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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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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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周讯（总第 91 期 20160205）

1.圕人分享

天天有书香：“《河南图书馆学刊》2016 年第 1期：‘读书是太阳下面最美好的事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c3w.html” 新语新圆：“拿来细读

下，学习了。”

惠*澈：“每周声音│从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看高校馆对外开放

http://url.cn/gCBVGN 。”

刘*平：“2016 让阅读成为一种信仰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kwNzM0Mw==&mid=402730167&idx=7&sn=dd0

ae28c89641c7b9f938bf98453a07c&scene=23&srcid=0130Ob0tEH8bbUfoRof8T752#rd”

“好好读书｜搜狐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推春节书单

http://3g.k.sohu.com/t/n116299924 ”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2 月 5 日 http://m.xhsmb.com/20160205/edition_1.htm，看

点：民间图书馆杂•书馆深度报道。”

图论坛刘编：“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QxMTAwNA==&mid=401929123&idx=1&sn=4bf

509adf5d947262d170e7907e0b84e&scene=23&srcid=0202McF0FhFfcJm3uF4xHa5i#rd”

印度阿三：“好文章，谢谢分享。现在很多人开始关心乡土中国研究。”

芳草天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策略（上）初景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2137856&idx=4&sn=e9b

4a5a3768e700b5bbf179deed30be0&scene=23&srcid=0203agPwaIYJTvQK6DmHguy6#rd”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策略（下）初景利 http://url.cn/Z2krSL”

福蛙：“2015 年总局共批准创办 57 本新期刊、更名 116 本期刊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E5MjgxOA==&mid=402390721&idx=1&sn=8fc

d558a8e943cd0f98d7bda14d908a4&scene=23&srcid=0203EpbaFbpuqg4zW9shA58C#rd”

图谋：“2015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发展图书馆事业 聚集社会推动力》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56229238/884407f62f664044bc2e97e09ed49626，

央视网视频，56 分钟，质量不错。陈的演讲开始于 2分 50 秒，之前是主持人作介绍。

据悉，《图书馆论坛》将刊发广州市人民政府陈建华市长在 2015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上

的主旨发言《发展图书馆事业 聚集社会推动力》全文。本文摘录部分‘金句’，附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c3w.html
http://url.cn/gCBVG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kwNzM0Mw==&mid=402730167&idx=7&sn=dd0ae28c89641c7b9f938bf98453a07c&scene=23&srcid=0130Ob0tEH8bbUfoRof8T752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kwNzM0Mw==&mid=402730167&idx=7&sn=dd0ae28c89641c7b9f938bf98453a07c&scene=23&srcid=0130Ob0tEH8bbUfoRof8T752
http://3g.k.sohu.com/t/n116299924
http://m.xhsmb.com/20160205/edition_1.ht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QxMTAwNA==&mid=401929123&idx=1&sn=4bf509adf5d947262d170e7907e0b84e&scene=23&srcid=0202McF0FhFfcJm3uF4xHa5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QxMTAwNA==&mid=401929123&idx=1&sn=4bf509adf5d947262d170e7907e0b84e&scene=23&srcid=0202McF0FhFfcJm3uF4xHa5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2137856&idx=4&sn=e9b4a5a3768e700b5bbf179deed30be0&scene=23&srcid=0203agPwaIYJTvQK6DmHguy6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MjMxMw==&mid=402137856&idx=4&sn=e9b4a5a3768e700b5bbf179deed30be0&scene=23&srcid=0203agPwaIYJTvQK6DmHguy6
http://url.cn/Z2krS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E5MjgxOA==&mid=402390721&idx=1&sn=8fcd558a8e943cd0f98d7bda14d908a4&scene=23&srcid=0203EpbaFbpuqg4zW9shA58C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E5MjgxOA==&mid=402390721&idx=1&sn=8fcd558a8e943cd0f98d7bda14d908a4&scene=23&srcid=0203EpbaFbpuqg4zW9shA58C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56229238/884407f62f664044bc2e97e09ed4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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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央视网视频链接信息。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3372.html”

图论坛刘编：分享文件(新)陈建华在 2015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上的嘉宾演讲（送发表

版）.doc 下载。“广州市长陈建华先生的中图年会主旨报告——《发展图书馆事业 聚

集社会推动力——在 2015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上的主旨发言》，终于拿到，并第一时间

分享。欢迎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市长’‘图书馆论省长’‘图书馆校长’，如此，无

论是高校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均会进一步凯歌高进！向目前大陆唯一的‘图书馆市

长’致敬！感谢广州图书馆的同仁，非常重要地处理这篇作品。我想，任何一个重视图

书馆的高层领导，都会名垂青史，因为图书馆是保存文明痕迹的地方，传承这些高层领

导对图书馆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是我们行业的分内之责。我想向高层喊话：想名垂青史，

就建设图书馆吧。”

2.问题解答

1）打开 swf 文件用什么软件好

草儿：“swf 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更好啊？”海边：“ flash player。”海边：“播放

器都行。”天外飞仙：“splayer 全能。”草儿：“我安装了 flash player 也没打开

啊。”海边：“影音风暴呢？”天行健：“暴风影音完全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的。”

xiaowei：“直接拉到浏览器中就可以播放了（前提是装了 flash player 插件）。”

2）图书馆馆员该怎样做科研比较好

Pumbaa：“可能因为我不是图书馆专业的原因，最近看了些论文，突然发现好多都是各

大学管理学院的专家教授写的，个人感觉图书馆馆员与管理学院还是有较多不同之处。

就想问问图书馆馆员该怎样做科研比较好？”广州书童：“切合自己兴趣，又能对工作

有点帮助就好吧？”Pumbaa：“嗯，比较茫然，馆里鼓励科研，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也

曾发过两三篇文章，不过自我感觉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啥章法。”嘉懿：“根据

自己的兴趣结合热点问题，多来圖人堂聊聊。”麦子：“每年这个时候是写总结的季节，

低级别的馆员 2年一次，中高级 3年一次，然后就是评级。当然，每人是要写自述。看

了这么多年的自述，觉得文笔好和过去读什么大学很有关系，好的学校，难进，而且综

合课程扎实，所以，往往毕业的，会写，总结性强。但一般学校的，笔头就差些，总结

性差，所以，写的东西冗长，让看的人无法看出重点，很头疼。大学其实学的东西，很

多后来是用不上的，但学习的方式，归纳能力和写作技巧这种基本的东西，是可以让你

受益一辈子的。我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大中小学基本没有读东西。”信手拈来：“没

错，文字能力是上学时期训练出来的。包括思维逻辑和书面表达。”麦子：“@信手拈

来，另外，能够衍生的知识和技巧对人长期的益处很大，而对单纯的事实记忆，如果以

后没有直接用上，一般就是浪费时间了。”

3）图情期刊的投稿选择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33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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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求助：我们图情 CSSCI 期刊中，哪个刊物审稿、见刊相对快？是应用系统开发。”

河北芝麻：“图书情报工作。审稿给的意见特别到位。”郑*来：“情报杂志。”广州

书童：“如果是今年八月底要见到，核心似乎都有难度。” 河北芝麻：“图书馆建设。”

广州书童：“图书馆建设从投稿到录用五个月能搞定？”河北芝麻：“差不多。能不能

六月底发出来不清楚。”广州书童：“图书馆论坛很不错，推荐你试试。有信心的话。

审稿的从编辑到专家都很敬业。”河北芝麻：“嗯，论坛确实很敬业。”广州书童：“也

很专业。”石头：“图书情报工作录取过一篇，退修意见很到位，但是退稿意见都是套

话。”广州书童：“图书馆建设也不一定可以这么快吧？”河北芝麻：“情报资料工作

假期审稿吗？”天行健：“图书馆学研究，速度快，别嫌不好，试试吧。”广州书童：

“图书馆学研究是不是核心了？”石头：“图书馆学研究是 cssci？”诺：“是的呢。”

芷芸：“图书馆学研究不是核刊了。”泉州师院：“应该是南大核心啊。”惠*澈：“核

心和 C刊不完全吻合的。”Pumbaa：“我也是偏系统开发方面，做系统很花时间和精力，

但发文章不容易。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差不多每期发几篇应用开发类，但现在不算北大核

心了。”飞雪：“是南大核心哦。南大核心比北大核心更好点。好多高校认 C。” kaNig*：

“图书馆学研究是南大核心。”湘图：“关键还不是双核心，要是双核心，数一数二的

刊也就罢了。” Desper*：“图书馆学研究，有两次第一天投稿，第二天就收到录稿通

知！他们的审稿好像并不是三审制度。而且，他们没有退修，基本都是录用的话，直接

就出刊了！”闽南师大陈*：“不是每年都是核心的刊物，最好不要投为妥。”

4）没有博士学位的初级职称人员能否申报国家社科的青年项目

动感豌豆：“问：国家社科要求高级职称申请，青年项目则不受此限制，要求具有博士

学位，没有博士学位的需要推荐信。那么没有博士学位的初级职称人员能否申报。”广

州书童：“很明显，需要找几个专家推荐。” 寿曼丽：“初级不可以吧，青年项目也

要中级职称。”Desper*：“仔细读要求，里面说的很明白的，必须中级以上。”

5）noteexpress 教程

凤凰：“哪位提供一个 noteexpress 使用教程。”凤舞九天：“用 endnote 吧，noteexpress

没意思。” 梦凡 ：“noteexpress 知识库

http://www.inoteexpress.com/wiki/index.php/%E9%A6%96%E9%A1%B5”

3.即兴论谈

1）市长与图书馆

图论坛刘编：“一部历史，官员何其多也，但能被后世记住的几稀。就连数量有限的皇

帝，也只有少数几个被民众记住。建设图书馆，佳名传后世。陈市长在 N年前讲话云：

在手握重权时不重视图书馆，退了才重视图书馆，不值得尊敬。台下听课的刘编，热血

沸腾。我们的对岸也有一位图书馆市长。能获得较高口碑，就是因为在任内新建了某图

http://www.inoteexpress.com/wiki/index.php/%E9%A6%96%E9%A1%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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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可以说：大力建图书馆，轻松赢大选票。”嘉懿：“在民生政治话语下，官员的

激励从‘为增长而竞争’变成‘为民生而竞争’。” 图论坛刘编：“陈建华市长是三

部曲：一是基础设施；二是人才建设；三是法治建设。三管齐下，大事可成。他不是仅

仅修一个图书馆就完事，二是做了长远的谋划。这正是值得敬佩之处。”图谋：“我觉

得‘智库’的作用也很关键。包括这篇演讲稿，很可能有智囊团。” 广州书童：“智

囊团？”欣然读书：“@刘编,[我想向校长喊话：想名垂青史，就做‘图书馆校长’吧]。

只可惜校长听不见。” 广州书童：“市政府研究室专门为领导写稿。但是主要思想还

是要领导点，大纲还是要领导定出来。” 图谋：“领导负责‘点睛’。”图谋：“这

篇演讲稿质量很高，里边有好多‘金句’。摘录几句：1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知

识的宝库。纵观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世界历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

华，都有图书馆发展的身影。图书馆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不仅是对文史资料的记录保

存，更是人类增长知识、开发智力、传递信息、拓展视野的重要课堂，是推动社会进步

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可以说，世界图书馆发展史折射的就是一部人类社会的进步史。

2 回眸历史，大凡能成就一番事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等，都无不例外地与图书

馆有不解之缘。3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图书馆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

