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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数字资源保存 窥图情发展前沿 

——访国家科学图书馆冷伏海老师 

从著作权法角度看鲁迅是否抄袭果戈理的

《狂人日记》 

百度搜索引擎中关键词的齐普夫分布 

情系国科图，梦萦国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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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那些我们逝去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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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苞待放》2012级硕士 王微 

《火树红花》 2011级硕士 张靖 

《春晨翠景》 2011 级博士 孔青青 《愿城市更美好》2012级硕士 王微 

背景作品：《一瞬》 2011 级博士 田雪筠 

《我也有春天》2012级硕士 张舵 

《童年》2011级博士 田雪筠 

《俏也不争春》 2011级博士 祝清松 



每一年都有鸿雁路过 

纷飞的翅膀衔乱我的头发 

听见一个空旷的平地正被某种植被侵袭 

你轻柔的手势 

穿透模糊的声音 

越来越远 

变做今年最后一朵雪花 

要落在谁的身上 

会不会融化 

 

窗外晾晒的风雨夜夜无眠 

是水离开了几世的潮涌 

正独自成岸 

我数着成排的名字 

吐出几枚纤巧的叹息 

然后把它们种在春风不及的地方 

等待 

也许在等待 

春也好秋也好 

只要一次视梦如真 

可以在月下俯瞰一朵蔷薇的开放 

如果离别只能在唇边绽开 

纵使来时冰雪去时断肠 

我也能骄傲地昂首而行 

把寂寞与白衣同藏 

让春衫空瘦 

我们相忘于寂寂江湖 

（责任编辑：唐果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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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一学生开题在即，您能就近几年图书情报

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领域做一个介绍吗？ 

我就以我做过的工作来给大家讲讲情报学的一

些研究热点。我与另一位同志（于微微）合著的一

篇文章《从<ARIST>及<情报学进展>载文内容看情

报学研究动态与发展》，这篇文章是以《ARIST》

和《情报学进展》2002-2011年的载文内容为研究对

象，采用统计分析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近十年两种

出版物的载文主题作了统计分析，分析其载文主题

内容变化所展现的情报学研究动态，探讨情报学的

未来发展。 

《ARIST》（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

ence and Technology）是由美国情报科学与技术学会

（ASIST，其前身是美国文献学会American Docu-

mentation Institute，ADI）组织出版的，自从1966年

开始每年出版一卷，是情报学界公认的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出版物，主要针对情报学学科领域近期的动

态趋势和重大进展提供有分析的、权威的和专家的

述评。其主题范围跨度很大，反映情报学科的推动

力及理论与应用领域的多样性。《情报学进展》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是由我国国防科

学技术信息学会编辑出版的，自1994年开始每两年

出版一卷，是一本对情报学和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研

究进展的年度评论，反映最近一个时期该领域研究

所取得的成果。两种出版物均是情报学领域非常重

要的研究成果，有很强的权威性、代表性、先进性

及连续性，对这两种出版物所刊载的论文进行内容

分析，以发现情报学的研究热点并探索情报学的未

来走向，适应性更强，结果也更加具有科学性和指

导性。鉴于两种出版物在情报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及

目前对其内容分析较少的现状，我们选择这两种出

版物作为研究主体予以分析，以发现情报学近十年

的研究动态，并探讨其未来发展。 

对《ARIST》和《情报学进展》两种出版物进

行论题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情报学研究中的

热点及重点问题，有利于知晓学科发展的方向和水

平，并正确预测学科的发展趋势。利用内容分析，

【编者按】本期“名师访谈”，我们主要针对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领域，以及研究

生如何进行论文选题等方面的问题，采访了国家科学图书馆情报研究部主任冷伏海老师。希望

通过这次访谈，让同学们对图情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并为我们即将进行

的开题提供一些指导意见。 

论图情热点  寻开题方向 
               ——访国家科学图书馆冷伏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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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出情报学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十三个动态趋

势： 

1. 信息服务向数字化、知识化、个性化发展； 

2. 信息技术向可视化、智能化技术发展； 

3. 信息组织与检索向内容检索、多媒体检索进

军； 

4. 信息传播与交流合作将继续广受关注； 

5. 信息行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6. 情报学研究对象由“信息”向“知识”演

变； 

7. 情报与企业生存、国家安全关系日益密切，

“智慧”进入研究视野； 

8. 情报学向人文、社会和经济视角转变； 

9. 计量将在未来研究中发挥更大价值； 

10. 信息管理研究从以收集、保存为主向利用和

创新转变； 

11. 用户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 

12. 情报学学科地位逐渐提高，跨学科研究有广

阔的未来； 

13基础理论研究与情报学科共同发展。 

 

在此基础上可以预见情报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为： 

1. 情报学研究的认知观将彻底浮出水面。在近

十年里，“认知”主题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认知

科学、认知观活跃在智能技术、人机交互技术、语

义分析、知识发现、情境分析等问题的分析讨论

中。可以预见，随着情报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认知

观将会被更多的研究者所重视，也将为情报学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2. 情报学将面向未来，走向决策。经过近十年

的发展以后，未来情报学将在“知己知彼”的基础

上直接为个人、组织、国家提供决策，并着眼未

来，提供对未来的判断，且以此指导当前行动，更

好的实现未来的目标。预见的未来越深远，对当前

的指导意义越大，越能促进当前科技的发展。当

然，这些都需要情报学专业人员孜孜不倦的追求。

当前智能化、知识化、情境化的迅猛发展将促进情

报学快速实现跨越现实，面向未来；超越辅助，走

向决策。 

3. 情报学将具更强的普适性与创造性。目前

Informatics学科群数量在不断增加，研究深度也在不

断深化，其蓬勃发展昭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也预

示着未来情报学将突破传统的专业角色和视野，应

用于更多的领域和行业，适应更广泛的学科、更个

性的需求、更多变的环境。 

4. 情报学将面临深刻的变革、创新与跨跃。大

数据时代的迫近使得信息的产生、存在与移动都发

生着巨大的变化，终有一天，全球信息将实现互

联。科技的进步，信息的可视化、智能化、个性

化、法律化、经济化等等都对情报学提出了新的任

务和挑战，情报学将面临更加深刻的变革、创新与

跨跃。 

 

2、请问历年我馆学生开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

    冷伏海，男，博士，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总馆

教授，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情报研究部副主任。 

 冷伏海  



2013年第 3 期（总第 44期）                                                                                                                           

03 

哪些，对我们开题的建议？ 

我馆学生开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

点，一个是研究缺少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应用场景的

思考设计，另一个是缺少对研究主题内容及存在问

题的系统深入的跟踪回顾分析和前瞻思考。 

首先是研究方向过于集中，主要的关注点一般

都是放在研究热点上的，虽然馆里面不同导师的研

究各有方向，但是学生在面对开题时，特别集中到

一些泛泛的研究热点，缺乏对深入具体个性化问题

的聚焦。研究热点的有限使得不同研究方向导师所

带的学生论文题目相似性太强，这样一味跟风式热

点研究是不应提倡的，而且都集中到相似问题或相

同问题的研究解决，对同一单位的同学不便于独立

学习和思考，也是对创新性智力资源的浪费。 

对于研究生选题，我要说的是结合实践，要以

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出发去思考，把这些问题与自己

的专业基础和掌握的专业学术动态关联起来去思

考，提炼出学术问题，然后回过头查找相关的包括

研究论文和项目等的成果信息，对这些信息深入阅

读思考，把握相关学术问题解决的状况、及各类解

决方案及存在的局限性。建议在研究生阶段对于那

些太宽泛宏大的问题还是要先放一放，从细小的具

体的研究问题入手。 

对于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考虑其具体的应用场

景，比如说我们图书情报专业的研究，就是与图书

馆情报所这样的机构紧密联系起来的，这就需要学

生们在开题时脑子里时刻装着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

么，在什么场景下适用，推演出应用你的研究成果

去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情景。比如说在文献计量

学里，现在学生的研究重点就很明显集中于对关联

著者，同被引等等的统计研究，但是研究这些规律

对于科技管理学来说有什么效用呢，没有同学去花

精力花时间来思考，那么这个研究的价值就大打折

扣，可能说学生现在接触的专业知识太少，实践经

验也不多，无法发现实践中的问题，那么此时就需

要学生利用身边的资源，参与导师及其团队的老师

的工作并与他们交流，挖掘导师及其团队老师在工

作的感悟是非常重要的。加菲尔德发明引文分析方

法和科学引文索引，首先针对科技检索这个应用场

景，解决了使用主题等途径检索相关科技文献查全

率不够全面的问题；之后他又针对科学评价这个应

用场景；再后来他及后继者利用引文数据库，针对

科学评价和前瞻评估这个应用场景，发明了许多客

观的科学评价和前瞻评估的方法，解决了该应用场

景中的一系列问题。 

即使是做到了这些也还是不够的，找到问题后

的研究工作还需要精细专深。同学中存在着有了需

要解决的问题的思路之后就不怎么学习研究他人的

相关研究成果的现象，一味冥思苦想，有时感觉是

为了创新而创新，缺少反复阅读琢磨他人的文献思

想的工作，缺少重现评估他人方法的实验对解决问

题状况和存在着不足的分析。研究需要系统，研究

需要跟踪，研究需要咀嚼消化，研究更需要重现和

评估。对于一个问题，同学们需要明白这个问题是

怎么产生的，怎么发展的，主要的代表性研究人员

是谁，都作了什么研究？此外，还要关注跟踪最近

的研究进展都有哪些？学生自己的思考加上系统了

解结合跟踪研究，在跟踪中多问几个为什么，结果

将事半功倍。 

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信息来源主要是核心期

刊，主要作者，主要机构。很多同学不知道关注相

关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以及在我们学科研究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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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展示同学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生活中美的发现，2013年3月至4月，

国科图举办了以“暖”为主题的新一届摄影大赛，获奖作品由老师和同学共同投票选出。本次摄影比赛得到

同学们的积极响应，提交的作品丰富多样，都以自己的视角展现了对“暖”的诠释。参加活动的同学们虽不

是摄影专业人士，但其作品都各具特色，从不同的角度发掘了我们生活中很平凡的美。其中，研一学生王微

的作品《含苞待放》以32票的好成绩获得此次摄影比赛的一等奖，此外获奖的还有：史双青作品《心暖》，

何远标作品《烈日》等。比赛结果可以在本期《研究生通讯》封二和封三中看到。此次活动不仅加强了同学

们之间的交流，增进了友谊，更是为同学们的研究生生活增添了色彩。 

（责任编辑：邹中才） 

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生会举办第二届研究生摄影大赛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张舵 

对竞争对手的监测与跟踪。代表性机构的研究进展

可以提供强有力的资源，可以开阔同学们的眼界，

这些机构对研究重点的把握将有助于同学们对研究

热点与其发展方向的预测。 

钱伟长先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本科生毕业

是学会读书；硕士生毕业是学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博士生毕业是满脑子都是问题。研究生提不出

问题，不会提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把大学

学会的本事用上，读文献和剖析研究项目不够广泛

和深入。获取学术信息即需要通过报告这样的快

餐，吸收知识则需要静静细细品味尝试每一个研究

成果这样的菜品。说到这里，北大对研究生中期考

试的要求值得借鉴，北大要求博士研究生在中期考

试时提交两个读书报告（在当今信息时代，阅读当

然不再局限于读论文专著，也包括读项目报告、

PPT、网络论坛和博文等）：一个是专业上的经典书

籍的广泛阅读，一个是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找出感

兴趣的研究点进行的深入的读书报告。进行这些宽

度与深度两个阶段的阅读，可能有助于推进学生尽

快步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和 “满脑子问题”

研究生状态。 

最后预祝同学们学习和研究工作顺利！ 

                                （责任编辑：唐果媛 牛茜茜） 

 

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引领未来 

2013年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年度巡展顺利开幕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邹中才  

    由中国科学院主办,国家科学图书馆等协办的2013年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年度系列展于7月23日在中 国国家科

技馆已经正式开展了。此次展览共展出近两年来中国科学院的二十余项重大的最新科学研究进展和最新成果。展

览 以模拟实体、视屏、图片展为主要形式，同时将开展相关的科技系列讲座。欢迎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全体师生

员工及社会各界人士前往观看。  

（责任编辑：张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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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从文献调研的结果看，目前就

鲁迅是否抄袭了果戈理的《狂人日

记》的讨论多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

的[1-2]。本文拟将这两部作品放在当

前中国《著作权法》的框架下，对鲁

迅的《狂人日记》是否是抄袭了果戈

理的《狂人日记》这一问题进行探

讨，对是否抄袭做出自己的判断。 

 

2.相关的法律概念及规定 

2.1 著作权以及抄袭的概念 

关于著作权的概念，吴汉东指

出著作权是指作者对其作品依法享

有的专有权利，或者说，著作权是指

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对文学、艺术、

科学作品所享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

权利的总称。抄袭作为一种严重的

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指“非法将他

人所有的智力成果占为己有”[3]的

行为，我国《著作权法》采用“剽窃”

一词，但在大多数的司法实践中并

未区别使用这两个词。考虑到从文

学角度探讨这一事件的标题多采用

“抄袭”一词，本文也采用这一概

念，并与“剽窃”一词，未作区别使

用。 

2.2 判定“抄袭”的法律依据 

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

五款明确将“剽窃他人作品”规定

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另外，根据

《国家版权版权管理司关于如何认

定抄袭行为给某某市版权局的答

复》（权司[1999]第 6 号），将抄袭

分为有原封不动的或者基本原封不

动地复制他人作品的低级抄袭，以

及经改头换面后将他人受著作权保

护的独创成分窃为己有的高级抄

袭。又将高级抄袭分为改变作品的

类型将他人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独

立创作的作品，以及不改变作品的

类型，但是利用作品中受著作权保

护的成分并改变作品的具体表现形

式，将他人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独

立创作的作品[4]。此外，我国《图书

期刊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5]的

第十五条对“适当引用”加以限定，

也就是对抄袭做了量上的规定。具

体包括，引用非诗词类作品不得超

过两千五百字或被引用作品的十分

之一，如果多次引用同一部长篇非

诗词类作品，总字数不得超过一万

字；引用的总量不得超过本人创作

作品总量的十分之一。 

 

3.本文采用的判定原则和

方法 

从著作权法角度看鲁迅是否抄袭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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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的关于判定抄袭的法律依据中不难看出，

