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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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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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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培训，征文启事

刘*锋：“科学知识前沿图谱与实践研讨会 ：CiteSpace5.0 新版全球首

发及软件培训9.10震撼开幕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E2MTA5

OQ==&mid=2650804569&idx=1&sn=947c221296433047e31f9e5f34200023&scene=1

&srcid=08104JWLbleJwpbDZZIn2ieD&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we

chat_redirect。”

1.2 资源分享，信息推送

tianart：“前几天群里有位老师找南海资料，中国南海网正式上线 首次公

布珍贵资料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c3MTE1OQ==&mid=26502

76341&idx=1&sn=2a2500596471ee7fd3a4859df7d57da4&scene=23&srcid=0805QV

CeyM0N7WWfgoJ0Slui#rd。”

图谋：“上海图书馆物业中心宣传片，物业工匠微电影 https://mp.weixin.

qq.com/mp/video?t=pages/video_detail_new&fromid=5&vid=l1308yea8rt&__b

iz=MjM5MzcyODkzNw==&mid=2651692926&idx=1&sn=1e007de7b55c4a82c88df9c5c

475c96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天*书香：“《高校图书馆工作》2016 年第 4 期：培养阅读情意，探讨阅读

方略——简评张怀涛先生的《读书有方》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

c3ff2b0102wory.html。”图谋：“天天有书香的分享，我帮把摘要补上：[摘

要] ‘校园书香阅读文库’一套 12册出版面世后，立即得到多方关注和好评。

其中《读书有方》一书是以‘读书’为主题的随笔、散文和讲演稿的集成，旨在

弘扬阅读的人文精神，意在启发青少年的读书兴趣。《读书有方》立意构思巧妙，

在‘阅读环境’‘阅读多重价值’‘阅读方法’等方面的阐述凸显了其专业价值，

对培养大众的阅读情意、优化阅读方法、提升阅读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hanna：“http://bookdao.com/article/256723/ 未来五年，托智能定位的

福，想懂你的图书馆会更懂你。”

欣然读书：“我去的图书馆之 51：Edinburgh Central Library http://bl

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520440&do=blog&id=994978。一

边走，一边写一点所见所闻，与同行们分享。”

图谋：“国际动态|卡拉·海登博士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 http://mp.we

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2651682488&idx=1&sn=4440d30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E2MTA5OQ==&mid=2650804569&idx=1&sn=947c221296433047e31f9e5f34200023&scene=1&srcid=08104JWLbleJwpbDZZIn2ieD&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E2MTA5OQ==&mid=2650804569&idx=1&sn=947c221296433047e31f9e5f34200023&scene=1&srcid=08104JWLbleJwpbDZZIn2ieD&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E2MTA5OQ==&mid=2650804569&idx=1&sn=947c221296433047e31f9e5f34200023&scene=1&srcid=08104JWLbleJwpbDZZIn2ieD&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E2MTA5OQ==&mid=2650804569&idx=1&sn=947c221296433047e31f9e5f34200023&scene=1&srcid=08104JWLbleJwpbDZZIn2ieD&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c3MTE1OQ==&mid=2650276341&idx=1&sn=2a2500596471ee7fd3a4859df7d57da4&scene=23&srcid=0805QVCeyM0N7WWfgoJ0Slu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c3MTE1OQ==&mid=2650276341&idx=1&sn=2a2500596471ee7fd3a4859df7d57da4&scene=23&srcid=0805QVCeyM0N7WWfgoJ0Slui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c3MTE1OQ==&mid=2650276341&idx=1&sn=2a2500596471ee7fd3a4859df7d57da4&scene=23&srcid=0805QVCeyM0N7WWfgoJ0Slui
https://mp.weixin.qq.com/mp/video?t=pages/video_detail_new&fromid=5&vid=l1308yea8rt&__biz=MjM5MzcyODkzNw==&mid=2651692926&idx=1&sn=1e007de7b55c4a82c88df9c5c475c96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mp/video?t=pages/video_detail_new&fromid=5&vid=l1308yea8rt&__biz=MjM5MzcyODkzNw==&mid=2651692926&idx=1&sn=1e007de7b55c4a82c88df9c5c475c96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mp/video?t=pages/video_detail_new&fromid=5&vid=l1308yea8rt&__biz=MjM5MzcyODkzNw==&mid=2651692926&idx=1&sn=1e007de7b55c4a82c88df9c5c475c96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mp/video?t=pages/video_detail_new&fromid=5&vid=l1308yea8rt&__biz=MjM5MzcyODkzNw==&mid=2651692926&idx=1&sn=1e007de7b55c4a82c88df9c5c475c96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ory.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wory.html
http://bookdao.com/article/25672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520440&do=blog&id=99497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520440&do=blog&id=994978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2651682488&idx=1&sn=4440d30991eb03c6a0769f043f9df187&scene=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2651682488&idx=1&sn=4440d30991eb03c6a0769f043f9df187&scen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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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eb03c6a0769f043f9df187&scene=0#wechat_redirect。”顾*：“国会图书馆

馆长职务以往被认为是荣誉职务，通常由著名学者担任。这次，美国国会图书馆

新任馆长 Carla Hayden 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在公共图书馆干过。国内有一种倾向认为美国的馆长越来越多由学者担任，这正

好是一个可以清醒一下的反例。”

笨笨 99：“不能忘却的记忆——我的奥运我的梦 https://a.meipian.me/c

/3793674。”我是*云：“这有点跨行业。”笨笨 99：“要鼓起大家的信心，图

书馆人才济济。”

BSxuyb：“知网在今年 4 月面对全国高校师生搞的有奖体验活动 http://r.

cnki.net/vote/gj.aspx。”

圕坛刘*：“暑期推广：美国公共图书馆暑期阅读活动 http://mp.weixin.q

q.com/s?__biz=MjM5NzEyNjgxMQ==&mid=2649974693&idx=1&sn=86afcc5750cbab

ed3d79ebf6a7eeb282&scene=23&srcid=0811KT6Y4UHZtH2iOAugoMVO#rd。”

许*新：“吴非：课外阅读哪儿去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

M5NTkwNzM0Mw==&mid=2651283231&idx=4&sn=f3807ad21c4dbbc5ce23cd1e3e5cd2

1e&scene=23&srcid=0812ISA5OwgMnlcYBJBgAjyL#rd。”bluesky：“现在中国中

小学教育是有些拔苗助长，幼儿园学一年级的，初二已经学完了整个初中的内容，

假期各类辅导班应接不暇，孩子们已经没有时间看课外书了。”

青荷：“揭开海归学术界‘毅然回国’的画皮 http://mp.weixin.qq.com/s?