重要标志。它是城市的‘文化客厅’、读者的‘公共课堂’，是一所没有围墙、没有门

槛、没有学制限制的‘编外大学’。4 就一座城市而言，图书馆体现的不只是城市的文

化符号，更代表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力量和精神特质。一座城市可以没有酒吧歌厅，但绝

对不能没有公共图书馆。没有酒吧歌厅的城市，少的只是灯红酒绿；但没有图书馆，这

座城市缺少的就是精神粮仓，人类灵魂就找不到栖息之地，人民群众就会失去精神家园。

5 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让每个人共享利用全人类的文化教育资源、获

得更好发展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广州书童：“我只能说我知道这个稿子大致来

源情况，也提供了一些数据。但是这个稿子绝对是领导自己对图书馆的思想和思考。如

果现场听可能更精彩更有料。其实文化局找了专人写了一个其实也很好的代拟稿提交上

去，基本没采用。”图谋：“我也听了一小会现场直播，演讲水平很高。”图论坛刘编：

“陈市长在 10 年前在宣传部长任上，已具图书馆思想与雄心，我那时听过他的一次内

部讲话，其对图书馆的认识可谓远超我们很多图书馆同仁。十年前，图书馆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想象。他的那是讲话，由于是内部，用语非常精辟，非常精彩，中图报告由于

特定的场合，但仍然令人血脉喷张，在我国图书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图谋：“如

果能有现场直播视频更给力。这将是上好地‘图书馆营销’素材。各级各类馆长及其分

管领导，如果愿意学习学习，可以从中受益。”广州书童：“市长的演讲口才确实高！

不仅收放自如，而且时间把握精准。”广州书童：“当时有直播的？视频中图年会网站

应该有？”图谋：“我指的是单独的，视频版、文字版两种素材供选择。”图论坛刘编：

“陈市长本身具有情怀，本身有很强的思想力，有很强的语言和文字表达力，他是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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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级领导的大秘，又是主镇一方的文化大员，这些都表明他的文稿的文采和思想性。

虽然刘编因为种种原因，未能现场听报告，但很多从会场出来的馆员都超赞。正因为如

此，加上其他的因素，《图书馆论坛》第一时间请求发表文稿。”娜佳：“如果有办法

能让我们校长看到就好了。”

2）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R）图书馆新主页

麦子：“我们图书馆花了一年重新设计的网页终于试运行了，http://betalib.ucr.edu，

我们这次开始每个人包括管理员都有个人网页和联系方式。”信手拈来：“值得借鉴。”

麦子：“@信手拈来，不知最大感想是什么？”信手拈来：“@麦子，因为我们馆的网站

运行已有十多年，正在酝酿改版，所以关注你们的设计理念。但现在只是用手机管中窥

豹，不得全貌。待会开了 P C 再仔细浏览一下。”麦子：“我们另外是有手机版的。”

信手拈来：“手机屏幕小，网站没用自适应，看起来吃力，不过注意到首页上的那个 menu

切换很别致。”麦子：“这是现在的手机版： http://m.library.ucr.edu，当然是旧

的。”信手拈来：“专门做个手机版当然很好，不过，如果网站本身如果能自适应也会

让用户更方便，毕竟现在的 PC 显示屏尺寸也有差异。”福蛙：“请问麦子老师，你们

是有多少人负责这个网站设计，有购买商业代码吗，还是自主开发设计？”麦子：“@

福蛙，Drupal 的，但自己做的，大概有 2个人最主要，但内容上很多人参与，我们极少

外包。”麦子：“@信手拈来，手机版似乎很容易，而且可以自己转的。”草草：“@麦

子，国外图书馆网站普遍设计的简洁明快。不过新设计的这张网页搜索框图上居中是醒

目了，但似乎破坏了原图风貌，下移点不知会好？”麦子：“@草草，你说的太对，我

也觉得好像是眼前给什么遮住一样。”草草：“有点突兀感觉，但为了突出 search 可

能只好牺牲点视觉上的感受。”麦子：“我觉得可以兼得的。”草草：“国内网站用 flash

以及重色彩渲染的居多，所以还是很欣赏国外一些图书馆网站清新简明的风格。”麦子：

“@草草，brand control 就是学校的品牌控制比较严，最大是体现在颜色上，我们只能

用这两种特别的黄和蓝。主要用这两种色调。学校内也是如此。”麦子：“@草草 每个

学校都是这样。”

3）牛津大学波德良图书馆的涂色书

Nalsi：“作为一个可能的图书馆服务的点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402870474&idx=1&sn=f13

0d0921296a45b0177690211e89080#rd” 惠*澈：“特色馆藏如何辨，@Nalsi，遥指涂色

书。” Nalsi：“不懂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郑*来：“是有插图，让读者看时，可

以上色不罚款的那种？”郑*来：“We hope you enjoy this Colouring Book full of

illustrations from the Bodleian Libraries’ Polonsky Project and John Johnson

http://betalib.ucr.edu
http://m.library.ucr.edu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402870474&idx=1&sn=f130d0921296a45b0177690211e8908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402870474&idx=1&sn=f130d0921296a45b0177690211e8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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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Print this book, have fun colouring in and please share your drawings

with us on Twitter from February 1-5 by including the hashtag #Color Our

Collections and @bodleianlibs in the text.打印这本书，着色，还可以分享作品。

不是在原书上着色。”企鹅孔雀：“很好的创意，推广特色馆藏!”麦子：“不过要指

出的是，这些书似乎都是 incunabula，早期的印刷书，大约 1474-1550 年间印的，类似

的大约有 25000 种样子，珍贵，但我认为鉴赏价值比起此前的手工绘首字母和画的手稿

是差太多。在当时人看来，就像是 20 世纪初中国的经济石印本，很廉价的东西，当然，

毕竟有 500 年了。”Nalsi：“恩，是。里面有趣的并不是特别多。我也在想象如果有

人用手写本做彩绘书就太酷了。”郑*来：“我觉得年轻人有一批，很喜欢看漫画。如

果把这个创意用在一些畅销的漫画书上，应该效果不错。”

4）耶鲁图书馆与颜真卿的渊源

麦子：“网上看到有人介绍耶鲁图书馆，因为这网站国内没发看，而内容又难转，所以

就拍下。我大约去过 110 所大学的图书馆，但耶鲁的排第一，因为图书馆好不说，对游

客也比较友善，可以随便进。每到一个学校，我基本上找两个地方，图书馆和书店，其

实学校的品牌，看后者更清楚。好的学校，后者很热闹，规模也大，当然，卖书是次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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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紫：“耶鲁大学与颜真卿有何渊源？中文之外，还刻着另外七种古代文明的文

字，从左至右分别是克罗马农人岩画、古埃及象形文字、亚述楔形文字、古希伯

来文、阿拉伯语、古希腊语和玛雅文字。图书馆的设计师是耶鲁 1889 届的校友

詹姆士·G.罗杰斯，大楼落成之前，他请东亚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历史学家朝

河贯一取一段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文献，刻在门楣上作为装饰。朝河贯一精选了

一段颜真卿晚年书写的传世名作《颜家庙碑》中的文字:‘卿兄以人臣大节，独

制横流，或俘其谋主，或斩其元恶。当以救兵悬绝，身陷贼廷，旁若无人，历数

其罪。手足寄予锋刃，忠义形于颜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为了纪念这位

被忽略的思想家，日本《东京新闻》资深编委清水美和，出版了新书《与‘骄狂

的日本’斗争———朝河贯一和日俄条约谈判的内幕》，这本书完整地介绍了朝

河贯一在日俄战争结束前后的思想与活动。他作为历史学家，对日本的封建制度

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此外，他也是当时在美国的著名外交评论家。日俄谈判时，

朝河贯一以民间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和自由主义

理念，对当时成为双方谈判指针的耶鲁大学谈判案起到了重要影响。耶鲁大学谈

判案除了延续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外交原则外，值得关注的是，

它还要求战胜国日本放弃赔偿金和割让领土等诉求，这与朝河贯一的努力不无关

系，但遗憾的是，后来《波茨坦条约》被日本舆论批评为软弱的条约并在日本国

内遭到强烈抵触，日本也由此走上了与朝河贯一的希翼相反的帝国主义道路。

1909 年，朝河贯一出版了《日本的祸端》一书，对日本的膨胀发出警告，要求

维护中国的权益，并对日美对立的前景感到担忧。1915 年，他还亲笔致信大隈

重信，就日本的对华外交提出三点建议：日中互利共进；中日做健全的友好邻邦，

帮助中国摆脱西方列强束缚，实现东亚独立主权；由中日的共同进步来实现健全

的东西方关系。不幸的是，他的努力并未奏效，正如他早就预见的那样，日本发

动了二战，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并通过偷袭珍珠港与美国开战，最终以失败

告终。尽管在正式的历史文件中，朝河贯一的名字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作者清水

美和还是从一些重要的史料中追寻到了这位思想家的足迹。”

5）图书馆卫生间标志的设计

图论坛刘编：“【走，去芳村图书馆上卫生间——广州荔湾图书馆芳村分馆观瀑

亭、听雨轩设穿衣镜，超赞】看一个城市的文明，公共图书馆是重要指标。看一

个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卫生间是一个窗口。广州地区图书馆事业如何？让我们去

看看那里的卫生间。以广州市荔湾区图书馆芳村馆卫生间为例，可谓雅间。它赢

于高档酒店的一个地方是每个雅间设有一块高近 2米、宽近 40 厘米的穿衣镜，

饱受欢迎。细节就是力量，必须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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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小波博士安息

图谋：“别了，小波博士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3739.html

祈愿小波在天堂永远乐活与安宁！”贵阳梦*：“已阅读，感觉好人不长命，可

惜图情业内少了一位人才，愿逝者安息！”图谋：“小波是咱们圕人堂成员，今

天是他的告别仪式。一篇悼念文字算送他上路。同时，祝愿生者珍重生命，福寿

康宁！”伊丰：“@图谋，我会去他老家送他最后一程。”伊丰：“张厚生硕士，

黄如花博士，才品俱佳。”gaozy：“天妒英才啊！这也提醒了我们，该嗨就嗨，

别端着，什么身份地位，什么学历学识，都敌不过命。愿逝者安息，我们珍惜生

命。”广州书童：“年纪轻轻，太可惜！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图米：“环

境污染太厉害，得病的越来越年轻。”瘦身娃娃：“逝者安息，生者珍惜！”阿

华田：“ 天啊，这是真的吗？我早两年还和小波通过电话呢！”阿华田：“@

伊丰，他老家在哪啊？”伊丰：“如皋。”gaozy：“同志们，朋友们，来迪思，

金涛们，不要沉浸在天妒英才的低沉情绪中，让我们动起来，我提议，大家想想

看我们圕人堂能做些什么安慰的事。” 阿华田：“我写一篇博文纪念一下小波

博士。” 伊丰：“谢谢。”图论坛刘编：“珍惜身体，就是爱家，爱事业，爱

国。愿逝者安息，生者珍惜。又想起了斋主的话：拼命长。命长，确实是需要的。”

印度阿三：“斋主说过命长你就可以成大牛了。”广州书童：“要活得好活得久

是主观愿望，但是要努力让愿望实现。”图论坛刘编：“剩者为王！”gaozy：

“做人呢，最重要的是开心。”图论坛刘编：“人生或者有个取舍，或者需要耐

心。比如，十年才能做的事情，要求两三年做到，必须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当然，

在社会评价机制中，很多时候是逼着我们两三年去做十年才能做到的事情，唯有

如此，才能获得某些东西，在这个时候，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显得非常重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373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37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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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尤其是一些 80 后和 90 后，基本上独生子女，生命和健康属于很多