《著作权法》以及国家版权局的答复都是从原则上加

以规定，并未给出明确的适用标准，而《图书期刊保

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对数量的规定本身就具有较大

的争议性，而且该细则也因为我国加入《trips 协议》

而被废止。 

基于此，本文判定是否抄袭主要依据业界已经形

成的较为成熟的规则。 

3.1判定原则 

判定的原则包括独创性原则和思想与表达的二

分法原则。独创性的原则是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本质

属性，其不同于对文学艺术作品价值上的要求，仅要

求体现作者的独特个性。思想与表达的二分法原则，

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表达，而不保护思想，这是限制著

作权的一项重要原则[6]。在现实判例中，如何区分思

想和表达仍然是具有争议的焦点之一。 

3.2 判定方法 

本文采用的判定方法是“接触加实质性相似”标

准。根据独创性原则要求，若两人偶然创作出同样的

作品，不能判定为抄袭，在实际案例中原告需要出示

被告接触过其作品的证据。而判断实质性相似参照美

国 1992 年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阿尔泰案例中所确立

的三步法。该方法也是学术界最被认可的方法，第一

步“抽象法”，即把作品中属于不受著作权保护的思

想部分排除；第二步“过滤法”，即把两部作品中属

于公有领域的部分过滤除去；第三步“对比法”，将

两部作品剩下的部分进行对比，判断是否实质性相

似。 

4.鲁迅是否抄袭果戈理的《狂人日记》

分析 

由于中国和俄罗

斯同属《伯尔尼公约》

的成员国，俄国文学

大师果戈理的《狂人

日记》的独创性及其

文学价值也有目共睹， 那么如果将其放在当前中国著

作权的制度下，其作品自然享有著作权。在《且介亭

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 鲁迅

就说：“一八三四年顷, 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

经写了《狂人日记》”那么，鲁迅对果戈理这部作品

的“接触”也就毋庸置疑了。根据对两部作品的研读，

下面就对其实质性相似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这两部分别诞生于 1834 年和 1918 年的作

品有着相同的名字——《狂人日记》，都采用讽刺的

手法，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语言风格和

思想并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内容，而且由于时代和背

景的不同，两部作品所抨击的对象和深度也不尽相

同。 

其次，这两部作品有着同样的文体——日记体小

说，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前，中国的确没有这种

文体，所以，在文体上鲁迅无疑借鉴了果戈理的《狂

人日记》，但二者也有所差别，果戈理的作品里每一

篇日记前有具体的日期，鲁迅的作品则是中文序号，

另外，其作品前加有一篇文言文的小序。 

再次，在人物设置方面，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

“狂人”，一个得了“幻想病”一个得了“迫害狂”

的病，同样可以听懂狗的语言。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

一个九等文官，在所在的机构里地位低下，因为爱恋

不得，进而想到“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不是被宫廷

侍从官们就是被将军们捞去了”[7]而由正常到发疯。

鲁迅笔下的狂人则是其所在上等阶层的叛逆者，是被

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ъ 1809 ～ 1852）俄国 19世纪前

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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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宣判为“疯子”的狂人。可见，两个人物虽同

为“狂人”其性格、地位、境遇又完全不同。 

最后，从作品的故事情节来看，果戈理的作品

有日记 20 则，鲁迅的有 13 则。两位狂人主人公所

经历的事件没有一件完全相同或相似。虽然两部作

品的最后，都有“救救孩子”的呼喊，但果戈理的

作品中写的是“妈妈呀，可怜可怜患病的孩子吧”

更多是呼唤一种人性的自我救赎。而鲁迅笔下的狂

人所写的是“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

孩子……”[8]此刻，变换成了救人者的形象，体现

着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担忧。可见，两部作品

并没有实质性相似。 

5.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我国《著作权法》的

角度看，鲁迅并未抄袭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只

是借鉴和模仿了这部作品，关于这种借鉴和模仿对

鲁迅的《狂人日记》文学价值的影响这里不做深入

讨论，以鲁迅自己的话来做阐释：“后起的《狂人

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却比果戈

理的忧愤深广……” 

 

参考文献： 

[1]. 白洁.鲁迅与果戈理《狂人日记》的比较阅读[J].集宁师范

学院学报, 2012,34(1):57-61. 

[2]. 王福和. 果戈理与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和被影响[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3):241-245. 

[3].杨嘉文.试论我国《著作权法》上的剽窃标准[J].法制与经

济，2012,3:30-31. 

[4].惠天灵. 如何认定抄袭、剽窃行为[J].出版发行研究，

2012,3:53-55. 

[5].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S].1985,1. 

[6].万志前. 剽窃界定的“两分法” 及其多维治理[J].出版发

行研究，2013,1:64-66. 

[7].果戈理著,刘开华译. 肖像[M].北京：北京解放军文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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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鲁迅. 呐喊[M]. 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0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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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史双青） 

 

 

为了促进全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及相关专业

优秀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加强其对本专业领域的了

解，提高其对本专业领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并从中

选拔优秀本科生进入中国科学院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

究生，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作为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一级学科培养单位，将于2013年7月15日至

2013年7月19日在北京举办2013年“全国优秀大学生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夏令营”活动。本次夏令营活动

内容主要包括：学术交流、科研实践体验、科研场所

参观、研究生交流与面试等活动。全国各地图情档专

业的在校大学生都踊跃报名参加此次活动，为给更多

优秀同学有机会参加此次夏令营活动，名额由原定的

60人扩大至70人，夏令营具体信息及入选夏令营的成

员名单请查看一下网址： 

http://www.las.cas.cn/jypx/yjsjy/xzfc/

xsywhhd/201304/t20130408_3815254.html 

http://www.las.cas.cn/jypx/yjsjy/xzfc/

xsywhhd/201306/t20130621_3879595.html 

（责任编辑：张舵）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首

届夏令营正式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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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子商务行

业的飞速发展，网络购物被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其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全国网络购物交

易额规模突破千亿大关，达1281．8

亿，相比2007年增长128．5％。网络购

物市场的迅猛发展给B2C电子商务提供

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在体验经

济时代，体验营销作为一种为消费者带

来个性化消费体验的营销手段受到越来

越多企业的重视。B2C电子商务企业可

以借助体验营销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网

络购物体验，从而对B2C电子商务企业

的发展和品牌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选择亚马逊网站为例，具体查

证其网站的建设成本、年运营管理费

用、网站盈利情况。  

卓越亚马逊的前身卓越网成立于

1999年，由金山软件公司投资，主要提

供线上软件下载服务。2000年5月，卓

越网从会山分拆，转型涉足电子商务领

域，主营音像、图书、软件、游戏、礼

品等流行时尚文化产品。卓越网刚进入

市场的时候，那时网络在中国还处于普

及阶段，国内消费者网络购物的消费观

念还没形成，而且电子商务的基础设

施、安全信用、网络支付系统等都一样

处于起步阶段，在这样的市场摸索阶

段，卓越网摒弃了美国亚马逊公司“大

而全”的模式，而是根据当时中国市场

的特点选择供货品种，而图书、音像和

软件产品则成为卓越网的主营产品，这

也符合当时网络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卓

越网通过精选供货品种使得销售品种减

少，但却降低了库存，保证交货时间并

缩短了供货周期。这样卓越网保证了消

费者在其网站购物的品质，而且卓越网

销售的产品都是根据当前市场热点精选

出来的，特别是音像制品，加上低价格

的诱惑，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到其网站

购买。 

随后美国公司的并购使卓越网成为

美国亚马逊全球第七个电子商务网站。

卓越网与亚马逊的并购被大家普遍认为

是亚马逊借道卓越网抢占中国的电子商

务市场，同时也认为亚马逊公司对中国

电子商务市场的前景看好。亚马逊及其

它销售商为客户提供数百力．种独特的

全新、翻新及二手商品，如图书、影

视、音乐、数码电子产品、家居园艺用

品、玩具、婴幼儿用品、食品、服饰、

鞋类等产品，其规模和销售额都是全球

领先的。 

亚马逊致力于成为全球以客户为中

心的公司，以使人们能在网上找到与发

掘任何他们想购买的商品，并力图提供

最低的价格。除了销售产品外，亚马逊

也提供网络服务，亚马逊网络服务

(Amazon Web Services)为亚马逊的开发

客户提供基于其自有的后端技术平台、

通过互联网提供的基础架构服务。利用

该技术平台，开发人员可以实现几乎所

有类型的业务。亚马逊网络服务所提供

服务的案例包括：亚马逊弹性计算网云

(Amazon EC2)、亚马逊简单队列服务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亚马逊

灵活支付服务(Amazon FPS)等。 

现在卓越亚马逊全国的运营中心总

面积已经超过8万平方米，仓储能力增

大了3倍，足够满足未来几年商品种类

零
售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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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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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

以
亚
马
逊
为
例 

                                 
 

2012
级
情
报
学
硕
士 

徐
晓
艺 



2013年第 3 期（总第 44期）                                                                                                                           

09 

销售的大规模扩充。同时，卓越亚马逊物流系统与

亚马逊全球系统进行并轨，不但提高了物流配送的

速度，而且对其仓储配送管理更加智能化。当然，

卓越亚马逊依然强调会根据中国本土电子商务的特

点来制定将来的扩张之路。 

二、分析总结亚马逊电子商务经营策略，成功

与失败之处，以及其成长性,并比较当当和亚马逊

的经营策略的异同。 

卓越亚马逊有许多体验营销的成功之处，一部

分来源于卓越亚马逊结合了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现

状而量身定做，一部分借助于亚马逊十多年的体验

营销经验，以下我们就卓越亚马逊在产品、服务、

互动和承诺四个方面的策略要素来简要探讨一下其

体验营销成功之处。 

首先是产品体验策略。在近几年，卓越亚马逊

开始转型为综合型B2C商城，产品种类越来越多，

从“小而精”向“大而精”发展，毕竟B2C商家要想取

得更好的销售利润，丰富的产品是必不可少的基

础。卓越亚马逊在不断地增加新产品出售的过程

中，却不急于求大求全，其销售的产品依然延续了

当年卓越网的风格，产品种类逐渐增多，但卖的产

品质量好且精美，

并 且 都 保 证 是 正

品。这样有利于定

位整个商城产品的

文化和品位。产品

的网上独家销售是

吸引许多消费者的

原因之一，许多著

名歌手的音乐CD和著名作家的畅销书也是独家授权

在卓越亚马逊上销售，用户可以买到自己喜欢歌手

亲笔签名的音乐CD，或购买到带有畅销书作者签名

的书籍，而这些产品的价格也比较低，对于这些产

品，用户们都很乐意上网购买进行收藏。卓越亚马

逊还与许多国际知名品牌合作开设专卖店，如索

尼、苹果、微软、迪斯尼等，不仅保证商品的可靠

性，而且用户可以在第一时间分享这些国际知名品

牌的创新产品。 

其次是服务体验策略。除了产品，让消费者感

受到服务的周到也是必须的，卓越亚马逊在物流服

务、退换货服务以及支付服务等方面都做得比较到

位。物流服务方面，卓越业马逊提倡一种从客户体

验出发。而非纯从成本出发的业务流程优化理念，

这种理念和实践为客户提供了更方便、快捷的服务

体验，也为企业赢得了新的竞争优势。在运费方面

则采用免运费的方式。支付方面，卓越亚马逊的支

付方式多种多样，除了常见的银行电汇、邮局汇

款、网上银行支付外，货到付款算是卓越亚马逊的

服务特色之一。货到付款不仅消除了购物者的担

忧，也实实在在方便了消费者，它省去了许多网上

银行转账或邮局汇款等麻烦。 

然后是互动体验策略。卓越亚马逊的互动体验

策略的突出特点是借助于计算机技术的领先优势，

与用户进行多层次的互动与沟通，同时也开展体验

式的活动与用户进一步拉近距离。 

最后是承诺体验策略。诚信是构建电子商务的

基础，卓越亚马逊在诚信建设方面也始终努力让消

费者信任自己的品牌，从而放心地在卓越亚马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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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网络购物。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当中的不足。 

首先是品牌体验营销上的不足。卓越亚马逊

作为国内知名的网络购物商城，其品牌虽然有亚

马逊的光环，但其品牌给予国内消费者的体验形

象不足。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对网

络购物的调查报告，网络购物用户对网络购物网

站的第一提及知名度的调查结果所示，淘宝网的

第一提及知名度稳居第一，B2C商家中网络购物用

户对当当网的印象较深刻，而对卓越亚马逊的印

象不够。 

其次是网络社区互动体验的不足。卓越亚马

逊组织用户参观物流中心的体验活动很成功，但

毕竟覆盖范围有限，而在网络商城里的互动活动

却不多。卓越亚马逊的网络社区建设力度不够，

用户在社区上的活跃度不高，这限制了针对网络

社区互动体验营销活动的展开。网络社区是用户

主动性参与最高的一个交流平台，因此卓越亚马

逊应该全力营造一个富有体验趣味性的网络社

区。 

然后是产品体验有待改善。卓越亚马逊对供

应的产品种类追求“大而精”，但不可否认当前其产

品种类还远不能满足广大用络购物者的需求。卓

越亚马逊已经将自己定位为综合型网络商城，目

前销售的产品种类共21类，但还有许多产品种类

还 未 涉

及，比

如 农

服、鞋

子、食

品、婴

幼 儿 用

品 等，

因 此 其

产 品 的

可 扩 展

空间还很大，当然在扩大产品种类的同时还应该

坚持精品化的特色。产品种类的欠缺限制了用户

网络购物一站式体验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用户的购物情绪。 

最后是售后服务体验的欠缺。B2C企业往往只

注重消费者在线购物体验过程，而忽略了在线购

物结束后消费者的体验感受。卓越亚马逊对售后

服务体验也存在不足。卓越亚马逊在将商品交给

用户后，并无后续的追踪服务策略，比如没有及

时取得顾客对该订单服务的评价，建议在每次顾

客收到商品后，卓越亚马逊应及时对用户进行售

后调查，掌握用户对此次购物体验的总体感受，

对于购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予以及时进行解释

或弥补。 

三、从多方面分析零售业开展电子商务的优

势，如成本、电子化供应链管理、支付、物流、

客户关系管理等。 

零售业电子商务的发展时间较短，但其比较

传统的零售业有其自身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1．时空优势。电子商务通过网络中心信息的

发布进行，销售空间随网络体系的延伸而延伸，

客户消费时间由消费者自己决定。因此，这种全

新的时空优势可在更大程度上更大范围上满足用

户的消费需求。 

2．商品展示优势。利用网络全方位展示产品

及服务是网络的特有优势。零售企通过网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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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 拟 企

