缰狮子大开口’、‘用杀鸡取卵的方式猎杀‘中国羊’’。是

谁？如此犯众怒！惹得全国高校图书馆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今年以来，近如中

大、华工，远到清华、复旦的学者、学生都发现，不能进入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数

据库（RSC）查资料了，弹出的页面是本校图书馆对 RSC 的抵制声明，大意基本

都是：RSC太无耻漫天要价（中大声明称之‘恶意涨价’），双方谈不拢，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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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联合起来抵制它了，老师学生们对不起了，请绕道。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

文愤慨地表示，RSC2005年的年费是 5844.25美元，其后一直按照通货膨胀率增

加年费，每年的涨幅在 0%至 11%之间，到 2014年时年费也就涨到 8, 884美元，

合情合理，可是，‘今年突然变得异常凶悍，竟然将 2015 年的年费突然猛涨到

46500英镑 ！’据透露，RSC对每个高校的涨价幅度略有不同，而中大图书馆被

涨幅度达到 500%，一般图书馆为 300%。【现状 2 高校每年付数据商几千万】别

以为中大只是个案，广州的高校，特别是 985、211高校都为数据库花费不菲。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文芳告诉记者，该馆每年投入超过 2000万元，其中

超过 70%都是用于数据库资源。也就是说每年超过 1400 万元用于购买数据库资

源。程焕文介绍，中大图书馆一年投入经费超 3000万元，其中超过 1500万元用

于数据资源，而八成左右都是用于购买国外数据库。暨南大学图书馆负责人介绍，

该馆数字资源一年投入 800多万元，占预算的一半以上。记者算了一笔账，仅中

大、华工、暨大三所高校，每年用于购买数据库的经费就超过 3400万元，加上

华农、华师、南方医科大、广大等高校，还有广州地面上几十家省、市、国家级

科研机构，据估计，广州一年用于购买数据库的费用就有亿元左右。 一位业内

学者告诉记者，仅中科院一家，每年用于购买数据库的经费就达到 2.46亿元。

【高校声音：每年涨价超百万】对高校图书馆来说，可怕的不是每年要花费千万

买数据库，可怕的是年年都在大幅涨价，简直就是无底洞。华师图书馆馆长李文

芳： ‘全校主要使用的国外数据库大约十来种，每年都在涨价，平均涨幅在

10%左右，每年涨价超过 100万。’ 中大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每年都涨价，涨

5%~8%算正常，有的一年涨幅达到 30%，RSC今年更是暴涨。中大每年都要因为涨

价多掏 100多万。’【争论焦点】〔1.涨价：是市场行为，还是垄断？〕〔数据商：

商业行为且收费低于欧美〕有数据商表示，前期十几年的市场铺垫也是成本，在

商言商，为何不能定价？而且从全球范围看，对中国的收费其实低于欧美市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信息资源方面的投入过低，增幅远低于研发投入

的增长，而且相同的数字资源，对欧美国家的收费远高于目前对中国的收

费。  〔图书馆：数据库定价就是糊涂账〕  中大图书馆馆长程焕文认为，

数据库的定价就是个糊涂账，一切由数据商说了算，从来没有什么物价管理部门

的审查和干预。可是，数据库涨价也不能信马由缰和狮子大开口，否则就没有了

市场规则，没有了诚信。在中国图书馆界，有个普遍看法，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人均收入依然很低，数据库在中国的收费不应参照发达国家标准。  【2.图书

馆是公益，数据商不该赚这个钱？】  〔图书馆：公益事业无收入〕  不少

图书馆抗议数据商涨价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占据了‘道德高地’：图书馆是社会

公益设施，免费供学生、学者和大众使用，根本没有收入，无法应付这样的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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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  〔数据商：数据库是商业公司〕  一位数据商直言，图书馆用的是

国家投资纳税人的钱，服务于公众理所当然，跟数据商该不该便宜并无逻辑关系。

数据商首先是商业公司，有成本有产品，产品有价值、没有可替代者，卖方话语

权自然更大。” 

圕论坛刘：“掌上图情转载此文，未注明具体来源，实则侵权。此举不好。版权

的不尊重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忧患，这涉及创新。”烟大圕张：“还真是没注意。”

蚯蚓：“对于国内外数据库商的这种行为，特别是国外数据库，需要国家层面的

整体行为，在评价体系等诸方面进行修正。”圕论坛刘：“@蚯蚓 是。尤其需要扶

持国内学术期刊。”蚯蚓：“如果评价体系进行修正，知名专家的大作就不一定非

要所谓的知名选外刊刊发，而选择国内刊刊发，国内刊自然就会行成良性循环。”

刘建*：“CNKI 也是每年涨价。”伊丰：“这个更不要脸，这个都是国家资源。”天

外飞仙：“垄断后都会涨，在座的各位如果坐到数据库商的位置上也是涨价。”素

问：“不知道 vip、CNKI的老板是谁？”apple：“vip、CNKI的老板是谁？” 

sonorous：“CNKI 的 CEO 是王明亮啊。”蚯蚓：“我的意思是刊物会形成良性，价

格应该要控制。”蚯蚓：“CNKI的注册貌似不在中国。”广州书童：“涨价有一定

合理性，但是幅度要控制，漫天要价没有规则肯定不行。” 刘建*：“很早的时候

是北大方正(APABI)、清华同方（CNKI)。” 伊丰：“方正被查了。cnki工程本身

就是国家投资的。尤其是学位论文来源。” 圕论坛刘：“掌上图情知错就改，赞

一个。” 