人，一个人出故障，会殃及几代人，牵涉甚广。——仅从这点来看，每个人的生

命都非常重要。珍惜自己，少留遗憾，加油！自勉。”

7）图书馆招聘拥有高学位的馆员

麦子：“今天图书馆招聘了一个新馆员，有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其中包括一个

图情硕士。”麦子：“我说是学位。”33 码半：“好牛。”麦子：“我觉得找

博士是可以，但要以图情硕士为基本要求，不可以其他学位替代。”广州书童：

“一个人读了那么多学位，也是牛人啊。”素问：“@麦子，那他/她博士是读的

什么专业呢？最后入围面试的对手有几个？对手有没有博士学位？”麦子：“@

素问， 生态学，他是唯一的面试人。”麦子：“@广州书童，大约 40 多。”麦

子：“我意思说，如果没有家庭拖累，慢慢在职读，还是可以的。”广州书童：

“现在在职读 一个是学费很高 一个是压力很大。”boson：“@麦子，我猜是最

后读的图情硕士，发现还是要靠这个找工作。”麦子：“大学毕业，读了硕士，

在图书馆做管理员，读图情硕士，找到馆员位置，然后读博士。其实这也是最多

的模式。我的图情学位也不是最后一个学位。” boson：“读了博士之后跳到

riverside？”麦子：“@boson，没有，现在在现在的外州一个馆已经做了 10

年的馆员，博士的学位往往是附加的，原因是招聘广告中没有此要求，因此在具

体评价时，并不能加分，尤其是几个候选人的情况下。”boson：“那么他读博

有什么好处呢？除去个人兴趣因素。”麦子：“个人兴趣罢了，从其他角度看，

读博士真是一个特别笨的办法，当然，这个说法不适合国际学生。读博士适合于

一心想做研究的，或国际学生找工作，否则结果会比较郁闷。周围太多的做实验

员的博士，有时一做就是一辈子，而工资还不如图书管理员。”boson：“有兴

趣，有梦想吧，我认识一个土博士，在国外做了千年博后，最终拿到教职了。”

麦子：“这往往是以很多找不到教职的人做底。”素问：“@麦子，这位博士读

的专业是不是不好在美国找工作？”安哥拉兔：“不会是生物专业吧。”麦子：

“@素问，要么是教授，要么是企业里的人研究人员，但也不好找。”麦子：“@

安哥拉兔，不是生化。生化是很难，但特别优秀的还是有机会。”

(本期由海边 整理）

圕人堂周讯（总第 92 期 20160212）

1. 圕人分享

福蛙：“第 82届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将于 2016年 8月 13日—1

9日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大哥伦布会议中心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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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共享”。http://www.gdlink.net/news/showNews.action;jsessionid=E

D45054283C523824CB4FE605D1649E5?id=160”麦子：“想不到这次 ifla选了个这

么没劲的地点举行，ifla和 oclc也没多大关系。”Nalsi：“看起来应该是有 OC

LC在后面支持的吧。https://www.oclc.org/en-US/news/announcements/2014

/ifla-conference-2016-columbus-ohio.html。”

让让：“2015年创办和更名的图情期刊 http://mp.weixin.qq.com/s?__bi

z=MzA5OTMyNzczMA==&mid=402705906&idx=3&sn=2deb1daa27c08f2a6a0add55bb2

e4099&scene=23&srcid=0205nj6jMUJ7R8U9uCGy45PI#rd。”

33码半：“深圳图书馆兴趣部落；随手拍身边的年味 http://buluo.qq.co

m/p/gdetail.html?type=photo&bid=69825&pid=4353603-1454659182&from=grp

_sub_obj。”

芳草天涯：“淮阴工学院图书馆 2016年新春致辞 http://mp.weixin.qq.co

m/s?__biz=MzAxNzA5NjE1NA==&mid=405523347&idx=1&sn=b16dc5b2ff5397aae32

d7b99ac08388a&scene=23&srcid=0208mfy8t9Arg0rMYXsj3LSD#rd。”

2. 圕人堂里闹新春

a) 圕人共祝新年好

德图小朱：“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德清

县图书馆地方文献室全体同仁以及德清县诗词学会理事会并以个人名义，向长期

以来关心和支持地方文献工作、有志于推广中华诗词文化的朋友们，献上新年的

祝福。祝诸位在新的一年里，快乐多如猴毛，聪敏胜过猴脑，进步犹如猴跑。”

biochem：“祝各位猴年好运，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笨笨 99：“春节临近，送上李鸿章晚年手书的一副对联，聊表祝福：【上

联】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

祈寿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横批】天

天快乐！”

浣紫：“恭贺群里的朋友：除夕您团聚香甜；初一您喜庆新春；初二您福贵

满堂；初三您福慧双增；初四您大吉大利；初五您满载而归；初六您春风满面；

初七您节日快乐；初八您福禄寿存；初九您如意吉祥；初十您万事亨通；十一您

一帆风顺；十二您吉星高照；十三您合家和乐；十四您身心安康；元宵您爱情甜

蜜；给大家拜年。”

xinqing：“担心晚上网络拥挤，赶不上趟！提前给各位拜年了!祝身体更加

健康，家庭更加幸福，人生更加精彩，未来更加美好！祝大家新春快乐啊！。”

annl：“祝各位朋友春节快乐！愿各位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平安，幸福如

http://www.gdlink.net/news/showNews.action;jsessionid=ED45054283C523824CB4FE605D1649E5?id=160
http://www.gdlink.net/news/showNews.action;jsessionid=ED45054283C523824CB4FE605D1649E5?id=160
https://www.oclc.org/en-US/news/announcements/2014/ifla-conference-2016-columbus-ohio.html
https://www.oclc.org/en-US/news/announcements/2014/ifla-conference-2016-columbus-ohio.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402705906&idx=3&sn=2deb1daa27c08f2a6a0add55bb2e4099&scene=23&srcid=0205nj6jMUJ7R8U9uCGy45P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402705906&idx=3&sn=2deb1daa27c08f2a6a0add55bb2e4099&scene=23&srcid=0205nj6jMUJ7R8U9uCGy45P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402705906&idx=3&sn=2deb1daa27c08f2a6a0add55bb2e4099&scene=23&srcid=0205nj6jMUJ7R8U9uCGy45PI
http://buluo.qq.com/p/gdetail.html?type=photo&bid=69825&pid=4353603-1454659182&from=grp_sub_obj
http://buluo.qq.com/p/gdetail.html?type=photo&bid=69825&pid=4353603-1454659182&from=grp_sub_obj
http://buluo.qq.com/p/gdetail.html?type=photo&bid=69825&pid=4353603-1454659182&from=grp_sub_obj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A5NjE1NA==&mid=405523347&idx=1&sn=b16dc5b2ff5397aae32d7b99ac08388a&scene=23&srcid=0208mfy8t9Arg0rMYXsj3LS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A5NjE1NA==&mid=405523347&idx=1&sn=b16dc5b2ff5397aae32d7b99ac08388a&scene=23&srcid=0208mfy8t9Arg0rMYXsj3LS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A5NjE1NA==&mid=405523347&idx=1&sn=b16dc5b2ff5397aae32d7b99ac08388a&scene=23&srcid=0208mfy8t9Arg0rMYXsj3L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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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书雅：“数学证明：2016很神奇 2016＝168＋168＋168＋168＋168＋168＋

168＋168＋168＋168＋168＋168 总共 12个 168，祝大家 2016年每个月都一路

发！ 2016＝666+666+666+6+6+6 祝大家 2016年顺心隨意、顺风顺水、六六大

顺！ 2016=888+888+88+88+8+8+8+8+8+8+8+8, 祝亲们 2016年事业兴旺发达！

发发发！ 2016=999+999+9+9 祝兄弟姊妹们 2016年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

葡萄藤：“有一种问候叫提前拜年，有一种心情叫新年快乐，有一种心愿叫

万事如意，有一种憧憬叫美梦成真，有一种亲情叫合家团圆。有一种牵挂叫岁岁

平安，有一首歌曲叫祝你平安幸福！提前祝朋友们春节快乐，万事如意，美梦成

真，阖家欢乐，喜气洋洋，猴年大吉！”

天天有*：“给您拜年《图林万福》图瑞书泽日月新，林碧木茂涵泳深。万

签插架读为上，福生于微惜年轮。”

苏豆芽：“祝大家猴年猴有财猴有运。”

许继*：“祝各位群友及家人春节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喜气洋洋，

猴年大吉。”

Eric：“ 今天就是年三十了，我祝群里所有的友友们，新年快乐！新的一

年，心想事成。”

一鸣：“祝大家新春快乐，在群里受益匪浅，希望新的一年群友身体健康，

群红红火火。”

叶子：“今天除夕，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财源滚滚。”

岚：“新的一年到了，衷心祝福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

欢乐。”

闲在心上：“祝各位老师春节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徐老师：“各位同仁，新春快乐！”

冷荷：“恭祝群里的朋友们新年快乐，合家幸福安康！”

鲲鹏展翅：“鞭炮唱响猴年到，锣鼓喧天欢声笑，迎来猴年好吉祥，美满申

年喜乐跳，幸福健康身边绕，鸿运来到祥光照。愿您机灵诡秘如猕猴，健康快乐

像马猴，富贵悠然似金丝猴，无忧无虑比猿猴，聪明伶俐胜孙猴，猴头猴脑聪敏

创佳业，猴手猴足攀越赢硕果。在这辞旧迎新之际，祝愿各位同仁在崭新的一年，

家庭成员长康寿，事业再上新台阶，阖家欢乐万事顺，新年快乐!”