__biz=MzAwNzEzMTYyNg==&mid=2704492611&idx=1&sn=8c30525b10fc378f828bf2

06b02edb1f&scene=23&srcid=0812Ug1c3ME5GLO5oWqUU056#rd。”

1.3 问题求助

（1）图书出版点津

Sparks：“如果出书可以联系你吗？”知识*波：“可以的，我更希望能做

本专业的图书，希望我们图情能越来越好。”Sparks：“准备写一本书，有没有

什么具体的要求。”知识*波：“我建议您写一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让

我们圈外的人也愿意看。我会尽量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和出版计划，期待各位的大

作，请大家一定关注知识产权问题，最近新闻出版署正在运作图书学术不端类似

的软件，已经在征求意见中，请大家多关注。我不只是编辑，也是图情人。”g

aozy：“非常感谢！很感动这份圕人的担当和温暖。”

凤舞九天：“其实我想写本书给研究生看看。”知识*波：“我更希望大家

能出一些图情教材，教材可以以回购图书的形式，可以申请免出版费。大家可以

联系我，我会尽力而为。”知识*波：“群文件中分享了几个标准供大家参考，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QzNDYwNA==&mid=2651682488&idx=1&sn=4440d30991eb03c6a0769f043f9df187&scene=0
https://a.meipian.me/c/3793674
https://a.meipian.me/c/3793674
http://r.cnki.net/vote/gj.aspx
http://r.cnki.net/vote/gj.aspx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EyNjgxMQ==&mid=2649974693&idx=1&sn=86afcc5750cbabed3d79ebf6a7eeb282&scene=23&srcid=0811KT6Y4UHZtH2iOAugoMVO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EyNjgxMQ==&mid=2649974693&idx=1&sn=86afcc5750cbabed3d79ebf6a7eeb282&scene=23&srcid=0811KT6Y4UHZtH2iOAugoMVO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EyNjgxMQ==&mid=2649974693&idx=1&sn=86afcc5750cbabed3d79ebf6a7eeb282&scene=23&srcid=0811KT6Y4UHZtH2iOAugoMVO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kwNzM0Mw==&mid=2651283231&idx=4&sn=f3807ad21c4dbbc5ce23cd1e3e5cd21e&scene=23&srcid=0812ISA5OwgMnlcYBJBgAjy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kwNzM0Mw==&mid=2651283231&idx=4&sn=f3807ad21c4dbbc5ce23cd1e3e5cd21e&scene=23&srcid=0812ISA5OwgMnlcYBJBgAjy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kwNzM0Mw==&mid=2651283231&idx=4&sn=f3807ad21c4dbbc5ce23cd1e3e5cd21e&scene=23&srcid=0812ISA5OwgMnlcYBJBgAjy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EzMTYyNg==&mid=2704492611&idx=1&sn=8c30525b10fc378f828bf206b02edb1f&scene=23&srcid=0812Ug1c3ME5GLO5oWqUU056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EzMTYyNg==&mid=2704492611&idx=1&sn=8c30525b10fc378f828bf206b02edb1f&scene=23&srcid=0812Ug1c3ME5GLO5oWqUU056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EzMTYyNg==&mid=2704492611&idx=1&sn=8c30525b10fc378f828bf206b02edb1f&scene=23&srcid=0812Ug1c3ME5GLO5oWqUU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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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参考文献。”gaozy：“我们中级副高可以准备起来了，有这么好的途径。”

（2）清末稿本点校工具

凤凰：“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我近期点校一本清末稿本诗集，遇到两个

问题：一是稿本中有不少脱字、笔误、颠倒等情况，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献可以参

考？二是作者本身又是书法家，行楷兼具，有一些字上下文推测很费力，有没有

相关的工具书、电子资源可以使用？谢谢群里的各位老师。”gaozy：“此问题

很复杂。一，目录学中明确提出校雠需两个版本核对，需找到另一版本诗集或相

关诗歌，加以核对。二，以我有限的视野，暂无此类数据库，个人学识很重要。”

中原劲草：“上次一师弟校一清人诗稿，国内一学者出了个整理点校本，结

果一字之差，弄得师弟一头雾水。所以校点诗文稿，很不容易的，没有诗词训练、

没有古文化常识、没有书法的积淀，还不如影印出版原书为好。国内的科研导向

导致了近些年来垃圾书的增多，板凳一天就坐热了。现在各地方都在系统出版当

地历史名人的文集，充分利用这些现代影印古籍，以及读秀发现平台，多读多琢

磨，会有收获的。。”

我徂东山：“关于书法字体的辨识，于右任编的《草诀歌》可以帮助辨识行

书和草书，虽然每个人写的不一样，但基本套路是固定的；拿不准的字可以用网

上免费的书法数据库查询，每个字的不同写法都能查到。”凤凰：“谢谢各位，

按图索骥，已经收获颇丰。”

（3）投稿平台解答

天空的*：“想问一下老师们，我想在《山东图书馆学刊》或者《河南图书

馆学刊》投稿，怎样才能找到杂志社的官网，我是第一次想试着投稿，但是找不

到官网，肯请老师们指点。”yan：“山东图书馆学刊是邮箱投稿。”cpulib*：

“图书馆学会的期刊直接到图书馆学会官网看。”yan：“山东图书馆学刊投稿

邮箱：sdlibjk@vip.163.com。”yan：“河南图书馆学刊投稿邮箱：hnlibj@16

3.net。”

天山雪莲：“hdgxtsggz@163.com,《高校图书馆工作》也欢迎大家赐稿！”

cpulib*：“你们的不是在线投了吗？”Sparks：“他们现在是了。”天山雪莲：

“邮箱也还可投。”

pillpill：“请问《情报理论与实践》的投稿方式是什么，有平台链接吗？”

BSxuyb：“http://www.defenseonline.com.cn/qbll/ 另外，我刊只接收电子

邮件投稿，投稿邮箱为：ita@onet.com.cn / itapress@163.com 。微信号里也

建议通过电子邮件投稿。”

http://www.defenseonline.com.cn/qb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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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圕人堂发展

（1） 圕人加群有技巧

图谋：“对于群成员邀请新成员加群，需要自身先介绍一下，提供与圕主题

相关的信息。有些成员自身没在群里冒过泡，邀请新成员加群这种方式，是行不

通的。”“没有提供任何有效信息的申请，也是不会被通过的。拒绝的原因为告

知‘圕主题群’，意思是请提供圕主题相关信息。”

（2）亮相自由行

福蛙：“福蛙——我是惠州学院图书馆福蛙，11 年硕士毕业后一直在技术

部工作，主要负责数字资源采访、图书馆软硬件维护、图书馆部分信息系统开发，

也兼职做过科技查新、学科服务等工作。我本人工作前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软件

工程师（好吧，程序员更准确点），因为具有教育技术学学科背景，我承担过学

校的教育学、现代教育技术、科技文献检索等课程的教学，目前的研究兴趣尚未

完全理清，秉承‘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正在努力梳理，目前在图人堂大学进

修，争取早日毕业。我目前主持校级课题两项（必须吐槽下，校级课题结题还要

求发核心期刊），争取能够早日结题。这个暑假也在努力写省哲社青年项目的本

子，不知道能不能写成（所以这个假期都在码字，偶尔冒个泡，今日相应亮相自

由行活动），到时还请图人前辈们多多指导。”

（3）周讯利用实况

图谋：“报告一下《圕人堂周讯（总第 117 期 20160805）》当前的几个数

据。网页版‘已有 428 次阅读 2016-8-5 16:11 ’；群邮件收到 4 条回复；新

浪微博推送被阅读 99次。”“群邮件的回复，几乎每期由数条至数十条回复，

多为表示感谢或慰问的。我会留意，但确实没精力逐一回复，敬请谅解。”“圕

人堂 QQ 群非常重视《圕人堂周讯》工作。《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QQ群

一周交流信息，对‘圕人堂’全体成员公开（通过 QQ 群邮件推送），同时亦对

社会公开（当前主要通过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公开）。”gaozy：“周

讯工作团队很好很强大，欢迎更多朋友发扬奉献精神，锻炼能力，提升自己，服

务群友，加入周讯整理工作团队。”

（4）圕人堂发展基金

图谋：“圕人堂发展基金情况简况：第一次筹资：2014 年 10 月 31 日 21:2

4 开始接受个人捐赠，至 2014 年 11 月 7 日 20：21 接受 20 位成员捐赠，共计 1

0065 元；第二次筹资：2015 年 3 月 31 日 24：00 本次筹集结束，接受了 3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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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捐助（其中有一名捐两次，实 际为 32 名），累计 12050 元；第三次筹资：

