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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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小弟：“第六届全国文献采访工作研讨会”将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到 14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会议旨在推动全国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领域内的学术研

讨，促进同行业工作人员的交流，构建图书馆采访人员、出版社和书商三者之间

的交流平台，加强各级各类图书情报机构在资源共建共享方面新的合作。届时，

主办方将邀请国内文献采访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专业人员参会，共同探讨文

献采访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增进文献采访领域各界人士的相互了解与交流。

http://www.bengu.cn/homepage/nlc/acqconf2016/acqconf2016announcement.

html” “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 2016 年学术年会征文、约请大会发

言通知 主题：知识服务 2016：打造图书情报工作新引擎  1、展望“十三五”：

趋势、目标与行动 2、大数据驱动现代情报服务创新 http://www.lsc.org.cn/c

/cn/news/2016-02/29/news_8744.html”书小弟：“看到这么好的信息，就增加

了一个。”      

墨墨：“2016，全国出版数据工作交流会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14 日在北

京召开。详情请阅！http://www.kjrili.com/news/1_806467af-1e1a-42ed-b1e

5-305234203454.html?st=4&s=253&m=9392BE61-94F4-447C-8FC4-6B5213D863DC

_openbook&w=4”      

 书小弟：“第八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http://mp.weixin.qq.com/s?__bi

z=MjM5Mjg2OTYyOQ==&mid=402604732&idx=1&sn=43df5fa6f28b10d6ab4f99ba7df

7c04c&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之行业会议预告 http://www.

sal.edu.cn/news.aspx?t=83。” 

图谋：“2016 年度相关机构图情培训计划 http://blog.sciencenet.cn/ho

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quickforward=1&id=960957 本文信息

由圕人堂成员黛黛整理。更新时间为 2016 年 3月 7日。” 

福蛙：“2016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学术论文及应用案例征集和评审活动通

知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6566 会议在宁夏银川举办，我

在那里读的书，很漂亮富有民族风情的地方。” 

城市天空：“http://www.library20.com/  Library 2.016 会议。” 

图道：“互联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2016 年第 2次网络培训通

知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紧扣中央加快推进‘互联网+公共服务’相

关精神，本次网络培训播出倪晓建教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

http://www.bengu.cn/homepage/nlc/acqconf2016/acqconf2016announcement.html
http://www.bengu.cn/homepage/nlc/acqconf2016/acqconf2016announcement.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2/29/news_8744.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2/29/news_8744.html
http://www.kjrili.com/news/1_806467af-1e1a-42ed-b1e5-305234203454.html?st=4&s=253&m=9392BE61-94F4-447C-8FC4-6B5213D863DC_openbook&w=4
http://www.kjrili.com/news/1_806467af-1e1a-42ed-b1e5-305234203454.html?st=4&s=253&m=9392BE61-94F4-447C-8FC4-6B5213D863DC_openbook&w=4
http://www.kjrili.com/news/1_806467af-1e1a-42ed-b1e5-305234203454.html?st=4&s=253&m=9392BE61-94F4-447C-8FC4-6B5213D863DC_openbook&w=4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g2OTYyOQ==&mid=402604732&idx=1&sn=43df5fa6f28b10d6ab4f99ba7df7c04c&3rd=MzA3MDU4NTYzMw==&scene=6%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g2OTYyOQ==&mid=402604732&idx=1&sn=43df5fa6f28b10d6ab4f99ba7df7c04c&3rd=MzA3MDU4NTYzMw==&scene=6%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g2OTYyOQ==&mid=402604732&idx=1&sn=43df5fa6f28b10d6ab4f99ba7df7c04c&3rd=MzA3MDU4NTYzMw==&scene=6%23rd
http://www.sal.edu.cn/news.aspx?t=83
http://www.sal.edu.cn/news.aspx?t=8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quickforward=1&id=96095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quickforward=1&id=960957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6566
http://www.library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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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原首都图书馆馆长，北大、人大、北师大兼职教授）主讲的‘互联网+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课程，以帮助大家了解当前文化和互联网融合发

展，为推动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出贡献。学习时间:3 月 7 日（周一）

至 11日（周五）学习途径:登录国家数字文化网/文化共享工程网‘数字学习港’

栏目（http://www.ndcnc.gov.cn/peixun），进入‘培训课件’，选择收看。” 

hanna：“http://peixun2016.csp.escience.cn/dct/page/70010?plg_nld

=1&plg_usr=1&plg_vkey=1&plg_auth=1&plg_dev=1&plg_uin=1&plg_nld=1。”

“‘中国数据馆员培训班’通知(含课表) （点击下载 PDF 版带公章通知）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技信息政策研究咨询与服务中心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

书馆分会 。” 

 

（2）资源与信息分享 

论坛刘编：“3月两会，春暖花开。《图书馆论坛》第三期如期而至，‘公

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国家与与社会’‘制度与生活’‘贫困地区农家

书屋单向度发展’‘广州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政府责任’‘城市图书馆读者信息行

为调研’‘数据期刊数据论文’‘数据管理’‘彩云服务’‘微信公众号的亲子

阅读’‘学习空间’‘广东文献’等，都有值得一读的内容。”论坛刘编：“闲

话少说，直接上文。”论坛刘编：“《图书馆论坛》第三期有的文章读了令人惊

喜，有的文章读了难过万分，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图书馆事业。春天到了，

既有期盼，公共图书馆法律框架完成，公共图书馆法尽在眼前；更需同仁们努力，

图书馆转型需要我们在伟大的时代留下自己的汗水、泪水！”gaozy：“叫好又

叫座，刘编威武。”远方：“很不错，赞 。”论坛刘编：“‘只要我们努力，

不要堕落，总不要紧。’——丁文江致胡适信，1927年 8月。”   

   

论坛刘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分分合合，华南最优 http://url.cn/2

5TG13o。”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3 月 04 日 http://m.xhsmb.com/20160304/ne

ws_1_1.htm。”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3 月 11 日 http://m.xhsmb.com/20160311/ed

ition_1.htm。”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3月 11日，该期看点数字图书馆

专刊‘数字资源建设要有的放矢’专题，请全国部分省（自治区）、市、区（县）

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的相关负责人‘出镜’，畅谈经验心得，提出意见建议，以

资图书馆界、出版界同仁借鉴。”宋晓*：“http://m.xhsmb.com/20160311/ne

ws_18_3.htm《图书馆学散论》汇集图谋博客精粹。”“3月 11 日的《图书馆报》

http://www.ndcnc.gov.cn/peixun
http://peixun2016.csp.escience.cn/dct/page/70010?plg_nld=1&plg_usr=1&plg_vkey=1&plg_auth=1&plg_dev=1&plg_uin=1&plg_nld=1
http://peixun2016.csp.escience.cn/dct/page/70010?plg_nld=1&plg_usr=1&plg_vkey=1&plg_auth=1&plg_dev=1&plg_uin=1&plg_nld=1
http://url.cn/25TG13o
http://url.cn/25TG13o
http://m.xhsmb.com/20160304/news_1_1.htm
http://m.xhsmb.com/20160304/news_1_1.htm
http://m.xhsmb.com/20160311/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60311/edition_1.htm
http://m.xhsmb.com/20160311/news_18_3.htm
http://m.xhsmb.com/20160311/news_18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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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文章。”嘉懿：“群主威武！向群主学习！” 

闲在心上：“图书馆报漫步 A21/24 版为济宁学院图书馆馆长刘欣点赞 htt

p://m.xhsmb.com/20160311/news_21_1.htm@欣然读书 。”“ 刘馆长最出彩的

是在最后亮出的 5点个人工作体会小结，现将这些真切感悟摘抄如下：一、适合

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大限度地利用才是最有价值的；二、不是有了条件才做事，

而是做了事才有更多支持；三、创新始于模仿；四、做一名幸福的图书馆员；五、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充分发挥图书馆每一位馆员的优势，结

合工作实际找到创新思路，为图书馆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体会工作带给自

己的快乐和幸福，实现人生价值；@欣然读书 。”欣然读书：“很意外看到这篇

文章，谢谢大家关注。”闲在心上：“图书馆报漫步 A21/24 版闲话学术滋味 h

ttp://m.xhsmb.com/20160311/news_21_3.htm@图谋 。” 

hanna：“图书馆有可能采纳的技术，你知道几个？http://mp.weixin.qq.

com/s?__biz=MzIwMTM0NzQyNQ==&mid=400880716&idx=1&sn=b5fafc80a11541bde

7a01f26a826d33a&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刘桂*：“http://url.cn/2GbRKS9《情报理论与实践》2016 年第 3 期出版。” 

 朗月孤舟：“资源分享：台湾大学机构典藏——图书资讯学刊 http://ntur.

lib.ntu.edu.tw/handle/246246/176466?locale=zh-CN。”“个人认为是比较好

的资源，缺点就是看繁体字比较费劲。”海边：“繁体字好看。”朗月孤舟：“比

英文好看多了。”      

 图谋：“图谋.关于圕人堂未来的思考.http://m.xhsmb.com/20160304/news

_10_1.htm。”      

 天天书香：“全民阅读进程中的文化共识 http://blog.sina.com.cn/s/blo

g_dbc3ff2b0102wdyg.html《今日阅读》（2015年第 4期）《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6 年第 1 期） ［摘 要］在促进全民阅读的进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阅

读推广理念，形成了许多深邃的社会文化共识，包括‘全民阅读增强国家文化软

实力’‘全民阅读要继承和弘扬优秀阅读文化’‘全民阅读要上升为国家战略’

‘政府要承担全民阅读的促进与保障责任’‘多元力量参与推进全民阅读’‘满

足人们不同的阅读需求’‘构建全民阅读保障体系’‘全民阅读需要立法保障’

等。” 图道：“谢谢分享@天天有书香 。”嘉懿：“总结的真到位，受教了。”