烟大圕*：“各位同仁，过年好！祝大家及家人时时平安！事事顺心！猴年

即将到来，张廷广恭祝大家猴年吉祥！”

二水：“给各位拜年！祝春节快乐！事事顺意！”

雪中冰人：“新年快乐，猴年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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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祝我们的父母健康长寿，祝我们的子女开心幸福，祝我们自己诸事

顺遂。”

易乐：“猴年大吉大利！”

朗月孤舟：“新年快乐，梦想成真。”

烟大圕*：“过年好！猴年吉祥！”

李祥：“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家庭幸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猴年大

吉！”

刘*平：“新年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开心最重要啦！。”

烟蕴：“祝各位同仁新春快乐，阖家幸福，猴年猴开心。”

DFLIB：“谢谢群主，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新气象。”

路：“恭祝新春快乐，猴年吉祥！”

罗布泊：“祝全群所有的朋友，新春愉快，幸福安康，合家欢乐，新年大

发。”

晨逍：“爆竹声声辞旧岁，金猴欢蹦迎新春！祝各位老师新的一年身康体

健，家和事兴，万事如意！”

万万：“新年已至，炮声欢响！ 祝大家 2016年猴年大吉，幸福美满，阖

家欢乐，万事如意！”

图道：“谢谢！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左手边*：“祝新年快乐！圕人堂越来越好！”

panpan：“祝大家新春大吉。”

栀子花：“谢谢群主！祝图人堂同仁猴年快乐！”

暮嫣：“祝图人堂同仁新春快乐！万事顺意！”

徐老师：“祝群里的同仁们：新春大吉！事业辉煌！！”

许继*：“祝大家猴年吉祥，万事如意！”

魔比斯环：“祝大家新年好，给大家拜年了！”

贵阳梦*：“祝各位群友新春快乐，财源广进，万事如意！”

河海刘*：“祝大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广州书童：“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Britne*：“过年好，好运来呦！”

湖北工孙*：“大年初一了，向大家拜年了！在此送上最衷心的祝福：新年

快乐，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猴年吉祥，恭喜发财，红红

火火过大年！”

咸阳师徐*：“祝大家新年快乐！工作顺利！阖家欢乐！”

闲在心上：“祝各位老师春节快乐！诸事顺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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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爱：“感恩群主，感恩群友，孔祥爱给大家拜年了，祝所有的朋友新年

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b)圕人堂红包送

四喜丸子：“谢谢大红包。”Little：“这些钱是我从该群抢的，现在发给

大家。”生清：“QQ红包送上，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图谋：“圕人堂祝大家:吉祥，安康！赶紧点击拆开吧 QQ红包”Miss蛋卷：

“谢谢红包，大家新年快乐。”芝麻：“谢谢红包，给王老师及各位同仁拜年啦！”

烟蕴：“祝各位同仁新春快乐，阖家幸福，猴年猴开心。”十七岁*：“谢谢群

主，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新气象。”图谋：“圕人堂 100元包了 200个红包，

5小时内被领完。比领 qq红包爽，昨晚折腾好一会，领了几个红包，没有超过 2

毛的。”城市之光：“腾讯的都一角一角的。”

3. 即兴论谈

（1）编目规则派别
中原劲草：“上月初在北京遇到原国家图书馆负责技术的孙老师，他就说国

内的编目规则有国图、Calis这些，跟美国有国会图书馆、Colc、Ifla这些一样，

搞得各自为政，互不服气，而事实是这些规则也只有图书馆编目员自己能看懂，

而对于图情以外的使用者而言，只要能找到要用的书就行，他们是不懂这些的。

真的不明白，图书馆界咋这多老大呢，而且都争着当？”

Nalsi：“首先应该是‘OCLC’,其次关于标准，有那个著名的牙刷理论：每

个人都得用牙刷，没有人希望用别人的牙刷。不过反过来我也是觉得图书馆有很

多标准和图书馆的标准其他人懂不懂是两件事，放到一起说对于把事情讨论清楚

并没有什么关系。关于第一件事，有很多标准和这些标准之间的互操作性基本是

两件事，有很多标准不一定是坏事（有可能甚至是好事，因为现在一个很公认的

看法是没有一个元数据标准应当能够描述一切事情）。重要的是这些标准是能够

互相沟通以及最大程度上重用的。关于第二件事，‘只要能找到书就行’是对于

读者行为的一个过份简单化而且理想的描述。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用户（看起来人

类的用户会成为图书馆元数据越来越不重要的一种消费者）对于图书馆的元数据

还是有很多需求和行为的。图书馆元数据标准在现实层面的低水平不等于这件事

情是不重要的。”

遇见：“主要是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大量图书重新编目肯定不现实，只要能

找到书，大体上相似就行。显然理论与实际脱离太远，如果全都统一，多大的工

作量，也是对原有图书的损伤。”Nalsi：“满足更多的用户任务和重新编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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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事。”

（2）支付宝集五福真相
凤舞九天：“支付宝集五福真相！马云太牛逼。首先让大家加最少 10支付

宝好友，没有支付宝的注册支付宝，这样支付宝就普及啦，而且支付宝本来就有

四亿网民，做了很好推广！第二，满 10个好友后送三个福，但是绝对没有敬业

福，为了让大家觉得这个游戏真实，放出来 2000不到的敬业福。这样集齐的毕

竟是少数。普通用户根本没有。那么问题来了，没有五个福就不能参与平分 2

亿的红包，那怎么办嘛？开始用别的平台一元众筹‘敬业福’。中国 14亿人，

每人一块钱，就是 14个亿。没那么多也有四亿网民在玩啊。最少四亿，大家明

白了吧，2亿全出自网民，还做了推广。营销，还是马云牛逼。顺便告诉全国人

民: 要敬业！”

图谋：“支付宝领了 3个一元的，缺‘敬业福’。”守望书林：“其它 4

个福咻咻好几个，就是缺敬业福。”江南书妹：“缺《敬业福》的谜底找到了马

云答记者问:记者:请问马总最近全国网友都在关注你，你怎么看？马:这就是我成

功的秘诀，我要他们一年到头都被我牵着走。记:最近大家都在顺便告诉全国人

民: 要敬业！抢福，为什么抢不到敬业福？那怎么又能抢到 2亿红包呢？马:因为

他们上班玩手机怎么敬业？记:但是显示还是有两三千人集齐福了。马:那是我公

司员工，2亿红包只是给大家开心开心，而且让他们一直惦记我到大年三十。”

（3）高校图书馆开馆时间
biochem：“教育部：高校图书馆每周开馆不得低于 90小时 http://news.s

ciencenet.cn/htmlnews/2016/2/338077.shtm。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近日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明确，图书馆在学校教学时间内开馆每周应不低于

90小时，假期也应有必要的开放时间，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全天开

放；网上资源的服务应做到全天 24小时开放。”鲲鹏展翅：“那以后岂不是，

寒假暑假春节都要上班了。”黑天鹅：“假期也应有必要的开放时间，这里的‘必

要’可做不同解读。寒暑假是挺好的阅读时间，有些师生若不回家，兴许有此方

面的需求，借阅流通部分可适当（假期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时间）开放。”

凤舞九天：“好多时候政策只是个别人的一时兴起。”遇见：“可以试着开

放，看看有人来吗？别坐屋子里想当然，每周开两次都没几个读者。不是每个学

校都是一流高校。”黑天鹅：“嗯，暑假留校学生相对较多，可酌情开放。”

闽南师*：“基于尝试开放或者需求调研等读者行为数据做出判断，再制定因地

制宜的开放时间，开放意味着整个图书馆生命体的调适。”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2/338077.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2/338077.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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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淘可可：“图书馆在学校教学时间内开馆每周应不低于 90小时，关于这

一段，我们单位是只开电子阅览室，其他都是行政班。”海边：“电子阅览室?

还有读者用图书馆的电脑吗？”小淘可可：“还有，一般暑假开放，寒假不开，

我们学校学生穷，没有电脑的很多人。”

（4）QQ密码防盗经验
biochem：“近期不少同学的 QQ被盗，请加强保密意识。 请把 QQ密码整

复杂些： 要包括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特殊符号如%&*@#。 密码不低于 16

位。最好 20位以上。”sonorous：“brysjhhrhl2016这个密码好，白日依山尽黄

河入海流 2016年，比较好记忆。”biochem：“yqqlmgsycl2016，刚才我们班一

同学的 QQ被盗，让大家给她交话费，反正遇到汇款之列的一定要电话确认。”

（本期由生清 整理）

圕人堂周讯（总第 93 期 20160219）

（1）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麦兜：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培训班的通知。

时间：2016年 3月 23至 25日，地点：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授课专家：刘洪

辉，初景利。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1/29/news_8701.html

生清：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农业部直属事业单位）招聘图情专业本科及

以上两名，要求勤奋、踏实、具有良好的统计分析能力，精通 EXCEL，熟悉 ST

ATA等统计软件优先。其中：①社会招聘在编员工 1名（需具有北京户口）②

劳务派遣员工 1名。工作地点：北京丰台。单位网址：http://www.cafs.ac.cn

/，简历投递：cafsinfo@126.com

（2）投稿那些事儿

谢亚*：“请教《中国图书馆学报》研究论文有栏目、字数限制吗，对稿件

的排版、字号、间距、图表处理、数据的要求等，官方投稿指南里面没有提到。”

嘉懿：“中图学报没有字数限制吧，上面十多版甚至更多版面的论文挺多的。”

图林晓理：“编辑部对于排版通常只有粗略的要求，建议找寻一下近 2年的样本

看一下就行了。或者注册后进入投稿平台检索，这里面的要求比公开网上要详细

的多。”

图林晓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编辑出版学投稿指南》最终定稿出版

社印刷出错较多，尚在最后校对中，估计 3月肯定能够出版。”广州书童：“这

书很有意思！一定要读，还得推荐单位一定要多采购。”图林晓理：“目前书商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1/29/news_8701.html
mailto:cafsinfo@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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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购要求折扣较大，自费出版不太划算，届时准备在淘宝发售一些，销售情况

无法预料。”

（3）家谱长期保存问题讨论
栀子花：“请教，家谱古籍如何保管存放比较好？目前的情况是：整体品相

还算可以，但纸张已经有点儿脆了，部分有一点儿粘连，怕保管不善的话，以后

会损坏得快。”Biochem：“能否复印一份保存呢？或扫描后保存？”栀子花：

“主要是册数也多，本也想逐页拍照的，但一看纸有点脆，就不确定了。”节能：

“可考虑单张塑封”。Biochem：“多途径保存吧”。素问：“咨询附近省图书

馆古籍修复的老师，南方北方做法有点不一样，最好是能修复下。本地搞古籍修

复的老师提的建议最适用。”栀子花：“是的，不做修缮真不能好好保管下去。”

麦子：“@栀子花 一个即专业又一劳永逸的办法是，找一个专收家谱的馆，

和它签个协议（合同），让它对原本进行物理修复，并做数字保存，然后原物退

给你，另外给个数字版。国内可以联系上海图书馆，美国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

个人或非专业收家谱的馆即使数字化的话也是无法长期保存的，因为这个东西一

定要进入一个大的家谱数据库里。在选择上就涉及到哪个图书馆的信用度最高的

问题了，这类东西保存的年限是无限的，所以一定要慎重。现在国内专程到哥大

去找自己家谱，不是个别事件，个人、各家族保护是很不完善的办法。”

栀子花：“@麦子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国内方面，我知道中大图书馆古籍

修复是数一数二的，南京也有专门的古籍修复店，但是对于他们对家谱的处理，

的确不太了解。除了专业性、日常存放保管，还有您说的信用度，都是很重要的

问题。”麦子：“信用度是要用合同来保证的。”

Gaozy：“家谱有啥用？”栀子花：“我觉得是对于家族的意义，从什么角

度或程度来理解传承。”金海岸：“木有本而枝茂，水有源则流长。祖宗者，子

孙之本源也。追本溯源，续修宗谱，乃人之天性情结。谱牒以别源流、明血统、

序昭穆、知变迁、垂教化为要任，不仅记载着宗族的发源，还包罗了宗族生息、

繁衍、婚姻、文化、族规、族约等历史过程，是一姓一族的生命史，更是纯正血

统的可靠蓝本。其作为一种群体的共通文化心理积淀或遗产，构成上下代的传承

关系，故延绵千古而不断。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继往开来，是

我辈之责任。”栀子花：“@金海岸 说得真好，这有出处么？”金海岸：“遵

金氏族人所嘱，我作为子孙，写了《金氏续修宗谱序》，上面是第一段。《金氏

续修宗谱》已出版，存上海图书馆等。”

金海岸：“我们浙江各地区这些年几乎每个姓氏都修谱。我们不能不思考这

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往哪里去？”图谋：“家之有谱，犹国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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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有不少家谱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麦子：“世界最大的家谱收藏当属盐湖城的。世界最大的家谱图书馆——美

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据介绍，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完整的

