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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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身娃娃：“南京大学朱庆华教授社科重大项目学术交流讲座通知应学会副

理事长王世伟教授邀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朱庆华教授将于 2016 年 1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14:30-16:00，在上海图书馆 5207 会议室举办社科重大项目

《面向大数据的数字图书馆移动视觉搜索机制及应用研究》的学术交流讲座，欢

迎上海图书馆学会会员及同行前来参加。上海图书馆学会 2016-1-3。” 

hero81*：“2016年度泉州师范学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通告 http://www.qz

tc.edu.cn/decms/html/103/zhaopinxinxi/2015/1231/41312.html。” 

小淘可可：“【链接】国家图书馆 2016年招聘启事。http://www.nlc.gov.

cn/dsb_zx/zxgg/201601/t20160107_112302.htm” 

 

（2）链接资源分享 

平湖晓色：“‘大数据时代，网络学术资源建设快速发展，大有取代数字图

书馆之势。’这是苏新宁《中图学报》2015.6期的‘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一文核心观点。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TS201506001.htm）把‘网络

学术资源建设’比作是电商，数字图书馆比作传统商业。这样比喻似乎很好理解，

但个人还是比较纳闷，这数字图书馆从一开始不就是商业数据的集成服务嘛，担

当资源服务中介角色，未来应该还是这样，难道以后大家 查资料就通过 ‘网购’

模式，现在的数字图书馆被‘传统商业’化了？所以，‘大有取代数字图书馆之

势’个人不太认同。”  

图谋：“图书馆报  2016年 01月 01日

http://m.xhsmb.com/20160101/edition_1.htm 看点：总结‘十二五’，展望‘十

三五’， 馆长们的经验和所思。” 

平湖晓色：“盘点中国大学的‘老炮儿’

http://www.cjsxw.cn/html/2016/97045.html 我们学校榜上有名。”麦子：“里

面有两所交大，但源头说得不清楚。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前身是建于 1896

年的南洋公学，即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台湾交通大学

和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交通系’大学的前身。1896 年，南洋公学

诞生，这是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和大学这一完整教育体系的学校，其

中师范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学校经费半由商民（即招商局、电报局）

所捐，半由官助，是为公学。清末称今上海地区为南洋，故学校取名为南洋公学。” 

http://www.qztc.edu.cn/decms/html/103/zhaopinxinxi/2015/1231/41312.html
http://www.qztc.edu.cn/decms/html/103/zhaopinxinxi/2015/1231/41312.html
http://www.nlc.gov.cn/dsb_zx/zxgg/201601/t20160107_112302.htm
http://www.nlc.gov.cn/dsb_zx/zxgg/201601/t20160107_112302.htm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TS201506001.htm
http://m.xhsmb.com/20160101/edition_1.htm
http://www.cjsxw.cn/html/2016/970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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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人不倦：“重大消息： 2016年 cssci 数据库收录继续按 CSSCI（2014-2015）

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学术集刊）目录进行数据采集入库

http://cssrac.nju.edu.cn/news_show.asp?Articleid=638。”  

图 谋 ： “ 《 现 代 图 书 情 报 技 术 》 ， 请 慢 些 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827.html《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近 10 年来在‘奔跑’，在‘领跑’……在学术规范、办刊理念、期刊经营等方

面成绩斐然，然而，似乎忘了目标读者是谁？是为了谁？要到哪里去？‘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并重，倡导服务创新’办刊宗旨非常漂亮，实际做得如

何？是否可以做点小调查？比如调研一下图书情报理论与实践相关人员，他们怎

么看？进一步了解一下作者是谁，读者是谁，被引情况如何？‘打造国际一流的

专业类学术期刊’的目标，大概算是‘愿景’，不知道‘专业类’指的是什么？

如果是图书情报专业，是不是需要先考虑一下如何服务于图书情报专业学科的建

设，提升图书情报专业的学科地位？学术期刊是‘公器’，《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您的身份是‘领跑’者，作为‘领跑’者请回回头看看被领跑的‘伙伴’前进的

脚步，请慢些跑，请相信‘慢步’原来是向前。”诲人不倦：“谋子真敢说。”

朗月孤舟：“非常赞同图谋。现代国书情报技术里的论文对于我们学图情的人来

说，真是高大上的感觉，与我们距离感觉很遥远，相比较，我个人更愿意读《图

书情报知识》。” 

海边：“实体书店回暖：书不再是书店的主角

http://culture.ifeng.com/a/20160104/46932317_0.shtml。” 

    圕方丈：“湖北省图书馆音乐会，介绍。—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

清 在 线 观 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zNDI2NDUzNg==.html?tpa=dW5pb25faWQ9M

TAzMjUyXzEwMDAwMV8wMV8wMQ 。” 

   黛米乐：“【链接】华中师大图书馆 2015 年阅读报告出炉

http://www.hubei.gov.cn/2015change/2015sq/sq/201601/t20160105_772837.

shtml。”印度阿三：“总的来说，读‘闲’书的人多。”弋痕夕：“读书本来

就是一种休息。”biochem：“专业书看得人少很正常。” 

小图人：“http://news.163.com/16/0105/10/BCICVQR800011229.html 想到

了盲文图书馆。” 

德图小朱：“只因为这里是图书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47b818e0102wfwe.html。” 

hero81*：“http://www.sinoss.net/2016/0106/68308.html  教育部社科

司关于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 

http://cssrac.nju.edu.cn/news_show.asp?Articleid=63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827.html
http://culture.ifeng.com/a/20160104/46932317_0.s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zNDI2NDUzNg==.html?tpa=dW5pb25faWQ9MTAzMjUyXzEwMDAwMV8wMV8wMQ%2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zNDI2NDUzNg==.html?tpa=dW5pb25faWQ9MTAzMjUyXzEwMDAwMV8wMV8wMQ%20
http://www.hubei.gov.cn/2015change/2015sq/sq/201601/t20160105_772837.shtml
http://www.hubei.gov.cn/2015change/2015sq/sq/201601/t20160105_772837.shtml
http://news.163.com/16/0105/10/BCICVQR800011229.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47b818e0102wfwe.html
http://www.sinoss.net/2016/0106/68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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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天空：“Library Resources & Technical Services 一本关于采访、

编目、资源建设的期刊，ALCTS协会会刊，可以免费看全文 

https://journals.ala.org/lrts/index2016-01-07。” 

城市天空：“Library Leadership & Management，这本刊是 LLAMA会刊，

提供免费全文 https://journals.tdl.org/llm/index.php/llm。” 

城市天空：“Reference & User Services Quarterly，RUSA 协会会刊，免

费下载全文，https://journals.ala.org/rusq。” 

城市天空：“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ACRL协会会刊，免费下载

全文，http://crl.acrl.org/。” 

城市天空：“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News，ACRL 协会会刊，免费

下载全文，这本新闻报道和个人工作经验介绍比较多，http://crln.acrl.org/。” 

城市天空：“Research Library Issues，ARL出版物之一，免费下载全文，

http://www.arl.org/publications-resources/search-publications/term/su

mmary/48。” 

城市天空：“RLI最新一期的主题是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Library Technology Reports，LITA协会出版物之一，主要关

注图书馆技术和系统，免费下载全文，https://journals.ala.org/ltr/index。” 

城市天空：“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Journals 

https://journals.ala.org/。”城市天空：“ALA的资源都是前沿的、质量很

高的（美国叫协会，不叫学会），中图学会仰慕吧。”印度阿三：“感觉到中图

学会也在进步吧，至少今年可以看到学术报告的 PPT了。”城市天空：“进步太

慢了。”印度阿三：“需要时间啊，人家 ALA一百多年才到此，耐心吧。” 

Lee：“[分享] 听听把《翁同龢日记》带回祖国的图书馆员怎么说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DEyMw==&mid=401570156&idx=1&

sn=d83e2774535a3e971293c89c0ade177f&scene=23&srcid=01078jQDG4Ssln3QoZ

lTJbOR#rd。” 

图谋：“图书馆报  2016年 01月 08日

http://m.xhsmb.com/20160108/edition_1.htm。” 

惠*澈：“(2)参加西北政法大学读书促进会元旦下午茶小记_涓涓流水_新浪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d3fe530102w7zl.html。” 

Lee：“[分享] 现代图书馆馆员的故事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6-01/08/content_7506547.htm

。” 

 

https://journals.ala.org/lrts/index
https://journals.tdl.org/llm/index.php/llm
https://journals.ala.org/rusq
http://crl.acrl.org/
http://crln.acrl.org/
http://www.arl.org/publications-resources/search-publications/term/summary/48
http://www.arl.org/publications-resources/search-publications/term/summary/48
https://journals.ala.org/ltr/index
https://journals.ala.org/ltr/index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DEyMw==&mid=401570156&idx=1&sn=d83e2774535a3e971293c89c0ade177f&scene=23&srcid=01078jQDG4Ssln3QoZlTJbOR#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DEyMw==&mid=401570156&idx=1&sn=d83e2774535a3e971293c89c0ade177f&scene=23&srcid=01078jQDG4Ssln3QoZlTJbOR#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ODEyMw==&mid=401570156&idx=1&sn=d83e2774535a3e971293c89c0ade177f&scene=23&srcid=01078jQDG4Ssln3QoZlTJbOR#rd
http://m.xhsmb.com/20160108/edition_1.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d3fe530102w7zl.html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6-01/08/content_7506547.htm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6-01/08/content_75065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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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提问，我回答 

问：何谓“全文图书” 

绿泉：“哪位知道全文图书比较详细的解释，我想了解一下，谢谢了。” 麦

子：“就是可以看到全文，而非首 20页的电子书。” 

问：北京地区图书馆参观地点推荐 

广州书童：“请问各位方家，北京除科学院图书馆，还有没有其他参观点介

绍的？”伊丰：“首都图书馆。”黑天鹅：“国图 。”广州书童：“现在是要

搞科技图书馆，想看那些科技性的、创客中心、孵化基地之类的？”黑天鹅：“产

学研一体化，孵化器，当初学硅谷，卖弄的概念。” 

问：学科知识服务的模式  

萤火*：“谁能告诉我 学科知识服务的模式有哪些。”海边：“中科院模式，

上交大模式，武大模式，平时多参加群里的讨论也会有启发。”  

问：网络辨析投稿地址真伪 

李祥：“请问在 cnki里怎么才能看到该期刊的投稿地址。”图谋：“为什

么非得通过 CNKI 看？现在大多有自己的平台，通过刊物自己的平台看不更好

吗？”李祥：“就是辨别不了真假，想通过数据库收录情况去辨别，发现 cnki

调整的核心还是比较及时。请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怎么样给人提供准确的

投稿邮箱系统地址？当然能看到现刊是最好，但要是没有，只能通过网络。”

kaNig*：“万维网有刊物大全 http://www.eshukan.com/，上面有关期刊的信息

都是准确的。” 

问：发现文章被剽窃怎么办 

Lee：“求助：我有个朋友，文章被别人剽窃了，现在不知那种处理方法比

较妥当？有此类经历的同志们能分享一下经验吗？”鱼雷：“如果是已发过的论

文被剽窃，可以给刊载论文的期刊投诉。”许继*：“现代方法：找个律师；传

统方法：向该人所在单位举报；特殊方法：联系侵权人看怎么解决。”Lee：“我

对比了一下抄袭和被抄袭的文章，几乎是原文照搬。更可笑的是，抄袭者竟然将

文章作为课题成果发表了。”许继*：“现在还有刊不查重的？难道是书？”Lee：

“不是，都是正规的刊物，我估计是打时间差。谢谢大家提供参考的解决途径。” 

问：图书系列评职称时档案类核心期刊论文是否算 

风萧萧：“请问大家图书馆员发档案或者其他社科核心期刊论文的，评职称

算不算？”kaNig*：“应该是各省自己定。” boson：“这个不同地方要求不一

样，有算的也有不算的。个人认为，评图情系列职称就要看图情论文，但也不能

一刀切，毕竟现在有很多交叉地带，这就要靠职称评审的评委来界定，这才是评

委应该起的作用，如果只数论文，让小学生来就够了。”海边：“辽宁省不算。” 

http://www.eshuk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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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新电子版北大核心目录哪里找 

容：“请问一下，北大核心目录有没有电子版的购买呢。”图谋：“单单是

目录，群文件中已经有了，找一下 10月份的群文件就好。”容：“目录看到了，

因为我们做投稿指南，如果有电子版购买的话会更加方便，我们也买了纸版的。” 

问：期刊审稿周期 

嘉懿：“请教一个问题：《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复审已经 3周，是个什么节

奏？要不要打电话问问？了解情况的请告知一下！”琼琚：“这个时间不算长，

耐心等等好了，我好久前投的，不过这个刊是比较慢。” 嘉懿：“一般多久录

用？我的这个进入复审就 3周了，没动静” Desper*：“建议你就打电话问一下，

他们电话是有人接的，而且态度也挺好。审稿不一定的，有时候长有时候短。最

快的，差不多三周就有录稿通知了，最慢的，有一次等了近两个月，然后给我退

稿了。” 嘉懿：“为什么不能加快速度呢？录不录给个利亮话。”Desper*：“是

啊，都希望速战速决，这里不要，赶快投下家。”子非鱼*：“稿件太多，没办

法速战速决。”印度阿三：“人家就是一句话，正在走流程。”嘉懿：“现在发

表论文是卖方市场。”海边：“所以往往一稿多投。” 嘉懿：“一稿多投决定

具有合理性啊，但一搞多发不行。”诲人不倦：“图书馆工作与研究，过了初审，

基本就差不多录用了吧。” 

印度阿三：“我投《图书馆杂志》的文章已经等了 45 天，还没回音，中间

也不退稿，反正就是等。主编终审快一个月，我以为挂掉了，结果又来了个专家

外审，不知道怎么回事。” 嘉懿：“是不是主编也纠结的不行，再找个人看看。”

印度阿三：“等吧，反正已经等了那么时间了，不过真的很熬人啊。”中原劲草：

“呵呵，看来是都喜欢普通作者短平快的文章啊，长篇大论都给大咖们免费了。”

书小弟：“我们这些新人咋办啊。”印度阿三：“没办法，我们还要评职称。是

生是死给个痛快，一般一个月都有回音的。”嘉懿：“赞成！给个利亮话。” 

欣然读书：“给《现代情报》投了一篇稿子，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历经初审、

复审、终审，接到退修通知，用了三天的时间按要求修改提交，原以为差不多中

了，谁知又等了两个月又四天的时间，今天接到退稿通知。14 年底的稿子，16

年都开始了，中间打了两次电话询问，一直让等。” 

问：图情期刊版面费 

张*鹤：“请教一下，目前我们核心期刊里面，哪几个是不需要版面费的？”

海边：“中图，大图，上海的图书馆杂志。” kaNig*：“国家图书馆学刊不需

要版面费。” Desper*：“图书与情报，不需要版面费。” 

Desper*：“图书情报工作是需要版面费的，而且至少在一千元以上。研究

生半价，《图书馆工作与研究》收费，八百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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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鹤：“图书馆建设呢？版面费大约多少？” 嘉懿：“一版大概是 300，

一个月左右审完。”Desper*：“一篇差不多一千五以上。”诲人不倦：“建设

都在 1000 左右，审稿一般需要 40 天。”Desper*：“建设审稿，一般一个月以

内吧，一般都是 25天左右有消息。”嘉懿：“建设 一般在主编终审的时候都会

超期，估计主编也在纠结每一篇到终审的论文。”海边：“3 版就 1500了。” 

