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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内容概述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2013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http://www.sal.edu.cn/2013/Ltrc.asp 

图谋：“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至 20 日召开，内容包括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

顿大学图书馆馆长《The Politics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in the U. S.A. 》、

徐建华《规范性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实施》等 20余个报告，部分报告提供视频”。

（2）大数据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发展（巧果提供网址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sn=b53814c195275c945825e23faf534b24&mid=200

598000&idx=2&plg_auth=1&__biz=MzA3ODUxODMwOA%3D%3D#rd 

（3）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 

柴柴：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4 年 7 月 5 日-10 日在

天津南开大学举办，我们诚挚邀请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界师生和业界同行造访天

津，共同探讨海量数据和云计算环境对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界的冲击和挑战，新

时期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同行的合作前景和途径。 

（4）EI收录情况 

巧果：“EI收录的期刊、会议录、丛书，EI官网每年都会发布，并提供下载。2014

年目前还没出来，2013年我下载了”。 

（请参见群文件 compendex_2013_source_list_20130404.xls） 

（5）项目申报的选题 

图谋：“听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申报辅导报告笔记，后期有修订”。“关于选题要

重视指南（国家社科基金及省社科基金有指南，教育部基金无指南），同时要注

意避免‘撞车’，太热门的选题，可能更需回避。理论上可以自行选题申报。据

笔者通过其它途径了解，国家社科基金对于自选项目，淘汰 80%。自行选题也是

存在风险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6898.html。流星

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ba36b0102ebp4.html选题、论证、

前期成果：项目评审三要件”。图谋：“杨玉麟教授分享的，他是从评审专家角度

写的，参考价值更大”。 

（6）关于圕人堂群的发展壮大问题。 

图谋：“下一步我希望群论坛、圕人堂专题等版块中的内容多起来。”图林水月：

“个人特别愿意尽己之能，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并提升自己”。燕大圕君：“有

了群主和众多群员的共同参与，这个群一定会很好的发挥作用”。图谋：“群论坛

http://mp.weixin.qq.com/s?sn=b53814c195275c945825e23faf534b24&mid=200598000&idx=2&plg_auth=1&__biz=MzA3ODUxODMwOA%3D%3D#rd
http://mp.weixin.qq.com/s?sn=b53814c195275c945825e23faf534b24&mid=200598000&idx=2&plg_auth=1&__biz=MzA3ODUxODMwOA%3D%3D#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68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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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就业信息版块，可以发布相关信息”。Clement：“每天群里有不少关于图书