截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 19：30 接 受 43 名成员捐助，累计 12100 元；2016 年 6

月 17 日，某公司成员以个人名 义捐赠圕人堂发展基金 5000 元。圕人堂 QQ群圕

人堂发展基金累计接受捐 赠 39215 元。2016 年 8月 10 日结余 14709.29 元。（进

一步信息可参考：a.圕人堂发展基金使用情况汇报.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940421.html;b.《圕人堂周讯》大事记记载有支出情况。）圕人

堂发展基金由图谋负责管理事务。图谋为圕人堂所做的工作，建群至今为零报酬。

《圕人堂周讯》目前已发布 117 期（编辑补助结算至 112 期。）《圕人堂周讯》

的意义，大致有：（1）抢救性保存信息；（2）辅助管 理（群中言论，有人全

程关注）；（3）发展史记录；（4）群务信息公 开平台（比如‘圕人堂发展基

金’支出信息公开平台）。《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

log-213646-837007.html。”

图谋：“我是 1999 年开始活跃于国内图情论坛的。1999 年至今，好些曾经

有一定影响力的论坛、博客等，相继烟消云散，大多数真的什么都没有留下。圕

人堂 QQ 群如果不在了，《圕人堂周讯》可能还会在，在每位成员的 QQ 邮箱里或

网络上可以下载到部分或全部,其他途径（比如《图书馆报》），也可能有迹可

循。”

gaozy：“图谋兄不要心灰意冷，大环境下，不愿做，不敢做的人多起来了。

但圕人交流不会停的。任何平台都有其生命周期。圕人堂 QQ 群远未到谈消失的

时候。我们交流没停止，关注没停止。我刚看了，群内现在是 1700 人，我希望

是只多不少。不管你观点左还是右，温和还是偏激，都要在圕人堂里交流出真知，

提升全面看问题的能力。对有不足的同志，我们会爱护和帮助；能力突出的，会

帮传带。对于自称老的，我要严肃批评！革命工作万年青，工作没完成，讲老，

是偷懒的表现。”

（5）圕人堂激励机制小议

图谋：“圕人堂还真可以是一个学习与交流的平台，其实可以利用圕人堂这

个平台练习，也可以利用《圕人堂周讯》等寻找选题，还可以利用圕人堂开展调

查研究……。圕人堂的这个平台，希望所有成员各取所需，心想事成！他是 QQ

群，但不仅仅是 QQ 群，交流的途径可以拓展。”芷芸：“qq群可以上网课。”

图谋：“网课这类‘大活’，需要有强有力的激励机制。谁来搭台？谁来唱戏？

谁来捧场？谁来打赏？……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小淘可可：“其实我一直

想听群主讲一堂课。”图谋：“很多时候属于唱独角戏，听众也是唱戏的那一个

人。”嘉懿：“激励机制，是最大的问题，这需要一开始有个良好的制度设计，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42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42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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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空想或口头说说，不行的，否则，搭便车 公地悲剧啥滴问题，都出来了。”

图谋：“圕人堂倒不是空想，一直在探索，在实践，只是力量太单薄了。”

嘉懿：“谁来讲，有什么激励，这是个问题。”gaozy：“对。我觉得这个

分析是到底的，客观存在的问题。就是有什么好处。对于高水平的同志来说，带

有什么好处，除了美誉度？”嘉懿：“激励的方式很多，包括金钱、名誉、认同

感等等，不好实现啊。否则，谁会去做一件事呢。”图谋：“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事在人为。”gaozy：“把这个问题戳出来，我觉得很好。这是人性不可回避的

问题。”

图谋：“圕人堂坚持到今天，其实依靠的也是激励机制，虽然这个激励机制，

当前还存在种种遗憾。可以参阅：圕人堂发展基金使用情况汇报.http://blog.

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421.html。”嘉懿：“激励不一定是物质性的，

比如让付出者获得认同感、声望等等，可能激励强度更大。”小淘可可：“其实

这点钱，也就是意思一下，给人家一个安慰。群运行到今天，还是有那么些不计

付出，真正热爱图情事业的人。”图谋：“阳光阅读微信群搞的讲座，效果也挺

好的。”嘉懿：“记得，有本书讲日本武士，他们一往无前的激励主要来自特定

社会网络的认同。”图谋：“激励的原则还是各取所需。”嘉懿：“一个经济学

家讲，人数众多的大集团无法发动集体行动，搭便车者太多，集体行动的成本太

高，只有采取在小集团内进行有差别的激励，集体行动才能成功。”gaozy：“说

的好啊。我服你。”

麦子：“我觉得把这个发展基金看成是激励体制不是很合适。参与周迅编辑

我觉得是处于奉献精神，而不是被激励。说了激励，是贬低了这几个热心人的。

发展基金只是一种对奉献绵薄的补偿罢了，当然，楼主的奉献是最大的。”图谋：

“《圕人堂周讯》本身是圕人堂的一个副产品，当前‘圕人堂发展基金’最低限

度地维持编辑补助，这实际上是出于一种窘迫境地的。”麦子：“所以，我的话

还是对，激励是什么意思：重赏之下有勇夫，那是激励。”

嘉懿：“激励不一定要钱嘛，要认同感、赞扬，这种奖励强度可能更大。”

麦子：“图谋的说法比较让人丧气：我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拿微薄的钱补助一下。

另外还有用法。”图谋：“很抱歉，我的说法，很多时候词不达意。”麦子：“可

以多变化一点：比如平时不给钱，而是多口头激励。然后每年对贡献多的，送去

开个研讨会，学会什么的。”图谋：“说来容易做来难，当前这个体会越来越深

刻，单单是反复地解释说明就很要命。”

星光：“群主指导论文和指导项目。激励机制：老人带新人。”麦子：“在

这里公布：本年度有两个旅费自助项目，大家申请。然后，如果做报告，也让他

们提本群的赞助。”图谋：“现在问题是，通常是指望你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42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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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我可以做点什么？”麦子：“我准备以后在这里私聊的话让图谋直接收费，

每个问题 50。”图谋：“那收费就要我命。”

gaozy：“每个我，很重要；破容易，立难。我们要凝心聚力，共筑圕人梦！

同志们，朋友们！新的目标周期，再见！”图谋：“以前有人提过随意捐的建议，

光收这个钱都会出人命的。”

（6）发展亟待众人推

gaozy：“1694 人了。千人大群，群主辛苦啊。”图谋：“当前的模式确实

是非常吃力的， 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好些基础工作没做好，志愿者的力量没

能挖掘出来。 一定程度上是我自身也有一摊事需要面对，可支配时间有限，期

待更多人共同推动。”gaozy：“我觉得平台开放包容，氛围很好。大家也不要

把他仅仅当成 QQ 群，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团队，一个大学，互相能学到很多。

所以，我是属于有事没事来转转，有时候可以讲是‘拨冗’前来，向各位汇报些

鸡毛蒜皮，感想感受，间或会解答一些疑问。”图谋：“圕人堂是个有梦想的群，

梦想照进现实，期待更多人出工出力，众人划桨开大船。圕人堂群，它是圕人的

一个小小的平台，它在努力连接一切，让更多的圕人受益。”小淘可可：“群主

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这种基层馆员很受益。”