家谱资料检索中心。全馆共收藏 27.4万册图书，200多万卷的缩微胶卷复制件，

涉及 3亿多姓氏。仅收藏中国的家谱（包括支谱、族谱、通谱、总谱等）共有 1

7099种，地方志 5043种，清朝户口册（东北）4375册，清朝科举资料 1293册，

还有一些墓志铭、传记、同乡会刊物、古籍等。该馆收藏的中国家谱总量超过上

海图书馆（12000种）和北京国家图书馆（3000种）收藏家谱数量的总和还多。

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家谱图书馆。”

广州书童：“我们图书馆和犹他州家谱图书馆有合作。”麦子：“图书馆的

专业素养和摩门教的宗教的信念不是一个级别上的。我记得他们有一些国家的全

部人口登记资料，还有世界各地的电话号码本。”广州书童：“我们与他们合作

的主要是家谱查询这块，很多人去查，不过虽然是规模最大，但是还是很多查不

到。”麦子：“我完全相信，量太大。我想实际保存下来的历史人口记录，有 1

0%就不错了。”

金海岸：“浙江发现毛氏祖先族谱 毛泽东祖籍到底在哪里？ 南方网讯：浙

江省江山市新发现的《清漾毛氏族谱》，专家称这显示毛泽东是江山清漾毛氏后

裔。包括江西上周发现三块“毛氏祖基”青砖，毛泽东的祖籍在一周内已经出现

了两个新版本。一是祖籍浙江，依据：《清漾毛氏族谱》；二是祖籍江西依据：

“毛氏祖基”青砖。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important/2002060

60024.htm”

（4）图书馆职业认同与职业自信的探讨

子非*：“有生之年不再写图书论文，副高上了 7、8年，正高无望，剩下的

时间用来享受生活。”广州书童：“我也想，不过我还是要评职称，得向现实低

头。”惠*澈：“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子非*：“全校都没名额，

要等那些正高退了才能上，我们馆里没有正高。而且我们学校正高的要求是：社

会科学课题 10 万经费进校！图书馆专业，等到去申请得到 100,000块钱的课题

呀？所以这个条件对于图书馆的人评正高，百分之百是没有希望的。”图谋：“教

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10万元，国家社科一般／青年项目 20万元。国家自科基

金青年项目 20万左右，面上项目更多些。单纯是这个角度，可以是有希望的。”

广州书童：“最大问题是没有职数。”

图谋：“直奔‘目标’而去，能如愿者，往往亦是凤毛麟角，或许更可取的

是‘退而结网’，有所乐，有所为。”惠*澈：“记得 4年前领导问我，正高准

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important/200206060024.htm
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important/2002060600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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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得怎么样？我说没准备，啥时才能到我？但是就从那时起，我开始积极准备，

报着可遇不可求的态度，谁能想到呢，2015年顺利通过。‘退而结网’，有所

乐，有所为，有所获。目前正在修改一篇文章《读图书馆散文，体验职业自信》，

只因喜好。”江富*：“期待着拜读好文。”惠*澈：“读书立心，一切在于自己

的选择和追求。”

图谋：“我知道有些图书馆员没把职称当回事，日子过得很精彩。比如有的

爱好书画、摄影、中医等等，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当前的环境下，尤其是在高

校，如果直勾勾地盯着职称／职务，一定乏味得紧。”嘉懿：“职业自信，是个

很有穿透力的说法，图书馆职业一定有着独一无二的东西和优势。”广州书童：

“努力工作，开心生活，职称水到渠成。”

Boson：“图谋说的在其他领域有成就的估计那个馆都会有几个，我馆也有，

成就还不低。我尊重其成就，理解其选择，但实际象莫言、陈景润一样，其成就

和图书馆没什么关系，也算不上图书馆职业的荣耀，甚至可以算是职业不自信的

代表。”嘉懿：“图书馆成为莫言、陈景润们化蝶而飞褪掉的皮？”

江富*：“职业只不过是个人与世界的触点，爱好是个人在世界上的自我肯

定。两者一致，最幸福。”惠*澈：“在岗位上走不上去，走兴趣爱好，如果兴

趣爱好和职业结合，那太完美。”

江富*：“对于推广阅读，几乎宗教式地投入。”嘉懿：“可能阅读推广对

于图书馆，就相当于房地产对于地方政府，它几乎可以动员和整合图书馆所有的

工作流程。”

图谋：“职业对大多数人只是饭碗而已。”惠*澈：“就是饭碗，吃得香点，

也是可以做到的。”Boson：“饭碗也是有不同层次的，象刘炜也说过饭碗论，

他和图谋等人所说饭碗大概是金饭碗，即使是饭碗也有感情，舍不得丢掉；有些

人认为是铁饭碗：吃了这碗饭，就要对得起它，干好本职工作，我想图书馆人大

部分是这种心态；还有一些估计是当作要饭的碗了。”图谋：“拿得起，放得下，

吃嘛嘛香。希望咱们圕人堂更有趣，更有味。这是我晚上参与交流的‘中心思想’。”

广州书童：“兴趣和职业契合，快乐地谋生，工作中事业有成，多么美好的

画面。做得很好的人是少数。”嘉懿：“我发现，图书馆处在一个社会网络之中，

有着多重的代理现象，我们需要图书馆学的想象力，当我们把图书馆和周遭的社

会联系起来，会有很多新发现，类似于图书馆的现象社会学。”惠*澈：“假期

在看哲学方面的书籍，觉得应该有点哲学思维，乐趣源于兴趣，兴趣源于发现。”

（5）圕人堂的梦想与现实

嘉懿：“在另外一个读书群有一个体会，他们每天/每周大概，周期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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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特定话题进行讨论能不能借鉴一下？比如我们这个群，也可以请一些大咖

（群里就有啊），组织讨论相关的话题。”图谋：“当然可以。圕人堂一直努力

最大限度的公开所作所为，就是希望于大家有所帮助，另一方面，圕人堂本身也

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借鉴。”嘉懿：“这样可能增加群主和管理员或支持人（一

位或几位）的工作量。”图谋：“圕人堂更多的是作为平台或舞台存在，需要大

家共同‘给力’才更得劲。按照‘议题式交流机制’的构想，这块是可以有的。

关于圕人堂群的议题式交流机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

8873.html。”

嘉懿：“把图人堂打造成一个 QQ群版的知乎，一个话题可以摩擦出各种情

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火花。这个需要组织者、需要大咖，确实不容易做。”图谋：

“事在人为，当前圕人堂群中不乏优秀的组织者，‘大咖’或‘准大咖’，如何

让大家积极或主演、或参演、或围观，欢迎支招。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877056.html”

（6）圕人堂里闹新春之谐趣征联：
图谋：“征联：正高怎见得正高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

46-957145.html 偶得一副谐趣联励志联，博君莞尔。上联：正高怎见得正高兴；

下联：负低何以为负低薪；横批：负负得正。欢迎以‘正高怎见得正高兴’为上

联，进行‘接龙’。期待参与，感谢参与！”公共小助*：“正高怎见得正高兴，

助理未必能助理想。”花开有时：“正高怎见得正高兴，负重何以为负重担，横

批：正负难料。”

（7）圕人公益交流群自荐

语轩妈：我是上海虹图的，和朋友一起建了个儿童公益—阅读推广交流群，

欢迎同好加入，可以从家长的阅读推广开始。我的方向是博物阅读推广，包括孩

子的绘本和家长的读书会。群里有故事妈妈、乡村图书馆、自然教育科普阅读推

广志愿者。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887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887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05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05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714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71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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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由梅吉（实习）整理）

圕人堂周讯（总第 94 期 20160226）

（1）沉痛悼念苏小波博士
图 谋 ： “ 广 州 阿 华 田 . 悼 念 苏 小 波 博

士.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484850102w9al.html 苏小波走了，没

有来得及跟大家道一声珍重就走了，可是我始终相信，他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

只是静静地藏在某个黑暗的角落，用他那双明亮而清澈的眼眸，默默的注视着图

书馆人，以及图书馆学的未来和希望。”“苏小波，男，江苏如皋人，中共党员，

博士学位，讲师。2012 年 9 月参加工作，2013 年借调到学校迎接学士学位授予

权评估办公室，并于 2014 年 9 月回图书馆。苏小波老师在不同的岗位上展现了

过硬的业务素质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获得师生的一致肯定。在苏小波老师生病住

院期间，学校领导及同事多次探望并深切关怀。苏小波老师病故后，学校领导及

同事深感痛心并深切缅怀。苏小波老师的后事 2月 3日在故乡如皋办理。(信息

来源：http://www.forestpolice.net/web/News_Detail.aspx?id=2627)。”牡

丹江*：“老师一路走好，往生西方极乐。”芳草天涯：“天妒英才！。”广州

书童：“ 有意义就是要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牡丹江*：“看

到苏老师对自己导师的那份真情让我觉得，人生百味，情最浓，人生繁华，淡最

真，人生一路，一步有一步的风景，一程有一程的感悟，不论时光如何流转，有

些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对美好的追求，对真情的渴望，给自己一份淡然，无悔

于生命，充实于生活，平和于心态。”图谋：“小波是咱们圕人堂成员之一。对

他的纪念与缅怀，是有益的。下午检索到一点相关信息，随手分享。如有更多成

员愿意写点文字，将予以辑录。”牡丹江*：“当一个人愿意付出和担当时， 才

是成长的开始。 当一个人能学会感恩，感谢生命中遇到的人时，才是迈向幸福

的开始，所以苏老师用他短暂的生命诠释了做人的道理。”touro：“逝去的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484850102w9al.html
http://www.forestpolice.net/web/News_Detail.aspx?id=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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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泉州师院：“太年轻了，好可惜。”touro：“珍惜生命，爱护健康。”

芷芸：“你他这样有成就的人，忽视了身体的健康，那种孜孜以求的忘我境界，

非常人能比，虽生命短暂，但他放射出了他耀眼的光芒，达到了的人生高度。只

可惜，他的生命太短暂了，匆匆，如流星雨般，来不及回眸刹那芳华，便谢幕了。

老天忌英才，但他对图书事业的执着追求的精神永远鞭策着图人们继续前行。”

克莱蒙：“悼念苏小波老师。”

（2）图书馆设置发展研究室相关问题的讨论

伊丰：“@hanna 老师好久不见，现在到哪个重要岗位去了？”hanna：“现

在图书馆的新部门：发展研究室。”图谋：“这是国内高校馆近年出现的新机构。”

hanna：“所以这个群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现在就是到处看新动态、新举措。”

