圕人堂周讯（总第 206 期 20180420）

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目录
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 4 1.1 圕人堂............................................................................................................................. - 4 （1）征文启事.............................................................................................................. - 4 （2）建群 4 周年特别活动企划..................................................................................- 4 （3）文件分享原则...................................................................................................... - 4 （4）圕人成果推介...................................................................................................... - 4 （5）igroup 课堂......................................................................................................... - 5 1.2 招聘消息......................................................................................................................... - 5 1.3 会议消息......................................................................................................................... - 5 1.4 考研消息......................................................................................................................... - 6 1.5 资源分享......................................................................................................................... - 6 1.6 日常讨论......................................................................................................................... - 7 （1）本科学历者参加论文培训的问题......................................................................- 7 （2）参加会议收获多.................................................................................................. - 8 （3）图书情报方向如何能快速找准自己的方向定位？......................................... - 9 （4）校本教学数字资源管理平台..............................................................................- 9 （5）参考咨询工作如何量化考核............................................................................- 10 （6）国内建筑面积达到八万平米或十万平米以上的图书馆................................- 11 （7）阅读推广的营销................................................................................................ - 11 （8）图书馆的模样.................................................................................................... - 12 （9）《你好，图书馆——我在图书馆上班的十年》........................................... - 12 （10）《圕人堂周讯》的利用..................................................................................- 12 （11）已赔过的书找到了如何处理..........................................................................- 13 （12）课题与论文...................................................................................................... - 13 （13）毕业论文能否拆分投稿发表..........................................................................- 13 （14）图书按实物的大小排架..................................................................................- 14 （15）核心期刊的增刊有没有学术价值..................................................................- 14 （16）图书馆刊物情结.............................................................................................. - 14 （17）图书馆发展中的“弯道超车”现象..............................................................- 15 （18）上海/南京/江苏比较好的民办高校（图书馆）......................................... - 15 （19）图书馆绩效如何考核......................................................................................- 1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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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周讯（总第 206 期 20180420）

（20）图书馆如何定岗.............................................................................................. - 16 （21）服务联合与转型.............................................................................................. - 17 （22）阅读推广活动长期化常态化..........................................................................- 18 （23）学习空间再造.................................................................................................. - 19 （24）图书馆期刊部的设置问题..............................................................................- 19 （25）图书馆史上的图书馆事业管理局..................................................................- 19 （26）学术资源数据库能否免费..............................................................................- 20 （27）国际上世界读书日主题..................................................................................- 21 （28）ASRS（自动化仓库系统）..............................................................................- 21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 22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22 新书速递：你好，图书馆——我在图书馆上班的十年......................................... - 22 圕人堂 QQ 群建群四周年征文启事.......................................................................... - 22 关于参考咨询服务的思考.......................................................................................... - 22 关于高校图书馆经费的学习与思考..........................................................................- 23 2.2 群文件共享.................................................................................................................. - 23 3.大事记...................................................................................................................................... - 24 4.延伸阅读.................................................................................................................................. - 25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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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周讯（总第 206 期 20180420）

圕人堂简介
QQ 群名称：圕人堂(LibChat)
QQ 群号： 31117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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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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圕人堂
（1）征文启事
图谋：“圕人堂 QQ 群建群四周年征文启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09181.html 。2018 年 5 月 10 日
为圕人堂建群四周年。特此面向圕人堂成员开展‘我与圕人堂’主题征文活动。
体裁不限。征稿时间：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5 月 30 日。科学网圕人堂专题采用
稿件，按 100 元每千字支付稿酬。投稿邮箱：37825775@qq.com，请注明：圕人
堂建群四周年征文——题名。”
（2）建群 4 周年特别活动企划
图谋：“2018 年 5 月 10 日为圕人堂建群 4 周年，按‘惯例’，圕人堂会试图做
点‘营销’活动。从这个角度，圕人堂做的是‘营销’，也就是伪营销。因为圕
人堂的营销是出工出力，还得多少花点钱，图的是获得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让更
多圕人受益。” 图谋：“《圕人堂周讯》四周年合辑分享，原则上限圕人堂成
员内部。算是圕人堂给全体成员的四周年‘大礼包’。‘一下子就集齐’，其实
是很不容易的。费了不少功夫。因为历时较长，信息也是散置多处。”持之以恒：
“又送出一大干货。”图谋：“圕人堂出品，都是硬通货。何谓‘硬通货’？下
了‘硬’功夫的，可流通的，源源不断的（有货）。”
（3）文件分享原则
图谋：“群文件中内容，是群成员分享的，属于群成员的特别福利。需要提醒的
是，无论是分享者还是利用者，请注意规避侵权问题，尽可能地合理合法。群文
件中分享原则是：（1）合理合法；（2）于圕人有益；（3）便于利用（建议文
件名直接揭示内容）。如利用群文件中作为个人文献求助等情形‘中转‘的，达
成目的后，请上传者及时删除。相同的内容，尽可能地不要重复上传。”
（4）圕人成果推介
图谋：“关于群成员出版的新书或圕人出版的新书，欢迎到圕人堂群中推介，自
我推介或代推介均可。参考样式：（1）自我推介。新书速递：图书馆学散论—
—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4370.html ；(2) 代推介。新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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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网络环境中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实证研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85875.html ；新书推介——广州图
书馆：一座纪念碑式的图书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02637.html 。规整的推介，《圕
人堂周讯》及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将予以选用。另，较为规整的书评，《圕人堂周
讯》及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亦将予以选刊并支付稿酬。”
（5）igroup 课堂
张*懒：“课堂直播预告｜圕人堂创建者图谋为你分享《圕人堂梦想与实践
http://url.cn/5JId0p8。”

1.2 招聘消息
加减：“华东师范大学招聘科研数据管理人才！ http://url.cn/5pmSVpg 。”
陌上尘：“贵州民族大学 2018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方案
http://www.gzrst.gov.cn/ztzl/sydwgkzp_56031/201804/t20180419_3241805.
html。”

1.3 会议消息
祈祷阳光：“为活跃广东省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氛围，促进高校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转型工作的有效开展，加强与港澳台地区高校图书馆间的交流与沟通,广东省高
校图工委服务创新委员会将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在广州举办港澳台高校图书馆资
源与服务转型发展专题报告会。会议将邀请港澳台地区高校图书馆服务领域知名
专家学者,为广东高校图书馆界同仁分析新形势下各地区高校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转型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会议信息 1.主办单
位：广东省高校图工委服务创新委员会 2.承办单位：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 3.会
议时间：2018 年 4 月 19 日（周四）9:00-11:404.会议地点：广州市白云区沙太
南路 1023 号，南方医科大学行政楼 枫林堂枫叶厅

