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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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sonorous：“第五届科技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征文通知 http://url.cn/46btPav。”
sonorous：“科研数据管理与服务实践培训班通知 http://url.cn/46c8fg2。”
巧果：“南京工业大学 2017 年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公告

http://rczyb.njt

ech.edu.cn/view.asp?id=1141&class=184。”
图谋：“关于举办‘高校图书馆外文数字资源建设与管理培训班’的通知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9359 为推进双一流总体方案实施，加强
图书馆电子资源深度融合，及时了解国外数字资源建设最新发展成果，大力提升
高校外文数字资源建设效率，切实增强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和管理能
力，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和中国高教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联合威斯康星大
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及中经网数据有限公司，共同举办‘高校图书馆外文
数字资源建设与管理培训班’。

1. 培训班计划招收 60 人，额满即止。 2. 时

间：2017 年 4 月 12 日报到，4 月 13 日-14 日培训。 3. 地点：北京大学图书馆 。”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50 期 2017032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41383.html 晓梦 整理 王启云 助理。”贵阳-*：“谢谢，尤其感谢周
讯整理的默默奉献者！”朱燕：“谢谢，尤其感谢周讯整理的默默奉献者！。”
gaozy：“@张芸 赞你！。”

张*：“谢谢晓梦和王启云，我只是做了一点儿

小事情，转换成 epub 格式，方便大家在移动端阅读。”
天天有*：“金克木：跟着读者读书。曾贴在博客，又发表在《图书馆报》2
017 年 3 月 24 日第 09 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vzwe.html。”
hanna：“上海书评︱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谈上海图书馆旧事 http://url.cn/
46Z3EWs。”
图谋：“关于图书馆转型与知识服务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索传军).http://blo
g.sciencenet.cn/blog-39723-1039609.html。”朗月孤舟：“作者好像在群里面吧。”
图谋：“刘老师是圕人堂群的首批成员，2014 年 5 月 10 日就加群了，而且 201
4 年 11 月圕人堂发展基金第一次筹资时慷慨捐助。”
悦览树：“http://url.cn/45Pq1Rz。提倡全民阅读，在此送给大家一座免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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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随时点击随时阅读，还可自行查找你要的图书。”田光*：“我们图书馆
已经用了您的这个书库，您看可以吗？”悦览树：“这是我转发的，信息共享，
可以的。”福蛙：“收藏起来，就等于你建了一座家庭图书馆！http://mc.m.5rea
d.com/other/webapp4Bookrack_webApp4Bookrack_showCataList.jspx?bookType=1
&type=&name=%E4%B9%A6%E5%BA%93&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
0。”小洋：“http://mc.m.5read.com/other/webapp4Bookrack_webApp4Bookrack_s
howCataList.jspx?bookType=1&type=&name=%E4%B9%A6%E5%BA%93&from=
timeline&isappinstalled=0。”
燕大鄂君：“图书馆建设 新的投稿网址，麻烦哪位告诉我一下。”诲人不
倦：“http://www.tsgjs.org.cn/CN/volumn/current.shtml。”
biochem：“关于国民阅读、阅读性别差异的一些数据/武夷山 http://blog.sci
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1041489。
sonorous：“重要提醒 | 图书馆不推荐使用 Endnote 软件下载数据库全文的
通知 http://url.cn/46ei1r0。”
中原劲草：“真实案例丨从 20 所高校职称评聘细则洞悉高校职称评聘改革
痛点 https://mp.weixin.qq.com/s/XNAss9WTaWBCba8XYwFvCA。”
hero8151：“百位科技精英力挺：多数论文毫无作用。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3160644-1042319.html”
济宁院陈：“图书馆文化节✿惠涓澈研究馆员的学术报告！http://url.cn/46i
HMa7。”
鲲鹏展翅：“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1042200.html 中国人才市场中
的八大铁帽子王。”
图谋：“用于良芝的话提升一下就是：‘专业化图书馆职业的使命：通过对
人类知识与信息进行组织整理、传递传播，保障知识与信息的有效查询与有效获
取。’于良芝：专业化图书馆职业及其从业人员.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1042387.html 摘编自：于良芝.专业化图书馆职业及其从业人员.http://162.10
5.138.196/downloads/yuliangzhi201207.pdf。该文档为于良芝教授 2012 年高等学
校新任图书馆馆长高级研修班授课内容。”
海边：“如何快速、准确地检索学术资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MzA4MzQxMTAwNA==&mid=2650112885&idx=6&sn=614ee8243ba21ccdcc5bb
f9041fad6ea&chksm=87f7ca26b0804330c61d01fc492668b81de41fcf695dfaf22880df
f188283a9fb66056aded09。”
天天有*：“校园阅读推广与馆办导读刊物——以中原工学院图书馆编印的
《中原书廊》为例蒋小峰（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21002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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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导读刊物的概况进行了介绍，并以《中原书廊》为例，介绍了导读刊物的
结构、内容和稿源选择以及宣传推广方式。最后针对高校图书馆编印导读刊物进
行阅读推广服务的目的提出了几点思考，即刊物应该以构建校园阅读推广平台为
定位，明确面向对象——大学生群体的阅读特点，并在刊物宣传上提出应用‘意
见领袖’和‘名人效应’推广理论，顺应数字阅读时代的发展趋势，更好的进行
校园阅读推广实践。【关键词】 导读刊物