图谋：“建群两年多取得一些小成绩，比如欣然读书的《书香英伦》，《图

书馆报》的圕人堂话题，还有就是期刊上陆续出现的圕人堂有所贡献的文

字……。”gaozy：“群主做得好，当然好，但我觉得，每个我，很重要啊，我

们都嗨起来，绝对是重要的。工作，学术，胡吹海侃，都能互相学习。交流不能

停。有些思想的闪光也是交流过程中获得的。要指望群主，他早累趴下了。这样

好吗？不好！这样行吗？不行！我们要有爱心，促成他‘群辅’的心愿啊。”

小淘可可：“这些都是看得到的，还有些看不到的，如让我们基层馆员开阔

眼界，知道图情界的信息，了解一些优秀的楷模，让我们对自己，对图情事业有

更理性深刻的认识。”图谋：“我的力量很渺小。以前我打过一个比方，我好比

在劝酒，我干了您随意，这种模式是无法持久的，大家不可能尽兴的。更多人一

起，交杯换盏更有趣。我当前是在尽我所能为搭台做些辅助工作，还真不是我闲

得慌。有好多人对我说，你做了件好事，一定要做下去……囿于能力和精力，我

无论多努力，所能做的毕竟有限。我所期待的局面是，你方唱罢我登台，这样才

能持久。”麦子：“不过尽力就好，不必勉强，说到底，就是好玩而已。心态很

重要，刻意为之，就没有意思了。” 图谋：“其实目前这个局面，维持起来并

不容易，可以说是刻意维持，在背后，需要寻求种种支持。当前管理员、周讯编

辑均缺人手，希望有志愿者补充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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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zy：“群里这么多潜水的高人，有的同志就想，我这个菜鸟，也不好意

思嗨。我告诉你，别担心，跟我学，我要悄悄告诉你，鄙人马上又是冠员了。”

小淘可可：“高书记好励志，我们不是没时间嗨，是家务事一大堆。”闽农*林：

“给孩子喂奶，洗衣服，扫地，拖地……事情可多了！”

图谋：“现在问题是，通常是指望你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我可

以做点什么？” 星光：“而不是我可以做点什么？——那群主就做点什么呗。”

图谋：“我一直在做。”麦子：“我总觉得要把这个群做活了，一定要在网下有

建树，正名，否则就是个群。”图谋：“很多人很奇怪，你怎么那么有闲？”麦

子：“有些软实力，缺乏硬实力。”图谋：“因为我找不到他人做。”星光：“群

辅要做好。”图谋：“越做越做得不好。”星光：“群成员有自己的事。”图谋：

“还真就是这个逻辑。”麦子：“的确是个问题，众口难调，越做多，越会发生

异议。”图谋：“有时候，会有一些很郁闷的求助。”图谋：“直接原因是，人

家认为这是你应该做的。”麦子：“没有人找你介绍对象吧。”图谋：“找介绍

研究对象的比较多。有的求助者，我完全不了解他/她的情况，让我介绍研究对

象，也是令我很无奈的事情。”麦子：“这的确是不可能的任务。”

Little：“图谋的领导估计不在群里吧。”图谋：“大家都是我的领导。”

星光：“所以不能使唤要求群成员干这干那，不要抱怨。”图谋：“我都讨厌自

己‘抱怨’过频。比较郁闷是，每次‘抱怨’服务区很小。”

顾*：“图人堂二个方向，一个是努力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人堂分会，另

一个就是一个群，不要刻意去做一些令人困惑的事。”麦子：“我更进一步，其

实就是要成立一个团人协会，而不是图书馆协会，这是有大差别的。”嘉懿：“第

二个方向太好了，任何一个集体只能做有限的事情，包括圖人堂。”顾*：“如

果群主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中国图人堂协会。”图谋：

“留给有能力的人去做。”顾*：“成立官方认可的图人堂协会，可以名正言顺

地收会费，当然也要竭尽全力为会员服务。”麦子：“如果要做第二个方向：我

看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看看做周讯有意义吗？有多少人看？索性变成一个名副其

实的群，也不错。”顾*：“有多少人看，和是否有意愿做周讯，这是二个概念。

我理解群主想在做大做强的想法，但现实就是这样：如果不独立自主，那么只能

或归顺官方组织、或顺其自然，除此外，还有其它选择吗？”

麦子：“‘群主心思太重，要洒脱点’，有此想法的人不少，但估计群主收

到的各种郁闷的要求可能让其他人也洒脱不起来。谁知道那 1000 多个从来不发

言的人在背后有什么指指点点的要求？”梅吉：“这么晚了看到老师们为图人堂

的发展思虑，感动。群主真是费心费力了。确实当前有好多困难我也感受到了，

能做的也只有把志愿者工作做到位些。”图谋：“其实我也知道‘抱怨’很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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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但是那也是为自己留后路的，假如他倒下来，知道他是抱怨死的。”印度阿

三：“这只是个平台用于交流，并不是可以获利的场所。”麦子：“我总结一下：

我们还是做第二个方向算了，群主也受累了。”图谋：“其实每次抱怨，也算是

一种信息公开途径，当前似乎没有（或还没找到）更好的途径。”麦子：“我觉

得这个群的实际力量和影响是不低于一个官方协会的。图谋功不可没，但在现阶

段，群还是个群。”印度阿三：“群就是群，最好不要官办。”

梅吉：“不知米国有无类似的组织，请教麦子 。”麦子：“不少，Charle

ston Conference 是个典型，现在做得很大。”嘉懿：“托克维尔讲，结社自由，

是民主的重要。从苏联东欧得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社会组织有集体行动的潜能，

要严控”

图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之所以坚

持做下去并抱怨着，是认为当前它有存在的意义。”印度阿三：“草根好，至少

不会一本正经讲废话。”图谋：“《圕人堂周讯》从建群至今做了 117 期，从未

间断。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圕人堂 QQ群随时都有可能不存在，但因为有了周讯，

可以知道它曾经存在过。”gaozy：“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不必纠结

于众人的点评。我的意见是关键时刻，就要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不要怕，

不要退缩，干起来！按照自己想法，坚持到底。顾健讲的我也觉得很赞。我也理

想化的希望圕人堂不仅是一个群，而是一种身份，一个社会标签。通过平台，让

我们天下谁人不识君？每个人一呼百应，走到哪里都如沐春风，好不惬意！”

图谋：“作为我的角度是，倒不是纠结于点评，而是纠结于如何取得更多支

持者，行动者，一起让圕人堂梦想成真。圕人堂的梦想与现实 http://blog.sc

iencenet.cn/blog-213646-877056.html。”gaozy：“知易行难，我也期待更多

的朋友，以各种形式支持圕人堂的发展。有人的捧个人场，有力出力，有智出智。”

图谋：“其实我的做法或策略一直是：我干了，您随意。期待少许知音，一起把

气氛活跃起来，是实实在在让更多人受益。”麦子：“又是政治正确的任命。”

图谋：“草根平台，还是尽可能轻松些好。”

麦子：“我觉得，在一些主要会议时，可以搭顺风车，你召集一个群的会议，

大家讨论一些东西，交流一下，做好的话，来一个研讨会什么的，但没有，每次

几个人拍一张照，完了。我是相当失望的，因为白白放弃了好机会。”图谋：“其

实群里真正做书记的有不少，但没见过他们做政治正确的发言。”麦子：“我再

上面的是说国会图书馆。”图谋：“很惭愧，确实我没这个能力，但背后可以说，

是做过些努力的。”

麦子：“我就是说，从易而起，起码开个会聚一下，就群的一些议题讨论一

下，比如，乘机有个比较好的见一些委员会也好，比如，就说阅读吧，第一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05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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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个评定委员会，第二年，评几个类别的最佳推荐图书，然后发奖。至于书