5.会议费用：免收会务费，

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二、内容安排 1.9:10-9:50 报告人：高玉华(香港大学冯平
山图书馆副馆长)题

目：香港高校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发展现况 2.9:50-10:30

报告人：邱子恒（台北医学大学图书馆馆长）题目：台湾高校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发展现况 3.10:30-11:10 报告人：戴龙基(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题目: 澳
门高校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发展现况 4.11:10-11:40 问题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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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在心上：“2 天 6 大议题 10 多位大咖！2018 成都研修班 3 大亮点抢先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2NjA2OA%3D%3D&idx=2&mid=26516
99667&sn=552b2d7fb3f9d45912e900f96e243625。”
广东二师*：“中国图书馆学会 5 月 7-11 日将在北京举办‘数据可视化方法与工
具应用培训班’ http://peixun2018.csp.escience.cn/dct/page/70012 。”

1.4 考研消息
天行健：“山西财经大学 2018 年 4 月 16 号再次开通调剂通道，信息管理学院计
算机应用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方向）专业预再次接受考生调剂，欢迎全
国高校的考生及时进行调剂。信息管理学院联系电话：李老师：0351-7666126，
常老师：0351-7666273。”

1.5 资源分享
图谋：“ 吴建中：高质量发展对图书馆的新期待 http://url.cn/5lzpwwN 。”
雨过天晴：“你是怎样的图书馆员？ http://url.cn/5Nggkm4 。”
雨过天晴：
“《中国阅读通史》的艰辛编撰和学术价值 http://url.cn/5zG8bvT 。”
刘*锋：“新时代 新阅读 新向往 第四届（2018）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杭州举行
https://url.cn/5jLjgv1 。”
麦兜：“宁波教育大讲堂：《家庭的心理抚养》
https://vzan.com/live/tvchat-652016?ver=636592945239943402&shareuid=1
1101605 。”
图谋：“范并思|蹇蹇三事，师师百僚 http://url.cn/540yjKv 。”
哇系扁扁：“上海图书馆 2018 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公告
http://url.cn/5FmusGr 。”
图谋：“编目精灵 III.老槐也博客四周年祭.
http://catwizard.net/posts/20081102092000.html 。”
tianart：“出炉！《亚马逊中国 2018 全民阅读报告》来啦！快点击查看
http://url.cn/5ivfBsd 。”
图谋：“关于高校图书馆经费的学习与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09120.html ，iGroup 信息服务微
信公众号分享了吴建中先生《高质量发展对图书馆的新期待》报告 PPT。该报告
为‘2018 年全国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主题报告，通过分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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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高质量发展对图书馆的影响，提出对图书馆的三个新期待：从量的发展到质的
发展、从量化评价为主到量化与质化评价相结合、从单打独斗到借船出海（关联、
合作、同步）。本文在吴先生报告的基础上，就高校图书馆经费话题，作进一步
学习与思考。”
图谋：“关于参考咨询服务的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09172.html 。同样在参考咨询部，
岗位及职责存在差异。不同高校的参考咨询部，所承担的职能存在差异（甚至迥
异）。”
道无言：“极简文艺世界读书日海报下载_【包图网】
http://ibaotu.com/sucai/631939.html ；世界读书日图片_世界读书日模板下
载_世界读书日设计素材_【包图网】
http://ibaotu.com/tupian/shijiedushuri.html ，世界读书日有好多，还有其
它关于读书的。”