    瘦身娃娃：“看了‘图书馆馆员如何成为展现科研影响力的主导

力量’这个文了，这些东西都是图书馆员的设想，实际科研人员对这种东西也只

是锦上添花的效果，有了新的引用次数是很好，没有也要继续，在填各种表格的

时候最有用；研究人员可能不是特别关注是谁引用了自己，然后依此调整方向（这

方面的实证研究有人做吗？看看某研究人员的某篇论文的引证文献对该同志后

http://m.xhsmb.com/20160311/news_21_1.htm
http://m.xhsmb.com/20160311/news_21_1.htm
http://m.xhsmb.com/20160311/news_21_3.htm
http://m.xhsmb.com/20160311/news_21_3.ht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M0NzQyNQ==&mid=400880716&idx=1&sn=b5fafc80a11541bde7a01f26a826d33a&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M0NzQyNQ==&mid=400880716&idx=1&sn=b5fafc80a11541bde7a01f26a826d33a&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M0NzQyNQ==&mid=400880716&idx=1&sn=b5fafc80a11541bde7a01f26a826d33a&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http://url.cn/2GbRKS9
http://ntur.lib.ntu.edu.tw/handle/246246/176466?locale=zh-CN
http://ntur.lib.ntu.edu.tw/handle/246246/176466?locale=zh-CN
http://m.xhsmb.com/20160304/news_10_1.htm
http://m.xhsmb.com/20160304/news_10_1.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dyg.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dy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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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研究的影响是什么），因为论文都是过去式了，如果是一系列研究，其研究部

署早就定好了。”      

瘦身娃娃：“中山大学公布 CSSCI 期刊黑名单目录 http://mp.weixin.qq.c

om/s?__biz=MzAwNzEzMTYyNg==&mid=452505389&idx=3&sn=35a3e714a60f14eacd

4b0d59e33f892a&scene=23&srcid=0305nLwsoaKt9dGVUCU9xm73#rd。” 嘉懿：

“个别 cssci确实不太本分。”hero8151：“评中山大学人文社科期刊黑名单  

俞立平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134-960688.html中山大学校长办

公室 2014 年 12 月 10日印发的《中山大学关于印发<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要

期刊目录原则（试行）>（2014年修订版）的通知》，首次公布了 CSSCI期刊黑

名单目录，引起了一些争议和骚动。18 个黑名单期刊目录如下：  1.软科学  2.

中国科技论坛  3.系统工程  4.华东经济管理  5.科技管理研究  6.科技进步

与对策  7.经济与管理研究  8.经济纵横  9.现代经济探讨  10.经济问题  11.

价格理论与实践  12.统计与决策  13.求索  14.江西社会科学  15.北京社会

科学  16.艺术百家  17.敦煌学辑刊  18.河北法学   每个学校都会制定自己

的期刊目录，虽然各有特色，但总体上越是名校，期刊目录相对科学，中山大学

的期刊目录中，我简单统计了一下，我一 A期刊论文 2篇，一 B期刊论文 11篇，

重要核心期刊大概 80 几篇。要在一类期刊发论文还是有相当压力的。下面谈谈

我对黑名单的看法：第一，中山大学勇气可嘉   作为官方敢于公布期刊黑名单，

是顶着很大压力的。中国太需要不同的声音，即使在学术界也是如此。如果大学

不敢站出来发声，那你还期待谁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中山大学作为名列全国

前列的高校，敢作敢为，很大气，富有男子汉气概，赞一个。第二，总体上并不

冤枉这些杂志   我不太了解 18个黑名单杂志所有的学科，但是与其中不少杂志

打过交道，尤其是经济管理类杂志，在以上目录的杂志中也发表过 10多篇论文。

我不了解中大为什么将它们列为黑名单，但是如果看看一些论坛里的讨论，尤其

是一些负面的，我感觉其中大部分杂志并不冤枉。第三，杂志有问题并不代表论

文有问题   不要将论文质量与期刊挂钩。即使期刊被列入黑名单，这仅仅是个

总体的概念，期刊有问题，并不代表其中所有的论文都有问题，但是质量相对低

一些的论文比重可能高一些。好的期刊一样有不太好的论文，以上 18 种期刊刊

载的论文，估计质量比较差的也是少数，当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第四，应该

看到一些杂志的进步   前几年，目录中的两三本期刊稿件很容易录用，所以我

投稿时往往作为最后批次投稿，但是最近几年发现，这些杂志论文也不太容易录

用了，经常退稿，我相信我的水平并没有降低，那只能说明杂志的水平提高了。

第五，有些杂志被冤枉了   感觉有几本杂志被冤枉了，不知道中山大学怎么评

估的。我相信最好的评估方法是每本杂志选 2期，请专家匿名评审，主要看论文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EzMTYyNg==&mid=452505389&idx=3&sn=35a3e714a60f14eacd4b0d59e33f892a&scene=23&srcid=0305nLwsoaKt9dGVUCU9xm7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EzMTYyNg==&mid=452505389&idx=3&sn=35a3e714a60f14eacd4b0d59e33f892a&scene=23&srcid=0305nLwsoaKt9dGVUCU9xm7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EzMTYyNg==&mid=452505389&idx=3&sn=35a3e714a60f14eacd4b0d59e33f892a&scene=23&srcid=0305nLwsoaKt9dGVUCU9xm73#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134-9606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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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不要管什么影响因子之类的指标，这是最可靠的。   第六，希望杂志将

这个名单作为提高自己的动力   没有被冤枉的肯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加强审稿，

杜绝不正之风，搞好服务，视作者读者为上帝，努力办好杂志；被冤枉的也不要

生气，埋头苦干，努力提高自己。 2016.3.5  俞立平 于宁波。”   

 粉晶草莓：“思考质量决定人生成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

jM5NzMyODA2MQ==&mid=403560978&idx=3&sn=a6a93f346ec267c889153cd57424ab

13&scene=23&srcid=0305LxQih12IaKt1yn3H1rd9#rd。”瘦身娃娃：“选择决定

人生成败。”      

惠涓澈：“我和女儿的读书故事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

_58d3fe530102wb9r.html?u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re&utm_medi

um=weixin&bsh_bid=1008435028&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图谋：“ACRL2015 大学图书馆环境扫描报告全文 http://www.sal.edu.cn/

news_info.aspx?id=6404 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每两年发布高等教育

环境扫描报告，分析潜在的对学术图书馆发展产生持续影响的趋势。2015 大学

图书馆环境扫描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一个是一年前（2014年 3月）已发布的 

‘学术图书馆的前沿趋势’报告。另外一个即刚发布的 2015 环境扫描报告。此

报告是对当前环境下的学术图书馆发展环境进行概述，而非详尽的调查。报告主

要阐述了高等教育总体趋势，以及它们对图书馆馆藏和访问的影响，研究数据服

务，发现服务，图书馆设施，学术交流和图书馆对学生成功的影响。报告分为以

下部分：高等教育环境；图书馆馆藏和采购；研究数据服务；发现服务；图书馆

设施；学术交流；图书馆对学生成功的影响。”      

Jolly：“请教咱们伟大的群 谁的图书馆有超星数据库培训的 ppt 啊 能给

我发一分吗？”天外飞仙：“PpT找超星销售要吧。”图谋：“各类型数据库培

训 PPT，可以到用户教育做得比较好的图书馆网站去检索与利用。”“比如：南

京大学图书馆 90 分钟讲座资源.http://lib.nju.edu.cn/html/article.htm?id

=32&fid=24。”图谋：“超星系列数据库包括超星电子书、读秀搜索、超星发现、

移动图书馆、学术视频等等，具体需要什么还得结合自己的需求加以选择和利

用。”图谋：“清华大学图书馆专题培训讲座 http://lib.tsinghua.edu.cn/se

rvice/workshop.html 包含讲座的时间安排、内容简介、教学课件等内容。”伊

丰：“直接叫超星去人讲就好了，市场推广培训有专门部门负责的。”图谋：“刚

才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第 8讲： 中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检索与利用（课件）’，

介绍该馆订购的中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并以超星数字图书馆、ebrary 等数据

库为例重点介绍这类资源的使用方法。”“两处推荐，均包含超星系列产品的培

训内容。”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yODA2MQ==&mid=403560978&idx=3&sn=a6a93f346ec267c889153cd57424ab13&scene=23&srcid=0305LxQih12IaKt1yn3H1rd9#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yODA2MQ==&mid=403560978&idx=3&sn=a6a93f346ec267c889153cd57424ab13&scene=23&srcid=0305LxQih12IaKt1yn3H1rd9#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MyODA2MQ==&mid=403560978&idx=3&sn=a6a93f346ec267c889153cd57424ab13&scene=23&srcid=0305LxQih12IaKt1yn3H1rd9#rd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58d3fe530102wb9r.html?u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re&utm_medium=weixin&bsh_bid=1008435028&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58d3fe530102wb9r.html?u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re&utm_medium=weixin&bsh_bid=1008435028&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58d3fe530102wb9r.html?u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re&utm_medium=weixin&bsh_bid=1008435028&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6404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6404
http://lib.nju.edu.cn/html/article.htm?id=32&fid=24
http://lib.nju.edu.cn/html/article.htm?id=32&fid=24
http://lib.tsinghua.edu.cn/service/workshop.html
http://lib.tsinghua.edu.cn/service/worksho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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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圆：“是不是有同仁有上《信息检索》课程的？”“之前好像讨论过这个

问题，有发过相关的课件共享？在文件里面没找到。”一鸣：“@依依 这是在圕

人堂周讯里，别的老师发的。”“@爱跑的汤圆 之前由于容量问题，部分文件共

享到网盘上（libseeker），但是我刚才查了一下，里边也没有你要的东西。”

图谋：“其实前天晚上就推荐了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高校用户教育系列讲座网

址。”“用‘信息检索 圕人堂’百度搜索，估计也会有结果供参考。”汤圆：

“有时候是办公室电脑，有时候是手机，有时候是家里电脑接收群消息。刚刚查

找了信息，没找到，所以能否请您再发一次网址？@图谋。”图谋：“自己找一

下两校图书馆网站就好。” 

一鸣：“【冠员】图谋(37825775) 18:40:41 比如：南京大学图书馆 90 分钟讲

座资源.http://lib.nju.edu.cn/html/article.htm?id=32&fid=24【冠员】图谋

(37825775) 18:46:51 清华大学图书馆专题培训讲座 http://lib.tsinghua.edu.

cn/service/workshop.html 包含讲座的时间安排、内容简介、教学课件等内容。

@爱跑的汤圆 。”汤圆：“哈，收获很大。很好的一个平台！学习了很多。”“这

学期新开设了信息检索的课程，还处在学习初级阶段，觉想更深入学习这门课程，

和别的同仁学习一下。有开设这门课程的同仁可以私聊哈。”一鸣：“你可以看

看 mooc 中国上，武汉大学黄如花教授开的慕课，挺好的。”金呆呆：“不知道

给学生做专题讲座时能不能讲下如何辨别网络信息这类的专题。”一鸣：“htt

p://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29001#/info。”“中国大学 mooc 上，