阅读推广 《中原书廊》载《山东图

书馆学刊》2017 年第１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ze9.html。”
星星：“学术资源概况与检索基础操作 http://url.cn/46kxfs6。”
刘建*：“一本好书对人生到底有多大的影响？http://mt.sohu.com/cul/d20170
330/131041600_232629.shtml 。”
sonorous：“2017 年英国医学杂志（The BMJ）中文版编委会工作会议在京
召开 http://url.cn/46m1vUu。”
sonorous：“读书月|2017 年“广州读书月”主题活动精彩剧透 http://url.cn/
46mrOSy。”
济宁学*：“图书馆文化节✿春风微漾，送你十里书香—2017 年图书馆文化
节系列活动！http://url.cn/46mrbBu。”
图谋：“图书馆报 2017 年 3 月 31 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
03/31/A01/355897.shtml。”
1.3 为圕人堂谋发展
图谋：“圕人堂这个平台，一路走来不易，且行且珍惜。”城市天空：“图
谋功劳大大的。”图谋：“谈不上功劳，但苦劳是有的。”城市天空：“能坚持
到今天不容易。为普通馆员搭一个平台也很厉害了。” kfc：“别那么矫情，你
为圕圕，團團为你嘛。”图谋：“目的不是矫情，是期待更多志愿者推动。”
kfc：“事物发展自有其规律，也有生命周期，个人努力毕竟是有限，平台已有，
就看能否贡献干货，做‘内容营销’了。”图谋：“囿于我的精力与能力，确实
没招了。” kfc：“做自己就行了，自身足够强大了，振臂高呼，自然有人追随。”
图谋：“我当前的状态，是将圕人堂的事提到很高的优先级，真不是我闲得慌。
有些成员给我小窗发信息，好些是真的顾不上。很抱歉!” kfc：“除了周讯作为
圕人堂的显性输出外，其余内容多是对图书馆人的隐性帮助，个人感觉缺乏真正
意义上的服务产品。”湖商陈*：“有什么问题群里聊不要小窗。”图谋：“找
文献，业务交流等，大窗更合适。”

图谋：“圕人堂之图谋絮语录 http://blo

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41654.html 圕人堂事务于图谋，可以说心系圕人堂，
偶有闲言碎语，稍事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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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与圕主题关联不大的社会话题，圕人堂还是尽可能回避好。因为走
火言论很可能轻而易举就将圕人堂干掉。谢谢！” sonorous：“确实，随便一
个举报群就完了。” 30863028：“圕人堂只谈与圕有关的事，图情、图书、图
人、图事和图学等。”图谋：“小心使得万年船。”174184576：“堂主说得对，
敏感话题还真不要去触碰。”
图谋：“关于 QQ 群及其收费情况，见:http://vip.qq.com/freedom/freedom_gr
oup.html?ADTAG=CLIENT.QQ.5503_sviplevel.0&SNO=1490592413378。圕人堂
群交的是‘年费超级会员 240 元/年’。” 图谋：“据其网页官方信息，当前
‘最高 2000 人群’。”张*：“如果需要再扩充，就需要重新建立群组了。”
“时不时有成员向我咨询关于 QQ 群及费用方面的信息，其实我只是‘一般用
户’，用的是其官方网页信息。”“QQ 群实际上可视为较为成熟的管理信息系
统，个人认为较微信群功能更强。群文件、群相册，圕人堂用的比较多。《圕人
堂周讯》整理用的较多的是‘消息管理器’。”
图谋：“以前有成员建议圕人堂成立正式组织或挂靠，种种原因，图谋以为
‘草根性’更具生命力。圕人堂有时起着沟通与交流的桥梁或纽带作用。圕人堂
这样的空间，主要就是发挥‘微价值’或者说‘长尾价值’。”
1.4《圕人堂周讯》的核心价值
图谋：“关于《圕人堂周讯》，它的核心价值，大致有三方面：（1）促进
群交流，维持群活跃度；（2）融入公众视野，扩大受益面，与此同时，赢得各
方关注与支持；（3）尊重历史，开创未来。”“共建圕人堂，共享圕力量——
圕

