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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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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资源与信息分享 

LW：“3-4 月份的图书馆会议，有吗？”文小*：“16 年上半年的图书馆会

议 目前有么？”左手边：“可以查阅群文件里 2016 年 3 月 4 日黛黛老师分享 2

016 年相关机构图情培训计划。这个文件里有提到一些会议。”“其中 2016 年

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会议通知（第二轮）主题：机遇与挑战并存----大学

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策略及实践 6 月份在宁夏银川举办，欢迎各位老师来这边交

流学习！” 草儿：“我在准备论文来参会。”草儿：“会议具体时间是？”左

手边：“ 2016 年 6 月 15—17 日在宁夏银川。”“温馨提示下：论文报送截

止时间：2016 年 4 月 26 日。” “我把会议通知传到群文件，有兴趣的老师

可以看下。”图谋：“2016 年度相关机构图情培训计划 http://blog.sciencen

et.cn/blog-213646-960957.html。”“这个已经在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之中。”

“规整的信息，可以供科学网圕人堂专题选用，经选用的内容从圕人堂发展基金

中支付稿酬。”“黛黛的辑录，黛黛及其它成员可以通过发评论等方式，补充完

善。这样做对大家更有益。” 

王善*：“‘学术出版与图书情报机构转型变革’高层论坛暨《图书情报工

作》创刊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与会议通知详见 http://www.lsc.org.cn/c/c

n/news/2016-03/15/news_8778.html。”“欢迎各位同仁参加。”系统消息：“ 

月夜醉舞 分享文件中图学会会议通知（徐州）.PDF 下载。”系统消息：“ 月

夜醉舞 分享文件 2016 年徐州培训通知.docx 下载。”系统消息：“ 月夜醉舞 

分享文件 2016 年《图书情报工作》科研项目申请与论文写作投稿培训通知.pdf

 下载。”“欢迎各位老师参加。” 

图谋：“《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售书网址 http://book

s.ipph.cn/cniprbook/ipph/book-view.action?bookid=BK1603160113000006

知识产权出版社网上书店，折扣 8。”“前一阵有成员小窗咨询，特此‘趁机’

发条广告。”“再过几天，一些网上书店也会陆续有售书信息，比如亚马逊已经

有了。”天外飞仙：“也是阅读推广。”“作为我的角度，算是‘为书找人’，

希望书出版之后别在仓库呆太久。”ffang：“看目录，书的内容好丰富。” 

烟大圕*：“http://159.226.100.150:8084/cjlis/EN/volumn/home.shtml 

Journal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DIS), the first and only E

nglish academic journal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relat

ed fields from China. 。” 

图谋：“傅荣贤《和谐信息生态环境构建——以中国古代文献信息生态观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095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0957.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3/15/news_8778.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6-03/15/news_8778.html
http://books.ipph.cn/cniprbook/ipph/book-view.action?bookid=BK1603160113000006
http://books.ipph.cn/cniprbook/ipph/book-view.action?bookid=BK1603160113000006
http://159.226.100.150:8084/cjlis/EN/volumn/hom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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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视角》http://books.ipph.cn/cniprbook/ipph/book-view.action?bookid=B

K1603160119250007在简介信息生态相关概念与分析现有研究得失的基础上，本

书提出了构建和谐信息生态环境的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认为信息生态既是人

遭遇的物理性空间，也是由人参与建构的人文性环境，信息生态学研究需要同时

遵守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持守物的尺度，重视针对信息

对象的技术发展以及针对他者信息主体的社会策略知识的生成。中国古代‘天人

合一’思维信奉人的尺度，强调信息的人文性，重视道德伦理、美学表达等与人

相关的因素在文献信息生态中的主体地位。和谐信息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实然的

事实知识和应然的价值知识的双重呵护，圆融中西智慧应成为构建和谐信息生态

环境的基本路径，这也与‘和谐’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统一的范畴相鼓桴。本书对

图书馆、情报和档案界的研究者和从业人员，对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广大信

息工作者而言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一鸣：“傅老师，黑大的老师，是搞学问的

老师。”图谋：“傅老师现在就职于扬州大学文学院。”“傅荣贤.和谐信息生

态环境构建——以中国古代文献信息生态观为视角[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8。” 

图谋：“不时有成员咨询《图书馆报》如何投稿。经咨询，回复如下：请投

到 linzongzheng@163.com，并注明‘图书馆报投稿’。《图书馆报》电子报网

址：http://m.xhsmb.com/ （可以下载手机读报客户端，安卓端或苹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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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si：“那那些发言或者征文全文可以从哪里获得？

吸血里面有一个会议论文集的链接：http://www.ifla.org/ifla-publication

s。” 

城市天空：“細心！耐心！溝通！臺大圖書館邱婉容組長分享圖書館採購的

眉角 http://www.ifii.org.tw/focus_trend_login.php?num=291&utm_source=

Library+Watch&utm_campaign=6b481588bb-Library_Watch_S4_7_2015&utm_med

ium=email&utm_term=0_8b60e53c87-6b481588bb-86929513。” 

苏豆芽：“创客｜图书馆首个创客空间试运行啦！http://mp.weixin.qq.c

om/s?__biz=MzAwOTIyNTQ4MQ==&mid=405859531&idx=1&sn=3236f64a7d9064239a

570c8997134dc6&scene=23&srcid=0311iikuVjrl74aVzWwe7VrD#rd。”逄丽东：

“真好，我们馆也有，但没有这么漂亮。”江富军：“百科‘创客’一词来源于

英文单词 hacker 或者 maker，指的是一类不以营利为目标，努力把创意转变为

现实的人，他们坚持分享和传播知识的崇高信仰，追求为全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

人生价值。创客空间（Maker Space）是为创客们提供实现创意、交流创意思路

以及实现产品的线下和线上相结合、创新和交友相结合的社区平台。” 

http://books.ipph.cn/cniprbook/ipph/book-view.action?bookid=BK1603160119250007
http://books.ipph.cn/cniprbook/ipph/book-view.action?bookid=BK1603160119250007
http://m.xhsmb.com/
http://www.ifla.org/ifla-publications
http://www.ifla.org/ifla-publications
http://www.ifii.org.tw/focus_trend_login.php?num=291&utm_source=Library+Watch&utm_campaign=6b481588bb-Library_Watch_S4_7_2015&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8b60e53c87-6b481588bb-86929513
http://www.ifii.org.tw/focus_trend_login.php?num=291&utm_source=Library+Watch&utm_campaign=6b481588bb-Library_Watch_S4_7_2015&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8b60e53c87-6b481588bb-86929513
http://www.ifii.org.tw/focus_trend_login.php?num=291&utm_source=Library+Watch&utm_campaign=6b481588bb-Library_Watch_S4_7_2015&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8b60e53c87-6b481588bb-86929513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TIyNTQ4MQ==&mid=405859531&idx=1&sn=3236f64a7d9064239a570c8997134dc6&scene=23&srcid=0311iikuVjrl74aVzWwe7Vr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TIyNTQ4MQ==&mid=405859531&idx=1&sn=3236f64a7d9064239a570c8997134dc6&scene=23&srcid=0311iikuVjrl74aVzWwe7Vr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TIyNTQ4MQ==&mid=405859531&idx=1&sn=3236f64a7d9064239a570c8997134dc6&scene=23&srcid=0311iikuVjrl74aVzWwe7Vr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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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舞九天：“厦门不得不去的最美书店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MzA5ODE1MzA5Mg==&mid=413848332&idx=2&sn=7a4bb3718a8dcdea1bfba0b96133

2723&scene=23&srcid=0312lKDps7nqqnkt9azLtdLc#rd。” 

图谋：“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简介 http://www.tgw.cn

/jggk/201602020939 2016-02-02 发布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

会，在图书馆界习惯上被简称为图工委。图工委很好地履行了委员会章程所赋予

的任务——对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事业进行咨询、研究、协调和业务指导。图

工委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关系是：图工委是理论组，CALI

S 是实践组；图工委是专家组，CALIS 是项目组；图工委是参谋部，CALIS 是作

战部。两者二维一体，相辅相成，成为保障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国外和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高校图书馆普遍认为，中国内地的高校图书

馆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实现快速发展，主要依靠三大法宝——职称制度、文献检

索课和图工委。这三大法宝都是教育部根据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

成功的制度设计，受到全世界高校图书馆的普遍赞赏甚至羡慕，是中国为全球高

校图书馆事业所贡献的精彩的‘中国经验’。” 

图谋：“回眸与展望：民国文献整理与开发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h

ttp://www.tgw.cn/zxdt/201603140917 为更好地开展民国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图书馆杂志》社、上海师范大学拟于 2016

年 10 月召开‘回眸与展望：民国文献整理与开发利用研讨会’，会议由上海师

范大学图书馆承办。特向国内外图书情报、文献研究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正文。

论文提交截止日期：2016年 8月 30 日。” 

linda：“母亲卖房完成儿子遗愿 沙漠 12年种树 200 万棵 http://news.if

eng.com/a/20160314/47840630_0.shtml。” 

福蛙：“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出炉！http://mp.weixin.qq.com

/s?__biz=MzA4NTkzMTgwMA==&mid=405626559&idx=1&sn=a626f2ef947c3e76df7c

40e8e414daad&scene=23&srcid=0315ZmmyvlyHd4HVDPQHvoXl#rd。”“武汉大学 

黄如花教授获得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商陈*：“@Grace 一个重大课题基本上

分很多课题。”蜂鸟：“哇，黄如花老师的慕课不错哦，最近正在学习中。” 

粉晶草莓：“关于全民阅读，两会都说了啥？http://mp.weixin.qq.com/s?

__biz=MjM5Nzg0MTQ3OQ==&mid=409715678&idx=6&sn=582bd19f325ef0a4e2059ba

9670c6dc8&scene=23&srcid=03164fmD7ASOYmhGDI7KIBBv#rd。”天外飞仙：“阅

读法？立法有什么用？有法不执行还少吗？” 

图谋：“Brown Biggers 获美国《图书馆杂志》的 2016 年非专业图书馆员

奖 Brown Biggers 任职于北卡罗莱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图书馆的技术 部门，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E1MzA5Mg==&mid=413848332&idx=2&sn=7a4bb3718a8dcdea1bfba0b961332723&scene=23&srcid=0312lKDps7nqqnkt9azLtdLc#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E1MzA5Mg==&mid=413848332&idx=2&sn=7a4bb3718a8dcdea1bfba0b961332723&scene=23&srcid=0312lKDps7nqqnkt9azLtdLc#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E1MzA5Mg==&mid=413848332&idx=2&sn=7a4bb3718a8dcdea1bfba0b961332723&scene=23&srcid=0312lKDps7nqqnkt9azLtdLc#rd
http://www.tgw.cn/jggk/201602020939
http://www.tgw.cn/jggk/201602020939
http://www.tgw.cn/zxdt/201603140917
http://www.tgw.cn/zxdt/201603140917
http://news.ifeng.com/a/20160314/47840630_0.shtml
http://news.ifeng.com/a/20160314/47840630_0.s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kzMTgwMA==&mid=405626559&idx=1&sn=a626f2ef947c3e76df7c40e8e414daad&scene=23&srcid=0315ZmmyvlyHd4HVDPQHvoXl#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kzMTgwMA==&mid=405626559&idx=1&sn=a626f2ef947c3e76df7c40e8e414daad&scene=23&srcid=0315ZmmyvlyHd4HVDPQHvoXl#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kzMTgwMA==&mid=405626559&idx=1&sn=a626f2ef947c3e76df7c40e8e414daad&scene=23&srcid=0315ZmmyvlyHd4HVDPQHvoXl#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g0MTQ3OQ==&mid=409715678&idx=6&sn=582bd19f325ef0a4e2059ba9670c6dc8&scene=23&srcid=03164fmD7ASOYmhGDI7KIBBv#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g0MTQ3OQ==&mid=409715678&idx=6&sn=582bd19f325ef0a4e2059ba9670c6dc8&scene=23&srcid=03164fmD7ASOYmhGDI7KIBBv#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g0MTQ3OQ==&mid=409715678&idx=6&sn=582bd19f325ef0a4e2059ba9670c6dc8&scene=23&srcid=03164fmD7ASOYmhGDI7KIBBv#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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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展现的沟通与教学技巧、技术专业度、和对于工作以及整 个社群的负责任

的服务态度、广受大家喜爱而受到推荐，也因此获得 得 2016年最佳非专业馆员

表彰。全文见：Paralibrarian of the  Year 2016: Brown  Biggers.http://

lj.libraryjournal.com/2016/03/awards/paralibr arian-of-the-year-2016-

brown-biggers/#_The Paralibrarian of the Year Award is sponsored by D

EMCO,  Inc., of Madison, WI, which underwrites the $1500 cash prize  

and a reception to honor the winner at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

ion conference in Anaheim, CA, this June. The award  recognizes the e

ssential role of paralibrarians in providing  excellent library servi

ce.” 

图谋：“群文件分享、科学网圕人堂专题这两个版块，较长时间来，更多的是我

在‘支撑’。目前，有些力不从心了。希望更多成员给予支持，此举将有助于氛

围的形成，让圕人堂更有价值。谢谢！” 

图谋：“Nicolle Ingui Davies: LJ’s 2016 Librarian of the Year ht

tp://lj.libraryjournal.com/2016/01/awards/nicolle-ingui-davies-ljs-20

16-librarian-of-the-year/ There is more than enough evidence to confi

rm the choice of  Nicolle Ingui Davies as the 2016 LJ Librarian of th

e Year, our  award sponsored by Baker & Taylor. Take her special skil

ls at  communicating with community members in and outside of the  li

brary. Then there is her leadership in building and  developing a com

mitted and passionate staff dedicated to patron  service. That is com

plemented by her unequivocal belief that  libraries are essential ser

vices, not just ‘nice’ assets, and  the best medium to achieve an i

nformed citizenry. The results  of Davies’s leadership convinced vot

ers in 2015 that they  ought to tax themselves to the tune of $30 mil

lion a year,  increasing the Arapahoe Library District (ALD) budget b

y $6  million.” 