黄教授的课程。”芷芸：“@一鸣 课程有改变吗？”一鸣：“@芷芸 这学期刚开

始开课，还没学习呢。”芷芸：“@一鸣 我上了第一，二两期。看课程介绍好像

没多大改动。”一鸣：“偶，我还没看呢，这学期。” 

图谋：“科研典范之六：久攀必登高峰——记信息科学学院讲师苏芳荔 htt

p://www.zzia.edu.cn/news/html/2014-12-5/2014125131955.htm 苏芳荔，女，

1981 年生于河南泌阳，2012 年获南京大学情报学专业管理学博士学位。”书小

弟：“厉害。”牡丹江：“看了苏老师的文章很有启发，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七色花*：“更新了我在县城图书馆的 10 年，欢迎关注 https://read.doub

an.com/reader/column/3329010/chapter/19241833/。”“我在县城图书馆的 1

0年之上班第一个月发工资七百多块钱。欢迎关注。”广东小*：“@七色花书馆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你自己吗？”七色花*：“@广东小肥羊 这不是小说。”七

色花*：“是记录的，算散文吧。”广东小*：“@七色花刚才仔细阅读了，写的

不错。”七色花*：“过奖过奖，中文系科班毕业。”海边：“月 700 元，不少

啊。”apple：“嗯，我刚到图书馆做那年工资每月 325。”海边：“我 54元。” 

墨墨：“开卷日历——中国书业服务首款 app，专为图书人定制，网罗书业

http://lib.nju.edu.cn/html/article.htm?id=32&fid=24
http://lib.tsinghua.edu.cn/service/workshop.html
http://lib.tsinghua.edu.cn/service/workshop.html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29001#/info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29001#/info
http://www.zzia.edu.cn/news/html/2014-12-5/2014125131955.htm
http://www.zzia.edu.cn/news/html/2014-12-5/2014125131955.htm
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3329010/chapter/19241833/
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3329010/chapter/1924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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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事。了解详情请用手机扫码。开卷日历上周书业内容回顾（20160229--201

60306）1、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荐 2016 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

物的通知》2、小李封帝，奥斯卡原著小说推荐 3、国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

《2016 年新闻出版课题研究指南》4、两会热点书单发布 5、行业会议汇总：3.

1-3.2 安徽万品馆配会 3.3-3.4 重庆天泰馆配会 6、开卷周畅销书榜单发布本周

会议预告3.9-3.11青岛市店春季馆藏会 3.10-3.18百万庄图书大厦春季馆藏会” 

广州书童：“http://www.zaobao.com/wencui/social/story20160307-589

842 中情局招图书管理员 年薪可达近 12万美元。”麦子：“@广州书童 这个价

位很合理，而且最高是 118k，估计大多数人会拿到 8，9万。另外在 dc，生活费

用高，不是太多的钱。”“这是联邦工作，一定要是美国公民的。而且，我估计

要查三代的。” 

hanna：“韩国的图书馆，感觉这样放报纸也蛮好的，省得夹起来了。” 

 

 

 

 

 

图片由 hanna 提供 

 

墨墨：“明天就是女生节，女神节，女人节，我们偏不说三八妇女节。让我

们倾情奉献的女性书单来帮您做好节日营销，附上《2015 女性心理自助 top30

榜单》。点击链接查看。http://www.kjrili.com/news/1_3e5b34d4-8be3-49db

-89ea-5d8636f91bda.html?st=4&s=253&m=9392BE61-94F4-447C-8FC4-6B5213D8

63DC_openbook&w=4” 

鲲鹏展翅：“三八节书单 | 33 本书，33 位中国杰出女性的人生 http://mp.

weixin.qq.com/s?__biz=MjM5MDk3ODM4Nw==&mid=402458934&idx=1&sn=f898edd

bbf9b8123b722180adac1cb5d&scene=23&srcid=0308qz4jBUJcZTiV3SKM7G12#r

d。” 

论坛刘编：“【新政】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 http://

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YwNTQ5NQ==&mid=402077916&idx=8&sn=68d0

e2a12b3f2fb3ab0ee2e5f9bb33e7&scene=23&srcid=0113RiGuvtHlJw4BLzSRSBEY#

rd。” 

一鸣：“群里有学中文的大神吗？‘又新增了阅览室，扩展了利用宽度，广

袤了利用种类和内容，力图在有限的空间里将阅览室打造成多元化资源中心’。”

http://www.zaobao.com/wencui/social/story20160307-589842
http://www.zaobao.com/wencui/social/story20160307-589842
http://www.kjrili.com/news/1_3e5b34d4-8be3-49db-89ea-5d8636f91bda.html?st=4&s=253&m=9392BE61-94F4-447C-8FC4-6B5213D863DC_openbook&w=4
http://www.kjrili.com/news/1_3e5b34d4-8be3-49db-89ea-5d8636f91bda.html?st=4&s=253&m=9392BE61-94F4-447C-8FC4-6B5213D863DC_openbook&w=4
http://www.kjrili.com/news/1_3e5b34d4-8be3-49db-89ea-5d8636f91bda.html?st=4&s=253&m=9392BE61-94F4-447C-8FC4-6B5213D863DC_openbook&w=4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k3ODM4Nw==&mid=402458934&idx=1&sn=f898eddbbf9b8123b722180adac1cb5d&scene=23&srcid=0308qz4jBUJcZTiV3SKM7G12#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k3ODM4Nw==&mid=402458934&idx=1&sn=f898eddbbf9b8123b722180adac1cb5d&scene=23&srcid=0308qz4jBUJcZTiV3SKM7G12#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k3ODM4Nw==&mid=402458934&idx=1&sn=f898eddbbf9b8123b722180adac1cb5d&scene=23&srcid=0308qz4jBUJcZTiV3SKM7G12#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k3ODM4Nw==&mid=402458934&idx=1&sn=f898eddbbf9b8123b722180adac1cb5d&scene=23&srcid=0308qz4jBUJcZTiV3SKM7G12#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YwNTQ5NQ==&mid=402077916&idx=8&sn=68d0e2a12b3f2fb3ab0ee2e5f9bb33e7&scene=23&srcid=0113RiGuvtHlJw4BLzSRSBEY#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YwNTQ5NQ==&mid=402077916&idx=8&sn=68d0e2a12b3f2fb3ab0ee2e5f9bb33e7&scene=23&srcid=0113RiGuvtHlJw4BLzSRSBEY#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YwNTQ5NQ==&mid=402077916&idx=8&sn=68d0e2a12b3f2fb3ab0ee2e5f9bb33e7&scene=23&srcid=0113RiGuvtHlJw4BLzSRSBEY#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YwNTQ5NQ==&mid=402077916&idx=8&sn=68d0e2a12b3f2fb3ab0ee2e5f9bb33e7&scene=23&srcid=0113RiGuvtHlJw4BLzSRSBEY#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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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这里‘广袤了利用种类和内容？’是什么意思呢，有这种表述吗？”b

iochem：“是输入错误吧。”一鸣：“我觉得有可能，我看到学校通知，还害怕

自己才疏学浅，没见过这么飘逸的表述呢。”朗月孤舟：“中文的好些词是这样，

一些文学大咖用的一些词没问题，但一般人用这些词就有问题了。”san san：

“编辑每天是不是也这样受折磨。我感觉自己经常折磨编辑咧。”“文字工作太

可怕了。”中原劲草：“文字工作不可怕，可怕的是外语学习无限放大、邯郸学

步到了忘了自己咋走路了。”san san：“学好语文，写好汉字。每次我写文章，

就像死一回。”“那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就是找不到。”左手边：“推荐一门慕课

东南大学《大学语文》。大学语文是高等院校非中文专业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

其学习内容以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为重点，这些作品蕴藏着丰富的政治、社会、历

史、自然等各种形象化的具体感性的知识。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

e/seu-33001#/info。”“虽然不能解决上边老师的问题，但是如果能丰富知识

和培养安静的心也挺好的。” 

度量衡：“http://www.hipaint.com/productnew/。”“能把普通墙壁变成

黑板的好产品，学校图书馆应该用的上。” 

中原劲草：“数字环境下的阅读大变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MzAxNzAxNDcxMg==&mid=402722115&idx=2&sn=1f4915127a4efd9d44e68fae29ce

507f&scene=0#wechat_redirect。” 

太仓中专：“想问一下诸位同仁，哪里有免费的论文检测查重服务？”逄丽

东：“论文免费查重的方法及经验谈，让你少走弯路 http://mp.weixin.qq.com

/s?__biz=MzI4MDA1NTk2MA==&mid=402925262&idx=3&sn=5053c47785e543d3f211

66dcc1b14686&scene=0#wechat_redirect。” 

论坛刘编：“如何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演讲者奈吉尔马 http://url.cn/

2JnqVP0。” 

 

（3）圕人堂发展 

图谋：“感谢客服团队新成员所做的工作！圕人堂连续 5 周的‘活跃度’为

20%出头，较为理想的状态应为 30%出头。上周，匆忙将客服团队‘扩容’，意

在期待新年新气象。”“客服工作如何开展？我自身所做的就是一名‘客服’。

我的一些做法，可供参考。”“圕人堂大窗交流，最好不要使用语音方式。因为

这样不利于周讯整理，也不利于交流（群有一定规模，如果多人语音，交流的

效果好不了）。谢谢！”“圕人堂设立‘用户服务工作小组’（简称：客服组），

彰显圕人堂的服务营销意识，围绕圕人堂的愿景与使命更好地开展工作，提供

更好地服务，让交流与分享效果更好。”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seu-33001#/info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seu-33001#/info
http://www.hipaint.com/productnew/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AxNDcxMg==&mid=402722115&idx=2&sn=1f4915127a4efd9d44e68fae29ce507f&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AxNDcxMg==&mid=402722115&idx=2&sn=1f4915127a4efd9d44e68fae29ce507f&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AxNDcxMg==&mid=402722115&idx=2&sn=1f4915127a4efd9d44e68fae29ce507f&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4MDA1NTk2MA==&mid=402925262&idx=3&sn=5053c47785e543d3f21166dcc1b14686&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4MDA1NTk2MA==&mid=402925262&idx=3&sn=5053c47785e543d3f21166dcc1b14686&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4MDA1NTk2MA==&mid=402925262&idx=3&sn=5053c47785e543d3f21166dcc1b14686&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url.cn/2JnqVP0
http://url.cn/2JnqV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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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消息：“ 【观员】幸福的地图 发表动态 21:29:53 拍摄主体：各地图

