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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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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主题词标引方法

peade：“1、在主题词标引中，现在图书馆是不是还进行严格组配的，如：

主题面-通用面-地点-时间，这样比较严格的顺序进行的？最初建立这样的规

则，是有什么样的需要？现在还有必要这么严格进行组配么？2、当前在主题词

利用和研究上，都有什么形式？特别是利用主题词所进行的研究，都是采用了

什么样的方法？”“希望有专家、老师，能解答一下这两个问题。”生清：“现

在数据来源多为套录，我们现用的著录多半是。”图米：“建议找相关的书和论

文来看。”生清：“这是一张完整的卡片揭示效果。”“个人的理解，根据不同

的标准要求，主题词著录方法有细微区别，其本质也就是揭示文献信息的一种

途径。”“我们馆用的指导规范，主要根据系统说明来。”图米：“主题标引规

则里面都有写。”生清：“@图米 我们目前也就是根据这些来做。”凤舞九天：

“图书上不是都印那么一页吗？弄过来就好了。”

著录款目及卡片（图片由生清提供）

（2）资源及信息分享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1 月 15 日 http://m.xhsmb.com/20160115/ed

ition_1.htm本期看点：业界建言献策《公共图书馆法》。1月 5 日，北京大学

http://m.xhsmb.com/20160115/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60115/edition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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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发展研究室、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文化部公

共文化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法律与知识产权研究专业

委员会联合主办了《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研讨会。来自文化部公共文

化司、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首都图书馆、北京部分区公共图书馆、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机构和单位的专家学者 40 余人

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专家围绕《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畅所欲言。”

惠涓澈：“本期报纸也有我的小文。”“基本保持一月一文的节奏。”Eric：“刚

入群不久，第一次看到这么用心的群管，感动，感谢，感恩。”图谋：“另《图

书馆报》2016 年改版，版面更为清新，内容更加精练（由 32 版改为 24 版），

可读性增强。”

惠涓澈：“图书馆报漫步 A19/24 版对‘考研党’提前占座问题的思考 htt

p://m.xhsmb.com/20160115/news_19_1.htm。”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1 月 22 日 http://m.xhsmb.com/20160122/ed

ition_1.htm 看点：趣味图书馆界——2015 图书馆的另类记忆；一线馆员‘三件

宝’，消除倦怠不可少。”

生清：“台湾泰斗级教授林文宝谈儿童阅读 http://mp.weixin.qq.com/s?_

_biz=MzAxNTE5NzM2Nw==&mid=228382189&idx=2&sn=9e85c2ba693887115d002ca7

314e3bb9&scene=23&srcid=0115kYCLDIS8RF58afseEUDh#rd。”

诗儿：“杭州图书馆里的那位拾荒老人，不知道有没有同仁关注过当时的报

道，没想到背后有如此感人的故事。。。这篇报道中说要在浙大图书馆前给老人

塑像，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消息。”“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

5MjM0OTgzNA==&mid=404340357&idx=6&sn=61fbf09685e087c4d64ade4b4726d083

&scene=23&srcid=0109MuYlvjB84aDx9Yvk2zaT#rd。”生清：“这样的老人，值

得再次怀念，至少我是多次被他的事迹所感动。”

八卦教：“刚看了关注的高校馆公众号，部分高校图书馆已经出了 2015 年

的借阅数据。”“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同济，陕西师大都有了。”“有兴

趣的可以关注下。”刘桂*：“江苏大学图书馆 2015 数据扫描 http://mp.weixi

n.qq.com/s?__biz=MjM5Nzc2Nzg1OQ==&mid=403024258&idx=1&sn=21b8ecb2c295

acea6f2e266796257594&scene=0#wechat_redirect。”

城市天空：“2015 年国际数字出版年度总结 http://mp.weixin.qq.com/s?

__biz=MzIwODA4OTQ4OQ==&mid=401881074&idx=1&sn=b380ad9c6d6d4a32deaa844

ee2b57d03&scene=2&srcid=0107y6ZRPiI7AWjlekNfJi3K&from=timeline&isappi

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春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解读 http://mp.w

http://m.xhsmb.com/20160115/news_19_1.htm
http://m.xhsmb.com/20160115/news_19_1.htm
http://m.xhsmb.com/20160122/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60122/edition_1.ht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E5NzM2Nw==&mid=228382189&idx=2&sn=9e85c2ba693887115d002ca7314e3bb9&scene=23&srcid=0115kYCLDIS8RF58afseEUDh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E5NzM2Nw==&mid=228382189&idx=2&sn=9e85c2ba693887115d002ca7314e3bb9&scene=23&srcid=0115kYCLDIS8RF58afseEUDh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E5NzM2Nw==&mid=228382189&idx=2&sn=9e85c2ba693887115d002ca7314e3bb9&scene=23&srcid=0115kYCLDIS8RF58afseEUDh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0OTgzNA==&mid=404340357&idx=6&sn=61fbf09685e087c4d64ade4b4726d083&scene=23&srcid=0109MuYlvjB84aDx9Yvk2za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0OTgzNA==&mid=404340357&idx=6&sn=61fbf09685e087c4d64ade4b4726d083&scene=23&srcid=0109MuYlvjB84aDx9Yvk2za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0OTgzNA==&mid=404340357&idx=6&sn=61fbf09685e087c4d64ade4b4726d083&scene=23&srcid=0109MuYlvjB84aDx9Yvk2za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c2Nzg1OQ==&mid=403024258&idx=1&sn=21b8ecb2c295acea6f2e266796257594&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c2Nzg1OQ==&mid=403024258&idx=1&sn=21b8ecb2c295acea6f2e266796257594&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c2Nzg1OQ==&mid=403024258&idx=1&sn=21b8ecb2c295acea6f2e266796257594&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ODA4OTQ4OQ==&mid=401881074&idx=1&sn=b380ad9c6d6d4a32deaa844ee2b57d03&scene=2&srcid=0107y6ZRPiI7AWjlekNfJi3K&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ODA4OTQ4OQ==&mid=401881074&idx=1&sn=b380ad9c6d6d4a32deaa844ee2b57d03&scene=2&srcid=0107y6ZRPiI7AWjlekNfJi3K&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ODA4OTQ4OQ==&mid=401881074&idx=1&sn=b380ad9c6d6d4a32deaa844ee2b57d03&scene=2&srcid=0107y6ZRPiI7AWjlekNfJi3K&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ODA4OTQ4OQ==&mid=401881074&idx=1&sn=b380ad9c6d6d4a32deaa844ee2b57d03&scene=2&srcid=0107y6ZRPiI7AWjlekNfJi3K&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A0NTA5Nw==&mid=402328116&idx=1&sn=2763e38eec0977e3fbede3ae3e87a058&scene=23&srcid=01198XwxrP02PjHNj6spIo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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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xin.qq.com/s?__biz=MzAwODA0NTA5Nw==&mid=402328116&idx=1&sn=2763e38e

ec0977e3fbede3ae3e87a058&scene=23&srcid=01198XwxrP02PjHNj6spIoYw#rd。”