冉：“请教有在《图书馆学刊》发过论文吗？版面费大概多少？”浪子：

“1500。”惠*澈：“有同事发过，990。” 海边：“和字数、有无图表有关，

也和年代有关吧。” 

小淘可可：“问下各位，《山东图书馆》季刊版面费多少呢？”小鹿：“不

收费。”小淘可可：“怪不得，要求很高，这个刊物质量真的不错！”小鹿：“是，

不太好发。”小淘可可：“有要求总是好事。”小鹿：“山东省目前还没有图情

类核心期刊，希望这个以后能是。” 

小淘可可：“《情报探索》版面费多少？” 冰花微雪：“版面费 1000，我

去年刚发的。” 蝴蝶：“情报探索是中文核心吗。” 冰花微雪：“不是，算是

福建省级核心吧。” 

问：信息素养研究专家推荐 

谢亚*：“老师们，信息素养研究方面，全国有没牛人推荐？”张*鹤：“北

大肖珑老师，大图经常有肖老师的文章。” 诲人不倦：“信息素养，可以看武

大黄如花老师的 mooc。” 

洞庭水手：“请问武汉大学黄如花教授的 mooc《信息检索》，大约有多少

人在学，谁知道这个数据吗。”Lee：“可以加信息检索 mooc爱好群，问下群主，

群主是课程助理，他应该知道。”芷芸：“这群主是李白扬，好厉害，博士。”

洞庭水手：“我对博士一直是膜拜。”芷芸：“我膜拜地观看了他在江苏卫视参

加的各高校大学生巅峰对决节目，太棒了。” 

问：个人学术成果填写规范 

梁*：“请问：一个作者的文章在一个核心期刊发表了，后又被集结在一个

重点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里，这样这个作者在个人学术成果栏里，是两个都填呢，

还是选择一个填报？” 广州书童：“一般是填核心期刊+括号，被某某某收录之

类的吧 供参考。”梁*：“比方说：*****文章，经济学参考，2007（‘ ***论

文集 ’收录，中信出版，2008）。这样可以吗？” 广州书童：“我觉得可以供

参考。” 

问：图书馆服务人数范围确定 

天天天蓝：“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根据《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图书馆

的规模划分是根据服务人口数来确定的，那么这个服务人口数是指图书馆服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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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辐射到的人口数么？怎么查阅特定图书馆的服务人口数呢？” 广州书童：“我

们这边立法是常住人口就是常住人口。比如广州图书馆，理论上全市的常住人口

都是我的服务人口，对应到区、镇（街道）的图书馆所在的区域常住人口就是该

图书馆的服务人口。” 

问：电子图书软件求推荐 

初冬暖阳：“请问比较好的看书软件有那些？谢谢!”凤舞九天：“开卷有

益。”老玲子：“kindle。”凤舞九天：“kindle 是硬件。”老玲子：“也有

软件。”凤舞九天：“你的 kindle是 6 寸那种吗？”老玲子：“我 kindle硬件

软件都有，电脑手机都装了，可以同步。”凤舞九天：“感觉 HD8.9 寸的太费电

了，好像现在 kindle7 出来了。”老玲子：“我的是 kpw，感觉还好，不算费电。”

凤舞九天：“我看介绍说 6 寸的 205g 的性价比超高，充一次电可以用半个月。

你是原生系统还是多开系统。”天外飞仙：“多看体验很好。”凤舞九天：“你

也是 kindle？” 天外飞仙：“不是，但 Kindle 低版本可装多看，高版本好像

不行。”凤舞九天：“据说多看不错。”凤舞九天：“但是 k6 没有内置灯不方

便。”纸飞机：“我还是习惯自带的系统，txt，epub ，都有很方便转为 mobi

格式的软件。” 

问：北大核心论文发表证明何处开 

刘*平：“论文发在北大核心刊上，如何获取证明？”Follaw：“查新站可

以开，比较管用。”小淘可可：“我们都是科研处给证明，你只要把刊物给他，

他会帮你查是否核心。”刘*平：“查新站说只开 CSCD、CSSCI 收录证明。” 天

外来客：“东北师大图书馆只证明论文所在的刊是北大核心，联系电话

043185098748 、0431-85099161 都是”朗月孤舟：“如果是我们学校人事处要

开北大核心证明，我就图书馆自己开一个北大核心证明，对不专业的部门就用不

专业方法应对。”刘*平：“上海图书馆有北大核心证明的服务。” 

问：CAJ 格式文档无法打开  

Lee：“在电脑上安了 caj 阅读器，但是 caj 格式文档无法双击打开。如果

先打开阅读器，再通过‘文件’菜单打开文档就可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印

度阿三：“是不是没有关联打开文件的类型啊。”Lee：“关联了。但是还是不

行。”印度阿三：“哈哈，一般这种情况下我会卸掉重装试一下，不知道有没有

用。”许继*：“最简单还是卸载干净重装。”Lee：“谢谢大家。我试试。” 

问：读者超期催还的办法  

雨后彩虹：“想问问在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前辈，图书馆有没有向读者发图书

到期催还通知？”金三石：“微信平台即可。”海边：“读者自行绑定”小淘可

可：“不是发到手机上吗？据说跟移动联通之类的公司有个合作。”海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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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短信通知。”雨后彩虹：“如果是身份证自助办读者证，根本就没留读者的联

系方式。”印度阿三：“你可以强制他留电话啊。”雨后彩虹：“还是实名认证

之后，图书馆也可以知道号码。”2014：“微信平台怎么发？。”金三石：“要

绑定。”海边：“其实，通知读者，无外乎是这几种方式：读者信息有电话、公

众平台（包括微信、网页）、读者自行绑定自己的证号查询。” 

问：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与服务号功能对比 

Lee：“对于图书馆来说，公众号是服务号好还是订阅号号？”2014：“好

多都是订阅号。”2014：“不过我们是服务号。”林中小鸟：“服务号一个月只

能发 4条。”2014：“对，但点起来比订阅号方便，其实订阅号也没有见天天发。”

Lee：“你们的服务号读者数量有多少呢？公众号的读者数量在图书馆注册读者

数量中的比例是多少？” 2014：“今年才开始做，1900多人，不多。”清华陈

*：“服务号由学校统一做，自己注册订阅号。”林中小鸟：“服务号我们也是

自己申请的，订阅号容易被埋没在众多的订阅号中，服务号是单独出现的。” 

Lee：“一个单位同时有服务号和订阅号，会不会造成读者不适应？从大家

提供的信息来看，订阅号能多发信息，但信息容易被埋没，服务号信息不容易被

埋没，但是不能多发信息。除了信息发布以外，各馆服务号主要还有哪些服务项

目呢？。”2014：“跟订阅号一样吧……下面做个菜单。”2014：“其实我觉得

图书馆一般一周发一次消息足够了。因为一次消息也可以有很多条呀。” 

问：CNKI 漫游账号资源分配 

福蛙：“我想请教一个知网：中国知网给我们学校 200个漫游账户的权利，

现在怎么分配，我有点犯难了。问题是漫游账号可以随时随地下载资源，但分配

不均就容易造成矛盾。”朗月孤舟：“我们主要分配到各学院，再留一些机关部

门，最后留一些机动的。”2014：“看看有多少院系，每个院系多少个教研室，

然后根据教研室数量大概分给院系吧。保证每个教研室至少一个。”福蛙：“工

作做得好细，我也初步这样想 有没有一个方案分享啊，领导让我拿一个细节方

案，馆务会讨论。”Desper*：

“http://www.bsuc.cn/department/lib/bgdt/2010011815806.html，这个学校

的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hh：“我们也是根据各学院的人数按比例分发账号，

机关部门留几个。” 

 

（4）圕人堂之发展篇 

a) 圕人新年送祝福 

冷荷：“祝各位老师、同仁新年快乐！合家幸福安康！祝圕人堂蒸蒸日上！”

biochem：“2016 新年新气象祝图人堂全体成员新年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http://www.bsuc.cn/department/lib/bgdt/2010011815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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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圕人堂越办越红火！” 

天天有*：“贺年诗：跨年钟声送走 365个缄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a88.html。” 

图 谋 ： “ 圕 人 堂 2016 年 新 年 寄 语 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179.html。新年寄语中 57 张图

片，采取这种方式亮相。” “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多成员的积极参与。个人

认为是挺有意思的，是咱们圕人智慧的一种呈现形式。” “宣传贺年卡，已采

用成员‘2014’制作的。谢谢！” “关于新年寄语的增补，许老师及闲在心上

的已增补。原则是：尽可能充分展示，感谢大家的用心！”惠*澈：“抛砖引得

玉来，大家说得真好，写得真好！”这个倡议和事情有意思。”图谋：“那是一

次‘炒作’，炒熟了，作好了，得让大家尝一尝。感谢大家一起添油加醋、煽风

点火……。”印度阿三：“加了要火柴上去，只是那字实在没办法见人，不过群

主不嫌弃。”图谋：“这也是一段‘历史记忆’。”圕人堂在想方设法做‘营销’，

那次‘炒作’，算作是‘圕人堂文化’的一部分，期待更多成员助力。” 

中大肖奕：“感谢图人堂，感谢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所做的一切~2016

年，图人堂肯定会越办越好的”平平谈淡：“祝群里的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

健康!”  

b)圕人堂里的红包 

新语新圆：“还发红包吗。”图谋：“没有了，圕人堂发展基金的每一分钱

都来之不易。理想模式是，尽可能不需要这个基金或越少越好。发红包或许是一

种辅助办法。比如成员回馈圕人堂，也可以参考此方式。今后群成员在圕人堂群

发放红包超过 50 元的，也将视作捐助圕人堂发展基金，《圕人堂周讯》大事记

中予以记录。”新语新圆：“春节前后我会把我抢到的红包在此发放，来自于这

里，用在这里，热闹热闹，增加人气。” 

图谋：“发红包的回馈方式，真的可以有。也是圕人堂群期待推动的。‘圕

人堂发展基金’帐上的钱越少越好，能有助于圕人堂生存与发展就好。在圕人堂

群发红包，金额超过 50 元，算做捐助‘圕人堂发展基金’，《圕人堂周讯》中

将予以记录。” 

Lee：“还有特殊的红包，20百度文库下载券，今天到期，有需要的，发文

档链接给我。”图谋：“这一年 Lee老师帮了许多群成员，谢谢！”Lee：“2015

年预计赠送 4000 财富值，结果一年下来，只消耗了 1000多，到现在还剩 53410

财富值。2016年，计划拿出 3410财富值，专门为圕人堂成员下载百度文库文档。” 

c) 当前建圕人微信群之可行性 

天地方圆：“建议：建个图人堂微信群。”gaozy：“微信群都讨论一万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a8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1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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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看看周讯去！”Lee：“从性质方面说，微信群和 QQ群没有区别。从用户数

量方面来说，使用 QQ的人数略领先微信。从功能方面来说，QQ 群甩微信群几条

大街。为什么还要重复建微信群呢？”天蝎小昭：“我也一直很疑惑这个问题。”

麦子：“建微信群对本群起到了稀释作用，我觉得不是好事。”纸飞机：“再建

微信群不是明智之举，我们试过，建了之后，两边的活跃度都不高。就学术讨论

来说，微信能做的，QQ 都可以。”我是一*：“微信费流量，占存储空间，总看

手机也伤眼睛啊。”雨路：“我也认为微信群是多余的。”平湖晓色：“对，有

稀释作用。”麦子：“这里本来就是人多发言少。”凤舞九天：“微信群确实没

必要。” 

图谋：“关于建圕人堂微信群、开通微信公众号，从我的角度，我是‘有心

无力’。当前的圕人堂 QQ群，其实不仅仅是 QQ群，从建群一开始，就与科学网

博客平台、新浪博客（微博）平台建立了‘连接’，从 2015 年 9 月开始可以说

与《图书馆报》建立了一种‘连接’（《图书馆报》设有圕人堂话题栏目，选刊

《圕人堂周讯》内容）。我在尽个人的一份力量做些事情，初衷并不是‘大包大

揽’、自不量力，而是期待更多人一起来做点‘有意义’的事。”“圕人堂的想

法与做法是公开的，比较透明的，欢迎以各种形式‘演绎’。” 

d)期待圕人同分享 

图谋：“圕人堂 QQ群 2016年新年献词末尾有段话，留意到的人可能不多，

在群里也贴一下：公元 2016 年是农历丙申年猴年，为公历闰年，共 366 天，53

周。‘猴年马月’是 2016 年 6 月 5 日至 7 月 3 日，届时圕人堂已成立 2 周年，

期待圕人堂的梦想将得到实现！圕人堂这样的空间，主要就是发挥‘微价值’或

者说‘长尾价值’。‘圕人堂’的灵魂是‘圕’这个字，意在圕结一切可以圕聚

的力量，凝心聚力谋发展。2016 年我们将进一步努力构建开放的生态，促进协

作与共享：圕人堂尽可能开放自己的资源；用开放的心态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

跨界融合，促进协作与共享；连接一切，通过圕人堂网络社群强化人、资源与服

务之间的连接。” 

图谋：“圕人堂其实非常期待有人愿意分享各方面实践的心得、体会。这方

面的事情，时下愿意做的人越来越少了。” 

e)圕人加群有讲究 

图谋：“圕人堂欢迎圕人加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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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成员，加群申请为：我是

xx(网名或实名)。这种方式不便于管理员审核，不如提供与圕主题相关的信息，

比如：图书馆员、图书情报教师、图书馆学学生、情报学学生、资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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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商家助力圕人堂 

图谋：“关于圕人堂，期待有商家愿意支持。圕人堂对给予支持的，也将积

极予以回馈。比如《圕人堂周讯》中致谢、欢迎在圕人堂群进行产品与服务宣传

等。希望 2016 年不用再次向群成员个人募集‘圕人堂发展基金’，而是通过这

种协作方式解决运行经费问题。从 2014 年 5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月 7 日，圕人

堂发展基金募集过 3 次，总共募集 34215 元，现结余 16242.59 元。我们当前的

模式实际上是 600 天用的钱不到两万。过去的募集中，已经有公司以个人名义捐

助。今年打算进一步推一推。当前圕人堂这种运作模式，属于‘民间的’、‘草

根的’。涉及的钱越少越好，钱多了容易出问题，圕人堂期待更多志愿者一起来

推 动 。 ” “ 圕 人 堂 的 梦 想 与 现 实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056.html2015-3-25 圕人堂的特

色是：微努力，微贡献，不防微不杜渐，圕结就是力量。” 

图谋：“《圕人堂周讯》从本期开始赞助单位冠名。圕人堂期待更多机构或

个人资助圕人堂发展。圕人堂对给予支持的，也将积极予以回馈。比如《圕人堂

周讯》中致谢、欢迎在圕人堂群进行产品与服务宣传等。希望 2016 年不用再次

向群成员个人募集‘圕人堂发展基金’，而是通过这种协作方式解决运行经费问

题。”小淘可可：“现在群的影响力挺大的，群主功不可没。”图谋：“我的作

用是‘抛砖引玉’，就像新年寄语中体现出来那样，我自己的那份惨不忍睹，但

引来了如此之多墨宝。”图谋：“‘YOU’才是真正的群主。” 

 

（5）新书推荐 

图谋：“郭晶、余晓蔚主编《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案例精选》（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2014）.”守望书林：“谢谢推荐，这本书我刚借到。”DFLIB：“【链

接】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案例精选。http://www.bookschina.com/6596699.htm”