馆实际工作中的信息，能学到不少”。 

（7）关于《圕人堂周讯》的编辑及利用方面的讨论。 

图谋：“希望《圕人堂周讯》具备：新闻性、知识性、资料性”。“时间紧，工作

量大，如何进一步精炼，是我们编辑组面对的问题，提升的空间还很大”。River：

“第八期周讯，麦子老师发过几篇馆藏分析，没有全文收录，有点可惜”。（注：

如需要麦子老师的那两篇馆藏分析全文，请与本期编辑联系）图谋：“大块的内

容不适合入选周讯。如果成员感兴趣，尽量及时保存”。图谋：“整理过程中，面

临一个两难困境：如果‘综述’，信息可能‘失真’或者扭曲；如果‘照录’，篇

幅可能‘冗长’”。华农*云：“有意义的选进来，多其实没事，有标题有目录，感

兴趣的深读，不感兴趣的略读，既满足了大家需求也减少了编辑组工作量”。图

谋：“我曾试图做‘点亮’或‘核心提示’工作，但感觉很费劲，暂时不做。我

理想中的周讯是有一定导向性的，围绕议题式交流机制进行。这样相对容易做一

些”。“《圕人堂周讯》不能束缚在群里，要融入公众视野。这种开放性，可能会

更有利于生存与发展”。“周讯篇幅过长，个人认为是不宜的。在周讯中今后可以

有整理者的评述”。华农*云：“不错，鼎力支持”。 

（8）关于图书馆员职业准入问题的讨论。 

River：“我们近七八年进的全部人事代理，工资比有编制的低很多，今年开始学

校对图书馆紧缩编制，人事代理名额也没了，缺人找临时工和退休返聘的”。麦

子：“美国有些地方是比较死板，很不灵活，一旦没有 MLS 的做了馆员，以后这

一行的工作就会稀释了”。燕大圕君：“中国图书馆工作人员是多专业，多种学历，

各个层次的”。图谋：“我们的情况一开始就是“零门槛”。燕大圕君：“我们现在

是硕士。这两年人才家属少了点，家属都在流通阅览”。图谋：“人才家属有大致

两种形式，一种是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家属，可以成为有编制的人员。假如没有，

就是‘人事代理’或‘合同工’”。燕大圕君：“我们之前的人才家属都是正式编

制，不过现在来的硕士都是人事代理，工资没有差别，需要交各种保险，养老金”。

Lyl：“我们学校在工资和绩效这方面，人事代理与有编制的是一样的”。广东小

羊：“所有的代理都一样，只有档案理论上是放在教育厅的人才交流中心（实际

上还是放在学校）”。图谋：“我们这边人事代理的人员比合同工人员要少，合同

工待遇最差”。广东小羊：“我们学校新进人员，没有博士学位的全部是人事代理，

等他们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不用人事代理了”。阿喵：“人事代理，我们已经没

有了，只有项目制，人事代理的关系是放在市人事局。我校招的人要应届的，从

笔试到面试，要硕士以上，有专业和岗位需求”。许继新：“计算机这类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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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个的项目支撑着，技术就废了，更新太快”。图谋：“好些图书馆的编制

是紧缩的，基本不进高校毕业生，偶尔来图书馆的，大多是转岗分流过来的”。 

（9） 对图书馆职业的认识。 

麦子：“作为职业，图书馆其实是不错的，但我对图书馆每天的杂事实在没有兴

趣”。茹玉：“图书馆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阿喵：“如果没有经济压力，在图

书馆工作蛮好的”。许*新：“干一行爱一行，无论如何图书馆员是比较轻松的职

业”。暮嫣冰恒：“图书馆的很多工作太繁琐，还得为他人作嫁衣”。图谋：“国内

的图书馆工作，专业馆员与管理员没有明显的界限”。“2014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

年会主题是‘馆员的力量’，我国‘馆员的力量’，期待更多‘人文关怀’”。圆梦

美玉：“总感觉图书馆没有融入到学校关键位置；学生用不用图书馆都能毕业”。

图谋：“从学校层面对图书馆‘班长’的任命情形就可见一斑”。圆梦美玉：“馆

长就是一个正处岗位而已”。平平：“前几天我很悲观，感觉能做事的累死，不能

做的闲死，关键钱还是一样。现在想通了，既然改变不了就去适应，下学期打算

做点事情”。Wjew：“人越来越现实，当图书馆的工作待遇不好，你如何让对方有

情怀”。 

（10）《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修改条款的问卷调查。 

图林水月：“现就《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修改条款进行问卷调查，

请多指教！” 图谋：“这类调查本群是欢迎的”。“改进建议是：称呼可以去掉，

当前的称呼不合适；导语不宜出现倾向性。还有第三点，调查对象可能需要进一

步明确，不同对象设计不同的问卷，比如对图书馆员这个群体，可能需要增加图

书馆类型，职称职务，性别，年龄等选项”。许*新：“导语导向太强，太多项目

和道德无关”。图谋：“调查对象需要重新调整一下，缩小范围。比如定位在图书

馆工作者就基本 OK了”。“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制作环节挺重要的，能够争取到 50