人

堂

QQ

群

2017

年

新

年

献

词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24564.html2016 年，特别感谢推知信息、
超星公司对圕人堂的赞助！2017 年，推知信息将继续资助圕人堂，《圕人堂周
讯》赞助单位将冠名：推知信息、世界艺术鉴赏库。

圕人堂这样的空间，主

要就是发挥‘微价值’或者说‘长尾价值’。‘圕人堂’的灵魂是‘圕’这个字，
意在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凝心聚力谋发展。期待 2017 年：群策群力，共
建圕人堂，共享圕力量！”“历年的‘新年献词’中，《圕人堂周讯》核心价值
有所体现。圕人堂建群至今，周讯工作未曾中断。《圕人堂周讯》编辑团队中间
其实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努力克服并坚持。”
城市天空：“@图谋 组建一个核心团队议事。”图谋：“昨天有群成员建
议圕人堂成立核心团队。圕人堂目前有三支志愿者团队：管理员团队；编辑团队
（同时是管理员团队成员）；客服团队。”“三支团队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但很
大程度上囿于图谋的精力与能力，团队的作用未能较为充分发挥出来。”“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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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均期待有新成员。”
1.5 心系圕人堂
图谋：“据个人了解，从建群以来，成员之间的交流始终是活跃的。圕人堂
大窗保持一定的活跃度，有助于成员之间更好地交流。图谋作为‘群主’，用了
较多心思在保持群的活跃度上边。《圕人堂周讯》大事记，每期均有记录。有些
成员不理解。比如最近这期:2017 年 3 月 24 日 14:00，群成员达 1909 人（活跃成
员 399 人，占 20.9%），本群容量为 2000 人。这样的信息，其实可作为开展研
究的素材。有心人可以挖掘与利用。”
gaozy：“@图谋 圕人堂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氛围很好的。有的精英在想，
能不能群里都说学术？我告诉你，不能。完全学术和工作，就会无话可说。但是
沉默，是最可怕的。一个没有人气的地方，最终会什么都做不了。高级知识分子
精英们交流，字里行间都是智慧，哪里还要担心自己说话没有意义？不需要。人
气需要人，人抬人高，人来人往，我们就活跃了。有交流，就有智慧，留心点，
就有收获。”