“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 5 天时间搞科研工作’。因为当时是六天工作制，所以

又有人说‘科研的时间不少于六分之五’。”“图书馆工作人员似乎不能算科研

人员。”“否则不是天天做科研了。”“对学术环境的规范是史无前例的。”芝

麻：“图书馆员的科研是业余活动。”春丽：“科研与工作相结合，互相促进。”

芝麻：“恐怕多数领导都喜欢只工作，不科研的员工。”图书采选：“看学校导

向，有的领导喜欢写多少文章。”

小英子：“《数字图书馆论坛》青年学者优秀论文资助计划 《数字图书馆

论坛》是由科学技术部主管、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办的专业性学术刊物（月

刊），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统计源刊、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在人大复印

报刊资料“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期刊”的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中，2

013 年度全文转载量排名第 7，转载率排名第 5，综合指数排名第 8。重点关注国

内外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设有专家访谈、专家视点、专题研究、

技术前沿、应用案例、业界动态等栏目。

为推动数字图书馆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加大对青年学术人才的扶持力

度、支持优秀科研成果的后续产出，《数字图书馆论坛》杂志社特设立青年学者

优秀论文资助计划，欢迎广大图书馆学、情报学、数字出版、管理工程、计算机、

信息系统等相关研究、教学与实践者踊跃申报。一、申报形式：①未发表过的原

创性论文；②主题需涉及信息检索、数字资源、知识组织、语义技术、开放获取、

用户服务等，应反映数字图书馆领域在资源建设、技术应用和产品服务等方面的

新趋势、新发展和新变革；③论文格式规范，符合投稿要求，正文在 7000 字以

内；④登录本刊网站（http://www.DLF.net.cn）在线投稿，并注明“青年学者

优秀论文奖励计划”字样。⑤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30 日。二、申报者资格：

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人员，或在读博士研究生，或有导师指导

论文的硕士研究生。三、评选与资助：组织专家对论文进行严格评审，每期评选

出一等奖一篇（资助金额：3000 元）、二等奖两篇（资助金额：2000 元）和优

秀论文奖若干篇（资助金额：1000 元），资助费用将在论文刊出次月支付。获

得资助的论文将免收版面费。四、欢迎广大读者、作者和专家对《数字图书馆论

坛》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对于提供建设性意见者将给予适当奖励，并免费提供

收录引用查证服务。《数字图书馆论坛》杂志社 2015 年 12 月 2 日”小英子：“哪

位同仁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竞一：“这个不错噢！。”书香：“有年龄要

求啊。” 张小*：“有职称要求，副高以上。”小花儿：“为什么要副高以上的

呢。”“难道不是副高就写不出好的文章？这一条感觉不好。”天地方圆：“好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A0NTA5Nw==&mid=402328116&idx=1&sn=2763e38eec0977e3fbede3ae3e87a058&scene=23&srcid=01198XwxrP02PjHNj6spIoYw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A0NTA5Nw==&mid=402328116&idx=1&sn=2763e38eec0977e3fbede3ae3e87a058&scene=23&srcid=01198XwxrP02PjHNj6spIo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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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见得是副高以上写的。”张小*：“中级的年轻人多，积极性也高，这条

会把很多有积极性的人排出去，很遗憾。”天地方圆：“屠呦呦不是院士却获得

了诺贝尔奖。”“没有中级的一样能写好文章。”善若水：“写得好不投他们，

投中图，照样免费。”

印度阿三：“微信号书店：图书的新未来 http://view.inews.qq.com/a/CU

L2016011902857104。”san san：“印度阿三，你怎么看？”印度阿三：“小众

化，精准定位，粉丝经济。”“觉得与书相关，顺手转发。”san san：“我的

同学很喜欢他。今天看你转发，原来他还会卖书和说书。他有那么厉害吗？”印

度阿三：“哈哈，不好意思，我是今天才知道这个人。”安哥拉兔：“依靠粉丝

挣钱的 http://tech.hexun.com/2015-09-28/179518424.html。”

印度阿三：“http://view.inews.qq.com/a/CUL2016012002346903。”“最

近腾讯新闻的文化栏目下很多关注大学青椒和学术研究的，可以看一看。”

萧潇：“当当网招聘分类标引专员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

3OTUxMjA0NQ==&mid=403602941&idx=3&sn=1ba6b6bd5caef8a775ef192cc127f810

&scene=23&srcid=01215ALIMg2Awyo80ysTRA7M#rd。”

Mabel：“有谁知道中图年会各位大家的报告全文哪里找？”惠涓澈：“ht

tp://www.lsc.org.cn/cn/xsyj2012/2015nhzj.html@Mabel 。”惠涓澈：“htt

p://www.lsc.org.cn/c/cn/news/2015-12/28/news_8622.html。”惠涓澈：“@

Mabel 上面网址打开，点击详情，打开后文后就是专家课件。”Mabel：“这个

已看到，现在需要一篇图情界名家论点，做通讯。”

无忧树：“关于《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中的社会包容问题研究》涉嫌抄袭的

处理意见”hero8151：“论文怎么泄露的？”海边：“图书馆第五期，没查到这

篇论文啊。”“cnki 上没有。”无忧树：“应该是，也就是提醒大家，还是要

自己写。”hero8151：“原来有的，现在点进去说不存在了。”无忧树：“国内

期刊应该慢慢就正轨了，逐步建立完整的学术发表机制，可以发表，也可以撤稿。”

hero8151：“只有杂志社的处理没多大用处单位没有配合处理。”海边：“在 C

NKI 上查这个作者，1998-2015 年,收录了 15 篇论文。”无忧树：“单位就不用

勉强了吧！国内的环境，大家都不容易。”hero8151：“估计也是为了评职称给

闹的。” 对于小馆员来说，可能一两篇核心论文就决定了一生的职业走向与收

入。”“这才是我们最悲哀的地方。”海边：“看了原文，本科毕业生这个人写

得不错。”“如果是学生写的话。”

hanna：“黛文选了英文专业，她的兴趣爱好。有一门书籍史，是侯敦(珍本

善本)图书馆主任司托达先生的课。开始她有些犹豫，怕内容深，考不过。可是

司先生把古书行当讲得神了，黛文在今年一月号《哈佛杂志》上说，尽是浪漫传

http://view.inews.qq.com/a/CUL2016011902857104
http://view.inews.qq.com/a/CUL2016011902857104
http://tech.hexun.com/2015-09-28/179518424.html
http://view.inews.qq.com/a/CUL2016012002346903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UxMjA0NQ==&mid=403602941&idx=3&sn=1ba6b6bd5caef8a775ef192cc127f810&scene=23&srcid=01215ALIMg2Awyo80ysTRA7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UxMjA0NQ==&mid=403602941&idx=3&sn=1ba6b6bd5caef8a775ef192cc127f810&scene=23&srcid=01215ALIMg2Awyo80ysTRA7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UxMjA0NQ==&mid=403602941&idx=3&sn=1ba6b6bd5caef8a775ef192cc127f810&scene=23&srcid=01215ALIMg2Awyo80ysTRA7M
http://www.lsc.org.cn/cn/xsyj2012/2015nhzj.html
http://www.lsc.org.cn/cn/xsyj2012/2015nhzj.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12/28/news_8622.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5-12/28/news_86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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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似的故事！她一头钻进侯敦图书馆，在司先生的指导下，学会了修复古书。慢