（10）图书馆专业干部进修班 

鲲鹏展翅：“咨询下各位前辈，图书馆行业进修一般那个学校好一些？除了大连

理工大学。”烟大圕张：“别的学校还有吗。”伊丰：“进修指什么。”素问：“大工

的进修还是一年制吗？”鲲鹏展翅：“嗯。我想问问，像南京大学。”素问：“就

是非图书馆专业的图书馆同仁进修图书馆学专业知识。@伊丰 。” 鲲鹏展翅：“对

的。”伊丰：“好像前 1-2年有过访问学者计划。有几家图书馆接受的。今年没有 

没看到通知。”sonorous：“南开大学应该有吧。”伊丰：“这个是有计划的。”夏

夜星：“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在杭州都有研修班。在北方就不清楚了@鲲鹏展翅 。”

素问：“这种研修班是不是就是以前的进修班？听上去研修班高大上一些。”夏夜

星：“就是研究生进修班。”一个人*：“这种进修班假期有吗？怎么收费？有名额

等限制吗？”素问：“是不是非图书馆专业的研究生进修班？”伊丰：“访问馆员

计划是 calis 搞得，2011年 4期后就没有了。”伊丰：“课程进修班就没什么意

思了。”素问：“我知道的是以前大连那个班，专为非图情专业办的，半年到一年。

说是半年，实际学习时间也就是大约一个学期。”海边：“大工的班还有的。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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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一个是半脱产，一年，全脱产，一学期。群里的人发过大工班的文件。” 

（11）科研结题的论文要求 

安静的*：“想请教一下，教育部课题标书说了 2篇 c刊正常结题，2篇全是成员

第一作者主持人第二作者，可以结题吗？我的理解是可以的，因为是一个团队的

成果，不知道这样理解正不正确。”hero8151：“不可以吧，得是主持人的成果。”

安静的*：“那要团队做什么呢？”hero8151：“这是要求主持人自己要真正在做

课题吧。”海边：“主持人也可以是通讯作者。”hero8151：“国内文科的很少搞什

么通讯作者吧一般都是认第一作者。”hero8151：“当然，你要是发 SCI、SSCI

上面，通讯作者当然是可以的了。”惠*澈：“我也觉得不可以，那要主持人做什

么呢？难道仅仅是是带领团队、管理团队有方？当然要看成果鉴定与结题要求，

我是想当然，别当真。”广东小肥羊：“必须是主持人作为第一作者，2篇 CSSCI

来源刊。”惠*澈：“我们省级项目都是这样要求的，主持人独著或作为第一作者

有核心刊文章。”平平：“我也觉得应该这样，不然馆长们挂上去就是。”惠*澈：

“再说了，作为主持人，应该以实际行动促进结题，尤其以学术成果说话。”平

平：“主持人应该是带队人，不是享受成果之人。” 

（12）视频资源的收藏利用 

麦子：“今天收到伯克利图书馆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一车中文电影 DVD，这都是我

自己的关系，我也就直接编目后加到我们的视频收藏中。因为我们已经有以前我

弄来的 1000盘 DVD，所以一定会有复本，这些就送给教电影课的老师了。我们

是极小的馆，只有一个偶尔教中国电影的老师。在中文电影方面，可以说中国图

书馆有的，美国高校馆一定会有，中国图书馆没有的，美国也会有。”许继*：“这

些资源怎么用，读者都可以借？”麦子：“随便借，包括 300、400美元一盘的。”

许继*：“会备份么？”麦子：“也可以当场看，没有备份。坏了重买就是。”许继

*：“是的，为了用。”麦子：“就是用。不用的话，在漂亮的东西 15年后也处理

了。”许继*：“十几年没用的东西太多了。”烟大圕张：“国内要这样就好了，现

在是空间紧张，还不能剔旧，为了充数。”麦子：“@烟大圕张，这样下去钱不少

花，但馆藏质量越来越差。”许继*：“馆藏质量现在是公婆各有理，伪科学多得

很。”麦子：“我觉得这些电影放了 10年就会处理掉，用的人不多嘛。其实最近

我们在试用一个视频的服务, 我觉得实在很棒。里面有 26000种电影，而且每月

加 100-300种，是 PDA，但前三次（需要 30秒以上，不到三十秒不算）的预览

是免费的，第四次以后，就购买，每个 150美元，有一年的使用权，其后需要重

新重新购买。鉴于这类资源的使用随时间流逝而快速下降，这对学校来说是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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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因为每次使用的成本平均是 1.8美元，很便宜，而且你也不需要建自己收

藏了。我说了这么多，主要的意思是：图书馆就是要用，如果藏，一定要有特别

的东西。因为一般学校也没有资格把自己毅然放在是某个孤本的守护神的地位。

还记得我说哥伦比亚的乾隆 60年前为特藏除非是孤本的标准吗？”刘建*：“一

个 150美元，一年内无限制使用是吗？”小鹿：“请问您馆里有专门教电影的老

师吗?@麦子。”刘建*：“如果有的视频一年中使用很少相对成本就比较高。”刘建

*：“你们馆一年统计的平均成本是每看一次 1.8美元对吗？”麦子：“@刘建*，

这是外馆的调查，我们的费用估计高过此。基本是某门课用，过后就没用了。”