1.6 日常讨论
（1）本科学历者参加论文培训的问题
雨煕：“图书馆学本科毕业参加无锡会议和论文培训班，对论文写作理论和技巧
方面会不会有帮助？主要目的是想提高论文写作能力，这个会对本科学历会不会
太过高大上？”雨过天晴：“听得懂的。”雨煕：“就是多少都会有收获。”书
图同归：“有前辈大牛出过专门教写文章的书，赵云龙、王子舟、叶继元、王波
等，都很有帮助的。”带你看海：“去学习做学问也学习了做人。”带你看海：
“受益匪浅。只要是我学习专业的，我都积极去。大师们都是品学兼优。”书图
同归：“多看群主的博客，对写文章也很有启发。”沈师王*海：“如果自费，
建议别去，毕竟本科生做科研还是太少。公费，那就去吧。”雨煕：“我们这边
民办高校，对图书馆不重视，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沈师王*海：“你还需要一
些积累。”雨煕：“是的，感觉专业知识不足。”书图同归：“我觉得本科阶段
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科研意识还是很有必要的，要不以后会捉襟见肘。”带你看
海：“我们学校以前也不报（我自己投资，现在评职称过了，学校反而报了）。”
雨煕：“论文写作感觉比较吃力。”带你看海：“投资自己是最值得的。毕竟成
长是自己的。”雨煕：“是啊，知识在手天下我有。”带你看海：“学校不支持
也得成长啊。大师们也是聪明加勤奋的。”沈师王*海：“这个会议对于本科生
来说，有点高，如果没有任何科研基础，我觉得是达不到目的的。你可以自己先
试着做做科研。等有点基础再听会更好。而且这个会议每年都有。”带你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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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对，有的会是针对评副高等，拔高的。”雨煕：“还有是想出去看看，感
受一下这个氛围，拓宽一下思路，见识一下，一直在校图书馆感觉快脱节了。”
带你看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以见识到很多优秀的人，眼界打开很重要，如
果经济条件还可以，建议多去。有很多会，不收会费，建议把握机会。”雨煕：
“以后会多加关注。”
（2）参加会议收获多
雨过天晴：“前几天的合肥阅读推广会议真是不错，不收会务费还亮点多多。”
带你看海：“大师多多。”雨过天晴：“那个论文研修班什么都好，就是有点贵。”
带你看海：“年会才 1900，年会级别多高啊。”cpulib：“年会一般不愿参加，
人太多。”biochem：“还是专题会议好 。”cpulib：“是的，有的规模太大了。”
带你看海：“其实年会真是英才济济，各种人才都在。要善于沟通。”cpulib：
“但是对一个小馆员来说没有多少意义。开会更多的是交流。”雨过天晴：“几
十个人最好，合肥之行的愉快之处在于‘彩云活动’和前面的大学生专委会会议，
并且还和阅读与心理健康委员会的老师们见了面。还有认识了带你去看海、小胖
猴，还有安徽的一位杨老师。会议的规模是一回事，人和人的交流更重要，和志
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好开心！”cpulib：“各人参会目的不同。”雨过天晴：“和
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真愉快啊！可以跳出平常的环境，感受到‘诗和远方’。大
家在一起谈工作，谈学习，谈生活，酒逢知己千杯少。没到过合肥，之前对它没
好感。但是现在，‘合肥’这个名字都能让我感觉温暖，这就是因为在那里遇见
了美好的人和事啊！”带你看海：“感觉到温暖，感觉到帮助，感觉到贴心。”
雨过天晴：“所以这两年我对领导说，我什么都不要，让干什么都可以考虑，只
是每年馆里必须让我出门一、两次。希望每年能顺利出一两次门。”带你看海：
“是的，和同行干同样的事真幸福。”雨过天晴：“精神上获得同行老师的支持
很重要，要不然在这条寂寞的科研路上走得太辛苦。之前我都快崩溃了，2016
年第一次出门，看见了外面的世界，心里豁然开朗。超越身边的苟且，看见诗和
远方。虽然鸡汤恶心，却是我的肺腑之言。”带你看海：“鸡汤不恶心，戴着面
具生活才是真正累。我们领导对[阅读推广]这块很支持，昨天我发朋友圈说想买
书，领导赶快给我留言让我荐书单。”雨过天晴：“我们领导也支持，1 我每次
出去回来后都会有明显的工作学习成绩，不是象那些人那样拍几张照片就交差。
我每次都会认真写学习汇报，以及写随笔论文，开展实践，申报课题；2 现在我
是用自己的课题经费出门；3 我不想当官，不想当优秀什么的，只想安安静静踏
踏实实阅读，实践与思考，她们怎么想无所谓，无欲则刚。”书图同归：“向雨
过天晴 老师学习！”带你看海：“我们去年几个一起和合肥大学校拼了个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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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奖，我们领导挺高兴，因为人家都是大学校啊。”仅此而已：“我们图书馆
志愿者服务队被校团委推荐参加全国高校百强社团。”
（3）图书情报方向如何能快速找准自己的方向定位？
雨煕：“图书情报方向这么多如何能快速找准自己的方向定位？或是找一个不厌
恶的方向缓缓图之（前提：图书馆学本科学位）？”若水：“你的方向筛选的标
准是什么？如果没有标准，就难以决策；如果有标准，那就从国家社科选题中或
者核心刊物投稿方向中选择，筛选一下就确定了。”雨煕：“可以致力于今后工
作学习与研究的方向。”孙*印：“这么早就有想法，赞。如果自己能本科学位
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能完美的衔接上，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状态。”刘*平：
“若能够这样做对持续发展一定会有帮助。”孙*印：“是的 ，不知道我们这一
块有没有这样的人。”小黄喵：“请问软件工程专业转到图情 一般是选择什么
研究方向呢？”刘*平：“数据库信息平台系统开发、数据处理工具和应用等。”
小黄喵：“请问这些方向在图书馆里有对应的工作吗？”孙*印：“其实匹配度
不高。”刘*平：“技术部、数字化部、情报部等。”雨煕：“要认真做好一个
方向的研究与工作需要专业知识与相关知识的学习积累，而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想要做好就需要提早做准备，不然后面会比较迟力比较累。”图谋：“对于
高校图书馆刚入职人员，个人的建议是，不要急着找‘方向定位’，当务之急是
熟悉业务，尽可能地发现工作乐趣，努力做到‘干一行，爱一行’。立足实际，
高于实际，学中做，做中学，循序渐进。‘方向定位’通常是应运而生、应需而
变，且‘与时俱进’的，与所处境遇同步，与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同步。对于本
科学历馆员，希望在图情学术研究方面有所表现，专业学术期刊、专业报纸、专
业新媒体（博客、微信）等，保持必要的关注是有帮助的。”
（4）校本教学数字资源管理平台
燕子：“请教各位高校馆的老师，我们准备对本校教师的校本教学数字资源（包
括 PPT、图片、视频、微课、动画和仿真等）统一管理，有什么好的经念介绍？
有什么管理平台推荐？”图谋：“胃口好大，恐怕难以消化。”海边：“据说机
构库可以。看看大馆的网站吧。”燕子：“我们是高职馆，只能找公司合作了。”
天涯：“最好是平台+数据+工具。多花钱，少干活。”信手拈来：“天涯列出的
全是机构库软件，理论上是可以的，还要结合你的需求判断。”燕子：“您学校
有开展这个工作？”天涯：“我们没有开展，只是有研究而已。”图谋：“要找
准着力点，否则虎头蛇尾。”燕子：“现在是学校要求我们做这事情。”天涯：
“可以考虑和科研处合作，通过科研工作量统计，职称评审，毕业设计评比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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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强师生提交数据的动力。”biochem：“PPT、图片、视频、微课、动画和仿
真等，很多是在相应的课程里，这些内容放在相关精品课程网站里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要 统一管理？多此一举。”天涯：“集中起来还是有必要的，当学校做
一些评比和提交材料的时候，尤其显得需要。”燕子：“谢谢各位老师指教，我
们现在调研同行经验，想办法怎么管理这些资源。”朗月孤舟：“我们做过专业
资源馆，就做了一个专业群的，就已经很劳师动众了，而且都选了一些资源。要
想做的话，仅仅图书馆是做不了了，涉及教务处、二级学院，信息技术中心等多
个部门。”图谋：“那是教学资源，与科研成果的情况有所不同。”信手拈来：
“你这个看上去偏向课程资源，如果还要融入教学环节的需求，机构库平台就不
很合适了，以前有 Blackboard 之类的 e-learning 平台，感觉更合适，不过超出
图书馆职能范围了，需要合作，麻烦。”豆*青：“借用科研数据管理的概念，
了解需求，以及本馆发展定位，找第三方来做。”肖松：“可以找一家公司，给
您们做一个教学特色库，就能满足您们的需要了。”biochem：“我们学校的
Blackboard 网络教学平台就是上传些教学资料，学生几乎不用。几乎都废掉了。”
信手拈来：“引进的系统多半水土不服，主要是教学模式不适应。”燕子：“好
大难度啊！”天涯：“其实，这种校本资源库、机构库都不是一个部门可以做成
的。类似，学校信息化建设一样。”燕子：“数据提交不是问题，学校已经有相
关流程，规定教务处、二级学院，信息技术中心等多个部门相关的职责，这些资