图谋：“《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案例精选》，读秀上有目录页。” 

德 图 小 朱 ： “ 浙 江 德 清 朱 炜 的 新 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47b818e0102wfu6.html。” 

图林晓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编辑出版学投稿指南》2016

年初即将出版，希望对需要投稿的老师们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现书号与 CIP

已经获得，正在印刷中。内容提要本书系统地介绍了 81 种公开发行期刊的准确

联系方式、设置栏目、投稿要求、投稿格式、部分期刊在征的原文作者授权同意

的情况下，以样本格式示例的文摘方式，直观的标示了近期发表论文的具体格式

样本。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与编辑出版学期刊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056.html2015-3-25
http://www.bookschina.com/6596699.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47b818e0102wfu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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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CASS）、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等学术期刊评价工具，在不同

历史时期来源情况及动态变化，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编辑出版学英

文核心期刊，采用近 80 份表格的形式给予综合、分析与归纳。为规范作者的行

文格式，在附录部分编入了文摘和关键词的编写规则、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内容。

为促进作者与编辑、作者与作者之间的交互，增加稿件的命中率、解决作者论文

不被录用和被录用后的心理障碍等问题，综合外审专家、期刊编辑部主编、作者

等多方的建议，撰写了投稿与用稿常见问题答疑。本书主要是为图书情报与文献

工作者和在校学习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

生写作投稿而编写的，也可供论文作者所在单位的科研部门、以及编辑部的老师

们对论文作者学术水平评估提供参考。本书不仅仅是写作投稿的案头必备，对指

导稿件的撰写和投稿也有很大的帮助，是一部兼有检索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的专

业工具书。” 

书小弟：“出来了直接买。”图林晓理：“谢谢关照，出版后准备在淘宝上

出售，群里的老师单独打折。”海边：“我们省不认。我就是想知道，他出的这

个指南，是不是包括。”小淘可可：“我们直接走馆配。”Lee：“我推荐我们

馆订购一本。我自己买一本。”图林晓理：“非常感谢，第一次印刷 450册，是

我个人自费出版的，请老师们还要多多关照才是。” 

图林晓理：“分享一下柯平老师的部分序言：这本《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编辑出版学投稿指南》宗旨是为图书情报与文献工作者在写作投稿而编写的，对

每种期刊的特点和投稿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查寻十分方便，检索指南，可增强

写作的针对性和投稿的命中率，节省了研究和写作者的时间，促进作者与编辑的

交互。而且，书中有作者多年从事写作经验获得的‘投稿与用稿常见问题答疑’，

对读者颇有参考价值。这本指南，不仅仅是写作投稿的案头必备，也是对图书馆

学情报学档案学编辑出版学专业期刊的一次检阅，既有分学科的期刊介绍，也列

举了各种不同的专业核心期刊目录，是一部兼有检索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的专业

工具书。工具旨在用而非读。真诚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各类图书情报与文献机构开

展业务研究的有益工具，成为图书馆员与信息工作者的工作伙伴与朋友。”娜佳：

“我也想买一本。”依连：“记得到时候在群里放链接。” 

 

（6）话说图书馆的假期值班 

默默：“今天元旦各地图书馆都开放吗？”纸飞机：“大年初一都开放的。”

印度阿三：“这种公众假期，我们一般是开半天，正在值班中。”艾佳：“值班

中。”滢滢：“值班中。”七色花*：“开一天的路过。”魔比斯环：“值班工

资咋算？”遇见：“应该要求三倍。”伊丰：“必然三倍。”滢滢：“我们是



圕人堂周讯（总第 87 期 201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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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 

0*3倍，现在是纪律大于法的年代。”印度阿三：“没有值班工资，补休一天。”

七色花*：“没有，轮休，假期三天值班两天。”图林晓理：“他人外出旅游，

而你们在工作，敬佩！”印度阿三：“轮到值班啊，要不就得过年值班咧，没办

法，我们公共馆就是这样，人家还恨不得我们 365天，天天开呢。” 

biochem：“我们这里只有领导才有资格值班，能值班，那是权利的象征。”

麦子：“我真不知道单位领导出于什么心理，他们自己因此有什么好处吗？”

biochem：“不清楚，反正多年来，普通教师假期没有资格值班，值班都是领导

的事。”印度阿三：“值班不是什么好事。我不是领导，我们这里都要轮流上班

的，没钱的。” biochem：“假期要求我们班主任 24 小时开机，有突发问题及

时报告领导，实际上俺手机从不关机。”平平谈淡：“我们班主任平时都要保证

24小时通讯畅通，不能关机。” 

biochem ： “ 元 旦 假 期 值 班 按 工 作 日 工 资 计 算  加 班 三 倍 工 资

http://finance.people.com.cn/money/GB/16499866.html。”印度阿三：“这

个基本上，很难。”biochem：“不给三倍工资，投诉，单位违反《劳动法》。”

平平谈淡：“是两回事，轮班是沒有钱，因平时休息了。”33 码半：“我们元

旦值班连假都没得补，更没钱。”33码半：“但平时跟节假日是不能对等的。”

平平谈淡：“平时休息了，今天不上班，算什么呢？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同。”

一个人*：“我们图书馆，这些上倒班的人值班，没有任何补贴。”平平谈淡：

“我们馆也是，都一样。” 

节能：“值班一天过去给五元，现在给二十元。有人愿意吗？”印度阿三：

“二十块，盒饭钱都不够。领导带班，无需到岗。部室主任要求到岗值班。假期

中间给你来上一周，一天 20元。 学校几乎没地方可以吃饭，感觉怎样？俺住的

远，无车族，单程一趟一个小时。您说我中午回还是不回家？值班时间倒是比正

常上班时间短些，中午可以休息三小时。” 

平平谈淡：“我们假期全馆轮流电话值班，有事自己想办法必须到校，来回

3 个多小时。”牡师圕丽*：“我们馆原先法定假日上班的给钱，现在法定假日

也休息了，院里不让上了，上班整个图书馆大楼每个书库就那么几个学生，晚上

还要给他们把灯开的灯火通明。”印度阿三：“我们这里人多。”平平谈淡：“我

们人少，就十多个。”牡师圕丽*：“我们是普通院校，学生学习热情只是到了

考试时候多，开馆对我们来说就是各种的资源浪费。” 素问：“我们新校区前

几年节假日阅览室都开放，近四年除了自习室，元旦 1 天、五一 1 天，国庆 3

天都不开放，只开周末。以前地域荒凉，人烟少，没有公交车，现在四通八达，

放假学生有地方去了。以前的元旦五一国庆等法定假日那几天值班的，馆内补助

几十块钱。” 

http://finance.people.com.cn/money/GB/164998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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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阿三：“你们不吃饭么？”牡师圕丽*：“吃呀，有临时馆员替，一个

书库至少俩人值班。”平平谈淡：“我们是大流通，吃饭轮流去。”平平谈淡：

“临时馆员正常班。”牡师圕丽*：“好在是高校馆，能有俩个假期，公共图书

馆更辛苦了。” 

平平谈淡：“麦子你们那有沒有倒班的吗?怎样处理的?”麦子：“我不清楚

倒班的具体概念。关于作息，我们是这样的：馆员应该 8-5，但每天往往按个人

的习惯，有些人 10点来，6点多回去，我一般是 8:35到，4:35 回家，合同规定

是每天来过就可，所以在馆员中的时间不是很严格。管理员应该是 8-5，但只要

和主管说好，可以弹性，但一定要保证 40 小时。晚上和周末的其实就是流通的

问题，但那里基本都是学生，有周末和晚上的管理员管理，这些人的时间是固定

的，事先合同里说好，所以也没有倒班的问题。我们国定假日都是放假的，大家

都一样，十二月底到一月初关 11 天，整个学校都没人的。主要是不用钱来鼓励

是不好的做法，因为就是剥削嘛。” 

魔比斯环：“本来工资就低到不够养家，好不容易放个假还被剥削来值班，

大多数都不太愿意。”麦子：“美国主要是工会力量实在太大，这些事很容易会

被通过工会向校方提出正式控告，图书馆必须到专门的委员会去应辩，这是极麻

烦，而且对馆长是很不利的。”麦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细则，规定每个人

的工作内容，超出部分可以不做的。”魔比斯环：“教育部貌似还有一个开放时

间不低于 70 个小时的规定。”麦子：“有时这东西很难限制，但比没有总好，

而且超出了的话，你可以乘机要升级或加薪。”boson：“那私立学校图书馆假

期开吗？”麦子：“不开，我前几天去了南加大，图书馆都是关的。” 

平平谈淡：“我们上班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常班，另一种是倒班。正常班是

从周一上到周五，倒班是两人一班，上一天，休息两天，配有临时馆员和学生，

除了寒署假外，都要上班，遇到节假日上班不报加班，轮到谁上班就是谁。倒班

的遇到家里有事可调班，正常班的有只能请假。所有说遇到有加班的机会，正常

班的都想加，挣换休，遇事好调休。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同，想开些就好。” 麦

子：“谢谢解释，想不到在班次安排上有双规制。不知道上正常班的和倒班之间

是否调换，还是倒班的总是倒班。另外是否高校馆和公共馆都有同样做法吗？” 

芷芸：“正常高校馆有正常班和倒班之说，高校馆有寄宿生，晚自休需自习，双

休日也到图书馆自习。公共馆象地级市，县级市公共馆没有倒班，只有正常班，

除非是省会城市，人多，可能部分有倒班，如流通部门。”  

图林晓理：“图书馆工作是需要多为他人付出的职业，一时的‘吃亏’不算

什么。要相信——好人必有好报，为你点赞。”图谋：“行行均有行行的喜与忧。

境由心造，心想事成。据个人的观察，图书馆员这一行，总体来说，‘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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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并不赖。凡事有得有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川大党*：“美国名脱口

秀主持人柯南·奥布莱恩（Conan O’Brien）说的，努力工作，做善良的人，美

好的事情终会发生。” 

图谋：“‘如果你爱他，请带他去纽约，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很他，请带

他去纽约，因为那是地狱。’其实，纽约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纽约就是纽

约。图书馆不是天堂的模样，也不会是地狱的模样，图书馆是图书馆的模样。如

果你选择它，请别想着带它去天堂，也别想把它带去地狱。” “还联想到，傅

荣贤老师曾将图书馆与衣服类比，我觉得很有道理。古往今来，衣服的款式、材

质等在变，文明在，衣服在，图书馆这件‘衣服’也会与文明相伴相随。图书馆

对于图书馆员来讲，似乎也是‘衣服’，不管这件‘衣服’是怎么来的，努力穿

着舒服一点，温暖一点，漂亮一点……这是‘硬’道理。”惠*澈：“爱上圕人

堂的人，我想没有理由不爱图书馆。”图谋：“关于加班、倒班、调休等，其实

是管理手段，一种目标管理，通常辅以相应的激励机制。各行各业均有应用。图

书馆的应用，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它是‘服务部门’，有服务岗位。”烟蕴：“是

的，就是因为是服务部门，所以更多的是奉献！” 

逗逗：“图书馆正常行政班（办公室、参考咨询部，信息技术部、采编部等）

的都希望流通部门多开馆时间，为读者服务，而且认为如果要晚班补贴是不对的，

因为倒班算时间和行政班一样，行政正常班都没有补贴不应该的，行政正常班认

为倒班有了白天倒休不用请假已经赚到便宜了！”hero81*：“就我所见，挺多

流通部门的同事都不愿意去上正常班，各有各的利弊。当然，遇上节假日，我们

馆流通部同事也是放假的。” 

烟蕴：“有的学校流通部门虽然一天上的时间长，但是第二天可以休息，有

的休息的更多！但是有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晚班只记小时数，第二天正常班，这

样的晚班大家就不愿意上了！”hero81*：“我们馆流通部人员分成两组，大家

轮流上班，隔天休息。”烟蕴：“各个学校的规定不同，执行情况也不一样！各

有利弊！”hero81*：“关键是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应当要享受到。”烟蕴：“我

们流通就一个班，所以晚上记时间，第二天正常班！我们原来没有享受假日，后

来大家意见很大！所以现在节假日闭馆了！”hero81*：“应当的，要不然肯定

要有补偿机制。”烟蕴：“我们原来不补偿的，说节假日上班，后面给天休息，

而且我们是上整个大班上到夜里 12 点，第二天早晨回去，后来大家说国家规定

工资 3倍，为什么只给一天假，领导强压，后来辞职的比较多，现在换了个领导，

好多了！” 

初冬暖阳：“我们馆长一直鼓励互换，行政班的也非常愿意去做，关键的是

谁去做行政班的？” 逗逗：“你们流通的能做采编和办公室文书会计人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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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是多面手啊，行政的也能干采编、信息咨询维护电脑也是绝了。”麦子：“关

键还是要有合理的补偿机制，没有，或者是不公平的话，那就不行。” 

 

（7）高校网站首页中图书馆的位置 

麦子：“想看看交大图书馆网页，我也不是太笨的人，但在交大主页上花了

10分钟，没有找到，我觉得这是图书馆的一大失误，说明了很多问题。”Ques：

“教学机构，主页上应该搜得到吧，一般就输某某图书馆。”麦子：“才发现是

在快速通道里。”逗逗：“图书馆一般都在教学其他单位的下面，不会做成主标

题按钮标签，大多都在那个小方块下拉菜单里。” 

逗逗：“上海交大图书馆算是业界最著名业务最出色高科技图书馆，居然在

学校页面提供里没啥存在感。”麦子：“作为图书馆一定要力主在学校主页上有

主标题按钮，没有网上存在的东西，等于是不存在的。”逗逗：“是啊，我查询

欧美国家图书馆都在学校页面大标题按键标签，打开学校页面都在上方一目了

然。”麦子：“这反映了观念和馆领导班子的能力。”  

Ques：“不能抢了领导日程的镜头么。”麦子：“抢的就是这个，否则你就

是个辅助单位。”Ques：“有的学校网页上就是一眼看去没有实质的，实质的要

自己搜下去看哈。”麦子：“上去就是除了领导访问接见，什么都找不到。”Ques：

“领导访问接见，对老师学生的利益有多大关系，网站是为大家服务，头版成了

为领导服务了。” 

 

（8）公共图书馆立法专题分享 

Lee：“[分享] ‘公共图书馆法治建设’论坛。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1&

sn=694e6cffb84cfe9880448249d4612333&scene=23&srcid=01033wn33jF5GLKJDh

FPV8jI#rd” 

Lee：“[分享] 朱兵│加强立法，建立健全我国公共图书馆法律制度。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2&

sn=f6c94dc9b153cce0170932e136c97f0e&scene=23&srcid=0103ezyZLfxAbyXCjP

LFgjUs#rd” 

Lee：“[分享] 芭芭拉│数字化环境下的图书馆法律条例框架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3&

sn=7749fc2889982d22907f3cf3836c7340&scene=23&srcid=0103AwJIthsyyuLfKO

Ks2GSC#rd。” 