的海选，可以由群友推荐，并按照单子和出版社联系，索要样本。”图谋：“问

题是谁理我？我选择的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有机会的时候，见缝插

针，做点小推广，当前还是这个阶段。”

草草：“麦子的建议蛮好，可是国情人脉各种原因可能无法做到，群聚下就

议题讨论可以，但成立及评定发奖之类没有依托机构学会很难做到。”麦子：“这

样的话，那大家就安了吧，稳定团结。”麦子：“我总觉得，有个上千人的群可

以比这做的更好，但既然大家满意，我不懂为什么这个方向的问题还会时常出

现？”草草：“不过你说的阅读委员会及推荐图书评奖之类，国内已有不少机构

及学会在做了。”麦子：“这完全是两回事，你完全可以以某个角度和专题，自

己推荐的，比如：只选和图书馆员有关的。”草草：“图书馆人荐书？荐图书馆

方面的书？”麦子：“也可以荐最佳图情研究的，但作者不可以是图情系老师。”

草草：“拨云见日。”麦子：“你总要和群的宗旨一致吧。”

麦子：“最大的问题是，这里人乌泱乌泱，但都潜水，什么也做不起来，而

且似乎什么和群发展有关的，都没有什么人响应的，所以可能也是图谋无奈的地

方。”“如果在美国，第一步其实是制定章程，说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草草：“这是学会吧。”麦子：“就是个群，也要有章程吧，其实，这个群和华

人图协差不多。以图书馆员而不是图书馆为中心。”草草：“群公告里已有本群

须知及堂群规范，算章程不？”图米：“麦子提这个方向很好啊。”麦子：“可

以算个草稿。”草草：“你这要群主做大做强的节奏啊。”gaozy：“不做，永

远不知道自己多强大。脸皮厚起来，事情干起来。图谋，我支持你。”

1.5 日常讨论

（1）《书香英伦》入选《全民阅读好书推荐书目（2015-2016）》

知识*波：“喜报：恭喜刘欣老师的《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之旅》入选

《全民阅读好书推荐书目（2015-2016）》，该书目是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韬奋

基金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新华书店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及承办单

位图书馆报共同发起的‘全民阅读好书推选活动（2015-2016）’。”gaozy：“排

队点赞，怎么也得几千个赞。”菇漾：“ 有幸收到了刘馆的赠书。”知识*波：

“我也为刘老师高兴，其实图谋老师的书也很棒，但是可能是我们图书馆届图文

并茂的彩色图书更吸引眼球些，有些小遗憾，下一本一定为图谋老师的书量身订

做，也希望看到其他各位同行的大作。虽然不在图书馆工作，毕竟情报学专业毕

业的，希望我们图情专业有越来越好！”

图谋：“谢谢许编辑分享的好消息！《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之旅》入选《全



圕人堂周讯（总第 118期 20160812）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13 -

民阅读好书推荐书目（2015-2016）》，可以说是圕人堂的喜事！因为该书的每

一环节得益于圕人力量的推动，凝聚了许多位圕人堂成员的汗水。”图志粒：“圕

人堂有这么多大咖在前面起着榜样，带动图情人，真的很感动，一定要更加努力

向群里大家学习。”雨露：“《书香英伦》本馆今年已采购，为了采购这本书，

特意将知识产权出版社的书搜集了几种。”

欣然读书：“非常感谢各位亲，正如图谋老师所说，该书的每一环节得益于

圕人力量的推动，凝聚了许多位圕人堂成员的汗水。”雨露：“好书我们绝不错

过，何况是我们自己的书。”欣然读书：“就我个人来讲，这个群让我受益很多。

群里许多老师非常有才情且乐于助人，许多资讯对我们来讲非常宝贵。有问题提

出来，马上会得到回应。这本书出版前，图谋老师曾多次通读，并提出修改意见。

这是很占用时间和精力的事情。还有的群友在圕人堂连载的书香英伦博文时，就

将文中的错别字和有疑问的地方都收集起来，发给我；我的群友收到赠书后将读

后的反馈意见邮件发给我；这些都令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图志粒：“也说明大

家都很有阅读热情和学习激情，。”欣然读书：“许编辑是一位有图书馆学情报

学情怀的编辑，非常敬业和认真，虽然只是邮件来往，但常常为其职业精神所感

动。一直感觉自己很幸运，一定多多努力和加油，为我们的图情事业多做点事情，

那怕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图谋：“许编辑是《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之旅》

一书的责任编辑。”图米：“在办公室里闲下来的时候，一边喝茶一边看，特别

带感。”芷芸：“今生有幸收到了刘馆的赠书。”

（2）参赛作品雷同，处理办法小议

夏雪：“哪位老师能帮忙查重一篇文章，非常感谢！”图谋：“这方面的

问题，估计还是自己通过网络解决更实际。以中国知网的不端检测系统为例，他

有多种用途的版本，高校一般只购买了某一个版本，授权使用范围为限制在校园

网内，账号管理比较严格。拥有账号的人，做好人或者牟利，自身是不利的,很

可能于其自身是有害无益。帮忙的人还得负责解释这个，也费劲。而且帮忙的人

的违规操作，系统中是有记录的。”夏雪：“谢谢您的回复。”清凉桐影：“确

实。不同的查重系统，对同一篇文章的查重结果是不一样的。”

夏雪：“不是为个人学术论文查重的，是为读者的两篇完全一样的书评找抄

袭依据。我馆组织读者书评比赛，我是评委之一。在参赛作品中看到两篇完全一

样的书评作品。”gaozy：“这个不需要学术查重吧。”夏雪：“对于这种情况，

该怎么打分？，如何处理。”gaozy：“弃用。”夏雪：“两篇书评作品完全一

样，我想给两个零分，但又怕冤枉了其中一个读者。”图谋：“这种特殊需求，

如果谁帮忙，给谁增添了不少负担。”夏雪：“懂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了。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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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怎么评分？都给零分合适吗？”

gaozy：“不知道什么形式，若是自己撰写书评比赛，两篇一样，你自己试

试百度搜索，知网句子检索。一般我觉得不予评分会好点。”图谋：“gaozy 的

方法更实际。”夏雪：“百度搜索试过了，没找到。”图谋：“假如有读秀，用

读秀的知识搜索，可能效果更好。不信，可以贴一小段。”夏雪：“谢谢两位老

师给我的方法，周一我再去做。”

夏雪：“不是严格，实在是两篇书评完全一样，一字不差。看过第一篇，写

得很好，给了高分。”图谋：“这样的问题，小事不小。确实需要谨慎对待。毕

竟是代表机构做。”夏雪：“后来，又看到一篇，觉得非常熟悉，回过头又去看

第一篇，进行认真比对，结果一字不差。纳闷，这两个读者是怎么回事，难道生

活中是认识的。即使认识，参加同一个书评活动，难道就不知道回避一下吗？”

图谋：“较为谨慎的做法，是两篇都淘汰。”

gaozy：“女同志就是想的多。这类问题的处理，就是弃用。不去点评为什

么一样。”米粒 MM：“我猜测，两篇作品均属抄袭。好像考试一样，出现两份

试卷答案一模一样均为零分。”清凉桐影：“抄到同一篇了。”夏雪：“各位的

意见给我很多启发，谢谢大家。周一接着评书评作品，祝大家周末愉快！”gao

zy：“也不值得‘妄议’。即便作者追问起来，也有说法。或许雪只是想找个理

由用其中的一篇。”节能：“我也倾向都不用。 就算是 a 抄 b的，也让 b 长点

心。”