份质量较高的问卷反馈，我觉得那很了不起”。燕大圕君：“这个问卷是免费使

用？”图林水月：“免费使用，可以注册，登陆，自主设计问卷。企业用户功能

更全面，但一般用户设计问卷也够了”。图林水月：“期待我们能在学术研究或日

常工作方面多交流和相互支持帮助”。许*新：“现在流行网络问卷，不知道取样

怎么控制？” 图林水月：“如果需要区分，通过问卷发放渠道，或者问题进行控

制”。“网络问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回收率有限，通常要结合邮件和纸质问卷综

合调查。就主题而言，是需要具有广泛性和典型性的，但个人能力有限，网络问

卷结合专业群，已是较好的途径了”。许*新：“感觉这个调查项目和职业道德差

距很大”。图林水月：“问卷有不完善的地方，我先做预调查，结合大家的意见进

行修改。争取拿出一份具有信服力的问卷”。广东小羊：“职业道德宜粗不宜细”。

图林水月：“针对图书馆及信息服务者进行实证调查，一方面为了更切合实际需



圕人堂周讯（总第 9 期 2014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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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有更接近事业发展步伐的新观念出现，希望能提出具有

图书馆职业特色的内容。”。图林水月：“国外很多图书馆员职业伦理守则都比较

具体，虽然形式多样，共同的原则和内容还是有的”。娜的星空：“准则制定要符

合人性，道德准则要接地气！”。图书*茜：“老一套管理方法已经不适合新人了”。

图谋：“徐建华的报告《规范性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实施》，对这次问卷调查会有帮

助”。澹泊敬诚：“觉得做调查问卷数据会存在问题，结论总是不太让人信服”。

图谋：“关于《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我知道有些公共图书馆有

专门做牌子挂在墙上，对于高校馆，我觉得连做这样的‘形式’的馆都不多。假

如要真正做个调查，或者做个测试的，恐怕效果‘不大好看’”。“社会调查中允

许调查对象接受或者不接受调查”。图林水月：“社会有其衡量事物的标准，个人

也有为人处事的标准，只是两者之间的差距，因人而异。我相信我的导师和我自

己会带着对项目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去做”。 

（11）美国图书馆的开馆时间。 

麦子：“在美国 24小时开馆的地方极其少。一般的是私立，比较好的学校本科馆。

在哈佛大学 79个图书馆,只有一个图书馆(Lamont Library)在学期中是周一到五

开放 24小时，其他的图书馆最长是周 1-5开放 9-10个小时，周末关门，或短时

间开放。Widener Library 的中心阅览室，平时开放 9-10 小时，周末开放 8 小

时”。“哈佛 college的开放时间 http://hcl.harvard.edu/hours/week.cfm”。“我

们学校平时 7：30-12，考试的大约 1-2 周 24 小时”。“南加州大学的 leavey 是

一 个 和 Lamont 相 仿 的 情 况 。

http://www.usc.edu/libraries/hours/all_libraries/documents/2014_Sprin

g_Hours.pdf”。素问：“管理员要守着图书馆，晚上 12点才下班？” 麦子：“是，

有个值夜班的管理员，带几个学生。关门前有段很轻的录音提示。遇到火警，有

另外的系统警报。”。 

（12） 图书馆座位抢手，家长凌晨 5点为孩子排队。 

2014年 7月 5日，清晨 5点钟，已经有数百人在长春市图书馆门前排起了长龙，

其 中 不 乏 很 多 孩 子 家 长 。 许 * 新 ：

http://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4/07/08/021344749.shtml。 

（13）对于图书馆内保持安静问题的处理。 

素问：“大厅里面到到考期，就像个马路，大家都使劲背书，大声吼读”。娜的星

空：“学生这几天在阅览室门口看美国大片，声音挺大”。麦子：“我们都是带耳

机的，而且图书馆也有出借”。 

（14）闭馆前读者的管理问题。 

素问：“我们这里书架林立，有时候看不到睡觉的学生，因而把学生关在了里面”。

http://hcl.harvard.edu/hours/week.cfm
http://www.usc.edu/libraries/hours/all_libraries/documents/2014_Spring_Hours.pdf
http://www.usc.edu/libraries/hours/all_libraries/documents/2014_Spring_Hours.pdf
http://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4/07/08/0213447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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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的星空：“我们是整个阅览室晚上巡视确定没有学生才关门关灯，音乐响起关