业，基本不需要很多的实物

基础设施。利用网上多媒体的性能，全方位展示

产品及服务功能的内部结构，从而有助于消费者

完全地认识了商品或服务。 

3．减少库存。电子商务企业通过Internet，可

以快速将市场需求信息传递给生产商，也可以快

速将需求信息传递给供应商适时补充供给，从而

实现零库存管理。 

4．提高效益、降低交易成本。通过网络营销

活动零售企业可以提高营销效率和降低促销费

用，而且电子商务可以降低采购成本，因为借助

零售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寻求最优惠价格的供应

商减少中间环节。5．更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由

于网络的实时互动性，使得消费者更易表达出自

己对产品或服务的评价，这种评价一方面使零售

企业可以更深入了解用户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

零售企业的即时互动式沟通，使得两者之间关系

更加密切。 

从零售业的管理方面来看，电子商务给零售

业带来了更完善的物流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供

应链管理。其对零售业管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1．为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提供了便利。零售企

业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仅要协调企业自身内

部运营的各个环节，还要与包括供应商等在内的

上下游企业紧密配合，实

现企业的供应链管理，

而电子商务正好面向整

个供应链，运用供应链

管理的思想，利用互联

网，整合企业的上下游产

业，构成一个电子商务供应

链网络，使得企业供应链上的

所有参与者之间可以通过网络，实

现资料互换、信息共享，整合合作共同

体的资源，消除了整个供应链网络上不必要的

动作和消耗，促进了供应链向动态的、虚拟的、

全球网络化的方向发展。 

2．增强零售企业间的资讯交流。网络可以使

整个零售业进行高度快速的资讯交流，让从业人

员能够更高效快捷地得到各网上企业的产品。 

3．提供更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由于Internet

的实时互动性，使得消费者更易表达出自己对产

品或服务的评价，这种评价一方面使零售企业可

以更深入了解用户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零售企

业的即时互动式沟通，使得两者之间关系更加密

切。 

4．提高管理效率。时效性是零售业管理一个

很重要的要求，电子商务的实现正好可以满足这

个需求，弥补零售业管理传统模式的不足。它使

管理人员可以随时获得产品的各种信息，及时注

意发生的情况，适时给予监控，实现了项目全过

程管理的电子化、信息化、自动化、实时化和规

模化，有利于提高整个零售业流程的管理效率，

实现零售业效益的最大化。 

总的来讲，零售业应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所带

来的巨大生产力，不断创新，利用电子商务从多

方面改革业务与管理，更好地求得生存和发展。 

四、分析世界零售业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零售业作为流通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企

业基础信息系统——ERP系统的建设，将企业内部

人、财、物资源进行整合和全面管理，建立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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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新型资源——信息管理体

系，为信息资源向上、下游拓展

和应用提供了数据基础。随着集

团化、连锁化、品牌化经营管理

方式的逐渐成熟，零售企业具有

店面多、分布广、享受不同消费

层次的优势，通过电子商务技术

的应用，走创新经营之路，通过

互联网络建立虚拟的网上商店，

节省店面费用和员工工资等经营

成本，通过网上贸易和商品展

示，挖掘信息资源的潜在利润。 

在供应商方面我们可以分析

如下：供应商是为其需求单位提

供产品的企业，是零售企业取得

利润的重要保障，处于供应链的

上游。随着企业ERP系统的建设和

电子商务的发展，供应商与零售

企业之间的信息交互以及最大限

度的满足市场需求提出了整合供

应链资源的需求。借助Internet技

术，零售企业与供应商从基本信

息交流开始，建立新型的工作方

式和沟通方式，协调零售企业和

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加快了对市

场需求的响应，利用供应商和零

售企业之间的共享数据和信息资

源，为企业抢占市场提供技术支

持。面向供应商的电子商务应

用，涉及的内容应有：供应商同

零售商关于新品介绍、变价等内

容的电子邮件，供应商上网查询

供应商产品的销售、库存情况，

供应商在网上查阅订单和确认结

算单等业务。面向供应商的电子

商务发展的高级阶段，应该是由

供应商驱动库存，即所谓的供应

链管理。供应商在网上动态查询

当前的库存，根据库存及销售情

况，自行补充库存。这样，就不

再需要通过采购员频繁的补货订

单向厂家订货，加快了对市场的

反应速度，减少了信息的交流环

节，节约了相应的人力物力。 

在顾客方面，顾客是零售商

收入的来源，通过互联网对顾客

提供优质的服务，将会提升零售

企业的竞争力。顾客可以直接登

录到商家的站点，获得相应的商

品信息、价格信息、促销活动的

信息，并实施网上购物。零售企

业对顾客的电子商务应用，主要

在于信息服务及网上购物。信息

服务是当前对顾客电子商务活动

的主要内容，企业通过自己的主

页，宣传本企业的商品和促销活

动，扩大了企业的知名度，改善

了同顾客的沟通。网上购物是当

前正在发展中的电子商务手段，

由于信用问题和电子支付问题尚

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网上购物尚

未成为零售业电子商务的主要内

容，已有的网上购物站点运转良

好的为数不多，全社会的电子交

易安全和电子支付问题解决之

后，网上购物将会对零售业产生

较大的影响。 

通过引进开发计算机信息系

统、销售终端系统、电子转账系

统、电子定货系统等，实现商业

自动化，提高运作效率，降低流

通成本，加强零售连锁企业的总

体竞争能力。因此从产业结构调

整的全局出发，积极研究和顺应

零售业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抓

住电子商务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选择有全行业意义的共性问题与

结合点，建设行业的科技服务体

系，推动零售业的技术创新与制

度创新；打造中国零售业的“航空

母舰”，形成我国零售业的主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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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应用模式，带动全行业的

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增强我国

零售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应对加

入Internet之后的严峻挑战，这既

是我国流通产业面临的重大战略

性问题，也是急迫的策略性问

题。      

总之，从目前信息技术发展

的趋势来看，结合零售业本身的

特点，建立完整的零售业电子商

务体系及信息整合模型，必将会

提高整个行业的信息化水平，给

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也必

然会推动社会进步。 

五、分析调查国内零售业电

子商务发展现状，指出其中存在

的问题，并思考相关发展和策

略。 

我国目前在零售电子商务

上，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的零售业

组织结构层次过复杂、市场反应

不灵敏等一些弊病。李双政、冯

冈平在《谈广东零售企业适应新

技术应用的组织结构构建》和项

义军、吴敏在《我国零售商业企

业业务流程再造实证分析》两篇

文章中都不约而同的

提到了组织的扁平化

问题，提出将传统的

零售管理的金字塔

式、自上而下、递阶

控制的层次结构大大

压缩成直线职能制结构的中间管

理层次，从而适应信息导向的管

理要求，加速信息的传输， 而且

随着中层管理的缩减，组织等级

结构的层次减少，组织的整体结

构趋向扁平化发展。而随着电子

商务技术的引入，也使组织的扁

平化成为可能。 

中国零售企业的发展历程，

同时是信息技术在零售业中应用

范围不断扩大的历程。虽然在短

短的20多年里，中国零售业的信

息技术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

级，走完了国外近半个世纪才走

完的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

绩，但总的说来，中国还处在一

个很不成熟的阶段，交易规模远

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网民

参与网上交易的比例与发达国家

相比也有一定的距离。一项网上

问卷调查显示，我国仅4成的网民

对网上交易感到满意。而全球网

民对网上交易的满意度要高的

多，这充分表明我国零售电子商

务企业的服务质量还有待提高。 

1．观念落后 

虽然中国的各种媒体都对电

子商务进行了详尽的宣传、介

绍，但许多企业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仍然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问

题，比如说，认为电子商务就是

网上购物。因此，大多数企业未

能充分利用电子商务来服务于企

业的管理和商务的需要，以此来

降低成本、增强盈利能力。另

外，零售业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存

在着一个如何看待与传统零售业

的关系问题。传统零售业的发展

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它的

操作模式和经营方法都已被消费

者普遍认可和接受，但电子商务

的发展仅有几年的时间，虽然发

展极为迅速，但人们对它的接受

程度还很有限，人们的消费习惯

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导致绝大

多数售商不愿尝试和接触这种新

兴的经营方式，甚至将电子商务

的渗入视为竞争者而不断加以排

斥，使得自身生存环境恶化。 

2．系统老化 

不少现在开展零售业务的企

业的信息系统是前几年建立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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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无论是使用设备，技术构

架还是管理思想都已不能适应现

代商业发展的要求，大大限制了

这些企业电子商务的实施。与新

兴实行零售业务的电子商务企业

相比较，其办事效益低，成本

高，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竞争中，

弱势逐渐显现。 

3．信息封闭 

大多企业的信息系统只是一

个简单的内部进一销～存管理系

统，加上信息系统老化，这些企

业成了“信息孤岛”，与外界(如顾

客和供应商)很少有及时的信息交

换，使得企业信息的价值没有被

充分挖掘和利用，丧失了大量向

外拓展业务和吸引更多潜在顾客

的机会． 

4．配送和支付滞后 

配送和支付是目前大多数从

事零售电子商务的企业所面临的

共同问题。如何在提高配送时效

和控制成本之问寻找一个平衡点

始终困扰着所有的电子商务网

站。另外，支付也是一个难题，

网络安全一直是个敏感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始终会给顾

客网上支付带来心理障碍。 

5．网上销售的商品还有待

优化 

电子商务不能像传统零售业

那样包罗万象，比如对存储条件

要求高的物品像易腐食品以及价

值较高的物品如古董、珠宝，就

不太适合拿到网上销售。而在使

用上比较复杂，产品价值和科技

含量比较高，专业性比较强的产

品像计算机、办公设备等则比较

适合在网上销售，对那些日常生

活用品，人们对它已经很熟悉，

而且传统的销售网络又非常丰

富，显然不适合在网上销售，至

少目前的阶段还不适合。所以，

网上销售的商品结构还有待进一

步优化。 

面对现阶段零售业面临的诸

多问题，优化我国零售业组织结

构成为了提高零售业生存能力以

及竞争盈利能力的当务之急。零

售业电子商务

的应用对于零

售业的健康发

展意义重大，

主要体现在： 

1．可 以

帮助零售业建

立高效的物流

配送系统，提

高流通效率；

提升零售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加

强企业自身改造的力度，还需要

企业建立高效的物流配送系统，

降低物流配送成本，以较低的总

成本赢得较高利润。 

2．可以是降低供应链长

度、遏制供应链内部的恶性竞

争，通过供应链的优化与集中，

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3．充分发挥网络营销的作

用，根据顾客需求的差异性组织

订货，形成合理的商品结构，缩

减商品在运输、配送、库存、上

架、销售的时间成本，以最佳时

间、最佳地点实现商品价值的转

移。 

4．减少配送环节，提升配

送效率。零售企业实行统一配

送，充分利用网络实现信息共

享，能够对产品的销售情况作出

快速反应，提升配送、进货的效

率，减少劳动成本。             

（责任编辑：唐果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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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II使用有感 

2012 级情报学硕士  刘静  

于本科四年的生活来看，有关知识服务的记忆

总是模糊而单薄的。每次想到有关于知识服务的话

题，也只是在图书馆的系统上查询一下想要的书

目，然后按照指示去寻找。好像穿过一排排的书

架，用指尖滑过一本本的书脊，就算是用到了学校

提供的知识服务资源。进入了研究生生活，才发现

自己到底有多么浅薄，需要自己学习探究的内容数

不胜数，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学习都需要自己去发

掘，自己去深入了解。在导师的引导下，我接触了

Citespace II这个软件。Citespace II是由美籍华人，大

连理工大学长江学者——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一款科

学文献趋势可视化软件。它功能强大，使用方便，

与数据库资源接口完善，是一款可以直观的识别学

科热点，观察学科发展趋势的软件。 

开始的时候，因为关于这款软件的相关学习资

料比较少，我不得不来到图书馆查找相关文献。在

许许多多的文学影视作品中，图书馆总是很浪漫的

一个地方。有着午后的阳光，令人安心的书本味

道，低头看书或是望向窗外的少年。色调简单而统

一，让人能静下心来。最重要的是，图书馆卧虎藏

龙，到处都是文献情报方面的高手，老师们帮我解

决 了 很 多 资 料 收

集、文献下载以及

软件使用方面的问

题，让我在软件学

习的过程中少走很

多弯路。 

在下载使用该软件

以及查找相关资料

的过程中，我关注

了陈超美教授博客，主要讲解Citespace II中的一些

具体使用方法以及样例。其中，针对用户常见的一

些问题，陈超美教授也会定期的进行回复。这个博

客也相当于这款软件非常专业的一个交流平台。同

时，还有专门的软件使用交流群，集百家指挥，解

决问题及时有效。 

Citespace II可以从多个数据库中导入数据，特

别是常用的WoS和PubMed数据库的数据可以直接导

入其中，进行可视化分析。在中文数据库中，也可

以将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导出的数据进行格式转换后，进行可视

化分析。Citespace II可以实现对搜索文献的作者、

机构、国家、术语（来自文献标题和摘要）和关键

词（来自文献主题词和标引词）的共现分析，引

文、作者和期刊的共被引分析以及文献耦合分析。

可以观察爆发词或对爆发文献探测。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与我的外校同学进行了

沟通交流以及共同学习。我们发现Citespace II的功

能比较强大，可以基于文献绘制各类的知识图谱。

同时它也提供聚类、时间序列和时区三种图谱布

局。相比于其他的知识图谱绘制软件，Citespace II

的图谱比较直观，可视化效果好，易于学者对图谱

进行后期解读。在图谱中有着许多的节点，节点与

节点之间还有连线。节点圆圈的大小代表了该节点

的中心度。而节点年轮的厚度代表了该节点在不同

年份的被引情况。节点的颜色也有不同，它随着年

份的变化而变化，观察颜色的变化可以看出该学科

的热点动向。而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粗细代表了

该节点之间的共现频次。 

然而Citespace II这款软件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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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运行的时候内存消耗比较大。在图谱当中，各