刘建*：“哦，在课程阶段使用会比较多。基本是为课程配合的视频。”麦子：“@

小鹿，没有馆内的，这是传媒系的老师或其他文科系教学用。”小鹿：“@麦子 谢

谢您。”麦子：“@刘建*，现在用得太多，另外比如以前的电视电影新闻报道也是

课堂会用。”小鹿：“@麦子，请问这是一个什么视频服务?”麦子：“内容太多，

主要是记录片， www.kanopystreaming.com 。”小鹿：“OK, 很好的资源。”内蒙

农大李：“请问专家们，除了视频采用 PDA采购，还有其他什么资源采用了 pda？”

麦子：“@内蒙古农业大学图书馆李*，主要当然是书，但在国内，我会三思而后

行。”内蒙农大李：“主要是电子书吧？”麦子：“是，纸本我们也有。”小鹿：“纸

本怎么操作？”麦子：“@小鹿 在书目里，但有一句话，如果你要，填信息，我

们十天内给你送到。但效果没有电子好，大家懒得填个人信息。”小鹿：“真正遇

到自己需要的会填写。您是否遇到不诚信的，或者是恶意的点击这些情况？最后

也得需要采访人员把关对吗？”麦子：“@小鹿 我是没遇到，但国内里应外合，

麻烦。我们没有把关，是幕后自动的。”内蒙农大李：“如果我们可以与亚马逊或

当当合作，让读者选书推送给我们，我们查重后购买就好了。前提绑定读者真实

信息。”小鹿：“@麦子 遇到恶意点击比较麻烦，不过一般情况下应该还好。” 刘

建*：“视频利用统计数据时间分布、人群分布呈现规律吗？”麦子：“@刘建*，

有规律，因为基本和课程有关的。”刘建*：“在购买的视频里约多少比例和课程

相关，还是基本全部和课程相关？”麦子：“@刘建*，最简单的例子，在美国做

政治学研究，你不懂统计，你不要混了。我以前管过，大致 85-90%和课程有关。” 

刘建*：“那些少数与课程不相关的是不是都利用率比较低，还是也有如同课程一

样的集中高利用，或是分散高利用？” 

麦子：“我没有观察这么仔细，但娱乐性使用极少，都是围绕某些课，课堂上是

不会全程放映东西的，大家需自己课后去看。” 

（13）武夷山《关于学术性的思考》 

hero8151：“关于学术性的思考  

http://www.kanopystream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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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37946.html 武夷山 1991年 11月 20

日。我在阅读 Science in Context 杂志 1991年第 2期上 Michael Otte的文章

Style as a Historical Category（作为历史范畴的风格）后，写下了以下感想： 

学术性的内涵：学术性不是有用性我们的科技论文统计工作非常有用，但学术性

不算强。1. 历史性科技史、建筑史等历史研究总归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为什么

强调参考文献？为什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是褒义的？因为学术性往往离

不开历史维度。如何发掘新史料？如何用新观点、新脉络去组织已有史料？（博

主今记：对于科学计量学，将史料改为‘数据’好了。）2. 抽象性（不是就事论

事，要具备一般性）例如，国外学者们讨论过‘科学与艺术的结构’，就必须抽

象。又如，目前我读的这期刊物讨论‘风格’，也必须抽象。有文学风格，有数

学风格，不同学派各有其风格。科学是否具有民族风格？美国物理学家和德国物

理学家是否各有特点？赵红州主持的学术沙龙曾讨论过幽默：幽默的内在结构，

为什么人们感到某事物好笑？赵红州提到解释幽默的同构说、意外说（我们看到

一人无端地摔倒会发笑，因为出乎意料，即使我们具备同情心还是忍不住笑）；

幽默的社会功能，比如罗马尼亚故事片《沸腾的生活》中，工厂领导看不惯一位

部下留长发，但他不是当面批评，而是买了一把剪刀送给留长发的工人；幽默的

健康效应（对于个体而言）。以上种种，不进行抽象，就无法讨论。我参加过关

于基础学科评价的国际研讨会，由于讨论的抽象度只处于中等水平，所以会上没

有多少高质量的报告。如何评价物理学科的成果，这样的选题抽象度更低。若提

出‘评价学’，试图找出相关共性，从抽象度说是较好的选题。其中可以讨论：

评价指标问题；评价的时间维度（何时评？现在的政府项目都是项目结束后评，

算总账；亦可进行中期评估啊，不断提供反馈）；评价的成本（评价本来是为了

高效地做某事，但评价自身也要花钱，若评价成本很高，则总体（做事+评价）

的效益就不会高）；评价的客观性如何保证的问题......3. 方法论有了好的方

法，就可‘以不变应万变’。邓聚龙老师关于灰色系统理论多个领域的应用，第

一篇是独创的，后来的几篇创新性不算高，但仍具有学术性，因为他创造的独特、

高明的方法保证了学术性。为什么我们感到自然科学的论文学术性较强？因为讲

究实验方法。人文学科则主要靠引经据典。阐释学方法、列维. 施特劳斯的结构

功能主义方法等，都属于思维方法，是能够自圆其说的。自然科学也需要自圆其

说，用外在的实验来验证，就高明无比。4. 在范式之内工作的成果被认为具有

学术性，而新鲜想法常常被‘学术性’所排斥掉。” 