慢的，又摸清了古书市场的门道。一不做二不休，她借了八千美元做启动资本，

拉上丈夫一块儿四处觅古书。终于，在哈佛附近开了一爿夫妻小店，专营十八世

纪以前的古书。现在，这家松木地板、飘逸着羊皮纸同浆糊清香的书屋，已经誉

满全球：出版古书目录达三十余种，客户包括欧美各大图书馆和收藏家。不过，

黛文最自豪的，还是买到一册破旧的英国史，扉页带一个印记‘Bibiothecae H

arv; Lib; 1709 20;1;8’。原来是哈佛图书馆一七六四年大火的劫余，当时被

人借出而存世的孤本：黛文替哈佛找回来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入藏侯敦。冯象

《理想的大学该是什么样子？》。”“‘侯敦图书馆从前我常去，听老馆长邦德

先生讲中世纪抄本与早期印刷版本。那是邦先生一九八六年退休前最后一次开

课，我的导师班生先生嘱咐，邦先生的古书学问尤其鉴定抄本残卷和手稿笔迹的

本领没人赶得上，一定不可错过。其时司先生是老馆长的助手，尚在中年，留一

部黑白相间的美髯。每节课所用古书，由他放在一个带轮子的小书架上推来书房。

然后就恭恭敬敬地立于邦先生身后，从不插话。邦先生讲到哪一本，他便从书架

上取下，让我们轮流过目。邦先生自己不看，也无讲稿，只是兴致勃勃一路说去，

版本源流、历代著录、皮纸笔墨等等；书，都在他脑子里。’”

麦子：“办公室里偶尔找到，但我记得我另有一本早十几年的。”天外飞仙：

“读秀中有一些。”素问：“刘国钧老先生的书，当年应该是放海轮上运过去的。”

照

片

由

麦

子

提

供

统

消

息：

“

【冠员】图谋 分享文件 21:21:23高校图书馆馆

员分类发展的探索与研究.pdf 下载。”图谋：“李杨、潘卫：高校图书馆馆员

分类发展模型图谋按：馆员是图书馆运作的重要资源，模型（模式）是连接理论

与实践的桥梁。《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 年 1 期刊发了上海交通大学李杨、潘

卫《高校图书馆馆员分类发展探索与研究》，该文构建了高校图书馆馆员分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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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型，既有理论意义，又具现实意义。特此予以摘编。信息来源：李杨、潘卫.

高校图书馆馆员分类发展探索与研究.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1）：21-27. (原

文下载地址：http://www.tgw.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

21-27.pdf)。”“这篇文献的全文实际刚放到群文件中了。”“http://blog.s

ciencenet.cn/blog-213646-873608.html。”“近段时间关于高校图书馆‘专业

馆员’的关注度较高，该文献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类似这样的摘编工作，其

实是很有意义的。时下越来越难见到。期待有成员愿意助力。”

系统消息：“ 【冠员】图谋 分享文件 21:30:10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 f

ramework-chinese.pdf 下载。”图谋：“2015 年 2 月，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

协会理事会正式批准通过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中文版由 ACRL 授权清

华大学图书馆翻译。群文件中是 ACRL 网站上下载的。《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

年第 6期刊发了全文。”图谋：“《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使用建议《框架》

是一个指引高等教育机构信息素养课程发展的机制，同时也将促进对普通教育及

学科学习中与信息相关的关键概念性质的探讨。本《框架》鼓励大家思考：图书

馆员、教师及其他人员如何讲解高等教育环境中信息领域的核心或门户概念及其

相关元素。《框架》还将帮助图书馆员把信息素养融入到本校教育当中，并促进

深入理解受过信息素养教育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框架》

还重新定义了图书馆员的教学范围，指出了在高等教育课程中如何将信息学习概

念化。本《框架》是一组动态文件，今后业界将在此基础上做补充。其关键内容

是一系列框架要素，或透镜，通过它们可以观览信息素养，每个框架要素都包含

一个信息素养的核心概念，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以

下简称 ACRL)鼓励图书馆界广泛讨论新《框架》，并开发课程指南、概念图及评

价工具等资源，用以充实框架要素中的核心内容。”

图谋：“阳光悦读（微信号：yangguangyuedu2015）‘图书馆转型与变革’

微信语音直播第五讲于今晚 8 点准时开始。该系列活动由北京爱迪科森公司主

办，《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协办。今晚主题是：《图书馆技术环境与服务创新》，

讲座嘉宾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姜爱蓉老师。直播的效果和质量挺好，讲解完毕以后

还留出时间进行互动，姜老师进行答疑。讲座 1小时，但互动至目前（22：14）

仍在进行中。讲座效果比常规学术讲座要好。”图谋：“这样的事情是圕人堂想

做，但尚未做的事情。”“假如利用 QQ 群做，效果很可能会更好。”“比如 PP

T 的分享，直接往群文件中放（提前放效果更好）。讲座可以在线讲，也可以录

音/录像。”书小弟：“这个非常不错，支持群主。”图谋：“我也支持能把此

类事情能做起来的群主。”芳草天涯：“过两天就会有整理后的完整分享。”芳

草天涯：“初景利老师 1月 28 日讲座预告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http://www.tgw.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21-27.pdf
http://www.tgw.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21-27.pdf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360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3608.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1978323&idx=2&sn=401462803a3cce81394196f430388292&scene=23&srcid=0121GcTA1DpnWMrzCf5G7Z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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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I5MTA2MjMxMw==&mid=401978323&idx=2&sn=401462803a3cce81394196f430388

292&scene=23&srcid=0121GcTA1DpnWMrzCf5G7ZoQ#rd。”芳草天涯：“肖珑老师

讲座内容整理（上）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

d=401910751&idx=1&sn=818fef6b950612666d0b1e42f60ad81b&scene=23&srcid=

0121wBau65GCpy5DhPR1EJ2N#rd。”芳草天涯：“肖珑老师讲座内容整理（下）h

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1910751&idx=2&s

n=f28d9cbe7fda893ab2564c61f3356eb3&scene=23&srcid=0121gbEKgqXPRBDlDXw

Smpua#rd。”芳草天涯：“之前还有两期，订阅公众号，查看历史消息，就都有

了。”图谋：“圕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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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芸：“利用 qq 讲座更好，在线互动更方便。还可以