一半的灯，让学生看不了书，准备收拾，但是有学生故意藏在书架后面”。 

（15）图书馆保安的配置及作用的发挥。 

麦子：“我们有 2个保安，是正式工，是退休的警察。如果有需要他们一般在 2-3

分钟就会来”。素问：“我们的学生不怕保安，保安就是临时工，警察也不会来”。

娜的星空：“在国内学校内警察是不管芝麻小事的”。麦子：“我遇到大声说话的，

最多过去轻声说几句，他继续，我就立刻要保安来”。梦断鹰城：“大陆的图书馆

真要是因为非刑事事件叫警察，第二天就全国轰动了”。 

（16）关于阅览室桌椅摆放的问题。 

素问：“我们原来一边放书架，一边放阅览桌，后来书架越来越多，阅览桌搬走

了不少，有的读者搬一把椅子坐在书架边上看书，还有的读者怕人家打扰，坐在

书架后面”。娜的星空：“我们的学生随意搬椅子，椅子不够，就把一摞书垫在屁

股底下坐着看书”。麦子：“我们书架倒是从来不增加的。另外，椅子也比较宽，

无法进入书架去。把书垫在屁股底下看书属于恶劣情况了”。 

（17）新生入馆培训内容 

平平：“有没有做新生入馆培训的？” 柴柴：“一般新生到以后会做两部分的：

1.图书馆走一圈，基本功能介绍，办借阅证。2. 检索培训，资源培训”。 

（18）借阅证的办理及使用。 

平平：“我们借阅证是一卡通”。柴柴：“我们借阅证是和身份证挂钩的，有的馆

可以直接读取身份证信息”。麦子：“图中的条纹码是借书的。每个学校有自己的

标识。最后的是 uc San 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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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数据库的购买与馆际互借的利弊谈。 

麦子：“一个和图书馆关系密切的教授要我买一个论文数据库，被我拒绝。订这

个数据库的年订阅费是47796美元，而我们每年调阅外校的论文数是30-50美元，

而且其中 90%是馆际互借的，成本极低。我说，我可以授权让她随时用文件传递

的办法立刻看到任何论文，这 47796 美元，可以看 1400 多篇论文，她马上回邮

说，她还是馆际互借算了”。许*新：“有数据做基础就有话语权”。燕大圕君：“有

的数据库很贵，但是利用率极低”。许*新：“我们现在图书馆可以算出数据库的

使用成本，多少钱/篇。但是就是不愿意比较一下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成本多少”。

麦子：“我们根本没有 ERMS, 数据都是自己做的，图书馆要对这些数据库很了解，

这样你可以买真正需要的数据库，而不是什么人觉得什么是重要的”。 

（20）关于信息咨询问题的探讨。 

许*新：“图书馆员要努力提升职业素养，一视同仁的收集管理挖掘利用各种文献，

并一视同仁的为各类用户服务”。 

（21）关于科技查新问题的讨论。 

燕大圕君：“麦子老师，你们美国有科技查新吗？”麦子：“没有”。天地方圆：

“因抄袭泛滥，创造出查新”。 

（22）期刊归类问题 

左岸以西：“《中国图书馆学报》算人文社科类 A 类期刊还是 B 类期刊呢？” 图

谋：“那类‘标准’是自定义的。 刚好看到某高校新出台的政策中定义的‘权威

期刊’：“人文社科类权威期刊包括：《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文学评

论》、《外国文学评论》、《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

《经济研究》、《教育研究》、《心理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语文》、《文

艺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体育科学》、《统计研究》等

18种，其上还有一个级别，奖励力度为‘权威期刊’的双倍：中国社会科学、《新

华文摘》全文转载论文”。图谋：“不同的机构，政策可能大不同。同一个机构，

不同阶段的政策也可能大不同；同一个机构，需要留意其有效时间范围。” 

（23） 中科院在职研究生毕业论文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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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玺：“至少 3篇核心吧”。 