（14）核心期刊的评价方法是否合理 

小图人：“张晓林叫板朱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379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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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11/332514.shtm。”麦子：“用本学

科使用统计使用的做法十分荒唐，我看主要是思维落后，另外可能有其他不能上

台面说的理由，现在跨学科是主流。”刘建*：“对，很多事情需要跨学科思维。” 

（15）纸质书未来被替代与收藏意义的可能性 

平湖晓色：“比较欣赏‘斋主’的这些论断（斋主语录）：图书馆应该保存一切有

文字的纸片。纸张是个老不死的东西。没有‘纸张崇拜’情结的馆长基本上是没

有文化的馆长。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没有必要加强纸本馆

藏的发展。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幼稚的，甚至是愚昧的。只要有钱，一夜之间就

可以从数字资源的‘穷二代‘变为数字资源的‘富二代’。互联网使一代人沉湎

于网络游戏，现在移动通讯网又使一代人沉迷于微博、微信，在无休止地发微信

与转微信、点赞与等待点赞中燃烧青春，消耗生命。”麦子：“@平湖晓色，这个

问题远比这复杂，但斋主的说法问题也很大，关键的问题：什么样的纸？没有好

内容的纸只能回收。”hanna：“关键在内容。”平湖晓色：“@麦子，有道理！可能

他只是针对数字化的东西取代不了纸质文献这一问题而言，具体的馆藏发展实践

是比较复杂。”麦子：“很多人对纸用一种心理 shangdefetish。”hanna：“纸张

是个载体，但这个载体的独特性使之生命更久远，更好地实现了文化传承的使

命。”天外飞仙：“社会的发展，如果有新技术代替纸张，载体又会改变，如纸替

代竹简一样。”星辰：“这与从小就用什么载体及这种载体的普遍性有关。”天外

飞仙：“只是现在还没有更好的技术出来，大家才觉得纸书无可替换。” 麦子：

“这很对。”图米：“纸书基本上有时间会翻，电子书热一阵，有一段时间没看了。”

麦子：“很多人对纸有一种感情上的吸引，很难割舍任何有文字的东西。很多人

把书捐个图书馆其实是自己下不下狠心去扔。如果从业人员有这种情节，是要不

得的。另外，我们要把内容载体和文物区分开来。”天外飞仙：“随技术的发展，

个人觉得‘电子书’应该会‘替代’纸质图书@麦子。”麦子：“@天外飞仙，另外

形势比人强，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局面很难转变。”hanna：“完全取代不会的。”

天外飞仙：“现在那个还用竹简，我想在那时代人觉得也是不可能取代的。没有

什么是不可能的。”转身遇见：“以后纸质书可能就是变成 收藏品了。”麦子：“@

天外飞仙，西方从手写到活字印刷，花了 50年时间才让人接受。”平湖晓色：“所

以我感觉现在好多图书馆在订购纸本期刊时就是舍不得砍啊，学术类几乎没人翻

也得持续订。”天外飞仙：“@麦子，当然肯定是一个过程，但是这种前进是没法

阻止的。” hanna：“但是图书馆不能太与时俱进了。与时俱进的是书店。”印度

阿三：“如果书店死了，图书馆也逃不掉。有点白象的感觉。”hanna：“图书馆死

不了，只是苟延残喘。而且一直都是这样，但就是死不了。” 平湖晓色：“@印度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11/332514.shtm


圕人堂周讯（总第 81 期 201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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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 

阿三，书店和图书馆谁死谁活没直接关系吧？二者社会功能有质的区别。” 印度

阿三：“图书馆和书店只是书业中间的链条上的一环，纸本出版挂了，这一系列

的都死了。”图米：“以后图书馆就像超人那个水晶一样。”麦子：“@平湖晓色，

我们现在大约只有小于 5%的期刊是纸本的，过去很多出版商还送纸的，现在就

是送，我们也不要。” 平湖晓色：“@麦子，打算明年外刊全不要纸本了，数据库

绑定的全用 E-only，可行否？感觉颠覆时代来了？。”麦子：“@平湖晓色，当然

可以，但我不知道国内在永久拥有权上有什么保障。”hanna：“明年《瑞丽》停

刊了，如果哪家图书馆从头收到尾的，又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麦子：“联盟的过

刊保存是这些年很热门的，但接近结束，因为做得差不多了。”天外飞仙：“收藏

其实应该是博物馆做的，不应该是图书馆做。” hanna：“书店只卖新的，几年卖

不动，收回做纸浆。博物馆有它自己的分工。它只收实物，文献是知识载体。”

平平：“我们馆砍掉很多期刊。特别是专业期刊。”hanna：“图书馆、博物馆、档

案馆都有自己的分工。对象首先是不一样的。”天外飞仙：“五定律, 第一定律：

书是为了用的（Books are for use）；第二定律：每个读者有其书（Every reader 

his or her book）；第三定律：每本书有其读者（Every book its reader）；第

四定律：节省读者的时间（Save the time of the reader）；第五定律：图书馆

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The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天外飞仙：