录播分享。”“@图谋 希望在群主的推动下能尽快做起来，期盼中。”图谋：“关

于讲座，在当前的环境下，我的力量太弱，推不动。”“当前在努力做的，主要

是搭台。”纸飞机：“可以考虑拉几个企业赞助。”海边：“阳光阅读是商业机

构。”图谋：“比如阳光阅读那边，在圕人堂群宣传一下，马上见到效果，我自

身之外还有不少成员是在圕人堂看到相关宣传才了解到的。”图谋：“拉赞助这

事，并不容易，圕人堂还在路上。”“事在人为。”“圕人堂有些基础的东西我

在使劲推，其实不是我闲得没事做，更多的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人使劲。”

印度阿三：“日本市立图书馆的公私合营之争 http://money.163.com/15/1

229/10/BC0C2EA300253B0H.html。”

麦子：“我们把一个 80 人的大会议室装了 3 个 90 寸的大屏，今天我开学

科馆员会议，安排了一个新资源展示，因为大家可以向三面看，效果很好，尤

其是大多数人年纪大，眼神也不济。”

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会议室（麦子提供）

（3）图情问答荟萃

徐树新：“各位老师，谁还有百度文库的下载券？”Follaw：“我好想搞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1978323&idx=2&sn=401462803a3cce81394196f430388292&scene=23&srcid=0121GcTA1DpnWMrzCf5G7ZoQ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1978323&idx=2&sn=401462803a3cce81394196f430388292&scene=23&srcid=0121GcTA1DpnWMrzCf5G7ZoQ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1910751&idx=1&sn=818fef6b950612666d0b1e42f60ad81b&scene=23&srcid=0121wBau65GCpy5DhPR1EJ2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1910751&idx=1&sn=818fef6b950612666d0b1e42f60ad81b&scene=23&srcid=0121wBau65GCpy5DhPR1EJ2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1910751&idx=1&sn=818fef6b950612666d0b1e42f60ad81b&scene=23&srcid=0121wBau65GCpy5DhPR1EJ2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1910751&idx=2&sn=f28d9cbe7fda893ab2564c61f3356eb3&scene=23&srcid=0121gbEKgqXPRBDlDXwSmpua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1910751&idx=2&sn=f28d9cbe7fda893ab2564c61f3356eb3&scene=23&srcid=0121gbEKgqXPRBDlDXwSmpua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1910751&idx=2&sn=f28d9cbe7fda893ab2564c61f3356eb3&scene=23&srcid=0121gbEKgqXPRBDlDXwSmpua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1910751&idx=2&sn=f28d9cbe7fda893ab2564c61f3356eb3&scene=23&srcid=0121gbEKgqXPRBDlDXwSmpua
http://money.163.com/15/1229/10/BC0C2EA3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5/1229/10/BC0C2EA300253B0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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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会员，每个月都有。”Everla*：“大家可以用冰点文库这个软件去下载一些

文档，免费下载包括百度文库里面的一些文档，也不需要什么下载券。”seven：

“是 只是都是 PDF。”

图米：“最近有朋友中了一种勒索病毒，所有 office 文件被加密，解密要

支付酬金查了一下，2015 年很流行，大家小心，备份自己的重要文件。”遇见：

“@图米 备份的也中毒怎么办。”图米：“移动硬盘，光盘，网盘。”

新语新圆：“想问个问题，Elsevier 数据库， 你们的利用率高吗。”克莱

蒙：“高。”安哥拉兔：“很高。”海边：“高。”海边：“价格也高。”新语

新圆：“现在啥价啊。”“利用率和价格成正比吗。”海边：“不，但确实值得

买。”海边：“它对 SCI 原文获取率也高。”“价格是跟 calis 团购走的吧。”

DFLIB：“买 Elsevier 电子书了吗？”海边：“没有。”DFLIB：“期刊从哪年

开始的，很多是 2002 年之后的，之前的就没有权限。”海边：“跟你买的包有

关系。”“它分包卖。”

图谋：“有句话的中文意思没读懂：Jobs with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s a primary job responsibility aredifferentiated by a focus on rep

ositories, open access, copyright, authors’ righ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differentiate cor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positions.不知道

谁方便赐教？”“我把它译为：学术交流工作作为主要工作职责以 把重点放在

机构库、开放获取、版权、作者权利作为区别，知识产权区 分核心学术交流职

位。”“觉得很别扭。”麦子：“你的理解有误。”图谋：“两个 differentia

te 在里边，懵了。请赐教。”图谋：“那句话的上一句是：An analysis of th

e levels of engagement with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demonstrates that

jobs with substantiallevels of engagement are increasing; whereas th

ose requiring passive knowledge or awareness of scholarlycommunicatio

n issues are decreasing.”“后边没有。”麦子：“第一句话是不通的。”“有

语病。”“Property 后就应该结束了。”图谋：“我不知道这个结论要表达什

么意思。”麦子：“原来的出处在哪里？”图谋：“一篇文献的 conclusion.”

“版权和作者权力应属于知识产权的一部分。放在那个结论中，不知所云。”“作

者是来自 Indiana University 的。”麦子：“以学术交流工作作为主要职责的

工作，因其工作的重点放在机构库、开放获取、版权、知识产权而有所不同。”

“这句话绝对是错的。”“编辑太烂。”图谋：“本来想表达什么意思呢？”N

alsi：“没细读这篇文章，不过表面看起来写得还挺有意思的。现在身为博士生，

意识到学术研究和实践本来就是两件事，双方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也很正常。这篇

文章不讨论研究方法是不是＊真的＊很合理，但是从方法到结果的过程至少是成



圕人堂周讯（总第 89期 201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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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立的。”麦子：“@图谋 我不管他是什么地方来的，这话绝对是错了。”@图谋

我已经给你译出了。”“以学术交流工作作为主要职责的工作，因其工作的重点

放在机构库、开放获取、版权、知识产权而有所不同。”麦子：“就是说，这

个工作不是单一的，里面有细分。”图谋：“进一步顺一顺，不知道是不是以下

意思？以学术交流工作作为主要职责的工作，因其工作的重点放在机构库、开放

获取、版权、作者权利，与知识产权有所不同。”Nalsi：“This analysis re

vealed that Core and Inclusion positions aremost likely to be concer

ned with repositories, open access, copyrigh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cholarly publishing tasks. Conversely, positions for which scho

larly communicationis only a peripheral task are more focused on con

sortia agreements, instruction, policy, andserials acquisition and l

icensing. 这篇文章结论里面的一句话，可做说明吧。”图谋：“我认为版权、

作者权力属于知识产权的一部分。”麦子：“@图谋 你的理解还是错。”“看看

Nalsi 的这句话。”Ques：“学术交流工作在机构库，在开放获取，在版权，在

知识产权中不同。”麦子：“@Ques 你也不对。”Ques：“我自己都读你的翻译

也绕。”麦子：“以学术交流工作作为主要职责的工作，因其工作的重点放在机

构库储存、开放获取、版权、或是知识产权而有所不同。”“这 4 个都是并列

的。”书小弟：“以学术交流工作作为要职责的工作，因其对机构库、开放获取、

版权、作者权利与知识产权关注的重点不同而有所有所区别。”麦子：“@书小

弟 这个比较好。”Ques：“机构库储存、开放获取、版权、或是知识产权中学

术交流工作作为主要职业的工作，重点不一样。”麦子：“@Ques 你这个更不对。”