书馆（含各种类型） 拍摄角度：正面。看得清楚馆牌为佳，一张无法反映全貌

的可以多张（3-5张）补充。 图片大小：1M以上（不超过 1... 查看。”图谋：

“博物馆看到的一个‘书偶’，以猪和猪八戒为题材，分享一下。”图谋：“‘镜

头下的图书馆模样’，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图谋：“幸福的地图分享的泰达图

书馆图片，挺好的。2000 年初泰达图书馆曾是‘大明星’，有幸借助分享‘目

睹’10 余年后的风采。”芷芸：“这是公共馆吧，这些手偶更适合小孩子。”

幸福地图：“@图谋 我也是有事经过这里顺手拍的，泰达图书馆前后门直通后边

的广场，穿行而过就如同文化长廊，赏心悦目，不由让人驻足多看几眼。个人觉

得年俗的展示很吸引小朋友，没有去儿童天地看看很遗憾，有时间带着小朋友去。

堂主那时候去应该是刚建馆，变化确实很大。” 

 

 

 

 

 

照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QQ 红包]请使用新版手机 QQ查收红包。”牡丹江：“谢谢群主。”

嘉懿：“学习还能领红包，谢谢楼主。”图谋：“咱们圕人，女同胞们撑起大半

边天。普天同庆的日子，增添一份喜庆。”河边草：“今天这节真的过得很开心

谢谢男同胞们。”图谋：“要谢就谢圕人堂吧，这次的福利从圕人堂发展基金支

出。”“感谢有你，有我，有咱圕人堂。”“这次发放的红包 200 个，共 100

元，拼手气的。”“咱们圕人堂一大家子，如果是 20 个，眨眼间就不见了。”

广东小*：“谢谢群主，超过了平均数。”孔祥爱：“群主我领到您发的两次红

包了谢谢。”在水一方：“谢谢王老师的红包，来到图人堂受益匪浅，就像到了

家。祝越办越好，谢谢您们的辛勤付出。” 

 

（4）问答汇萃 

1）论文投稿与核心期刊 

远方：“为什么我的稿子不被编辑看好”“我的意思主要是：应该有反馈

信息，哪些方面错误或不足。”“不看好 是正常的，但一点反馈也没有，或者

审稿人瞎说一气，就很不正常，不应该了。” “@嘉懿 谢谢。现在编辑、出版

有很多不好的风气。除了不尊重作者，还有攀比引用率，只看作者背景，不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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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烦人啊。”图米：“作者名气职务确实很重要。”“大家都看不懂的理论就

是好理论。”嘉懿：“@远方 还是当前科研期刊评价机制引导着对论文的取舍标

准。”图米：“论文要求项目，项目需要发文。一拍即合。”论坛刘编：“@图

米 不尽然。很多期刊并不看所谓的论文以外的东西，实行盲审制度。文章最关

键还是质量。”嘉懿：“向群主学习，专注、热爱，必有所获。” 

-：“哪位老师知道外文投稿时  系统提示‘minimum entries for attrib

ute keywords not entered’，是什么意思吗 。”凤舞九天：“你的关键词没

有分隔开吧@- 。”-：“用逗号隔开的。”“我再试试  谢谢老师解答。”“重

新把关键词输入一遍  一个个添加的,可以了。” 

woseic*：“请问大家稿件一直处于‘初审中’是什么意思？”san san：“估

计稿件很多吧，。”woseic*：“这样呀。”“10多天了。”依连：“哪个期刊

呀。”woseic*：“中图图书馆学报。”woseic*：“请问哪位老师投过，烦请指

导一下。”魏小*：“等着就行。”woseic*：“哦，不行我就换刊了。”宁静：

“别着急，一般情况下得一个月。” 

福蛙：“请教一下群里的大神，《高校图书馆工作》从一月初投稿到现在一

直停滞在‘结审’状态。这个期刊审稿流程和其他期刊不大一样啊，‘结审’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且一直没变化，耐心快磨没了，纠结要不要改投，请有

经验的老师指教。”诲人不倦：“貌似是结束审稿的意思。”福蛙：“结束审稿，

不给结果。”sonorous：“没打电话问问？”宋晓*：“只要评审意见里没有‘退

稿’字样，说明还在审理中。”福蛙：“先求教于我大圕人堂，后打电话，免得

电话里被应付。” 

惠涓澈：“我帮你问@福蛙。”Follaw：“@芝麻 @惠涓澈 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审

稿周期一般多长？”芝麻：“两周？”“我是被退过稿，不知道录用要多久。”

惠涓澈：“不好意思，我自己没投过，彩云之旅的文章都是王老师投的。” “我

只是就文章和编辑老师交换过意见。”论坛刘编：“其实，审稿周期，是一个比

较复杂的问题，关键是文章：两极的文章，都比较快。难在中间的文章，也就

是对期刊而言，文章可能有可取之处，但也有难改之处。这时候编辑部可能会

请更多的人来看文章，而自己也会非常慎重。在这种情况下，审稿时间比较长。”

芝麻：“谢谢刘主编的专业解答。”论坛刘编：“我建议，最好与编辑部进行直

接联系，比如电话或邮件。”福蛙：“谢谢刘编。”惠涓澈：“应该主动联系，

不只被动等待。”满哥：“高校图书馆工作，我发过一篇文章，大约两个月发

录用通知。”Follaw：“谢谢各位热心的老师和刘主编。”惠涓澈：“第四期夏

翠娟老师的文章看了，谢谢刘主编。”芝麻：“很多刊的编辑老师都非常负责，

非常认真，我接触过。”芝麻：“也有一些刊，发文前不跟作者联系的。”惠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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澈：“所以内心迷茫不知所措的时候，最好和刊物编辑联系沟通。”惠涓澈：

“各人情况不同。”“其实现在完全可以和编辑部联系，听取修改意见。”“我

以前投稿出去，录用后直接刊发觉得没事，挺好，挺干脆，后来觉得还是多次

反复修改好，能提高，能让文章更美好。”张小*：“我也赞同惠老师的观点，

第一次投稿给图书馆论坛，他们真的好认真，好严谨，我一共改了 6次，真的有

提升啊。” 

小白兔：“图书馆杂志是不收版面费的么。”印度阿三：“是的。”小白兔：

“谢啦。”pillpill：“问一下各位，2015 年发在兰台世界的论文，是中文核

心吗？”Desper*：“不是。”一鸣：“兰台世界不是北核了。”牡丹江：“那

要看你们学院自己怎么认定了。”“我们学院占时还是，今年马上要出新的目录

了，就没有了。”一鸣：“圕人堂周讯，95 期有人说过‘25 ）图情的投档案的

期刊评职称算核刊”芷芸：‘@图林晓理，请问图情的投档案的期刊评职称算核

刊吗？’图林晓理：‘@芷芸，这要看您省的职改办的评审要求，据我所知有位

知名的专家说过档案学核心期刊可以算。’朗月孤舟：‘2011 版核心《兰台世

界》里面专门有图书馆文章栏目。《兰台世界》是档案的期刊。’图林晓理：‘2

014 版《兰台世界》已不再是[北大版]的核心期刊了，请注意！’。”pillpil

l：“我的一个同事发的，我们学校还算核心呢。”“她发的 2015 年 11 月的，

不知道为什么算。”牡丹江：“那就很庆幸了，我也是 2015年 2月份发的。”p

illpill：“截止到几月啊？”牡丹江：“我们单位是到 6月 30。” 

依依：“@【客服】一鸣 你好。老师。2014 版《兰台世界》已不再是[北大

版]的核心期刊了，这指的是 2015年后的北大公布的核心期刊吗？”依依：“有

哪位老师有最新公布的北大版核心期刊目录？”琼琚：“中国图书馆学报 图书

情报工作 大学图书馆学报 情报学报 图书馆论坛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杂志 图书

情报知识 图书馆 图书与情报 情报理论与实践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情报资料工

作 现代情报 情报科学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国家图书馆学刊 情报杂志。”依依：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和《图书馆学研究》这两个不是了。”琼琚：“好早就

不是了。”依依：“噢。谢谢。那上面有老师说的《兰台世界》如果今年去评的

话，也不算核心了吗？”牡丹江：“那要看你们学院的新版认定到哪年。”“你

可以咨询你们本校的科研处和人事处。”依依：“我们不是学院。哎。评这个职

称真是麻烦啊。谢谢老师。”牡丹江：“那在哪评就问哪个部门应该有文件的。” 

 

2）《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 

Lee：“有谁手中有《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学者：“请问 谁有《图

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电子版呢。”Lee：“为感谢群友们无私奉献，本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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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打算贡献 4000 百度文库积分免费为本群所有下载百度文库文档。有需要下

载文库文档的可联系我。”图谋：“文化行业标准《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

标准编号 WH/T 71-2015。” “刘洪辉, 沈静. 《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的

编制及特点[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5(6):36-41.（已上传至群文件）。”图

谋：“据刘洪辉, 沈静《<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的编制及特点》一文，《图

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行业标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目前很可能尚未

进入流通环节）。” “因此，多位成员索求电子版是不甚靠谱的。”图谋：“据

个人‘预测’，3月下旬的培训班上，参加培训的人员估计每人可获取一册。”

系统消息：“图谋 分享文件 23:07:27《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的编制及特

点.PDF 下载。”  

3）图书借阅超期及乱架问题 

沈阳体*：“请教各位高校馆的老师，有没有不收图书超期罚款的啦？”鲲

鹏展翅：“很多馆都取消了。”“这个图书逾期款，没有物价批准文件。”无忧

树：“是的，我们学校从去年三月份取消了，采用答题方式。目前准备微信版

答题，答题，打分，通过后继续借书，不通过重新答题。”“http://mc.m.5re

ad.com/weixin/customize_showContent.jspx?schoolId=63&protocol=31c&url

=http%3A%2F%2Fwww.lib.xjtu.edu.cn%2Fnews.do%3Fevent%3Dsingle%26id%3D2

175。”沈阳体*：“哦，请问贵校是？”无忧树：“西安交通大学。”沈阳体*：

“哦，还是很先进的理念，学习学习。”“超期 10块之内的就可以继续借书呗。”

“这种‘以惩带罚’的方式运作起来效果如何啊？”天行健：“也可以考虑义工

换罚款。”沈阳体*：“恩，对。” 