个节点字体大小完全一样，不能设置随着节点频次

或中心度的增大而增大。有时候如果处理的数据量

较大的话，软件通常会进入无反应状态。 

而对于文献处理的知识图谱绘制软件，市面上已有

数十种，一些比较知名的有Ucinet、VOSviewer、

SPSS等，它们各有各的优势，也有自己的不足。比

如，Ucinet相比Citespace II而言，处理数据量大，而

且内存消耗量小，视图简洁清晰，易于解读，另外

还集成了两大可视化软件：Netdraw和Pajek，能够较

好的处理转换后的中文数据。但是，Ucinet只能识别

矩阵数据，因此前期的原始数据处理和清洗需要花

费 很 多 时 间。VOSviewer与Citespace类 似，但 是

Citespace最多只能处理5000个节点，而VOSviewer处

理的数据量更大。SPSS最大的优点在于其易学易

用，功能全面，支持丰富的数据源，具备强大的数

据访问和管理能力以及数据统计分析功能，其多维

尺度分析和聚类分析功能可用于构建科学知识图

谱，识别研究热点，但是SPSS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

过程比较复杂，生成的维度尺图也比较简单，动态

性较弱，而且只能处理和分析数值型数据，需要构

建特定格式的数据。 

在学习Citespace II的过程中，我才发现一名真

正的情报人员所具有的深厚的知识素养以及高超的

技术技能，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情报人员钟情于

这门学科，执着于这份事业。因为它的趣味之浓，

内涵之深，意义之大。我为身为一名情报学研究生

而感到无上光荣，也为自己与真正的情报人员之间

的巨大差距而万分羞愧。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查找

资料的地方，它也可以给予我们启发，给予我们解

决问题的线索，更重要的是，它一直在引导我们走

在自主学习的道路上。 

（责任编辑：徐晓艺） 

科学引文分析学术报告会在国科图顺利举行  

2013年6月24日，国科图与汤森路透共同举办了科学引文分析学术报告会。此次报告会邀请了汤森路

透资深引证分析顾问David Pendlebury先生做关于运用引文分析如何发现研究合作者的报告，以及InCites2.0

的未来发展前景。报告会同时邀请国家科学图书馆情报研究部杨立英博士和汤森路透的马楠咨询师介绍

Incites分析工具的实际应用。参加此次报告会的有来自京区各个学校的教师及同学，国科图各年级研究生

也都参加了此次报告会，并在报告中与David Pendlebury先生及杨丽英博士进行了学术交流，加深了自己对

科学引文分析相关知识的了解。 

（责任编辑：邹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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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中关键词的齐普夫分布 
 

2012级情报学硕士 唐果媛 

1 前言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而人们

获取巨大信息量的途径主要是依靠互联网。随着互

联网的日益普及，网络对公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由于网络信息较之于传统媒体具有信息总量巨大、

内容快捷及时、获取成本低廉、信息检索方便、交

流反馈自由等特点，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把网络作为

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由于网络信息量的庞大，在

人们获取网络信息的过程中，没有各种各样的搜索

引擎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同时也要求搜索引擎

必须具有较高的检索速度和准确性。为了提高搜索

引擎搜索效率，对网络信息搜索过程中的一些统计

数据进行分析，寻找其一般性的规律是必要的。在

国内，百度是公众最常用的中文搜索引擎，它发布

了一个百度搜索风云榜，能够实时更新当前网友最

关注，搜索最热门的内容，保证用户以快速便捷的

方式对自己感兴趣的热门内容进行关注。从信息计

量学的角度思考，如果把百度搜索引擎的整个信息

环境看成一篇文章，把关键词的被搜索频率看成是

词频，我们可以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Zipf定律。那

么本文主要是利用百度搜索引擎提供的关键词热门

搜索榜单的数据来验证关键词的搜索量符合齐普夫

分布）。从理论上看，如果验证了搜索引擎中关键

词的检索量符合齐普夫分布，那么即扩大了齐普夫

定律适用的范围。 

2  搜索引擎中关键词搜索量的分布研究 

2.1数据准备与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百度搜索风云榜。百度搜索

风云榜是百度网页搜索中，事件、娱乐、生活等十几

种类型的热门搜索内容的集合。百度搜索风云榜能够

实时更新当前网友最关注，搜索最热门的内容，保证

用户以快速便捷的方式对自己感兴趣的热门内容进

行关注。本文选取的热门搜索榜单的搜索量数据来源

于百度自然搜索数据，按搜索量排名。每天发布的关

键词榜单是根据前一天 0:00--24:00 的搜索量统计自

动计算生成，每天早上自动更新。为了避免系统更新

数据不及时，每天摘录数据的时间定为中午以后，摘

录时要对比前一天的数据，确保数据是当天已经更新

过的。 

本文主要使用实证的方法来进行课题的研究，要

收集处理比较多的数据，我主要用 Origin 和 Excel 软

件来进行数据的预处理与分析。Excel 是微软办公套

装软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进行各种数据的

处理和统计分析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函数和图表

模板，可以方便的编辑公式，使用拖拉等方法复制公

百度（Nasdaq简称： BIDU）是全球最大的

中文搜索引擎，2000年 1月由李彦宏、徐

勇两人创立于北京中关村，致力于向人们

提供“简单，可依赖”的信息获取方式。

“百度”二字源于中国宋朝词人辛弃疾的

《青玉案·元夕》词句“众里寻他千百

度”，象征着百度对中文信息检索技术的执

著追求。  

http://baike.baidu.com/view/560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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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同时提供了数据筛选等一些实用的功能，还可以

使用 VBA 语言进行编程，以实现一些比较复杂或重

复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它的操作尤其是制作图像非

常方便，所有功能都很人性化，使得数据处理的过程

变得比较轻松。Excel 还提供了一组数据分析工具，

只需为每一个分析提供必要的数据和参数就能得到

比较全面的结果和图像，省去了不少中间步骤。在本

文中我主要使用 Excel 进行原始数据的预处理，计算

得出 Origin 软件需要的数据形式。Origin 软件是公认

的简单易学、操作灵活、功能强大的软件，既可以满

足一般用户的制图需要，也可以满足高级用户数据

分析、函数拟合的需要。本文中主要使用了 Origin 的

两大主要功能：数据分析和绘图，首先利用 Excel 预

处理过的数据来绘出散点图，然后进行曲线拟合，得

到所需要的参数数据。 

2.2关键词搜索量的齐普夫分布 

鉴于目前搜索引擎在人们生活中举重若轻的

地位，探究关键词在信息检索中被搜索的频率的

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信息计量学的角度

思考，如果把百度搜索引擎的整个信息环境看成

Zipf定律中的一篇文章，把关键词的被搜索频率看

成是词频，我们可以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Zipf定

律。 

传统的齐普夫定律描述的是，若将文章中的

词按照出现的频次降序排列，则词频与对应排序

值的乘积保持不变，在这里我们把对象转换为搜

索引擎中关键词与被搜索频次，并考察被搜索频

次在关键词中是否服从Zipf分布，采取这种做法的

原因是考虑到齐普夫定律在词频分布中所具有的

普适性，而且即便不服从，统计结果是否能呈现

出新的规律性特征，这种新的规律与齐普夫定律

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以及能否采取调整统计对象

或是改变数据统计策略使得统计结果服从Zipf分布

等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探索，有助于我们对齐普

夫定律能够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并使其研究可以

有进一步的拓展。 

若关键词的搜索词频分布服从齐普夫分布的

话，利用朱斯的双参数等级分布律，则应满足： 

表1  2012年3月5日热门搜索榜单相关数据 

关键词 位序 r 搜索次数 f f*r logr logf 

淘宝网 1 1156432 1156432 0 6.06312 

4399 2 672772 1345544 0.30103 5.827868 

NBA 3 607432 1822296 0.477121 5.783498 

优酷 4 550951 2203804 0.60206 5.741113 

快播 5 539745 2698725 0.69897 5.732189 

火影忍者 6 537896 3227376 0.778151 5.730698 

樱桃 7 456195 3193365 0.845098 5.659151 

新浪微博 8 438325 3506600 0.90309 5.641796 

QQ 9 411940 3707460 0.954243 5.614834 

…… …… …… …… …… …… 

拥抱太阳的月亮 98 85895 8417710 1.991226 4.933968 

百里挑一 99 85663 8480637 1.995635 4.932793 

on call 36 小时 100 85633 8563300 2 4.932641 

http://top.baidu.com/detail.php?b=2&w=%CC%D4%B1%A6%CD%F8
http://top.baidu.com/detail.php?b=2&w=4399
http://top.baidu.com/detail.php?b=2&w=nba
http://top.baidu.com/detail.php?b=2&w=%D3%C5%BF%E1
http://top.baidu.com/detail.php?b=2&w=%BF%EC%B2%A5
http://top.baidu.com/detail.php?b=2&w=%BB%F0%D3%B0%C8%CC%D5%DF
http://top.baidu.com/detail.php?b=2&w=%D3%A3%CC%D2
http://top.baidu.com/detail.php?b=2&w=%D0%C2%C0%CB%CE%A2%B2%A9
http://top.baidu.com/detail.php?b=2&w=qq
http://top.baidu.com/detail.php?b=2&w=%D3%B5%B1%A7%CC%AB%D1%F4%B5%C4%D4%C2%C1%C1
http://top.baidu.com/detail.php?b=2&w=%B0%D9%C0%EF%CC%F4%D2%BB
http://top.baidu.com/detail.php?b=2&w=on%20call%2036%D0%A1%CA%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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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图书馆成功举办2013年 

“公众科学日”活动 

春意盎然，百花盛开的五月，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5月18日，国家

科学图书馆推出了题为“绚丽多彩的数字互动媒体世界”科学对话活动，特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张晓鹏研究员和北京盛开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祥永博士，与听众开展现场对话交流。国家科学图

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何林出席此次活动并为主

讲嘉宾颁发“科学人讲坛”特邀嘉宾聘书，300

余位大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了科学对话

活动。 

活动中专家的讲解引发了现场听众对数字互动媒

体技术的浓厚兴趣，对话互动环节气氛热烈，听

众就远程控制技术发展远景、虚拟技术在医疗领

域的应用、图像采集速度、人脸定位技术、体感

技术的应用等问题与专家进行了对话交流。 

（责任编辑：张舵） 

rɑ·f = c；式（2-1） 

其中，f为百度搜索风云榜中热门搜索榜单中关键词的搜索次数，r为相应的位序，c为常数，ɑ为Zipf指

数。对上边的式（2-1）取对数后，得到 

log f + ɑ log r = log c；式（2-1） 

规定：log f = y，log r = x，log c = b，ɑ = a，Zipf指数ɑ表现为对数坐标中直线的斜率，则 

Y = b - ax；式（2-3） 

本文选取百度风云榜2012年3月5日的热门搜索榜单作为一个数据集，然后建立以下表格。 

从表1中的f*r这个指标看，出现了区域的稳定性，即在某一段区间上数据是稳定的，过一段后数据会发

生变化，但是接下来的这段区间数据又会保持一定的稳定。由于榜单呈现的数据量比较少，我们观察到的数

据总的变化趋势是一直提升的，而不是先提升到一定值后再慢慢下降。这个与齐普夫定律是不一致的，这是

由于截取数据的数量太少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们选取的数据只是满足齐普夫定律中的前半部分数据的规

律。 

那么接下来用图像法来描述齐普夫定律，如果对f和r都取对数，并分别以log r为横坐标，log f为纵坐

标，根据上边的现象，那么可以预测得到的图形应为：除了开始部分，散点应该成一条近似的直线，而不是

像齐普夫定律那样是除了开始和结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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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下面来看看3月5日热门搜索榜单相关数据的齐普

夫分布图： 

图1中，横纵坐标为对位序r和词频f以10为底的对

数，实点表示各关键词的词频实际统计数字取对数后

的数值，实线为用式（2-3）进行曲线拟合所得结

果，得到b=6.16818，a=0.60823。 

从上边的分布图可以看到，在开始时候分布没有

规律，但是在后半部分表示出了一定的直线性，这恰

恰与上边的猜想一致，从我们选取的数据数量来说，

这是与齐普夫定律相吻合的。但是从这个图上也发

现，中间有一部分散点是远远高于拟合直线的，即这

部分点相对于拟合直线来说是明显凸出的，且这一部

分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直线性，说明搜索关键词的词频

分布不但总体基本满足Zipf定律，而且在分布曲线的

局部也可明显的观察到有分段符合Zipf定律的现象。

从分布图上看来，各段所包括的数据点个数从几个到

十几个不等，大体上随着序号r的增大而增多，各段

的斜率与总体分布的斜率的差值随r的增大呈减小趋

势。 

但是上边得到的结果究竟是偶然的结果，还是有

必然的联系，图像中间凸出的一部分是某一份榜单偶

然的现象还是每份榜单都存在的必然现象。为了进一

步验证探讨这些，接着对连续搜集的3月份到4月份的

49份热门搜索榜单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及曲线拟合。首

先对每一份榜单的数据利用Excel进行预处理，即对

每个关键词的位序和频率取对数；然后利用Origin软

件对预处理过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曲线拟合。 

分析49份榜单数据，得到的结论是，每一份数据

拟合的图像都是除了开始部分没有规律，后半部分都

表示出了一定的直线性，而且有些是呈现分段直线

性，这与齐普夫定律是相吻合的。同时，每一份数据

的图像都呈现出了中间部分点相对于拟合直线是明显

突出的，且出现的位置都大体相同。所以，从统计数

据上看，可以认为搜索频次在关键词中的分布符合齐

普夫分布。 

接着以3月5日榜单数据为例，对关键词的累积数

与相应的搜索频次累积数分别进行统计，由此可以得

到两者累积比重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3月5日热门搜索榜单中的关键词总数为100个，

与关键词对应的搜索频次总计为19,573,775次，图

中，当x=0.06时，y=0.2077，当x=0.6时，y=0.7993。

说明有20.77%的搜索次数分布在6%的关键词当中，

同时有20.07%的搜索次数分布在40%的关键词中，这

些从直观上意味着存在少部分的关键词，与之对应的

搜索频次相对较高，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关键词，对应

的搜索频次相对较少，搜索次数在关键词上的分布有

一定程度的集中与分散性。 

最省力法则是对传统的齐普夫定律的一个解释，

即信息的发送方与接受方在信息传递与信息获取过程

中具有使自身最省力或者付出代价最小的倾向，齐普

夫分布是在保证信息有效传输的前提下由双方的最省

力倾向所共同形成的平衡状态。在搜索引擎中，关键

词的搜索次数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人们对某一事物

或者现象的关注度，若某一关键词的搜索次数比较

高，说明人们对此关键词所代表的东西的关心程度较

高，反之亦然。所以对上边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存在 

图1百度搜索引擎2012年3月5日搜索排名前100个关键词的搜索

词频分布图 

图 2 关键词与搜索次数的累积比重关系图 



2013年第 3 期（总第 44期）                                                                                                                           

21 

少数关键词是大多数人们在同一时期都比较关注的

方面，比如淘宝网、QQ、NBA 以及一些热门话题等，

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关键词是少部分人们所关注的领

域，这反映了人们的关注领域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差

异性的一面。  

3  关键词搜索量的齐普夫分布中的Zipf指数分析 

3.1 Zipf指数取值范围 

分析了 49 分榜单数据后，对每一份数据的 Zipf

指数按取值范围进行统计，如下图： 

从图3可以看到，这49份数据的Zipf指数还是比

较集中的，主要分布在0.55-0.67之间，但是也有两天

的Zipf指数比较高，至于为什么会比较高，本文在后

边的部分会进行分析。通过Excel计算得到，Zipf指数

的平均值是0.61023。 

接下来，来看看这连续的49份数据的Zipf指数随

日期的变化情况，如下： 

从图4的百度搜索词频分布的Zipf指数关于各天

的变化情况看，存在Zipf指数的波动现象，可以看到

两个较高的波峰（在3月17日和4月12日）和三个波谷

（3月7日、3月29日、4月20日）。同时，两个波峰的

特征表现得更突出。 

3.2分析Zipf指数波动现象 

由于本文仅统计了不到两个月的变化情况，目前

尚不能判定该波动是否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但是可以

猜想这一波动现象有可能来源于非网络信息媒介的信

息对网络信息搜索的影响，使得对某些关键词的搜索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相对集中或相对较少，从而使搜