（24）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用户情况 

柴柴：“不知道现在各学校都用什么软件呢？” 临沂大愚：“我们这边有用汇文

的，中小学有用华夏的”。柴柴：“刚才看到一款图书馆系统的软件，是 FREE的，

有点想试试”。萧然：“这种软件可勉强管理农家书屋”。柴柴：“ KOHA is built 

using library standards and protocols such as MARC 21, UNIMARC, z39.50, 

SRU/SW, SIP2, RDA, ensuring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KOHA and other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KOHA uses a MySQL relational database. KOHA 

is used worldwide by libraries of different shapes and sizes and is 

available in different languages.” 萧然：“国外的不清楚。我以为是国内

的一些软件呢”。柴柴：“元数据都可以适用那么多种，关联数据库，多语种，多

元数据类型，我准备试试”。 

（25）关于高校奖学金问题的思考。 

麦子：“大陆各校抢人才，高额奖学金无上限！不仅北京大学的奖学金总额在 5

年内增加 3000万（人民币，下同），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都卯足

全力，用高额奖金招揽学生。据《北京青年报》报导，大陆各高等学校近年来奖

学金总金额、人均奖金额度都呈现上涨趋势。北京大学 2008 年各项奖学金总额

不过 1200 万元，到 2013 年数字就已飙升到 4123 万元，翻涨了近 3.5 倍。为了

奖励优秀学生，北京清大每年的‘特等奖学金’也从一开始的 1000 元提高到每

人 1.5万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各学院为了招揽飞行器设计、机械等方面的人才，

也成立每人 10 万至 20 万不等的奖助学金方案。21 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

示，随着社会捐资、校友出资的金额逐渐扩大，学校设立奖学金的种类越来越多。

尽管范围已经有在扩大，但与国外相比，大陆现在高校奖学金的种类仍然不够全

面，仍需继续扩大覆盖范围，让更多学生获益”。 

（26）美国某校退休馆员的待遇 

麦子：“因为我的职称评定委员会主席的任期还有 2个月，所以今天又开了个会，

看了一份卷。我们这个委员会直接对管学术人事的副校长负责。卷的内容是对一

个退休的馆员的荣誉馆员称号的批复。所有工作十年，到了正馆员级的人，在退

休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叫 librarian emeritus/emerita（男的是 librarian 

emeritus, 女的 librarian emerita）这样一个头衔。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唯一

的实在性东西是：可以终身保留学校邮件地址，这样可以用电子数据库，二是有

一张免费的学校停车证，否则，你和外面人一样，每天停车 6块。当然，退休的

位子不是太好，不过，有也就不错的，毕竟现职的都要付钱的”。 

（27） 大学章程里面涉及图书馆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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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哥：“群里面有谁知道大学章程里面涉及图书馆的条文？” 许*新：“ 学校图

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后勤管理与服务体系，为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服务，保

障教学、科学研究、行政管理等各项工作的开展”。 

（28）《图书馆报手机报》 

图谋：“今日的《图书馆报手机报》可以看了，内容保括上半年图书馆界关键词

盘点、公共图书馆转型讨论等等”。“群文件中发过其 APK,安装一下，就可以免

费看”。“电子报：http://m.xhsmb.com/20140711/edition_1.htm”。 

（29） 劝学之打油诗：请君入馆 

Lee:“截图转文字：宿舍懒人呆,电脑把眼坏，若来图书馆，心情定愉快！沙发

和圆桌，环境真不赖，空气无比好，热天很凉快！手机可上网，wifei全覆盖！

百万图书有，新书月月来，闲可阅报刊，累了电影在！学霸携女神，等你展风采，

座位很有限，请君快快来！——贵工商图书馆欢迎您” 

 

（30）关于 SCI的讨论。 

 winwin：“麦子老师，你们的 SCI 数据库服务有什么细化的东西吗？” 麦子：

“没有”。winwin：“美国人不看重 IF？影响因子？”。麦子：“也看重，但老师

往往自己找，我们每年买 sci就是了”。麦子：“这其实是很旧的东西了，几十年

了，当然，自从中国学人发现了它，就成了 stupid chinese index”。Winwin：

“中国愈演愈烈”。素问：“号称搞学问搞研究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迷信 SCI”。

winwin：“并不是作者要迷信的，是评估逼着机构迷信的，机构再把压力转到作

者头上”。柴柴：“现在大家也在自查这些，但 SCI的考评模式不是一天两天能改

变的。模式不改变，研究就浮燥”。winwin：“SCI今年的 JCR怎么到现在也没出

http://m.xhsmb.com/20140711/edition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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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呢？”巧果：“好像说是 7月底”。“JCR要嵌入到 InCites上？国内买 incites