妍馨：“各位大侠，有没有关于图书乱架，就是读者随手乱放图书的宣传标

语。”“我们是公共图书馆不好约束。”罗 ：“摆正位置，彰显价值——请勿

随意放置图书。”妍馨：“嗯，这个好。”宁静：“这个问题好象各大图书馆都

有。”“我们这儿也一样，每次借阅时，管理员都会提醒读者，但效果不大。”

图米：“有个方法是不让读者放回去，放中转架上或者桌子上。”妍馨：“让

读者在中转架上找，人家根本不听这一套。”图米：“不是找，是不让读者自己

归架。” 宁静：“哪是读者借书后，还书可用这种方法，但是在开馆借阅的条

件下，读者拿起一本书后查看后，一般都习惯顺手放在书架上顺手的位置，不

会按照规定放置。”一鸣：“这个应该还是主要看素质，当然在适当的地方作

出提醒，也是必要的。”图米：“让读者自己回到抽书的位置是有困难的。”宁

静：“我们这儿用代书卡，但这种乱加现象也同样严重。”一鸣：“我们也是代

书板，不过效果也一般。”图米：“还不如就让放旁边桌子上。”宁静：“是呀，

每天管理员花在这一块的时间上不少。”牡丹江：“我们馆是馆员和临时馆员

http://mc.m.5read.com/weixin/customize_showContent.jspx?schoolId=63&protocol=31c&url=http%3A%2F%2Fwww.lib.xjtu.edu.cn%2Fnews.do%3Fevent%3Dsingle%26id%3D2175
http://mc.m.5read.com/weixin/customize_showContent.jspx?schoolId=63&protocol=31c&url=http%3A%2F%2Fwww.lib.xjtu.edu.cn%2Fnews.do%3Fevent%3Dsingle%26id%3D2175
http://mc.m.5read.com/weixin/customize_showContent.jspx?schoolId=63&protocol=31c&url=http%3A%2F%2Fwww.lib.xjtu.edu.cn%2Fnews.do%3Fevent%3Dsingle%26id%3D2175
http://mc.m.5read.com/weixin/customize_showContent.jspx?schoolId=63&protocol=31c&url=http%3A%2F%2Fwww.lib.xjtu.edu.cn%2Fnews.do%3Fevent%3Dsingle%26id%3D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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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自己的分担区，每天都巡视，提醒和写标语作用都不大，只能工作人员辛

苦了。”宁静：“哪是在人员配置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止止稻人：“让学生志

愿者队伍参与进来，共同理书上架。”“读者有时候是想放回原架位，但并不

熟悉排架的规则，有的可能以为自己的确放回了原位，而实际上又不是。”宁

静：“学校可以让志愿者，公办的图书馆呢。”止止稻人：“公办的要搭建相对

固定的志愿者队伍，的确比较困难。” 

图行侠：“馆内有些书被读者拿走了，借走了，又没有押金限制。又或者如

被偷了。这类书如何避免一些责任。同行不知道有啥好经验给借鉴借鉴么。”一

鸣：“@图行侠 现在好多高校对于这个管理的都不是太严格，我记得有个偷书的

都是爱书的，这符合图书馆的服务理念。” 

hanna：“‘同学，你所借的书超期 14 天，按规定需在图书馆义务服务 3

小时。’‘不是罚款吗？’昨日，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生李倩到学校图书馆还书，

被管理员告知超期还书需要进行‘义务服务’，这让她感到很惊讶。据了解，从

本学期开始，该校图书馆对借书超期的学生、教师不再罚款，而要求他们在馆内

进行相应时长的义务劳动，包括借阅指导、归置书籍、维持秩序、打扫卫生等。

义务服务时长根据学生、教师超期的天数进行折算。义务服务可安排在课后，不

与上课冲突，时长可累计。”hanna：“高校图书馆借阅超期以劳代罚 师生认为

更有意义 http://edu.gmw.cn/2016-03/07/content_19197965.htm。”萧竹：“这

个办法好。”“既强调了规则又宣传了图书馆。”罗 ：“这些创新方法比较给

力，我担心执行过程。”萧竹：“不过可能学生好实施，老师恐怕难啊。”一鸣：

“我觉得这个可以，可以和罚款结合起来。”“让大家有个过渡的过程。”罗 ：

“现在不允许罚款噢。”“违规了。”一鸣：“你可以选择罚款或者是义务劳动。”

“偶，看样我们馆也得改进了。”许继*：“如果劳动时间按勤工助学工资高于

应罚款数，学生起诉怎么办？”1895：“一开始制定制度就合理地安排好劳动时

间和罚款数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义务服务’和勤工助学的性质应该是不一

样的吧。”轩丞：“图书馆借阅超期：以劳代罚 http://mp.weixin.qq.com/s?_

_biz=MjM5MTI3OTAzNg==&mid=402119995&idx=1&sn=b3df3f61b9f79a468697d6c4

31514c41&scene=23&srcid=0307q5go0MoiE46jA6UOUihp#rd。” 

水木年华：“http://news.oeeee.com/html/201504/17/251475.html 太有

爱！中山大学图书馆全球首设超期‘大赦’日。”蜗牛：“全球首设超期‘大赦’

日。”图行侠：“貌似４.２３.不少图书馆免滞纳金的。”水木年华：“是的。

我馆 14 年就开始了免罚活动。”LW*：“我们馆 2006 年就开始了。”“每年学

生都盼着这一天进行免罚。”“有时候有个学生一次性免罚了一千多块。”水木

年华：“呵呵，是呀。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好不好？”LW*：“没什么不好。”“让

http://edu.gmw.cn/2016-03/07/content_19197965.ht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402119995&idx=1&sn=b3df3f61b9f79a468697d6c431514c41&scene=23&srcid=0307q5go0MoiE46jA6UOUihp#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402119995&idx=1&sn=b3df3f61b9f79a468697d6c431514c41&scene=23&srcid=0307q5go0MoiE46jA6UOUihp#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3OTAzNg==&mid=402119995&idx=1&sn=b3df3f61b9f79a468697d6c431514c41&scene=23&srcid=0307q5go0MoiE46jA6UOUihp#rd
http://news.oeeee.com/html/201504/17/2514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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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还记得图书馆。”“参与图书馆的工作。”“熟悉图书馆的一些东西。”水

木年华：“不过最重要的是把书收回来了。”LW*：“还不错的。”“也算图书

馆的一个活动之一。”“一般免不了几万块钱。”“但是在学生的心里面还是很

有影响力的。”麦兜：“我们经常免。” 

葡萄藤：“超期可以豁免，那丢书和损毁是怎么办呢？”宁静：“任何事物

应该有个度。”30℃咖啡：“同问！大家所在馆丢书是怎么处理单。”葡萄藤：

“特别是对于成套的书籍丢失其中的一册，或者是绝版的书籍损毁丢失，这个

度怎么把握？”巍笑：“通常是让读者找相同版本赔偿的，如果实在买不到在

研究赔钱的问题。”巍笑：“不好找的书会上孔夫子旧书网上寻寻。”30℃咖啡：

“成套书丢失一册就只能再补一套了。”“一般单册不好买。”annl：“我们成

套书丢失其一且买不到着，如果单册有价钱，按照单册规则赔。如果单册没价钱，

按照套书的 1-3 倍赔。”葡萄藤：“我们基本也是这样规定。”30℃咖啡：“@

annl 如果单册书丢失的话是怎么操作呢？”“有时候让学生买同版本的他们宁

愿赔钱。”“而且孔夫子买书财务各种报销限制。”annl：“单册丢失，按照不

同的年代，赔偿 2-5倍。”“我们书赔书的规则稍微宽松一些，版本要求没有那

么死板。” 

 

4）图书馆服务器的管理 

洞庭水手：“要搬新馆了，以后的服务器都要放到学校的信息中心，对此，

有经验的圕友有何建议或心得？”apple：“有人替你管着多好。”洞庭水手：

“要都丢出去就好了。”“我只怕他们只是把我们的服务器放过去，管理还得自

己。”“开门什么的更加不方便。”apple：“远程控制。”洞庭水手：“这个

太笼统了。”呆保：“我觉得硬件放网络中心，自己远程管理挺好的。”“目前

好像没有什么管理需要开门。”“远程均可以实现。”“不然以后硬件维护是

相当麻烦的，尤其在人员少的情况下。”洞庭水手：“你们有一些什么服务呢？”

朗月孤舟：“网络中心只管硬件，软件管理估计还是图书馆。”呆保：“我们

学校目前也是服务器托管网络中心。”洞庭水手：“服务器系统他们帮你装吗？

可以自由定义吗？IP有限制吗？”呆保：“帮的。”洞庭水手：“这个不错。”

呆保：“我们现在只有旧的还自己管，需要新服务器就找网络中心申请，他们

按照我们要求配置好。”“然后我们远程管理。”洞庭水手：“我得到的消息是，

他们只是把我们的服务器放在他们那里呢。”呆保：“再也不用担心电路问题、

网络问题、硬件问题了。”洞庭水手：“旧的服务器，我们不想要了。”呆保：

“我们旧的服务器坏一台就找他们申请一台继续接着用，存储也是找他们申

请。”“慢慢的我们馆的所有服务器淘汰完毕，我们这里就没有硬件需要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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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洞庭水手：“电路问题、硬件问题，这个我们之前很好解决，网络问题却

是个问题，经常之前经常让我们一下断一下好。”“我们现在也想省事情。”呆

保：“因为我们技术部人太少，所以硬件网络中心管理对我们太管用了。”洞庭

水手：“@呆保  可以看看你们学校的服务器管理制度不。”“他们能服务就好

了。”“他们之前经常封闭我们的端口呢。”“别的系里面的服务器托管在他

们那里，很麻烦 ，装系统都得自己。更加可鄙的是，他们不允许人家用 PHP，

只能用 ASp。”呆保：“@洞庭水手 没有规范的制度。”“就是学校要求全校所

有部门不可以采购服务器存储设备，由网络中心统一采购，统一管理。”“关

键要和他们搞好关系了。”洞庭水手：“你们的存储空间有多少呢。”呆保：“我

一般都是打个电话给他们，马上就给我开通了。”“然后补一张申请单。”“我

们现在就 70多个 t。”呆保：“从学校规定开始就没有买过新的存储了。”“@

洞庭水手 我自己实践下来感觉让我非常省心省事。”“毕竟我们技术力量不如

他们强，如果服务器坏了，就直接找他们就可以。”一鸣：“我们学校，服务器

也是托管在网络中心。”“不过他们就给提供地方，其他的都得我们去管理。”