图谋：“关于群活跃度，刚才找了一组历史数据：2017 年 3 月

24 日 14:00，群成员达 1909 人（活跃成员 399 人，占 20.9%），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2016 年 3 月 25 日 14:00，群成员达 1510 人（活跃成员 415 人，占 27.5%），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2015 年 3 月 27 日 14:00，群成员达 923 人（活跃成员 283
人，占 30.7%），本群容量为 2000 人。2014 年 11 月 14 日 12:00，群成员达 711
人（活跃成员 239 人，占 33.6%），本周（11.8-11.14）共有 118 人发言，本群容
量为 1000 人。2014 年 5 月 10 日 7：12 分，圕人堂迎来第一位新成员刘*华，当
天通过 QQ、科学网博客、新浪微博等宣传推广，群成员达 95 人。截至 5 月 16
日 9 时群成员达 172 人，本群容量为 1000 人。”“圕人堂大窗保持一定的活跃
度即可。以目前的规模，20%左右属于正常态。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
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广州书童：“百分之二十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
如果能保持好也很不容易。”图谋：“那是个动态平衡。可以说维持这个活跃度，
是努力的结果。gaozy 老师自 2015/06/10 加群以来，为圕人堂活跃度的保持有突
出贡献。第三位是 gaozy 的成绩。第 4 位是印度阿三，第 5 位是广州书童。有一
定比例成员很少在大窗发言，甚至从未在大窗发言，但确实在关注圕人堂。第一
批的 95 人中，目前有 85 人依然在群。刚才的成绩单中，算 TOP12,其中 4 名是
第一批。”
图谋：“麦子老师为圕人堂所做的贡献很大。当前的‘等级’是重新加群之
后累积的，不然很有可能在素问老师之前。这个‘等级’是能上能下的。关于积
分，发言是一个方面，群相册、群文件等分享信息，也是有积分的。图谋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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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尝试推动圕人堂讲座。阳光阅读微信群搞过系列微信讲座，类似这方面
的事情，QQ 群也是可以做的。圕人堂成员中，gaozy 多次略带调侃的口气说有
几百教授，如果说几百高级职称人员是不为过的。我不知道大牛的标准是什么，
以我自身的认识水平，圕人堂中大牛、准大牛或有潜力成为大牛的成员已有不少。
获取必要的资助方面，圕人堂现有成员也会有支持者。当前缺乏的是组织者、推
动者。圕人堂的探索与实践，更多的是属于‘抛砖引玉’。圕人堂当前的运营模
式，可以说是以最经济、最抠门的模式运行，‘圕人堂发展基金’的收与支在《圕
人堂周讯》大事记版块中公开（这个功能也是周讯的重要功能）。”
广州书童：“看中国图书馆年鉴，公共图书馆貌似全国才不到五千高级职称
的从业者，如果群里面有百分之五，那都很是了得。”广东小*：“群里有很多
高校图书馆的。” 图谋：“还有图书情报教师。”
gaozy：“@图谋 已学习。前几天讨论的内容我看到了，只是那天晚上 11
点钟，我在一个小范围交流圈内主持亚文化讲坛。为了确保思维不跳跃，当时圕
人堂内没有表态发言。我认为圕人堂是业界第一活跃群，不是臆想，而是事实。
我们这里很多都是第一手信息，都是来自大家的交流，观点分享，而不是各类推
送，价值尤其大。随着进群的人数不断加大，活跃度较以往有所降低，这是很正
常的，但我们活跃的人，还在活跃着，业界第一活跃群，还是宝座稳稳。我只做
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后续还会继续提高姿势水平。圕人交流园地实属不易，让我
们都尽情来嗨吧，业务科研促进工作提升，闲谈聊天增进彼此感情。”
1.6 问答与讨论
（1）图书馆学专业何去何从？
用心：“国家三通两平台建设中，图书馆作用变化大吗？传统图书馆服务方
式正被边缘化。看到 2015 -2020 年前建成我国‘三通两平台’，互联网经济环境
的高等教育新政，想和大家探讨。”无辞：“公共图书馆借还书都是机器自助了。
方便又快捷。”无辞：“人工现在就是整理书架上架。”cpulib*：“关键还是各
图书馆，即使智能化，也需要馆员的，不过会很少，工作量也增加。”广州书童：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用了这些机器后，图书馆人员减少了吗？裁员（特别是编
制内的）了吗？当然，并不是说高枕无忧。其实图书馆还有好多事情做。为何提
出转型怎么转型？并非没有原因。”/kaNig*：“前台依靠自助机人员是可以减
少的。”用心：“只是要减少传统认识的借还书，守门人员。我们以服务为手段，
以提高人类文明为己任，只有我们没有做的，没有我们不能做的。在缺少信息时
代，我们公平分配资源，在均衡资源时代，我创造资源。”雨过天晴：“现在是