伊丰：“就是政府那一套，相当于政研室，有前途。”图谋：“某高校的组织机

构图，其中发展研究部的岗位职责为：负责全馆学科服务工作；承担馆内科研管

理工作；负责图书馆年报编辑工作；参与科技查新、外籍读者培训、数字资源建

设、馆藏资源利用评价等工作。”hanna：“这个学校好与时俱进啊。”图谋：

“据个人了解，该馆成立该机构已有数年。”小丸子：“其实干得还是原来的工

作，只不过换个名头，个人观点哈。”图谋：“有的高校馆，专门设立了学科服

务部。”hanna：“有次听超星老总的讲座，特别提到图书馆应该成立‘网络运

营部’。”图谋：“前述组织机构图馆的网络运营部的职责为：协助负责全校网

络建设规划管理与运行维护；做好网络信息安全与技术支持工作；负责全校网络

设备的扎口管理工作；图书馆系统(汇文)与网络的管理和维护；电子资源建设管

理维护；校园网病毒防控中心；完成其它信息工作。”“信息应用部的职责为：

协助做好全校信息化工作的规划与审批，建设与管理，以及单位、人员的相关协

调、配合与管理工作；负责校数据中心的建设与管理，负责全校信息标准与信息

管理规章制度的制订；负责学校各单位信息门户的开发与维护工作；完成其它信

息工作。”“关于图书馆机构设置，当前更多的是‘各行其是’。”hanna：“这

个级别高啊，感觉像学校信息中心和图书馆合并了。”小丸子：“有的高校有单

独的网络中心。”图谋：“那所学校，据个人了解，不是合并，而是信息中心一

直就归口图书馆。”小丸子：“这个学校图书馆强大啊。”图谋：“这种模式的

图书馆，个人所知道的，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水平较高。”小丸子：“这个图书

馆把学校好多其他部门的事情都做了。”伊丰：“只要工作做好了，归谁都不要

紧。”伊丰：“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合并的高校还是不少的。”图谋：“叫‘图文

信息中心’，多为两二级机构合并而成的。”“当前高校馆设有‘研究发展部’

的可能有数十所。刚浏览了一下，某馆设有 6个业务部门，分别为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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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部、参考咨询部、资源建设部、数字图书馆研究与技术中心、古籍特藏

部，另设图书馆党政办公室。”“下午浏览了另一高校馆的组织结构图：。‘研

究发展部’的地位比较高其部门介绍为：1、关注与跟踪国内外先进图书馆的发

展现状与趋势，撰写各类发展研究报告；2、业务研讨、学术研究的组织与协调；

3、图书馆业务相关的规章制度的起草；4、图书馆年度业务规划、年度工作总结

等文件的起草；5、馆内督导团组织与协调；6、馆内员工个人业务档案的建立与

管理；7、馆内员工业务培训的组织与协调；8、协助馆领导处理对外业务交流工

作；9、配合两校区馆办公室其他工作的开展；10、图书馆大事记的记载；11、

图书馆科研相关工作及校内相关机关单位的联系工作；12、图书馆文化建设，对

外业务宣传。”“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86 年（也许更早）就设有‘研

究发展部’，之后合并重组为‘教育与研究发展部’，目前未见有该机构。”“其

组织结构图中有高校图书馆设‘研究合作部’，承担的职责为‘负责馆际交流与

馆际合作项目的实施，承担图书馆相关科研项目的管理与协调。’。”

图谋：“上午有成员问我：设有研究发展部的具体是哪些学校呀？其实我也

没有具体关注过，零星见过。”“这类问题，如果有更多成员提供信息，梳理一

下，效果会很好，于大家有益。”“还有高校馆叫‘发展研究室’，负责协助馆

领导制定图书馆发展规划，立足本馆研究图书馆的功能转型和服务创新；建立和

完善图书馆各项管理制度；跟踪国内外图书馆业务发展动态，为图书馆发展和提

升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有的高校馆叫‘信息战略研究部’，职责如下：负责

组织开展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相关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负责组织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前瞻研究和战略研究工作；负责《图书馆与读者》的编辑和出版工

作；负责学校发展和提升的战略咨询工作和图书馆业务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工

作；负责组织本馆优秀学术论文和成果的申报和评奖工作；负责组织本馆各类科

研项目的申报和管理工作；负责组织本馆图书馆馆员的业务培训工作；负责学术

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春丽：“研究发展部在有些高校是专门支持学校科研，提供情报分析报告。”

“似乎与党政办公室的业务有不同。”浣紫：“另有高校图书馆设‘研究合作部’，

承担的职责为‘负责馆际交流与馆际合作项目的实施，承担图书馆相关科研项目

的管理与协调。’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图书馆改制？建立公共法人治理机构。”远

方：“相对其他行业，图书情报业有点太保守了。”

（3）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县级图书馆的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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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昨天到河北唐县，上午出门转了转，发现此行有惊喜——该县图书

馆有较大进步，已升级为二级图书馆。设备升级了，阅览环境改造了，且看到了

馆员和读者。”“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中发过该馆 2015 年 2 月 8 日的照片。”

“二楼为图书馆，三楼为文化馆，文化馆搞了书画展（人流量较大）。”“该图

书馆有报刊约 700 种，其中报纸数十种（另有电子读报机）。图情专业期刊，订

阅了《图书馆杂志》（架上的为 2016 年第一期）。”“该县图书馆的图书种数，

较新的书约占 1/3,旧书（多为牛皮纸包裹着）约占 2/3，种数总量数千册。这是

我目测的数据。”“上午，我同时去了该县新华书店，发现新华书店与去年的状

态基本相同。从图书量的角度，新华书店有一层经营教辅书（中小学教育），另

一层的图书种数估计为图书馆图书种数的 5倍以上。”

学者：“河北的情况整体不理想，好多县区年年基本不买书。不仅仅是财政

上的，各地领导观念更不理想。”“我们一直盼望约束地方领导的法规和文件，

图书馆法即将出台，但是还是模糊了最该强调的部分。全民阅读条例正在征求意

见，那是新闻出版署搞的，比文化部似乎操办的力度要大。”“其实县域图书馆

服务体系才是中国图书馆服务的主体和关键。”

（4）自助图书杀菌机亮相金陵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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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自助图书杀菌机亮相金陵图书馆，操作简单。”

（5）热烈祝贺厦门大学图书馆“圕时光”获第 13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
biblibre国际营销奖第二名

春丽：“紧急发布：厦门大学图书馆‘圕时光’获第 13 届国际图书馆协会

联合会的 biblibre 国际营销奖第二名，该奖项将在今年 8月美国俄亥俄州哥伦

布市举办的国际图联大会上颁发。国际图联官网已在 2月 18 日发布了该消息，

今年该奖项的第一名是加拿大温哥华公共图书馆。”“第一名和第二名获奖者将

获得机票，住宿和注册等相关费用，参加‘国际图书馆和信息大会：第 82 届国

际图联大会’，大会于 2016 年 8 月 13 日 - 8 月 19 日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举行。第一，第二和第三名获奖者还将获得数额分别为 2000 欧元，1000 欧元和

500 欧元的现金奖励，这笔奖励要求必须用于支持未来的营销活动。”“转发的。”

图谋：“可喜可贺！这是国内图书馆第二次获该奖。”春丽：“第一次是清华大

学？”图谋：“对。”天农潘：“祝贺厦大的同行获奖！”

（6）中小学校图书馆的开放与管理

缘来是我：“【宁波一中学图书馆无门无管理员】有人问：怎么不设管理员？

校长：6人一年 30 万工资，只要丢书不超 30 万就值；偷书是受教育不够，多看

书多受教育，偷拿过书也会放回书架。年终盘点，原来 10 万册书变成了 10 万 6

千册。” 图谋：“那条‘新闻’是好多年前的。”嘉懿：“我们只能说，这个

图书馆可能只是一开始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经过知识整序的图书馆。由此可见，

中小学图书馆的专业化管理是多么重要。”hero8151：“中小学图书馆的管理与

服务要求跟高校馆、公共馆肯定是不大一样的需不需要多么专业化的管理恐怕也

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许继*：“高中的图书馆是给上面看的。学生一年都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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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不可以进去，误了高考怎么办。”hero8151：“中学图书馆同样是对师生开

放的，只不过开放时间跟高校馆不大一样而已一般是中午以及下午放学后一段时

间内开放。”“据我所知，以前中小学馆馆员都是教师转岗，近几年开始要求招

收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一些教师，评上了高级职称，觉得搞教学太累了，

就申请调到图书馆，轻松一点。在有些中小学，图书馆的职位是很吃香的。”许

继*：“我上高中那会，图书馆是限时开放，一般都是放学我回家以后开。”

hero8151：“中小学整天排课，上课时开放，学生也没办法去图书馆借阅图书啊

当然只能是中午或下午放学后一段时间内开放了这是适应读者的时间来安排的。”

gaozy：“我高中时，图书馆都没，就一个领导夫人拎个篮子，装几本杂志，几

本书，下课在阶梯教室展示，爱看不看。”图谋：“我前边那句话表达的意思是，

书‘不知不觉’地多出来那么多，那不是‘好事’，说明管理与服务均有问题，

‘送书者’的好心是在添乱。”hero8151：“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无人管理的说

法绝对值得怀疑。”“我上高中时，学校图书馆只有一个人管理，现在那个图书

馆好像有五六个馆员了，但实际上事情也没多上五六倍啊。”许继*：“图书管

理员显多，图书馆员显少。”“无人管理和素质没关系吧，制度设计和流程设计

以及监督惩戒比较重要。”嘉懿：“有没有这种情况，对图书馆的效益小于社会

资源的投入，即设置图书馆对社会总体来说是不划算的。特别是不限于有些中小

学图书馆，就像有的国有企业一样。”许继*：“说白了图书馆的功能和所服务

组织目标无法一致导致。”广州书童：“这个要看怎么算效益。”“图书馆可以

从图书流通，信息服务，交流服务以及学习场地提供等方面大致测算一下，这些

服务假如又社会提供大学需要多少钱，再看看政府投入多少，一比就很清晰了。”

嘉懿：“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有些组织/制度的设置可能是考虑合法性或社会网

络，不一定考虑效率即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比如有些国有企业或河南的一个红色

村庄南街村，如果仅从效率来解释它的存在，可能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图

书馆的存在是不是也不能完全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与否来解释。也就是说，即便

是有些图书馆的效率是非常低的，但它依然可以存在。”印度阿三：“这种事情

常见啊，为了程序的正义而耗费大量成本的多的去了。”zheng2*：“我所在的

公共馆，中小学学生读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周末和寒暑假时在到馆量中能超过

一半。所以我认为中小学图书馆其实可以集中服务学校老师的教学需求，学生的

阅读需求完全可以由附近的公共馆来承担。”

（7）以电影为媒介的阅读推广活动

hanna：“一直在做阅读推广工作，近两年希望以电影为契机吸引学生们阅

读，但实践下来的结果很不如人意。要么只看电影不读书，要么连电影都不感兴



圕人堂周讯（总第 91-94 期 20160226）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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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hanna：“看看大学生推荐的电影吧：【潜水】非同反响(1016262439)

2016/2/22 9:48:45 恐怖游轮、穆赫兰道、七宗罪、十二宫、禁闭岛、死亡幻觉

系列、生死停留、致命 ID、致命魔术、盗梦空间、记忆碎片、玩命记忆、机械

公敌、机械姬、超验骇客、人工智能、十二只猴子，反正大卫·芬奇和诺兰导演

的都属精品。”

广州书童：“等到大学才做宣传推广已经有点迟了，，，投入最后收效最好的是

学龄前、小学生。”“基本上都属此类，实在是觉得在当下吸引他们来读书是一

种奢望。”小鹿：“这是你们用以阅读推广的电影么？”hanna：“而且大学图

书馆应该是开放的、平等的，应该自由自在的阅读，感觉阅读推广是一种强迫，

我自己也不喜欢。”丫头：“这个推荐的电影基本上是精品。”水中鱼：“我也

觉得阅读推广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培养孩子爱阅读的好习惯。”hanna：“对

我来讲，这些都是已经很普通的文学的著作了，同学们不喜欢、不愿意看，更不

要说看什么《百年孤独》、《尤利西斯》了。大学生喜欢烧脑的、刺激的、恐怖

的、重口味的。自己觉得已经是精挑细选了，既照顾文学的品位，又结合电影的

质量。”“但是活动效果不好。”广州书童：“文艺片没人看，不要说吸引大学

生了。”2014：“但是这样的确是强迫呀。把你的爱好强加于学生。”丫头：“出

发点应该是他们爱看什么（不违反公共传播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而不是你希望

他们看什么。”广州书童：“从需求出发，肯定是没问题的。”hanna：“电影

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希望他去读文字。”许继*：“小众和大众是个矛盾。”