（3）图书馆以前的事儿

七色花*：“‘图书馆以前的事儿’1992-2000 年左右，文化系统以文养文，

图书馆干三产，开了我县最早的滑旱冰厂，过年卖挂历，卖蛋糕，加工节能灯，

开打字复印室，上班人员各显所能，干活挣奖励。”图谋：“截自：陆贻春.图

书馆-坚持无偿服务,注重社会效益[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4)：66-68.为七色

花的‘图书馆以前的事儿’提供点背景材料。”小辉：“现在真是不一样了，只

要想做事，经费非常充足。甚至出现了经费已经申请到了，却忙到没时间做这个

项目，经费又被财政收回去了。”

（4）新一轮学科评估中的调整

hanna：“新一轮的学科评估中，主管部门修改了规则，在评估思路、手段

和规则等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比如，以往可由学校自行决定参评学科，而这一

轮评估则是按照学科门类进行捆绑式评估。简单地说，在 13 个学科大门类中，

在建学科只要有一个学科参评，其他学科都要参评，而只要有一个学科不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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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大类也都不允许参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学校在这一轮学科评估启动初

期，就砍掉了一些弱势学科。’。最近一段时间，全国高等教育界纷纷热传一些

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将在新一轮学科和建制调整中遭到裁撤。这样的议论并不

是空穴来风。7 月 15 日，兰州大学正式发布文件，宣布撤销该校教育学院及内

设机构，而从去年 4 月以来，南开大学取消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独立处级单位建制、

中山大学撤销教育学院、山东大学撤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据了解还有一些著名

大学也在做着裁撤教育学科的计划。”

（5）高校图书馆馆史书目

图谋：“高校图书馆馆史书目信息辑录 依据孔夫子旧书网、读秀、中国国

家图书馆公共目录查询系统检索结果，辑录高校图书馆馆史书目信息。欢迎补充。

思源籍府 书香致远：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1896-2012）（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2013）

清华大学图书馆百年图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风雨甲子铸书魂--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史 1951--2011（辽宁师范大学，2

011）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馆史（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五十年发展史略（1955-2005）（济宁市新闻出版局，2

006）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史（1909--2009）（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9）

河南大学图书馆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天津大学图书馆 110 周年纪念文集（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百年史略（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1996 非正式出版

物？）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史 1946-2006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2006 非正式

出版物？）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馆史 1938-2002 年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 2003）

世纪篇章 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史 1951-2001（哈尔滨出版社 , 2002）

山西大学图书馆史（三晋出版社 , 2012）

河南中医学院图书馆史（郑州大学出版社 , 2015）

西藏民族院学院图书馆馆史（1998，非正式出版物？）

图书馆馆史 山西师范大学校史·图书馆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 2008）

陇东学院图书馆史（1978-2012）（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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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发展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重庆大学图书馆八十年（重庆大学出版社 , 2012）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好像是去年正式出版了馆史？”

八卦*徒：“南京农业大学也有，在馆里见过。”

寡人图：“不是名校哪来馆史？”图谋：“没有这个说法，国有国史，家有

家史，馆有馆史。”寡人图：“没有名人出没，没有留下可圈可点之处，没有在

图书馆几届，有一定影响力，史估计也不好写。但你们学校可以写史，因为有图

谋。”图谋：“馆馆都有图谋。”寡人图：“你是为事业，高度不一样。”图谋：

“馆史其实就是图谋史。”寡人图：“支持你下一本著作，图谋这些年大作出版。”

图谋：“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图谋（a libseeker）。”

gaozy：“史有写法。目前一些馆史其实不算史。但写作起来，还是有内容

的，学术篇不够，就工会活动篇补。要讲内容，也不好说。群里或许有朋友参与

过校史编纂工作，这个懂。我本人承担过学校校史的编撰并承担数字校史馆主要

策划建设者。一言蔽之，目前图书馆里各类娱乐突出者不乏其人，事业心重的寥

寥无几。这就显得‘图谋’格外显眼，有时候难免招来羡慕妒忌恨，甚至‘功高

震主’，往往不一定有很好的发展。这是制度，人性的悲哀。”

图谋：“感谢支持！支持者的支持是前行的动力。当前其实有不少图情学人

的优秀成果，遗憾的是‘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因此我希望圕人堂在图

情‘新书快递’能有所帮助。”gaozy：“所以，我觉得圕人堂精英们要拧成一

股绳。为每一个‘图谋’鼓与呼！”图谋：“后生可畏，世界是我们的，但终究

是你们的！”寡人图：“是的，很对，图书馆事业繁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机

遇。”图谋：“当年李小缘选择离开美国回国时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印度阿三：“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gaozy：

“火车跑的来，全靠车头带。圕人堂发展的好，还要更多的‘图谋’群策群力。

我们是属于帮传带的对象，但世界归根结底是我们的，菜鸟们，出来嗨！”

图谋：“楹联：六十载光阴荏苒 谨奉读者第一为宗旨 继往圣绝学 尽府阁

职守 怀一腔热情 栉风沐雨 心驰于斯 神往于斯 甘为书山撷英者；数万度斗转

星移 秉持服务至上之圭臬 承先贤大道 弘书院精神 挟两袖清风 呕心沥血 魂

牵与此梦绕于此 愿做学海导航人。（2009 年，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张志宇高校

图书馆工作 30 年感怀而作）。”广州书童：“这对联太有气势了！谁写的，写

给谁的？一般人是担当不起的。”图谋：“最后有一句话。”广州书童：“自己

的从业抒怀？”图谋：“这副对联印在该馆馆史的封面勒口上，不过断句有问题。”

图谋：“我贴的特意做了一下断句工作。”嘉懿：“写出了图书馆人的理想，图

书馆真是卧虎藏龙之地，记得央视的一个诗词节目，一个中学的图书馆员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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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谈笑风生。”

图谋：“张志宇先生创作该百字楹联时，已从业 30 年，且长期担任该馆领

导职务，属于有感而发。我给长联加个横批：书山撷英学海导航。如果横批为四

个字：服务读者。”嘉懿：“或者:天堂即圕圕即天堂。”

（6）圕的故事

图谋：“关于‘圕的故事’，补充点内容。程焕文.伟大的图书馆学家杜定

友先生.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dzlg.html‘杜定友，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和卓越奠基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图书馆学家，

祖籍广东南海西樵大果村，1898 年 1月 7日（清光绪 23 年 12 月 15 日）诞生于

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美昌照相店，1967 年 3 月 13 日逝世于广州中山医学院

附属医院（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享年 70 岁。’‘1924 年，杜定友创造

‘圕’新字代替笔画繁多书写不便之图书馆三字。圕为多音节字，读音为 tú sh

ū guǎn（图书馆），后《现代汉语词典》将它看成俗字予以收录，《汉语大词典》

将它作为多音字收录。如今网络工具书《汉典》亦收录有圕一字，意义为图书馆

三字的缩写，读作 tuān。今人在书写圕字时，常将 ‘囗’中的‘書’写成简体

的‘书’。’‘1929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 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

京金陵大学举行，杜定友前往参加会议，提出‘采用‘圕’新字案’等多项提案，

获得讨论通过，主持演讲会、分类编目组会议，发表‘中国无目录’之演说。2

月 1 日上午，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职员改选大会，推举戴志骞、袁同礼、李小缘、

刘国钧、杜定友、沈祖荣、何日章、胡庆生、洪有丰、王云五、冯陈祖怡、朱家

治、万国鼎、陶知行、孙心磐 15人为执行委员，柳诒征等 9人为监察委员会。7

月 30 日，中华图书馆协会致函各图书馆称：‘圕’一字为图书馆三字之缩写，

于图书馆界同人事务上至为经济便利，已经大会已决通过，亦望广为应用。’。”