等待退休自然减员，进人的时候非常少。工作人员数量不会少很多，减少的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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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服务模式下的工作人员。度过瓶颈期，这个行业前程远大。”图谋：“图书馆
这一行，当前最重要的是强身健体，内塑内涵，外塑形象，而不是急着各种速效
进补。当前这一行的核心价值、核心能力，日益退化。”
书小弟：“综合身边情况，感觉情报学比图书馆学毕业后的就业面还是要大
些。”cpulib*：“情报学可以进企业。”用心：“图书馆专业和情报专业应该属
于一个大范畴，离开情报支撑的图书馆员就是借借还还的老馆员。”书小弟：
“如
果想读图书馆学，本科可以图书馆学或信息资源管理，硕士读情报学。”
（2）智慧图书馆
联创-*：“杭州智慧图书馆的会议有人过来吗？”gaozy：“杭州图情工作
主办的会参会的精英们冒个泡泡，看看有多少人？”寒潮：“好象参会人数太多，
早就不接受报名了。”张小懒*：“有网络直播。智慧图书馆从理论到实践研讨
会 3 月 30 日‘阳光悦读’全程视频直播，邀你来围观!http://url.cn/46ffeAa。”
印度阿三：“有谁可以科普一下什么是智慧图书馆？”gaozy：“都是宏观架构，
我理解也就是技术推动下的数字图书馆吧。”广州书童：“有人理解为一个自助
的小玻璃屋呢，升级版的自助图书馆。”寒潮：“我的理解是：基于大数据基础
之上的更能满足个性化需要的服务升级。”温情小*：“@寒潮 寒潮老师的观点
我 99%认可，那剩下 1%的保留态度请参照美国 16 年大选的网络民调和结果的
巨大反差。所谓个性化，有时候未必是受众自己说出的那个个性化，甚至是潜藏
在自己内心深处未被挖掘的个性化需求。”印度阿三：“图书馆只有数据，没有
大数据。”温情小*：“@印度阿三 三哥，我认为‘大’是个歧义，应该是‘全’
或者‘丰富’。”温情小*：“‘大’也许表示数量，但是可能不是针对性的方
向。”
（3）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的文字复制比率是多少？
浪漫妥协：“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论文发表、图书出版一般的文字复
制比要求是多少以下呢？”联创-*：“30%以下。”南图小徐：“最好 10 以下，
最多不超过 20。”图谋：“据个人了解，CNKI 收录期刊(以其学术不端检测系
统检测结果为参考)，不同刊物有不同要求，而且设置‘阈值’还有较大区别，
比如有的 10%，有的 15%，有的 30%。有些刊物确实是直接根据检测结果退稿，
因为 cnki 对期刊方面有约束，期刊方面也是身不由己。”南图小徐：“核心最
好十以内。”图谋：“当前的查重系统有多家，不同系统的检测结果，差距不小。
近期有个个例：同一篇论文，在 cnki 中的复制比为 5.2%，C 系统为 3.38%，V
系统中高达 36.17%。任何检测系统均是仅供参考。”“尽可能地遵守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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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有侥幸心理。可参考：学术期刊论文不端行为界定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ht
tp://check.cnki.net/Article/rule/2012/12/542.html 。”南图小徐：“以 cnki 为准。
其余不要管，无价值。”
（4）图书著录的工作量设置
二木：“各位老师，请问哪位馆里给采编部定图书著录工作量的？原编和套
录各是多少种？”媛媛：“我们馆是 2 人编目，套编，一天 120 种左右，300 多
册。”look：“如果在书商那加工，直接到馆上架，编目人员就要转岗了，采编
部得取消了。”二木：“我们领导问这个，估计想定量吧。”look：“到馆加工
还有配个数据审校岗，一个零散采购自编岗。”look：“反正就是得有采编部了。”
星辰：“审核很重要。”
（5）阅读推广类的外文文献从哪查找下载？
美好的*：“哪位阅读达人知道，阅读推广类的外文文献从哪查找下载？”
城市天空：“@美好的心情 几个数据库都有经管类期刊：Jstor, Sage, Science d
irect, Wiley, Emerald, Econlit。顶尖的经济学期刊分散在这几个数据库里。”ee：
“国外有阅读推广文献？”城市天空：“阅读推广用 reader's advisory 检索。欧
美国家的阅读推广是一种个性化推荐。根据每个人的需求给你推荐适合你的书。
和中国的阅读推广是有差别的。”美好的*：“难怪我用 reading promotion 查找，
几乎查不到任何有用的。”城市天空：“reading promotion 是中式英语，不是美
国人表达的方式。Reader's Advisory WebsitesMore Websites to help you pick t
he best books!”http://www.youranswerplace.org/readers-advisory-websites。https:/
/www.ebscohost.com/public/subjects/category/readers-advisory