“大致是：学术交流作为一个工种，其内涵是很不同的。”Ques：“一句话，学

术交流工作不一样。”麦子：“@Ques 是。”书小弟：“个人理解，原文想表达

的是学术交流工作，因为侧重点不一样，而有区别。”麦子：“@书小弟 你的理

解是对的。”“其实原来不难理解，但作者写错了。”Ques：“我开始是把主语

和宾语弄反了。”麦子：“@Ques 因为那句话写错了。”图谋：“我主要对自己

的英语水平恨死了。”麦子：“@图谋 和英文水平无关。”图谋：“学英语那么

些年，总是‘从头再来’。”Ques：“你们一般看图情的国外期刊有哪些啊，有

翻译版么。”麦子：“@图谋 看来要一次学得很透，这样终身不忘。我的第二外

语 30 多年没用了，但看东西还是没问题，说完全恢复要去那里住一周。”麦子：

“我第 3-6 都忘了。”Ques：“我们学英语都是记单词，记了忘，忘了又记，又

忘。”图谋：“我回老家说方言都说不利索，惭愧。”Ques：“方言要保持啊。”

麦子：“我当时是学得太多。”Ques：“我有回和老乡一路，他就批评我说没和

他说方言，他一路都是说的方言。”Ques：“以前老师上课都是方言，现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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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了吧。”晨逍：“会不会是说学术交流工作是通过机构库等的不同关注重

点来细分。”“by 通过什么来区分，区分什么呢，区分学术交流的 position。

个人理解，可能有误。”麦子：“@晨逍 不是，这些都是工作的内涵，因为这个

工作是我负责的，所以比较熟悉。”“@晨逍 你可这么看 Jobs are differenti

ated by a,b,c, and d.”晨逍：“嘿嘿，我英文水平不好。”Ques：“都成了

翻译官了。”

anqier：“请教各位大牛，同事要出书，如何查 ISBN 号、CIP 号不是非法

书。”“CIP 号：2016009599 ISBN：978-7-5108-4168-2。”梦随风：“新闻出

版总署官网出版物查询。”anqier：“貌似只能查一段时间的。”

遇见：“我想问一下群主，学校订的政策普通馆员必须发文章至少一篇，否

则考核不合格，这个怎么理解？”图谋：“我觉得一方面说明学校对普通馆员充

满信心，一方面说明学校有需要。”gaozy：“聘期内馆员发一篇文章，正常的

吧？”“可能也会用其他形式抵。”遇见：“没有其他形式抵。”小顽童：“发

一篇是挺正常的。”kaNightsky：“可以学术会议投稿录用抵。”遇见：“给钱

就发的期刊还有抢手，你们都懂的。”“每篇那么多的版面费，有意义吗。”k

aNightsky：“太差的刊，单位得把关吧。”小顽童：“现在不少期刊不要版面

费了。”遇见：“c刊，核心不要吗。”“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写文章的，虽然工

作一样做。”

飞飞：“伙伴们，图书馆有用流动图书车的，能不能给个讯息呀，都用的哪

家的客车呀？”小放牛：“我们是湖南衡山的。”张萌：“我们单位用的是宇通。”

牛牛：“流动图书车是干嘛的。”小放牛：“流动图书车是国家为解决山区群众

看书难的问题而为基层公共图书馆配送的专用车，相当于小型移动图书馆。”

丹青：“可是流动图书车配送到基层，本来是件好事，不知为什么到了当地还有

那么多的手续、签字程序等，都二、三个月还没有得到使用，着急……。”“我

们是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配送下来的。”

（4）高校评估之图书指标

清风：“向各位专家请教个问题:刚参加校长办公会，校长说以后 办学条件

评估，对图书馆生均图书册数会大幅降低，甚至不予明确要求？”图谋：“也许

只是一种预测。”“我也听说某校校长本身是教育部评估专家之一，其所在学校

十三五期间制定的纸质图书增长册数为 3万册（按照现行评估指标应至少每年新

增 6万册）。”广州书童：“我作为外行，认为这个指标不会提高或者淡化，但

是不至于大幅降低。”图谋：“校长那样决策，估计有他的道理。”kaNightsk

y：“估计向电子图书转型。”图谋：“对。”图谋：“他也是说重视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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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现行情况电子书是靠不住的。”“当前所谓电子书，实际上是以数字

化图书为主，并不是原生电子书。”飘扬：“电子资源占比提高。”清风：“关

键我们校长，现在把这个消息当事了，压着图书采购，等降下来再买书，哈哈。”

图谋：“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子书（指没有纸质版的）所占的比重相当小。”

“高层专家们可能将电子书、电子资源……泛化了，导致形成了一个错误的决

策。”清风：“@图谋，你说的是那个学校的校长，要真的话，那就是砍半了。”

“呵呵，以后采编轻松了也好！”图谋：“实际上远远不是砍半的问题。”“由

30 万册降为 3万册！”kaNightsky：“降太多了。”清风：“那就是可能不做

要求了？”图谋：“我不知道，类似这样做的高校还有多少。”“当前‘电子书’

这块很虚。”小肥羊：“很多图书馆都面临空间紧张的问题。”“确实现在评估，

对纸质图书的册数要求都淡化了。”飘扬：“书太多装不下，利用率不高。”图

谋：“是这个问题。”小肥羊：“我们了解了一些学校的情况，基本上高校图书

馆都不敢做剔旧的工作。”“有钱的学校就建存储图书馆或者密集书库。”图谋：

“随便一家本科层次的高校图书馆宣称藏书量多在 100 万册以上。”“自 1995

年之后，好些学校合并办学或办学层次升格，对于图书的处理，多采取简单的你

加我我加你。”随风飘扬：“因评估养活了不少书商，是时候提高蔵书质量了。”

欣然读书：“我走访过几家普通本科高校，没有密集书库等条件，几十万册书都

是简单打捆后堆放。”河北工*：“我们就是这样的。”“专门买的打包机。”

图谋：“找到放书的地方都很困难。”2014：“我们也是，还得在学校里到处找

地方。”“我们自己打，之前我看有些地方图书馆员技能大赛也有打包项目的。”