索关键词词频分布的Zipf指数出现了波动，类似于受

到某种不规则策动力的受迫振动。 

鉴于此着重研究两个特征明显的波峰的数据，即

3月17日和4月12日两天的数据，与Zipf指数处于平均

值水平的数据作对比。很明显这两天排在第一名的关

键词发生了变化，且搜索词频远远高于大多数日期的

热门搜索榜单中排在第一位的关键词“淘宝网”。 

3月17日排在第一、二名的关键词是“薄熙来”

和“王立军”，且“薄熙来”的搜索量是当天“淘宝

网”搜索量的三倍，“王立军”的搜索量是“淘宝

网”搜索量的接近两倍。3月17日数据分布的Zipf指

数为0.73859，比49份数据分布的Zipf指数的平均值

0.61023高出很多。如果把关键词“薄熙来”的数据

删除，那么剩下的99个关键词按照搜索量进行排序，

其分布的Zipf指数为0.66892；若把关键词“薄熙来”

和“王立军”的数据都删掉，那么剩下的数据分布的

Zipf指数为0.61145，非常接近Zipf指数的平均值。很

明显3月17日数据分布的Zipf指数很高的原因是，

“薄熙来”和“王立军”这两个关键词的搜索量异常

高。 

再来看看4月12日排行榜，排在第一名的也是

“薄熙来”，其搜索量是排在第二名的“淘宝网”搜

索量的四倍，其数据分布的Zipf指数为0.69786。若把

关键词“薄熙来”的数据删掉，剩下的数据分布的

Zipf指数为0.60337，也是比较接近Zipf指数的平均

值。 

关键词“薄熙来”和“王立军”所反映出来的是

一次偶然事件，而且在国内是一个关注度比较高的事

件。那么说明搜索量异常高的关键词对排行榜的数据

分布的Zipf指数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Zipf指数出现

明显波动的原因。就所搜集的49份数据来看，这种波

动是由偶然高度关注事件引起的，是无规律的，也就

是说Zipf指数出现的这种波动可能呈现出某些混沌现

象。 

图3百度搜索引擎49份热门搜索榜单中词频分布的Zipf指数

分布 

图 4 百度搜索引擎 49 份热门搜索榜单中词频分布的 Zipf 指数

随日期的波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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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门搜索榜单中关键词出现次数的分布研究 

4.1 数据准备与处理 

在上边的研究中，是单独来分析每份热门搜索榜

单的，得到的结论是，每份榜单中关键词搜索量的分

布是符合齐普夫分布的。那么在这一部分中，将会把

得到的 49 份热门搜索榜单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主要围绕关键词在这 49 份榜单中出现次数的分布情

况来分析。如果把 49 份热门搜索榜单中的所有关键词

看成 Zipf 定律中的一篇文章，把关键词出现的次数看

成是词频。那么可以初步猜想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也是

满足齐普夫定律的。为了验证这一猜想，需要对 49 份

榜单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分析所需要的数据。 

首先把 49 份榜单数据中的关键词整合到一个表

格中，然后利用 EXCEL 统计出每个关键词出现的次

数，同时应注意关键词出现次数的范围应该为 1 到 49

之间（包括 1 和 49）。接着按照出现次数的大小对关

键词进行排序，此时会发现有很多关键词出现的次数

是相同的，这些关键词叫做同频词，同频词的词等级

应该是相同的。比如，出现最多次数 49 次的关键词有

27 个，那么这 27 个关键词都属于 1~27 的词等级，依

次类推，出现 48 次的关键词有 9 个，则这 9 个关键词

的词等级是 28~36 ……接着计算出同频次的平均词

序，以便利于计算。至此，关键词在 49 份榜单中出现

的词频和词序数据均已准备妥当，接下来就要利用这

些数据来验证关键词的出现次数是否满足 Zipf 定律。 

4.2 关键词在热门搜索榜单中出现次数的齐普夫

分布 

为了验证关键词在 49 份热门搜索榜单中出现的

次数满足齐普夫分布，需要利用上边统计得到的在 49

份热门搜索榜单中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以及词序的数

据，来验证其是否满足朱斯的双参数等级分布公式，

即 

rɑ·f = c ；式（2-1） 

其中，f 表示关键词在 49 份热门搜索榜单中出现

的次数，r 表示关键词的平均词序，c 为常数，ɑ 为 Zipf

指数。 

然后对式（2-1）两边同时取对数，规定： log f =  

词频 词序 平均词序 f*r  logf logr 

f   r   y x 

49 1~27 14 686 1.690196 1.146128 

48 28~36 32 1536 1.681241 1.50515 

47 37~41 39 1833 1.672098 1.591065 

46 42~44 43 1978 1.662758 1.633468 

45 45~47 46 2070 1.653213 1.662758 

44 48~49 48.5 2134 1.643453 1.685742 

41 50 50 2050 1.612784 1.69897 

40 51~53 52 2080 1.60206 1.716003 

39 54~56 55 2145 1.591065 1.740363 

38 57~60 58.5 2223 1.579784 1.767156 

37 61~63 62 2294 1.568202 1.792392 

35 64~65 64.5 2257.5 1.544068 1.80956 

33 66~67 66.5 2194.5 1.518514 1.822822 

32 68~69 68.5 2192 1.50515 1.835691 

31 70~71 70.5 2185.5 1.491362 1.848189 

29 72~73 72.5 2102.5 1.462398 1.860338 

27 74~77 75.5 2038.5 1.431364 1.877947 

26 78 78 2028 1.414973 1.892095 

24 79~82 80.5 1932 1.380211 1.905796 

23 83~85 84 1932 1.361728 1.924279 

22 86 86 1892 1.342423 1.934498 

21 87~89 88 1848 1.322219 1.944483 

20 90~96 93 1860 1.30103 1.968483 

18 97~100 98.5 1773 1.255273 1.993436 

17 101~105 103 1751 1.230449 2.012837 

16 106~108 107 1712 1.20412 2.029384 

15 109~112 110.5 1657.5 1.176091 2.043362 

14 113~115 113 1582 1.146128 2.053078 

13 116~119 117.5 1527.5 1.113943 2.070038 

12 120~124 122 1464 1.079181 2.08636 

11 125~133 129 1419 1.041393 2.11059 

10 134~139 136.5 1365 1 2.135133 

9 140~143 141.5 1273.5 0.954243 2.150756 

8 144~148 146 1168 0.90309 2.164353 

7 149~152 150.5 1053.5 0.845098 2.177536 

6 153~158 155.5 933 0.778151 2.19173 

5 159~173 166 830 0.69897 2.220108 

4 174~186 180 720 0.60206 2.255273 

3 187~212 199.5 598.5 0.477121 2.299943 

2 213~263 238 476 0.30103 2.376577 

1 264~404 334 334 0 2.523746 

表 2 关键词在热门搜索榜单中出现次数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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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log r = x，log c = b，ɑ = a，那么式（2-1）可变

换为： 

Y = b - ax；式（2-2） 

对关键词在热门搜索榜单中出现次数的相关数据做成

以上表格 2。  

数据统计、建立表格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如

何利用这些信息得到一些结论。在49份热门搜索榜单

中一共有不同关键词404个。从表2中，可以发现，f*r

指标数据大体的变化趋势是先逐渐变大，然后保持一

段时间的稳定性，最后再逐渐减小，同时出现了区域

的稳定性，从这种情况看来数据有符合齐普夫定律的

趋势，因为齐普夫定律的常数也并不是唯一固定的。

从这方面来看，是比第二部分分析中每份榜单中关键

词搜索量的分布更接近齐普夫分布。 

下面用图像法来直观的阐释。 

图5相关数据齐普夫分布图 

从图5可以看到，图像显示出了齐普夫曲线的特

征，在开始和结尾的时候分布没有规律，但是中间部

分表示出了一定的直线性，这恰恰和齐普夫规律吻

合，齐普夫定律也表现出在开始和结尾部分的差异以

及中间部分的稳定的线性特征。这说明关键词在榜单

中出现次数的相关数据具有齐普夫词频分布理论的基

本特性。 

接下来对关键词的累积数与相应的出现次数累积

数分别进行统计，由此可以得到两者累积比重之间的

关系如图所示。 

49份热门搜索榜单中，有不同关键词404个，它

们总共出现的次数为4900次，图6中，当x=0.0520

时，y=0.21，当x=0.2649时，y=0.8007。说 明 有21%

的出现次数分布在5.20%的关键词当中，同时有

19.93%的出现次数分布在73.51%的关键词中。这个结

果是比较接近最省力原则的，即通常所说的这些从直

观上意味着存在少部分的关键词，与之对应的出现次

数相对较高，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关键词，对应的出现

次数较少，出现次数在关键词上的分布有明显的集中

与分散性。 

49份热门搜索榜单中，有不同关键词404个，它

们总共出现的次数为4900次，图6中，当x=0.0520

时，y=0.21，当x=0.2649时，y=0.8007。说 明 有21%

的出现次数分布在5.20%的关键词当中，同时有

19.93%的出现次数分布在73.51%的关键词中。这个结

果是比较接近最省力原则的，即通常所说的这些从直

观上意味着存在少部分的关键词，与之对应的出现次

数相对较高，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关键词，对应的出现

次数较少，出现次数在关键词上的分布有明显的集中

与分散性。 

通过统计分析这49份百度热点搜索榜单数据，发

现有一部分的关键词几乎在每一个榜单中都存在，这

类事件、人物或者话题比较长久，余音绕梁，经久不

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属于比较热的搜索关键

词，不会轻易改变，比如淘宝网，优酷等。我们把这

类关键词称作长期热搜关键词。相对应的，榜单中有

一类事件、人物或者话题出现快，但是也消失快。虽

然在短期内吸引大量的人气，但是昙花一现，稍纵即

逝，过去了不会再次出来，例如：一部新出的电影，

一部新出的电视剧。这类关键词称作短期热搜关键

词。 

那么关键词在不同日期的热门搜索榜单中出现的

次数可以反映该关键词的热点时间长短，如果出现次 

图6关键词与出现次数的累积比重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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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比较多，说明这类关键词应该属于长期热搜关键

词，相反，若出现次数比较少，则这类关键词应该

属于短期热搜关键词。所以上边的现象可以反映

出，在榜单中，只有少数的关键词是属于长期热搜

关键词，绝大多数的关键词是属于短期热搜关键词

的。 

5  结束语 

本文选取百度搜索风云榜的热门搜索榜单中的

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验证了关键词的搜索词频分

布是符合齐普夫分布的，同时在关键词的词频分布

曲线的局部，存在有分段符合Zipf定律的现象，该

现象与该分布的总体基本符合Zipf定律相并存。通

过对关键词的累积数与相应的搜索频次累积数进行

统计分析，发现存在少数关键词是大多数人们在同

一时期都比较关注的方面，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关键

词是少部分人们所关注的领域，这反映了人们的关

注领域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差异性的一面。百度搜

索引擎的关键词的搜索词频总体分布的Zipf指数一

般在0.55-0.67之间波动。然后对关键词在49份热门

搜索榜单中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发现关键词的出

现次数也是符合齐普夫定律的。最后对关键词的累

积数与相应的出现次数累积数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在榜单中，只有少数的关键词是属于长期热搜

关键词，绝大多数的关键词是属于短期热搜关键词

的。 

本文的不足是对于数据的选取仍然不够全面，

而且数量也比较少，缺少时间等更多有意义的维

度，使得研究的扩展性不够好，同时对数据的筛选

上还是比较粗略的。由于自身学术水平的限制，文

章对于现象的挖掘仍不够深入，没有把结果上升为

更加有意义的理论。 

（责任编辑：牛茜茜） 

在2013年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第三届北京换书大集隆重举行。此次活动的主会场在首都图书馆，分会

场为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在内的12个图书馆组成。此次活动的集中换书时间

为4月19日至20日，在此之前，国科图分会场积极号召各位读者参加活动，不仅能够“分享阅读，交换快

乐”，在淘到好书的同时更能以书会友。 

（责任编辑：邹中才） 

文化庙会之国科图换书大集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张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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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介绍一个图书出版管理系统的简单的

图形界面的设计方法和思路如下图 1。 

图 1 所示为在设计图书出版管理系统前期，经

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所生成的应用程序工作区，这

些前期工作主要包括：定义三个数据表：“出版图

书基本信息”数据表，“图书分类”表和“图书出

售信息”表；定义数据表结构；利用 Microsoft Ac-

cess 创建数据库及其数据表；在 VC++中创建图书出

版管理系统的应用程序框架，由于杂志的空间有

限，在此不做一一展开介绍，只对如何开发图书的

基本信息处理图形界面（对话框）进行说明。 

在图书出版管理系统中，图书出版的基本信息

处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创作这

样一个界面。在工程向导生成的两个对话框中，一

个是主界面，一个是 About 对话框。我们就需要在

主界面中制作图书出版的基本信息处理功能。 

对话框的制作开发就是对控件进行开发制作，

一个对话框只是—个容器，他可以容纳别的控件并

产生作用，为此，制作开发对话框，首先需要在对

话框中放入必要的控件，操作步骤如下： 

（1）删除对话框 IDD_MY_FORM 中的

“TODO ：在这个对话框里设置表格控制”文本提

示框。 

（2）在对话框中放入一些标签控件、分组框控

件、编辑框控件及命令按钮控件，对话框布局如图

2 所示。 

其中，标签控件的属性如表 1 所示。 

 