“@hanna 我觉得这上不变化的。收藏算什么？”hanna：“没错啊。‘用’也不完

全是为了当时当下啊。”罗*：“如果图书馆的每本书都有其读者，图书馆的采访

任务是个艰巨的重任。”空空：“现在的买的电子数据库很多就是个服务费。” 

hanna：“那这样讲，麦子老师介绍的那些美国图书馆更不用收那些奇奇怪怪的文

献了。”苏豆芽：“采访比图书馆部门更需要责任心。经费有限，而出版界比较混

乱，要选出好书不容易。”天外飞仙：“据麦子在群中的介绍，他们也是有侧重点

吧，也不是什么都收藏。”hanna：“《瑞丽时尚先锋》停出纸刊 新媒体能否‘救

命’：http://www.po123.cn/shishang/swwwwee.html 。” 新语新圆：“纸质期刊

停止出版还是图书馆不再订购。”麦子：“@hanna，我们其实用联盟形式保存所有

期刊的纸本版。” hanna：“说得对。” hanna：“这是每个图书馆的定位不同，职

能也就不同。”罗*：“理论与工作常态脱轨了。”苏豆芽：“期刊同事说我们之前

订的期刊今年有五十多种停刊了。”hanna：“没错，只要有图书馆收就可以。这

样收藏、利用就结合起来了。但说图书馆不用收藏那肯定是错的。小馆收收自己

家的东西就可以了。”天外飞仙：“人无我有。这才是小馆做的。”hanna：“但要

持续不断地做。”天外飞仙：“知识收藏保管应该是大馆，或者是国家层面做的。”

hanna：“要在领导和制度上保证。程焕文教授是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大馆的责

任和意识自然不一样。我赞成他的观点，如果不计成本，所有有字的纸片都应该

http://www.po123.cn/shishang/swwww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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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这是意识层面的，落实到实践层面，具体操作是另外一回事。”麦子：“在保

障上，再大的馆还是需要联盟，因为东西太多。” hanna：“是的。”麦子：“你想

10几万种刊物，你如何自己做。” hanna：“上学时在南大实习，看到他们的所

有期刊都好几个复本。期刊到馆，有一本直接入库，放在架子上，年底装订。另

外的复本才去流通阅览，最后处理掉。这是大馆气象。”平平：“我们同一种期刊

买了两本，新校区老校区各一本。”hanna：“工作以后，我馆所有期刊只有一个

复本，流通使用一年后再装订，破破烂烂，缺期少刊，还需要人力不停催缺补刊。”

苏豆芽：“hanna 说的确实是期刊的现状。但是小馆没有大馆的财力，又有电子

期刊的时候，小馆就选择一个复本了。”hanna：“小馆就别去做自己做不了的事

情了。现在没人看的刊，除非多年连续订购的，删掉也不妨碍啥，用电子取代即

可。但并不能用这个给自己找借口，说图书馆不用收藏了。其实只是自己不收藏，

收藏的活别人做了罢了。如果要有图书馆自己的特色，还是要好好琢磨如何构建

自己的连续馆藏的，比如分工合作。我们要是有这么多钱，也可以这样收的。”

雪中冰人：“大部分图书馆估计都只购一本期刊。尤其是中小图书馆。” 

（16）白岩松关于推广阅读 

hanna：“白岩松：我们遗忘了阅读，所以才会去推广阅读 

http://bookdao.com/article/89880/ 。”Lee：“我比较赞同白岩松关于阅读及

阅读推广的看法。”hanna：“在知乎上看到的问题‘最近的趋势到底是图像被文

字化还是文字被形象化？’技术使图像易得，阅读由此衰颓，毕竟影像轻松简单。” 

闻书香：“@hanna 白岩松的文章每次看了都觉得有收获，谢谢分享。” 

（17）电子书采购模式 

图谋：“万跃华.ProQuest将推出电子书需求驱动采购模式.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7081&do=blog&id=936

818ProQuest 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出版商的紧密合作，将于 2016年推出

‘Access-to-Own’创新电子书采购模式，该模式使图书馆能将花在电子书借阅

上的经费用于永久买断，从而获得书籍的所有权。”麦子：“@图谋，这篇东西写

得比较不清楚，我觉得写的人自己也不懂 stl在 pda上的特定含义。Kevin sayer

本来是 ebl的副总裁，对电子书很熟，公司给原来做期刊数据库为主的 proquest

买去后，他负责电子书这块。”图谋：“我看重的是，当前这类工作，很少人去做。

那类工作，需要有人去做。”hanna：“是不太清楚。”城市天空：“@麦子，PDA 现

在也没那么热门了吧，之前还有人提出来 RPDA，现实操作没想象的那么好。”麦

子：“@城市天空，不是吧，pda现在是深化了，我们以前是各校做，但最近开始

http://bookdao.com/article/8988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7081&do=blog&id=936818ProQues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7081&do=blog&id=936818Pro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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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联盟的 pda。当然，也有阻力，但其实不是来自用户，而是来自出版商，他们