洞庭水手：“@一鸣 那你们麻烦吧。”一鸣：“我觉得挺麻烦的，他们就提供场

地。”“连学校紧急停电，还得我们去关服务器。”boson：“服务器托管和租

用还不太一样。托管人家不管硬件，只提供网络和环境，租用就相当于 iaas，

省心的多。”“我认为一般的服务器托管或租用都可以，但核心服务器，比如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服务器还是放在自己这里好。”陈福*：“直接搞阿里云，省

心省事。”海边：“讲讲阿里云怎么弄。”陈福*：“阿里云，就像购买的电脑

寄存在阿里机房。”“但是远不如此，我们购买的是计算能力和服务。”“CPU，

内存，硬盘等都是可以调整的。”“它还提供很多的相关服务，如防 ddos。”

“使用云主机，就跟使用服务器是一样的。” 

 

5）专利检索 

海边：“各位，已知专利公开号，在哪里查。”“比如：CN103484484A。”

太仓中专：“http://www.sipo.gov.cn/zlcxfl/。”“申请号: CN2013104118

45.5  申请日: 2013.09.11  公开（公告）号: CN103484484A  公开（公告）

日: 2014.01.01  发明名称: 香菇 C91-3菌株的 Latcripin-5  基因片段、编码

蛋白及制备方法  IPC 分类号: C12N15/55; C12N15/10; A61P35/00; C12N9/22;

  申请（专利权）人: 大连医科大学;  发明人: 黄敏; 刘奔; 曹淑云; 钟民涛;

 伦永志; 张伟; 李星云; 王晓丽; 曹婧; 宁安红;  优先权号:  优先权日:  

代理人: 闪红霞;  代理机构: 大连非凡专利事务所 21220。”海边：“专利数

据库有吗。”刘建平：“中国专利局网站。”海边：“专利公开号，尾号 A和 B

http://www.sipo.gov.cn/zlcx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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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意义。”太仓中专：“对于 2004 年 7 月 1 日之后发表的专利：A 发明专

利申请公布 B 发明专利授权公告 C 发明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的公告 U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公告 Y 实用新型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的公告 S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公告

或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的公告。”海边：“CN103484478A，是未授予专利权吗。”

DFLIB：“CN103484478A 是发明专利公开文本，进入实审阶段。”海边：“同一

个专利号，取 B 行吗。”“同一个号，同时有 A 和 B 两个专利记录。”DFLIB：

“b是授权公告文本。”海边：“那么我们在整理时，两个号要同时列出？”“列

出两条记录？”DFLIB：“有 b的一定有 a，有 a不一定都有 b。”海边：“我是

说同时有的情况下？”DFLIB：“只要 b。”“b是最终的正式授权公告文本。”

刘建平：“a是申请文本，b是授权文本。” 

 

6）中美大学生阅读及高校图书馆对赠书的处理 

许继*：“中国这边，排第一位的应当是小说类，诸如《平凡的世界》在两

所校园夺得阅读之冠。余者有《三体》、《盗墓笔记》、《神雕侠侣》、《绝代

双娇》，《天龙八部》，多是些文学作品。而美国十所高校综合排名，借阅量前

十名的书籍分别是：1《理想国》 柏拉图 2《利维坦》霍布斯 3《君主论》尼可

罗·马基亚维利 4《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 5《风格的要素》威廉·斯特

伦克 6《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7《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 8《论美国的

民主》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 9《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10《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许继*：“http://www.zreading.cn/archives/5298.html。”刘建平：“有没有

阅读推广就是不一样。”安哥拉兔：“美国这个阅读量排行榜的出处是哪里？”

许继*：“美国的这些书应该都是教授要求读的吧，和课程有关。”“http://m

ini.eastday.com/a/160308172318139.html。”安哥拉兔：“嗯，里面提到了‘开

放课程’（The Open Syllabus Project），我跑去看了下，估计说的是这个页

面。http://qz.com/602956/these-are-the-books-students-at-the-top-us-c

olleges-are-required-to-read/”安哥拉兔：“可这个计数也太低了吧。”“而

且 Syllabus 的原意是课程大纲。” 

许继*：“第二个链接里有各个大学的排行榜。”“不过从麦子以前所讲，

美国大学图书馆基本都是学术馆藏，国内高校图书馆算是高校范围内的公共馆

兼学术馆。”安哥拉兔：“我看了下这个网站的介绍，是开放的教学大纲及其教

材的网站。也就是说，里面的书都是上课需要阅读的书籍。”许继*：“进入中

国变了性质了。”麦子：“@许继新 是的，各类馆的界限很清楚，如果不合适的

书籍，往往会送给其他馆，甚至扔掉。”许继*：“国内的课程喜欢编教材，不

喜欢对着原著讲。”“比如讲论语，教材就是某某编的什么级别的教材，而不

http://www.zreading.cn/archives/5298.html
http://mini.eastday.com/a/160308172318139.html
http://mini.eastday.com/a/160308172318139.html
http://qz.com/602956/these-are-the-books-students-at-the-top-us-colleges-are-required-to-read/
http://qz.com/602956/these-are-the-books-students-at-the-top-us-colleges-are-required-to-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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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论语原著。”“是不是一种知识的垄断和解释权的垄断？”麦子：“@许继新 

是的，国内参考书多，在美国，这类书对大学图书馆而言，可以说不是书。”

“因为这些书在大学馆里是没有其位置的。” 

许继*：“有了教材没了思考。”麦子：“在一些中学里，这些应考的参考

书有时可以免费取用。”中原劲草：“怕是国内对著作等身有误读，往往是写的

编的不咋样，但是却喜欢花钱印出来，还到处免费邮寄，为的就是传之后世、

藏之名馆。而各图书馆为了扩充数量，大量的垃圾就堂而皇之的进来了。近年

来处理了不少这类赠书，有价值的真不多。”麦子：“@许继新 就是，同样的时

间有无数的诠释。”许继*：“@中原劲草 统称图书。”麦子：“@中原劲草 参

观国内赠书收藏，往往是以赠送名气为主，放了装潢考究的书架，我有事看看

真觉得很绝望，因为看书的内容，这些书真不该放在书架上，这不是浪费公共

资源嘛。”中原劲草：“国内馆本身人员有限，大量的时间不是用在挑选好书等

业内工作上，而是用在了如何处理各类关系上。对于这些赠书，不回复呢显得

不礼貌，回复了呢，还要登记填回执，真的是劳民伤财。”麦子：“@中原劲草 

我们现在 95%以上是直接拒绝。”中原劲草：“@麦子 是呢，我们很多接收的赠

书，都被赠书人要求专室专架收藏，最为可笑的是一位退休的老教授，美其名曰

是我校著名教授，还专门买了樟木柜来摆放，结果，里面只有区区 5000 多册，

而且都是一些赠书和地方版的烂书。”麦子：“@中原劲草 我们即使收了，都对

对方讲明，我们全全处理，你没有过问权力，而且不可要回。”图米：“免费赠

如果不给好好处理，惹火了某些教授可不得了。”中原劲草：“我们那位大牌教

授说是手稿谁都不给就捐赠给我们，结果过了没几天又把手稿要回去了，复印了

个复印件给拿过来。我说是沽名钓誉到极致了。”图米：“万一有赠书的弄到媒

体，有些新闻媒体也喜欢从表面做文章，学校面子受损，图书馆罪过大了。”

许继*：“舆论暴力比较可怕，关键是仲裁者没立场。”中原劲草：“我们这位

大牌经常把那间赠书室当成是接待记者的接待站。”“排架是人家自己创制的，

和我们的不一样。”麦子：“@图米 这的确麻烦，但美国一般好好和对方解释，

都可说通。我前年处理过我们原副校长的藏书，东西真不错，有 3 万册，但我

们基本都有，后来，就让认识的人和学生自己来拿，余下的给公共馆，一些简

装本就回收废纸了。”许继*：“其实就是上面不捣乱，下面做好规矩的事情。

关键就是各自都做不好。”图米：“不过大部分人都把自己写的书当成宝，就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被随意处理了火大也是能理解的，图书馆是应该有明确规

则，提前说明可以有权以任何方式处理。”麦子：“@图米 图书馆每天要处理

很多事，如果事先定了规矩，就好办多了。”中原劲草：“感觉国外馆员和教授

是平等的，而国内馆员都是三孙子，上面的婆婆太多，行政人员、还有教授，都



圕人堂周讯（总第 96 期 201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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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 

是学校里的大牌，哪个都不敢怠慢啊。”图米：“国外馆员普遍来说确实水平高，

国内还是差距挺大的，所以受尊重程度差距也比较大。”许继*：“打仗一样，

精锐部队总归第一线的。把三线部队放前线，是要迷惑谁么？”琼琚：“馆员水

平受准入制度影响很大，这个短时间内可能还不能改变。”许继*：“个人始终

觉得图书馆和读者接触的人一定应该是精锐才可以。”图米：“@许继新嗯，我

也是这么认为的。”许继*：“把阅览室管理员定位为管理员，岗位级别最低，

服务内容基本没有，读者天天看图书馆员就在那里干打扫卫生开门开箱换钥匙什

么的，印象不差也不会高到哪里，万一态度倦怠一些，整体图书馆评价就拉低了。” 

 

7）期刊、图书的编目和著录 

寿曼丽：“我想问一个期刊 marc 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果期刊名字

和 cn 号改了，其他都没有变化，我要不要做两个 marc，还是只要做一个新的数

据，然后在 430 字段标注一下。”归归：“@寿曼丽 要再做一条吧，继承老的那

一条做改名。”图米：“@寿曼丽 我们的做法是新建 marc，311 做附注，430 做

连接。”寿曼丽：“如果是新订的杂志的话，老的下面其实就是一个空的 marc，

这样也没有关系吗。”图米：“只要系统允许，使用中又没出现什么问题就没

问题@寿曼丽。” 

图米：“老的空 marc 可以不要，我们就是不要的，只在新的中做附注说明前身。”

寿曼丽：“那就是用现在题名做一个 marc，然后在 430 字段里面标注一下老的

题名，老的那个可以不要 marc，对吧。”图米：“系统没问题应该就可以。”