生清：“《图书馆报》招募通讯员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

5MzA0NTg2MQ==&mid=403672272&idx=1&sn=df04705fd252e50722b359b6d5c623f0

&scene=23&srcid=0316NcyCHyCk4nY1IY4fIdfN#rd。”图谋：“《图书馆报》招

募通讯员.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4036722

72&idx=1&sn=df04705fd252e50722b359b6d5c623f0&scene=0#wechat_redirec

t。” 

图谋：“图书馆报  2016 年 03 月 18 日 http://m.xhsmb.com/20160318/ed

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6/03/awards/paralibrarian-of-the-year-2016-brown-biggers/
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6/03/awards/paralibrarian-of-the-year-2016-brown-biggers/
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6/03/awards/paralibrarian-of-the-year-2016-brown-biggers/
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6/01/awards/nicolle-ingui-davies-ljs-2016-librarian-of-the-year/
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6/01/awards/nicolle-ingui-davies-ljs-2016-librarian-of-the-year/
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6/01/awards/nicolle-ingui-davies-ljs-2016-librarian-of-the-year/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403672272&idx=1&sn=df04705fd252e50722b359b6d5c623f0&scene=23&srcid=0316NcyCHyCk4nY1IY4fIdfN#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403672272&idx=1&sn=df04705fd252e50722b359b6d5c623f0&scene=23&srcid=0316NcyCHyCk4nY1IY4fIdfN#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403672272&idx=1&sn=df04705fd252e50722b359b6d5c623f0&scene=23&srcid=0316NcyCHyCk4nY1IY4fIdfN#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403672272&idx=1&sn=df04705fd252e50722b359b6d5c623f0&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403672272&idx=1&sn=df04705fd252e50722b359b6d5c623f0&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NTg2MQ==&mid=403672272&idx=1&sn=df04705fd252e50722b359b6d5c623f0&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xhsmb.com/20160318/edition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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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on_1.htm。”图谋：“《图书馆报》越来越漂亮了。晚上，看到有人提建议

说《图书馆报》该推出 APP。其实，《图书馆报》APP的推出已有年头了。其 AP

P提供安卓端和苹果端。每期通常在周四或周五更新。” 

印度阿三：“新《图书馆研究与工作》（月刊）将出版 http://www.chinal

ibs.net/ArticleInfo.aspx?id=394110 由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浙江图书馆联合

主办的《图书馆研究与工作》近日取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3-1398/G2，

同时刊期也将由季刊改为月刊。新《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的出版工作目前正在筹

备中，预计 2016 年 6月出版。” “又多了一本投稿的期刊了。”LW：“图书馆

工作与研究，是哪儿的期刊呢？”闽南师*：“天津。”woseic*：“《图书馆研

究与工作》以前是内刊，不是天津的《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琼琚：“《图书

馆研究与工作》这新刊应该不会是核心吧。”印度阿三：“肯定不会啊，人家 6

月份才正式出版呢，刚取得统一刊号。”woseic*：“刚获得 CN。” 

天天有*：“好书中的好书——2015 年 28家好书榜精选书目 http://www.t

gw.cn/zxdt/201603100217。” 

度量衡：“鲁迅交了张白卷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QwN

Tk1Ng==&mid=401656380&idx=1&sn=fa33c2aec696b862353bdc0d05b0fa19&scene

=23&srcid=03170UMDFhmEjns19v1nZv3G#rd。” 

逗逗：“中国最大的外国文学出版机构解散了 http://mp.weixin.qq.com/s?

__biz=MzA5NDExMjUwOA==&mid=402160534&idx=1&sn=e8fc1236f25beeb2f69cd6d

c2ef1596b&scene=23&srcid=03164SCa4yKwhbQUnD2MXD5I#rd。” 

图谋：“Top Skills for Tomorrow’s Librarians | Careers 2016 http:

//lj.libraryjournal.com/2016/03/featured/top-skills-for-tomorrows-lib

rarians-careers-201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nsukey=2uQb3S2BZ

IieoBpP1IUYZuNvd2AFGXhE4O4hc2FcwB4KH22BxnDwtD52ihKXtvtZvwjOPAYTAC2FVP

I8psQmcVDnfQ3D3D#_ LJ reached out to academic and public library dire

ctors and other thought leaders nationwide to find out what new skill

s they expect to need in librarians in the next20 years. The 11 liste

d below emerged as the essentials. Not complete departures, rather th

ey build on trends already in evidence.Advocacy/Politics；Collaborati

on；Communication/People Skills；Creativity/Innovation；Critical Thin

king；Data Analysis；Flexibility；Leadership；Marketing；Project Mana

gement；Technological Expertise。Tomorrow’s Academic Librarians：Tea

chers；Active Faculty Support；Rapid Resource Response。” 

图谋：“上海图书馆 2016 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公告 http://beta.librar

http://m.xhsmb.com/20160318/edition_1.htm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394110
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394110
http://www.tgw.cn/zxdt/201603100217
http://www.tgw.cn/zxdt/201603100217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QwNTk1Ng==&mid=401656380&idx=1&sn=fa33c2aec696b862353bdc0d05b0fa19&scene=23&srcid=03170UMDFhmEjns19v1nZv3G#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QwNTk1Ng==&mid=401656380&idx=1&sn=fa33c2aec696b862353bdc0d05b0fa19&scene=23&srcid=03170UMDFhmEjns19v1nZv3G#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QwNTk1Ng==&mid=401656380&idx=1&sn=fa33c2aec696b862353bdc0d05b0fa19&scene=23&srcid=03170UMDFhmEjns19v1nZv3G#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xMjUwOA==&mid=402160534&idx=1&sn=e8fc1236f25beeb2f69cd6dc2ef1596b&scene=23&srcid=03164SCa4yKwhbQUnD2MXD5I#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xMjUwOA==&mid=402160534&idx=1&sn=e8fc1236f25beeb2f69cd6dc2ef1596b&scene=23&srcid=03164SCa4yKwhbQUnD2MXD5I#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xMjUwOA==&mid=402160534&idx=1&sn=e8fc1236f25beeb2f69cd6dc2ef1596b&scene=23&srcid=03164SCa4yKwhbQUnD2MXD5I#rd
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6/03/featured/top-skills-for-tomorrows-librarians-careers-201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nsukey=2uQb3S2BZIieoBpP1IUYZuNvd2AFGXhE4O4hc2FcwB4KH22BxnDwtD52ihKXtvtZvwjOPAYTAC2FVPI8psQmcVDnfQ3D3D#_
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6/03/featured/top-skills-for-tomorrows-librarians-careers-201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nsukey=2uQb3S2BZIieoBpP1IUYZuNvd2AFGXhE4O4hc2FcwB4KH22BxnDwtD52ihKXtvtZvwjOPAYTAC2FVPI8psQmcVDnfQ3D3D#_
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6/03/featured/top-skills-for-tomorrows-librarians-careers-201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nsukey=2uQb3S2BZIieoBpP1IUYZuNvd2AFGXhE4O4hc2FcwB4KH22BxnDwtD52ihKXtvtZvwjOPAYTAC2FVPI8psQmcVDnfQ3D3D#_
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6/03/featured/top-skills-for-tomorrows-librarians-careers-201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nsukey=2uQb3S2BZIieoBpP1IUYZuNvd2AFGXhE4O4hc2FcwB4KH22BxnDwtD52ihKXtvtZvwjOPAYTAC2FVPI8psQmcVDnfQ3D3D#_
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6/03/featured/top-skills-for-tomorrows-librarians-careers-201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nsukey=2uQb3S2BZIieoBpP1IUYZuNvd2AFGXhE4O4hc2FcwB4KH22BxnDwtD52ihKXtvtZvwjOPAYTAC2FVPI8psQmcVDnfQ3D3D#_
http://beta.library.sh.cn/SHLibrary/newsinfo.aspx?id=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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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h.cn/SHLibrary/newsinfo.aspx?id=253 竞赛活动由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

技术情报研究所）、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上海图书馆基地主办。参赛报名时间：

3月 16 日-3月 31日  通过 opendata@libnet.sh.cn 提交报名表。” 

 

（2）问答汇萃 

1）新建图书馆考察调研 

dinna：“请问各位，有没有近几年新建图书馆，或者较大面积扩建的图书

馆的同行。”“包括旧馆改造。”“目前我们馆需要建新馆，想做一个前期调

研，呵呵。”内李*：“建议咨询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他们在建新馆。”dinn

a：“好的，或者近五年新建的，也可以。”dinna：“请问，有天津大学图书馆

的同行？”雪隐寒消：“公共馆行吗。”dinna：“当然，多谢。”雪隐寒消：

“你想问哪方面的情况？”dinna：“很多，比如建馆是考虑因素，新馆特色，

有什么元素，指导思想，呵呵。”雪隐寒消：“数字化，多元化，功能多样化，

开放性好，基本上没有封闭空间。” 芝麻：“调研不需要走出去吗。”公共小*：

“公共馆建议空间不要太开放，而且少儿跟成人一定要声音隔离，否则就等着

赶大集吧。”dinna：“需要，但是这是前期的前期，呵呵。” 

槐云影：“我们要建新馆，去上海考察，除了交大，华师，上图，浦东，嘉

定馆，还有哪里可以推荐？”“比较有特色的？”魏小*：“据说汕头大学馆很

好。”槐云影：“是啊，他们可真是土豪。”“从设计到施工装修，好专业。”

宋*录：“看看文章，就行了，根据文章上面造吧 。”-28613*：“有没有国外

新馆的文章。”槐云影：“我们文章看好了，过了纸上谈兵期，要到现场感受下。”

“这回去上海看装修，弱电、家具。”“这是文章没有的。”Nalsi：“dinna

有没有国外新馆的文章，之前应该有人说过，不过 Library Journal 上有很多

报道。” 

 

2）开放存取 

春丽：“今天参加医学博士英语统考，第 6个阅读理解提到开放存取，本地

期刊发展，发展中国家期刊发展的策略，还提到 ISI，数据库等，我感觉内容好

亲切。”“里面竟然还引用了一篇文献计量学的论文。”cpulib*：“开放存取

是未来趋势，就是出版商在死扛。”嘉懿：“@cpulib2009 也许出版商认为开放

存取只是市场的暂时扰动因素，加上一些利益集团站在道德高地的鼓吹；版权强

化才是未来呢。”cpulib2*：“开放获取是让更多人享受到前沿知识，也可以将

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扩散开，是作者和用户都需要的一种模式，开放获取也会

在一定程度抑制学术抄袭。”嘉懿：“是这样，但是产权结构会影响人们的行

http://beta.library.sh.cn/SHLibrary/newsinfo.aspx?id=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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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式，如果知识的生产者不能通过知识生产获取而且最大化获取利益，知识

生产的其他动力何在呢？当开放获取真的全部实现，或许所设定的那些美好的

许诺根本不可能实现；在通往开放获取的尽头，或许是美好许诺和道德口号铺就

的知识荒漠。”“我并不反对知识开放获取，我只是感觉一提到这个议题，提倡

者好像是完全沉浸的着魔，而且像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姿态摇旗呐喊，这同样是值

得警惕的。”天行健：“看来有误解，开放获取并不是完全免费的哦，它背后是

有补偿机制的。”“对作者、出版者、用户，角色不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

义务不同。”嘉懿：“是啊，误会了，以为开放获取就是乌托邦呢。”天行健：

“对用户来说，基本上是免费的，但也需要遵循相应的规则。”“其它角色就不

是了哈。”嘉懿：“是啊，加强学习。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知识生产和分

配结构虽然是不平等的，但还有知识可以分配，也是有效率的；而开放获取虽然

是许诺了各种美好前景，但到头来可能产生了更大的不平等，而且没有知识可以

分配了。就类似朝鲜的金日成革命那样情形一样。看来，我是理解错了。”广州

书童：“知识产权保护和开放获取是怎样的关系呢？我对开放获取还真没有研究，

人家辛苦的创作之后给你免费获取，可能吗？”天行健：“有一套机制。当然可

能。”广州书童：“我觉得中国不是开放获取不够，而是太多了哈哈。”河北工

*：“开发获取的前提是学者愿意免费分享自己的成果以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更大

程度的传播，而传统出版业的高收费限制了这种传播，而且收益的大头儿让出

版业拿走了。”逗逗：“也许用网络点击率和投放广告赚钱。”嘉懿：“出版商

的垄断利润是实际情况，还是一种道德指责呢。出版商本身也要冒着巨大风险的，

利润本身就是对冒险者的奖励难道开放获取从道德词典里找几个美好词汇，我们

就信以为真，就去打破摧毁已出版商为主要知识流通方式的模式吗。”逗逗：“那

就直接问问国外的开放存取如何养活网站和员工。”“开放存取前提是作者知识

的创作者授权代理同意的。”“国内开放存取大多是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论

文给公开了。”嘉懿：“也许，开放获取使得知识的流通分配失去的只是锁链，

而得到的可能是坟墓。不知道有木有可能？”广州书童：“中国就是因为版权保

护不利给西方诟病。国人可能免费 Windows，各种破解免费软件用多了？就习惯

了免费获取了。”嘉懿：“不过，还是要怀着美好的希望。” 

图谋：“凤凰周刊采访多位科学网博主，讨论 OA期刊版面费问题 http://b

log.sciencenet.cn/blog-1557-958677.htmlOA 期刊‘中国版面费’争议 凤凰

周刊 2016 年第 5期武夷山.《凤凰周刊》记者就 OA期刊问题采访我的问答全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60077.html。”图谋：“数字资源开

放获取研讨会概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1225.html   

2015年 5月 12 日-5月 13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及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5867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5867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6007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91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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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理事会联合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承

办，主题为‘数字资源开放获取服务研讨会暨 CALIS第十三届国外引进数据库培

训周’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出席本次会议的有 CALIS 管理中心有关领导、DRA

A理事会成员及成员馆的领导和专家、来自全国的高校图书馆代表和全球数据出

版商共 540 多位代表。会议 PPT 下载网址：http://202.120.57.83/?q=ppt。”

“上述概述是本人做的，对于希望进一步了解开放获取有一定参考价值。某种意

义上，也算数字资源开放获取研讨会报告‘导读’，那批报告可以下载。”嘉懿：

“群主这些资料十分给力，很多时候是误会开放获取了。”图谋：“其实那个概

述本身就属于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中的内容。”“圕人堂 QQ 群更多的是作为一个

交流平台存在（不仅仅是‘即时通信’功能）。”“我做的一些微努力，期待的

是更多成员共同推动。”麦子：“@逗逗 美国开放存取都是一些学校和大机构联

合办的公益服务，钱是参加的机构分摊的。”“比如加州大学 2002 年开始的 h

ttp://escholarship.org。”“有 10万篇文章，浏览次数是 3000万。”“没有

广告。”“做这种事情，多少要有点胸襟，一开始就想赚钱，我看就不要做了，

一来做不好这事，二来卖茶叶蛋可能赚钱更快一些，也直接。”麦子：“康奈

尔的 http://arxiv.org 很有名，有 100 多万篇文章。”瘦身娃娃：“这个我也

是经常下载到的。”图米：“开放获取和开源软件有些类似，促进交流，本来学

术期刊是为交流提高，却成牟利工具。”图谋：“学术期刊只是载体，这个载体

被作为何种工具，因人而异。”cpulib2*：“学术更需要公益，如果利益太重就

污染学术。”图谋：“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经营。”“任何公益均需要

前提和基础。”嘉懿：“如果从近现代知识发展的经验看，知识是更多地是被通

过尊重产权、获取利益而推动的那些美好字眼所描绘的知识生产模式，大多阻碍

了知识的发展。”嘉懿：“咋一看上去，它言之凿凿地批判了现有的知识生产流

通方式的弊端、而且还貌似全面的构建了一个美好的新的制度框架但是，它本身

可能就是不成熟的、是几个怀着构建知识共享乌托邦大同世界的人闭门造车的想

象，如果实行下去，可能连现有的模式都不如甚至摧毁了知识生产本身。”“当

然，我们还是要怀着美好的希望来看待。”麦子：“现在商业的一些服务，比如

Google scholar 也不是纯为赚钱。你要把一个东西做极致了，到后来，钱都是

你赚的。这种例子其实不少。在脸书之前默道克的 myspace 大行其道，当时，

大约 10多年前，很多图书馆里来馆用电脑的一半以上的人都是用 myspace 的，

但它一开始就有很多广告。而脸书很多年就是烧钱做产品，没有任何广告。现

在呢？估计大多数人连 myspace 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当时图书馆是把 mys

pace 屏蔽了，因为否则电脑都让人占了。”嘉懿：“人们受到乌托邦的诱惑，

以为由此将进入知识共享、到处流着牛奶和蜜的天堂；当大门砰地一声关上的时

http://202.120.57.83/?q=ppt
http://escholarship.org/
http://escholarship.org/
http://arxi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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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人们却发现自己身处地狱、知识荒漠。开放共享如果全面实现，会不会最终