想多赚，所以有这个 STL的问题，而图谋贴的那篇东西的作者明显不了解这个层

次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如何在用户和出版商之间有个定价的平衡问题。而不

是什么热门不热门，听上去想是我们用户对此没有兴趣一样。另外，有些合约模

式使一本热门书几乎可以无限制地重复卖下去，这是个问题，而纸本书就不可能。

这是电子书的问题，不是 pda。” 城市天空：“@麦子，PDA 估计在中国推也很难，

Approval Plan 在美国实行几十年了，中国也没推行过，只看到有新闻报道浙江

新华有过试点，具体实施情况一无所知。” 

（18）晒晒自己读过的书 

图谋：“周涛.2015 年吃进去和吐出来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938575.html 电子科技大学 80后教授

2015年的阅读书目，80余种，100 多本，以武侠玄幻为主。看到周涛教授的阅

读书目，用了一个词‘艳羡不已’。那个阅读量太大了。”逗逗：“既然是教授了，

这 80后阅读专业电子论文文献也不少吧。统计的只是纸质书吧。”图谋：“那看

人家的产出就知道了。”平平：“他不会推荐专业文献的，又不是针对他学生。”

逗逗：“这个玄幻，就和美国欧洲也热衷指环王魔幻小说一样吧。”图谋：“18 篇

论文，估计均是通信作者身份。”逗逗：“有水分？”一鸣：“这里有没有精度和

泛读的区别呢。”老玲子：“居然还看花千骨。”一鸣：“另外为什么一些武侠小说

可以一而再的的阅读，还是武侠本身有其自身的一些魔力。”一鸣：“流行的，看

了不少啊。追风筝的人。”平平：“我老觉得没时间看书。花千骨 甄嬛一类的都

看不进去。”图谋：“个人对此敬服不已。同时联想到一个节目：圕人堂成员，愿

意晒晒 2015年的阅读书目，效果也许不错？”平平：“我的都是育儿的。这阶段，

小孩是我生活的重心，没办法。”陈鱼：“我能看进去，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我

什么都看，今年想读够 50本的，现在看可能差几本了。”一鸣：“我先来，射雕

英雄传，鹿鼎记，书剑恩仇录，绝代双骄，平凡的世界，二号首长，地狱。”平

平：“一看就是老人家。”一鸣：“当然前几本都是重读。八零后啊，我是。而且

都是在手机上看的。纸本一本没看。”节能：“因为在采编工作，中午不回家，所

以中午一般会绕着新书架转几圈，找本书催眠。至于现在晒，因为多属不做笔记

的阅读，真想不起来了。是不是可以说它们不知不觉中化作了我的血和肉呢？”

图谋：“我今年，买了 10 来本书，但是多半没认真读，惭愧。”平平：“有吸收力

的心灵、完整的成长、捕捉儿童敏感期，爱和自由。我读过的书都记在豆瓣中，

顺便去看看别人的评价。”陈鱼：“7月在不安的世界安静的活～王欣无声告白 30

岁前别结婚穆斯林的葬礼 8月书单小王子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一个人的朝圣 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9385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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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百年孤独苏东坡传 10月解忧杂货店变形记～找自己 11月我不知道该说什

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还要 我是女兵 也是女人。这是 下半年的 基本都是纸

质的。”一鸣：“个人觉得，金庸的小说真是有嚼头，平均他的小说我每个都会看

最少三四遍。”仰望浩*：“梁实秋的闲暇处才是生活、刘墉的冲破人生的冰河、

迎向开阔的人生、点一盏心灯、布乐妮的天使的眼泪 幸福时光机、三岛由纪夫

的春雪、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金宇澄的繁花、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微

宇宙的上帝、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向着白夜旅行、日落碗窑、酒鬼的鱼鹰和秧

歌；张小娴的最遥远的距离、马克斯?苏萨克的偷书贼。”惠*澈：“《图书馆的故

事》《亲爱的生活》《好女人的爱情》《逃离》《瓦尔登湖》《带灯》《状元媒》《人

生》《平凡的世界》《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路遥传》《西欧思想游记》《偷影子的

人》《百年孤独》《洗澡》《长恨歌》《群山之巅》《自由在高处》《谈修养》《挪威

的森林》《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青铜葵花》《小王子》《麦田的守望者》《亲爱的

安德烈》《我的阅读观》《无庸讳言》《读书有方》。”陈鱼：“我读过的大部分写了

读书笔记。感觉惠老师的阅读口味很像，有很大部分重叠的。”烟大圕张：“我就

是看，可惜什么也没做，就是每个月写点儿阅读推广的东西。”仰望浩*：“平凡

的世界 真是百看而不厌倦。”印度阿三：“《青铜葵花》，是那个少儿书吗？”陈

鱼：“曹文轩的。她就是儿童文学作家 还有草房子 什么一系列的。”印度阿三：

“是男的吧。惭愧，我还是顺带着我女儿的书看的。”惠*澈：“我的大多是暑假

前看的，个别是给女儿借的，这学期只是最近看了 2本签名赠书《无庸讳言》《读

书有方》。”平平：“阿三，你是看儿童文学吧。”印度阿三：“我小孩的书，顺手

拿起来看的。不过我只喜欢看一些纪实类的。”hanna：“我带学生，也跟着看了

不少。今年的有《爱玛》、《推拿》、《 教父》、《搏击俱乐部》、《怦然心动》、《安

德的游戏》、《万箭穿心》、《香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毛姆的几本、奥斯

丁全部、《神谕之夜：令人惴惴的悬疑之旅》。还有几本李娟的。”陈鱼：“今年诺

奖得主的书都是纪实文学，感觉不错，推荐给阿三老师 。”陈鱼：“她的功底还

是很不错的  我读了两本，二战中的女兵和切诺贝利核泄漏的。” 烟大圕张：“纪

实文学，难得能获诺奖。好像丘吉尔曾得过。”hanna：“政治因素更多吧。”陈鱼：

“我自己读过，觉得只是反应事实，只是和政治因素相关，但是并没有给别人灌

输什么。反而让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事实的另一面 。”hh：“大家多多推荐。受益