基于MFC的图书出版管理系统中图书信息对话框的设计 

2012级情报学硕士 牛茜茜   2012级天体物理学硕士 胡开宇 

图 2 

表 1  标签对象的基本属性  

 ID 标题内容 

IDC_STATICDLGCAPTION 图书出版管理系统 

IDC_STATICBH 图书编号 

IDC_STATICBOOKNAME 图书名称 

IDC_STATICAUTHER 作者 

IDC_STATICPUBADDR 出版地 

IDC_STATICPUBNAME 出版社 

IDC_STATICFNH 分类号 

IDC_STATICPRICE 售价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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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分组框控件的基本属性如表 2所示。  

编辑框控件的属性设置如表 3所示。  

 

  命令按钮控件的基本属性如表4所示。 

 

4.2  对编辑框进行数据绑定 

在以上对话框的控件中，除标签控件用于标示

之外，编辑框控件必须与数据集进行数据绑定，命

令按钮必须进行过程代码编制才能执行相应的任

务。因此用户需要首先将每一个编辑框控件与工程

中引入的数据源中的字段进行数据绑定。如何进行

数据绑定呢？ 

由于存在多个编辑框控件，因此我们仅以“图

书编号”编辑框控件的数据绑定为例加以说明，其

他编辑框控件的数据绑定操作可以如法炮制。 

首先修改数据源的字段映射的成员变量，其方

法如下： 

（1）用鼠标选中编辑框IDC_EDIT_BH控件，然

后单击鼠标右键，出现一个快捷菜单。 

（2）快捷菜单中单击“建立类向导”菜单

项，出现一个消息映射对话框。 

（3）将消息映射选项卡切换到“成员变量”

选项卡，如图3所示。 

 （4）在“成员变量”选项卡的Class name列

表框中选择数据集CmySet，此时将出现创建数据源

时产生的数据源字段的全部成员变量。往往全部字

段的成员变量名为自动生成的，而且按自然编号排

列，这样在建立编辑框与字段映射时很不方便，因

此需要修改其数据集中全部字段的成员变量名称，

通常按字段名称的中文拼音字母重新定义字段的成

员变量，重新定义字段的成员变量之前，需要先删

除原字段成员变量，然后再单击“增加成员变量”

按钮定义新的成员变量，其全部字段的成员变量如

图4所示。 

 ID 标题内容 

IDC_STATICGROUP1 记录编辑区 

IDC_STATICGROUP2 记录操作区 

表 2 分组框对象的基本属性  

 ID 编辑内容 

IDC_EDIT_BH 输入图书编号 

IDC_EDITFNH 输入图书分类号 

IDC_EDITBOOKNAME 输入图书名称 

IDC_EDITAUTHER 输入作者名称 

IDC_EDITBOOKPRICE 输入图书价格 

IDC_EDITBOOKADDRESS 输入图书出版地 

IDC_EDITPUBNAME 输入出版社名称 

表3 编辑框对象的基本属性 

 ID 标题内容 

IDC_BUTIONADDNEW 增加记录 

IDC_BUTIONDELETE 删除记录 

IDC_BUTIONPDATE 刷新记录 

IDC_BUTIONFIRST 第一条 

IDC_BUTIONNEXT 下一条 

IDC_BUTIONPREV 前一条 

IDC_BUTTONLAST 最后一条 

表4  命令按钮对象的基本属性 

图 3 “成员变量”选项卡  

 图 4 重新定义成员变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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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图4所示的对话框的Class name列表框

中选择CmyView，出现对话框全部成员列表，如图5

示。 

（6）在成员名称列表中选择IDC_EDIT_BH编辑

框，然后单击Add Variable按钮，出现选择字段映

射成员变量的列表框，在字段映射成员变量列表框

中选择“图书编号”字段的成员变量名称即可，如

图6所示。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完成其他编辑框与相应的字

段成员变量之间的映射关系。这样就将对话框中的

编辑控件与数据源中的字段一一对应起来，并可以

通过编辑框控件对数据集中的字段进行修改、增加

与删除等数据操作。 

4.3  为每一个命令按钮编制过程代码 

命令按钮是用于事务处理的，但没有过程代码

是不能进行任何操作的，因此我们需要为每一个命

令按钮编制过程代码，我们以“增加记录”命令按

钮为例来说明编制过程代码的方法。 

（1）用鼠标右键单击“增加记录”命令按

钮，出现一个快捷菜单。 

（2）在快捷菜单中单击“创建类向导”菜单

项，出现消息映射对话框。 

（3）在消息映射对话框的第一个页面中选择

BN_CLICKED单击事件句柄，并单击“增加函数”按

钮，出现“增加记录”按钮的函数定义界面，直接

接受系统建议的函数名即可。 

（4）单击“编辑代码”按钮，可以为“增加

记录”按钮编辑过程代码，其代码如下所示： 

 

      void CMyView::OnButtonaddnew() 

     { 

      //TODO: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m_pSet->AddNew(); 

      UpdateData(FALSE); 

      } 

 

其他几个命令按钮的过程代码编制可采用完全

相同的方法，他们的过程代码如下： 

“删除记录”命令按钮的过程代码如下所示： 

 void CMyView::OnButtondelete() 

     { 

     //TODO: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m_pSet->Delete(); 

     m_pSet->MoveNext(); 

     if(m_pSet->IsEOF()) 

     m_pSet->MoveLast(); 

     if(m_pSet->IsEOF()) 

     m_pSet->SetFieldNull(NULL); 

     UpdateData(FALSE); 

     } 

 “刷新记录”命令按钮的过程代码如下所

示： 

图 5 成员名称列表  

图 6 编辑框控件与字段成员变量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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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O: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UpdateData(); 

      m_pSet->Updare(); 

      m_pSet->Requery(); 

      //m_pSet->CancelUpdate(); 

      } 

注意：在对话框运行时，只有在有新记录增

加、记录删除或记录修改的情况下才能刷新记录，

否则会出现信息提示。 

“第一条记录”命令按钮的过程代码如下所

示： 

     void CMyView::OnButtonfirst() 

     { 

     //TODO: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m_pSet->MoveFirst(); 

     if(m_pSet->IsBOF()) 

     { 

     MessageBox(“记录已经在第一条”); 

     m_pSet->MoveNext(); 

     UpdateData(FALSE); 

     Return; 

     } 

     UpdateData(FALSE); 

     } 

“下一条记录”按钮的过程代码如下所示： 

     void CMyView::OnButtonnext() 

     { 

     //TODO: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m_pSet->MoveNext(); 

     if(m_pSet->IsEOF()) 

     { 

     MessageBox(“记录已经在最后一条”); 

     m_pSet->MovePrev(); 

     UpdateData(FALSE); 

     Return; 

     } 

     UpdateData(FALSE); 

     } 

 

 “前一条记录”命令按钮的过程代码如下所

示： 

        void CMyView::OnButtonprev() 

       { 

       //TODO: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m_pSet->MovePrev(); 

       if(m_pSet->IsBOF()) 

       { 

       MessageBox(“记录已经在第一条！”); 

       m_pSet->MoveNext(); 

       UpdateDate(FALSE); 

       Return; 

       } 

       UpdateData(FALSE); 

       } 

 

 “最后一条记录”命令按钮的过程代码如下

所示： 

      void CMyView::OnButtonlast() 

      { 

      //TODO: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m_pSet->MoveLast(); 

      if(m_pSet->IsEOF()) 

      { 

      MessageBox(“记录已经在最后一条！”); 

      m_pSet->MovePrev(); 

      UpdateDate(FALSE); 

      Return; 

      } 

      UpdateData(FALSE); 

      } 

这样我们

便完成了对话

框 IDD_MY_FORM

的全部制作过

程。编译 运行

工 程，出 现该

对话框的运行

效果，如图7所

示。 图 7  对话框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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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科图学子 

“中国梦之行”  

2013年6月1日，这夏日如风的日子里，为响应习近平主席的

中国梦想的号召，国家科学图书馆2012级同学冒着盛夏酷暑、顶

着烈日炎炎，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主题为“矢志复兴路，

不渝中国梦”党团日活动。活动主要是对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

路》的展览进行学习。 

《复兴之路》主要展览讲述从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陷入殖

民半封建社会至今，中华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展览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历史和

人名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

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复兴之路》是苦难辉煌之路、是救亡图

存的奋斗之路，是中华民族的涅槃之路。这里有中华民族传承和

积淀了几千年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有中国从羸弱到富

强，再到未来辉煌的动力源泉。 这次“梦想之行”的学习更加

加深我们梦想的层次。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习主席的教

诲告诉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奋

斗，我们作为青年人只要实干就一定能这个蕴藏在每个中国人心

中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张舵） 

2013年国科图学子“梦想之行”合影 

 

这个对话框基本可以实现对图

书出版的简单管理，界面干净整

洁，简单易用，可视化强，是基于

MFC的最常见的图形界面。其中记录

编辑区显示每一个图书的基本信

息，记录操作区用来实现图书的管

理功能：“增加记录”用来添加一

个新的图书信息；“删除记录”用

来删除管理员想删除的图书信息，

通常情况下是已经售出的图书不存

在了，需要删除；“刷新记录”用

来查找管理员想要查找的图书信息

和实现增加和删除以后的存储功

能；“第一条”用来显示整个图书

出版管理系统的第一条图书信息；

“下一条”用来顺序遍历图书信

息；“前一条”用来逆序遍历图书

信息；“最后一条”用来直接显示

整个图书出版管理系统的最后一条

图书信息。 

以上就是对该图书出版管理系

统的介绍，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

完善如界面美感和提供服务单一性

的问题。 

（责任编辑：刘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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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国科图师生之北京世界主题公园踏春游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张舵 

为了丰富研究生同学的课外生活，增长同学们的课外知识，开阔眼界，国家科学图书馆于2013年4月18日

举行了馆内师生春游活动——北京世界主题公园一日

游，各年级均有同学参加，张章老师和张艳秋老师也出

席了此次春游活动，既能保证同学们的安全，又可以增

进师生之间的感情。世界公园汇集世界50个国家119处

人文自然景观，包括悉尼大剧院，法国埃菲尔铁塔，非

洲马里草屋，埃及金字塔等，在参观这些著名景点的同

时，同学们还观看了大象表演，大象憨态可掬的形象给

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们在世界公园大开眼

界，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标志性建筑及其

风土人情，可谓收获颇丰。 

（责任编辑：邹中才）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生会 

第二届羽毛球告别赛顺利召开  

2013年7月6日，为了欢送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班师兄师姐以及即将去分馆学习的部分博硕士同学，

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生会举行了第二届羽毛球告别赛。 

 羽毛球是我们国科图研究生会长期坚持的常规健身

活动。我们研究生会文体部每周都会在青年公寓六号楼

为大家预定羽毛球场地。这项活动不仅成为了我馆博士

和硕士主要的体育活动之一，而且也让大家从中享受到

了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在运动中还增强了同学之间的

交流，提高研究生的健康水平。通过羽毛球告别赛的方

式欢送毕业班师兄师姐以及即将去分馆学习的部分博硕

士同学，不仅是加深同学们的互动，让同学们铭记我们

国科图学子间友谊，同时也为同学们在中科院中关村校

区的学习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责任编辑：张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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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国科图，梦萦国科大 

——记2013国家科学图书馆第一届图情档夏令营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尤越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第一届全国优秀大

学生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夏令营于7月15日至7月19

日在京如期举行，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的60名优秀

大学生在这里度过难忘的夏令营生活，7月的国科图

也因此洋溢着青春的色彩。  

一、如约夏令营，情系国科图 

7月14日一大早，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生会的志

愿者们就开始了忙碌的身影。志愿者们负责分发夏

令营资料、安排住宿、带领营员参观校园等等，他

们挥洒着汗水、奉献着激情，乐此不疲，只为给每

一位营员带来最贴心的服务。当晚，夏令营组委会

举行了夏令营安全责任说明会，我馆研究生招生管

理办公室的张彦秋、张章两位老师做了安全责任说

明，强调了夏令营期间的安全纪律要求，解答了我

馆的招生政策问题，并最后和每位营员签定了安全

责任说明书与诚信协议书。会后，在各班班主任的

带动下，营员们做了一番简单地自我介绍，营员间

的关系也开始逐渐熟络起来。这一切都不断昭示着

这个大家庭的团结与力量，昭示着一场美妙行程的

开始。 

图一  国科图研究生会夏令营报道工作志愿者  

二、交流学习，大咖报告 

夏令营活动期间，国家科学图书馆共举行了近

20场精彩绝伦的报告会。国家科学图书馆副馆长，

也是本次夏令营的营长刘细文老师首先代表夏令营

的组织方向全体营员致了欢迎辞。张晓林馆长慷慨

激昂地致词，并做了“从图书馆学到发现信息学:信

息管理 2020”报告说明；曾燕老师就国科图的特色

业务展开了介绍……我馆主要业务和科研部门的领

导老师以及部分研究生代表都就各自的研究领域和

工作范围给广大营员做了深入浅出的报告和讲解。

营员们在报告会中聚精会神，一会低头冥思、一会

侧耳倾听、一会奋笔疾书，生怕漏听了什么。报告

会的结尾还预留了提问环节时，营员们在不断思考

中积极提问，对报告的内容、导师的研究方向、国

科大的科研生活悉数求教。  

   图二 张晓林馆长激情澎湃地讲演 
 

三、筑梦科图，参观学习 

为了活跃夏令营的气氛，让广大营员在紧张的

报告学习之余能够拥有放松身心的机会，本次夏令

营在报告学习的间隙穿插了多次外出参观活动。通

过对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与动物所(国家动物博物

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和以及中科院科技传播研究

中心的参观学习，强化了营员的科普知识，拓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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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员视眼。特别是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图书馆，向桂林馆长就中科院所级图书馆工作所做的报告和讲解增进

了营员对图情工作不同侧面认识有很多同学表示此行不虚，受益匪浅。 

四、挥别夏令营，梦萦国科大 

7月19日，为期5天的夏令营活动即将结束了。有诗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情系国

科图，梦萦国科大，成为夏令营学员内心中的一个小小的期盼。在这里，我们共同见证了60名营员对梦想的

坚持；在这里，营员们感触于图情科研路上的万分激情；在这里，夏令营学员携手并进，启航梦想。  

图四：营员合影 
 

尽管此次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中，只会有少数同学能够获得免试推荐进入我馆读研的机会，但即使这样也

浇不灭营员们的科图梦，有很多营员表示如果推免失败，她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朝着国科图迈