沦为这般景象。”麦子：“@嘉懿 没有免费的午餐，而且我觉得国内很多人，包

括很多图书馆从业人员并不真正了解开放共享的实际定义，可能以为把所有有

版权的东西拿到网上来分享呢。这点从很多商业数据库资源的来源不清不楚就

可以看出。”图米：“开源软件不等于免费。”“这个是一样的，小米用了开源

代码，后来被指责以后才把自己的放出来，这个没有强制约束，不容易保护。”

嘉懿：“是是，误会了开放获取，以为是忽悠人的呢看来是误会了。”逗逗：“@

麦子 谢谢，了解了国外实情。” 

 

3）数据馆员 

hanna：“请教各位同仁：了解数据馆员方面的信息吗？”hanna：“职责是

什么？工作内容是什么？”“看到了这个通知，需要去调研，牵涉到下一步的岗

位设置。” hanna：““中国数据馆员培训班”通知(含课表) http://peixun2

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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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天空：“@hanna 纽约大学图

书馆招聘的 data service librarian https://www.diglib.org/archives/797

9/。” 城市天空：“@hanna 你多去看一些 data librarian 的招聘要求，就知

道基本职责了。”城市天空：“The Data Librarian’s HandbookRobin C. Ri

ce and John Southall Item Number: 978-1-78330-047-1 Publisher: Facet 

Publishing, UKPrice: $95.00 http://www.alastore.ala.org/detail.aspx?I

D=11533。”“2016 年新书，《数据馆员手册》。”LW：“不知道能否有这个书

的 pdf版本。”城市天空：“现在是预订，还没上市。”城市天空：“@LW 近两

年的书没有 pdf 的，有些电子版只有 kindle 商店有。”“人家辛辛苦苦写出来

的书，想读就花钱买一本，下载了也不一定会认真读。”LW：“我是希望图书馆

能够尽快购买。”“这样对图书馆员来说，比较好。”“国外的图书太贵了。”

城市天空：“有图情系的图书馆才会买吧。”“或者公共大馆。”十七岁*：“真

好，回头想办法搞一本。”LW：“95美元，太贵了。”“将近五百大洋呢。” 

“对于国内图书馆员来说，这个价太高了。” “本来收入就不高。”十七岁*：

“想买这个价确实不是买不起，再穷也不差这五百了。”天外飞仙：“刚才那位

老师这本书是否需要。”系统消息：“ 【管员】天外飞仙 分享文件 [Lynda_K

ellam_and_Katharin_Peter_(Auth.)]_Numeric_(BookZZ.org).pdf 下载。” 

hanna：“@麦子 请问贵馆有没有数据馆员这个岗位？Data Librarian。”

麦子：“@hanna 我们没有，但在考虑中。”“很多馆有。”cpulib*：“数据馆

员还不是太成熟吧。”hanna：“能帮忙找找相关的资料吗？我查了半天，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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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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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diglib.org/archives/7979/
https://www.diglib.org/archives/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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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搞清楚这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hanna：“文献单元变成数据单元，怎么组

织揭示呢？服务对象又是哪些人呢？数据怎么收集？工具和方法是什么？”刘建

平：“但做本体是一个细致而工作量大，对工作人员要求高的工作，图书馆一般

都不愿意做这种需要长时间，对工作人员要求高的工作。”刘建平：“做专题本

体、学科本体是体现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事情，但这个工作要求高，见效慢，将

其纳入工作规划中的馆少之有少。这个工作中丝毫看不到短平快的影子，很难受

到关注。”麦子：“我一个认识的人，他这个位置已经做了 20年，起初就是做

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附加数据（因为中国只有人口和各省的统计年鉴，没有衍

生产品），但现在的 data librarian 往往和非文献的科研资料的 curation，保

障有关。Data Librarian Daniel Tsang Receives Distinguished Award http:

//update.lib.uci.edu/spring14/10.html。”麦子：“ 现在美国所有的科研项

目都有数据保存的要求，但一般研究人员根本不知道如何做，如何把数据保存，

存在哪里？这就需要 data librarian 指导。”麦子：“看看这个工作 https:/

/www.diglib.org/archives/7288/。”许继新：“国内有些馆在做数据监护。”

麦子：“Data librarian, data curation librarian, research data librar

ian 基本是一回事。”麦子：“监护是个更合适的词。” 

 

4）数据库宣传推广 

30℃咖啡：“请教各位同仁，各馆在数据库试用阶段是否搞宣传推广活动？”

城市天空：“@30℃咖啡 试用通知要发一个，不然读者怎么知道呢，同时尽可能

让读者给予反馈，这是是否订购的重要依据之一。”30℃咖啡：“@城市天空 

通知肯定要发的，公司的宣传推广我们馆现在一直没有搞。”30℃咖啡：“@城

市天空 明白您的意思了，推广可以做，但需要图书馆跟踪反馈。”城市天空：

“@30℃咖啡 你的目的不是为公司推广，是为了读者服务。”城市天空：“推广

是公司的事，你要公司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如果有些公司重视的话，他们也

会积极和读者沟通，并将相关书面结果反馈给图书馆。”“有些公司实在太差，

连个基本的数据库介绍都不提供，或者让你自己去翻译英文。”30℃咖啡：“我

们小馆一般购买中文库的多，外文库很少。”城市天空：“中文也是一样的道理。”

30℃咖啡：“国内数据库商我们一般都要求提供详细的信息，只是他们提供的

使用统计数据水分实在太大。”30℃咖啡：“我们也没有精力和能力去核实。”

城市天空：“要求提供明细，一个数字不行。”“大一点的公司是可以提供的。”

30℃咖啡：“读者反馈这部分也不太好做。”“反馈信息学生的搜集起来有点难

度，老师的还好点。”城市天空：“订购前期的准备工作和需求了解很重要，可

以召开师生座谈会，或者设计在线试用问卷。” “发试用通知的时候，也可以

http://update.lib.uci.edu/spring14/10.html
http://update.lib.uci.edu/spring14/10.html
https://www.diglib.org/archives/7288/
https://www.diglib.org/archives/7288/


圕人堂周讯（总第 97 期 20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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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 

针对使用对象选择一些发邮件通知。”“学生通过辅导员。”30℃咖啡：“设计

在线试用问卷、针对使用对象选择一些发邮件通知是个不错的建议~~”hanna：

“真是一个好途径 @城市天空 。”30℃咖啡：“要做实做细确实需要花费工夫，

我们这种馆一般都是身兼多个工作，基本都是差不多先生。”城市天空：“谁不

是兼呢，我也是一个人做 3份，临时还会多出来事。”30℃咖啡：“认真负责的

好馆员，赞一个@城市天空 。” 

 

5）圕人堂周讯总目录及圕人堂发展 

系统消息：“ 【馆员】【客服】图道 分享文件 15:45:25 圕人堂周讯总目

录（更新至 96 期）.doc 下载。”图道：“为了方便群成员利用圕人堂周讯内

容，现将已发布的各期周讯目录进行了汇总，欢迎群成员下载使用。通过该目

录，可以方便查找群成员讨论过的相关话题，例如想了解古籍方面的信息，先利

用总目录查找，共显示有 11 条相关内容，这样就可以做到在提问前对相关内容

有个大致了解，避免相同内容的重复提问，节省各位的时间。” 图谋：“《圕

人堂周讯》总目录(1-96 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2582.

html图道 整理。全文有 1.6万字符，如有需要请下载 DOC文档。” 天外飞仙：

“周讯总目录有了，再来一个合订本不？”图谋：“合订本可能不如‘选萃’本。”

图谋：“如果合辑，96 期周讯，总字数估计在 300 万字左右。”图谋：“图道

整理周讯目录说做就做，且做的挺好。这样的梳理需要花时间，是很有益的工作。

期待有更多成员愿意承担此类工作，彼此将更加受益。”cici：“刚进群就看到

这么多更新的信息，太棒了！”海边：“本群合适图书馆员，既有经验分享，也

有疑惑探讨，还有会议、培训、招聘等信息互通。” 

系统消息：“ 【冠员】图谋 分享文件 12:42:14《圕人堂周讯》合辑（1-

96）.rar 下载。”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周讯》第 1期至第 96期（时间

跨度为 2014年 5月 16日至 2016年 3月 11日）整理成合辑，见群文件。另，百

度网盘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ge0xi3x 。图谋：“有成员主动提

出要做《圕人堂周讯》合订本，我抽空提供‘合辑’本。”“《圕人堂周讯》总

目录(1-96 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2582.html。”图

谋：“这个目录忘了放进合辑中。”“群策群力，让圕人堂更精彩。”“为了推

动圕人堂梦想照进现实，个人一直在做些微努力，也初见成效，与此同时越来越

感觉到力不从心，期待更多人共同努力。”一鸣：“希望圕人堂越来越好，大家

一起努力。” 

图谋：“关于圕人堂加群，请提供与圕主题相关信息，否则不予通过。敬请

理解与支持！”“只要于圕人堂有益的事情，不违背群规范，无需向我‘请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25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2582.html
http://pan.baidu.com/s/1ge0xi3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2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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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时间和精力确实顾不过来，希望谅解。” 

图谋：“那篇闲话，也是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的一篇文字，期待更多成员参与

分享较为规整信息。”图谋：“圕人堂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发展至今天圕聚了近

1500名成员，期待明天会更好！”421660*：“一名致力于图情专业考研，了解

图书馆学，关注图书馆发展的学生。”图谋：“易小福同学是圕人堂群的第 150

0 名成员。”421660*：“谢谢希望能够跟着各位前辈了解更多，学习更多。希

望与大家相处愉快。” 

 

6)图书馆报纸装订及存放 

七色花*：“和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和图书馆的人刷浆糊。”annabel：“刷

浆糊干什么用啊？”七色花*：“给报纸装订。”“第一次见。”天行健：“这

么落后。”hanna：“这个好。”“压得实。”annabel：“为了让装订边硬起来

吗？”annabel：“@七色花―鲁沂图书馆 我还没明白，浆糊的作用是什么呢。”

hanna：“以前我们装报纸就是找不到压的东西。”中原劲草：“看来原始的不

一定过时啊。”太仓中专：“很多报纸现在有电子版了。”七色花*：“不是所

有地方都是先进的啊。一直这么落后着。”湖商陈*：“报纸是绝对不需要保存

了。”“没有任何必要。”“出版都不要出版了。”“现在 100多岁的都有手机

上网了。”“盲人朋友都玩智能手机玩的好。”七色花*：“我馆每年都存报纸，

杂志。从现在看，领导没有要取消不存的意思。作为小职工，能怎么办呢。”“书

库里杂志报纸的合订本已经塞满为患了。”河北工*：“报纸还存？”河北工*：

“我们就存 3 种报纸，还麻烦的不行，有时邮局老是忘了送。”七色花*：“报

纸的背面不平整，压实抹浆糊后。就光滑平整了。”“再裱糊牛皮纸，印字。”

七色花*：“这样好看。”annabel：“是一本一本已经订住了吗。”七色花*：

“是的，先订好了。”annabel：“哦，明白了。”“细致。”七色花*：“一把

心酸一把累。县城图书馆，种种不如意和落后。。”琼琚：“问题是存着有啥用

呢。谁会去找很多年前发黄变脆全是灰尘的旧报纸。这种情况太少了。”印度阿

三：“做了装订厂的工作。”七色花*：“https://read.douban.com/column/3

329010/。”“看一下我写的专栏，我在县城图书馆的 10 年。”七色花*：“有

用或者没用，存或者不存。是馆长的决策是吧。”annabel：“我们馆也保存报

纸，都是外包装订。”七色花*：“没有比我馆更落后的吗？稳稳占据群里落后

第一名。”老玲子：“@七色花―鲁沂图书馆 拜读了专栏文章，不错！”七色花

*：“稳稳占据图书馆群里落后第一名。过奖过奖啦。”夏雪：“你们不是最落

后的。”cpulib*：“是保留传统。”“作为图书馆文化，纸质资源还是要保存

的，像香港高校为了存放图书，联合盖仓库放书，也没因为电子资源发展，迅速

https://read.douban.com/column/3329010/
https://read.douban.com/column/332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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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存放纸质图书。”七色花*：“我投稿计划是 20篇专栏。请大家多多关注。

谢谢。”“馆小人穷事事多。没啥高大上的，都是鸡毛蒜皮哈。”七色花*：“@

郑大系统部宋小录 还有工种补助？第一次听说。”郑大系*：“至少比别的工种

体力费的多啊 。”宁静：“这个工种，很多管理员都不愿意做了。” 郑大系*：

“还是好好工作吧，珍惜现在的工作环境 。” 

 

 

 

 

 

 

照片由七色花提供 

 

7）图书馆 24 小时自助服务 

图谋：“《图书与情报》2015 年 6期‘图书馆 24 小时自助服务十年省思专

题’，该组稿件由李东来《时代需求与文化担当——图书馆 24 小时自助服务十

年回望与思考》、俞传正《街角大学的兴起：一项自助图书馆的社会学考察》、

郑永田《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历史必然》、王景发《图

书馆 24小时自助服务,诟病、误读和反思》四篇文章组成，从时间制度，历史回

顾、社会视野以及现实省思的角度对问题展开了讨论，以期达到明晰问题、开阔

视野、启迪思考、拓展服务的目的，夯实图书馆 24 小时自助服务基础。”系统

消息：“ 图谋 分享文件 11:15:2524 小时自助图书馆_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的

历史必然_郑永田.pdf 下载。”“图谋 分享文件 11:15:26 街角大学的兴起_

一项自助图书馆的社会学考察_俞传正.pdf 下载。”“ 图谋 分享文件 11:15:

26 图书馆 24 小时自助服务_垢病_误读和反思_王景发.pdf 下载。”“图谋 分

享文件 11:15:44时代需求与文化担当_图书馆 24小时自助服务十年回望与思考

_李东来.pdf 下载。”图谋：“关于图书馆 24 小时自助服务，圕人堂零星的讨

论很多，特此推荐感兴趣者阅读该专题。”鲲鹏展翅：“这可能是是一种服务转

型的趋势。”鲲鹏展翅：“国内高校图书馆现在实现 24 小时自助服务，应该还

不是很多吧。”cpulib*：“24 小时自助大多是指还书为主！”cpulib*：“跟

自助银行类似，我们就有。”图谋：“俞传正那篇引言第一段为：‘暗夜里，从

遥远的太空俯瞰地球，这个人类栖居的大地像洒满了星光，灿烂耀眼。这些灿若

星光的美丽地带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之中，有一些公共建筑总是

特别明亮耀眼，它们便是城市公共图书馆，而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则如点点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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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落在城市的各个街角，共同成为了城市夜晚最美丽的风景之一。’学术期刊中

很难见到如此如诗如画般的语言。” 

郑大系*：“装报纸的伙计 可以申请工种补助。”印度阿三：“一般这种写意式

的描写都是要补咔嚓的。”图谋：“资深编辑王景发先生一文《图书馆 24 小时

自助服务：垢病、误读和反思》，实际全文中用的是‘垢病’，咬文嚼字，功力

不凡。” 

hanna：“我觉得晚上不睡觉对身体不好，所以不赞成 24小时开放。”印度

阿三：“一个地区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 决策的失误或失当，固然有政府的问题，

但是，图书馆工作者难脱其咎。”“图书馆工作者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来都

是如此。”cpulib*：“不用人值班，自助。”wangwen：“感觉 24 小时服务是

鸡肋，对于快要过期的图书需要赶紧还来说，还是不错的。”wangwen：“其他

的感觉没什么意义。”海边：“还可以找学生馆员值班。”“但是从健康负责出

发，不开为好。”wangwen：“图书馆又不是医院，有必要吗？”海边：“是的。”

“学校还有引导学生健康生活的责任。” 

 

8）图书馆超期罚款 

自由世界：“有个问题请教下各位老师，领导说每次收取超期罚款太麻烦了，

一毛两毛的收起来很麻烦，想每次从押金里面扣除，扣除后借书的总价格会受

到一定影响，这个好像没看到业内同行这样做的。不知道是不是合理，只记得

一般押金专款专用，这样是不是算是一个创新。”图行侠：“一般读者凭押金条

退款的吧。”“到时候押金条和系统中不一致会不会麻烦。”自由世界：“这个

现阶段没有给读者押金条。”伊丰：“公共馆吗？”自由世界：“是的。”七色

花*：“超期罚款，可以设定超过 10.00 元以内的不收取。一直累计。”“攒到

十元了，请交纳罚款吧。”伊丰：“这是合适的方法。”“高校馆一般不会有这

个问题。”自由世界：“是的,这个方案也说了领导说到时候缴纳的时候,可能读

者自己也忘了,可能带来额外的一些解释。记得一般图书馆押金是不动的。”“嗯,

有些公共馆也不用缴纳押金了,甚至有些滞纳金都是扣积分了。”伊丰：“押金

不好动，你最后一样说不明白。”自由世界：“嗯，是的，押金到时候人家退款

的时候会问怎么少了。”“没听说哪些馆这样做的。”伊丰：“累计吧，一起打

印清单没啥问题。”图行侠：“嗯，感觉建议领导这样好些。”图米：“大部分

是设定个必缴的额度，比如 10 块，不用每次都结，这个汇文系统是支持的。”

图行侠：“嗯，大部分图书馆系统有这个功能。”“这个做法比较普遍。”“扣

押金那个偶也没听说 。”自由世界：“领导想出来这个，觉得这样算是信用，

扣押金的同时，相当于把你的借书额度也降低了。”图行侠：“现在图书馆都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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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多借书了，借书册数都放的很多了。” 

印度阿三：“一般押金不会动啊，要交罚款的话另外交钱啊。”书小弟：“你们

一般借书多少册啊？老师和学生？”晨逍：“十册。”烟大圕*：“10册。”自

由世界：“不是高校馆，3 册吧，我看很多高校馆不会低于五册。”“和押金有

关，100元的押金能借订价和为 100 元的书。比较老土的做法。”图米：“扣押

金碰到较真的人真是不好说。”老玲子：“罚款可以累积的，我们是累积到 5

块才收。”图米：“有的公共图书馆比较牛，怎么定都行。”自由世界：“有的

图书馆没地方放书了。”书小弟：“老师 20册 90天，续借 30天；学生 10 册 3

0天，续借 15 天。” 

 

 

 

 

 

 

表格由图谋提供 

9）图书馆借阅情况 

论坛刘编：“刚才似乎看到一个各馆外借数量的信息。如果有心人愿意做一

篇调研文章，完全可以。”闽南师*：“实证类的吗？@图书馆论坛刘编 。”山

人常宏：“@图书馆论坛刘编 外借大幅下滑不可避免。”论坛刘编：“透过现象

看本质，其实是一个有趣的题目。”“但需拓展视野，从更大的视野来审视，

或许结论非常有价值。”浪子：“我们单位有同事做过图书的馆内阅读统计，也

蛮有意思。”味味姜：“外借下滑不是必然趋势。”小淘可可：“估计公共图书

馆不会下滑。”味味姜：“就我馆来说是上升的。”“但以前是下滑的。”小淘

可可：“我们也没下降的趋势。”“我们以前不给学生办读者证，确实借还量很

少，现在放开后，借书人挺多的。”山人常宏：“去年我看湖南高校图工委统计

的数据对比，下滑是 100 的，但不同高校幅度不同。”山人常宏：“最高的湖南

师大图书馆三年内下滑了一半还多。”“整体来看，三年内下滑接近 40%。” 

山人常宏：“个别高校尤其是一些地方院校下滑幅度不大（湖南高校）。”

味味姜：“自馆内采编改制后流通就开始增长。”宁静：“就我们馆来说，开始

有上升趋势。”味味姜：“有些事情你以为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小淘可可：“我们借还量也有上升，整个馆人来人往的，我们是高校馆。”味味

姜：“所以事在人为。”山人常宏：“但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2014：“我们

新校区是本科生，借还量还比较大，校本部是研究生，借还量在减少。”山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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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互联网、移动阅读、碎片化等等。”小淘可可：“我们本科生借还量也大，

新校区，学生没有娱乐的敌法。”味味姜：“目前这些年还不会。”“以前我馆

下滑的时候也是说互联网影响的，这些影响肯定有的，但都是碎片化阅读。整本

书阅读还是纸本书靠谱。”BSxuyb：“自馆内采编改制后流通就开始增长，求详

细做法。”味味姜：“电子书是好东西，但普级需要时间。” “那得写文章了

啊。”BSxuyb：“简介也可。”梦舞：“我也好奇，怎么改制，对借还有影响？

简介也可。”中原劲草：“主要是要领导的思路啊。思想一变，工作效率就变嘛。” 

 

10）图书馆采购对策：专业图书的采购 

惠涓澈：“是等采编改制的详细，我也感兴趣。”罗 ：“采编部，现在应该

称这为采验部。”BSxuyb：“言之有理。”罗 ：“采验部，重采，轻验。”梦

舞：“直接采收，得了。”草儿：“采和验，这本是很重要的环节啊。”“现

在的采，由政府招标，时间拖得太长了。很多时候赶不上趟的。”中原劲草：

“在目前的体制下，科研量化，工作也量化，数量第一，质量与其他的因素都

退居不重要的环节了。不改变这种过度量化的考核模式，大家只能是为数字而

玩任务。”罗 ：“采购考虑所有教学老师的需求和参与度。”草儿：“这样很

不好呢。”中原劲草：“这样管理简单啊，所以大行其道。”罗 ：“采编的工

作量就显得相当大了。”草儿：“有些老师跟去现采，挑选的也不过是他自己需

要的。”罗 ：“一方面可提高采购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堵住很多老师馆藏质量

差的想法。”草儿：“采访的书目审核工作量大。” “仅仅是想法被堵了，实

际质量还是很难上去的。”惠涓澈：“专业老师采书就这样，但是至少他采的书

不会成死书，他会看，他的学生会看吧。”BSxuyb：“那不一定哦，很多时候，

老师也就完成任务似的，采完书了就完事了。”“当时一时兴起，觉得好就采了，

过后没有看这个书的想法。”中原劲草：“不一定啊，老师研究的是制度史的书，

学生喜欢的方向是文献点校的，那学生会去看老师选的书吗？”惠涓澈：“凡事

没有个完美，我们自己买的书还不一定都看呢。”图米：“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老师专业不是选书的，不一定就比图书馆采访强。” 

罗 ：“专业老师采书，主要考虑图书馆文献建设的参与度，对于完成采购量没

啥意义。”BSxuyb：“不是要求完美，是讨论利弊。”罗 ：“图书馆采访即要

考虑文献的系统化，又要考虑专业老师的想法，两相互动，让双方都满意，这

工作落实好不容易。”惠涓澈：“在采购人员之外，其他形式都是补充、辅助、

甚至花样。”“我们馆阅读推广中心现在或多或少参与推荐采购。” 

 

11）图书馆采购对策：书目信息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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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不同出版社不定期面对面提供的书目，比书商提供的书目更有价值。”

zzz：“出版社直接提供书目与定题目录确实比书商好些。图书采购采访馆员始

终是主体，读者参与仅是一种不断完善的途径，采访计划与采购原则显得较为

重要，很大程度校图工委或文献建设委员会定的调调也重要。”hanna：“出版

社的书目数据规范完整吗？操作起来是不是不太方便啊。”zzz：“出版社提供

的书目格式及要求采访馆员说了算啊，呵呵。”hanna：“我感觉出版社做不到

馆员的要求。”“读者对象、内容简介、装帧尺寸一般都会缺失。”“还不能

保证都是新书，很多是旧书反复推。”中原劲草：“Calis 好多数据还不是没内

容简介。其实这个简介有很多时候真的是可有可无，对于专业人员而言。”han

na：“看不到书的时候就有无所谓了。”hanna：“看到书的时候，数据就是操

作介质，只要有 ISBN、价格就行；看不到书，影响会很大，会增加很多的工作

成本。”图米：“calis有一个啊。”菇漾：“我们这边是采编部工作人员在书

商提供的书单上勾书，最后采回来的书绝大部分都是地摊货的样子，找不到质

量好的书，更不要说是新书了。”图米：“有的书商只提供自己赚钱的书，居然

还能次次中标。”伊丰：“这是领导的问题 显然是默许。”“这是采访部门负

责人的问题，也可以直接下专题订单给供货商的，一定时期内到货率不足可以

终止合同，扣保证金。”菇漾：“是采编部的问题，我们领导也在考虑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作为其他部门的人，只能干着急，读者因找不到好书，流失是必然的。” 

天外飞仙：“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直接获得书目数据，书商的一般都提供不

完整。”“他们都是选对自己有利的书目单子给图书馆。”图米：“不提供书目

本身就是个大问题，书目都没买什么书，图书馆还要自己去出版社淘书目，不可

怜么。” 

无忧树：“招标制度下采访工作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天外飞仙：

“@图米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呀。”无忧树：“这篇文章谈的有道理，确实是书目

不全，我们见不到一些需要的书。”hanna：“没错，这点专业性都没有，书商

不要做馆配了。”天外飞仙：“书目屏蔽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图米：

“关键是不提供没什么代价，又赚钱，我做生意我也不会提供的。”hanna：“要

靠采访人员的监督和要求，写在合同里。”伊丰：“不是淘书目，没有那么费劲。

各大出版社现在都有自己的书目数据，古籍社和一些偏远小社例外出版社现在

都有馆配部，没有的一般也会有发行部专人负责馆配业务，他们都能按时提供

最新书目，可以按年按季度按月甚至按星期，比如人大社一周 2 次。”天外飞

仙：“@伊丰 有没有那些大出版社的群之类的，分享一下。”图米：“当时图书

馆为什么要书商就是因为图书馆和各个出版社打交道太麻烦了。”“专业分工。”

伊丰：“古籍社和偏远小社、地方社主要靠几个大的馆配会现场采集数据。”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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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天外飞仙 一般各大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群，比如科学、社科文献、法制、

机工、电子、人邮。”“@天外飞仙 你可以考虑加入社科的群，这相对出版社人

员很多，会按时分享或者你需要哪家直接要。”图米：“经常订出版社至少需要

50家。”伊丰：“‘社科文献馆配营销中心’，这是大家交流分享比较多的群。”

图米：“书商就是图书馆培养出来的。” 

天外飞仙：“如果有人弄一个书目中心多好。”“大家把自己获得的书目信

息分享。”伊丰：“武汉三新在弄吧。”天外飞仙：“要第三方中立机构弄。”

“否则他们弄的也是对自己有利的吧。”cpulib*：“我看过一微信，就是说不

畅销的书都被高校图书馆买去了。”图米：“我很早就想弄一个，必须不能靠书

商。”伊丰：“我的经验是正规的图书馆哪怕不正规的书商中标也可能只是名义，

完成不了实际供货任务。”图米：“几家组合应该大差不差了，靠一个书商肯定

没戏。”“前几年忙其他的，今年大概是会有时间弄了。”伊丰：“比如某北京

供货商在苏北某大学相对低价中标，在连续两次不能供应指定书单图书的情况

后直接终止合同，没收保证金，书单是招标时承诺能够提供的出版社名单涵盖

的相关出版社当年书目。”葵花朵朵：“但时间的损失无法弥补。”葵花朵朵：

“政府招标，时间卡死了。”小鹿：“有的书商艰难维系，现采机会不少，就是

供不上书。”天外飞仙：“现采一般都能供上书哟。”伊丰：“好的供货商你可

以利用他的数据，同时补充专业出版社专题订单，辅佐现采数据，不好的供货

商可以不利用他的数据，直接给专题订单。”图米：“我的想法定期更新书目，

然后放给采访或者老师们评价，要是弄出个核心书目就更好了。” “做图书馆

界的豆瓣。”小鹿：“也有供不上的哟。”图米：天外飞仙：“这事是有利图书

馆的。”hanna：“科学社杨一扬不做这件事了吗？”伊丰：“姚老师你觉得他

能有精力做吗。”“你觉得现实吗，你可是老采编了。”hanna：“我也好久没

接触了，想来他是做不了的。”伊丰：“科学那摊子就够他焦头烂额的，一个 p

od就众说纷纭。”hanna：“以前武大也做过吧。”“张馆长的采访平台。”伊

丰：“我觉得你们能做，你挑头做吧。”“武大是有实力做的。”hanna：“我

们以前有过这个课题，JALIS。”“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图米：“武大那个平

台有人用吗，说说。”“项目一般结项就没然后了。”hanna：“帮我们做的数

据商后来到人天去了。”hanna：“http://www.bookdao.com/article/107701/ 

如何鉴定一本书的推荐因子？”“都可以这样推荐了。”草儿：“如果采访设专

人依据自身学校的需求来做书单，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哦。” 