图谋：“过去是指需要倒架、移库等形成的打包技能。”2014：“我搬家时还把

打包技能用上了，打的包连搬家公司的工人都表示了赞赏。”图谋：“这个技能

也慢慢要退化了。”“因为需要图书馆员打包的场合较过去少多了。”随风飘扬：

“纸质书适度够用就行了。”2014：“多校区的馆还是需要吧？我们都是在一个

校区加工纸书，典藏后其他校区的打包送过去。”“系统里一查，多少书从来没

人借过。”

（5）图书订购中未供货图书、查重、外包等问题的讨论

咖啡：“请教群里了解图书采访的老师，每年报订订单中对于没有供货的图

书订单是怎样处理的？二次报订吗？还是取消订单？”竞一：“根据自身的需要

来决定吧？我们馆是根据不同订单的性质决定。”咖啡：“愿闻其详，是要一种

一种二次筛选后确定是二次报订还是取消的意思吗。”竞一：“对于一些刚需的

书目，会考虑二次报订。”图米：“取消订单，再换个书商发。”竞一：“一

般来讲，需要二次报订的不多。因为在下订单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了到货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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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咖啡：“换个书商也是个办法，不过也难以保证。”“多长时间就确定

取消订单了呢。”竞一：“做一次订单不容易，要看几倍几十倍的书目才选出来

的，所以一定慎重选择书商去下订。”生清：“一般在每年 11 月左右，等最后

批书到馆，实在到不了的我们多半也是直接取消订单，按实际到书结账。”咖

啡：“确实不容易，你们在选择报订哪个书商时会考虑哪些因素呢。”竞一：

“不同书目取消的时间也不一样，一般是凭经验去查未到货的书目。不同的书

商他们的到货时限有规律可循。”咖啡：“@生清 看来贵馆是一年集中取消报订

一次。”竞一：“基本不会机械地制订统一的复查期限，根据不同的书目和不同

的书商制订不同的期限。”咖啡：“需要具备相当的实战经验。”生清：“@30℃

咖啡 是的，我们今年的图书采购分了两个包，两家公司中标，分为现采和划单

两部分。”咖啡：“这样分包啊。”生清：“一般来说，11 月底是必须跟财务

结账的时间，否则就得算第二年的经费，所以不算能否到，我们都必须结账。”

咖啡：“我们也是 12 月中旬前结账，会有预付的情况嘛。”竞一：“其实，一

些刚需的书目是不容许一年复查一次到货情况的，有些书一两个月就没货了。”

咖啡：“嗯嗯有道理。”生清：“@30℃咖啡 实践感觉多点渠道采书比较好，只

在一家公司采，局限性太大，容易被图书公司牵制。”咖啡：“我们馆领导要求

至少 4 家公司供货，曾一度出现过 5家，经费也不多。”生清：“@30℃咖啡

其实合作公司太多，外包加工标准统一上估计也会遇到问题，我们曾经也有过

和好几家公司同时合作，发现编目验收问题较多，如果不是根据采购图书类别

来分包，出现重复采购的概率也比较高。”咖啡：“没错，外包质量确实让人头

疼。”

竞一：“我们所有的订单都是经过同一个查重的系统，由一个专人负责，

所以不会有重复下订单的可能。”天外飞仙：“@竞一 你们用的是什么系统？能

介绍一下不？”咖啡：“@生清 根据贵馆的做法，按现采和订单分包实际操作时

也会有难处吧？采访老师岂不要经常外出采购？”麦子：“@竞一 我们都是这样，

采购系统和会计系统是一个的。”咖啡：“哪个系统呢？我们现在用的系统会计

功能不好用。”天外飞仙：“大家怎样获取最新书目的呀？书商很多都屏蔽了书

目，他们提供的不全。”咖啡：“我都是自己做账目，好麻烦。”麦子：“@30

咖啡 这个厉害，自己做。”咖啡：“没办法，被逼的。”印度阿三：“采编和

财务系统不是分开的吗？你们又采购，又做账务？”咖啡：“能满足基本需要就

成。”生清：“@30℃咖啡 现采的确需要出差，而且实际很累，感觉这种操作确

实有弊端。”咖啡：“@生清 同感！感觉现采就是疲于奔命，体力消耗很大，效

率也不高，图书采购重复率一般在一半以上。”竞一：“我们是用以前一个采

集器的系统作为查重系统，跟馆里的图书编目系统是分开的。”天外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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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咖啡 现采可以现查重呀。”生清：“@30℃咖啡 其实我们现采的书也是需

要经过同一个查重的系统，但实际买回来还是会有重复。”麦子：“@天外飞仙

这是不现实的，除非只有几本书。”印度阿三：“采集器不是可以把编目系统的

数据导进去做为查重比对的吗？”生清：“我们后来分析发现，重复发生的原

因，主要是因为采购数据不规范。”竞一：“我们只用自己的采集设备，只相信

自己的查重系统，所以把所有会产生重复订购的漏洞都堵死了。”天外飞仙：“@

麦子 把自己馆的数据可以放到采集器中呀。”天外飞仙：“基本可以做到很少

重的。”咖啡：“@生清 @天外飞仙 查重可以操作，确实如生清所言，采购数据

不规范甚至错误。”天外飞仙：“当然有那种情况，但是一半的重也不会吧@30℃

咖啡 。”咖啡：“我们没有把馆藏数据导入采集器。”麦子：“@天外飞仙 我

不知道采集器是什么。”咖啡：“所以重复率比较高 呵呵。”天外飞仙：“@

麦子 就是一种移动数据收集工具，可以与自己的馆藏信息比较，订购。”竞一：

“@麦子 手持的条码扫描设备。”天外飞仙：“@30℃咖啡 为什么不把自己馆数

据加进采集器呀？”竞一：“其实自己馆的馆藏数据的管理是个重要环节，需要

一个细致人做。”麦子：“@天外飞仙 @竞一 你们没有另外一套数据系统管采购

的？我们的采集器是和这套系统连的。”咖啡：“自己感觉意义不太大，我们

一般都是采集数据后带到馆里系统查重。”天外飞仙：“@麦子 我们的管理系

统中其实也有的。”罗：“对于经常性小批量采购，一定要管理好馆藏数据，

不然重复率难以控制。”竞一：“@麦子 您的意思是怎么连？实时吗？”天外飞

仙：“只是外采时不是实时与本馆数据相连。”麦子：“@竞一 当然实时的。”

天外飞仙：“图书馆的很多都是需要细心的人来做，不只是采访。”麦子：“我

们是用 III 的 Millennium。”咖啡：“@麦子是国外的系统吗。”麦子：“@30

咖啡 是。”竞一：“在外地现采时实时对馆藏进行查重？那需要很好的网速和

设备。@麦子 。”麦子：“@竞一 我们外地采购不用这个，而且现在基本不做外

地采购。”咖啡：“现采还有一个问题，采集到的数据书商对套取不到的数据

如果你不问他们就不反馈。”“搞得我们现采时基本很少用书商的采集器。”