2014：“就当是阅读视听作品好啦。”安哥拉兔：“现在的很多电影和电视剧倒

都是小说改编的，不过是网络小说。。。”广州书童：“只要能够吸引学生到你

图书馆看电影就可以了。。。顺带推广一下文学作品。。。谁能说看电影不是广

义的阅读呢？”丫头：“做推广要摆脱高高在上的姿态，电影、阅读都是私人化

的事情。”hanna：“@丫头 不是这个标准，应该是能表现人生深度的文字，比

如五觉和思考。”丫头：“人生深度无处不在，不是只有围城、小王子、百年孤

独才能带来思考啊。”hanna：“能够穿破脸皮进入内心的文字，比如《推拿》。”

许继*：“网络小说也有好的。”2014：“我想问阅读推广的目的是什么？读名

著并不是最终目的呀。”许继*：“现在的创作模式主流就是网络小说模式。”

hanna：“因为写的是瞎子，所以原著有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这些影像无法表

达。”许继*：“阅读推广从上而下的，确实很难讲目的是什么。”hanna：“其

实阅读名著也是一种手段啊，通向人生境界的一种途径。但是图书馆要实现这个

目的，也只能通过阅读实现了。”小鹿：“读者品味实在是个非常个人化的问题。”

丫头：“任何作品，首先要吸引人去看，才谈得上让人产生收获、体会、深度。

在以前资源匮乏的年代，确实产生了一批经典作品让人回味，但现在信息资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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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跟得上时代的作品才是吸引年轻人的呀。”许继*：“提高借阅率就是阅

读推广了。”广州书童：“阅读可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图米：

“刻意的深度是会带来逆反的。”麦兜：“我们有跟着电影来阅读系列，读者都

蛮喜欢，你可以当肖申克的救赎，根据书改编。”许继*：“现在的电影由于高

科技的发展，视觉表现越来越接近想像了，但是心理表现无法突破。”安哥拉兔：

“很多电影都是小说改编的。。。选择还是蛮多的。”许继*：“电影脱离不了

文学。”

逗逗：“@hanna 这些电影学生推荐的怎么是恐怖片呢？明明是科幻悬疑片，

记忆碎片、死亡幻觉等可以推荐量子力学、时间简史、心理学哲学、人对自我认

知、穆赫兰道是《梦的解析》、七宗罪是拷问正义和良知、法律的好教材电影啊、

机械公敌是推荐人工智能、神经语言、十二只猴子推荐时间简史、黑洞、多重人

格《24 种人格》很经典的自传小说图书馆都有。”“那些你推荐的海报名著电

影确实没兴趣不好看、教父多老的电影，肖申克、红高粱、白鹿原都是 80 后、

70 末的记忆了，今年大学生都多大了，95 后了吧。”hanna：“多向您请教！上

次推荐了《云图》，看的人也不多，书就更不看了。”hanna：“主要是现在的

娱乐太方便、太轻松、太丰富了可以理解。就是大学时不读点有深度的文字，估

计以后出了校园更不会读了。”“这部《告白》电影和小说都不错，但是小说的

结构很特别，每章一个主人公独白，这种写作方式是电影无法表现的，不去接触

了解也有点可惜。”逗逗：“电影推介提供一些思考问题或对电影的悬念和衍生

延展，比如这主角的心态内心电影没有完全表现或显单薄，小说原著里作者描写

的很丰富全面，有什么什么情节很不错，电影没拍摄，看小说更有体会……。”

“告白小说的独白更深刻地一步步描写了女主复仇心理的变化铺就。”hanna：

“‘书是很脆弱的东西，时间会使它腐朽，老鼠会啃啮它，地、水、火、风四行

会腐蚀它，笨拙的手也会侵害它。假如几百年来每个人都可随意翻阅我们的古籍，

恐怕这些书本大部分都已不存在了。因此图书管理员保护书籍，不仅不随便借人，

还要防范天灾。他要奉献出一生恪尽职守，死后却默默无名。’《玫瑰的名字》

(意) 翁贝托•埃科。”

（8）图书馆三班倒怎样安排更合理一些？

湖师刘*：“借阅部从早上 8点上到晚上 10 点，三班倒，这个班应该怎么倒

呢？”天蝎小昭：“那要看有多少人了。”天外来客：“分成循环：都能轮到上

午、下午、晚上。晚上的上四个小时，个人愚见。”鲲鹏展翅：“那借还岗和书

库期刊岗都一样这样上？”湖师刘*：“是。”湖师刘*：“周末还要上。”素问：

“有的图书馆是一人一天，三天一个全天班，休息两天，就是累得很。如果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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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体强壮，可以这样考虑。”湖师刘*：“这样吃饭怎么解决？”鲲鹏展翅：

“我馆准备分正常八小时班与晚上及双休日班，两个班次。”天蝎小昭：“各种

上法我们都有试过，还是要看馆员的喜好和承受能力。有的人就喜欢一上上一整

天，可以多休一天，有的人年纪大了就不行了。”素问：“吃饭自己带，微波炉

加热。我曾经到过一个馆，就是这样的，因为新校区，住的远，这样省去跑路的

功夫。”芝麻：“一白天，第二天晚班，周末休一整天。”san san：“中午有

必要让馆员这么弄，可以招些人员中午代下班。暑假让馆员多值班。不行吗？馆

员身体健康也重要。”芝麻：“三个人可以倒过来。有一个人周一到周四上白班。”

san san：“个人觉得中午让馆员吃不好饭，不太人性。假期馆员们多值班就行

了。身体要爱护好啊。”芝麻：“我们中午不开。晚饭时间也不开。”湖师刘*：

“一周 90 小时。”鲲鹏展翅：“但是教育部下了那个文件要求每周 90 小时。”

san san：“找些学生代办，让馆员们吃好饭。”湖师刘*：“中午不开不行。”

水中鱼：“图书馆在学校地位本来就不高，何必自已整自己沙。”san san：“勤

工俭学的同学也可以呀。”鲲鹏展翅：“每天 12.86 个小时。”芝麻：“每个馆

都要 90 小时？”san san：“或是中午提前上班，让人家孩子一起吃个饭。”烟

蕴：“我们以前按照八小时上班制，循环上，从 8点上到晚上 7点！三个小姑娘

循环上，吃饭时间勤工俭学学生上。”san san：“因每个学校情况而定吧，比

如教学本科院校就可以适当调整。”san san：“那种研究性重点院校中午有必

要开放，可以找些代班的。”“影响馆员中午吃饭，我觉得不能接受。”天蝎小

昭：“我们一直是轮流去吃饭的。”san san：“也不好，到了吃饭点就要吃饭。

早点来上班都行。”烟蕴：“我们也是，后来找学生了，要不太赶了。”图米：

“给学生干，学生还可以赚点钱补贴一下。”鲲鹏展翅：“这种模式对于自动化

程度高的，有自动借还设备的大馆可以省去很多人力，主要涉及到书库与阅览室

的开放。但是中小型馆就有一定的难度，国家还提倡 2.5 天的周末小长假，对于

图书馆一线馆员可能就是望尘莫及了。”天蝎小昭：“我们也都习惯了，一个

11 点半就开始吃了，一个 12 点吃，还错开了高峰期。”san san：“是呀，再

牺牲人家吃饭。不好不好。”图米：“高校有学生，公共馆就没那方便了。”san

san：“那是，待遇提高些。”鲲鹏展翅：“问问大家，一个班给勤工助学的学

生的报酬是多少呢？是按照学期给，还是按小时计算？考核机制怎么确定的

额？”牡丹江*：“我们单位 5年前是 5元钱一个小时。”烟蕴：“按照小时给，

老师打考勤。”风的回忆：“全天候开放，倒班排班也是困扰我们的问题。”

（9）图书馆打包图书问题的探讨
印度阿三：“想请教一个问题，没有哪位同仁做过测算，如果打包堆书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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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方能放多少册？”图米：“那要看多高了。”天蝎小昭：“我们 60 公分

的砖，放 300 本。”2014：“我们自己打包的就不能堆太高……基本都是女的，

提不上去。”鲲鹏展翅：“一包书平均是 45 册，看要码放多高。”图米：“45

本那得多大包。”2014：“45 本应该也不是很大包吧。”图米：“平均是挺大

的。”2014：“我错了，我刚刚数了下书，45 本确实很大包了。”2014：“我

们打的应该达不到这个平均数。”图米：“平均在 30 左右。”天蝎小昭：“厚

薄不一样的书，我们一般打包的书就一个手掌高。”印度阿三：“@图米 这个是

对的，45 打得太多了，我们实际一般打一包书大约是 30-33 册左右。”图米：

“算 8层 底包 5 每包 30 就是 1200 册。”印度阿三：“那有没实际仓库堆书的

估算。”“每平方 1200 册，这个算法应该是没有考虑过道和叉车的通道的吧。”

自由战*：“我们馆是 2005 年搬迁的新馆，当时打包是按厚度算的，一本《读者》

打开来就是一包的长和宽，高度是 A4 纸的宽，210 左右。”图米：“单堆的算

法。”凤舞九天：“如果你按面积的话，量一下书的尺寸，做个除法不就知道啦。”

印度阿三：“是，单堆的算法。”自由战*：“因为图书的开本和大小的区别挺

大，一包里的册数是不定的。”图米：“实际上 10 层以上也能堆，要考虑承重

等安全。”印度阿三：“单堆的好算，我们是一个卡板上面放 6层，一层 10 包，

一包 30 册。”2014：“这本也来只能算个大概。”印度阿三：“是，只能算个

大概。”印度阿三：“想看看其他馆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hdhs209：“先

量量你们书架每层的长度，确定预留长度，以需要的长度的倍数单列进行打包，

最后该书库图书全部核对完成并确保无误后，按包号先将每包图书放在对应的架

位，检查无误后，开包，码齐即可开放。这样后期工作量小点。”

（10）图情招聘信息

琼琚：“帮转：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招聘 2名图书馆工作人员（人事代理）

http://www.czie.net/article_eWlna3d3d3Nr_eWl1eWlrZGtm_eW9vd3dveXlm.ht

ml 请帮忙扩散。”

（11）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刘磊《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的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模式

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11BTQ043）研究成果，得到‘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

金专著出版资助项目’（编号：SKZZ2015009）的资助。内容简介：社会网络环

境下用户参与的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简称数字资源）建设，是指图书馆工作者

依据社会网络理论和数字资源建设理论，依托社会软件和社交网站，组织用户参

http://www.czie.net/article_eWlna3d3d3Nr_eWl1eWlrZGtm_eW9vd3dveXlm.html
http://www.czie.net/article_eWlna3d3d3Nr_eWl1eWlrZGtm_eW9vd3dveXl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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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规划、生产、评价、选择、采集、组织与整合等活动，