 

12）图书馆采购对策：以读者需求为导向的速采速编速下库模式 

味味姜：“请问你是公共馆的吗？”梦舞：“高校馆。”味味姜：“我是公

http://www.bookdao.com/article/107701/


圕人堂周讯（总第 97 期 20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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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 

共馆的。”“公共馆的情况跟高校馆可能不同。”“前几年我馆把外借图书的

采编权移交外借部，在外借部成立采编组。”中原劲草：“木关系，大家关心的

是你们的创新思维。”味味姜：“实现了速采速编速下库，并且以读者需求为导

向。”梦舞：“那采编组在书库办公吗。”“直接就是各个书库采各个书库需

要的图书,然后面向读者采,直接编验入库吗?”味味姜：“另外，大量增加畅销

书的复本量。”中原劲草：“咋个速采速编？”味味姜：“只要书店有的，马

上采回马上编马上下库啰。”“基本做到与书店同步。”惠涓澈：“这改革够魄

力，务实效。”印度阿三：“你们是什么规模和性质的公共馆。”味味姜：“而

且，简单编目。”“开架书分细是没有意义的。”“改革是立杆见影。”“当

月就提高了外借量。”菇漾：“不用政府招投标？”味味姜：“整整半年，新书

就没在架上呆过。”“下库就借走了。”“是政府招标。”惠涓澈：“利用率杠

杠的。”味味姜：“很多事情，稍稍作个调整结果就不一样。”BSxuyb：“政

府招标这块咋弄？”味味姜：“到竟标成功的书店去买书啊。”BSxuyb：“是

书店，不是书商了？”菇漾：“当地书店也可以参与竞标？”BSxuyb：“没有书

商乱入吗？”味味姜：“啊？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菇漾：“书店能成为供应商

 这样两者都好。”味味姜：“是的。”惠涓澈：“采编组根据什么去采书?读者

推荐吗？”味味姜：“公共馆有个毛病，想大而全，小也想全。”“其实就是

跟据读者需求买书。”广州书童：“你们是什么规模和性质的公共馆。”味味

姜：“省馆。”倒立的*：“你们对副本量是怎么控制的。”惠涓澈：“畅销书

复本达到多少。”广州书童：“采购经费？”味味姜：“副本最多 120。”“在

相同经费的情况下，改革后效果显著。”梦舞：“只有省馆才有这么大的气魄,

小馆只要每天开门这行.”广州书童：“购书经费一年多少钱？”味味姜：“这

个每年有不同。在省馆中我馆的购书经费是倒数的。”七色花*：“@味味姜 这

个读者活动用什么软件下的啊？”“qq里的软件吗。”味味姜：“下个 APP。”

“互动吧。”印度阿三：“畅销书复本借完之后怎么办。”伊丰：“120复本。”

“这个有点扯淡了。” 味味姜：“畅销书每年只有几本，但带动了很多其他书

的借阅。”梦舞：“有借期限制,数量限制吗?”味味姜：“人流量也大。”“有。”

“30 天，5本。”印度阿三：“我们 10本 30 天。”梦断鹰城：“是不是公共馆

副本都这么大啊。”味味姜：“我们有几种证。”梦舞：“超了怎么办。” 味

味姜：“收延误费。”广州书童：“我们是十五本三十天。”金三石：“我们 6

本 40 天。”印度阿三：“但当你投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外借量不会再大幅度

增长的。”味味姜：“我们也有多借书的证。”梦舞：“讲讲,是分小孩,成人,

还是怎么区分，按学历,还是。”味味姜：“我们连续 4 年都是增长的。”惠涓

澈：“很多改革迈不开步子，是太拘泥传统，我以前好像也听过这么大的复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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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书特复本。”味味姜：“我们分小孩和成人的。”梦舞：“多借书的证,是多

给押金还是怎么办出来的。”味味姜：“是的，多押金。”梦舞：“流通晚上也

开放吗。”味味姜：“不开。”梦舞：“那双休是你们服务的重点时段了?”味

味姜：“是的。外借图书就是满足现在读者的要求。”“不为未来读者服务。”

“所以，不必求全。”梦舞：“是的,这样很好。”惠涓澈：“您在哪个部门?

负责外借还是采编。”味味姜：“我以前在外借部的采编组。”惠涓澈：“你

们图书分外借图书和版本图书吗?”印度阿三：“提高复本和外借数量见过，但

是采编交给外借来做第一次见，那何不直接在书店当场做当场借不是更快，有

的已经在做了。”味味姜：“我馆有保存本和参考书。”惠涓澈：“这些书还是

专门采编部门做?”味味姜：“是的。”广州书童：“外借量如何？”梦舞：“是

有馆那样做了,将采的任何直接交给进书店的读者,然后到馆还书得了。”味味

姜：“现在书也数据化了，所以保存的价值越来越不大了。”广州书童：“杭州

馆。”梦舞：“还省去搬书的费用，呵呵一举几得。”印度阿三：“你选书，我

买单，供给侧改革。”味味姜：“那就派人到书店直接加工外借。” 味味姜：

“这个活动很多馆搞了。”宁静：“简单编目，是怎么做。”惠涓澈：“简单级。”

味味姜：“把分类法的 5万多个细类简化成 1000 个不到。”宁静：“比如，举

个例子。”印度阿三：“这种做法是主流么？比如它的经费占比是多少。”印度

阿三：“它是单独一个体系吗还是和大馆的书是一体的。”味味姜：“其实我在

外借部有 20 多年了，读者以前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没书看。”逄丽东：“这样分

类真好。”倒立的*：“找书怎么找。”印度阿三：“应该是区别开的，有个条

在上面。”味味姜：“四十万的书库他说没书看。”宁静：“这种做法好，但不

影响你们整个藏的系统构价。”味味姜：“是一个系统。”“其实就是说没他

想看的书。”宁静：“如果读者要找特定要求的图书，怎么找。”味味姜：“到

参考阅览室找，也可以借。而公共馆是大众读者。”印度阿三：“我想知道的

是高复本的书退出流通怎么处理。”味味姜：“流通量高的书损坏也严重。”

宁静：“参考阅览室的书不是简单编目吗。”味味姜：“不是。”印度阿三：

“比如说 120 个复本怎么处理。”味味姜：“我馆过 5 年的书就进辅助书库。”

宁静：“比如老师要求找某个作者或者某个年代的书，如何能快速找到。”印

度阿三：“有地方放么。”味味姜：“到参考阅览室找。”“有专门的辅助书

库。”广州书童：“流通量多大？书库很多？”味味姜：“一本书的流通量？”

“平均有 15 次以上。”广州书童：“不是，整个图书馆的外借量@味味姜。”

味味姜：“哦，200 多万吧。” 印度阿三：“平均 15 次可以了。”广州书童：

“我们没有地方放书了。” 印度阿三：“我们早没了。” 味味姜：“所以我馆

也想搞分馆。”宁静：“你书上除了简单偏月，还有 13 是代表什么。” 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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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13 年。”印度阿三：“@广州书童 和我们一样，新馆刚开就爆了。”蝴

蝶：“辅助书库是不是建成密集书库那样。”味味姜：“是的。”味味姜：“如

果有分馆这些书还可以发挥作用。”“堆在辅助书库可惜了。”蝴蝶：“是的。”

宁静：“这里你们资金充足呀。”蝴蝶：“辅助书库利用率高吗。”味味姜：“因

为利用我馆的读者一般都在 1 公里范围。” 印度阿三：“书不放出来就死掉了。”

味味姜：“辅助书库不对外。”宁静：“13年是指 2013 年出版的。”味味姜：

“是的。”印度阿三：“而且个人觉得怎么想办法纸质书阅读是不可避免的下降

做。”广州书童：“你们多少持证读者？” 味味姜：“10 万吧，我不是太清楚。

活跃读者就要打折扣了。”hanna：“这项举措比内蒙古的早还是晚？”广州书

童：“一公里？！”味味姜：“公共图书馆应该像国外一样，有中心馆，分馆，

社区馆这样布局。”广州书童：“太少了。省馆啊。”味味姜：“是的。”“没

有分馆。”印度阿三：“@广州书童 内地是这样。有没有感觉最近外借停滞了。”

味味姜：“你们那里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办，我们还要押金呢。”宁静：“在与

书店合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定金额和数量。”味味姜：“我有一张你们那里的借书

证。”“自助办理的。”印度阿三：“增幅不大？”广州书童：“我们收押金的

时候都三十多万。”“@印度阿三 一年二十多万肯定有。”味味姜：“啊？我们

的押金不知道多少，只知道只进不出。”广州书童：“你这种证六十天失效后我

们不算有效持证读者。”味味姜：“办的永远比退的多。”“哦，那肯定失效了。”

广州书童：“今年到三月初新增五万个。”味味姜：“你们怎么做到的。”“到

学校去办吗？”印度阿三：“新馆效应之后会沉寂的。”广州书童：“都是读者

到图书馆办。”印度阿三：“@广州书童 你们那太吵了，受不了。”味味姜：“不

过现在儿童阅读这块越来越大了。”广州书童：“@印度阿三 我们觉得吵比静悄

悄好。”味味姜：“每年以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速度递增。”“儿童不怕吵。”

宁静：“这个速度有几年了。”广州书童：“13年五十万，14年三十万，15 年

三十万。”味味姜：“有三四年了吧。”广州书童：“今年比去年稍微下降一点

点。”宁静：“应该会有个饱和值。”广州书童：“那是肯定。”味味姜：“少

儿馆这个吵的事情还真没听说那个馆搞好了。”宁静：“分区，好象在哪里看到

有一种新的科技，可以在一个范围内控制声音不外传。”“哪么返过来也行。”

味味姜：“呵呵，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就过去了。今天就聊到这，晚安啦。”印

度阿三：“涨姿势了，谢谢。”宁静：“谢谢味味姜的分享，谢谢。” QQ：“为

啥买书不能像买节 能灯一样有国家补贴呢，要是有不也是

国家层面对爱书，爱 读书的一种鼓励和支持、引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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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七色花、味味姜提供 

13）座位管理系统 

冷荷：“各位老师好，我是泉师院图书馆的，弱弱的问一下，有使用座位管

理系统的吗？对这个系统的评价如何？”逄丽东：“我们馆是技术部自己做的系

统。”“用了几年就不用了。”ffang：“我本科院校有使用座位管理系统，不

过那时候我是作为用户使用的。现在不知道还用不用。因为当时占座很严重。”

冷荷：“是否因为管理上有难度？”逄丽东：“学生意见大，需要在规定时间去

打卡。”“管理上没难度，就是学生嫌麻烦。”“说有时候忘了打卡，别的同

学又分到这个座位，很矛盾。”冷荷：“那现在你们是如何管理座位的，占座

严重吗？”逄丽东：“现在座位管理系统不用了，占座严重。”“这个问题很

难解决。”闽南师*：“座位管理系统只是辅助和提高座位使用的效率。日常必

须投入人力来监管，让读者养成选座习惯。需要一段时间的。”冷荷：“我馆

每天早上在读者入馆前清理占座，每位老师轮流，坚持一个多学期了，可读者

意见很大。”烟大圕*：“我们也是每天清理，多年一直这样，学生都习惯了。”

天外飞仙：“每天晚上统一清理。”“学生习惯就好了。”海边：“孩子从小的

社会公德或素养教育跟日本比，是差了很多。”冷荷：“学生为了躲避被收书，

到处藏书，老师们天天要提早上班，意见也很大，长期下去能坚持得了吗？”f

fang：“平时还好吧，就是临近考试的时候紧张一些。”润润：“我们是晚上闭

馆前统一清理，然后设置认领处，学生自己认领。”“新校区从一开始就这么

做，所以没什么意见，占座现象也不严重了。”冷荷：“是否在新生入馆培训时

强调不可以占座？”ffang：“没啥用。”润润：“我们也没强调。”ffang：“很

多读者听过就忘了，他们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润润：“但馆内会贴‘严禁

占座’之类的标语。”冷荷：“当天收了书就让读者认领，这样威慑效果不明显

了，读者会不以为然，天天占着，天天认领也无所谓啊！”润润：“但坚持每天

都收，学生就起不到占位的效果了。”biochem：“我的一本生化教材（1 公斤

多重）被学生借去在图书馆占座，结果被顺手牵羊了。” 

 



圕人堂周讯（总第 97 期 20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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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 

14）电子资源利用统计分析系统 

小白兔：“哪些馆里购买了电子资源利用统计分析系统？求指导和推荐。”

“或者用过。”图谋：“这方面的统计分析系统，个人略有关注，不甚看好。”

小白兔：“最近有个ＥＲＳ到馆里推荐，但是觉得功能不足，还有别的什么公

司的吗。”小白兔：“那贵馆是怎么做这方面的统计的？因为公司只提供一个

简单的点击量，其他下载量/被引用率都没有。”“而且公司无法提供电子图书

的下载量和使用情况。”图谋：“主要原因是，此类系统收集数据的参考价值

很有限，因为大多不准。此外，并不会因此提升利用率。”小白兔：“恩，主

要想看下每年电子图书的下载率等，看看变化趋势。”图谋：“cnki，sd 做的

比较好。” 

无忧树：“图书馆电子资源利用与统计系统 RGS1800 详细介绍 http://www.

chengtaikj.com/product/rgs/。”“这个系统可以统计电子资源使用。”草儿：

“那么，需要这方面的信息，只能通过用户使用调查问卷表来分析啦？”小白兔：

“调查问卷不行。”图谋：“数据库商提供的统计数据可作为参考。”草儿：“在

哪里可以用呢？”小白兔：“无忧树，有试用的么。”无忧树：“我们馆一直再

用。”草儿：“我们要做采购分析，以便满足老师们的需求。”小白兔：“发个

链接，我看看，我能不能打开，多谢！”无忧树：“电子资源流量控制需求分析

及其解决方案。” “参考下这篇论文，我们馆长写的。”小白兔：“ＯＫ，拜

读下。”无忧树：“这个系统最早就部署在我们图书馆，这几年很多图书馆会议

都有我们馆长相关报告。” 

图谋：“最好能在群文件中分享全文。”系统消息：“ 【观员】Smart 分享文

件 15:52:30 电子资源流量控制需求分析及其解决方案.caj 下载。” 

图谋：“关于数字资源的访问分析系统，貌似有很多，有些馆是自主开发

的，有些是购买软件公司的产品与服务。”无忧树：“是的，目前有几家，上

海、北京都有。”图谋：“个人比较期待有成员愿意分享较为规整的思考、经

验或方法。这样更有益。”无忧树：“从我们目前使用效果看，对于防止超量

下载效果很好。”“统计数据有的和数据库商提供的有些出入，目前正在修改

一些策略。”图谋：“各馆拥有的数字资源量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具体的需

求也有较大差异。”无忧树：“这个系统的问题是需要购买一定的硬件，还需

要学校网络中心配合，单靠图书馆搞不定， 需要从校园网抓取数据进行分析。”