源在支付经费前必须到图书馆登记后才可以结算的。”天涯：“数据提交需要梳
理的，比方说，论文之类的，归口科研，教学相关的课件之类归口教务。”biochem：
“图片怎么分类？真要细分，要分多少类？成千上万门课程的 PPT 咋整？”燕子：
“我们现在还没底呢，东东还没收上来，学校刚出了通知要做这事。你们提出的
问题也正是即将面对的问题。”apple：“这个首先硬件就需要很多钱钱。”诲
人不倦：“这是事情不应该由图书馆主导，也主导不了，最好校领导牵头，成立
相关的委员会，论证。”天涯：
“把问题提交给领导，并提出解决办法。然后......”
燕子：“谢谢大家的意见，我会集中反应给领导。”apple：“你先整理好需要
什么，大概预算。重点，难点。1. 硬件 2. 平台 3. 人力 4.资源 5 维护。”
燕子：“加入这个群真好！有强大热情的智囊团。”
（5）参考咨询工作如何量化考核
Clever*：“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工作一般都怎么量化考核呢？构思图书馆的考核
细则，这一块儿不太好掌握。”cpulib：“那得看你工作有没量化。”图谋：“参
考咨询工作，当前首先得明晰其具体的工作职责。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参考咨询服务，定义：图书馆员对读者在利用图书馆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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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识、信息方面提供帮助的活动。以协助检索、解答咨询和专题文献报道等方
式向读者提供事实、数据和文献线索。见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
一版。这是其中一个定义。还有另一个定义。当前国内各家图书馆各行其是。似
乎‘不计其数’。倒是美国高校图书馆似乎有统计标准可循。依据 ACRL 的 2016
美国高校图书馆趋势与统计报告：参考咨询，平均每年数量：博士学位授予机构
（超过 16,700），综合性大学（超过 5,100），社区学院（超过 7,200）、本科
大学（超过 2,300）。美国高校的计件（或计量）大致是如何做的？期待有成员
进一步介绍一下。”Clever*：“确实在国内好像鲜有比较明确的标准，尤其是
高校馆。”
（6）国内建筑面积达到八万平米或十万平米以上的图书馆
南开图：
“图书馆建筑面积达到八万平米或十万平米以上的国内各类型图书馆（含
正建的）有哪些？包括单体面积或馆面积总和。”图谋：“ 共有 792 所高校图
书馆提交了有效的 2016 年度馆舍面积的数据，建筑总面积约为 1976 万平方米
（2015 年为 1681.7 万平方米），馆均约为 2.49 万平方米，与 2015 年的 2.41
万平方米相比略有上升，标准差约为 1.78 万平方米，高于 2015 年的 1.74 万平
方米。中位值约为 2.1 万平方米，众值为 2.1 万平方米，标准差和众值基本相等。
馆舍面积 TOP5：中山大学图书馆 11.7 万平方米；厦门大学图书馆 10.3 万平方
米；河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8.9 万平方米；浙江大学图书馆 8.6 万平方米；大连理
工大学图书馆 8.3 万平方米。公共图书馆的可以查图书馆年鉴或浏览大型公共馆
网站。上海图书馆现有建筑面积总计 12.7 万平方米。上海图书馆东馆在 2017
年 9 月 27 日正式破土动工，新图书馆总建筑面积 115000 平方米。广州图书馆新
馆占地面积 2.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9.8 万平方米。”雨煕：“图书馆建筑设
计资料有哪里可以查吗？就是某些地区公共图书馆或高校图书馆的设计。”寒潮：
“有个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7）阅读推广的营销
江*军：“上午听了一个地方文化讲座，感觉这些小众化的东西，其实是很有趣
的，可以大众一些的，作些推广是不错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营销也很重要。他
们内在的东西其实不少的，只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做通俗读本向中学生推广？凡是
能够向中学生推广的，会有很强的生命力的。我感觉阅读推广的内容之一就是深
入浅出。四大名著用电视剧是一种推广。古代的讲书也是一种推广。推广总在层
次与大众之间，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在坚守品质与通俗易懂之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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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图书馆的模样
道无言：“我们去了高晓松在杭州开的‘晓书馆’，发现它从前是另一个样子：
http://url.cn/5Dd3jfO。图书馆的理念只剩下’图书馆’三个字，什么最美、
最...都是作秀，拉眼球，不知图情界学术大佬、大牛、图书馆界领导层作何感
想？”雨过天晴：
“‘阅读之美’很多时候只剩下‘美’。花点钱就能达到的‘美’，
何美之有？‘阅读’是精神层次的事情，安静自然最‘美’。”道无言：“定位
也变了，社区居民受益了么？”
（9）《你好，图书馆——我在图书馆上班的十年》
七色花：“我的书，《你好，图书馆——我在图书馆上班的十年》印刷出来了。
感谢图书馆同行，按照惯例，必须赠书。”gaozy：“我觉得，好友出书，是大
事。赠书也是好的。有心有意，量力而行。支持。”hero：“为什么要用笔名呢？”
七色花：“第一次，没有经验，用了笔名。还有不想太暴露自己，天天坐在服务
台工作的。”图林胖猴：“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能理解和体会七色花老师用
笔名的深层次内心考量。”图谋：“新书速递：你好，图书馆——我在图书馆上
班的十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09296.html。该书从一
线图书管理员的角度，描写了基层公共图书馆辛酸苦辣的工作日常，通俗易懂，
朴实有趣。”*芸：“听起来好有吸引力。”渔歌子：“看介绍应该蛮有趣的一
本书。”书图同归：“刚收到此书，非常吸引人啊！我原来以为是一种散文集的
形式，看了前面几篇故事，非常连贯，有点像小说、自传的体裁。”麦琪：“我
刚刚看了下简介，心生佩服啊！作者比我还小一岁，就能把职业生活整理成册。
我觉得白驹过隙，好像什么也没留下。惭愧惭愧。”印度阿三：“很真实，就是
身边发生的事。锁读者，排架，还有就是穷，扫把算固定资产……看完会心一笑
啊。”gaozy：“图谋整理的这个好。我推荐给其他的老师也是很好地。”图谋：
“圕人堂希望助力形成良好的分享氛围。”
（10）《圕人堂周讯》的利用
璎珞：“咱们是不是可以搞个专题讨论，谈一下目前高校图书馆存在的典型问题
比如馆舍过度建设(求大)，豪华装修；社会服务开放性不足，馆员职业认可度不
高，等等。是不是以前也讨论过，只是俺没看到啊。”祈祷阳光：“这些话题，
很好。”图谋：“关于各种专题讨论，群成员可以自行组织。圕人堂群建群 4
年来，确实讨论过不少相关问题，可以留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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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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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并提供‘总目录’下载），各期对应网址动态更新。当前已提供了多
种版本，供多种途径利用。较为充分的提供‘开放获取’。《圕人堂周讯》欢迎
大家及时关注与利用！这样使得此项工作更有意义。建群以来，《圕人堂周讯》
凝聚了咱们圕人堂成员不少心血，尤其是编辑团队，为此付出了许多。圕人堂这
样的平台，其生存与发展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全体成员共同呵护，且行且珍惜。
《圕人堂周讯》是从第 16 期开始，只提供 pdf 版公开获取。”敬之：“圕人堂
周讯是图书馆人一种非常好的继续在教育形式。必定会在图书馆发展史上留下重
重的一笔。”
（11）已赔过的书找到了如何处理
梦里不*：“有学生以为丢了书，赔钱了。现在他毕业走了，证件也注销了，但
书在图书馆内又出现了。请问这本书怎么处理？”天涯：“最简单的做法，快递
给学生，从法律角度讲，这本书的应该是学生的。”梦里不*：“那是自己给自
己添麻烦了。还要找这个学生现在哪儿，然后快递费用怎么报又是个问题。”刘
*平：“快递费用图书馆比较合理。”我是一云：“可有多种处理方法，退钱给
学生较好；如果馆里及时买书补充上馆藏了，找到的旧书也有收藏价值，新买的
点藏成为复本，想办法联系上学生退钱给他。”
（12）课题与论文
雨煕：“课题申请有职称职位要求？”清：“有的有，有的还有编制的要求，职
位没说。”图情人：“有的应该有职称要求。”雨煕：“低职称想晋升就需要课
题，课题申请有职称要求，只能求人，需要单位有领头人带。”cpulib：“很多
时候只有靠自己。” 雨煕：“多发核心是否可以顶替课题？”清：“不行吧，
文件明示。”带你去看海：“不能。”祈祷阳光：“平时多关注图情热点和新动
态，多去开会积累思路。然后多看论文。”雨煕：“有些课题可能还没有核心学
术论文价值高吧。”祈祷阳光：“同意。”清：“研究还有一个数据获取的问题。