使之形成可利用的数字资源体系的过程。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图书馆数字资

源建设已成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主体。国内外图书馆都对数字资源建设给予

了极大重视。随着社会网络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图书馆意识到用户在数字资源建

设中的重要性，并利用社会网络技术的各种方式，让用户参与到本馆数字资源建

设中来。同时，理论研究也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该书提出社会网络环境

下用户参与的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活动各环节的模式假

说。根据提出的假说，开展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各个环节的用户需求和

认知调查，辅以相对应的馆员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文献调查和访谈等，

以收集数据，检验、修正提出的模式。对于构建的模式进行实际应用，以进一步

验证、完善模式，并发现其中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先后开发了‘南农记忆’网

站和‘e学之家’系统并投入应用以检验和完善提出的模式。”

瘦身娃娃：“发现模式研究的课题很容易得到资助，但很多可能仅仅是研究

而已。这个是社会网络环境下的用户参与，其实就是 2.0 的思想。刚出来的时候

特别火，但实际上用户参与的可持续性是个问题。就像自愿者队伍的利用一样，

没有人组织引导，一般很难火很久的，一段时间之后，往往就因为当事人的换岗

而废弃掉。”“记得有一年的上海图书馆学会年会上，程焕文馆长提到，很多吸

眼球项目都已经成了过往。”

图谋：“关于‘王启云著.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

出版社，2015.12.’，该信息为 CIP 信息，图书的 CIP 信息与实际印刷、销售、

流通时间，通常会有时间差。该书预计到 2016 年 3 月，新华书店及网上书店有

售。特此说明。”书雅：“祝贺王老师！又一新作出版！”

图谋：“尹传红-《南方周末》专稿-我的 2015 年书单 载《南方周末》201

6 年 2 月 11 日 B20 版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

66724_p_1.html。”“我比较喜欢作者这种‘微书评’。摘一条如下：‘《科学

简史——从文艺复兴到星际探索》（约翰•格里宾著，陈志辉、吴燕译，上海科

技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12 月第 1版）读一本科学史著作，能够收获阅读侦探小说

破解谜案式的快感吗？翻翻格里宾写的《科学简史》吧，这本书确实很好看也很

有趣，其篇章结构和叙事方式迥异于一般的科学史读物。它采用人物传记的方法

进路，去写科学的历史，记述关键性事件，探讨具有重要影响的特定科学家的工

作方式与其他科学家之间的渊源（意在说明一代科学家对下一代科学家产生影响

的方式），进而揭示出一个科学进展如何导致了另一个科学进展的形成。这样的

视角呈现，既牢牢把握住了科学理论与技术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主线，又

避免了流水账式或蜻蜓点水式描述的弊端，堪称一部关联甚广的‘科学大纲’式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6724_p_1.html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966724_p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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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一部有血有肉、涉笔成趣的科学史。’。”“个人特别期待，咱们圕人

堂能在书评方面做点工作。书评在过去算是图书馆员这一行的职业能力之一，时

下似乎‘式微’了。”

图谋：“魏瑞斌.走近开源软件.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

d=space&uid=113146&do=blog&id=957591《计算机学会通讯》2016 年第 2期（总

第 120 期）刊出了一组关于‘开源软件’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开

源软件开发的工程管理问题。”

图谋：“国科大寒假阅读推荐系列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

mod=space&uid=2499505&do=blog&view=me&from=space&searchsubmit=yes 从 1

月 25 日起，国科大官方微信推出一套‘科学元典丛书’，每日推出一篇名著导

读，时间贯穿整个寒假。科学元典是科学经典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是在人

类智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是理性精神的载体，具有永恒的价值。

‘科学元典丛书’，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任定成教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涵盖了近代科技革命到二战时期 400 多年的科学经典丛书。目前已该系

列已‘导读’25 本，原著导读作者均为教授或研究员。”

图 谋 ： “ 采 铜 ： 碎 片 化 时 代 如 何 做 到 深 度 阅 读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499505-952455.html 什么是深度阅读呢？

初步归纳下来可以用五个方面来概括：是阅读的姿态；阅读的选择；阅读的定力；

阅读的野心；阅读的抵达。”

春丽：“大家认为图书馆业务部门哪个更重要？”“上次去参加数字图书馆

会，最大的感触是越先进的，服务做的最好的图书馆里计算机背景的馆员的图情

应用知识都很不一般，而图情的馆员计算机也不一般！”“如果图情的馆员再继

续跟进掌握计算机应用的实用技术和知识，可发挥的作用将更多！因为很多计算

机专业毕业生在公司的工资很高，不屑于到普通高校图书馆工作，而高校图书馆

还把门槛定在至少研究生学历。”图谋：“图书馆业务部门哪个都重要。需要分

工与协作，众人划桨开大船。更具体的‘答案’，可以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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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7.pdf)李杨、潘卫：高校图书馆馆员分类发展模型 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873608.html。”

hero8151：“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

公告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223/c219469-28143239.html。”

图谋：“赵冰峰.中国情报学派的典型人物思想（4）：沈固朝情报融合思想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34302-958170.html 赵冰峰.中国情报学派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13146&do=blog&id=95759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13146&do=blog&id=95759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499505&do=blog&view=me&from=space&searchsubmit=yes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499505&do=blog&view=me&from=space&searchsubmit=yes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499505-9524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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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popss-cn.gov.cn/n1/2016/0223/c219469-2814323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34302-9581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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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人物思想（3）：包昌火中国情报学思想 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734302-958169.html 赵冰峰.中国情报学派的典型人物思想（2）：高金虎战

略欺骗理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34302-958165.html 赵冰峰.中

国情报学派的典型人物思想（1）：张晓军因敌变化思想 http://blog.sciencen

et.cn/blog-734302-958162.html。”

图谋：“群文件中分享了张新兴博士为郑永田博士《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

究（1731-1951）》写的书评。该书评写作方法，或许将为学术书评带来清新空

气，值得学习借鉴。”嘉懿：“看完这篇书评，感觉这本书在国内美国公共图书

馆思想研究领域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作者付出巨大心血的结晶；也学习了

书评的写法。”“看到了书目，结合自己最近看经济史方面的书，有一点不成熟

的想法：写图书馆思想史，能不能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从总体上展示、把握

和解释图书馆思想发展的逻辑而不是类似流水账似的描述和记录，进而发展出一

个可比较、可修正的理论框架，来比较中美、英美等等地区性的图书馆发展现象。”

图谋：“很有见地。”遇见：“中国基本就是复制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

图谋：“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需要扎实的功底，需要群体的共同努力，凭借一己之

力或散兵游勇，很难凑效。”嘉懿：“@遇见 图书馆制度的移植，扩散本身就是

很有意思的现象，而且移植扩散的方式速度程度变化各有不同，也可以研究。”

Nalsi：“自推一下：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

==&mid=403074825&idx=1&sn=4f54261da21aa661fd24ee2ba1729f11#rd 今天奥

巴马提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新任馆长。”瘦身娃娃：“李博士加油。”Nalsi：

“现在只能算博士生。希望有一天能变成博士吧。”图谋：“谢谢分享！Nalsi

分享的信息质量很高，多分享，咱们多受益。”

图谋：“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4027

05906&idx=3&sn=2deb1daa27c08f2a6a0add55bb2e4099&scene=0#wechat_redire

ct。2015 年创办和更名的图情期刊：1.《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更名为《图书

情报导刊》；2.《中国文献情报（英文）》更名为《数据与情报科学学报（英文）》；

3.《文化娱乐》更名为《图书馆研究与工作》；4.《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更名为《情报学刊》”。小淘可可：“那个科技情报的早该改名了。”

苏州—罗：“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好像以前就有，好像是内刊，浙江的。”芳草

天涯：“《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天津的，《图书馆研究与工作》浙江的。”

墨墨：“阳春三月赶书会，开卷日历准备了接下来两个月各省书业会议时间

地点，详情可去各应用市场下载开卷日历 app 关注。”

图谋：“2016 年 2 月 26 日《图书馆报》电子报已可读。网址：

http://m.xhsmb.com/20160226/edition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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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A1MDkzNA==&mid=403074825&idx=1&sn=4f54261da21aa661fd24ee2ba1729f11#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402705906&idx=3&sn=2deb1daa27c08f2a6a0add55bb2e4099&scene=0%23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402705906&idx=3&sn=2deb1daa27c08f2a6a0add55bb2e4099&scene=0%23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402705906&idx=3&sn=2deb1daa27c08f2a6a0add55bb2e4099&scene=0%23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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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消息：mellanie 分享文件知识的宝库——图书馆全版.ppt 下载。

hanna：“http://groundbreaking.cn/wenxie/6423.html#0-tsina-1-3987

6-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 学术圈的海盗湾——她把全世界的学术

期刊都黑了。一位在俄罗斯工作的哈萨克斯坦女科学家 Alexandra Elbakyan

于 2011 年建立了一个名为 Sci-Hub 的网站，她通过技术手段越过了出版商的付

费环节，实现了 4800 万篇各学科的学术论文的免费下载。这个网站的运行机制

大概是：网站在得到一个搜索请求后，先从另外一个（非法）免费论文数据库 L

ibGen 中搜索论文，如果查询到则直接反馈出论文，如果没有，则使用某些学术

机构的匿名帐号进入期刊网站下载论文。这里的学术机构的帐号据说科研工作者

自愿提供的。”

（本期由宋晓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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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联：正高怎见得正高兴

热度 1 2016-2-19 07:09

偶得一副谐趣联励志联，博君莞尔。上联：正高怎见得正高兴；下联：负低何以

为负低薪；横批：负负得正。 背景介绍：较长时间，职称/职务是圕人堂交流的
中心“议题”。进一步用关键词具体化是：论文、科研项目、工资。职称/职务与
工资密切相关，民以食为天，无可厚非。个人经历告诉我：直奔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15 次阅读|1 个评论
别了，小波博士

热度 20 2016-1-31 22:21

小波博士走了，匆匆太匆匆！ 昨天晚上，友人告诉我小波走了。我不信，2016
年 1月 8日，小波曾告诉我：“我近期状态还行，大概一个月去医院化疗一次。
多谢挂念。”，随后进行了进一步了解，以为虚惊一场。今天晚上，得到进一步
的消息，确实走了，1月 30日 16:43。2015年 1月诊断出病情，距此与 ...
个人分类: 圕人堂|6692 次阅读|24 个评论
[转载]陈建华《发展图书馆事业 聚集社会推动力》语录

2016-1-30 00:32

图谋按：据悉《图书馆论坛》将刊发广州市人民政府陈建华市长在 2015年中国
图书馆年会上的主旨发言《发展图书馆事业 聚集社会推动力》全文。本文摘录

部分“金句”，附该演讲央视网视频链接信息。 1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知
识的宝库。纵观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世界历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

一次升华，都有图 ...
个人分类: 圕人堂|691 次阅读|没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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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php?mod=recommen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37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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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337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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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群文件共享

91-94 周共分享 8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6 年 2 月 3 日-2016 年 2 月 25 日期间，因图谋外出，期间使用电脑

不方便。第 91-94 期为合辑，一起发布。91-93 期整理者整理好之后在群文件中

分享“本周讨论概要”整理稿。

（2） 2016 年 2 月 5 日 12：00，群成员达 1454 人（活跃成员 369 人，占

25%）；2016 年 2 月 12 日 12：00，群成员达 1455 人（活跃成员数达 379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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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5%）；2016 年 2 月 19 日 14：00，群成员达 1458 人（活跃成员 343 人，占

24%）；2016 年 2 月 26 日 14：00，群成员达 1464 人（活跃成员 325 人，占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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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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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生清、梅吉（实习）、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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