“关于‘圕’字是补充新的素材，圕非‘圖’。圕人堂本身有纪念杜定友先生的

用意。”

图谋：“杜定友图书馆学之特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

46-803752.html。杜定友（1898-1967），原名定有，字础云，笔名丁右。原籍

广东南海，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先驱者和卓越奠基人之一，

20 世纪屈指可数的著名图书馆学家。1918 年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

学时名）附属中学，旋赴菲律宾大学攻读图书馆学。他 1921 年毕业，获图书馆

学、教育学和文学三个学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图书馆学士学位获得者。回国后

即全身心投入图书馆事业，五十多年中未尝一日稍怠。解放前，他先后担任过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dzlg.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75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7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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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立图书馆、广州市中山图书馆馆长，广东图书馆协会会长，广州市民大学、。”

图谋：“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和图书馆主任，国民大学图书

馆学系主任，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人民图

书馆、中山图书馆馆长，广东图书馆学会会长，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广东省政协

第一、二、三届委员等职。1967 年 3 月 13 日病逝于广州。（信息来源：思源籍

府 书香致远：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1896-2012）（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

3）：P75）。”

（7）图情投稿交流荟萃

Sparks：“其实投稿很奇怪，估计每篇文章，编辑部的口味不一样。”cpu

lib*：“可能他们内部有特殊爱好。”天山雪莲：“我们刊物还有不足之处，欢

迎大家批评指正和理解支持！谢谢！刊物的宗旨与奥运会的宗旨是一样的。”c

pulib*：“一般投稿字体是不是 5号太小了，我们编辑部的一个老师总是要求字

大写，怕有些编辑看着累。”天山雪莲：“第一关审查，与个人喜好无关，如超

过 30%的重复率即退，谢谢理解！尽管个人也觉残酷，但图林史志类等文章可酌

情。”

cpulib*：“参考文献有数量要求吗？”天山雪莲：“参考文献无数量要求，

但文献格式需标准、完整。正文中的引用部分必须实事求是地标注。谢绝工作总

结似的文章。”cpulib*：“工作总结交领导。”

图谋：“圕人堂欢迎工作总结似的文字，如被科学网圕人堂专题选用，支付

稿酬（80 元每千字）。”cpulib*：“那到年底多的是。”图谋：“圕人堂还欢

迎分享论点摘编类文字。年底可以搞年度工作总结秀。”cpulib*：“这个不错。

也许会有一些启示。”图谋：“圕人堂是‘连接’学术期刊的，有些有意义的工

作，学术期刊不便做或不能做，圕人堂可以去做。”cpulib*：“确实是，期刊

都以理论为主。”

印度阿三：“图林史志类的自有收发的地方。”图谋：“天山雪莲的意思是，

对于史志类的文字，复制比的要求可以放宽一点。所分享的信息，是很有帮助的。”

cpulib*：“30%比也不算太严格了，期刊论文不同于学位论文，一开始大量参考

文献做铺垫。”图谋：“这个‘阈值’是不同刊物有不同的要求。”Sparks：“是

的，已经相当宽了，其实最好是看文章。”图谋：“而且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Sparks：“综述类的一般也高。”cpulib*：“佩服写综述的。”图谋：“我的

理解是，初审时放宽，给修改完善的机会。”图谋：“圕人堂是一个读者、作者、

编者交流的平台。当前，图情学术期刊（估计有近 20 家）；报纸有《图书馆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等；出版社有知识产权出版社等。图情学术期刊我试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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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下：《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论坛》、《图书情报工作》、《图书与

情报》、《国家图书馆论坛》、《图书馆》、《河北科技图苑》、《高校图书馆

工作》、《竞争情报》、《情报学报》、《国家图书馆学刊》……圕人堂中有的

近 20 家并不夸张。”“圕人堂群中，好些是图情期刊的读者、作者、审稿人等。”

cpulib*：“普刊的编辑改稿子很认真。”Sparks：“图书馆学刊，现在蛮

厚的。”gaozy：“我觉得这关乎大家的职称福利，不说开开后门，但是能否在

都是圕人堂的好友基础上，给出更多的指点或同等条件下优先？”图谋：“实际

上已经有些成员因此受益。”gaozy：“天下圕人是一家，还真是有实实在在的

收获。这很实在，很好！”Sparks：“其实一般专业期刊倒还好，主要核心期刊

除非你有很强的实力，不然要有点运气才行。”图谋：“还是要相识相知相爱，，

知己知彼，如果连彼此的基本要求都不了解，那将是糊涂的爱。”

Sparks：“是的，我投的两篇就是运气。因为投了好几家都被拒，最后被一

家退修。”嘉懿：“中了两篇大概什么主题啊。”Sparks：“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

gaozy：“ 有没有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期待啊。”图谋：“‘约稿’这

种形式大概就算‘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了，它是真实存在的。”gaozy：“维

普资讯创办了一个图情期刊，目前稿源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图谋：“它是电

子期刊。”Sparks：“这个评职称不行吧。”图谋：“而且没有在国家新闻出版

总署认定的学术期刊范围内。”Sparks：“现在一般专业期刊蛮多的，基本上够

我们用了。”

Sparks：“图书情报导刊，好像比原来有些改观了。”图谋：“图书情报刊

期：月刊 主办单位：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国内统一刊号：50-9208/G 国际标

准刊号：1671-556X。”gaozy：“似乎有纸质版。稿源有限，但正常每个期刊都

有自己的学术层次期待。倒也不会来稿必用。”图谋：“有纸质版属于违规，因

为它属于‘连续型电子期刊’。”gaozy：“从每月出版，国门公开发行，等措

辞看，他们可能违规了，但我会去管吗？我铁定不管。”

图谋：“2014 年 12 月 10 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名单

正式公布（http://www.gapp.gov.cn/news/1664/233978.shtml），共 5737 种。

个人建议还是要结合这个信息综合考量。”

福蛙：“投稿问题每次都有机会成为热点话题哈。”gaozy：“我个人也希

望圕人堂能带动更多的论文、项目合作研究并对此充满期待。一般馆员在科研之

路上比较迷茫，目前我们的层次还处于低级阶段，如分享投稿信息等，能否帮传

带，需要集体智慧。”gaozy：“我相信图谋兄的‘亮相自由行’正是涵盖了这

层深意。大家有合适的选题，项目，可于有兴趣者主动联系，大牛带小牛，虽然

http://www.gapp.gov.cn/news/1664/2339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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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但这是爱的体现，也是凝聚力的来源。”图谋：“圕人堂：

亮相自由行缘起：有部分成员认为当前活跃成员偏少，找不到合适的参与话题。

为了这样便于大家找到交流对象，特此开展‘亮相自由行’活动，希望大家尽可

能的参与。 亮相内容：简单介绍自己以及研究方向或兴趣爱好。实名与否，悉

听尊便。”gaozy：“你是言简意赅，我是深度发散。将一些不好开口的，公开

讲出来。”图谋：“其实 gaozy 所提的‘愿景’，实际已经有好些成员实践过了

或正在实践中。”gaozy：“把原有小范围或私下的活动，提到水面，我们动起

来，人人帮起来，职称都上来。那我们再讨论，将都是‘巅峰论坛’。”

图谋：“关于投稿信息方面，谭理《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 编辑出版学

投稿指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4）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科学网