匪浅。”一鸣：“是啊，多多推荐。历史类的书，有没有觉得那本好啊。”陈鱼：

“明朝那些事儿。”hanna：“许倬云。” 印度阿三：“我其实挺喜欢看关于乡土纪

实的吧，《出梁庄记》，《我的豪华 tuang房生活》、《夫妻档》，后面两本是香港三

联出的香港青年作家的书，蛮有意思的。”惠*澈：“我晒一下 2014年的，不反对

吧。”平平：“欢迎惠姐姐。”惠*澈：“1.王梅.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和感性[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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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 2.王波.快乐的软图书馆学[M].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0. 3.张秀亚.张秀亚作品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4.张中行.负

暄续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5.徐铁猊.名人与图书馆(续编).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2. 6.陈燮君, 盛巽昌.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7.吴中杰.文艺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8.庄守经, 赵学文编.文明的沃土.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9.李昭醇主编,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我与图书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10.侯竹筠, 韦

庆缘.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11.邓景康, 

韦庆媛.邺架巍巍——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12.平凡

的岗位 美丽的职业: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论坛文选(2007-2010) .北京: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 2010. 13.赖雪梅, 姜火明主编.图苑名家访谈录.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0. 14.王启云.图书馆学笔记——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北京:知识产权出版

社, 2013. 15. 王兰芬.图书馆的女孩.北京:知识出版社, 2001. 16.泰戈尔著, 

白开元译.泰戈尔散文选.第 2版.天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17.塔季扬

娜·艾斯克特兰选编, 李凯译.图书馆名言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18. 

(法)让·马里·古勒莫著, 孙圣英编译.图书馆之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9. (美) 薇奇·麦仑, 布赖特·维特著, 马爱农译.小猫杜威.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9. 20. (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 杨传纬译.夜晚的书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1.赵俊玲, 郭腊梅, 杨绍志. 阅读推广:理念.

方法.案例.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3. 22.吴建中.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

的图书馆.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23.吴晞.斯文在兹.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4. 24.徐雁.阅读的人文与人文的阅读.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 25. (加)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 吴昌杰译.阅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26.(新西

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著, 李瑞林等译. 阅读的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惠*澈：“主要是和研究有关的阅读。”XH：“看大家晒书单，也写几个最

近有印象的：繁花，相约星期二，财富的责任和资本主义的演变，小说药方，诗

歌疗法。”hanna：“我喜欢王安忆。她的文字都喜欢。但是《繁花》语句短、细

碎，有点怪怪的，和女人写的上海不一样。过一段时间再看，说不定感觉会不一

样。”陈鱼：“阅读是作者和读者的共鸣，读者自己的生活阅历发生变化的时候，

再读共鸣点会不一样。”琼琚：“对的，所以经典的书都是常读常新。每个不同的

阶段读感触都会不一样。”hanna：“最近在学方言课，等我学了上海话之后，看

了之后应该会好些。”陈鱼：“之前是我们读书了解世界，后来自己有了阅历 就

是通过自己的视野来看阅读。杨绛先生说的，大意如此，原话记不清了。感觉蛮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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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亲子阅读 