寿曼丽：“那如果只是分题名发生了变化呢，应该怎么标注？”图米：“分题

名直接在原来上面附注就行了吧。”寿曼丽：“是把 marc 改掉吗。”“改成新

的，然后再加一个附注？” 

中原劲草：“想问下各位专家，Calis 是集中著录，而对于大套的书，每册

有分卷册题名，下载后每册都要对应一个条码，要分散，如果一套十几本但就

算了，但对于那些大套的书，尤其是上千册的，如果每条都要做修改，517 如果

要单独做个检索点，327 字段作为内容附注项对应该分卷册题名信息，主要对该

册加以说明，是不是要必须修改指示符呢？还是说只要你不生成目录卡片，这

个指示符改不改就不那样重要了呢？”图米：“上千册做集中太可怕了，marc

可以做那长吗，系统会出错的吧这种自己馆是可以不采用 calis 规规的吧，上

千册还是分散吧。”中原劲草：“所以感觉有些所谓的数据规范，根本就不接地

气啊，上千册，只是改一个字段的指示符都要 10 秒钟，还不说要扫条码啥的。”

中原劲草：“只是想借这样一个特例问下搞技术的，有很多强调数据的规范，这

些东西如何做的能更人性化、更接地气。”图米：“calis 培训时老师说上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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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要遵守 calis 规则,各馆可根据自己情况制定自己规则。”中原劲草：“意思

是，只要不上传，这个规则就不必遵守了？”图米：“编目规则还是要的，只是

没必要全都按 calis 要求来。”“calis 只保存数据，不涉及实体书排架，跟具

体图书馆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 

 

8）图书馆图书推荐及馆员职业发展 

Edwina：“总在卓越亚马逊买东西，最近会收到一些他们的邮件，通过我的

浏览记录或购买记录向我推荐其他产品，还正好有我感兴趣的。请教各位老师，

是否能根据读者的借阅记录来给他们推荐书目呢。”“或者已经有馆已经实现了

这种个性化服务。”“是不是要有什么系统或者是软件。”Meow：“这个想法好

赞得！”小 Z：“大数据的功劳。” 

宋小录：“昨天网上搜了下，好像麻省理工学院是开放课程类型的，中国的

高校是不是都没有这么搞，是不是图书馆也搞个各个方向经典书推荐 。”中原

劲草：“木有用，各地方高校都快变成地方文献教研室了，外面的文献基本上都

不研究，买了外面的书，好多都说木用，基本上看的也少。现在都是实用主义读

书，就算你推荐了刘震云、方方的作品，可他们就是喜欢研究地方上的雷平阳、

于坚，你这导读有多大用处？无异于对牛弹琴。”宋小录：“不是这样推荐，是

像淘宝那样根据后边的大数据，今天你去买了个杯子，根据大数据就推其他人都

买的那个（实际上是谁交赞助费高也是一个因素）。”嘉懿：“实用主义型读书

也不全是坏事，读书也是一个理性选择，读者读他喜欢的书，图书馆员应该是

价值中立的。”cpulib*：“美国确实是很多课程没教材，但是教案厚的吓人，

专门装订，我们这边老师出国回来行李箱背的就是教案。”星辰：“主要学习与

被动学的差别，学习的目的不同，决定了学习的行为。”嘉懿：“我们采购图书

的时候已经进行了把关、完了回来上架给读者读又要对其读那类书进行评价出优

劣，这本身就是对所采图书的不自信。”cpulib*：“真正想阅读的无需推广，

做推广的大多都不阅读。”宋小录：“就是价值中立，根据后端大数据推荐，根

据他看书的范围，确定他的学习范围，根据后端大数据推荐相关的书 。”嘉懿：

“@郑大系统部宋小录 这样循循善诱好,图书馆员无权评价,读者在自己馆里借

阅图书偏好的优劣，他爱看什么书都是好的，只要读，我们就惯着他。”hanna：

“只要读就好。”老玲子：“对于我们高职院校来说，学生肯来图书馆就是好的。”

娜佳：“我多想建议领导，放开册数限制。”嘉懿：“两个同学，一个大学四年

借阅了 n本哲学物理学，另一个借阅了 n本琼瑶金庸小说，他们俩都是好学生。” 

中原劲草：“理想往往是丰满的，可这背后的工作量大着呢，需要馆员要阅

读面广，关注度深，不是简单的去网上找书单做推荐啊，工作量咋考核？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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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问题都来了。”hanna：“没法考核。”宋小录：“我们都不考核工作量， 

我的任务就是服务器不死机就行了 。”中原劲草：“你们大家上班有时间读书

吗？反正我是没时间的，天天在忙着打字呢。”hanna：“我坐地铁时读，手机

上看。”“但是时间太碎片，读起来不过瘾，而且眼睛疼。” cpulib*：“主要

现在媒体太多，信息量大，阅读也不好衡量，看微信，看微博……也是阅读。”

娜佳：“现在是没考核，没激励，干多干少一个样，造成了好有激情的，慢慢的

也懈怠了。”宋小录：“有，就是职称，为啥不定岗定编。” 

娜佳：“我们这种小馆，想主动做点什么的人太少了，好多专业馆员都慢慢

变成辅助馆员了。”宁静：“小馆有小馆的做法，关键还是看自己的心态。”“大

馆有大馆的做法。”宋小录：“做事去，感谢学校这么自由，我还是忙我的学习

去了。”宁静：“我们这儿也是一样，学生借阅量每年都是下降趋势。”娜佳：

“评职称也不看工作，看科研，好多人为了科研而科研，根本不往工作上用心。”

宁静：“有人反映，就会引起领导重视。”“我们的学生反映是直接反映到院长

了。”cpulib*：“图书馆一般有投诉时校长才会想起。”娜佳：“我觉得好的

科研一定是缘于实际工作，而不是凭空想象。”宁静：“有反映才能促进工作的

进步。”“是的，我赞同，要科研的确一定要缘于实际工作。”宋小录：“感觉

吧，别抱怨了，时间都是一样的，让那些人先多拿钱吧，大家想想图书馆怎么成

为高校心脏问题吧，否则被一帮晕人把图书馆机房划给网络中心就完了。大家做

任何事情都不方便了，比如任何一个客户生产内容项目就可以让图书馆机房服务

器不够用（像现在的知乎）。思考下图书馆下一代发展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拿

那个导领岗的钱。”中原劲草：“这就是高校馆的尴尬之处，在师生和校领导眼

里你是教辅部门，那你评职称就要跟着主序列走，要看科研。而事实上，我们主

要是公共服务部门，提供的是优质服务才对，读者评价我们的是服务质量，而不

是科研水平。错位了！”宁静：“往往想象中的东西站不脚。”娜佳：“希望期

刊能多发现与实际联系紧密的文章，对于学习好的经验和传播好的经验都有益

处。”宁静：“工作中不要带着情绪，做好自己的事，认真学习自己的专业，总

会有收获。”宋小录：“确实，我感觉很满足了，虽然个别人得到了那个职称的

钱，但我时间自由，我研究了我认为该研究的问题，而且没有日常工作的干扰，

实际在没有正常事务干扰的情况下，我们很能做出很多应该做的事情的。”san 

san：“辅助馆员就辅助。好多馆员在外兼职一堆，律师，心理咨询师等。然后

对馆内工作也有促进。双通道。大家可以职业资格路线，相得益彰。”洞庭水手：

“又到了一个自己在图书馆的发展迷茫时期。”宁静：“嗯，我们要学会寻找满

足感，要相信，天上不会掉陷饼，但努力总会有收获。” 

洞庭水手：“在图书馆做了十多年技术，现在换了新的领导，现在不认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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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也觉得技术那个东西可以用钱买的到，觉得你做的事情很简单，跟其他岗

位没有什么区别。”宁静：“呵呵，时间能证明的，再先进的东西也是人脑想出

来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时间总会证明一切的。”洞庭水手：“其中有一项是创

客空间，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哪个图书馆做的好的，很虚。我认为，这个创客空

间只要在图书馆存在，就是成功。”“也不准我出去上课。”宁静：“呵呵，你

们领导抓的挺紧的。”洞庭水手：“我觉得在图书馆干，图的就是一个领导好，

心情好。心情不好了，什么都可以放弃了。”hanna：“创客空间我调研了很久

交给领导，也是一句话就否了。”陈焕*：“@洞庭水手 不图名，不图利，就图

心静与安逸。”hanna：“有些事情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图米：“调研为

决策，也是个学习过程。”刘建平：“@洞庭水手 做好手上的工作，做自己有兴

趣的研究。”陈焕*：“@洞庭水手 我和你一样的想法啊。”图米：“有些东西

是没必要跟风一起上的。”刘建平：“@洞庭水手  创客空间的调研情况是否可

以分享？”洞庭水手：“可以,手头的工作，我做不好呢。”陈焕*：“@刘建平 

没公开发表的，估计不好分享。”刘建平：“@洞庭水手 图书馆有多难的工作，

会做不好？”闽南师*：“他们搬新馆。”陈焕*：“@洞庭水手 你们馆的工作我

觉得是做的最好的。”洞庭水手：“@刘建平 我没有什么调研资料呢主要是做了

一些事情，比如，弄了几个团队，研究了一些小东西。现在在申请 3个发明专利，

（这个我没汇报）。现在准备换一个模式，主要做兴趣型的。”洞庭水手：“干

这个工作，我自己都在贴。用自己的资源。”洞庭水手：“@刘建平 图书馆的工

作可难了。负责的领导要我自己出计划，他却不认可。比如，设备需要年年维护，

学习怎么写进计划里面？软件系统做完，怎么还是老是修改。”宁静：“看来你

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刘建平：“@洞庭水手 写一个有套路的计划，根据具体

内容出不同的计划就是了。”宋小录：“@洞庭水手 我给你提了个相近的观点。”

宁静：“@刘建平 老师，想问你一下，你们做这项工作是如何开展的。”洞庭水

手：“写计划，我不擅长，我更喜欢天马行空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在做中发现一

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硬是要一个计划，很难。”宁静：“试着写吧，写着写着也

就出成果了。”洞庭水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NTk2NTIyN

A==.html?f=298490 google 这个精神，我喜欢。因为他能把时间分配给员工，

让员工折腾。”天外飞仙：“体制内不行吧@洞庭水手 。”“@娜佳 往往性手上

事做完了，也没什么时间了。”洞庭水手：“图书馆里不存在体制，在于领导。”