圕人堂专题的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刊投稿信息辑录（http://blog.sciencene

t.cn/blog-213646-846563.html），这类信息，可以集体关注与更新，集体受益。”

Sparks：“大家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有没有什么看法。”欣然读书：“个

人目前比较关注公共文化服务，不过，还处于感性感知阶段。”gaozy：“倒真

没有很系统的了解过。我所知是群里有位好友兼深度潜水员，若干年前，就此主

题发了一篇中图学报。”cpulib*：“还没浮上来吧。”gaozy：“他就没有浮出

来过。”cpulib*：“潜的够深的。”gaozy：“至少我在关注过程中，没有冒泡

过。”图谋：“以适当形式冒冒泡，可能会因此受益。”cpulib*：“是的，只

要会打字就行了，不需要普通话。”图谋：“也可以不打字，群文件中分享信息

也可以。”Sparks：“谢谢，有两个课题，在写研究报告。感觉在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的实现路径上，有很多需要摸索了。”cpulib*：“是公共馆吗？”Sparks：

“高校。”cpulib*：“高校馆确实欠缺。”gaozy：“公共文化服务绕不过政府

理念及智能的发挥。与其说图书馆是规划者，不如说是具体方案策划及执行者。

我的理解。”Sparks：“现在感觉研究报告想写好，还真不容易，课题以论文结

题最好。”

小淘可可：“没投过高校图书馆工作，这个是湖南的刊物吗？”芷芸：“是

的，上个月投过一次，没中，对吾无名小卒难那。”Sparks：“这个不一定的，

和名气没有必然联系的，认真用心写。”芷芸：“看来是自己水平欠缺，需要长

期在群里吸收营养，专心打磨。谢谢图仁老师们的指点，好好学习。”

（8）由取消高校事业编制说开去

华夏：“【二问：是全面取消高校和公立医院事业编制吗？】相关媒体报道

认为，本次改革将全面取消高校和公立医院的事业编制。据瑞士《新苏黎世报》

网站等媒体的报道，认为此项改革是要削减高校和公立医院的特权，虽不像国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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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那样的大动作，但至少对职工来说，事业编制的‘安乐乡’很快就不复存在

了。《中国经济周刊》撰文认为如果未来全国高校和公立医院全面取消事业编制，

相关单位的铁饭碗要没了。‘真正的改革肯定是逐步地推进，不可能一下子取消，

也不可能全部取消，需要做更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和推进步骤，相关政策措施需

要配套才能推进，如与医疗改革配套、与教育改革配套，不是一取消了之，目前

公众的理解不全面。’实际上编制改革主要涉及两大块：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辅

助人员。对于目前的高校和公立医院来说，改革影响最大的是行政辅助人员。林

新奇认为，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事业单位，都是需要有编制管理的，因为高校和

公立医院人员的归属感和专业队伍的稳定性十分重要，编制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

说可能比金钱的激励更加重要。改革的趋势，是尽可能的扩大非事业编，高校和

公立医院正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对于目前的高校和公立医院来说，改革影响最大的

是行政辅助人员。”

gaozy：“其实很好想象。目前事业单位这部分人，构成政权稳定的核心。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引发动荡，只能小步快走，以公平带动改革前行。”华夏：

“老人不会动的，你懂的，就是新入职的这块。”gaozy：“对的。只能是扩大

非编比例，对已有编制人员参照非编管理，就是现行模式的颠倒，逐步消化事业

编制。事业单位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怪胎，按照国际规则来说，应该逐步取消。

改革能不能顺利推进，目前看来高层还是很多顾虑。总是再做一些前期准备工

作。”华夏：“好多图书馆连续多年不进人了，以后要进，估计是人事派遣了。”

gaozy：“不过对圕人来说，反正也没什么。圕人总体愿意接受一切创新，一切

新思维。”华夏：“对老人没什么影响到，大部人不会关心的。”

cpulib*：“其实，有些改革已经涉及到了，比如我们养老保险都开始扣了，

这是大头。”gaozy：“其实我们年轻人更应该觉得没有什么。养老保险早就在

扣了。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扣国家承担不起了。”华夏：“至少你小孩上学

和其他员工没差别啊，以后派遣制就是二等人了，那是有差别的。”cpulib*：

“现在也没什么差别啊，有钱就读好的学区。”

华夏：“派遣制，工资比正式工低很多啊，哪有钱哦。”hanna：“我们人

才派遣的，学历一样，只拿正式员工的 1/3，工作还就指望他们，几个主任都感

慨，幸好前两年进了好几个人才派遣。”cpulib*：“那是临时工待遇了，人事

代理的应该不低，我们现在辅导员都是人事代理，工资跟正式的差不多。”han

na：“现在彻底封死，学校不再给进人了。”cpulib*：“是的，我们连临时工

都不给了，走一个少一个。”hanna：“我们的临时工就是下岗职工再就业，只

管上架、整架，一个月 1000 多零花钱。人才派遣大概有个三两千吧。”

gaozy：“单位里现在是事业编制、人事代理、劳务派遣、临时工等几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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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和劳务派遣是一个概念吧。”hanna：“对的，就是说得好听些。”gaozy：

“可能就是为了提高别人的心里感觉，将劳务改为人才。”gaozy：“现在高校

人头费也是不得了的，很多时候想着喂金豆子给‘凤凰’吃，指望着提高学术研

究能力，对一般人员有时候是很苛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图书馆人应该

一视同仁。而且更应该向他们倾斜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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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圕人堂周讯》的说明

2016-8-11 12:10

《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QQ群一周交流信息，对“圕人堂”全体成员公开（通

过 QQ群邮件推送），同时亦对社会公开（当前主要通过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

堂”专题公开）。《圕人堂周讯》的意义，大致有：（1）抢救性保存信息；（2）
辅助管理（群中言论，有人全程关注）；（3）发展史记录；（ ...

193 次阅读|没有评论

高校图书馆馆史书目信息辑录

2016-8-7 09:40

图谋按：本文依据孔夫子旧书网、读秀、中国国家图书馆公共目录查询系统检索

结果，辑录高校图书馆馆史书目息。欢迎补充。 思源籍府 书香致远：上海交通

大学图书馆（1896-2012）（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清华大学图书馆百年

图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风雨甲子铸书魂--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史

1951--2011（辽 ...

368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0 个文件。

3.大事记

(1) 圕人堂发展基金有关情况简介。第一次筹资：2014 年 10 月 31 日 21:24

开始接受个人捐赠，至 2014 年 11 月 7日 20：21 接受 20 位成员捐赠，共计 10065

元；第二次筹资：2015 年 3 月 31 日 24：00 本次筹集结束，接受了 33 名成员捐

助（其中有一名捐两次，实际为 32名），累计 12050 元；第三次筹资：截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 19：30 接受 43 名成员捐助，累计 12100 元；2016 年 6 月 17 日，

某公司成员以个人名义捐赠圕人堂发展基金 5000 元。圕人堂 QQ群圕人堂发展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581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581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501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9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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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累计接受捐赠 39215 元。2016 年 8 月 10 日结余 14709.29 元。（进一步信息

可 参 考 ： a. 圕 人 堂 发 展 基 金 使 用 情 况 汇

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421.html;b.《圕人堂周讯》

大事记记载有支出情况。）圕人堂发展基金由图谋负责管理事务。图谋为圕人堂

所做的工作，建群至今为零报酬。《圕人堂周讯》目前已发布 117 期（编辑补助

结 算 至 112 期 。 ） 《 圕 人 堂 周 讯 》 辑 录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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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6年8月12日14:00，群成员达1699人（活跃成员294人，占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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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清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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