一鸣：“今年我家孩子两岁，正是需要看的时候，所以我今年看的书，都是电子

书，看书时间是需要挤得。当然做母亲的，是会辛苦一些。”河北芝麻：“我怎么

就越来越觉得，一点时间都没有了呢，小学生的母亲都是这样吗？”印度阿三：

“还好吧，我也是小一生的父亲，有时候顺手看看小朋友的书，挺好的。”hanna：

“我是陪儿子练琴的时候看了一些。”惠*澈：“小学生的母亲，亲子阅读的好时

候。”一鸣：“在这方面，做父亲的会好过母亲。”河北芝麻：“亲子阅读的时间也

不多。”图谋：“时间都去哪了？呵呵。” 河北芝麻：“家务，作业，……” 惠*

澈：“和时间赛跑，总是感觉被空空丢下。”印度阿三：“一般也是睡觉前讲个故

事，读几页之类的吧，不过都是孩子妈妈做的。”hanna：“如果家长不把陪伴阅

读当回事，儿童又如何能把独自阅读当乐趣呢？

http://bookdao.com/article/101317/ ，很多家长想当然以为孩子一旦可以独

立阅读了，就应该把阅读交给孩子自己。文章称，在小学阶段家长仍然给孩子朗

诵图书，‘看起来与形成热爱阅读的习惯在总体上有关联。’”河北芝麻：“孩子长

大点，就会自己阅读了，现在基本不需要陪着阅读了。”hanna：“现在儿子初三

了，还整天让我读书给他听。”河北芝麻：“为什么要让家长读呢。” hanna：“因

为他觉得我读起来声情并茂，很有趣。就是要享受吧。”河北芝麻：“孩子自己读，

效率高，我感觉是这样的。”hh：“我倒是觉得孩子大了以后家长可以跟他共读一

本书。读后互相分享一下。”惠*澈：“同意。”hanna：“我跟他说，下次要收费。

最近他学了生辰纲，更要我读啦。他觉得超好玩，不读出来实在可惜。”陈鱼：

“榜样的力量，远大于陪伴的力量。如果自己本身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孩子可能

会佩服，自己也想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他的主动性远大于被动学习。”河北芝

麻：“我的儿子，半年时间读了大概有 20多本小学生的书，再加上老师要求阅读，

现在读书已经差不多成为习惯了。”hanna：“有些文字要读出来，诗、散文、戏

剧啊。读出来才有味。”印度阿三：“朗读好啊，大声的读出来，我有时候还会叫

小孩自己表演一下课本上的角色呢。”hanna：“高中要求有戏剧课啦，多有意思！”

hh：“有一本《朗读手册》不错的。适合于小孩子的家长。”hanna：“阅读确实是

个花时间的事，要培养好一个孩子，亲子阅读不可少。感觉家长都花了很多心血，

儿子的好多女同学作文棒极了，一看就是花了不少功夫在阅读上。好多女生写小

说，真是比许多网文作家好很多。”hh：“阅读带来的不仅仅是语文或作文上的成

功，阅读引领一切。”陈鱼：“阅读构建的是一个人的三观和思维模式。”企鹅孔

雀：“同意!阅读构建的是一个人的三观和思维模式。”陈鱼：“我自己大学以前并

不爱读书，爱学习是真的，读的都是课本。现在很喜欢读书。一周一本，有事的

时候两周一本。觉得自己考虑问题的角度改变了很多，而且也充实快乐了很多。” 

http://bookdao.com/article/10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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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鱼：“我是作为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说的自己的体验，虽然是个大孩子。”紫

日：“请教各位老师，如何带领孩子进行深阅读呢？”hanna：“儿童阅读分阶段

进行。不同的年龄读不同的书，男孩女孩也不一样。”周文宇：“求指教。”hanna：

“先了解一下分级阅读吧。说起来太多了。” 陈鱼：“我倒觉得父母言传身教

培养好孩子的阅读习惯 就好，她的阅读会随着她自己的知识结构和阅读范围自

行拓展，自己生长，有选择自我生长的权利哦。”刘建*：“@陈鱼，父母言传身教

培养好孩子的阅读习惯 ，这是比较自然形成的阅读习惯。”陈鱼：“是的，我导

师的女儿就是，导师很爱看书，后来就成了父女俩一起看，女儿现在特别优秀。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状态。”Hanna：“儿童心智发展与分级阅读建议：

http://baby.sina.com.cn/edu/09/2807/1004142686.shtml” 

（20）《阅读文化概论》（王龙教授）教材编写申请 

绿泉：“我们学校王龙教授从事多年阅读文化研究，即将完成《阅读文化概论》

教材申请，各位老师如果感兴趣可以留意一下哦！”平平：“王龙教授是中文系的

吗？”绿泉：“图书馆专业。我们开过这门课，感觉还是挺不错的。”XH：“@绿泉，

阅读课开得不错哈。”绿泉：“确实，自从学了这个专业，对图书馆和书都情有独

钟了。” 

（21）图书馆创客学习空间的建设——数据采集设备 

洞庭水手：“今晚想谈谈关于图书馆创客学习空间的建设。”量小求：“上海图书

馆好像最近在做这个。”洞庭水手：“有没有一个好的建设方案啊？从门禁获取数

据到在图书馆的各种轨迹活动。然后就是在图书馆空间的学习。需要记录，他们

用的是哪个商家的呢？”闽南师*：“数据采集点要考虑好。”洞庭水手：“门禁系

统哪个商家做的最好哟？” 伊丰：“我们用的 3M的。凑和。”闽南师*：“上海盛

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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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爱课程网”信息检索类精品资源共享课 

2015-11-26 20:08 

1 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开设的《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2007 年、2013

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中国大学精品开放课程（信息检索与利用. 

http://www.icourses.cn/coursestatic/course_3888.html ）。课程简介：

信息检索课是一门与时俱进的网络通识课程，内容具有实用性、权威性和

趣味性。通过课堂讲授和机房实习，使学生了解网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29 次阅读|没有评论 

qq://txfile/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38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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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874


圕人堂周讯（总第 81 期 20151127）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29 - 

我的草根审稿人生活 

热度 1 2015-11-25 10:03 

今年“审稿人”角色占去了好些时间，有学术期刊的审稿，也有出版社学术

图书的审稿（初审、复审），还有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委托的审稿。因为我

无职称（指高级职称）、无职务（指处级及以上行政职务）、无学历（指博

士学历），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审稿人。我想用“业余审稿人”一词，但个

人未曾听闻有“专 ... 

个人分类: 圕人堂|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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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1 月 27日 14:00，群成员达 1332人（活跃成员 366人，占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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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213646-938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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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36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38366#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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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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