ebsco 有这样专门

的数据库，国内应该没有图书馆买。”“GoodReadshttp://www.goodreads.com/
美国版的豆瓣。”“Library Thinghttps://www.librarything.com/

书评网站。”“R

eaders’ Advisory: Trends and Directions in RA Education。”南图小徐：“南
图似乎买了，首页有。”城市天空：“RUSQ，这是参考咨询和读者服务一本很
好的刊，美国参考咨询和读者服务协会的会刊，开放获取。”城市天空：“没有，
ebsco 有很多子库，上面只有 asp bsp。asp 和 bsp 已经升级成 asc 和 bsc 了，最近
看到又有更新的 asu 和 bsu。”美好的*：“谢谢城市天空，优秀的阅读推广人。”
城市天空：“参考维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aders%27_advisory。
reader's advisory 是读者阅读指导的意思。”
（6）图书馆的超期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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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院陈 “孔子文化节，每年九月份。在曲阜纪念孔子诞辰。每年这个时
候，各学校图书馆逾期还书都不罚款。我们学校一直都不罚款，都快成全国唯一
了。”Lazycat：“读者可借书数量过多，借期过长都容易造成超期。”二木：
“老师的款特别难罚，特别是老教授。”Lazycat：“我们就是对老师罚的严。
学生过个几天也就算了。老师超期一般都时间都比较长。”小洋：“我们也不罚
款。老师借书，说超期了，直接免掉，老师可以借半年，续借还有半年。”/kaNig*：
“我们老师快到期有邮件通知，超期跟学生一样收罚款。”
（7）图书馆如何吸引读者？
远归：“图书馆作为空间和场所能不能吸引人，能不能有回头客，跟技术有
关系，但不是主要因素。”BSxuyb：“吸引读者到馆，显然不是靠技术，技术
是工具，是辅助作用。图书馆员有建设图书馆的责任。”谈天：“我觉得技术应
该是无罪的。不要批判技术的进步。”远归：“普通图书馆发展读者是使命和生
存的必需。”BSxuyb：“归根到底是人不行，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远归：“我
们很多图书馆上至馆长、下至馆员是没有这种危机感的。”道无言：“普通图书
馆发展读者是要有资源和服务底气。软硬件不行、人的观念不行，谈什么都是扯。”
远归：“相反有些书店、茶馆和咖啡屋很有情调和贴心。”道无言：“其实科普、
人文的小孩应该多看。”远归：“图书馆的情调和味道是什么？当去掉功利和世
俗，图书馆有能力为人提供一个安放灵魂的场所吗？”天涯海角：“图书馆似乎
越来越门可罗雀了，但是，有一些私人的图书馆，年费不菲，人却不少，这是为
何？”远归：“大多数图书馆为什么没有回头客，抛开我们常说的几大件，就是
没有‘味’。味同嚼蜡。”道无言：“@温情小胖猴怎么说呢？一本书过四五十
年有人读是好书，过百年有人读就上好，一句话，历久弥新的就是经典。如论语、
老庄、诸子还有就是新技术 、新思想的科普书，再一部分就是应用性强的。”
依霖：“图书馆的藏书、阅读环境以及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等硬件和软件，对吸
引读者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7）少儿阅读应以兴趣培养为主
依霖：“大人以身作则，孩子才能受影响。不过，我感觉孩子的无效阅读比
较多。”图米：“不要小看孩子的能力，阅读只要能看懂字都可以，理解能力上
可能没大人那么好。但是读书多写作文会自然体现出来。”图林匠吉：“为什么
有些人看了书后很帮助改善写作能力，有些人不行呢？是读得不够多吗？还是选
书的问题？读书的方式的问题？”依霖：“我个人认为，不在于读多少本书，在
于有效阅读。我们成人一样。”图米：“吸收能力有差异，就像同样吃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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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胖，有的人怎么吃也不胖。”依霖：“读书要善于思考总结，而不是看完
了，就全忘记了。我家女儿小学的老师就挑了 80 首，要求他们四年级的孩子，
每天背十首。”刘建*：“优秀作品，文字优美流畅文章的阅读对个性气质会有
不知不觉的影响。”燕大鄂君：“这个诗词大会影响确实很大。”依霖：“理解
要了解作者写古诗的背景，还要有文字功底，除非父母有时间慢慢讲解，孩子有
耐心静静聆听。”刘建*：“父母与孩子要有阅读互动，使阅读有趣、有亲情和
嘻戏。这样孩子阅读会有更多快乐幸福的感受。”图米：“小孩时期以培养兴趣
为主。”刘建*：“@图米 因材施教，是说因为不同的孩子，教育的方法是不相
同的。同样不同的孩子适合的学习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图米：“我们家是看完
诗词大会开始捧着诗词集看，还要跟我陪他玩飞花令。”燕大鄂君：“我家现在
是他爸偶尔带孩子背背诗词，很偶尔。”空山：“这个需要兴趣，氛围。”
（8）心理学阅览室
annyhe：“曾经按学校要求做了个心理学阅览室，按普通心理学、生理心理
学、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劳动心理学、文艺心
理学、体育运动心理学等分的，排架是中图法。弊端是入藏困难，馆员入藏时两
眼麻花花。”刘建*：“@annyhe 这样的做法更符合用户的利用需求。”星星：
“@annyhe 这个阅览室用 rifd 定位功能怎样？。”豆洪青*：“用虚拟馆藏排架
是否更好些？”星星：“得是熟悉心理学分析法或者心理学专业硕士可以。”
annyhe：“@星星用上 RIFD，好马配好鞍。”
1.7 图书馆评估中遇到的一些数据统计问题
书小弟：“请教各位同仁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评估，要求填全文数据库数
量，电子书册数，自建数据库数量。请问：1，全文数据库，CNKI 算一个还是
可以把硕博等专题库分开计算?2，汇雅电子书可以纳入全文数据库范围吗?3，自
建数据库，自建光盘数据应该算吧。4，试用数据库是否也可以纳入全文数据库
计算范围?5，电子书册数怎么折算?”