Lee：“[分享] 刘小琴│《公共图书馆法》立法进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1&sn=694e6cffb84cfe9880448249d4612333&scene=23&srcid=01033wn33jF5GLKJDhFPV8jI%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1&sn=694e6cffb84cfe9880448249d4612333&scene=23&srcid=01033wn33jF5GLKJDhFPV8jI%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1&sn=694e6cffb84cfe9880448249d4612333&scene=23&srcid=01033wn33jF5GLKJDhFPV8jI%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2&sn=f6c94dc9b153cce0170932e136c97f0e&scene=23&srcid=0103ezyZLfxAbyXCjPLFgjUs%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2&sn=f6c94dc9b153cce0170932e136c97f0e&scene=23&srcid=0103ezyZLfxAbyXCjPLFgjUs%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2&sn=f6c94dc9b153cce0170932e136c97f0e&scene=23&srcid=0103ezyZLfxAbyXCjPLFgjUs%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3&sn=7749fc2889982d22907f3cf3836c7340&scene=23&srcid=0103AwJIthsyyuLfKOKs2GSC#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3&sn=7749fc2889982d22907f3cf3836c7340&scene=23&srcid=0103AwJIthsyyuLfKOKs2GSC#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3&sn=7749fc2889982d22907f3cf3836c7340&scene=23&srcid=0103AwJIthsyyuLfKOKs2GSC#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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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4&

sn=1f7eb69fb618a20978ce0b54f5366a86&scene=23&srcid=0103krf79WY4kNunZ8

jkkYC6#rd” 

Lee：“[分享] 李国新│关于《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修改完善

的思考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5&

sn=2059be3d1eaea15f5307a65d7c5ce938&scene=23&srcid=0103I9p7Z5mWR2dCEK

lxXuUa#rd。” 

Lee：“[分享] 程焕文│全面评价《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6&

sn=c578de41ec4fbc036aa40c3f0e34c7b8&scene=23&srcid=0103iY8a9Dtxea58mN

9z7O8K#rd” 

Lee：“[分享] 王嘉陵+冯庆东│四川省与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立法情况。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7&

sn=4efefffdb7d124a903b216d31da53b92&scene=23&srcid=0103l7ECIHimRz0YIt

MKM5NQ#rd” 

Lee：“[分享] ‘公共图书馆法治建设’嘉宾论坛。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8&

sn=221b692d3949689e1fa37a54f34d443e&scene=23&srcid=0103aEHPAktT1FVCbR

BBhal3#rd” 

 

（9）由出版发行量咨询解答说开去 

糊图：“今天是元旦假期，又是周末，不知是否有所打扰。想请教，在哪里

可以查到 2014年或者 2013年纸质书出版发行量？”伊丰：“总局网站事项事项

公开栏 http://www.gapp.gov.cn/。”印度阿三：“应该是统计资料吧。”伊丰：

“信息公开，我没说那么准确，政府网站都有，我查过相关信息。”印度阿三：

“信息公开，统计信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http://www.gapp.gov.cn/govpublic/60.shtml，在这个页面上。”糊图：“你

真细心，谢谢！” 

伊丰：“不是夸别人，而是多动手。”糊图：“受教了！”惠*澈：“说句

不爱听的话：‘拿来主义’就那么容易，自己动手、自己用心有那么难么？有热

心的成员，也有‘偷懒’的成员，希望更多的成员成长起来。”糊图：“对不起，

是指我么？我用搜索引擎找过，也在年鉴数据库里找过，只是没找对路子，所以

没找到，因而在此求教了，我虚心接受！”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4&sn=1f7eb69fb618a20978ce0b54f5366a86&scene=23&srcid=0103krf79WY4kNunZ8jkkYC6%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4&sn=1f7eb69fb618a20978ce0b54f5366a86&scene=23&srcid=0103krf79WY4kNunZ8jkkYC6%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4&sn=1f7eb69fb618a20978ce0b54f5366a86&scene=23&srcid=0103krf79WY4kNunZ8jkkYC6%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5&sn=2059be3d1eaea15f5307a65d7c5ce938&scene=23&srcid=0103I9p7Z5mWR2dCEKlxXuUa#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5&sn=2059be3d1eaea15f5307a65d7c5ce938&scene=23&srcid=0103I9p7Z5mWR2dCEKlxXuUa#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5&sn=2059be3d1eaea15f5307a65d7c5ce938&scene=23&srcid=0103I9p7Z5mWR2dCEKlxXuUa#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6&sn=c578de41ec4fbc036aa40c3f0e34c7b8&scene=23&srcid=0103iY8a9Dtxea58mN9z7O8K%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6&sn=c578de41ec4fbc036aa40c3f0e34c7b8&scene=23&srcid=0103iY8a9Dtxea58mN9z7O8K%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6&sn=c578de41ec4fbc036aa40c3f0e34c7b8&scene=23&srcid=0103iY8a9Dtxea58mN9z7O8K%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7&sn=4efefffdb7d124a903b216d31da53b92&scene=23&srcid=0103l7ECIHimRz0YItMKM5NQ%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7&sn=4efefffdb7d124a903b216d31da53b92&scene=23&srcid=0103l7ECIHimRz0YItMKM5NQ%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7&sn=4efefffdb7d124a903b216d31da53b92&scene=23&srcid=0103l7ECIHimRz0YItMKM5NQ%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8&sn=221b692d3949689e1fa37a54f34d443e&scene=23&srcid=0103aEHPAktT1FVCbRBBhal3%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8&sn=221b692d3949689e1fa37a54f34d443e&scene=23&srcid=0103aEHPAktT1FVCbRBBhal3%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wODgwMg==&mid=401493650&idx=8&sn=221b692d3949689e1fa37a54f34d443e&scene=23&srcid=0103aEHPAktT1FVCbRBBhal3%23rd
http://www.gapp.gov.cn/
http://www.gapp.gov.cn/govpublic/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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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图书馆的东西，大同小异，能拿来，何乐不为？另外，除非是极小

事，很多东西如果没有做过，自己动手，谈何容易？其它不说，我估计国内大多

数馆都没有灾难应变方案，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很多应该做的事情你可能根本

想不到！”图米：“从引文里可以了解一些资料来源。”平平谈淡：“麦子说得

对，正因为查不到才求助，知道的愿意的会帮的。” 

糊图：“今天在值班，刚才有事出去了！才看到，谢谢大家，我知道的，在

这个小家庭里面感觉有爱且能及时得到帮助，很是欣慰！”许继*：“时间就是

金钱，如果帮助者要花同等或比求助者更多时间，就不要应答，如果正好帮助者

边际一下就帮求助者解决问题，何乐不为，共享互助存在正基于此。” 

麦子：“这个群的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借鉴他人的经验做更好更多的事，而

且大家也比较热心。”惠*澈：“也许我想多想偏了，因为信息社会，交流太容

易，所以求助太容易，我只是希望每个人自己的成长，独立+互助。”麦子：“我

是能自己不做的绝对不做，图书馆的这些事不需要自主产权。”惠*澈：“我是

能自己做的自己做，能不倚赖就不倚赖。”许继*：“站在别人肩上，你肩上也

站着别人。”惠*澈：“省力原则也不排斥，毕竟这是个合作共生的时代。”平

平谈淡：“我是能做的一定自己做，做不了的一定找人帮助。”印度阿三：“刚

好比较熟，顺手就发了。” 

 

（10）对话中西方计划安排习惯 

麦子：“针对上海图书馆学会会议变更安排问题，我有一点实在不懂：这

类学术会议准备都要一定的时间，当然希望来的人多，但通知只提前 2天出，而

这在国内似乎很正常，我自己也屡屡碰到，因为如果去一处讲座，往往到最后一

刻都没有落实。而我自己的日程往往是排到几个月以后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

行，我一个月后周四下午的例会还要不要安排？这后面反映的我觉得是古老的农

业社会的思维：没有时间概念，也不尊重其他人的日程安排，我可以随时去他人

家里串门。这种思维和现在的社会发展是格格不入的，这种问题其实是再小也没

有的事，但会涉及很多东西，比如：你和另外一群人的思维可能无法合拍，也不

要说什么成功了。这也影响了你自己的子女。我发现很多出色的孩子之所以比其

他人领先，往往是会极其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如果你自己没有时间概念，往

往对孩子的影响很大。现在来美国念书的很多，但往往对时间的提前安排没有什

么概念，举个例子，实习是大学生很重要的一环，而越是好的公司，为了找到一

流的学生，开始的时间及早，往往是暑假的实习在前一年 10 月份开始实习申请

过程，而如果孩子没有这种排很长时间日称的想法，他会可能错过机会。话说远

了，我前几天也提过，ALA 的会议已经排到 2027 年，而且有具体时间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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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差距有时也就是在这种细节里。” 

萧潇：“国外更习惯制订可行的行程和计划，国内办事大跃进国内更强调

个人服从组织安排，所以就是这样的办事风格了。”许继*：“时间管理需要自

由，当时间总被领导突击安排，只能这样了。”节能：“时间管理对大多数体制

内工作的人来说是没有用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对火车提前一月售票无感甚

至认为是作秀对原因。至于机票提前几月优惠很大，也同样觉得没用。 但同时，

也是在大喊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大部分医院都可提前一周挂号就可以约到专

家的原因。”麦子：“正因为如此，社会资源和个人的时间浪费很大。” 

节能：“但是我们真的不习惯，我最多预计最近我可能忙与不忙。至于哪

天干什么，不在我的控制中，也许我认为很闲的一天，忙碌得很，却到头来自己

也不知道忙的啥 。我觉得体制内好多类似情况发生是制度原因，再直白一点就

是权责约定制度化缺失。我也看到一些有效率的机构低层管理者有权限做一些决

定，旁观感觉他们干得很有劲。”麦子：“另外，就是技术对这种文化的主持，

我现在可以看到学校所有人的日程，也可以在自己邮件的平台上约十几个人开

会，并看到这些人在什么时间都是有空的。因为安排不好，其实领导也累，需要

事必躬亲，然后就会有鞠躬尽瘁的例子，其实，事实往往是自己不知道如何调动

手下的积极性。”节能：“你如果作为领导呢？会在意下属时间安排去调整你的

安排吗？我们遭遇的时间没法管理多来自于这方面。你说的对，但不是需要事必

躬亲，是他想事必躬亲。”麦子：“是啊，他也不知道如何放手。”节能：“也

许是不知道，也许是不愿意。制度不到位，只能依靠领导一支笔，也造就了领导

‘好累’。听一位医生朋友讲过，有人打飞的回国看病。 这是不是一个时间管

理双刃剑的案例。（我为不管理时间找理由？呵呵。我也搞不明白我的态度）。

这个案例是被我们用做反面案例的。不知道代表了积极还是消极的思想。而你前

面所说的一些会议通知太过匆忙的事，一方面只是通知匆忙，而不是准备匆忙。

另外，这么匆忙的会议通知并不多。”麦子：“关于飞的回国看病，我想是有的，

但具体情节我也不清楚。另外，很多人保险比较差，可能没有牙医保险，所以，

回中国看病可能更便宜。这是我医生同学亲历。原因是约到的时间太晚，而他作

为华人不习惯这种等待，也等不起。总体上我也认可时间管理，但事实上我做不

到，也就习惯了不习惯。” 麦子：“的确是习惯问题，如果习惯了，什么都是

事先安排好了，也是很方便的，此外，如果有急事，他们可以很快的。医疗其实

是现在我等考虑最多的问题，但相比之下，退休后绝大多数人会继续留在美国，

原因也是医疗问题。” 

许继*：“很多主讲不是预约好的，可能碰巧来某地顺便的。唯上之风也导

致层次性的时间管理难度提升。”逗逗：“农业社会没时间观念深有体会，那些



圕人堂周讯（总第 87 期 201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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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村亲戚自己不打卡上班，也没有扣工资事情，去城里玩净挑些周一到周五还是

上班时间，让他们 5点以后来好接站也不听，让周末来能好好接待也不听周末不

来，睡到日上三竿才坐车慢腾腾来城里探亲，然后‘然后回去给父老乡亲讲城市

那些人没好好招待他们，迟到一两个小时上班或者请个假怎么了，为什么不带他

们逛街’。”麦子：“这是自然的，有时间概念是个进步的必要元素。”逗逗：

“没有时间观念的人给人一种自私、唯我独尊的感觉。”麦子：“是啊，好比是

约会，姗姗来迟总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吧？！” 

圖夫：“麦子远离祖国时间太久了，国内这类的会一般 由主办方领导决定，

领导邀请、商定之后，会和相关领导（比如协会其它成员单位领导）商定并确定

大致时间，至于会议通知只要在开会前出来就行了。” 麦子：“我只是从我的

角度看这种做法背后的文化问题，这临时通知对被通知方是很不尊重的，而且也

不尊重主讲人，这点我是深有感触。”海边：“这种临时通知，其实是变相拒绝

外地人参加。”圖夫：“其实就没准备外人参加这种一般定为内部培训，单一场

讲座而已。”图米：“主要是领导时间不好安排，一般都是配合领导时间来。” 

海边：“我们安排做事，没法严格订日程计划。我连孩子春节回家的火车票

或机票都不敢订。说是除夕放假，但万一提前可以走了呢。”小淘可可：“平时

安排工作也是，安排好整个部门工作，馆长一说要改变，做了一半的也得停工，

很讨厌这种做法，就和那个课时安排计划一样，不提前计算节假日的抵充稀释时

间，最后只让老师拼命补课。”海边：“做了一半的停工，算是好的了，还有做

完的，又不要了。”小淘可可：“做了一半停工，下次来做又要重头开始。我现

在习惯不做计划，领导说干什么就干什么。”麦子：“说到底，就是缺乏起码的

平等概念。其实，你的日程是日程，我的日程也是日程啊。”小淘可可：“国内

讲究的是个人服从集体，领导=集体。”逗逗：“是呀，既然有那么多国家节假

日，教务处就该适当缩减教学计划课时安排，假日安排提前 8 月份就出来了。” 

城市天空：“麦子说的很对，邀请人来开会，至少得提前一年，提前半年往

往都很难约到人。”逗逗：“所以这样国外总是效率高，我们总是效率慢，做一

半领导不高兴就丢掉。”书小弟：“哈哈，大家都忘了这是在国内。麦子是在国

外。前提条件是不可忽视的。”麦子：“问题是，这些问题其实对大家都一样的，

不是国内国外的问题。”图米：“国内提前一年安排好之后，快到时间的时候，

绝对会临时有事。”逗逗：“经常用一种情怀‘你们要以大局为重’为理由，推

掉改变很多工作。”麦子：“这种事情其实很郁闷的，但是大家都当惯例处理，

是很不正常的。”书小弟：“确实是一样的，麦子老师说的对。但是国内绝大部

分就是做不到。习惯和文化习性所致。我们都在心底或嘴上嘀咕，怎么能这样呢？

但是一来我们自己还是乖乖服从，二来到自己手上也还是照旧没有改变。我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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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做下属时嘀咕领导或者抱怨组织没有安排好，但是自己在某领导岗位时也还是

走了一条同样的路子。这里估计有领导，说的不恰当的请不要见怪！”印度阿三：

“哈哈，因为领导的上面还有领导，上面有人。”清咖：“机制内的一个环节，

不是个人能够改变的。” 

书小弟：“不说其他的，我们写个某计划都不能太详细，要写的宽泛，因为

这样回转余地大，就是没有做，到时候年底总结的时候，也好写总结，有交代。

不知道大家是否赞同？所以如此循环往复，大家都习惯了。”中原劲草：“就如

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标题：2015 等待的一年，温水煮青蛙，大家都在等待别

人先去改变，从没想过去主动改变。”印度阿三：“有很多的事情你把控不了的，

计划与实施老是脱节，现在新的预算制度下可不能乱做计划，否则完成不了要打

板子的。”书小弟：“空计划还不如不做计划。做几个切实可行的即可。有多大

能力做多大事。”海边：“可以做个大计划，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什么事，比如

写论文。”书小弟：“这个是个人计划。这个都可以很详细的。”海边：“就是

指个人啊。单位的事自己根本把控不了。” 