无忧树：“这个到不是主要问题，后台都可以配置，主要看抓取得包分析情况。”

“硬件软件都需要配置，对一些图书馆有些压力。”闽南师*：“我们馆已在试

用。效果还不错。就是在于给出的抓取数据是否得到认可。”图谋：“一些软

件公司提供的产品，个人不甚满意。一方面是抓需求抓的不够准，另一方面是

http://www.chengtaikj.com/product/rgs/
http://www.chengtaikj.com/product/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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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用好不易（需要有专人上心）。”无忧树：“确实如此，这种系统需要开

发商和图书馆技术人员密切配合，随时调整策略，抓取的数据可信度还是可以

的，作为和数据库上谈判的一个东西。” 

 

15）图情专业学习、深造及就业 

Way：“谁能给我解读下这个专业的就业。严重迷茫中。不知道该不该转专

业。”Way：“我大一。”花吹雪：“先问男生还是女生？”月夜醉舞： Way：

“女生。”Way：“安大的。”“理科生。”“被调剂过来的。”cpulib*：“本

科就业不是太好。”Way：“硕士呢？”倒立的*：“硕士就业也不好。”Nalsi：

“不过我真的觉得你的兴趣和你能不能学好，能不能做出有意思的事情是直接

的因果关系。如果你不喜欢就去尽管学点什么你感兴趣的，总比一直生活在困

惑里面好。这是我之前在知乎上的一个回答，供参考：https://www.zhihu.com

/question/22723700/answer/24183926。”星辰：“关键是得有真本事。”Nal

si：“以及即便在一个就业看上去没那么好的专业，只要你能做出来什么东西，

我也相信你不愁找不到工作。如果只看热门不热门，一个人永远都只能生活在

所有人创造出来的幻象里面，没办法做自己。”许继新：“一到二年之内确定

自己的目标吧。”Nalsi：“我觉得能不能找到工作，归根结底和你有没有竞争

力有关，更往上说，和你有没有兴趣学好有关。”许继新：“冷门和热门向来

是此起彼伏的。”hanna：“大一就困惑迷茫了，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啥也

没学呢。”许继新：“早点迷茫挺好的。”1895：“大一才会困惑迷茫。”印度

阿三：“想太多，车到山前必有路，大一的时候先玩吧。”许继新：“别发展成

破罐破摔就好。” Ques：“学的挺多的，偏越来越感觉学好计算机。”许继新：

“大学几年，除了不得不应付的课以外，综合素质课和基本理论的东西可以了

解，重点是把技能体系找出来，精通它们。”城市天空：“有目标就不迷茫了，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目标和的差距在哪，再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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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tianya.cn/post-university-484640-1.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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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丰：“硕士以上也要看导师，进高校一般重视科研能力和经历。” 城市天空：

“@伊丰 我是一直相信没有学位与学位之间的差别，只有人和人之间的差别。”

草儿：“各位亲们说的好啊。但我认为，本专业就业好不好，要看当事人的就业

期望值。”小淘可可：“是啊，我们一直想要硕士，要不到。”草儿：“我们连

一个本科生还要不到哦。”草儿：“来的都是博士后夫人。”hanna：“先把最

基本的分类学好吧。”小淘可可：“如果不想从事相关工作，早点跨专业考研或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723700/answer/24183926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723700/answer/24183926
http://bbs.tianya.cn/post-university-48464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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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学点其他技能。”“关键看人。”Ques：“本科还好点了。”“能第二专业。”

“一般经济，计算机，中文这些公务员招的多。”“你可以先读图书馆学，再考

个第二学位。”小淘可可：“是的，我们学校就有会计的二专业。”草儿：“去

学档案管理也不错。”Ques：“档案的兼职就很多。”计算机要掌握至较深的程

度。” hanna：“去淘宝也可以啊。” Ques：“淘宝高手多着。”伊丰：“@

城市天空 我指的高校录用体制，最低要求是本科，不是指能力。” hanna：“高

校就不要想了。”许继新：“学理科的在情报学方面阻力比较小。这个不能以为

是别的专业，图情分家绝对是多此一举。结合情报学专业的课程一起学。”伊丰：

“情报学就业比图书馆学好一些。”“我们今年要三个。”宁静：“现就目前来

说，高校进人标准在研究生学历或以上，本科的确比较困难。”hanna： “我

们已经不进人了，就去年进了一个武大博士。”“最后有编制的一拨。”许继新：

“也不一定了，将来高校图书馆都是派遣制，对学历要求可能会变化。”许继

新：“大学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以前总有个问题就是大学进来不给一个清晰

地脉络。按说现在有培养方案，大一至少也要吧几年的培养方案都看看。”Que

s：“大学课程杂啊。”“培养方案有的也抽象。”中原劲草：“培养方案都在

教务处的柜子里呢，学生包括部分老师怕是根本没机会看到的。”许继新：“自

己要心里清楚，那些是要花精力学的。”hanna：“我们现在院系改革，以后机

关还会有人到图书馆来。学校不会给图书馆再进人了。”许继新：“信息源很

多，找大四的这几年的课程表先弄来看看。Ques：“没准上着上着课就觉得有意

思了。”印度阿三：“趁早准备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吧。”“还有得选择的机会。”

伊丰：“可以考公安大学的情报专业，包分配。”Ques：“@印度阿三 他们这是

走公务员路线啊。”印度阿三：“是的，后来好多都做公务员了。”  

Way：“其实不管什么专业我都会认真学去提高能力，但我现在面临转专业，

是选专业的时候。”Way：“想知道修这个专业就业到底怎样呢，是不是比其他

专业有点优势或者劣势。”Ques：“看你自己想干嘛。” “你把你们学校的专

业都看看。”“课程也看看，觉得哪个专业都有兴趣就去学吧。” Way：“我目

前感觉图书比档案有趣。” Ques：“档案好找工作。”“从实践来说档案还好

找兼职。”“学的都是图情。” “银行，国土局，高校，教育局，都在弄着档

案。”“档案的项目也多的。” Way：“我们大二会分图书还是档案。”倒立的

*：“应该看清楚了，框架就是这样,权利利弊是个人的事,能努力到什么程度,

得失估计，看清楚再去做，我们只能讲清楚这个框架，其余靠自己了。”朗月孤

舟：“档案有评级，评上了多发一个月工资，所以许多单位乐此不疲了。”Hor

izo*：“建议学档案，档案出来机会多，现在大型国企对档案要求比较高，还有

机会进去。” “档案就业面更广。” “在企业上升机会也多，因为可能会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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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档案，后面还会负责人事考核，和领导接触机会多，有能力的话做事领导也

看得到。”Way：“学到硕士进图书馆容易不。”Way：“但是感觉图书更有意思。” 

 Way：“其实我还想问下，照这么说，女生学什么比较好呢。”宁静：“怎

么说呢，其实不管你学什么专业，能学好，学精了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

 Way：“你是学图书的吗？”“我觉得档案比较枯燥。”“但家里人可能会觉得

图书就业不好，让我转。”宁静：“如果一定要说毕业后能找到和自己专业对口

的，往往可能不如所愿。”中原劲草：“学档案还不是要经常摸那些发黄甚至布

满尘螨的东西，女生天天看着这不觉得恶心就不错了。学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能不能学好学精。”Ques：“图书馆学学的挺多的。”“杂七杂八课多。”“我

现在觉得一门课学好学精都难。”Ques：“你可以去图书馆和档案馆实践下。”

“你就能感觉得到点了。”Way：“嗯，这个我去过一些，安宁的地方吧，我是

喜欢。但是很多图书馆工作的是学计算机的啊。”“可我理科没那么好，不想学

计算机。”Ques：“档案的还是学计算机的呢。”“你学图书馆，读研再读个计

算机。”“这样你工作应该好找了。”Way：“跨考是吗？” Way：“嗯，那如

果不进图书馆，别的企业会经常招收学图书馆的学生吗。”Ques：“大学过得很

快。”“你早点决定个吧。”“专业不喜欢读起来很郁闷的。”“你喜欢图书的

话就读图书吧。” 

 Sophie：“各位前辈中午好，请问考图书馆学博士，哪个学校比较好呢？

我现在还在读研，不知道是直接考博，还是工作了，边工作，边读博比较好。”

Rach_N*：“出国吧。”Sophie：“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呢。”cpulib*：“有的

图书馆不许读博。”沈奎*：“武大，南大，北大。” cpulib*：“南大不错。”

 “有长江学者。”Sophie：“如果研究生毕业找了大学图书馆的工作，又考上

博士了，可以边工作边读博吗？”hanna：“在职都不许了。”城市天空：“读

博还来什么图书馆。”郑大系*：“感觉这位同志，去企业干吧，学校除非弄个

编制，会变质的 。”水木年华：“直接读博吧，一步到位。”河北工*：“工作

后再读很难的。”“我们学校不让图书馆的去读博，除非辞职去。“越拖事情越

多,越拖越没有竞争力 。”ffang：“听说武大新增了两个博导。”“去报吧。”

河北工*：“不读,评职称\报课题都有影响。”Sophie：“南京大学好像只有情

报学。”归去来：“南京农业大学也招情报博士。”Sophie：“现在大学图书馆

招人都要博士了。”Rach_N*：“没那么夸张。”“跟我一起面试的博士都被刷

了。”“只剩硕士。”cpulib*：“最近可能有一阵不会进人。”cpulib*：“硕

士无编。”栀子花开：“绝大部分图情硕士还是很好就业的。”山人常宏：“馆

长需要干活的。”cpulib*：“学历太高馆长驾驭不了。”琼琚：“硕士博士要

看各个学校了，有的图书馆确实需要博士的也会招的。”山人常宏：“关键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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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岗位，什么学校。”伊丰：“具体看学校，985 的院校别说硕士，博士有的

岗位也没有编制，要等。一般本科院校硕士也是有编制的。”cpulib*：“现在

招非图书馆专业的。”山人常宏：“图书上架，外包就可以了，更别说博士用不

上了。”Rach_N*：“呃，也没那样。985 的也要硕士，有正式编的。”伊丰：

“我们是一般本科院校，近年来博士两个硕士三个都是有编制的。”Sophie：“我

还以为博士好就业些。”cpulib*：“博士可以教学。”山人常宏：“中小学校

博士还喜欢要来撑门面的。”伊丰：“不好说，我们当年一个博士就是因为去东

大没编制到我们这来的。”山人常宏：“985、211人满为患。”Rach_N*：“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伊丰：“是的。”“看具体学校。”cpulib*：“我们馆估

计十三五不会招人。”“校长觉得人多。” “因为看到有人上班打牌。”山人

常宏：“国家给学校编制限制死了，退休或走一个人才有一个人的编制。”Rac

h_N*：“还有学校直接退休一个,补一个外包的。”hanna：“我们 2015 年开始

进的老师全部没编制，已经有几十个没编制的了。”山人常宏：“超编本来就是

违规，现在形势下很多领导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Rach_N*：“直接减编。”c

pulib*：“连临时工都走一个不进。”Sophie：“没编制是不是工资少些？”山

人常宏：“各种待遇差远了。”cpulib*：“工资差不多吧就是跟企业一样缴保

险什么的。”“不过都在改革。”安哥拉兔：“我们学校同工同酬，差不多。”

图谋：“哦，真的同工同酬了？”栀子花开：“住房公积金、年终福利也能同工

同酬？”图谋：“我这边图书馆进人必须博士（还主要指图情博士），硕士无编，

待遇差很多。”“各校发展阶段不一，进人的门槛也不一。”噗：“作为一个在

备战图情硕士复试的人，有点打击啊。”图谋：“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可

以‘走着瞧’。”“政策这个东西，好些时候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噗：“该往

什么方向培养能力呢？计算机语言?”图谋：“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难回答了。”

“如果让我来回答，我会说因人而异。”噗：“没有硬指标吗。”伊丰：“没有。”

图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伊丰：“硕士以后主要是跟着导师，导师有什

么项目就是什么主要方向。”栀子花开：“工作后我发现如果会 PS 会制作海报

宣传之类的，文笔好点擅长文案通讯稿撰写，学术素养好点能写论文，再会个 S

PSS 能做数据分析该多好@噗 。”cpulib*：“那就被累死了。”伊丰：“这是

馆办的杂事。”安哥拉兔：“有点专业技能，会好过点。至于什么是专业技能，

因人而异，因地而异。”伊丰：“一样啊，看看导师平时研究什么，手里有什么

项目。” 噗：“@伊丰 华师是入校以后选导师呢。”噗：“@伊丰 不知道如何

选呢。”伊丰：“比如在南大，沈固朝、叶继元和郑建明肯定研究的东西不一样。”

“导师的社会能力也会导致推荐工作的能力不一样。”印度阿三：“如果不想从

事学术，选哪个导师都是一样的，出来工作之后发现学的东西都是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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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丰：“强势的导师会给你有保底的地方。”噗：“这倒是，只怕大牛不肯带。”

“@印度阿三 想学点有用的呢。”琼琚：“有用的要自己学。”“别指望什么都

能从学校学到。”安哥拉兔：“学的知识都有点用处，就看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

噗：“什么是有用的呢@琼琚 。”图谋：“单说‘计算机语言’，种类繁多，好

些是‘后天’结合工作需求自学的。至于各自能学到什么程度，用到什么程度，

看各自的基础（比如数学建模等）及机遇（比如工作环境和设施）。”印度阿

三：“这个专业基本是教的是没用的，工作实践中学习就行了。”cpulib*：“图

书馆学就呆里面干干活可以学很多。”石头：“学无止境，在哪里都一样，读研

是哟个新的环境。”琼琚：“真好玩，是你自己说想学有用的，还问什么是有用

的@噗 。”石头：“每个专业都有特性，图书馆学也有，如果你去读研了，可以

研究新的专业方向，导师只是引导，修行还是看个人。”hanna：“学过的都有

用，文笔好点的，每次活动领导总会想到你。”石头：“就如从小读书一样，一

个师傅带出来的学生，就是不一样。”hanna：“认真仔细的，编目管理岗会适

合；交际能力强的，做做学生社团工作肯定在前面。”琼琚：“学习不能太功利，

不能为了用而学，不能想着学了就一定要用到，否则就是白学，你怎么知道哪

些是一定会用到哪些用不到，万一需要用到的东西正好你没学呢，杂学旁收，

到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才能游刃有余。”噗：“@琼琚 谢谢，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我问的可能太功利了我就想知道这个领域有没有什么必须具备的技术和能力。”

琼琚：“多着呢。”噗：“谢谢各位老师提出的实质性建议。”倒立的*：“@

噗 我倒觉得没什么功利不功利，学习就是为自己好。”嘉懿：“能不能把功利

看做对自己有利的效用，读书讲求功利也没什么不好：有人读书为升官发财、有

人为修身养性、有人为了毕业找工作、还有打发时间。只要读书，都是好事。”