图谋：“我来试着答一下。1.CNKI 系列

数据库，其子库中属于全文类型的，可以分开计算。2.汇涯电子书，可以视作属
于‘图书‘类型的全文数据库。3.非书资料数据库，属于‘自建’的，可以算。
4.试用数据库，一律不能算。有些省份高校有上级机构买断使用权，区域内高校
可以免费使用，这类倒可以算。5.关于折算，有关部门尚未发布正式文件。全国
馆配商联盟理事长邹进分析了电子图书对未来图书馆的意义。其报告中透露：电
子图书将计入馆藏评估指标 1 种计为 1 册；电子期刊将计入馆藏评估指标 1 种 1
年为 1 册（图谋注：其它渠道获悉，外文 1 种 1 年计 2 册）；电子资源比例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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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40%。上述信息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因为发展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徐

徐清风：“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2007 年） http://www.scal.edu.c
n/tjpg/201311191006。‘四、数字资源的馆藏计量 1、购买了永久使用权的数字
资源，纳入馆藏计量；2、未购买永久使用权的数字资源，在使用权期限内纳入
馆藏计量，失去使用权以后，应从馆藏中扣除；3、当年新增的电子书刊计入当
年新增馆藏；4、按包库购买的电子图书每一种计一册，按种选购的电子图书每
一种计两册；共建共享的电子图书按共享的总数，每一种计一册；5、纳入馆藏
计量的电子期刊按年按份换算为馆藏册数，其中，中文电子期刊一种一个年份换
算为一册，外文电子期刊一种一个年份换算为两册；6、二次文献数据库和其他
类型数据库暂不换算为馆藏册数。’这是权威部门制定出来的。”
书小弟：“各位同仁早，有几个问题请教下。1、期刊合订本算纸质图书吗？
2、过报合订本可以纳入纸质图书计算吗？谢谢。”2014：“我们的期刊合订本
算了纸本图书的，还可以外借。过报合订本我们好象没有呢。”广州书童：“报
刊合订本都算纸质图书。”annl：“@书小弟，我们的期刊合订本与报纸合订本
典藏入系统后，每次统计纸质馆藏时，馆藏量中都包含，所以应该是算的。”书
小弟：“我们因为升本评估。没有看到具体相关政策指导性文件，我们比较难拿
捏。”annl：“升本评估时算馆藏，每个合订本都算做一册。我们评估时就是这
样计算的。”
1.8 技术手段要服从和服务于图书馆的现实需求
扣肉：“今天和汇文的工程师为了 OPAC 奋战了一天。他说，按照这个做法，
在其它馆都没问题。我说，我的服务器我做主，你的做法我不认可。”“汇文
OPAC 的安装手册，很多地方，都是严重违反服务器配置规范的。”刘建*：“@
扣肉 全国很多馆都听汇文配置，汇文不觉得其配置有问题。觉得自己产品很好。”
扣肉：“我这几天回溯，数据先从 worldcat 上搜。发现很多馆的 OCLC Number
都对不上。不同馆的同一个 OCLC 编号，实际上是不同的东西。挂错了。”
“以我馆为例，我觉得最应该做的是进行服务培训。说实话，大家态度都很
好，但是积极为读者服务的想法，普遍比较缺乏。”cpulib*：“智能图书馆建了
后，馆员会更苦，读者服务更精准。” /kaNig*：“但是馆员首先要转变观念。”
扣肉：“图书馆最好还是开放式的。这是目前发展的方向。”/kaNig*：“像
扣肉这样主动作为的馆员真不多。”扣肉：“我前几天和一个系统集成商聊天，
特别想知道公共馆是怎么做的。公共馆办读者证，出借需要收押金么。”

印

度阿三：“收。” gaozy：“以后智能了，先进了。信用体系构建了。借书不
收押金了。”扣肉：“是我给那个集成商提供的思路，作为公共馆，其实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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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金主要还是怕读者不还书。”BSxuyb：“有不收的。”扣肉：“那么就可以
根据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分，多少分以上的可以免押金开通出借权限。”/kaNig*：
“是的。浙江图书馆实现了。”

扣肉：“这需要一整套技术手段实现。”

1.9 图书馆检索课的案例设计
小白兔：“趣味数据库题目有好的题目可以分享吗？希望不是太专业的。通
过趣味题目宣传数据库哈。”温情小*：“@小白兔 我有次给学生用‘蓝瘦香菇’
举例讲过检索。”花香满衣：“@温情小胖猴

我也想听听蓝瘦香菇的检索，看

题目就觉得很有意思。”温情小*：“@花香满衣 没有，当时是才进大一的新生，
感觉给他们讲怎么检索挺没趣味的，就顺带说了句，在知网等数据库里，输入‘蓝
瘦香菇’的检索会怎么怎么，纯粹调剂下氛围的，毕竟那个时候刚出来这个词。”
温情小*：“@花香满衣 @小白兔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图书馆业界不少
老师，肚子里实际上都有货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面对的受众不同，再一味的要
求学术性、‘高大上’是否有必要？”小白兔：“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本身就是
我们的职责啊。不同读者群体，需求不同，肯定就得提供不同的服务哈。高大上
的工作肯定也需要，当然受众面不多，而且花费的时间可能更多。”