城市天空：“这就是真正的国际化不是一句口号，要实现没那么容易。” 麦

子：“形式上接轨容易，尤其是一些术语什么的，但真正落实都在细节里。” 城

市天空：“按照目前的状况，形式上接轨都无法保证。” 

 

（11）国内学科馆员发展模式谈 

麦子：“最近琢磨学科馆员问题。我现在突然发现，国内可能把学科馆员

和参考咨询混在一起了。”小肥羊：“同意麦子的说话，学科服务现在实际上是

作为参考咨询的升级版。”安妮：“麦子老师，求教，学科馆员和参考咨询有什

么本质不同吗？” 麦子：“有交集，但是有区别。” 

图谋：“现在好些馆机构设置已经没有‘参考咨询’了。”麦子：“我们最

大的部门是参考咨询，60%的馆员做这个。”图谋：“我们最大的部门是‘读者

服务部’，60%以上的工作人员做这个。”麦子：“这是参考咨询吗？”图谋：

“不是。”书小弟：“读者服务部包含了参考咨询吗？”图谋：“当前，各个馆

的机构设置，各搞各的，要搞对口交流很难找到‘对口’的。”麦子：“主要功

能是什么？查新？” 图谋：“当前实际上是各做各的。” 

城市天空：“学科馆员研究要看初景利的吧，研究了十多年了。美国大学的

参考咨询部有一些改名叫研究服务部了。”麦子：“的确如此，但我对初的观点

有保留。”boson：“初老师的模式在中科院运行得如何不得而知，但中科院的

模式显然不是其他高校能随便模仿的。”遇见：“可以模仿，看领导的前瞻性。

图书馆领导没有科班出身的，没法说服校领导，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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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桐影：“可以被模仿，从来不会被超越。”海边：“中科院的学科馆员，博

士的相当多。”清凉桐影：“中科院的各类资源，别的机构根本没法比，所以不

可能被复制。”海边：“领导有你这个认识就算入门了。”清凉桐影：“ 领导

认识的比这深刻多了，只是因为我们都没在领导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属于站着说

话不腰疼的类型。” 

遇见：“我这个学科馆员对自己专业的感情就比图情要深，毕竟学了七年，

并且是高考时自己选的专业，读的也辛苦。当时评职称是可以发自己专业的，现

在改革必须发图情的成果。如果为了保护图情专业人员，那学科馆员还是不要再

招了，也不培训，人手又少，怎么可能跟专业人士竞争，没时间和兴趣去发那些

低级无聊的论文，高级的也写不了。”许继*：“没有凭白无故的爱！”遇见：

“我是客观讲，说事实，学科馆员不放的院系就是鸡肋，就是初老师的成功之处。” 

度量衡：“学科馆员请不要含经济领域。”印度阿三：“学科馆员最大的好处就

是杀死图书馆自己。” 小图人：“现在院系的教授们都相互提防着，怕别人偷

他的科研成果的，难搞啊，也不怪教授们神经质，小偷确实太多了，连北大清华

都有。学科馆员深入课题组还是要搞上海交大图书馆的模式，盯着某几个大的课

题组，搞典型。”许继*：“学科馆员盯着学校的课题组就不是学科馆员了，是

课题馆员。” 

海边：“应当说，课题馆员的概念被包含在学科馆员的大圈里。”linda：

“现在的学科服务，不就是提倡这样吗？就那么几个学科馆员，每一个课题、每

一个老师都盯得话，弄不过来呀，也么有那么个时间、精力和能力。”linda：

“要么撒大网干个简单的事情，要么专、精、尖为少数人服务，这个就是现状。”

海边：“如果为多数人服务，包括什么工作？”图谋：“其实还有为学校学科建

设服务（学科趋势分析、学科评估等）、人才评价服务的。有的学校做得挺扎实

的，局面已打开了。”海边：“事实上，撒大网和为少数人服务并不矛盾。” 

 守望书林：“很希望，听听做学科服务典型案例，尤其是服务教学、科研

方面，洗耳恭听！”图书采选：“学科趋势分析、学科评估等、人才评价服务,

应是其它领域的事，而不是图书馆的所长，图书馆应把对学科的认识、用户的研

究用在图书馆建设上。就像布拉德福定律应用在期刊采访上而不是替学科做评价

上，否则，就是对图书馆专业的抛弃。本专业的人都不关注了，还会有什么发展

吗？” 

 海边：“中科院模式，不合适普通高校，因为学科馆员有所服务专业的博士

学位的极少。”图书采选：“学科之间、专业之间应有边界，各干其长，边界保

持一定的张力。”印度阿三：“同意，去干不是自己专业的事，到头来是捡了芝

麻丢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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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书林：“学科服务理论探讨的比较多，真正转化实践应用，尤其服务教

学与科研方面是不是需要开拓和探索还是另辟蹊径？”linda：“要想服务的深，

专业素养要求很深，很多真的要经历过专业博士才能胜任，可现在在职的读专业

博士，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升迁一点儿用都没有，即使你发 SCI 也对你的职称评

定没有用的，完全是浪费时间了，谁还愿意去读呢？” 

图书采选：“图书馆人去搞学科研究了，图书馆人都不在图书馆，读者还到

图书馆来吗？深度的学科服务，是消灭潜在的读者。”印度阿三：“利国利民利

科研，不利图书馆，某大佬的演讲。”linda：“浅层次的服务，即使不提现在

流行的学科服务这一概念，其实都一直在进行，传统的各类咨询就是了，何苦专

门提出来？专门提出来，就是想在网络大数据环境下，在浅层次的基础上，拓深

服务，要想拓深服务，还用以前的水平，人家看不上，谁来鸟你？”图书采选：

“现在的一些图书馆的大牛研究一些盲人摸象的感觉，用新技术、一些惊人概念

代替图书馆。”linda：“想做的和做的都是矛盾的，无法自圆其说。”boson：

“学科趋势分析、学科评估等、人才评价服务这些东西学校看重，能抓眼球，图

书馆也有资源和能力做，抢过来也没什么不好的，起码能让学校重视图书馆。”

2014：“同意，文献研究，也没有跨界呀。”守望书林：“想说，能说出一套理

论也是能力，想做，能做出一套也是本事，不能否定说理论的人，也不能怀疑想

做事的人。”linda：“图书馆人读了专业博士，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真以为读

个博士就能到院系跟 365老师竞争啊。”图书采选：“抢了眼球，失了立足地，

必然要闪腰。” 

linda：“若一味的老是以图书馆的视野来发展图书馆，说不定有一天，网

络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图书馆真的要消失了，因为没有必要存在了。”小淘

可可：“现在读书阅读习惯不同以前，图书馆人真的该做好情报服务啦。”图米：

“存在就存在，不存在就不存在，没必要刷存在感吧。”linda：“不是为了谁，

而是为了自己，在服务的同时 ，也是在学习。我们没必要担心，不管它存在与

否，我们都一样过日子，不会失业。”图书采选：“图书馆是必须要做出来的，

所以研究是要用于图书馆的建设和功能的提高上，而不是用在发展其它学科和代

替其它部门工作上。”boson：“那属于情报分析的范畴，图情是不分家的。”2014：

“图书馆不是要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嘛。” 

图米：“现在都提倡万众创新，只要把该做的事做好了，怎么创都行，就是

不要丢个西瓜捡个西瓜子。”linda：“只有到院系跑了之后，你才知道 图书馆

到底要干啥，而不是整天呆在图书馆盯着那几本书、几种电子资源，臆想着干啥。

图书馆为啥 要存在？若没有迎合院系师生的需求，自行其说的搞研究、做建设，

那你自己自娱自乐好了，自己回家干点这事，人家不需要你了 。”图书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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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形式、内容是不同的，不等代替别人作学科研究和工作，建设好图书馆

也是服务啊。”2014：“不主动主出击，你建设好了人家不用呀。” 

印度阿三：“没有院系的怎么办呢？”linda：“公共图书馆没有院系，那

是为大众服务，图书馆人是帮助院系更好地搞教学、科研，你再怎么赶，水平也

达不到代替院系搞科研的地步，所以千万不要说笑要代替人家做科研，我们想的

是图书馆人怎么在其中渔利。” 

图书采选：“我认为图书馆是社会万万不能没有的，而且越来越必须，只是

目前的自己同质与教学科研同质，是图书馆没有存在的必要。”印度阿三：“有

钱的时候可以说这话，没钱的话就算了。”图书采选：“那是还没有建设好哎！

要么同质了，要么没做到。”印度阿三：“没钱就关掉你，现实就是这样，虽然

目前中国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不大，但看看国外，英国、德国，经济不好的时候

图书馆服务不是社区必须要维持的，只有关门了事。”linda：“资源选购，人

家一看到我们列的书单，兴趣都没有了，说这些玩意儿太旧了，那你买回来还会

有多少人看？”图书采选：“资源的概念要发展下，长期都是书，就该输了。”

麦子：“你主要是干这个的，所以说越来越重要，到了经济有问题，第一个紧缩

的就是图书馆，毕竟中国还是在地球上，逃不出这个规律。”图书采选：“如果

没有颠覆性的改变，我也这么认为。” 

 

（12）图情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小议 

wu：“武汉大学 2015届本科毕业生，图书馆学就业率低于 80%。”小图人：

“武大信管，到了大二才分专业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电子商务，信管，图书馆

学，档案学。” 朗月孤舟：“武大图情教育受到 ishchool影响较深，有人戏称

为武大计算机第二学院。”Everla*：“其实有一些学校的图情虽然在国内排不

上什么名次，但是出来的学生都挺好的。这些学校的图情学生和老师都没指望着

能靠学校名气去找工作，所以在教学和学习上都特别扎实。”gaozy：“主要还

是看人。有的武大图情人还是不错的，但我们没有用到。”印度阿三：“对的，

人才是主要的。”gaozy：“阿三讲的不错。有些人不推不动，推的太狠还意见

很大。”印度阿三：“基本上同学校无关，学校教的基本上然并卵，要工作中学

习，愿意学，好钻研，积极主动才有机会。” 

大红鹰*：“个人想法，如今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大部分只能去小馆，边缘

馆。图书馆学教育时，对他们的专业感情的培养比专业知识更重要。不热爱图书

馆，当然会只是把图书馆当跳板。”许继*：“没有凭白无故的爱！” 

大红鹰*：“以前说‘干一行，爱一行’，昨天读一闲书，说现在的人几乎

‘干一行，恨一行’。想想还真是这样。”Everla*：“每个专业都有对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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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适当的‘保护’，这个应该无可厚非吧。”遇见：“毕竟图情也是学了那

么多年的，思维方式就不同。”许继*：“图书馆学生学几年要爱也爱图书馆专

业，不是某图书馆。”gaozy：“是否有图书馆事业观？是教育成败的衡量指标

之一。” 

许继*：“想着招了人是用，使劲用，有没有想着关心他陪养他发展他？没

有的话凭什么爱，凭什么对人家择木而栖有意见？不推不动怎么造成的？只怪这

个人么？”gaozy：“一般情况下，使劲用的都不多。一来就关心自己，不做事，

那是不行的，我们欢迎不愿意干的走。”大红鹰*：“我觉得爱图书馆也是一样

的，很多的时候是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改变你所在的图书馆，你所在的行业。”

许继*：“招不到合适的人一个问题，留不下想要的人一个问题，不想要的人走

不了一个问题，都是组织的问题。”gaozy：“深刻。” 

 

（13）图书馆学院文库建设讨论 

新语新圆：“请问大家所在图书馆的学院文库都是怎么建设的？就是自己的

老师出的专著、教材。”海边：“我们刚弄了一个，用 TRS平台做的。”新语新

圆：“多少钱。”woseic*：“FREE。”新语新圆：“老师允许把自己的图书电

子化吗？”海边：“TRS平台用了 15年了,是做特色库的。”新语新圆：“你们

是怎么实现图书的电子化的。”海边：“不做电子化，那问题与操作细节太多了。”

新语新圆：“外包吗？”海边：“最多与本馆的 OPAC 联结，自己做啊。”新语

新圆：“这个平台你们自己研发的？”海边：“买的，你百度 TRS，类似 TPI。”

信手拈来：“TRS 早已退出图书馆领域了。”海边：“2003年跟东北区高校馆集

团购买的，我们用得还可以。既然买了，弃之浪费啊。”信手拈来：“作为软件

平台，TRS 其实还是不错的，比封闭的 TPI 好。”海边：“是的，早期购入 TRS

和 TPI的馆，后来放弃 TPI的馆更多。” 

新语新圆：“有的老师不愿意让自己的书上交到学院文库保存，怎么办。”

海边：“自愿呗，本来就无法保证做全，因为有些人不在世了。”新语新圆：“你

们的收录年代是学校成立至今吗。”信手拈来：“你们是哪个学校？”新语新圆：

“许昌学院，还有用其他平台的吗。”信手拈来：“文库建设是个老话题了，看

你们打算怎么做了，一般从书目开始做。”新语新圆：“我们已经收了一部分书，

还有的老师没收上来。”信手拈来：“做 OPAC 链接，部分可以做到电子全文链

接。”新语新圆：“打算买，专门存放。”信手拈来：“书目可以通过科技处这

样的部门去获取到。”新语新圆：“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这个也获取到了，

现在就是平台的问题。”信手拈来：“想收集全，要有政策才行。”新语新圆：

“是的。”信手拈来：“平台是比较麻烦的事，看你们自己的技术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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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新圆：“除了 TRS，还有其他平台吗。”信手拈来：“可以自建，也可

以用开源的。”新语新圆：“有外包做的吗？”2014：“CNKI 好象有。”信手

拈来：“外包出钱当然是可以的，就看你们是否愿意了。”2014：“帮做机构知

识库。”信手拈来：“文库建设现在一般已经转到知识库的建设范畴里去了。相

应的系统设计也不一样，所以，你们自己的定位很重要。”新语新圆：“机构知

识库更麻烦。”信手拈来：“是的，在开始之前要考虑好。单纯做文库，还是比

较传统的做法。说不定哪天领导发现落伍了，要跟潮流，做 IR，实际上就把文

库的部分工作也涵盖进来了。”新语新圆：“做 IR的都哪家做了。”信手拈来：

“这个说起来就多。” 

 

（14）图书馆变革方向定位 

娜佳：“请教各位同仁，我们学校要建设应用型大学，在这一过程中图书馆

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改变，或者图书馆能为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做哪些事情。”安哥

拉兔：“图书馆为学校服务的，先把学校的定位和目标调查清楚了，再来考虑图

书馆应该做什么。”Desper*：“我觉得，现在学校要建什么型的大学，一段时

间内跟图书馆的关系不大。图书馆只要能做到按需服务，人家需要什么，你就能

提供什么，就已经是做的很不错的了。而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图书馆的工作都

是，老师需要的提供不了，或者能提供，但是觉得提供的东西很低级，不愿意理

睬，而自己非要推销一些自己感觉‘高大上’但老师又不需要的服务。”娜佳：

“要是自己都觉得自己不高大上，学校和老师们就更轻视图书馆，要是不紧跟学

校形式，就不收重视，图书馆的地位就越来越边缘化了，真不愿意学校所有人不

看轻图书馆，希望能做点力所能及的，扭转现在的状态。” 