进。正如夏令营总结大会上营员代表毛天宇所说：“科图给予我们的梦想才刚刚开始！”让我们翘首，共同

期盼下一届新生的到来。 

（责任编辑：邓玉） 

图三  营员前往国家动物博物馆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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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taste”谈开去 

       —《遗失的访谈》观后感 

2012级图书馆学博士 白光祖 

看完时长72分钟且没怎么剪辑的95年乔布斯访

谈记录，觉得可以有感而发的话题很多，比如以小

搏大的兴趣启蒙，比如优秀团队的智慧碰撞，比如

创意与产品的鸿沟，比如程序语言的思维启发，比

如对于业界的未卜先知，或者是最容易“触及灵魂

深处”的工作热情的源泉与生命的本真意义，但这

些东西我或多或少都从别的方面有所耳闻或体会，

再谈论起来虽然依然兴奋而不至于兴奋的心跳，而

真正让我觉得惊艳而深受触动的一个词是：

“taste”。 

这个词是乔布斯在评价微软产品时使用的——

“微软的产品没有taste”（乔布斯真敢说）。诚

然，原来我们知道微软卖的是产品，苹果卖的是设

计，但“设计”绝没有“taste”这个词用得贴切与

传神，一些翻译资料将这个词译为“品位”亦或

“魅力”，但感觉都没有“taste”这个词本身所传

递的意思到位：一样东西，比如一幅画、一件家

具、一个房间、一篇文章、一个广告，或者乔布斯

所说的某个产品，你看着她、听到她、触摸她、使

用她，她会从不同感官给你一个综合完整的体验，

而这个体验往往会和你自身对这个世界的某些认识

和感受产生共鸣，或是达到了你的预期，或是超过

了你的预期。我想苹果往往是超过，而超过的程度

又可以分为惊喜、惊艳和震撼

等，这就和个人的鉴赏力有关

了。这种“taste”可以外化为

一种“style”，让你看一眼就

知道这出自谁家之手；也可以内

化为一种“service”，让你一上

手就知道是这是谁家之作。 

而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这种“taste”从何而

来，我觉得可能一为“专业”、二为“精神”，大

概是“技”与“道”两个层面的东西： 

所谓专业，就是做事的程度。乔布斯说他的项

目里有动植物学家、历史学家等，都是领域内的专

业人才，如他们没有在苹果公司，那么将会在各自

领域创造奇迹。并引用毕加索“拙工抄，巧匠盗”

之言来形容自己对于多领域专业能力和创意的应用

和借鉴。据说乔布斯为了设计一种图形界面的字

体，竟然潜心研究中国书法，这种专业并追求极致

的做法就是在打造产品的“taste”。 

所谓精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一种理念

而或是一种愿景。这种精神会内化为公司里的每一

项决策和员工的每一项行动中。比如公司在面对利

润和道德两难决策时，孰轻孰重（当然选项往往没

有这么明确），员工在个人与集体冲突时孰先孰后

（当然问题往往没有这么极端），这时候往往有一

种类似于价值观或者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指导团队和

个人，从而保证不跑偏、不走错。最重要的是，这

种精神的内化与体现完全是自发自觉的、是普遍接

受认同的、是历经时间更迭而传承不朽的。这种

“taste”就是成就一个伟大员工，伟大公司及其产

品所至关重要的灵魂要素。 

最后就以一张乔布斯与比尔

盖茨年轻时的合影作为本文

的验证吧（谁走什么路线一

望便知）。 

（责任编辑：李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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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一句话，余秋雨

的，说“真正的欢乐是没有重复

的”。串联上下文我没有读明

白，结合我这短短二十年浅薄的

经历与冥想也没有弄明白。 

若是每天早上父母都能陪我

吃早饭，我是欢乐的；若是我每

天都能在我喜欢的地方做我喜欢

的事，我便是极大欢乐的甚至是

最幸福的了。而为何他偏说“真

正的欢乐是没有重复的”呢？我

只能愚蠢地猜测：是不是人处于

真正的欢乐中便觉察不到重复，

而并非处于真正欢乐中的时候总

会腻烦，想要清醒、理智、出

逃？欢乐，不是做决定的那一

天。 

回母校一趟，面对大海，但

是却处于极端厌恶自己的状态。

有人说厌恶自己的人总有种追求

完美的倾向，即使那些追求在自

己看来可能是很低的。可能是因

为以前众多黑夜中让我无法深眠

的朋友，对他们，倒不一定要求

自己如何如何，而是明知有些可

以不做，却去做了，到最后，竟

是找些理由去宽慰宽恕自己，不

然，是无法入睡的。然而，这种

感觉大概在过去的一年中，渐渐

地变了些味道，不再是单纯的痛

苦，纠结抑或消极逃避，而是另

一种与生活的融合。 

在离开大连的那个晚上，我

一个人站在船上的甲板上，半夜

的海风非常大，我冻得直打喷

嚏。远处的霓虹星星点点，依靠

轮船的灯光可以看到轮船排开的

巨大浪花，一个人的静谧。巨大

的黑暗中，我好舍不得，舍不得

这个城市给我的塑造，舍不得这

里可爱的人给我的贴心，舍不得

如这黑夜中轮船两侧巨大浪花般

向后渐行渐远的的四年时光……

大一的尖锐固执，大二的懵懂摸

索，大三的冷静沉淀，大四的迷

惑而坚忍。这一路走来，我磕磕

绊绊，碰到了些幸运遇见深深铭

记的人，碰到了些即便算作缘分

以后也不想遇见的人，碰到了我

要感谢给我磨砺使我坚强的人，

碰到了些让我偷偷为之流泪无法

为之割舍的人，还有与他们相关

的那些故事。其中现在能想起来

的很多事情，是绝对无法简单的

用单一的词去归类的。而直到现

在，我也不清楚如果当时我不那

么做我现在是更好还是会更像是

我想要的自己。或许，我只能引

用某君的话：“有些事终究是要

经历的，只是时间问题”来宽慰

自己。 

有时候有一种一个人走走的

冲动。去沙漠吧，去雅丹吧，去

莫高窟吧，去那些我能忘掉我自

己的地方。去那些有太多荣誉与

痛苦相交集而又最终归于尘土星

空历史的地方吧。于是，那一路

的旅程愉快，遇到的人很愉快，

交流的话题也很愉快，我的兴趣

爱好在那里得到满足，也延展了

我的生活轨迹。而终究，有些路

只能一个人走，有的风景只适合

一个人看，有的故事只能一个人

冥想续写，有的感情总写不出说

回首 —追求生活的旅程 

2012级情报学硕士 牛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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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歌不出。敦煌的蓝天好迷人，粗旷中的细

腻让人倍感真诚。 

母校回来后这一个月，我重拾起内心还在

怀疑的美好与希望。而无奈与可笑的想法是，

在极度厌恶自己的状态中，我是否曾经或者以

后也能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人，年轻时，不

能太过清晰而理智地界限自己。汹涌时我们想

要有条理的冷静与理智，平淡时我们想要无理

智的疯狂与追随内心。年轻总是在激情中自

省，平淡中冒险，而在反复中我们长大，成

熟，寻求平衡，也慢慢地发现无需去苛求太多

状态下的自己，因为这全部都是生活，都是自

己，都是真实，正如没有无痛苦陪伴的纯粹的

幸福。 

现在我站在红墙之下，对于北京我总有些

许感动。不同于大连，人们大多穿着朴素，在

忙碌的公交车上，依然可以发现有不少的人读

书背东西。对于这点我是钦佩的，尤其联想到

那别样努力背后的不屈的精神。 

虽然有时我癫狂，虽然有时我不知道我做

的对不对，虽然有时我也沉郁。而从头至尾，

我只知我始终敬畏生命，热爱生活。而为了这

两句话，我在勇敢挑战着，经历着，体验着，

沉淀着，让理想、激情、幸福这些浪漫的字眼

灼灼生辉。 

（责任编辑：刘超） 

挥手告别，扬帆起航 

 --记12级硕士研究生离别聚餐  

光匆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短暂的夏季课程结束后，曾经的917班就要各自离

去，或是回到分馆、或是回到自己原来的大学（河南大

学委培生）、或是回到自己的培养单位（地理所）。说

到离别，满是伤感。于是在7月10日晚上六点半，来自

917班的31名学生在麻辣本色举行了离别小聚餐，这个

由来自国家科学图书馆、中科院地理所和河南大学的同

学组成的班级在离别前。那天的聚餐没有了以往聚餐的

小游戏，没有了用来暖场的歌谣，每位同学似乎都更愿

意交谈与倾听。面对岁月摆下的筵席，同学们互相微

笑，在觥筹交错间，畅谈胸怀。热闹的聚会似乎总能散

发出离别的忧伤，最终此次聚会在同学们间的相互合影

中结束。今天的离别是新的开始，又有新的希望在酝

酿。同学们在互相祝福中终将开始新的旅程。 

最后用苏轼先生的一首词送给全体的917班同学：

“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

三万场，不用诉离觞。” 

（责任编辑：邓玉） 

2012 级图书馆学硕士 尤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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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吴贝贝 

唐朝，出生于618年。 

那时候海内初定，万象更新。李氏的祖辈们跟

天下开了一个很冷的玩笑，然后又紧张着收场，最

后是秦王的快刀斩断了纷争的乱麻，确定了唯我独

尊的皇室秩序。世界安静了一会。我想那是因为害

怕。唐朝太小，经不起这戏谑的杀戮，我宁愿相信

这是埃斯库罗斯的经典悲剧，因为这场伏笔太过精

彩。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唐朝的才华是

从政治上首先展露出来的，有着这样的大气君主，

又适逢这样一个恰当的时间，李世民出生在了一个

正确的时代，他是唐朝的一个恩人，但同时他也是

唐朝得意的罪魁祸首。 

一个精彩的人，生命中的精彩是压抑不住的。

你或许可以推迟它，但谁也不能阻止。所以自然的

就有了“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的繁

荣景象，所以就有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

一日还”的轻松自在，所以就有了“人生得意须尽

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潇洒从容。唐朝年少，总

少不了这一点轻狂。在深宫内院，可以雍容华贵，

锦袍丝带，在天涯海角，也可以清心寡求，雪衣素

巾。这是一个会享受的人，是一个感情浓郁的人。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然而唐朝年轻得志，上帝纵容，这毕竟不是一

件好事情。该发生的谁也逃不掉，就像年幼时那血

淋淋的杀劫：回避了，手起刀落，便又是一世；面

对了，时间的阴影，太多的经受不起。唐朝早晚会

死，尽管他才华横溢，也逃不过一个命中注定。因

为唐朝也是一个普通人。 

“爹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时光

荏苒，年少的英容不在，人生的坎坎坷坷，谁也逃

不过，才华不是人生的靠山，或者说这一生本就没

有什么依靠，“身是浮萍”。那些在灾难中平静度

过的，都是辛苦了一辈子的人。“一骑红尘妃子

笑”，这时候就不要再回忆了，那只是命运的嘲

笑，命运才是唐朝最终的恋人，然而曾经风流倜傥

年少轻狂的唐朝，最终是否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与命

运共度一生呢？我想这才是那个最后的千古之谜。 

纵观唐朝的一生，悲喜并不能定论，那只是你

我 的 一厢

情 愿 罢

了。他 年

轻 时 候 的

朋友总说他

是 风 光 一

生，而 他 暮

年的至交每每

提起他都感慨

颇深。他是一个

失落的贵族，有着

上天赋予的优雅和

高贵。他有一位美丽

的妻子，和一段刻骨铭心

的 爱 情。“杨家 有 女初 长

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在天愿作

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

绵绵无绝期。”他广交天下友，“海内存知己，天

涯若比邻”。他的魅力征服了远亲近邻，“日本晁

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向国唯看日，归

帆但信风。”他的生活很是精彩。 

他有两位知音，一位是年轻相识，也姓李，叫

李白。他是唐朝得意的见证人。而另一位与唐朝相

识较晚，刚好与唐朝共度了晚年的忧郁。一位是锦

上添花，一位是雪中送炭。二者的作用是分不出高

下的，只是人们得意的时候总爱夸耀自己的锦，失

意的时候常常关注别人的炭。 

有人常说李唐。其实唐朝不姓李，唐朝就是唐

朝。李唐只不过是那时政治上的一个说法罢了，唐

朝的灵魂就在那，谁也改变不了。如果给唐朝作

传，我想还是有点困难。我们只知道唐朝出生于

618年，却不知道他卒于哪一年。你或许说755年，

安史之乱吧，或许说是907年朱温篡位吧。但那都

已经不是唐朝了，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唐朝的魂丢

了，只剩一个躯壳，或者是谁找个那么一个替身，

杵在那，麻木的看着世事的变化。这便是唐朝的又

一出戏。 

唐朝，卒年不详。 

（责任编辑：张静蓓） 

才子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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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 

--《相约星期二》书评 
2012级情报学硕士 徐晓艺 

人生本来就是一堂课。从出生到死亡。

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学习知识、学习生活、学

习对待生死、学习投入和接受感情、学习如

何适应这漫长的一生。年少的我们，总是在

思考着将来会怎么样、将来的生活、将来的

工作、将来的衰老、将来的死亡，每每想到

恐惧的时候，总是禁不住要问：“人死了到

底是个什么样？人死了会去哪里了呢？明明

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就这么消失了？”于是

对于死亡的恐惧，便从此无法释怀，相关

的，对于感情，对于金钱，对于人生的观

点，有时就不免有些消极。因为还很年轻，

从来不会考虑到死亡，对人生对生命的思考

也只是象征性的，总感觉这个话题太沉重，

太有内涵，自己恐怕承受不住这生命之重。

以如此小的年纪，以如此浅薄的人生经验，

怎能对人生品头论足。 

幸亏有莫里·施瓦茨，幸亏有米奇·阿

尔博姆，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临终老人对人生

的思索。“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

生课”，感谢《相约星期二》带给我们的有

益的思索。而在这个星期，我终于将这本书

看完了。这本书是由美国著名作家米奇•阿

尔博姆编写的，它主要讲述了作者的大学教

授莫里•施瓦茨在罹患肌萎性侧索硬化症

后，面对着逐渐失去活动能力的身体，面对

着日益逼近的死亡而产生对一系列人生问题

的思考。在莫里患病的日子里，米奇•阿尔

博姆作为老人唯一的学生，相约每个星期二

到教授家里听课。课程直到教授去世持续了

十四个星期，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

题目很多，涉及到爱情，工作，社会，年

龄，原谅，以及死亡。 

在书中，那些随处可见的看似平平淡淡

的话语，却道露出一种深思后的精神总结： 

“死是很自然的，我们之所以对死亡大

惊小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视作自然的

一部分。我们觉得既然是人就得高于自然，

其实我们并不高于自然，有生就有死。” 

“你享受过年青时的快乐、健康，当衰

老来临的时候，你应该乐于接受它，因为这

个衰老也是你人生的一个过程，正如你享受

过年轻一样，你应该享受这个过程。” 

“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并把它珍藏在心

里，我们即使死了也不会真正地消亡。你创

造的爱依然存在着，所有的记忆依然存在

着，你仍然活着——活在每一个你触摸过爱

抚过的人的心中。死亡终结了生命，但没有

终结感情的联系。” 

“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

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如果

你想对社会的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

念头，他们只会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

你感到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

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 

...... 