远方：“@嘉懿 有经济学家认为，知识积累有一个阀值，超过它以后的净收益为

正。”倒立的*：“为了读而读才是最无聊的读，为了推广而推广才是最无用的

推广。”hanna：“信息技术能力，例如在语义网内容中的元数据管理技能；统

计分析能力。@噗 。” 

 

16）图书馆岗位责任量化考核 

图谋：“‘图书馆岗位责任量化考核细则’，不知道有哪些图书馆正在施行

中？可否发给我学习学习？谢谢！”惠涓澈：“我们没有，群主这么早就开始思

考正事了。”图谋：“这块东西需要学习借鉴。” 天外飞仙：“大家都要弄这

东西，希望学习一下。”图谋：“我知道有不少图书馆在做，有的馆做的还挺好。”

“今年是‘作风建设年’，好多高校图书馆被要求做这方面的事情。”“天外飞

仙是哪个省的？也要求今年做此项工作？”天外飞仙：“我四川的。”cpu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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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都要做吧，我们本来要做的，出点意外搁置了。”天外飞仙：“没有，

只想学习一下。”广东小*：“图书馆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量化考核的吧。”

图谋：“图书馆有许多共性的问题，特别是同类型同层次的馆。”“因此值得学

习借鉴的地方不少。”“评价和考核缺乏参考标准，难以做到‘客观、准确’。”

“有些馆在实践中，可能已经探索出一些‘参考标准’，希望可以少走弯路。”

“我关注这方面东西，一方面是实际工作需求，另一方面是当前我承担了图书馆

职业能力研究方面的课题。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蝴蝶：“去年年

底有的高校馆根据图书馆岗位责任量化进行了全员竞聘。”“希望能得到分享。”

星辰：“全员竞聘馆员还是竞聘领导？”系统消息：“ 【灌员】福蛙 分享文件

 08:24:44 惠州学院辅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与人员聘用工作实施细则.doc 下

载。”福蛙：“我们学校正好即将进行新一轮聘期考核。”图谋：“比如推荐做

的比较好的（自荐或他荐均可以）。” 

 

17）图书馆图书剔旧 

麦子：“今天遇到一件不常有的事：办公室里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有付手套，

说里面有两本书，上有血迹，是否买新的。我戴了手套，看了，上有少量血迹擦

痕，可以擦掉，但书 10 年没用过，于是关照扔了，记录从目录抹掉。”许继新：

“有付手套，真周到。”annl：“@麦子 ，从系统中抹掉记录？能随意抹掉？”

天外飞仙：“应该有那权限的人才能做的。”许继新：“麦子是负责馆藏建设，

那就有权了。”“我们负责剔旧的也有这个权。”annl：“抹掉数据，帐怎么办？

我们最多是标注剔旧，但数据不删除。”天外飞仙：“@许继新 有剔旧标准之类

的吗？”“@annl 应该也是这样做的吧，怎么可能数据完全清除。”天外飞仙：

“能够分享一下不？”许继新：“使用情况，复本情况，破损情况，书本身情况。”

“我不知道具体的。”天外飞仙：“就是想知道一点细节。”许继新：“比如理

工科的，使用情况可能优先，社科类的副本情况和破损情况优先。”annyhe：“将

记录抹掉后，我会很好奇的去查书上为啥有血。”麦子：“@annl 我写一句，有

人会去做。”annl：“是全部清楚数据，还是标注剔旧？”麦子：“从图书馆目

录里除了而已，书如果扔了，记录当然要除了。”麦子：“@annl 这不是剔旧。”

“只是有人看到有血迹而已。”annl：“哦，真是清除数据？自从使用自动化管

理系统以来，我在几个图书馆工作过，只见过标注不同的图书状态，还真没有见

过彻底删除记录的事情。所以，看到您说抹掉，很好奇。”芝麻：“是因为有血

迹就处理了，还是因为 10年没有看过？”麦子：“ 有血迹，否则，重买。”麦

子：“@annl 我们有不同处理，但很多就是记个数，记录就抹掉了。”annl：“@

麦子 ，我见过图书不论是剔旧、赠送、处理（卖掉）等各种将书变成不在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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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均在数据库中标注一下，不做清楚。记录抹掉可能检索到的图书信息更精

准。”annl：“几年前，为这些数据改如何处置更好思考过，有馆领导说，只要

这本书曾经在我们馆出现过，就不能将记录抹掉。”麦子：“剔旧我说过很多次，

那是长期的大规模操作，我们大概每周扔 1000 册样子。”annl：“@麦子 ，请

问你们剔旧是专人在做，对吗？有固定的岗位？”天外飞仙：“@麦子 你们的剔

旧有那些标准之类的呀？”麦子：“由一个管理员协调，决定是学科馆员做的，

然后管理员带几个学生处理，但这是他们工作很小的一部分。” 

 

 

 

 

 

 

 

 

照片由麦子提供 

annl：“@天外飞仙 ，我觉得他们的剔旧标准跟咱们的标准有非常大的差距。

可借鉴的地方不多。”麦子：“@天外飞仙 15 年没有用。”annl：“目前国内

高校馆，有几家馆长还安排剔旧？评估还怕不过关呢。”天外飞仙：“剔旧更多

的是放保存书库吧。”“还算馆资源呀。”琼琚：“就是的，剔完生均册数就下

降了。”天外飞仙：“只是一般书库放不下。”琼琚：“我们就是换个库房存着。”

天外飞仙：“@琼琚 有些什么具体标准没有？”“那些书换地方放。”麦子：“@

annl 是，对国内没有借鉴意义，我们背后的支持系统十分强大，而且原则基本

是，除掉东西，不损失内容。”素问：“@麦子 那本书是书库管理员送来的吗？”

麦子：“@素问 是一个 preservation services 管理员送来的，类似修书的，他

们是看书品相的。”琼琚：“不清楚，我不是流通采编的具体标准不清楚，不过

听说好像是搬新校区以前的老馆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书 全都泛黄了的 也

不改状态就换个库房存着，不流通不剔旧，馆长说剔旧了指标就不够了。”麦子：

“最近在做一个 3年的规划，加快剔旧速度。”annl：“@麦子 ，谢谢，标准没

有借鉴意义，但是做法值得思考。你们的出发点是图书馆和读者，我们的出发点

是应付某些规则和规定。如何在二者之间选择平衡点，是需要我们考虑的。”2

014：“国有资产的管理这么复杂，图书馆应该敢随便剔。”素问：“上世纪八

十年代、九十年代图书馆还是能剔旧的，我本人就参加过多次剔旧。不知道现在

怎么倒回去了，变成了仓库。”素问：“而且，现在馆长都众口一词，不能剔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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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外飞仙：“每馆应该都有相应的制度，不知道做过这工作的馆能否分享一下制

度经验？”琼琚：“说实话堆着真是废物，又不使用完全体现不出价值，即便是

资产也都有操作流程的，肯定不会随便剔，但现在问题就是馆长众口一词不能剔，

说剔了指标就不够了。”印度阿三：“可以剔除啊，我们年年都做，只是不剔旧，

只是破了的才敢弄。”麦子：“@annl 我们有 300万册，现在没有任何副本了，

但 15 年不用，还是要扔。如果只是单本，我想国内有 300 万册的图书馆不多。

对了，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小馆，大学图书馆里排 120 左右。”图米：“资产还

能报废呢。”麦子：“@印度阿三 我们没有任何破书。”印度阿三：“我们是流

通中烂掉的。”“而且手续很复杂的说。”宋*莉：“剔旧比较麻烦，一本本登

记，登记后还得上级验视后才能处理。” “因为作为图书馆的资产。”图米：

“都等着自己承担孤本责任呢。”麦子：“以前有钱的时候，架上是没有平装的

书和杂志，都是自己装封面，我在本群贴过大量照片说明过。”annl：“@麦子 ，

我们也有 300 万册，但是种类不到 100万。我想国内的高校馆，跟我们类似的很

多。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保证一线图书零增长。其他均去密集书库。或许这也是

不能剔旧的权宜之计。”印度阿三：“@自由战士 1 你们还上级验视，我们上级

找第三方的公司来评估。”图米：“还有就是本数少了，万一评估怎么办。”麦

子：“我们从来不评估，所以没有压力。”annl：“其实 20 年前，各个图书馆

都有剔旧工作吧，只是现在评估指标闹的，不敢剔旧了。”麦子：“两个标准。”

印度阿三：“现在肯定不会少啊，书都多了去了。”图米：“量化管理，有数量

没质量。” 

annl：“大家面临的是图书不断增长，书架越来越挤，垃圾越来越多，读者

越来越不好找书，馆员整理图书工作量越来越大。图书馆忙活半天，到底为那

般？” 

图米：“剔旧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麦子：“我们南加州 5个馆，另有一个

共用的联合仓库，大约有 700万册，踢下的先可送那里，但往往不能送，因为只

要南北书库的已经有一本的，不可送。”麦子：“@annl 就是，美国是索取第一，

其他都无所谓。”图米：“主要是国内剔旧没个制度标准。”annl：“@图米，

你去找 20 年前的规章制度，估计哪个馆都有剔旧细则。”印度阿三：“可以自

己制定，但是没有国家标准，大家都不敢乱来比如说图书馆家具、电脑等固定资

产，8年就可以报废了，但图书没有具体的年限规定。” 

*Chris*：“国内的剔旧制度,都比较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只是个一般

性原则。”素问：“有剔旧细则，只是名曰剔旧，其实就是移到密集书库‘珍’

藏起来。”印度阿三：“现在一说国有资产，但是都不敢动了。”图米：“20

年前现在都不能用了。”*Chris*：“通常所谓的细则根本不细。”“而且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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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旧,都应该根据当年的实际,有针对性的,出台操作制度。”印度阿三：“呵呵，

一批图书就不止几十块了。”*Chris*：“其中负责各类剔旧的工作人员,也得根

据经验,结合剔旧制度来进行操作。”“外借文献尤其如此。”图米：“十几块

也没剔过一本。”印度阿三：“这可是个细活，所以一般来说就直接根据外形状

态来搞定了，其它的都堆起来吧。”麦子：“@图米 我们其实就是一般书 15 年，

医学计算机 10 年，余下就是程序，很细，什么人做什么，有多长时间。”印度

阿三：“我们基本上一年要干掉差不多 1万吧，就是流通中损毁的居多。”图米：

“照这样我们快剔光了吧。”*Chris*：“1、制定剔旧一般性标准：（1）剔残，

即剔除不可修补的破损书。我馆应将全书严重破损无法修复或缺页达？页(作为

残损书的标准。图书破损往往由流通频率、图书年代、人为破坏造成。对于流通

频率高的残损书，剔除后应重新采购补充馆藏。（2）剔赘，过多的复本往往由

于图书馆某一时期的发展需要，或是某一特定时期的畅销书读者需求量特别大的

某些书，过了一定时期读者需求降低，可剔除多余复本。（3）剔错。不适合馆

藏政策的图书，内容不正确、不健康的图书，不宜公开流通或有关部门通知禁止

流通的图书，必须进行剔除。（4）剔失。即剔除失效数据。例如：本馆规定读

者丢失图书赔偿后，1个月内找到原书可退回赔偿费，超过 1个月将对丢失已赔

图书进行剔除。（5）剔年。时效性强或技术更新快的图书，可按年限剔旧。2、

制定特殊性标准：（1）‘四不剔’标准。不剔地方文献；不剔珍本；不剔品种

（剔年除外），在确定最佳复本量后，宜多品种少复本，严格限制对品种的剔除。

由于图书采购具有时限性，有些品种一旦剔除，重新采购到的可能性低，除时效

性强的图书按年限可剔除品种外，其余图书原则上应保留品种；不剔核心馆藏，

各馆均有核心馆藏，代表其重点收藏领域，通常显示出特色性或专业性，是图书

馆建设的核心。（2）‘三慎剔’标准。慎剔工具书，有些旧版参考工具书仍起

到释疑作用，仍具有使用价值或研究价值，其剔除不可一刀切；慎剔特色书，特

色馆藏一般经过长期积累而成，具有历史传承性，即使对复本的剔除也应持慎重

态度；慎剔经典图书，经典名著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破旧或年代久远的此类书，

剔旧需经严格审查。”*Chris*：“以上是我个人经验。” “根据这个还得制定

操作规程。”图米：“我来图书馆快 15 年了，照麦子他们的标准，在我之前到

图书馆的书大部分可以剔了。”图米：“那得空出一大半的书库。”图米：“馆

藏一下子就下降了，评估就等着扣分吧。” 图米：“好像书摆在那里是没有成

本的，实际上收藏成本也是很大的。” 

 

18）图书馆书标粘贴 

乖不：“有个问题想咨询下大家，图书馆书标粘贴位置有没有固定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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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应该没有吧，我们就是一个书标的高度。”图米：“方便又不难看就成。”

2014：“自己馆的书统一下吧，排在架上好看。”乖不：“书标直接粘在书脊的

最底部吗。”图米：“字大一点，不累眼睛。”“长长的那种竖着底部是可以的。”

“横的最好离个距离。”乖不：“好的 谢谢各位了 没有统一标准就好 。”麦

子：“@乖不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书要绝对一致。”“其他只要不是太奇怪。”图

米：“最开始的时候定好，以后就不好改了。”乖不：“目前书架上就 3.5cm 4.

0cm 4.1cm都有了，现在想统一了，不知道怎么办。”麦子：“@乖不 下边离 3，

4厘米似乎有点高。”“不知各位看法如何。”2014：“可能是标的顶部距书底

部？”印度阿三：“我们的是 2.5CM。”乖不：“是书标的底部距离书架 3.5-4

之间。”印度阿三：“有点高了吧。”/kaNig*：“我们是 1.5cm。”乖不：“是

有点高，但是目前馆藏 30多万册就这样了。”图米：“一个书标的距离也有 3.