图谋：“图书馆当前的困境是：自信（馆员自身）不足，他信（来自用户）

更甚。理论上知道服务得基于用户需求开展，实践中‘力不从心’。”Desper*：

“这个‘力不从心’用的真好。”456：“总结的好。” 

小图人：“学校要引进人才。我看他们拟订的公共图书馆法，居然没规定图

书馆员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啊。”逗逗：“他们提前就想好了，就像考研党一

样提前给自利益己想好了。”图米：“现在的人才夫人学历一般她都研究生了，

和以前不一样，也是人才。”小图人：“夫人们为了人才，甘愿当保姆了，多少

年都不学习了。”james：“图书馆专业人员问题及图书馆专业教育应该与国际

（美国）接轨。”小图人：“夫人们陪读，怕人才出轨。”图米：“不是人才夫

人的话，要博士才能进图书馆。”Desper*：“现在博士进图书馆，还不那么普

遍吧？至少在辽宁省，还是以硕士为主。博士虽然有，但是很少。”boson：“我

最近访问了一些公共馆,才发现我们这边公共馆安置了许多退伍军人.”印度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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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每年有两到三个。” 

小图人：“北上广，博士进图书馆，他们自己都觉得好，现在体制内的岗位

还是受亲睐的，毕竟体制内有些福利外边很难享受到。”印度阿三：“我们前几

年进了一堆硕士，结果职数不够，PK 中级聘任好激烈。”小图人：“北大附小

啊，人大附中啊，外边的人很难进的。” 

映山红：“公共图书馆安置退伍军人是拥军优属的一个表现，也是文化厅下

达的安置任务。我们馆的退伍军人，过八一活动，人数还不少呢。”许继*：“可

以让退伍军人做辅导员，比当馆员合适。”映山红：“退伍军人一般安置在物业

科和保卫科，以及司机班。” 

书小弟：“很正常啊。很多人都不会去借书，而是去自习或做作业。”linda：

“能看电子图书，干嘛跑到图书馆借书？很正常啊。”逗逗：“国外电子书花钱

的，群众要求免费电子书，版权共享，就是这下场。这边要求免费电子书版权的

很多图书馆同行还跟着一起吆喝，自我毁灭呢。一群单纯、无比善良的图书馆员，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善良到不分知识版权地步也是醉了，善良多过分不讲

原则就是愚昧。” 

许继*：“强烈建议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围绕学生课程进行，不要围绕个性

化很高，人群单元极小，要求非常高端的课题项目进行。现在的局势学校有人真

关心学生么？都忙有名有利的事了。”逗逗：“说的对，学科馆员国内是跟着教

授走，外国学科馆员是跟着学科建设走。人家越走越宽，我们越走越窄。我们的

教授有个毛病，知道好资源自己用，也不告诉自己教的学生，国外教授可都是告

诉学生的。”edifie：“这样才显得他牛嘛。”书小弟：“其实也看个人，有些

教授是很会跟学生分享资源的。当然是认真做事的学生，国内传统，师傅都是要

留一手的；然后那些个拿手绝活就逐渐失传了。”逗逗：“没有合理的知识产权

保护利益方面，老师傅自然都要留一手，人性本然。” 

遇见：“目前推动图书馆变革的都不是学图情专业的，像现在越来越多的国

外的开放获取网站，都是科学家自己觉得不对劲了，弄个顺心点的，比如

researchgate，还有其他知名的数据库。闭门造车，并且一直都在考察国外的路

上。致图情的领导们。”安妮：“太支持了，我的工作就是围绕课程。” 

 

（15） 数据库批量导出题录信息实践谈 

DFLIB：“请教，哪位知道怎么从 CNKI 中批量导出题录信息？谢谢！”海

边：“50条一页，可以选 4页，格式很多，最方便的是可导出 excel。”DFLIB：

“没有摘要和关键词。”海边：“有啊，我一般是导出 Refwork。”Desper*：

“你别选引文格式，其它格式的基本上都有。”DFLIB：“谢谢。找到了，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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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大忙了。” 

海边：“万方平台，谁有办法导出数据？不想一条条地点击选上。”DFLIB：

“万方的可以批量导出吗？”瘦身娃娃：“可以的。”海边：“但选择时太费功

夫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淘气娃娃：“用万方的高级检索试试。”Desper*：

“暂时还提供全选功能。”海边：“检索结果出来后，怎样一次性勾上所有数据。”

Desper*：“高级检索里用的还是老界面，还是有‘全选’ 按钮的。”海边：“对。

现在有了，但导出时，总是有丢失的，明明勾上了 500条，常导出 490多。”apple：

“万方一次性勾选检索结果不能超过 500，我一般都是 100导一次。”淘气娃娃：

“如果有缺失，就每次少一些导出，看看缺的是不是征稿声明之类的。”海边：

“难道后台用技术限制了这类文献的导出吗。”淘气娃娃：“中文数据库在导出

文献项都不如外文数据库。”海边：“检索排除时，没发现这类文献，400条地

导，也一样会有漏的。” 

DFLIB：“我怎么不能导出呢？”淘气娃娃：“大概是有数量限制，每次 500

以内。”淘气娃娃：“CNKI也有数量限制，每次 500以内，我上午刚从 CNKI中

导出一部分数据。”海边：“分析数据在 150条内。” DFLIB：“万方的导出没

有 excel 格式？”海边：“没有，可以用其它软件转换。” 

淘气娃娃：“利用数据库本身的分析功能，需要的记录数会少很多。”淘气

娃娃：“一般都是导出来，用别的软件分析。”海边：“你通常用什么软件？” 

淘气娃娃：“我现在正在琢磨，还没研究明白，好几个软件综合着用。”海边：

“我怎么觉得，这类分析工作，是馆员的本职吗？”淘气娃娃：“我是自己想弄

一弄。” 

海边：“学科建设办的人，为什么不自己分析呢。”淘气娃娃：“他们明确

指标了，需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分析结果？”海边：“incites 那些指标，连我都

看得迷糊糊的。再给他们讲，总是似懂非懂的。”海边：“相对值为 1,有的大

于是好，有的小于 1 是好，他们更犯糊糊。” 淘气娃娃：“中文的指标和外文

的指标，我感觉是不能完全一样的。” 海边：“不一样，文献统计源也不一样。” 

淘气娃娃：“明显的，外文数据的分析都是基于很完善的数据库系统之上的，中

文没有。” 

 

（16）高校图书馆借阅量降低现状谈 

hero81*：“华中师大发阅读报告 四千学生一年未借一本书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1/335501.shtm。”逗逗：“一万

五千学生，4千学生没借书，也正常吧，就不知道里面包不包括高职学生，联合

办学的班级。1万学生借过书去过图书馆。”嘉懿：“如果学生通过其他途径能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1/33550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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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够高效的获取知识，为什么一定要去图书馆呢？为什么一定要把图书馆的使用

程度作为衡量学生学习质量的硬指标呢？”转身遇见：“图书馆行业当然想建立

这种联系。”转身遇见：“不然 没有存在感。”嘉懿：“也不要把是否图去图

书馆看书作为一种学习质量甚至道德符号去做发挥，知识的生产是一个巨大的场

域，学生们都是理性人，他一定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偏好选取恰当的知识获取途

径，他们不去图书馆，恰恰印证了图书馆提供知识效率、质量的落后。如果把是

否去图书馆看书作为一种学习质量评价标准甚至道德符号去做发挥，恰恰说明了

图书馆人的自负。” 

米粒 MM：“我们做了 2014年的阅读报告外借量是 235835 册，2015年的外

借量（到 12.17 日截止）是 17万 8千册。 零借阅大学生读者占在校大学生的比

例是 25%。”董珍时：“现在看书的学生是少很多了。”2014：“阅读报告也没

有拿去不去图书馆评判人，而且学生也可能是使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还有也可

能是学生不了解图书馆的资源……这也是说明图书馆宣传营销方面的薄弱。”董

珍时：“有所学校做过入馆学生和学生成绩的数据分析，有正关性的。”gaozy：

“确实如此。”米粒 MM：“这个数据分析方法不错呀。” 

嘉懿：“零借阅恰恰说明，对于这些能够完成大学教育而不用通过图书馆，

恰恰能够说明并不是必须的，而只是一种相关关系。”2014：“这难道不会是我

们的高等教育出了问题？学生拿自己的教材就可以应付学习，不需要自学。”嘉

懿：“除了图书馆，学生们还有很多获取知识的途径，没有必要强求一律。”董

珍时：“对于这些能够完成大学教育而不用通过图书馆，恰恰能够说明并不是必

须的，而只是一种相关关系这只能说是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才会这样。”嘉懿：

“知识的提供者是多种多样的，图书馆只是其中之一。”Desper*：“现在电脑

网络这么普及，为啥非得到图书馆啊？我现在基本都不借书。但是我并不觉得我

没学习。”gaozy：“没有图书馆大家也一样过。”嘉懿：“所以，对零借阅不

要大惊小怪，它也至少说明图书馆服务还不够好、或具有可替代性。” 米粒 MM：

“赞同。”gaozy：“少了什么机构不行？都会有替代品。只是读书学习不改变。”

Desper*：“现有的这些文献类型里，好像图书相对来说，是知识最陈旧的。更

新也是最慢的。” 

2014：“这个阅读报告引起这么多转载，难道不是因为外界对此大惊小怪？

图书馆工作人员应该不觉得是个事吧。”Rain：“到图书馆的学生越来越少，这

是事实，借书的越来越少，这也是事实，大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董珍时：“借

书越来越少是事实，但到馆量却不一定少。” 

嘉懿：“人们都是当前情景下的理性人，学生们不去图书馆借阅，肯定是基

于知识获取成本、偏好的理性选择，他们肯定是找到了更好的获取知识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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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身遇见：“有危机意识还是还可以。”张*鹤：“我们自己看书的数量也

在下降。”boson：“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不想获取知识。”嘉懿：“人的

时间精力资源总是有限的，在学校，与通过图书馆获取知识相竞争的还有课堂学

习、考试、逛街、谈恋爱等等，学生们肯定会对不同因素进行排序，选择他们认

为最大的效用。”这恰恰能够说明，即便是需要获取知识也不通过图书馆，也是

一种理性选择。” 

san san：“在学生不需要理性选择的时候，他们接触不到大量的图书。都

在学校围着考试转。为什么不出台阅读法，让孩子们能有大量时间去阅读。‘少

年强则中国强’。”印度阿三：“其实也不必太担心，现在的小学开始已经意识

到阅读的重要性了，我们小孩学校已经强调小孩的阅读面。”转身遇见：“很多

人担心的是学校图书馆被进一步边缘化而已。” 道无言：“不是所有的事都需

要法律来规范，当读书也需要法律来确保，人类的文明还能传承吗？完备的图书

馆更适合学习，因为有完整的的知识体系。更适合学习、比较、思考。图书馆边

缘化有政府不重视等客观原因，也有业者不积极服务社会、未能主导行业的原因

（从万村书屋、农家书屋、新农村示范点图书室的建设来看，都是重建轻用，建

成之日就是封存之日。甚至就是为了领导检查用）。” 一鸣：“我觉得重建轻

用，一语中的。”谢亚*：“图书馆不等于图书馆物理大楼，这问题不用探讨了

吧。” 

 

（17）儿童阅读实践心得分享 

san san：“我将自己孩子送到了很一般的小学，就是希望她学习压力不要

太大，有时间多看书。我给她买了很多书，经常提醒她多看。我个人感觉现在学

生不去图书馆读书，是很多综合因素形成的。我们刚好有很多空间去发挥，正是

建功立业的机遇。”梅吉：“从个人感受来说，图书馆的未成年人服务真是大有

可为，现在儿童图书馆都是人满为患啊，社会对于少儿阅读还是很关注的。少儿

图书馆服务要系统性设计，不仅仅是简单的空间服务、图书服务，还有一些培训、

教育可以做的，针对孩子的针对父母的都需要。” 

董珍时：“梅吉，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服务目前看来只有少儿阅读可为 。

因为中学生都被作业压的抬不起头了。”梅吉：“那倒是，中学生都是来利用空

间自习的。”董珍时：“这从我家小儿中可以看出，小学时每天早上 6点准时起

床看课外书，现在是早上不到上学点起不来，晚上到家就是做作业，不到 10 点

前无法睡觉，我总问他课余时间干嘛，他说就是做作业，才初二啊。”宁静：“我

的孩子也一样，才二年级，回家就写作业，直到晚上八点，又要睡觉了，唉，我

看着挺累，想我们读书时，似乎完成作业后，就出门疯完，到家长回家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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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看看电视，和家里兄弟姐妹闹闹，那个时候看书是花 1分或几分，在摆书摊

的地方看的。” 

道无言：“从小养成习惯，选些经典、简要的精品书读还是有必要的。重点

在于通过阅读，掌握前人已总结出的知识，减少知识积累的时间，少走弯路。尽

信书，不如无书。”宁静：“是的，特别是共同读一本书，这个活动很不错，只

要坚持，对孩子的启发很大，社区图书馆更适合做这一类的活动。不过，社区图

书馆推广力度不够，我们这儿还很少，或者有，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梅吉：

“特别赞同这种活动。”道无言：“ 社区图书馆能保持开放吗，我们这儿好象

都没开放。” 

梅吉：“请教各位老师，有什么专业性儿童教养方面的书籍推荐么，作为家

长学习用的。之前群里有一份书单，里面的书一些已经看过了，很不错。”映山

红：“现在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家长责任更大。我的孩子一年级，仍然每天晚

上阅读一个小时左右，每次都不肯睡觉，还要继续念。我觉得，每天的亲子阅读

真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图书馆的责任就是买好书，尤其是出版社、翻译者都

很好的作品。”梅吉：“亲子阅读重在亲子，一起享受不被打扰的时光真是好。”

映山红：“有时候看到书名，比如大象巴巴尔的故事，这是我女儿特别喜欢的书，

我们从小班读到一年级，百读不厌。可是我发现有不同的出版社，翻译人也不一

样。有些翻译作品就让人不忍读。” 

宁静：“是的，我们小区里几位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家长相互介绍一本书，

如果孩子们都看了，他们在一起时，只要有人提个头，孩子们会对书里的故事产

述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有些没有看过小朋友，会要求家长回家买来看。”映山红：

“是的，小孩子们还会对书中喜欢的角色进行随机表演。”宁静：“孩子的很多

词汇也从这里学来的，虽然有些会用的不准确，但慢慢的，会越来越好。”小淘

可可：“你们小区的妈妈挺团结的。”梅吉：“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新思路。” 宁

静：“我这也是从事图书馆行业的通病，看到这种现象的一点想法。”映山红：

“小区年纪相仿的小孩子在一边玩，大人就在一旁聊天。通常因为孩子的缘故，

认识了小区里更多的大人和孩子。”宁静：“一个单位的，好说话些，如果不是

单位有一定的难度，但我觉的社区图书馆这一块应该可以解决互不相识家长沟通

的问题。” 

梅吉：“你们大象巴巴是哪个版本呀。”映山红：“我记得有个浙江文艺出

版的这个版本好。王后叫塞莱斯特，小象叫泽飞尔。其他的版本就不是这个名字，

翻译的不够美，一共 7本。” 小淘可可：“几岁的孩子可以看。” 映山红：“小

班的孩子就可以听懂了。” 

小淘可可：“我们楼下有个读书吧，我可以跟吧主提议，让他搞这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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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对，这样也不错。”小淘可可：“我们这里的公共馆，书少，工作人员