这种缓慢的语调，真诚的态度，以及贴

近心灵的感悟让我们重新理解了生命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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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首先是生命的进程。生老

病死是人必须要经历的

阶段，我们又何必惧怕

死亡呢，死亡只是自然

地规律，世界上万事万物

循环往复，新旧交替，生

生不息，生与死都是其中的

一个环节罢了。莫里总把死亡看

得云淡风轻，但他又并不消极，他珍视活

着的每一天，而且坦然面对死亡的那一天。莫里教

授面对在他面前张牙舞爪的病魔，他也把乐观的精

神表现到极致。他说：“看着自己的躯体慢慢地萎

谢的确很可怕，但它也有幸运的一面，因为我可以

有时间跟人说再见。” 他笑笑说，“不是每个人

都这么幸运的。”他居然能把慢慢折磨他的病痛看

成是一件幸运的事，我心中真的只剩下惊叹与钦佩

了。 

其次是爱的拥抱。我们应当去接受所有的感

情：对女人的爱恋，对亲人的悲伤，甚至是由致命

的疾病而引起的恐惧和痛苦。如果你逃避这些感

情，不让自己去感受、经历，你就永远超脱不了，

因为你始终心存恐惧。你害怕痛苦，害怕悲伤，害

怕爱必须承受的感情伤害。我喜欢这种态度，在一

份感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是应该犹豫不决，而是

应该坦然地去直面这份感情，不让自己去感受、经

历，真的是永远超脱不了的。对于一个人的性格，

莫里告诉作者勇敢地去付出爱和接受爱，这样并不

是就说明了你的软弱，事实正相反。很多人都害怕

付出爱，尤其是曾经被深深的伤害过，或者那些很

大男子主义的人，觉得那样就会被别人欺负看不

起，被认为软弱。莫里说，相爱或者死亡。如果我

们的生活总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去追求物质，在这个

途中变得冷漠，僵硬，无情，丧失同情心，很难被

打动，不知道流泪的感觉。这样的日子又有什么意

思呢？总有某一天你会发现这样毫无意义，感觉自

己就像被全世界抛弃，然后就只有自杀了之了。相

爱或者死亡，这就是莫里给给我们打得预防针了。

相爱或者死亡，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到，也许我

们还太稚嫩，经历不够多，但是就像书中其他很多

道理一样，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些道理，并且记在心

上。这样才有真正做到的希望，至少在某个时候会

去朝这个方向努力，至少不会让感情那么快僵硬以

致在需要动情的时候无动于衷。 

然后是自我的认知。人在健康活着的时候，每

天都在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每个人心中都有

一个美好而奢华的梦，或许是住上小别墅，开上宝

马车，或许是世界环游，或许是功成名就……就在

我们每天在忙于追梦的时刻，时间已经悄然从身边

溜走而自己却浑然不觉。我想莫里教授也不例外，

所以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才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美好

的每一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否定自

己。因为你不需要有非凡的才能。医院和避难所里

那些孤独的人只想得到一点陪伴。你和一个孤独的

老头打打牌，你就会发现新的生活价值，因为人们

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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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7日至4月27日，国家科学图书馆举办国科图研究生第一届文化衫创意设计大赛。此次文化

衫设计大赛完全从学生中征集创意，让学生用想象记录自己的研究生生活，通过文化衫来表达对国科图的爱

及感恩。大家积极参赛，最后经过初选挑出12种创意设计，让同学们共同投票挑

选出自己喜欢的作品，得票最高的作品将会作为我们的文化衫的最终设计。根据

大家的投票，我馆文化衫最终样式如下图所示。此次活动不仅激发了同学们的想

象，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更是增强了同学们之间的友谊。 

（责任编辑：邹中才） 

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生会举办第一届 

研究生文化衫设计大赛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张舵 

对于人生，我想每个人都会有遗憾，在遗憾的时候都会觉得时间是那么地匆忙，我喜欢Morrie的观

点：原谅自己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不应该陷在遗憾的情绪中。先原谅自己，然后去原谅别人，不要给自

己的一生留有太多的遗憾。看了这本书，我学会了多去享受与亲人亲近的时候，多去享受现在的生活，多

去享受所拥有的感情，多去享受生命的过程，多看看周围的花草虫鸟，自己的心胸会更宽广，生活会更充

实。 

同时，我也觉得像莫里一般在最后的岁月里对人生发出由衷的感慨，或许是每个即将离世的人都会做

的一项功课，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身边需要的不是妙手回春的医生，不是忙着整理遗嘱的律师，他们需要

的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够耐心的听完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一个能够接受他对世人的忠告的听众。

莫里是幸运的，因为他的身边有米奇，能在他最后的岁月里，跟他探讨人生。米奇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从

教授的身上懂得了许多健康活着的人不曾了解的留心的事物。或许想莫里那般豁达淡然面对死亡得人微乎

其微，但至少，我们能从他的身上学到些什么，像是乐观，像是豁达，像是微笑着和生活讲和，像是热爱

活着的每一天，微笑着面对活着的每一天。 

在书中，我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莫里教授的留恋，留恋他的坚韧，留恋他的热情，留恋他的真诚，留恋

他认真的对待每一个人，每一分钟。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当莫里和你在一起时，他会全身心地陪伴你。

他注视着你的眼睛，倾听你的说话，那专心致志

的神态就仿佛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人。要是人们每

天的第一次见面都能像遇见莫里那样——而不是

来自女招待，司机或老板的漫不经心的咕哝声，

那生活一定会美好得多。我们都应该努力，冲破

人与人之间冰冷的隔阂，用心去温暖彼此的心，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责任编辑：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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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s of sexes》观后感 

2012级图书馆学硕士 张静蓓 

上学期选修了一门有趣的课程“科学作品理论

与赏析”，老师是人文学院很有个性的李大光老

师。大光老师说要给我们看一个纪录片“The se-

crets of sexes”的时候，我一下就懵了，中国的课堂

已经开放到这个地步了吗？终于有人给我们上已经

迟到了那么多年的性教育课了吗？但老师立马就说

了，这个性指的是性别的性。好吧，虽然我想的有

点超前了，但仍然对男女这两种虽同为人类、但在

我眼中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物种非常感兴趣。而

且，我相信，若不是那些条条框框，大光老师应该

也是会科普那些我想的内容吧。总之，BBC的纪录片

还是没有让我失望，在此推荐给大家去欣赏。当地

道的英伦腔开始诉说那些男人和女人神奇化学反映

的时候，我的大脑同时也在思考。以下是我看过这

个纪录片的几点感触。  

1 关于男女有别 

夏天到了，我有一个同学估计是到了“发情

期”，整天嚷嚷着要找男朋友，想有个人并且是个

男人来依靠。但同时，她对她目前为止经历过的一

些熟悉的男人进行了总结，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男人和女人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不是为

了要在一起，要有婚姻，她根本无法想象男女怎么

可能三五十年的长期相处。其实，我是基本上同意

这个结论的。纪录片里为了测试男女行为的差异而

设计的不同场景证明了男女之别除了生理上的差别

更是思维上的差别，生理性别和脑性别是不同的。

男人关注事物，女人关注情感。男女表现出来的

“脑性别”差异可能是由进化产生的，女性从远古

时代就开始扮演生养后代、照看子女的角色，更多

的是穴居状态，还有与邻里进行交流，可能导致女

性更加关注情感部分；而男性负责在外狩猎，保卫

家庭，就可能导致男性更关注理智部分，大脑的这

一特性，表现在行为上，让男性为获得名誉地位而

拼命工作。男性脑决定，男性始终会用等级的眼光

看待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尤其是与其他男人的关

系。在一个男孩团体里面，每一个男孩都会尝试取

得优势地位。理智与情感的不同关注点导致男女在

同一问题上往往产生不同的看法，而且有时候是完

全不能融合的，男性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利用女性

更加关注情感的特征而对女性造成伤害。那有人

说，现在男性很多人都很“娘”，他们被称为妇女

之友，那他们是不是与女性的冲突就少点呢。我想

说的是，我们现在关注的的脑性别差异引起的差

异，而非生理上的性别差异，如果一个偏“女性

脑”的男性碰到一个偏“男性脑”的女性，那其实

冲突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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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第二集“吸引力” 

第二集讲的故事比较“俗套”，就是一些交友

网站、婚恋协会搞得“8分钟约会”，之所以说它

俗套，是因为我经常在青年公寓A座1楼看到这样的

活动海报，打着交友的名义搞相亲活动。这一集的

内容我认为是很不科学的，虽然它试图从科学的角

度来为一些光棍男女青年们找到理想伴侣。这个实

验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一见钟情定终身”，既然

科学所探寻的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那么一见钟情

真的是经常发生吗？我个人认为，男女之间第一次

见面眼缘确实很重要，这就是所谓的第一印象。但

是仅靠这个就能让一个人去倾心于另一个人吗？反

正我不苟同。大街上美女配野兽，帅哥配丑女的多

了去了，这是眼缘能说明的结果吗？有这么一种说

法，第一印象是在见面后七秒钟内建立的，起决定

作用的是长相和衣着。第二印象是在交谈十分钟后

建立的，对第一印象进行巩固、修正或颠覆，起决

定作用的是谈吐。第三印象是在打交道所办理的事

务进入新阶段或续转时建立，对第二印象进行微调

和固化，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品。当然，这个科学实

验的最终结果是失败的，科学家最看好的一对速

配，也在几次约会后告吹，女主是这么说的“我想

我是愿意跟他回家的，但是在一起……”。结论就

是，我认为爱情是无法科学的。 

3 关于我的爱情观 

我个人比较奇怪，漫长的22年成长中，竟然没

有试图也没有成功的去喜欢或爱上某个人。这一

点，周围的同学也表示不解甚至不信，但事实如

此。很多人会告诉我，他们多后悔高中的时候没谈

过恋爱，多后悔大学的时候没谈过恋爱，追忆那时

的完全爱情的爱情不掺杂任何物质因素。但是我觉

得自己一点也不后悔，或许在心底深处，我就是这

么想的：在最成熟的时候谈一场最成熟的爱情。我

认为不追逐爱情不代表漠视它，也不代表在物质地

等待爱情，过多的爱情反而会让人变得心灰意冷或

变得目的化、功利化。恋爱一开始美好刺激，但这

份刺激必然会消减。迷恋会消失、或多或少会缓和

下来，就是真爱发生作用的时候，也是培育婚姻的

时候。关于婚姻，我不敢发表什么看法，但却也是

单纯的幻想，它可以平淡，但要求绝对的忠诚。之

前曾听到李银河有“换妻”的说法，尽管她后来一

直强调她说的是“换偶”而非“换妻”，我仍然觉

得这是骇人听闻的说法，并且认为本质上这就是一

种乱伦。前面说过，男性在脑性别上会表现出争强

好胜的特征，更具有侵略性地倾向，再加上特殊的

生理构造，一旦“换妻”或“换偶”被认为合理，

将最大限度的纵容男性的劣根性，法律道德对于婚

姻的种种保障全部都会失色。然后就是关于现在流

行的剩男剩女话题，如果一个人很想结婚，那就不

一定非要等到爱情不可，跟一个仅仅是肉体的朋友

或者仅仅是精神上的朋友结婚也无不可；二，如果

一个人并不是很想结婚，而且一定要等待爱情，那

他内心要足够强大，要做好终身独身的准备，因为

爱情发生的几率可能并不太高。 

（责任编辑：吴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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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时间和距离是爱情

的试金石”。也许你是幸运的，

没有经过坎坷波折，没有经过漫

长等待，就找到了你想要的真

爱，但更多的人的爱情都要经受

着时间或者距离的洗礼和考验。 

时间让我们得到很多，又让

我们失去了很多；时间让相识变

成了相恋，又让誓言变成了谎

言；时间让动心变成了动情，又

让爱人变成了生人；一瞬间，世

上有多少人在深情相拥，品味着

爱情，又有多少人在相背离去，

黯然得落泪；时间静静的流淌

着，不为任何人任何事而停止，

或许它经历了太多这样的甜蜜，

已经变的麻木，不想在幸福面前

多作驻足；或许它也曾为情而

伤，想尽快抚平人们受到感情的

伤害，不想让痛苦时刻在世间多

作停留；我不知道我是该感恩时

间，还是要憎恨时间，时间让我

们真实的快乐着，痛苦着，在时

间面前，我只能低下头，跟随着

它，慢慢感悟着，品味着它带给

我的一切。 

人的一生就像在坐着一趟长

途巴士，旅途很长很长，长得让

人以为没有终点，或者忘记了它

还有终点。上上下下会有很多

人，有的匆忙上错了车，又急忙

离去；有的在巴士临时抛锚的时

候，舍车而去；有的开始兴致勃

勃的，久了厌倦了，去换别的交

通工具；有的临时改变了目的

地；太多的原因值得让他们离你

而去，别问理由，请礼貌性的微

笑挥手告别，谢谢ta陪伴过这段旅

途，谢谢ta的离开，别难过，请坚

信总会有人再走上你这趟车，会

陪你坐到终点，尽管有时会有些

晚。ta不会嫌弃你这个车又破有

慢，ta或许也有千万个想离开你的

理由，但ta始终默默得坐你身边一

直到你的终点，珍惜那个愿意陪

你到最后的人吧，别只顾看窗外

的风景，别再期待下一个走上你

巴士的人。 

我们不要再去期待那种轰轰

烈烈的爱情，它来得快，也许去

的也快，也许爱情本来就该像是

白水，虽淡而无味，但时而能感

受到它淡淡的甘甜，永远不会觉

得厌倦，直到生命的尽头，还依

然让人回味。两位迟暮的老人，

坐在藤椅上，安详地看着黄叶飘

落，夕阳落下，或许才是世上最

美的一道风景。 

（责任编辑：李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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