竞一：“我们的编目系统里多卷书是著录在一条 MARC 里的，又是与其他馆联合

使用，所以整理自己馆的馆藏数据需要很多工作量。”竞一：“为了保证不出

现重复订购，我们才慢慢形成现在的采购流程。毕竟退货的成本很高，即使是

书商出钱，也是浪费。”风：“大家都用哪款采集器啊？”“没用过 所以看看

有没有好的介绍一下。”咖啡：“@风 我们馆用的 PT980。”天外飞仙：“采集

器型号应该无关吧。”竞一：“不同的采集器系统特点和侧重点有区别。吃透这

些系统之后，查重工作就得心应手了。”图米：“实时的是有困难。”咖啡：“@

竞一 我们馆现在没有专人整理馆藏，连编目人员都没有，所以馆藏数据可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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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小弟：“大家对书目查重都是用什么系统啊？是批量导入查重吗。”书

小弟：“编目完全外包了吗？”咖啡：“@书小弟 我们馆完全外包了。”“但质

量控制 基本处于半无人监管状态。”书小弟：“完全外包，那有内部人员审校

或检查吗？”生清：“@书小弟 原则上是应该有审校，但是现在编目人员严重缩

编，时间精力有限，所以很多都由外包加工人员处理，1-2 人完成全年采购基本

验收，都需要长时间突击，哪能顾得上编目质量。馆藏架上的情况实在太多了。”

生清：“还好现在多数外包加工人员，绝大部分都有数据套，而且分类的取法

多半都参考 cip。相对来说，外包编目著录的错误率也不明显，即使有问题也需

要时间发现。因为领导认为，外包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效率，所以在目前

编目人力紧缺的条件下，我们遇到数据著录有误的问题主要处理办法是：发现

一本解决一本。”

咖啡：“领导也持有一种观点‘只要按图索骥，排架正确，即使分类有误也

能找到’，所以领导认为编目质量无关大局，自然也就不重视。”朗月孤舟：“外

行领导。”图米：“事实上排架确实没有那么重要。”生清：“@朗月孤舟 不一

定，我们在馆工作 20 年以上的领导，也这样教的，因为这根本和馆内的年终考

核无关。”生清：“太认真去纠错的同仁，往往还会被认为是故意挑刺，自讨苦

吃的活干几次我们也就学乖了。”闲在心上：“并且还会被孤立。别人都得过且

过，你的认真反而让人烦。”san san：“孤立就孤立，不是还有我们。嘎嘎。”

牛牛：“外圆内方。”

竞一：“我这边为了一项课题设计了一份问卷，是关于图书馆采编工作的，

烦请各位老师帮助、支持，谢谢！”“这是与采编工作直接相关的调查问卷，请

各位采编部老师帮忙填写一下，如果对调查最终结果有兴趣，可以小窗我。谢谢

各位老师。抽奖之类的请忽略哈 http://www.sojump.com/jq/6783379.aspx。”

“问卷本身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也请老师们指正。”hanna：“我们还是读者推

荐，图书馆购买。”“不是读者自主购买。”竞一：“@hanna 我们馆也是您馆

的做法。”hanna：“这个问题好像圈定在‘读者自己购买’，是内蒙古的做法

吧。”竞一：“‘你购书，我买单’这两年好像越来越多了，但不太好执行。有

各种实际困难。”hanna：“我们财务上不支持。”竞一：“是的，而且是公共

馆。”“其实主要还是后台系统支持问题，财务问题不是根本问题。”图米：“财

务是个大问题吧。”咖啡：“第 10 题选项设计似乎不够全面呢。”竞一：“这

种‘你购书，我买单’如果想形成规模，应该是把图书馆的编目系统终端安装

在实体书商的门店里。”hanna：“少量资金支持可以，不能大范围推广，会影

响馆藏结构。”“是啊，途径太少了。”竞一：“@hanna 请您帮我列举一二，

谢谢！”图米：“性别和年龄与这个调查结果没有关系可以去掉。”竞一：“@

http://www.sojump.com/jq/678337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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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 所以我刚才就说，公共馆可能更适合，公共馆的馆藏范围会更广，这种做

法对他们的馆藏结构几乎没有影响。”hanna：“@竞一 媒体书评推荐、兄弟院

校相关学科书目参考、零星自组织。”竞一：“@hanna 非常感谢，我这就去完

善。”Haute*：“改了的话之前的数据会丢失。”hanna：“我有学生跟踪组织

书评推荐，虽然麻烦一点，但能补不少好书。”竞一：“ soupe froide 不会，

网站有保存之前答案的功能。”苏豆芽：“@hanna 有学生跟踪好很多，自己跟

踪花时间太多了。不过的确很需要跟踪组织书评，这样做能收集到很多好书。”

hanna：“媒体书评的问题主要是缺失 ISBN 号，不过百道网的数据比较全面。”

hanna：“就是没法自动导出，比较麻烦。”

（6）文艺类休闲杂志和非装订保存的旧报纸的存放

天行健：“请教各位：所在馆的文艺类休闲杂志和非装订保存的旧报纸是如

何处置？也可以小窗，谢谢！”/yy 呆保：“@天行健 我们是超低价向全校师生

出售，最后剩下的当废纸卖。”娜佳：“请教各位，关于艺术类图书，特别是美

术类各种不同规则的册子的上架，整理和管理有什么好的经验吗。”空空：“我

们单位大的就没有排架。”娜佳：“书库里一走到艺术类就闹心，太乱了，还不

好找。”“摞着放，还是展开了放。”云舞飞扬：“艺术书特别大的开本就放在

该类书附近平放，其他都按照分类号排列。”麦子：“@娜佳 我们有个放大尺寸

书的地方，不光是艺术类的。”娜佳：“@麦子 有大尺寸书的专用书架吗，大

概什么样子的。”麦子：“@娜佳 就是每格高度比较高。当然，我们另有一个

地图馆，那是平放的。”叶子：“画册，乐谱的大开本，我们是专弄了书架平放

了，目前也没啥好办法 。”素问：“我们图书馆曾经买过这种样式的报纸架，

放过期报纸的。”“尺 寸很大。”

（供应报纸平放架）图片由素问提供

（7）关于圕人堂未来的思考

图谋：“关于圕人堂未来的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08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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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808.html 期待对圕人堂多一点理解，多一份支持，圕人堂未来需要有更多

‘知音’共同推动。”“这篇文字已发布 5天了，圕人堂成员读过的可能不多。”

亮 ：“图谋辛苦了，感谢有你。”图谋：“按照最初的设想，圕人堂有不少有

意思的事情没能做起来。”“我的力量太单薄了。”“当前，在许多成员的共同

推动下，取得了一定进展，期待明天会更好。”清远：“辛苦啦，非常感谢提供

一个好的交流平台。”图谋：“刚才有成员问我，之前也有成员问过，如何帮圕

人堂一把？其实没有硬性任务，围绕群规范，有利于圕人堂发展的事情皆可以

做。”“谢谢大家的鼓励！我知道不少成员对圕人堂充满期待，如何让大家‘圕

人堂之旅愉快’，颇费思量。”麦子：“@图谋 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时

间出时间。”图谋：“麦子的总结很实在，如让我来一句话表达是：真正爱上圕

人堂。”gaozy：“麦子总是非常接地气。直白易懂。图谋领导高屋建瓴。”ga

ozy：“再忙也要过来刷刷存在感。群内人气也是很重要的，有时间出时间。”