的很少”。巧果：“平台整合”。winwin：  

 

（31）关于 24小时阅览室的设置问题。 

娜的星空：“24小时阅览室取消啦！因为晚上男生躲在洗手间抽烟会增多，安全

防火隐患大！” 茹玉：“要是 24 小时开放，阅览室要几班倒呢？” 娜的星空：

“如果开是流通馆员大轮班！” 柴柴：“到时候一幢楼里面能有两个学生算不错

了”。茹玉：“那也太浪费图书馆里的公共资源了。校领导要分析一下学生提出的

诉求合不合理，不能一味地采纳满足学生提出的建议。” 

（32）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 

平平：“麦子老师你参加华人图书馆协会吗？”麦子：“我是终身会员，但只参加

一些当地活动，因为等于朋友聚会，其他就没有怎么参加。他们有巡回报告，我

参加过一次，一般都是夏天，这种巡回，比较累人。这次好像去云南，几个月前

看到征集发言人的通知”。平平：“我就在参加这种会”。麦子：“最大的问题是，

因为参加人是自己报名的，说的话题未必是他们最熟悉的。而且，还有国内的选

题。比如，比如国内提出要讲 knowledge management, 这其实是个很老的 40年

前的课题，一般人根本不了解，只能去找东西看了以后再说。而美国做的东西对

国内也有可能是脱离实际。左右为难”。 

（33）关于撰写图书馆论文的探讨。 

娜的星空：“有个中国最勤奋馆长，写了 300篇论文”。广州书童：“一个月一篇，

要写 25年”。娜的星空：“好像南方那边的 

有个中级一年写 12 篇”。鱼雷：“黑龙江有一位年产二十来篇的”。茹玉：“论文

要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才有用，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一约空文”。麦子：“我们这里

也有一位，只写东西，不做任何图书馆的事，有一次一个月打了 6000 美元的长

途电话，结果馆里要他自己付”。茹玉：“以前还有的领导（馆长）拿单位里的业

务经费为自己出书立传，为了自己评高级职称”。 

（34）关于知识管理问题的探讨。 

柴柴：“Knowledge management这几年很火”。茹玉：“知识管理这个话题是老生

常谈。这是李华伟出道时流行的话题”。麦子：“他 80 多了”。鱼雷：“知识管理

的前提是知识显性化，知识显性化就必须物化，而物化了的知识，就是文献”。

柴柴：“鱼雷老师，我不是很同意你的看法”。鱼雷：“知识如果不显性化，还在

我脑子里呢，你怎么管理？”柴柴：“知识管理的前提是知识揭示，知识揭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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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知识及其规律的揭示。文献只是罗列的数据”。茹玉：“文献的搜集－整理－

利用”。柴柴：“茹玉老师，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大致是这样，只是现在载体、形式