没数据就没法支撑你的结论。”暖暖石头：“馆员声音|应鼓励图书馆员做科研
http://url.cn/5OxQpcU 。”孙*印：“其实学会课题也是尽量给图情人一个更
容易获得课题的一次机会。如果按照评审文件要求，学会课题的认可度就是个问
题了。”
（13）毕业论文能否拆分投稿发表
Birthm*：“如果毕业论文已经被万方收录了，还可以压缩精简成小论文，投到
别的期刊发表吗？”孙*印：“我见过有的把自己的博士论文拆了发 c 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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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m*：“博士论文不都是要上数据库吗？再发了期刊，这不算一稿多投吗？”
图米兔：“拆分了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学位论文数据库又不是期刊发表。”刘
*平：“学位论文不属于正式发表的学术成果，可以选择正式发表。数据库是将
你学位论文公开，不是发表。如果相关成果要申请专利，会受影响。”Birthm*：
“可是数据库将学位论文公开，还涉及到一个查重的问题，小论文投到期刊后，
这个被公开的学位论文不算在查重范围里面吗？会不会被检测出来？”刘*平：
“会被检测出来，因为是自己未正式发表的前期文献是可以的。”
（14）图书按实物的大小排架
Lazycat：“书按大小排也是一种排架方式，有啥可笑啊。尤其画册等艺术类，
按大小貌似更好。排架除了分类排架法（按内容）之外，可以按时间，大小（形
式）排的。检索系统完善，怎么排都行，不过目前看分类排架更适合开架，其他
方式闭架可行性高一点，有些按形式排架最大的优点是不用倒架。国图是混合排
的，按时间+分类。这样减少倒架。”带你看海：“我们美术类的书永远很乱，
躺倒的是因为太大，竖不起来。”Lazycat：“美术类是麻烦。要调整层间距，
有的书又特别薄，竖也竖不起来，散页还容易丢。有条件的话，弄个独立空间或
特别区域，把这些书单独排架，同时还可以展示部分馆藏。”清：“我们馆这类
书是特藏。”Lazycat：“那可以特殊处理下。其实主要是中国画和字帖。矮架
子，大层高，多加书立。我们书少，还是分类排的。过刊是按年排的。”印度阿
三：“我们画册单独排，按类型细化。”清：“编目著录的详细点。分页上的，
比如分页的内容。我以前在编目，所以习惯用编目的角度考虑。”Lazycat：“流
通中这不是主要原因。编目与流通最密切，比采还紧密，最有火花的。不过也常
打架。”清：“这类书在如大流通肯定有问题，学生一顺手就能带走，可以用个
书套。磁条也没法贴，贴了会伤书。”Lazycat：“我们用 rfid，贴封三。”
（15）核心期刊的增刊有没有学术价值
雨煕：“核心期刊增刊评职称有用吗？增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gaozy：“一
般不认。”雨煕：
“是没有被收录吗？核心期刊的增刊有没有学术价值呢？”gaozy：
“这个我不好点评。增刊有增刊的用处、价值。有一些核心期刊的增刊知网也是
收。”
（16）图书馆刊物情结
梅吉：“祝贺《图书馆建设》创刊 40 周年
http://mp.weixin.qq.com/s/a14gJi9aFRZvh37fxupkUw。这本刊物凝结了几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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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人的心血，老一辈图书馆人的精神星火传承，新一代的中青力量已成为中流
砥柱!”孙*印：“这一期都是大咖。”带你看海：“期待。我们馆订的有。”豆
*青：“我也是第一篇 C 刊论文发在《图书馆建设》上。”祈祷阳光：“我自己
订了中图和大图。图书馆的期刊不知有啥侧重，核心好多本。”带你看海：“每
个专业不同，侧重点也不同。我是每刊，每期翻一遍，把认为有用的文章复印，
装订成册，慢慢拜读，红笔勾重点，弥补我后天的不足，我只收对我有用的。”
（17）图书馆发展中的“弯道超车”现象
鲲鹏展翅：“ https://mp.weixin.qq.com/s/Z572pQJjhcRhinIWhKEC7Q ‘弯道
超车’，真的是图书馆发展所必要的吗？”道无言：“让论文、职称闹的，如果
不回归 行业、学术本位， 一切都是经不得时间检验的。”诲人不倦：“建设高
大上的图书馆与论文职称是什么关系？”道无言：“图书馆业的弯道在哪儿？”
道法自然：“有次培训，陈力馆长说现在的图书馆应该以多建分馆为主，而不是
高大上的面子工程。不过事实上，公共图书馆近年来的新馆建设潮，也确实在一
定程度上带动了公共图书馆各项业务的发展。”自由行者：“很多文章也是研究
实际问题，而且研究理论不代表就是虚头虚脑。”诲人不倦：“还拿 2010 年的
文章抨击，作者也是有闲。”度量衡：“造大型图书馆，好事，人人都能享受有
什么不好。”鲲鹏展翅：“这个文章的观点要辩证的看待。”雨过天晴：“是的。
我只是觉得文章中的思考很有意思。具体内容，见仁见智。”
（18）上海/南京/江苏比较好的民办高校（图书馆）
寒潮：“请推荐上海/南京/江苏比较好的民办高校（图书馆）。我们想去交流学
习。”加减：“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上海纽约。国内纯民办的感觉没有特别
好的。”kaNig*：“郑州大学西亚斯图书馆。”
（19）图书馆绩效如何考核
书谊：
“有没有关于图书馆绩效考核方面的建议、办法？图书馆的工作很难定量，
工资待遇主要和职称挂钩，难以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但是领导又要大力推动开
展新工作，导致工作难度大工作任务饱和的岗位职工怨言多，流通等倒班岗位工
作轻松待遇也不少，如何合理进行绩效考核？大家都发表下意见。”度量衡：
“看
工资来源。全额拨款的，岗位不分高低轻重难易，一视同仁，付出全凭对图书馆
事业的信仰有多深多爱。”带你看海：“我们是严格按照职称来执行的。特别重
的几个岗位大家采取轮的方式。”书谊：“说白了就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意味
着拿着工资混日子的居多，而且图书馆关系户也多，很难摆平。我们好多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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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岗了，因为能力强又愿意干事的人太少。”孙*印：“科技查新岗位好量化，
检索课放在信息咨询，也容易量化，书库和阅览确实不好量化。轮岗难度不小。”
书谊：“查新岗位好量化，但是查新员绩效工资的系数和流通比，每月只多了
0.2，待遇差距小，工作难度差距大，很难平衡。而且流通等倒班岗占了图书馆
总人数的一大半。”长大 CDH：“这个问题提得好，相信这是很多馆都存在的共
同问题。”孙*印：“只能稍微倾斜，差距太大后续问题比较多。”度量衡：“关
键在于上升空间没有，能力强、干的多的为什么升不了干部，谁之责。”带你看
海：“小范围轮（部门内部）。”书谊：“是啊，80 多人的大馆只有一个科级
编制，而且职称评审也难，高职指标越来越少，由于图书馆不受重视申报项目也
很难批。”雨煕：“到民办院校看看，有新工作了先大家自愿报名，没有人报名
就指定人负责，一句话你做不做，不做就滚蛋。”书谊：“公办院校馆就难了，
关系户太多。”长大 CDH：“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其实有很多，并非世界级攻关难
题，具体要看馆领导以及学校人事部门给予图书馆领导多大的权限，他们究竟想
不想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雾凇：“头疼啊！曾经请教过一位其他行业的成
功人士。人家鄙视地回答:‘你们那里的人太闲啦，闲废掉了！别谈什么敬业……’”
带你看海：“严重分工不同到有人一天干 2000 本，有人一天只干 6 本。有人在
养老，有人在拼命。”闲在心上：“对极了。”长大 CDH：“图书馆二八定律。
20%的人干 80%活，但并非 20%的人拿了 80%的钱，责权利完全不对等。”雨煕：
“年轻人还是要多做点事，多学多积累，就算跳槽也有竞争力。”
（20）图书馆如何定岗
雨过天晴：“图书馆定岗按照什么标准呢？人数？”带你看海：“我们是定专业
技术岗（评职称）定管理岗。还可以自由调。” 雨过天晴：“是按职称定职级，
请问人数怎么定呢？”闲在心上：“我觉得不能定量的岗位，阅览，流通，期刊，
一个工作人员配个学生主够。免得无论安排多少人，反正就一老实人在岗位守
着。”雨过天晴：“书库需要按照借阅量定人，那么请问比如一年借阅多少册定
一个人呢？我们有自助借还机，一部分人工刷卡操作。”带你看海：“是个人申
请走哪个岗，人数我们没弄过，职称比例是人事处定的。”雨过天晴：“比如流
通中午和周六还要上班，两个人怎么调休呢？”闲在心上：“轮班上啊，上午班，
休周日，下午班休周六。”带你看海：“晚班不上，每个人上 3 个半。”书谊：
“主要根据倒班时间来定，比如借还书台，一个班配 2-3 人，几班倒就配几个人。
书库如果是大流通就按楼层和倒班时间来定。”闲在心上：“上午班 8 点到 1
点，下午班 1 点到 5：30,夏天到 6 点。周六，周日上行政班，中午闭馆。”带
你看海：“我们是早 8 点到晚 9 点 40，公共区域是长年无休，节假日不放假。”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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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周讯（总第 206 期 20180420）