态度差，一次只能借二本，还要三百元的押金，经常周末节假日不开门。倒是我

们小区下面的书吧里面书不错，工作人员态度挺好。” 生清：“我们这的公共

馆也差不多，一次也只能借两本，关键是可借的书太少，所以我常带着娃泡书店，

感觉绘本真是孩子独立阅读必经的阶段。”  

凤舞九天：“要不买个电纸书，那样资源就丰富了。”印度阿三：“小孩最

好不要看电子的，眼睛给弄坏了。”生清：“电子书的效果完全不能纸质书相比，

很多绘本是立体书。相对来说，我们这边的孩子和家长，更愿意到书店坐上一天。”

宁静：“虽然说电子读物以后可能会成为一种阅读的常态，但个人觉的，还是纸

质读物好些，除非解决对孩子视力和身体损害等方面的问题。” 

印度阿三：“我们这里少儿新书一上，一会儿就空了。”生清：“你们的服

务好，资源到位，地区差异真是不能比。”宁静：“说到地区差异，真是不好说，

我们这儿同处一个市区，市图书馆离我们这儿至少 1-2个小时的路程，想带孩子

上图书馆真心有心无力呀，必竟大人除了工作，还有很多其它的事要做。”印度

阿三：“我们这里书城相距 300米，距少年宫 500米。人气太足，吵得翻天，好

多熊孩子。”宁静：“孩子的天性如此呀，特别是 2-10 岁的孩子，更是坐不住

的。儿童阅读这一块，其实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善的，就比如说，如何解决熊

孩子这一块，值得我们探讨。”生清：“儿童阅读关键是要有书可读，当然有效

管理是必备，熊孩子也是可以转变的。” 

 

（18）话说图书馆里的占位 

闻书香：“我们这边来图书馆的好多就是蹭网，聊天，睡觉，自习，没有几

个年轻人是专门来看书，借书的。好多真的想借了书在这看得人，也因为没有地

方可坐，借了书就走了。”逗逗：“2、3 本院校普遍这样啦。”闻书香：“无

聊的人霸占座位，真正需要的人没地方，我们是公共馆。”河北工圕安*：“我

们这里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习的，看着很火爆，有人说这叫虚假繁荣。”印度阿

三：“虚假繁荣总比不繁荣好，人家不来你也操心，人家来了你也操心，那就不

来了。” 

牡师圕丽*：“图书馆占座，真的没什么好办法。”闻书香：“就是，其实

图书馆应该对这种情况遏制，关键需要查阅资料的人都没地方。馆员实在不好管

理，怕投诉。”河北工圕安*：“我们是老师带头，和几个学生一起把占座书收

起来，第二天他们来拿书时带着证件签字，每本书的书名都要写清楚，然后告知

他们再占座我们会通报他们学院，搞一次就会老实半学期。”老玲子：“利用图

书馆的空间也是用图书馆啊，总好过我们馆，既没有人来自习、睡觉，也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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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借书。” 

逗逗：“这边是市级馆读书人多，区级馆闲人来蹭热度的多。”河北工圕安

*：“我们是常年满座，不过我们是旧馆 才几百个座位。”闻书香：“省图的人

多的招架不住，其它越小的，人越少。学校图书馆还敢管，我们公共图书馆可不

敢管读者。社会上的人很复杂，管的多了，要找领导。”逗逗：“‘我上头有人’，

虽然只是吓唬吓唬公共馆，但宁可信其有。很多痞子去公共馆刷存在感，和阿 Q

一样一样的。”印度阿三：“好熟的词啊，一直在说‘上头有人’，结果还是没

搞清楚上面有什么人。” 

quarts 晖：“期末考期间当然占座。”闻书香：“我们这边来的，直接就

是，我和某某（领导小名）很熟，不信也得信。全年这么多大型考试还有各类社

会考试，所以人一直多的没话说。”图米：“想不到公共馆会有这么多叶良辰。”

逗逗：“确实叶良辰的聚集点。”图米：“到图书馆刷存在感是个什么心理呢。” 

 

（19）期刊论文投稿，实践经验荟萃 

欣然读书：“8月给《现代情报》投了一篇稿子，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历经

初审、复审、终审，接到退修通知，用了三天的时间按要求修改提交，原以为差

不多中了，谁知又等了两个月又四天的时间，今天接到退稿通知。如此效率啊。”

Desper*：“退修后给拒了？我一直对这种行为感觉不太认可。”欣然读书：“这

不是耽误时间吗？” Desper*：“还要求不要一稿多投，还这么整，一篇论文投

出来，基本就得一年以上。” 欣然读书：“明天再打电话询问一下，估计于事

无补。”印度阿三：“那我比你好一点，投了一个半月，经历两次终审，外审，

我打电话问了一下，直接退稿，我看编辑部的意思是要退修的，结果直接退了，

估计主编赚打电话催。” 

依连：“我在《图书馆建设》投了一篇，现在退修。”Desper*：“一般退

休是不会退稿的。”欣然读书：“我也是这样以为的。” 依连：“我遇到过的

退修基本都录。”欣然读书：“当时只给了五天的时间修改，按要求提交后又等

了两个多月，结果还是退稿。”小淘可可：“哈哈，欣然遇到的现代情报，我投

了一个月，结果直接退稿。” 

依连：“退修上明明注明了，修后录用，这样多耽误时间。现在的期刊社处

于主导地位，我有同学，编辑社给寄了样刊没收到，老师结题需要杂志，结果还

要自己买。” 

凤舞九天：“我也遇到过，按流程都走完了，最后退修了给退了，还是得多

投比较好。”闻书香：“万一多投，在这期间有两家录用，咋办？”依连：“会

进入黑名单。”印度阿三：“其实人家也知道你多投的，只是没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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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蛙：“我投《高校图书馆工作》，一周了还没有收稿。”依连：“湖南的

那个吗？”福蛙：“是的。”依连：“可以打电话也有一下，可能漏了。”Lee：

“我之前投过《高校图书馆工作》，收到五个字：没新意，不用。伤害了我幼小

的心灵啊。”福蛙：“系统也会漏啊？我是从现代情报退了之后改投的。”依连：

“那应该不会漏，不过可能工作滞后。”福蛙：“现代情报审了一个月左右退的。”

依连：“ 我投《图书馆》，也是一周左右投才收的，遇到元旦。” 

海边：“《现代情报》这个也难中？”依连：“现代情报在 C扩中属于影响

因子最高的。”海边：“现在北大核心上。”依连：“可以试一下《新世纪图书

馆》，审稿很快。”海边：“如果非核心《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怎样？”福

蛙：“这个我们不认，必须北大或南大，扩展也行。”依连：“试一下《图书馆

学研究》”福蛙：“如果下周一不收，我就投新世纪了。”依连：“审稿超级快，

我有一篇 3天左右收到录用通知，3个月见刊。”海边：“新世纪是核心？”依

连：“C扩。”福蛙：“C扩我们算的，科研分比北大核心还算的高差不多一倍。” 

图 林 晓 理 ： “ 四 川 图 书 馆 学 报

http://www.sclib.org/imap/index/detail_template?id=114&IDF=%CD%BC%CA%

E9%B9%DD%D1%D0%BE%BF&Flag=1。投稿邮箱 e-mail:sclibxb@126.com（投稿）”

印度阿三：“四川图书馆学报也很快。” 小淘可可：“那个刊物从来没中过。

阿三，你多久有答复的？” 广州书童：“四川是双月刊吧。”印度阿三：“是

的，双月，个把星期吧，快，三百版面费。”小淘可可：“这年头还有这事，可

能你写的文章质量高。”印度阿三：“我搞了两次，不投了，怕用不上。”小淘

可可：“这个版面费确实诱人，有些刊物质量不咋地，版面费又高。我就不想发

了，鸡肋得很。转投会议论文，不中拉倒。” 

小淘可可：“问下，是不是写了基金支持的，版面费要高些。”依连：“是

的，但可能录用机会高一些。”小淘可可：“你们中过《图书馆界》没有，我投

了几次，没中过，一周就回复不录用。”依连：“是核心吗。”小淘可可：“不

是。” 

依连：“推荐《山东图书馆学刊》不收版面费。”印度阿三：“不收费的很

难中的。”kaNig*：“山东这个比较容易中。”小淘可可：“还是看文章质量。”

依连：“不过是普刊。”小淘可可：“要说容易中，《情报探索》更容易，我没

被拒稿过。” 

kaNig*：“国家图书馆学刊也不错，编辑很认真，不收版面费。是核心刊。”

依连：“这个是 C刊，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印度阿三：“国图那个投政策之类

的宏观文章易中。” kaNig*：“我投的是实际工作的，也中了。” 

雨鸟：“偶然进来看看，看大家讨论期刊，做下广告:欢迎大家投《图书与

http://www.sclib.org/imap/index/detail_template?id=114&IDF=%CD%BC%CA%E9%B9%DD%D1%D0%BE%BF&Flag=1
http://www.sclib.org/imap/index/detail_template?id=114&IDF=%CD%BC%CA%E9%B9%DD%D1%D0%BE%BF&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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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甘肃省图书馆主办，不收版面费，北大、南大核心。”南京大*：“难。”

印度阿三：“这个我也试过，良心刊，第三十天的时候咔的。”小淘可可：“图

书与情报确实难。”雨鸟：“与情报探索等一般刊相比是有一定难度，但不代表

没机会，大家可以一试，如效率、采用率等。”小淘可可：“这个刊在我心中地

位很高，我投《图书馆建设》都不敢投这个。”依连：“图书馆建设特别负责。”

福蛙：“再修炼两年再投。”kaNig*：“有带情报两字的都难投。”雨鸟：“大

家都可以一投，难是相对的，不代表没机会。”印度阿三：“个人感觉一个月回

复你的是业界良心。” 

依连：“请问有无 2016年《图书与情报》选题重点。” 雨鸟：“鉴于图情

学的发展速度和我们编辑部的学术力量，《图书与情报》一直没有如《图书情报

工作》一样在年初给特定的选题，只要是图情学稿件，乃至相关学科稿件，我们

都欢迎。我们对所有稿件和作者还是尊重和负责的，至少尽快给回复。” “网

络版的图书与情报没问题，以前刘主编上传的比较勤快，我就没抢这个地盘，需

要的话直接可以小窗我或从我们官网免费下载。” 

小淘可可：“我想讲，个人感觉，他们喜欢长文章。” 雨鸟：“确实如您

所说，这两年长文章发的多一些了，但也有一些文章就只有五千余字的。” 海

边：“只有五千余字的，也算是长的了。” 雨鸟：“但现在普刊我不说，核心

刊基本都是这个要求吧，怎么也要三个版面，基本都在 4500 字及以上。”小淘

可可：“我们都是写五千字左右，如果没那么多字，确实无法论述清楚一个问题。”

雨鸟：“太短的如两三千字的文章基本第一时间是退掉的，感觉确实无法论述清

楚问题。” 海边：“真是跟十年前无法比了，以前 3000字就不错了。”小淘可

可：“3000 字只能发科技情报开发。 

小鹿：“刚才有谈到一稿多投，请问审稿老师是不是都知道呢?有的老师同

时任几个期刊的编委。”雨鸟：“其它编辑部我不好说，至少《图书与情报》没

那么大能耐保证第一时间知道你是否一稿多投。”小淘可可：“我一般不会一稿

多投，还想着退回来再改改投其他刊物呢。”雨鸟：“但有时我们也会知道，如

有作者直接在邮箱中群发，有文章写作及排版风格明显是其它刊的，等等。”小

鹿：“看刚才聊天，一篇稿件那么长周期还不一定采用，真够无奈的。”小淘可

可：“图情类刊物就那么几类，一次投那么多刊，要是都被退了。” 雨鸟：“这

个是我们都无解的难题，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权威到核心，才从双核心到单核

心，从单核心再到普刊的所谓降梯式去投稿了。”小鹿：“时间一长，论文内容

说不定都过时了，更难发了。”雨鸟：“所以我们是尽快给作者答复，且只要选

用是尽快安排刊发的。” 

海边：“你们是不是偏爱理论深的文章，实践工作总结类的文章，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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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鸟：“普通的年终总结式文章我们不发表，但就有创新的某一工作，再结合理

论分析和国内外实践对比的文章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小鹿：“弱弱地问一句:文章标题几号字合适?” 雨鸟：“我们对字号等细

节要求的比较宽泛，以符合人的视角为基本条件吧，曾经遇到一个标题是六号字，

正文是小六号的，第一印象也关键。当审稿人对文章没有继续看的欲望时，结果

也很可能好不了，那怕这篇文章确实不错。” 

小淘可可：“今天雨鸟老师能解答我们的问题，受益匪浅。”雨鸟：“谢谢

认可，也是举手之劳，不足之处还望海涵，更欢迎指导指正。”图林晓理：“老

师们辛苦了，请注意休息。”小鹿：“啥样子的文章能引起老师兴趣?文笔算一

个方面吗?此外还有啥?编辑老师的心情真的也很理解。”小淘可可：“但就有创

新的某一工作，再结合理论分析和国内外实践对比的文章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雨老师的这句话很实用，完全是为我们指明方向。”雨鸟：“再次谢谢各位的宽

容与嘉奖，也给了我更大的动力。欢迎各位小窗，我不一定能及时查看和回复，

但我保证看到后第一时间回复。祝大家快乐，晚安！” 梅吉：“爬楼看了昨天

的记录，惊喜地发现雨鸟老师也在，并且还给了很多具体的投稿建议，实在感动，

也感谢上次在广州年会您对我们的指教。” 

 

（20）中科院期刊分区与汤森路透期刊分区 

吴*冰：“大家好！我想了解下中科院的期刊分区与汤森路透期刊分区根本

的区别在哪里呢？有推荐的书刊？谢谢。”内蒙农圕*：“学科不同。”海边：

“中科院的分区适合综合性院校。”烟波：“中科院的分区一区二区期刊数量更

少。”吴*冰：“如果按照期刊分区对科研论文进行奖励，按照哪一个比较合适

呢。”海边：“你可以根据你单位论文情况，模拟看看。”图谋：“可以参考： 

JCR期刊分区及其检索方

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50603.html，这篇‘科普’文字，

前后历时数年，受益面较大（有不少机构或个人转载）。至于政策怎么定，那需

要看‘有关决策者’。”内蒙农圕*：“很多院校都是按照中科院的分区评审职

称和奖励。”图谋：“所在学校，据说从 2016年开始采用中科院分区，2014，

2015采用的是中信所做的。” 

图谋：“‘中信所所做的期刊分区，都是应我们的服务对象----高校或科研

院所的科研处的特殊要求而被动地做的。’（见：武夷山.中信所有‘期刊分区’

吗？.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652613.html ）。” “这篇‘科

普’文字，当时 Thomson Reuters工作人员专门交流过，武先生‘推荐’过，中

科院分区表团队成员的评论为‘比较客观全面对期刊分区表的介绍’。”海边：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5060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6526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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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中信所的数据源也跟 JCR 一样，只是分区%不同。”天外来客：“中

科院的分区是多年的，JCR是当年的。” 海边：“中科院是三年。”每年十月

发布，用的是当年 JCR报告里的值（上一年影响因子）。” 

海边：“JCR 基本是这样，第 25不一定在一区，边界稍有模糊。”南师馆

员：“到了这里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啊，开眼界了。”图谋：“圕人堂专题期待推

出更多类似《JCR 期刊分区及其检索方法》那样的内容。” 

 