刘建平：“@【客服】宁静 就是根据任务，写成计划或任务书。和经验积累有关。”

宋小录：“http://blog.etc168.com 我去年的工作笔记  大家可以看看 天天折

腾机器 。” 

媛媛：“现在有个小困惑，想和大家说说。”“我是一名图书采访员，在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NTk2NTIyNA==.html?f=29849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NTk2NTIyNA==.html?f=298490
http://blog.etc16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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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工作十年了前段时间馆领导去了机关现在想调我过去我很犹豫，困惑。”琼

琚：“调过去让你做什么呢。”hanna：“冷门专业过来人谈求职经验，希望能

够给图书馆专业学弟学妹一些启发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

M0NzQyNQ==&mid=402244212&idx=1&sn=f4b9b7391d47dab26cde10702b78bccf&3r

d=MzA3MDU4NTYzMw==&scene=6#rd。”媛媛：“招调采购，普通科员。”陈焕*：

“@媛媛 支持你去，到图书馆没一点发展的。”空空：“一看是重用你了。”陈

焕*：“只要出了图书馆，机会一大把。”天行健：“最好和个人职业规划结合

起来。”媛媛：“我一方面想换个环境同时又觉得机关太复杂。”宋小录：“我

肯定不去，原因是在图书馆不用干活，可以干自己的，多好，还可以想看什么书

看什么书，可以做自己的学习规划。”芝麻：“不干活？。”海边：“图书馆的

活太多了。”BSxuyb：“这种环境对技术人员不错。”BSxuyb：“呵呵  就怕领

导觉得技术人员平时啥也不干  整天给干些个事务性的。”陈焕*：“ 党政办、

组织部等等部门，只要是个人，都是科长，图书馆 59 个人，才 6 个科长。”乌

班图：“情况各不一样，考虑方向也不一样。因为不知道具体你在馆里的工作职

位和去了机关的具体工作，但个人觉得机关的视野毕竟还要宽广一些。”乌班图：

“见仁见智吧。我恰好相反，是从机关到的图书馆，目前个人感觉良好，干得风

生水起的。”陈焕*：“看每个人的追求，如果想发展，向上，机关见识的人多

些。”/yy 呆保：“我一个同事调出去 1年，又回来了，她说工作强度差别不大，

但是图书馆可以做一些自己的科研，机关直接没有时间和机会做。”/yy 呆保：

“在外面是科长，但是回来后就是普通专技。”安妮：“机关的收入高。”乌班

图：“在机关负责行政审批工作，现在行政审批事项下放或者取消，闲时候啥事

没有，忙时候往死忙。现在馆里负责信息化技术部，虽然很忙，算是专业对口，

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实现，忙得很值得。”/yy 呆保：“同意楼上，我也不愿意调

出去，虽然机会很多。”陈焕*：“年纪大点的，图安逸的，不想事的，就在图

书馆。”/yy 呆保：“我觉得图书馆有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实现的条件。”“除非

是想升官的，肯定需要跳出图书馆。”Ithaca：“图书馆安逸吗？每天也是做不

完的任务吧。”安妮：“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芝麻：“工作任务方面，

每个馆不同，每个岗位不同。”/yy 呆保：“图书馆有学习的条件，在机关基本

就是做管理了。”乌班图：“如果机关没啥职务，还真不如待在馆里。”闲聊波

*：“年轻的同志，出去换岗挺好的，能增加历练，特别是管理、协调能力。科

研和职业规划好象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毕竟内部的人员流动已成常态，机关的大

牛们哪个不是科研也没拉下。”中原劲草：“天天忙的要死，打不完的字。坐台

的倒是闲点呢。”/yy 呆保：“如果做的不开心，还是出去好。”刘建平：“机

关的大牛们哪个不是科研也没拉下。大牛神人，个中情况大家心里有数。”陈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M0NzQyNQ==&mid=402244212&idx=1&sn=f4b9b7391d47dab26cde10702b78bccf&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M0NzQyNQ==&mid=402244212&idx=1&sn=f4b9b7391d47dab26cde10702b78bccf&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M0NzQyNQ==&mid=402244212&idx=1&sn=f4b9b7391d47dab26cde10702b78bccf&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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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个学校图书馆到我们这里交流，2 万多学生，10 多个人，我们 1 万

多学生，59 个人，还缺人。”满哥：“个人建议，去机关不如在图书馆呆着。

除非很想在行政上有所提升。”满哥：“十年了，起码是个馆员，离副高也不远

了，出去做个科员，何必呢。”闲聊波*：“高职称已成高校党政领导选拔的基

本条件，所谓‘心里有数’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媛媛：“我在书馆默默无闻，

与原领导关系一般现在在馆里我才是中级职称，一个本科生。”海边：“你们一

万个学生，馆员真多。”陈焕*：“ @满哥 行政职务和工资直接挂钩。”中原劲

草：“采访编目，一年到头不是赠书就是订购、采购的书，处理不完的。每年中

文都在 15 万册以上，6 人来完成，不累才怪。地方版的全部是原编。”媛媛：

“副高离我很远机关行政就更远。”满哥：“图书馆在当前形势下有很多事情可

以做。其实在图书馆找成就感应该比在机关好找得多。”琼琚：“那领导为什么

会要调你走呢？”陈焕*：“我们是那种小开间，8个书库就 16 个人，阅览室配

备人也多，唯独技术和信息人少。”乌班图：“采访编目不外包吗？”中原劲草：

“没有外包啊，所以才忙啊。”琼琚：“现在还有不外包的哦。”海边：“‘阅

览室配备人也多’，这些人平时工作量怎样。”宋小录：“我们 200 多人 。”

海边：“郑大合并的馆多。” 七色花：“我们小馆，18个人，不外包。”“没

钱外包。”“自己干。”海边：“看看前面说的，二万个学生，十个馆员。”图

米：“外包不都是算在书钱里的么。”中原劲草：“只是部分由书商加工，领导

被书商害的现在吓怕了，说他们乱来。”图米：“跟学生多少没关系，看买多少

书。” 

Ithaca：“嗯，以后进入图书馆工作，留在哪个部门比较好啊？”七色花：

“报刊阅览室最清闲啦。”hanna：“都要轮岗的，哪由你选啊。”Ithaca：“喔，

不会定岗吗。”hanna：“看你去什么类型的图书馆了。”Ithaca：“公共图书

馆呢？”hanna：“都要竞聘的。”“公开考试。”“而且图书馆变化很大，我

们大学图书馆可能阅览室都不安排人了 。” 

 

9）其它 

度量衡：“公共图书馆能引进天空蹦床乐园项目活动。”嘉懿：“引进，我

感觉欠妥，在法理上和实践中会引发一系列争议，除非一开始就能避开这些争

议；如果建立互不隶属但相互协作，会不会好一些，有可能？” 

石头：“咨询下各位老师，有没有学校买过 LibGuides，需要多少预算？”

陈福佑：“免费吧。”石头：“免费？”陈福佑：“貌似很多学校的都是免费的。”

石头：“恩，谢谢，我再了解下。”易乐：“@石头 早期在 CALIS 中申请使用的

高校是免费的。现在可能要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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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于心：“想请问下图书馆失物招领的点，各个图书馆都是设在哪里的？”

牡丹江：“我们馆是设在总服务台。”琼琚：“保安处、保安办公室。”黛黛：

“好像没有特定的，在图书馆办公室吧。”晓梦：“服务台～办证处，旁边有专

门失物招领的位置。”鲲鹏展翅：“我们在读者服务部。” 

如梦：“各位老师，请教一下 各位所供职的图书馆中使用都是什么牌子什

么型号的查询机呢？我们馆最近要购进一台查询机，想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谢

谢各位老师提供信息。” 逄丽东：“@如梦 我们馆是技术部研发找人做的，不

是触屏的，带鼠标和键盘的，说是不合适，在网上买台触屏的也比我们这便宜，

我们单位一台造价一万多。” 

小白兔：“弱弱得请教一个问题啊，ＩＦＬＡ年会的报告在 IFLA 主页上面

怎么没有下载的地方。”“哪里可以下载啊。” Nalsi: “大概因为是 IFLA 没

有年会报告这种东西。实际上 IFLA 官网上只有一个年会的报告，是 2010 年的。” 

Grace: “各位亲，各馆中有没有建立学习考试资源中心的？在此求一下相

关的建设思路和方案，非常感谢！”蜂鸟: “我们是直接把桌面做成各个电子资

源的快捷方式，我们考试类的是维普，起点，起点考研，银符，还有试用的正

保。外语类的，是新东方，MY-ET,试用空中英语”Grace: “谢谢，有没有专门

的学习考试实体空间呢？”老玲子: “我们馆有职业资格考试图书专架,我们学

校是高职。”蜂鸟：“没有啊，只有个考研自习室，可以申请长期占用座位，但

要写申请，而且要写清楚占用的时间。我们是三本”Grace：“我看好像有馆在

做学习资源考试中心，集学习考试资源、学习空间等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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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相关机构图情培训计划 

2016-3-7 10:38 

本文信息由圕人堂成员黛黛整理。更新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7 日。 2016

年度相关机构图情培训计划(20160307).docx 1 项目名称：北京市 2016

年图书资料专业职称考试辅导 报名日期：已开始报名 组织机构：中国国

家图书馆 培训时间：2016 年 3 月 4 日-4 月 1 日 每周五、六 费用：1800

元／人 信息来源： http://ww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08 次阅读|没有评论 

 如何使研究更有意义？ 

热度 2 2016-3-6 10:34 

科技论文是衡量研究者学术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一方面“不发表就灭

亡”，另一方面不知道有多少属于“发表即灭亡”。 一本入选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文库专著（该专著中有 15 篇论文曾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09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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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95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0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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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期刊上），出版 3 年，有 4 位知名教授撰写了学术书评并发表在 CSSCI

来源刊上。据读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732 次阅读|2 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5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6年 3月 1日，圕人堂客服团队 QQ 群建立。3月 4日，8 名新成员

开始“挂牌”服务。目前，客服团队共有成员 13名。 

（2）2016年 3月 8日圕人堂发放 200个红包（总金额 100 元），庆祝国际

三八妇女节，6 小时内被领完；2016 年 3 月 7 日，支付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稿酬

100元。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15323.64 元。 

（3） 2016 年 3 月 11 日 14:00，群成员达 1490 人（活跃成员 342 人，占

23%），本群容量为 2000人。 

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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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77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60773#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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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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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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