雨过天晴：“我们借还量这两年很少，经常工作人员都没有什么事情做，但是开
放时间那么长，又需要人倒班，所以麻烦。看借阅量，我们现有的人都多，但是
看工作时间，要倒班什么的貌似人还不够。”闲在心上：“我们这也有夜班的，
三班倒。”雨过天晴：“三个人吗？”闲在心上：“期刊就是这样，三个人倒班。
上午，下午，晚班。阅览有个屋也是这样。”雨过天晴：“期刊没有什么问题 ，
基本上就是三班倒。”带你看海：“我们一人一天，三个人倒。”雨过天晴：“感
觉就是流通和阅读推广两个部门的人数不好说。”闲在心上：“阅览这个屋，就
三个人，连勤工生都不配。” 带你看海：“周一到周日。”闲在心上：“从早
上到晚啊？我们这也有自己调的。”带你看海：“是，2 天，3 天偶尔有事，上
完跑。” 闲在心上：“要问真正做事的有几个就要几个，分工，各负责一块。”
雨过天晴：
“请问阅读推广工作老师们觉得多少人专职比较合适呢？”带你看海：
“5 人吧，因为具体活动需要人。”书谊：“要看馆长对阅读推广工作的重视以
及阅读推广的岗位职责。”闲在心上：“我们是没有专职做阅读推广的。我的阅
读推广全是下班后做的。”雨过天晴：“貌似我们以后会把阅读推广当做工作重
点。”带你看海：“我有阅读推广人证书呢。”刘*平：“借阅合一大流通模式，
用人很少。”雨过天晴：“我们馆的内部结构有问题，还是传统的一个库一个库。
这就很麻烦，明明没有什么活，可是为了满足开放时间和调休，每个库都得放几
个人。”带你看海：“我们是这样改的，一层楼 3 个人，节约了 3 个人。3 层节
约 9 个人。”雨煕：“纸质图书借阅量现在很少，一个书库安排 2 个人倒班。”
雨过天晴：
“请问两个人怎么倒班呢？中午，周末上班吗？两个人怎么调休呢？”
雨煕：“我们这边有白晚班。”带你看海：“晚班不上，一个人 3 个半。” 雨
煕：“周一到周五白班白天上班，晚班周一到周四晚上上班，周末晚班人员上全
天。中午不开馆。”海边：“能不能把各个库统一改成大流通？”雨过天晴：“想
改，结构不方便改，而且据说 2020 年我们就要搬新馆了。”雨煕：“没人一周
白晚班轮班。2 个人，白班白天上午下午上班周一到周五，晚班晚上上班周一到
周四，周末白天晚上都是晚班人员上班。”雨过天晴：“周末不开放是吗？”雨
煕：“周末开放白班和晚班都是这一周晚班人员上班。”
（21）服务联合与转型
雨过天晴：“图书馆快倒闭了，这几年的借阅量下滑得厉害，简直十年前的两三
成，工作人员倒多了十几个。”南航*翔：“长春书嗜 24 小时城市阅读空间转型
探索和图书馆优势互补，盘活资源，让更多“创意”落地：
http://bookdao.com/article/406193/ 。今年 1 月 18 日，吉林省图书馆·书嗜
24 小时分馆在吉林省长春市落成。这是书嗜 24 小时城市阅读空间和吉林省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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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合作，可以实现读者‘全天候书籍借阅’。书嗜分馆共有图
书 5000 余册，读者借书，可以在书店前台缴纳 100 元押金办理借阅卡。近日，
吉林省图书馆将自助借还机安置在书店中，使读者能够更方便地查询和借阅图
书。吉林省图书馆采编部主任仲维华表示，图书馆与书店结盟，将海量收藏与特
色服务叠加在一起，形成读者、书店、图书馆三方共赢的局面。这种新的联盟模
式不仅能够盘活图书馆的优质资源，也成为助力实体书店转型，是推广全民阅读
的‘妙招’。”雨过天晴：“2014 年我给领导上书重视阅读推广，领导当时嗤
之以鼻，去年开始重视了。”南航*翔：“我们一年就掉了 10 万。还是在不断做
推荐的基础上。”书谊：“倒闭倒不会，转型是真的，在做空间建设、特色资源、
阅读推广、第二课堂、文化建设等。”带你看海：“书店堪忧，我们都上网买书。
最近几年，越发觉得读书重要，俺半路出家，全靠自学，所以说都是读书得来的。”
（22）阅读推广活动长期化常态化
雨过天晴：“去年开始关注阅读推广，今年领导非常重视。这个月一个个活动不
少，唱歌画画诗朗诵十八般武艺亮出来，也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看报道和图片，
不好说。我眼中的阅读推广必须与读者有互动，能够落实倒‘阅读’上面。”祈
祷阳光：“对的。我的策划就是互动。不过执行起来很难。不想只局限为形式。”
雨过天晴：“是的，找几个人来唱唱歌吟吟诗，然后一轰而散，这样的活动容易；
而能够落实到‘阅读’，特别是针对某一本或几本书深度阅读，乃至触动读者心
灵非常难。”中原劲草：“突然有个想法，现在很多的校园广播站一天到晚播些
啥校园新闻，很多时候感觉就是噪音，为啥不能像上世纪 80 年代中午的长篇联
播一样，搞成好书朗读呢？也许师生走在校园里听到了书中那句话受益终生呢。”
扣肉：“谁来读？”闲在心上：“有学生播音员。”谈天：“很有创意的想法，
不过实际实施，很多学校恐怕不行。偶尔插播作为其中一个节目或许可以。”祈
祷阳光：“很多想法可以实施的很少。而且阅读推广需要持之以恒。一次两次活
动是没用的。”中原劲草：“我就记得当年中午雷打不动的午间半小时，那声音
和内容都是精雕细刻的，让人听完回味无穷，所以只要听见那个声音，就感觉回
到了话说长江的电视里。” 芷芸：“扬州职业大学图书馆读书月活动预告
http://url.cn/5NgOD4r 。”祈祷阳光：“要策划长期性阅读推广。”雨过天晴：
“对于春天热热闹闹的活动我越来越审美疲劳了，特别想看见一些长期的深度阅
读的活动。有时候有的活动让我联想到文艺汇演，觉得和阅读推广没关系。偶尔
做一做挺好，丰富多彩赏心悦目，但是太闹腾了我好晕。而且都集中在春天，咱
不能分散开来，一年到头慢慢做吗？平常有常态化活动的，春天‘嘉年华‘一下
挺好，就怕干两个月歇一年。”苏黎世*：“论阅读，国内高校的三大书院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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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做好通识教育，和专业领域的学习一样重要。”
（23）学习空间再造
南航*翔：“如果图书馆都这样了，图书馆市场咋办？
http://www.bookdao.com/article/395386/ 。图书馆有 4000 年的历史，但数字
化革命大大改变了图书馆在大学校园的功用。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到哈佛大学，图书馆正在拆除一排排书架，把馆藏书存放到其他校区，
舍弃图书副本从而为开放学习创造空间。”雨煕：“可以减少副本增加学习阅览
空间。”印度阿三：“潜台词就是，把书搬走吧，给个留个自习的地，可是书都
搬走了，要图书馆干啥，哪个地方不能自习，非得来图书馆？”biochem：“在
网络上学习就可以了。”印度阿三：“学习空间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是用来干
啥了，有没有实际观察观察的。”祈祷阳光：“空间再造是现在图书馆的新课题。
我们单位申请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就是空间再造。”
（24）图书馆期刊部的设置问题
天行健：“你们的期刊采-编-验是期刊部做的？”承诺实践：“原来归期刊部，
2012 年期刊部取消，并入读者服务部，期刊的采、验、编归读者服务部。”天
行健：“采编验都归口一个部门更理顺，不扯皮。”承诺实践：“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文献建设部只负责中外文纸质图书。期刊归读者服务部，数据库资源归技术
服务部，数字资源宣传推广归信息咨询部。”扣肉：“其实我一直觉得外购数据
库和期刊应该在一个部门。因为很多时候，期刊的电子版会比纸质版更早出。”
天行健：“数据库和期刊（仅纸本）还是差异有点大，不宜放一起。”扣肉：“我
们期刊编目回溯的时候，把知网的链接都加上了。就是要鼓励读者看电子版，因
为纸本来得太晚了。”
（25）图书馆史上的图书馆事业管理局
图谋：“1980 年 11 月成立，1989 年该局改为图书馆司（据周文骏. 图书馆学情
报学词典[M]. 1991.446-447）。《我国图书馆网建设初探》（图书馆学通讯，
1979(1)：22-26）作者杜克先生曾任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局长及图书馆司司长。”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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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周讯（总第 206 期 20180420）