图谋：“个人非常期盼‘议题式交流机制’搞起来。”“当前的状况，我感觉到

一种危机感的存在。”图米：“群就是关注点变化快。”

（8）图书馆员的职业危机

芷芸：“我现在对普通图书馆员的生存很担忧，职业危机快来了，转型？没

学历没技术，谈何容易。”小助理：“上书都外包了，我们应该转向干什么？”

亮 ：“读者才是我们服务的重点，解决读者的问题。”图米：“国内和国外差

距还不小，发展还是有空间的。”annl：“读者的简单问题基本都交给机器去做

了。”“图书馆员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少，越来越深。”亮 ：“就是啊，较深点

的问题很多时候，馆员也解决不了。”gaozy：“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图书馆员

的核心价值。”annl：“那就让自己能解决，否则简单问题靠机器，复杂问题不

会，馆员真没存在的必要了。”gaozy：“最近不是有要求，专业馆员必须硕士

以上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并且是有图书馆学教育经历。”“提高馆员门槛，其

实是提高职业荣誉感。”图谋：“还要出活才行。”gaozy：“出活，这里有几

个方面，一是领导安排的工作是否合理；二是个人是否有工作主动性。”芷芸：

“服务对象不同，高校馆服务对象是师生。学生仅把图书馆当自休室，真正爱读

书的很少，目的单一，为考试而考试，我们到底应做些什么？”图谋：“事在人

为。”gaozy：“如有的领导安排特藏建设岗，但是，什么都不支持。”annl：

“真提高馆员门槛，距离实现还有不少距离。各图书馆要依据上级部门的规则，

不是自己说了算。”gaozy：“那能做什么。再怎么为也不行。”小 Z：“那很

多副高在书库守阅览，能把人家怎么样。”annl：“感觉目前图书馆真想出活的

话，需要没事找事，等着安排的，难出活。”gaozy：“没事找事，如果大环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08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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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会被认为多管闲事。”annl：“没事找事的意思是拓展工作思路和内容，

不是多管闲事。”“很多工作该怎么才算好，馆员比馆长清楚。所以馆员找事做

比馆长找事做幸福感更强。”gaozy：“对有的人来说，没事做拿钱那是幸福感

爆棚的事情。今天证监会不是说了承认 A股熔断政策错误是值得赞赏的吗？犯错

承认值得赞赏的人都有，坐着拿钱对有人来说就是天经地义，似乎单位欠他的。”

“终归一句话，我觉得图书馆干事，不容易。图谋的‘明星馆员’观点我觉得很

有代表性。”亮 ：“馆长对于出活也很键，如果他不愿意，你下面想再多也没

有用。”小助理：“去年我刚进图书馆的时候，公共馆，觉得人多时人声嘈杂，

受不了，现在都见怪不怪了。”annl：“坐着拿钱，混天度日，那是养老，有啥

意思。我觉得不应该看那些人，你看着他舒服，他的内心未必有幸福感。你做点

事，虽然累点，但帮助了读者，也很快乐，这种幸福感别人体会不出来。”gao

zy：“annl 的观点很好。做好自己。”酉卒林夕：“忙碌的时候充实，闲的时

候空虚迷茫 其实在公共馆阅览室呆着，看着读者看书心情特别好 。”annl：“闲

的时候自己看书，我觉得当个馆员很有意思，在一个读书的氛围里，有事做事，

没事读书，还可以跟读者交流读书的感受，哪去找这么有意思的工作？”

娜佳：“对，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宁静：“其实，只要想把图书馆做好的领导，

只要你的提议好，还是会给予支持的。”annl：“其实哪个馆长不愿意把图书馆

做好呢？乱成一锅粥，对他有啥好处。”宁静：“当然，现实中也有不太想做事

的领导，下面的工作人员也就没有进取心，但是这样的领导总会被群众说的。”

hanna：“‘我们了解到城镇的失业率较高，图书馆客流量变大，因而意识

到图书馆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帮助找工作的地方，也可以帮助人们学习和获取技

能。为此，我们与在线职业高中（Career Online High School）进行合作，发

起职业资格认证项目，帮助用户获取高中学历。我们将这一项目引入图书馆，

现在用户可以通过图书馆进行学习，获得这一认证。’这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帮助

图书馆实现融入社区的重大使命。Gale 高级副总裁、全球业务总经理 保罗·贾

泽罗。”hanna：“这个比创客空间更有意义吧。”

（9）学术论文的查重检测

xiaowei：“问个问题，文章中怎么引用他人文字才会不被查重检测？我现

在是加了双引号还被检测出来计算在重复率中。”安哥拉兔：“双引号根本没用，

系统不管有没有这个的。”xiaowei：“那怎么弄才不被那破玩意检出，那引用

参考文献还有屁用啊。”安哥拉兔：“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一遍。”xiaowei：

“本身就是引用人家的观点，而且加了引用标注的，那还要参考引用干什么哦。”

安哥拉兔：“引用观点没问题，但不要大段大段采用。”“只引用最核心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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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用自己的话再来一遍。”xiaowei：“怎么会大段采用呢。”安哥拉兔：

“你去研究下 cnki 不端检测的机理吧，好像是超过连续 13 个字相同就算抄袭

了。”xiaowei：“应该不是按字来检测了，我原来也了解过，是按语义来检测

的，就是先分词，然后再来计算的，即使字不一样或字序不一样同样会检测到。”

“这个我是验证了的。”安哥拉兔：“那就是升级了，语言重新组织一遍才是比

较靠谱的。”xiaowei：“重新组织一遍也可能被检查出来，可能还是包含原来

一样的语义表达。”安哥拉兔：“说明重构的还不够。xiaowei：“我很多地方

确实自己组织过了，当还是。。”安哥拉兔：“我知道有人写毕业论文，是把别

人的论文重构了一遍，然后通过了系统。但是很不幸，外送的时候，撞到了原来

作者的老板手里。”xiaowei：“就怕变成不是引用了，那就没什么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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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圕人堂未来的思考

2016-1-16 18:00

近日，圕人堂资深成员麦子先生告知，他在一份文稿中将圕人堂 QQ 群称作
“largest online chatroom For librarians in China with a membership of 1400+
strong” 。“圕人”意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当前主体是图书馆员，圕
人堂目前有 1433名成员。作为该群“群主”，我感到很荣幸。 &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33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2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08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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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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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2016 年 1 月 12 日 14:00，群成员达 1442 人（活跃成员 447 人，占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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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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