变了。文献只是一种载体形式，或者说一类知识”。鱼雷：“文献著录准则中对文

献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知识显性化的途径是记录，只有记录下来

才有可能进行管理。口耳相传的你是管理不了的”。茹玉：“现在文献的载体形式

更多样化了！”鱼雷：“正因如此，几年前图情界大谈了几年知识管理，结果呢，

现在几乎没人提了。知识管理最初是企业人士提出来的，目的是在企业内部实现

经验共享”。“但是他们没有文献学的概念，不知道事实已经记录就变成了文献”。

罗：“通过数据挖掘课程的学习，我发现统计学越来越有用了”。鱼雷：“数据挖

掘，还有现在炙热大数据，都是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没有统计学的数据挖掘，

就像图书馆没有排检法一样”。茹玉：“图书馆里的统计学的数据挖掘就像文献资

料的分类编目一样重要”。罗：“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要把图书馆的服务开展好，

图书馆很多基础数据一定要有。比如入馆签到数据、借阅数据、采购数据等”。

茹玉：“统计学的数据挖掘又为文献资料的采购分类编目、借阅流通、参考咨询

等项读者服务工作服务的”。Wjew：“要让所有的馆员都有这样理性的习惯，多难

呀。所以先得有一部分人做起来，不因善小而不为”。茹玉：“要实行继续教育，

进行普及推广”。Wjew：“我以前与一些图书馆学家交流，我的意见是，图书馆中

不是学图书馆学专业的人的问题，而是非图书馆学专业的同行的图书馆学情感与

思维方式，如何按图书馆的规律方式去做事，专业没有好与坏，但是在什么行业，

应该按什么行业的思维方式去做事”。罗：“我在想一个问题，内行事应该由内行

人干，但如果内行的事，全都由内行的人来干，会是什么结果？” wjew：“不能

全由内行人，正所谓影响的作用”。Wjew：“某些共识的东西一定要强化”。娜的

星空：“外行人能拓宽思维”。Wjew：“正所谓这些年，有的人谈‘共识’，内行与

外行，久了就没有了，都是内行了”。娜的星空：“共识属于行业方法论基本价值

观”。Wjew：“所谓内行，也不能停止学习、拓展自己的知识与眼光”。娜的星空：

“要积极吸收外行思维方法技能”。Wjew：“其实不应该用‘外行’一词”。鱼雷：

“应该说吸收其他领域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而不是简单地拿来个什么概念就当

做‘概念创新’了”。Wjew：“这也是为什么好多非图情专业的馆长，也很有成就

的原因。图书馆毕竟也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鱼雷：“就像当年我们图书馆界的

专家把知识管理当成了概念创新热炒几年，实际上是在阻碍图书馆学的发展”。

Wjew：“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被专家牵着走的”。茹玉：“知识管理：对知识、知

识创造过程和知识的应用进行规划和管理的活动”。鱼雷：“老话说‘书生误国’，

其实那是还没有专家这个词”。“每一个人如果都在自己的岗位做一点自己的贡

献，就足够了”。克莱蒙：“各位老师都是多年的实践者，我一定程度上理解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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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但是，图书馆专业的人一定要占够比例。愚以为以后图书馆专业的人在

图书馆会越来越多，专家会减少的，也不是个个是专家。 只有通过专业化培训

的人才能有做这项工作的职业精神。至于百花齐放，可以选择不同专业背景的人

培训。欧美似乎都是这么做的。我们现在专业化不够，可能是图书馆学教育就有

问题”。Wjew：“一是教育，二是现在大学图书馆的准入制度相关”。Wjew：“现在

都要 211以上的硕士生，没有那么多图情专业。同时，学科服务如火如荼，于是

便正大光明有了进其他学科的理由”。“尤其是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确实需要多

学科的融合”。 

2 其它相关信息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分享 关于圕人堂群的议题式交流机制  

2014-7-4 08:01  

圕人堂群 2014年 5月 10日成立，目前（7月 4日）群成员数为 518人，

活跃成员数达 276人，占总比 0.53。圕人堂群建群两月的重要成果为《圕

人堂周讯》。《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 QQ群一周交流信息，对圕人

堂全体成员公开（通过 QQ群邮件推送）、同时亦对社会公开（当前主

要通过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公开）。《圕人 ... 

个人分类: 圕人堂|65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2 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4年 7月 11日 17:00:43，群成员达 526人，本群容量为 1000人。 

4.延伸阅读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08873&handlekey=lsbloghk_80887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8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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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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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总第 8期 2014070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9083.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7期 2014062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7134.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6期 2014062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5126.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5期 2014061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162.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4期 2014060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1047.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期 2014053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9067.html 

圕人堂周讯（20040523）（注:总第 2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7053.html 

圕人堂周讯（20140516） （注:总第 1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488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908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713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713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512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5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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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总第 9 期 2014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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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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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让让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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