蜂鸟：

“检索课的时候，我讲知网的搜索图片功能，用栾树，我们学校很常见的一种
树，那阵子刚好开花。反映还不错。”小洋：“我们检索课是大一大二的选，我
讲数据库都没有人听。不知道这些学生低头在干嘛，讲得我都没激情了。越来越
怀疑自己。”蜂鸟：“我们是计算学分的，公选课。而且还点名，学生被迫来。”
小洋：“我想问蜂老师，你教学内容一般是什么。每次讲得没激情，我讲一个段
子，头就抬起来了。”蜂鸟：“无非是开头图书馆的历史，我们馆的介绍，图书
馆的馆藏资源，图书馆的资源利用，搜索技巧，还有网络安全等。我讲知网爱用
淘宝做例子，尤其是常规搜索、二次搜索。”小白兔：“@蜂鸟，检索图片也是
一个好的思路，谢谢啦。”蜂鸟：“不过还是有些学生喜欢听的，因为几乎十分
钟我就讲个和内容有关的笑话。”温情小*：“@蜂鸟 要让学生嗨起来，必须了
解学生的行为习惯、喜好话题，才能结合着讲。”蜂鸟：“还有知网的特色导航
里的报纸，我用我家孩子的生日做例子。”温情小*：“@蜂鸟 当然，那样你要
多费功夫，领导也不给你多发工资，能不能处理好一种积极性和现实性冲突的矛
盾？也是考验。”小洋：“我也跟着学一下。”小白兔：“高手。”挂机中：“受
教。”蜂鸟：“这些笑话，我都是日常看到的，比如说，知网论文里的文字转化，
我们这有学生拿手机拍下来，在一个个打字的。这是个良心活，给别人讲的时候，
我也是要看心情的，还要看学生的颜值还有礼貌程度。”小洋：“你肯定做了很
多准备，看来我们还是跟学生接触太少。”温情小*：“@小洋 你们在高校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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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还是非常有优势的。”蜂鸟：“常规搜索、二次搜索，我爱用在淘宝里买东
西做例子，论文的排序方式，我用淘宝的，销售，价格做例子。当然了，我还爱
补充一句，论文大多数人爱用下载量做参考，淘宝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爱用
价格做参考。”温情小*：“@蜂鸟 蜂鸟老师，如果给老师讲怎么避免两个问题
呢？1.照本宣科讲，老师认为，你讲的没有技术含量？2.带着趣味讲，老师认为，
你把我们当猴耍呢？”蜂鸟：“老师，看年龄了，如果是年龄大的，笑话少点，
多用新闻联播的感觉，年龄小的，可以轻松点。”张*：“那我们群内呢？大概
什么年龄段？适合播新闻还是冷笑话呢？”蜂鸟：“嗯，可以考虑现在热播电视
剧的感觉，穿插着来。你看前一阵子的三生三世桃花，十来分钟就有十几秒的广
告。学生方面多接触，多了解，多和最近的考试挂钩，甚至是最近比较火的游戏。”
温情小*：“感谢蜂鸟老师传授经验。”hanna：“今晚要讲搜索引擎，给小朋友
讲讲淘宝。”豆洪青*：“@hanna 怎样讲。”hanna：“查图片，买东西比价。
图片搜索，我觉得淘宝比较精准。”cpulib*：“淘宝最多分类还可以，算不上真
正意义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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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良芝：专业化图书馆职业及其从业人员
2017-3-29 14:53
摘 编 自 ： 于 良 芝 . 专 业 化 图 书 馆 职 业 及 其 从 业 人 员 .
http://162.105.138.196/downloads/yuliangzhi201207.pdf 。 该 文 档 为 于 良 芝 教 授
2012 年 高 等 学 校 新 任 图 书 馆 馆 长 高 级 研 修 班 授 课 内 容 。 专 业 化 职 业
（Professions）是满足特定标准，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行业（Occupations）。其
特征为：（1）系统的理论 ...
225 次阅读|没有评论
圕人堂之图谋絮语录
2017-3-26 07:45
图谋自 2016 年 12 月 6 日至今，亲属接连遭遇健康状况。我和妻子先后作为“先
锋战士”，屡屡长途奔袭，奋战“火线”、“前线”，努力为大家庭的健康与安宁贡
献力量。数月来，妻子尤其不易，日夜陪护病床边的时间已逾一个月，在这种状
态下，仍须参与国家自科基金申报，申报书提交那几天，恰处于亲人病情危重之
时。即便如 ...
265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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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分享 3 个文件。

3.大事记
2017 年 3 月 24 日 14:00，群成员达 1915 人（活跃成员 400 人，占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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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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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