（26）学术资源数据库能否免费
若水：“学术类的资源机构以后能不能对全民免费，至少对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
内的人员免费？”宋*：“不能，人家也要挣钱。”若水：“全国建几个云图书
馆就可以了，不用搞什么重复建设或购买。”印度阿三：“它答应，数据商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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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海边：“即使公益性数据库，也需要维护成本。如果没有补助或赞助，只
能收费了。”若水：“全民免费是公共产品的思路，公民通过纳税购买或者支付
成本。”宋*：“全国性的数字图书馆在技术上没问题，但涉及各方利益，难以
权衡，难以办到。”若水：“现在全国几千家高校图书馆，有多少不购买那几大
学术数据库呢？”雨煕：“一年这么多收益不会舍得让出来的。”若水：“这就
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应该通过立法来解决。保守一点呢，就是设立一个滞后期，
或者禁锢期。或者通过立法建设机构知识库。几千家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相互开
放。”海边：“这样的话，数据库原有的引文分析统计方面的工作和服务，哪家
高校能承担负责呢？”若水：“可以评估一下，几大学术数据库国有化与非国有
化的成本和收益。若水：“也可以考虑国有化嘛。如果给钱，会给你做统计工作。
现在的引文统计工作不是基于真正的大数据。学术资源是分割，就是信息孤岛。”
道无言：“只知赢利，没有社会责任，数字资源的利用成本应远低于印刷本，没
有合理机制，就达不到原有设想!”刘*平：“走着走着，走到开始讨厌的模样。”
自由行者：“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盈利。”雨煕：“很多团体在最初创始的
时候目标理想都是好的。”哇系扁扁：
“企业不盈利，哪还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
道无言：“再加上评定职称、相关论文的推动。没说要免费，只是价格要合理，
一页、篇多少钱，累计起来比纸本贵多了，成本摊销后有那高吗?”宋*：“商业
数据库可以借鉴 QQ，微信的经营模式！程焕文老师的书，‘数据库商为什么如
此狼’，说的是某些数据库商要价太狠的问题。数据库商可以挣钱，但必须合理
定价。微信，QQ 的广告费是腾讯的利润。数据库商的利润来自图书馆。然后大
家免费用。数据库商依赖图书馆，但不能‘欺负’图书馆，满天要价。”
（27）国际上世界读书日主题
中学馆员：“请问下今年国际上世界读书日有什么明确的主题吗？就是没有看到
有关比较官方的说辞。”海边：“‘Reading, It's my right.’阅读，是我的
权利。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https://en.unesco.org/commemorations/worldbookday 。”
（28）ASRS（自动化仓库系统）
南航*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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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翔：“书怎么取出来？”印度阿三：“一箱一箱拿，再一本一本拿。”南
航*翔：“全自动？”
海边：“箱子太高了，怎么一箱箱拿？”印度阿三：“有机械手取。”满哥：“这
就是 ASR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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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速递：你好，图书馆——我在图书馆上班的十年
2018-4-16 14:46
书名： 你好，图书馆 ——我在图书馆上班的十年 作者： 七色花 （著） 出版
社：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 8 年 3 月 页数：166 价格：32. 00 元 ISBN:
9787512661080 中图分类号： G25 内容简介： 以一线图书管理员的角度，描
写了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8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圕人堂 QQ 群建群四周年征文启事
2018-4-15 18:59
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圕
人”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它包括图书馆员、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和学生、
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资源商、硬件商、平面媒体等等），
圕人堂成员目前已逾千人。
《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QQ 群一周交流信息，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2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关于参考咨询服务的思考
2018-4-15 18:01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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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周讯（总第 206 期 20180420）