（21）小议高校图书馆岗位设置 

福蛙：“学校搞聘任制，听学校一教授说学校要把图书馆正高副高的岗位

都拿过来给教学岗用，还能这样啊？我的图书馆职业生涯刚起步。”朗月孤舟：

“图书馆连个高级职称都没有的话，那真是彻底边缘化了。”福蛙：“这种政策

真出来了，有没有和哪个法规的哪个精神不符啊？”书小弟：“图书馆连高级职

称都没有。那图书馆的人还有什么奔头！不符合《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 朗

月孤舟：“图书馆规程到是对正副馆长有副高以上要求。”书小弟：“书小弟：

“普通高校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里就有，职称比例也有要求啊 2：4：4。” 

萧潇：“所以图书馆出了不少革命斗士，以前一直宣扬馆长要拥有和副校长

同等的地位，一个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实际上与教学科研密不可分。不知道有多少

图书馆会深入调研师生实际需求，跟教学科研融合。”图谋：“当前的形势确实

严峻，事情要做扎实，很不容易。当前更多是追求速效。”书小弟：“很多老师

压根不会需要图书馆。因为提供不了他们需要的东西。水平有限。”萧潇：“说

实在的从图书这块而言，我宁愿自己网上购买，为什么。”福蛙：“即使服务不

到位，搞一刀切的去掉高级职称，也是不合理吧。”书小弟：“我自己就网上买，

我需要的书图书馆没有啊。”萧潇：“服务跟不上就要边缘化，边缘化的后果就

是馆员真的变成教辅。”萧潇：“一旦沦为辅助有时候甚至赶不上后勤网络中心

的地位。”书小弟：“其实就是教辅了。”萧潇：“因为那些地方不可或缺，图

书馆的职能有了很多替代品。”新语新圆：“后勤有的还比图书馆肥呢。” 

许继*：“根本图书馆主要精力就不是给老师和学生，放在学生上能混个教

书育人，放在老师上就是个小工。”图谋：“有些高校放在老师身上的机会没有，

放在学生身上的机会也没有。”书小弟：“所以走教师系列才有出路。”许继*：

“放学生上机会好找的，老师无心管学生，辅导员管的与课业关系不大。学生群

多，同样的百分比，量也是好看的。围着老师让人家觉得想从人家项目里要钱。” 

朗月孤舟：“校领导最怕见图书馆馆长,见到就知道要钱来了。老师，部门，

校领导都不待见图书馆人。” 烟蕴：“我同意你的说法，我们就不待见。”萧

潇：“还有一个馆和系的关系，大多数图书馆与学校有图情专业的系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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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互促互进的融洽。”Lee：“我个人的理念：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该做

的事情，至于待见不待见，用一句俗话概括：由他人去说吧。”烟蕴：“你说的

是实话，但是在这个教育体系里，不待见的意义就是待遇低！”图谋：“做事的

氛围也很重要。”烟蕴：“即使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也要生活。”Lee：“当然

图书馆员不是完人，在服务过程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馆员能做的事

情之一就是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和水平。” 

书小弟：“其实还有一条路就是离开。”烟蕴：“其实你的技能和水平永远

达不到老师的要求，我们的老师在某方面是精英，你不是全才，所以你只能提供

服务而已，而服务的高低很多方面取决于领导的待见。”图谋：“当前，如果一

个图书馆有重视业务技能和水平的氛围，说明这个图书馆办得还不错。”Lee：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离开谈何容易。” 烟蕴：“说的在理，有些事情不是说

离开就离开的，但我们馆里辞职是常事。” 

惠*澈：“图书馆报声音 A02/24版我爱图书馆这个职业 

http://xhsmb.com/20160108/news_2_2.htm。” “图书馆报漫步 A20/24版为

谁忙碌为谁甜 http://xhsmb.com/20160108/news_20_2.htm。” 

美好的*：“我们图书馆已经连续两年无职称指标了，尽管很多人报，但到

学校后全被刷下来 因此更没机会去省文化厅了。”Lee：“图谋老师这句话： 我

是一名高校图书馆员，一般社交场合，通常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忙，说忙人家也不

信。不管人家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同感！”烟蕴：“我们馆里最近就评了一

个中级，副高现在改条件了，我们这样的想评也难了。” 

许继*：“逻辑上老师不认可辅助他的比他重要，但如果都对学生，且学生

认为馆员于他同老师同等重要，那地位才可能平等。可惜如果调查有可能学生认

为图书馆最不重要的是馆员。总喊服务，走样了，不能怨同学。”烟蕴：“一般

学生认为重要的是老师，其实图书馆是个弱势部门，虽然大家在尽力把自己的本

职工作做好，可惜每次读者调查的时候，总是意见一大堆！每次开部门意见的时

候，十条里有一半左右都是图书馆的不好！今天我是说出了我这么多年来在图书

馆的感受，学校里，我们馆关门最迟，开门最早，工资待遇最低，老师不坐班，

我们坐班，虽然我们大家关系和谐，但是其实大家心里还是难过的，因为我们付

出的不比老师少！”许继*：“在我看阅览室管理员的岗位设置直接破坏了高校

图书馆。” “岗位设置简单，人员要求不高，直接面对读者，会让用户如何看

待图书馆员？” 

 

（22）图书馆员走近学生实践谈 

图谋：“如何走近学生，也是我在琢磨的问题。文献检索课开不起来，用户

http://xhsmb.com/20160108/news_2_2.htm
http://xhsmb.com/20160108/news_20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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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没学生捧场。好多高校存在这方面的尴尬。”印度阿三：“说句不中听的，

用户不需要教育。”小图人：“所以我们要大胆地跳出去。”烟蕴：“我们的文

献检索今年砍了，领导说了今年经费紧张，把图书馆的砍了，让我们理解！其实

我认为检索很重要，但是领导不这么认为。”许继*：“接触学生的我认为必须

是能参考资询的资深馆员，新的都得老的带教。”图谋：“那是对用户教育概念

理解有问题。” 

BSxuyb：“阅览室管理人员如果能够具备参考咨询的能力，学生对馆员的

认识会相当不一样。”许继*：“可惜非主流观点，这在组织设计上就要做的。”

Lee：“如何走进学生，我个人的做法，走社交路线，加入学生 QQ 群，了解学生

需求，但效果如何，还需进一步探索，有待评价。”朗月孤舟：“我赞同群主，

教师服务拓展不开的话，真的要走服务学生这条路。”许继*：“或者至少从衣

服标识上明确一些人是对学生没资格服务的。” 

图谋：“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用户教育是与

此相对应的。”BSxuyb：“实际上工作过程当中发现  参考咨询工作应当移到一

线真正能接触和接待读者（学生和老师）的位置上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印度阿

三：“现在学生成长的环境不一样，读屏一代成长起来的，接触的信息远大于图

书馆能提供的，不像我们那时候一定要去图书馆，人家说不定在搜索信息的时候

比你强，凭什么来你这受教育。” 烟蕴：“这就是我们领导的想法，他认为网

络会渐渐取代纸质。”Lee：“陈恩满《高校图书馆 QQ群嵌入式服务探讨》，文

章中提到的做法值得尝试。” 

烟蕴：“高校里最火爆的应该是自修室或者是阅览室。”图谋：“还是挑了

个最省力的事情活。”图米：“图书馆可以多开展文化活动，与学生互动，拉近

与学生距离。”书小弟：“实际搜索学术文献的能力，触屏一代自身还真没有多

厉害。” 许继*：“绝大部分现有体制下的师生用电脑联网找信息分不清真伪的。” 

BSxuyb：“不是搜索能力高  而是搜索软件越来越智能化。” 烟蕴：“所以检

索的推行很有必要。” 印度阿三：“是，对于学术文献搜索能力不行，可不是

每个学生都会成为科研人员。”  

印度阿三：“现实是如此，趋势不可逆，不论是高校还是公共，纸质阅读同

进馆人次都在下降。”萧潇：“专业编目技能现在高校馆已经外包了。”烟蕴：

“很多时候，领导会用人次来衡量图书馆的利用率。”图米：“少些高高在上应

式的教育。” 图米：“和学生一起读书，让学生爱读书，不一定非要搞学术的。” 

朗月孤舟：“爱读书与爱手机哪个多。”烟蕴：“学生回我的是:老师你说的我

手机里都有。”印度阿三：“台湾的高校甚至有专门的动漫区和电玩区，在俺们

这里怕又是说不务正业，玩物丧志了吧。”图米：“学生需要互动，不接受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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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生当成伙伴，不当成被管理被教育的。”朗月孤舟：“我上信息检索课，一

些学生不带课本，手机必带。”  

图米：“有些图书馆读者互动开展的特别好，有一批忠实粉丝。”Lee：“假

期了，我们图书馆 QQ群，成了学生各种秀的场所。”许继*：“多大的群啊。”

图谋：“那还是得益于一批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馆员。”Lee：“终极目

标 2000 人，目前只有 1200 多。”图谋：“能吸引那么学生加入，说明工作做得

蛮扎实。”Lee：“群满员之后打算继续新建群，通过群部落来连接各个群。”

图米：“介绍一下经验呗。”图谋：“能同学生打成一片，主力可能还是青年馆

员。”图米：“你们这群有些固定活动吗。”Lee：“常规服务项目：图书馆常

见问题解答、信息分享、图书馆每日一句、信息检索知道、学习软件和文档分享、

文献传递等等，知道应为指导。”图谋：“高校图书馆能走进学生的心，很了不

起，这些工作多少馆员参与？”书小弟：“值得借鉴和学习。”图米：“参与馆

员有能力有魅力。”图谋：“lee那种方式做的是参考咨询平台功能。” 

Lee：“此外还有图书推荐、图书催还等信息，学生自己也会在群里搞互助。”

图谋：“学生主导，还是馆员主导？”书小弟：“毕业捐赠之类的，漂流都可以。”

Lee：“目前参与的馆员 8 人左右，活跃的馆员超过一半。由馆员主导，学生参

与。毕业捐赠之类的，漂流等没有开展。我们倒是通过群，配合图书馆开展 4.23

世界读书日活动，向学生征集：图书馆写真、校园读书天使等照片。聊天也要分

情况，为学生服务的聊天就是干正事，我是这么认为的。”图谋：“‘聊天’背

后还得做大量工作。”图米：“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书小弟：“馆内制度

化此事才好。”图谋：“要不然一会就‘无聊’了。”BSxuyb：“关键聊天是需

要花费时间的。”书小弟：“不然别人觉得，领导也会觉得你就知道聊 QQ。”

图谋：“这就是一个做事氛围的问题。” 图米：“这个氛围怎么才能造出来呢？

我的馆在自己群里说几句与工作无关的会有约谈。结果就变成通知群，没人讲话

了。” 

DFLIB：“我是企业馆的，也搞了个服务群，事实证明这对提升图书馆影响

力是有作用的。” 图谋：“相当于服务直通用户。” Lee：“我们 2015年也在

学图谋老师，新建了教师服务群，经过三个月的尝试，我个人认为，效果还行。”

DFLIB：“是的，多一个走进用户的途径。”春丽：“我和对口服务学院建的 QQ

群实行实名制，但大部分都要私聊。问的最多的是如何用 vpn,其次是检索文献，

这个群是附属口腔医院的电子文献信息服务群，大部分是研究生，包括博士生，

少部分是青年教师。”图米：“事实上大家还是放私聊，群就成摆设了。”书小

弟：“老师跟学生毕竟不一样。” 

春丽：“我办的 qq 群，是我一人主导，分别选了口腔医院的几个科室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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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做管理员，但他们每天白天都是在临床，下班以后会问问题，但也不多，

群成员不到 150 人。群不活跃，虽然我也整理了一些课件和 faq 放到群文件。” 

蚯蚓：“其实图书馆的工作是一个良心活，如果能凭良心干活，自然会用心，

从不熟悉渐渐变为熟悉。把读者当亲朋、子女，就比较容易跟读者亲近，许多事

情都可以得到读者的理解与支持。我从 2005年起就一直利用 qq 群为读者提供多

种形式的服务，自认为效果不错。”图谋：“最好是群成员之间互动起来。”Lee：

“http://user.qzone.qq.com/2335171838/photo/V11PUZ9H4gPV5C/http://use

r.qzone.qq.com/2335171838/photo/V11PUZ9H0nzXP2/。”图谋：“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蚯蚓：“常见问题的解答，制作 pdf文档放群共享，读者间的互动

也很频繁。”DFLIB：“用心做还是可以做很多的。” 蚯蚓：“技术与参考咨询

的老师都参与，我一直是主角。” 图谋：“要有人去推。” 春丽：“规模有多

少人了。”蚯蚓：“馆员里以硕士学位的为多，我一年左右会清理一次，毕业的

请他退，如果愿意，可加为好友，毕业后需要服务的，也偶尔给提供原文传递服

务，群员在 300-500人左右，规模不大，也远程协助指导读者利用馆藏资源。” 

Lee：“QQ 群服务人数最多的应该是吉林大学图书馆。QQ 群还有一个特色，

可以授予群成员各种各样的头衔，满足学生内心个性化的外在表达。”春丽：“你

们已经作为工作内容了，而我只是自己搞的一个试点，既不算我的工作绩效，人

多了我一人也服务不过来，但也再学习其他馆的成功经验。” 图谋：“工作 QQ

群，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圕人堂群的缩小版，做法很相似。其实原本也是额外的

工作，给自己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从不被看好到被认可，需要下功夫。走上正轨

之后，就比较和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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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请慢些跑  

2016-1-3 20:02  

2015年，图书情报领域遇到一件“大事”，《现代图书情报技术》落选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年版）核心期刊！业内大小伙伴们均

惊呆了！ 一时间《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主编、副主编连发多文批评期

刊评价。圕人堂 QQ群那段时间的议论并不多，但有一点且有一定代表

性：“这一版中，现代图书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10 次阅读|没有评论 

图书馆欢迎您！  

2016-1-2 23:18  

圕人堂 QQ群有成员问：“ 本人新人，学了 7年图书馆专业，六月毕业

准备待图书馆了，还请各位老师给灌输灌输图书馆未来很美好的观念

http://user.qzone.qq.com/2335171838/photo/V11PUZ9H4gPV5C/http:/user.qzone.qq.com/2335171838/photo/V11PUZ9H0nzXP2/
http://user.qzone.qq.com/2335171838/photo/V11PUZ9H4gPV5C/http:/user.qzone.qq.com/2335171838/photo/V11PUZ9H0nzXP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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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82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6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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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其实，学习期间一直有听到关于图书馆的各种争论，什么‘家属安

置处’啊，‘提前退休所’啊，‘图书馆要被消失’啦，图书馆待遇低

的心态要做到‘安贫乐道’啊之类的。想想自己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55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7个文件。 

 
 

3.大事记 

（1）从本期开始，《圕人堂周讯》开始赞助单位冠名。圕人堂期待更多机

构或个人资助圕人堂发展。圕人堂对给予支持的，也将积极予以回馈。比如《圕

人堂周讯》中致谢、欢迎在圕人堂群进行产品与服务宣传等。希望 2016 年不用

再次向群成员个人募集“圕人堂发展基金”，而是通过这种协作方式解决运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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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663


圕人堂周讯（总第 87 期 201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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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 - 

费问题。 

（2）2016年 1月 8日，发放 2015 年圕人堂管理员补助 2200元（注：每人

200元）。 LEE、李鹏云、谢海鸥、鱼雷将补助捐赠给圕人堂发展基金，合计 1200

元。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15089.33元。 

（3） 2016年 1月8日14:00，群成员达 1417人（活跃成员 494人，占 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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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