5 了。”乖不：“那就调整不了了吧 。”麦子：“ @/kaNightsky 1.5 比较合

适。”“@乖不 我建议你们选个现在最多的距离，否则 3.5厘米。” 

cpulib*：“现在的标签不用覆膜了吧。”乖不：“我们馆里还粘贴胶带呢。”

cpulib*：“新出来的不需要了。”“不会磨损。”“新材质。”乖不：“这个

书标最下方 2015 是编目年吗。”天外飞仙：“@cpulib2009 什么材质的？介绍

一下。”印度阿三：“以后下架的时候可以判断新旧。”乖不：“新材质这么好

呀，那不会掉吗。” 

cpulib*：“不会。”“字都不会掉。”/kaNig*：“我们有贴胶带。”印度阿三：

“我们要贴膜的。”太仓中专：“我们也贴透明胶带。”乖不：“【冠员】印度

阿三 这个书标最下方 2015 是编目年吗。” 印度阿三：“是出版年，但基本上

与编目的年份是一致的，刚有同仁问了，现在更正一下。” 乖不：“出版年呀 。”

乖不：“我们书标最下面是书名 。” 

 

 

 

 

 

 

 

 

 

照片由印度阿三提供 

乖不：“不放书名，贴标太费劲呀。”“大家没有书名是如何粘贴的呢。”

印度阿三：“一般都不会有书名吧，那么长怎么打得下啊。”cpulib*：“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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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标工作不大多是外包公司做的吗？他们更专业。”乖不：“我们馆里捐的书都

是自己做的。”刘建平：“@hanna 将文献进行多重标引，满足不同用户的利用

需求。”刘建平：“编目如果有基本编目下的本体映射和多重标记，会对不同用

户使用有很大帮助的。” 

 

19）美国公共馆馆员工资情况 

麦子：“偶尔看到洛杉矶县公共馆的馆员工资 http://salaries.scpr.org

/list/library。”麦子：“公共馆比大学要高些。”许继新：“分的好细。”

麦子：“@许继新 似乎是所有人的具体工资，但隐去名字。”麦子：“当然，加

州所有事业型单位（国内用语）工作的人的工资都是在网上人人可查的。”许继

新：“Sr Event Attendant 做什么的。”麦子：“@许继新 组织活动的工作人

员？可能就是打杂的。”许继新：“看工资相对是比较低。”麦子：“@许继新 

这信息是极其重要，对个人而言。”许继新：“还以为是要危机处理呢。”麦子：

“@许继新 就是活动。”许继新：“8万多年薪在洛杉矶什么情况。”麦子：“@

许继新 还可以的工资。”许继新：“最低的 3 万 5。”麦子：“类似分邮件的

吧。”宁静：“这个工作主要做什么。”许继新：“国内假如分邮件的是有编制

的，工资和馆员不会有多大差别。” 麦子：“@许继新 可以差一倍。”麦子：

“@许继新 我有个朋友，做一个洛杉矶县公立系统里的一个分馆馆长，管 10 个

人不到，55岁样子，8万 2。”宁静：“国内图书馆工作的工资只按职称来算。”

许继新：“工龄更重要。”麦子：“@许继新 工龄比较很重要。”“除非你特别

厉害。”许继新：“职务职称工龄。”海边：“现在改革，不是看重工龄了吗。”

“同一职称，工龄长的，高出不少。”许继新：“岗位差别很小，编目的和阅览

室的工龄职称相同工资基本相同。”麦子：“@海边 我们职称很简单，初中高，

47000-116200，但工资高低完全看时间长短，当然可以跳级。”宁静：“这个比

较合理。”素问：“@麦子 这是不是馆长啊？”麦子：“不是，等于所有市里的

图书馆的最高长官。”麦子：“@素问 有几十个馆长。”“其他人工资就比较高，

比如港口总监。”麦子：“http://projects.latimes.com/la-city-salaries/。”

麦子：“图书馆的和市长差不多，后者 23万。” 

 

20）其它 

洋葱：“大家怎么看待图书馆办公室行政工作？”天蝎小昭：“怎么看待？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行政工作很正常呀。”生清：“办公室是一个充满诸多琐事

的地方，常常是一天啥事也没做成，但往往一分钟都没歇。”星辰：“行政工作

就是行政管理工作吧。”“也是个分蛋糕的地方。”生清：“蛋糕怎么分，或许

http://salaries.scpr.org/list/library
http://salaries.scpr.org/list/library
http://projects.latimes.com/la-city-salaries/


圕人堂周讯（总第 97 期 20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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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7 - 

多半都得听领导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干活的”星辰：“干活的好，不会担心被腐

败了。”洋葱：“办公室想让我过去负责党建工作，让我考虑考虑 。”“有点

犹豫 。”小淘可可：“图书馆行政工作=领导身边的人。”“让你过去做，是看

重你。看你个人职业规划了。”左手边：“其实，我们馆里的办公室跟行政部门

办公室感觉还不太一样。”“其实馆里各个部门都要体验下。” 

河北工*：“微信公众号哪位老师熟悉？请教一下将公众号与图书馆自动化

系统对接，以实现读者在自己的微信上绑定借书证，需要升级成服务号，以及

到公安局备案开通 80端口吗。”2014：“我们的是买了超星移动图书馆，超星

就帮我们做了。”2014：“不过最开始我们就是申请的服务号。我看其他馆是订

阅号，也可以实现呀，而且也有好多是超星做的。”河北工*：“@2014 我们也

是服务号，汇文忽悠我们技术部的人给升成服务号了。” 

宋*录：“有博士问，图书馆买的文献管理软件都哪几个 ？”槐云影：“N

E, NF。”宋*录：“比如 notepress NE ，NF 是 啥 ？”安哥拉兔：“notefi

rst。”槐云影：“对，这两个各有千秋。” Nalsi：“郑大系统部宋小  有博

士问，图书馆买的文献管理软件都哪几个 ？问的应该是你们学校的情况？最有

名的文献管理软件是 Endnote，不过也有很多是免费的，最好的免费的软件大概

是 zotero。”城市天空：“Citation Management Software https://www.libr

ary.cornell.edu/research/citation/。” 

萧竹：“各位老师好！求助一个工作具体问题：请问有图书馆专用的图书除

尘器吗？各位老师的馆里是如何做图书除尘呢？” 度量衡：“@萧竹;买戴森吧。”

 一鸣：“@萧竹 之前有老师共享过，图书自助杀菌机，在圕人堂周讯里有介绍

过。”“可以关注一下。”萧竹：“@度量衡@【客服】一鸣  谢谢！信息很重要。”

“@度量衡 我查到一种无绳的，请问老师你们用的是哪种？好用不。”宁静：“我

们这儿有，但说实话还不如手工的。”度量衡：“我家用，单位不肯买。”“关

键锂电池续航。”萧竹：“@【客服】宁静 具体说说，谢谢！”宁静：“【灌员】

萧竹就是每次用的时候，无绳的要考虑充电，死角没法用，关键是不是用了以

后，打扫的不是太干净，很多还要手工重新来。”萧竹：“@【客服】宁静 手工

是指最基本的工作人员拿布子一本一本地擦?”宁静：“是的。”芩矽：“我擦

书，感觉被我擦得更脏了。本来灰尘均匀分布，被我擦完之后有印子了。”凤舞

九天：“用掸子掸啊。”风萧萧：“软毛刷子刷。” 

金呆呆：“请问哪些学校招募过学生当信息专员呢？除了上海交大之外。”

 BSxuyb：“信息专员，有发补助给学生吗？”中原劲草：“信息专员是干啥的？

谍报员还是举报老师专员？”BSxuyb：“教务处请的信息专员据说就是类似于谍

报员或举报老师专员。”金呆呆：“就是沟通图书馆和院系的，有没有哪个学

https://www.library.cornell.edu/research/citation/
https://www.library.cornell.edu/research/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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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比较成熟的案例啊。”中原劲草：“是吗，还以为是前几年上海高校发生的

举报老师的专设岗位呢。”cpulib*：“不是馆长助理吗？”金呆呆：“有的也

叫科研助手。” cpulib*：“义务的。”金呆呆：“偏重信息检索学科服务方面

的信息员有吗。” 

 

小淘可可：“求问大家，如何在读秀上下载一本书。”夏夜星：“没法下载

@小淘可可 除非里面有你们购买的电子书。”小淘可可：“这样的哦。”黛黛：

“读秀可以下载的啊，不过大多数是文献传递，留邮箱给让下一部分@小淘可可

 。” 

若兰：“各位老师们早上好。”“咨询一个事。”“痕迹技术方面的论文，

发表哪家期刊 。”论坛刘编：“数图或图情技术。” 

朗月孤舟：“请问，高校图书馆采购专业书与社科书有比例吗。”zzz：“@

朗月孤舟 你是什么性质的学校？工科与综合类院校比例可能不同吧？” 朗月孤

舟：“工科院校。”“我们以前按 6:4 比例采购。”zzz：“社科与科技类的比

例为 6:4。” zzz：“我们近三年科技类与社科的比例约为 7:3，今年调整复本

2 本后，提高了社科的比例。”朗月孤舟：“好的，谢谢 ZZZ。” 

小淘可可：“对了，问下大家，有好的口罩推荐吗？我们回溯建库，里面很

灰，有个同志搞出鼻炎了。”山人常宏：“3M 那种。” 

井水：“问一下 CSSCI 停止更新是不是说以后就没有 CSSCI 这个评价体系

了？”泉州师院：“不是这个意思，是今年在更新前沿用 2014-2015 的，但还是

会更新。”井水：“那就是 2016年还是按照 2014-2015 的规则了！”泉州师院：

“上次已经有人在群里讨论过了，不是说 2016 年停止更新，只是在更新之前沿

用 2014-2015 的。” 

小淘可可：“图书馆学研究是不是核心啊。”琼琚：“不是北大。”小淘可

可：“最新的北大核心把他踢出去了啊。”“我感觉他一会是一会不是。”小淘

可可：“现代情报好像是北大核心，不是南大。”刘桂*：“现代图情技术 采用

新网址 http://manu44.magtech.com.cn/Jwk_infotech_wk3/CN/1003-3513/hom

e.shtml#。” 

小茄子：“各位老师，图书馆系列评副高必须发图情的核心吗？”伊丰：“当

然。”“你写专著也行。”一鸣：“也不是吧，看各个学校的要求吧。”广州

书童：“每个地方数量、质量要求还不太一样。”小茄子：“教育类核心可以吗？

我申报个省级课题，必须要发篇教育类核心。”一鸣：“有的学校有自己的要求，

有的学校会参考省里的指标。”伊丰：“但是副高以上必须有核心或专著，这个

是最低要求，数量质量有差别。”小茄子：“湖南省的，有知情的吗。”“湖南

http://manu44.magtech.com.cn/Jwk_infotech_wk3/CN/1003-3513/home.shtml
http://manu44.magtech.com.cn/Jwk_infotech_wk3/CN/1003-3513/hom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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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书系列评副高，有手里有文件的吗？”“提前了解下。”2014：“反正文章

课题什么的越多越好。”“你先看下你们单位的文件吧。” 

二敏：“各位同仁，高校图书馆的生均面积、生均册数、生均年度新书册数，

从哪里可以查到？”广东小*：“查那个图书馆的？”二敏：“省属美术院校。”

“想了解国家指标。”广东小*：“只有本科教学水平评估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指

标。”二敏：“嗯，我去网上搜搜。” 

梅子：“请问大家知道有没有规定图书馆工作人员配备数量与学生规模及藏

书比例的文件吗。”草儿：“有规定的，评估有指标。”梅子：“具体什么文件

里面有。” 

方秋水：“请教一个低级的问题，北大核心期刊的有效时间范围是多久？比

如现代情报，2014 版目录里新增的核心刊，是只往后推还是也往前推一个周

期？”天外来客：“关键是有关部门也不清楚啊。”天外飞仙：“相关部门认可

的为准呀。”方秋水：“也就是说看具体单位的标准？”惠涓澈：“对，看执行。”

方秋水：“不考虑执行因素是不是能够认为新版目录出台的前四年是真正的体现

核心期刊水平的阶段？”湘农图：“@方秋水 确实是的。看每个单位的的执行认

可，我们学校就是规定有效期为版次的后一年到下个版次的那一年。” 

萧竹：“@麦子 请问您那里图书除尘怎么做。”麦子：“@萧竹 我们做得极

差，但还是用手提吸尘器。”许继新：“不除尘。”宁静：“不会吧，每次上边

领导检察怎么办。”许继新：“领导不进大库。”宁静：“一摸一手黑，也不行

吧。”麦子：“@宁静 没人检查。”萧竹：“我们北方地区，灰尘很大，不说检

查，只说那些书，真心觉得得有个好办法才好。”宁静：“你们幸福呀，我们是

三天两头有人来呀，保洁工作天天做。”许继新：“地板书架还是打扫的。”海

边：“保洁外包。”宁静：“哪也只是地板和外围，书库书架卫生都是自己动手

 。”许继新：“弄几个扫地机器人试试。”宁静：“扫地机器人只能负责地面。”

许继新：“迟早有会爬墙爬书架的。”宁静：“这是个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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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n Biggers 获美国《图书馆杂志》的 2016 年非专业馆员奖 

2016-3-16 23:16 

Brown Biggers 任职于北卡罗莱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图书馆的技术部

门，他所展现的沟通与教学技巧、技术专业度、和对于工作以及整个社群

的负责任的服务态度、广受大家喜爱而受到推荐，也因此获得 2016 年最

佳非专业馆员表彰。全文见：Paralibrarian of the Year 2016: Brown 

Biggers. http://lj.libraryjo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630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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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 圕人堂|139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圕人堂周讯》总目录(1-96 期) 

2016-3-14 16:24 

圕人堂周讯总目录（1-96 期）.doc 《 圕人堂周讯 》 总目录 (1-96 期 ) 

图道  整理  圕人堂周讯（  20140516 ）  （注  : 总第  1 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94884.html 1 关于创建本群的

讨论。 2 关于 Shaker Mover 的讨论。美国图书馆奖项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27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9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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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08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962582&handlekey=lsbloghk_96258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962582&handlekey=lsbloghk_96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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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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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6 年 3 月 14 日，圕人堂客服团队成员图道整理的《圕人堂周讯》

总目录(1-96 期)，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发布。圕人堂发展基金支付稿酬 200 元，

图道将其回捐。 

（2）2016 年 3月 17日《圕人堂周讯》第 1期至第 96期（时间跨度为 2014

年 5 月 16 日至 2016年 3 月 11 日）整理成合辑。群文件中第 51 期至第 90 期信

息将清除。百度网盘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ge0xi3x 。群文件中

亦分享。据圕人堂客服团队一鸣反馈，《圕人堂周讯》网页版 44-78期不能下载，

原因很可能是科学网曾遭遇故障部分文件丢失。建议下载第 1-96期合辑。 

（3） 2016 年 3 月 18 日 14:00，群成员达 1502 人（活跃成员 374 人，占

24.9%），本群容量为 2000人。3月 16日，群成员“易小福*”成为圕人堂第 1500

名成员。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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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辑录”（第 1 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

动态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让让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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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资源与信息分享
	（2）问答汇萃
	1）新建图书馆考察调研
	2）开放存取
	3）数据馆员
	4）数据库宣传推广
	5）圕人堂周讯总目录及圕人堂发展
	6)图书馆报纸装订及存放
	7）图书馆24小时自助服务
	8）图书馆超期罚款
	9）图书馆借阅情况
	10）图书馆采购对策：专业图书的采购
	11）图书馆采购对策：书目信息的获取
	12）图书馆采购对策：以读者需求为导向的速采速编速下库模式
	13）座位管理系统
	14）电子资源利用统计分析系统
	15）图情专业学习、深造及就业
	16）图书馆岗位责任量化考核
	17）图书馆图书剔旧
	18）图书馆书标粘贴
	19）美国公共馆馆员工资情况
	20）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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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群文件共享

	3.大事记
	4.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