圕人堂有成员提问：“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工作一般都怎么量化考核呢？构思图书
馆的考核细则，这一块儿不太好掌握。”因为我自身是所在馆参考咨询部负责人，
有些实践与思考，随即简述了一己之见。参考咨询工作，当前首先得明晰其具体
的工作职责。参考咨询定义：“图书馆员对读者在利用图书馆和寻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8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关于高校图书馆经费的学习与思考
2018-4-15 10:22
iGroup 信息服务微信公众号分享了吴建中先生《高质量发展对图书馆的新期待》
报告 PPT。该报告为“2018 年全国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主题报
告，通过分析社会高质量发展对图书馆的影响，提出对图书馆的三个新期待：从
量的发展到质的发展、从量化评价为主到量化与质化评价相结合、从单打独斗到
借船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3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21 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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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8 年 4 月 16 日，《圕人堂周讯》编辑补助（191 期至 205 期）发放，累
计 4500 元。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6387.85 元。
（2）2018 年 4 月 17 日，《圕人堂周讯》四周年合辑（1 期至 205 期）上传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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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52MB）,希望成员合理利用。
（3）2018 年 4 月 19 日，圕人堂成员“最后发言”情况：超过 24 月以上成员 24
人，超过 23 月以上成员 56 人，超过 22 月以上成员 98 人。圕人堂采用“最后发
言”末位移除法保持群活力，维持群规模。群成员数超过 1980 人时进行移除。
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切切实实让更多圕人受益。近期，圕人堂将开展“营销“活
动，可能会有较多新成员加群。被移除的群成员可以通过科学网圕人堂专题获取
《圕人堂周讯》等信息，也欢迎随时重新加群。
（4）应 iGroup 图书馆员在线课堂之邀，图谋将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晚上 20：
00-21:00 播讲《圕人堂梦想与实践》。详见：课堂直播预告.
http://url.cn/5Awq4zb 。
（5）2018 年 4 月 20 日 14:00，群成员达 1985 人（活跃成员 533 人，占 26.85%），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辑录”（第 1 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
动态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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