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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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il *：“人事代理招聘预告：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拟招聘人事代理一名，

专业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图书馆学、情报学，具体要求及待遇事宜请参考

我校 6月份的人事代理招聘公告，新的招聘公告期太短，所以在此预通报哈，欢

迎大家广为传播，联系电话：0535-6903737 。http://url.cn/4A6O5W4。”

海边：“泰康集团商学院招聘图书馆主管，求推荐！工作地点北京，薪资面

议。岗位职责：一、 负责泰康商学院图书馆的筹建和科学管理，结合企业文化

规划图书馆的文化品位和发展方向。二、 以大数据概念建立智能化管理体系，

熟练运用各类图书管理软件，有效防范计算机病毒，定期对电子文件进行备份。

三、制定运营管理制度、年度工作计划、预算和长期规划，完善运营维护流程。

四、 做好书籍造册、上架、名贵收藏品展示及库存的管理工作，确保图书及艺

术品的完整性、无遗失，定期进行盘点。五、 定期对图书馆设备设施进行维护

保养，确保随时有效。 六、做好图书馆的借阅、归还和书库的管理工作。七、

加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协助集团做好重大接待工作， 离任时，应做

好移交手续。有义务在离任期内协助接任者熟悉本职工作。 任职要求：一、本

科以上学历。二、211高校或知名学院图书馆五年以上相关管理工作经验。三、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熟悉图书馆业务工作。四、年龄 40周岁以下。五、

性别不限。六、全职。”

图谋：“图书馆，让社会更智慧更包容——第九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征文

通知·第一轮公告 http://beta.library.sh.cn/SHLibrary/newsinfo.aspx?id=422第九届

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SILF 2018）将于 2018年 10月 17～19日在上海图书馆举

行。会议由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主办、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和

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协办、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学术支持。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图书馆，让社会更智慧更包容。会议将围绕与主题有关的热点

问题、最新研究成果、新颖观念、先进技术和最新进展开展深入、广泛的学术交

流，并特邀著名专家、学者作主旨报告和专题报告。为保证本届论坛的学术质量，

吸引更多的学术论文，现向国内外广大的图书馆理论工作者、图书馆和信息机构

的管理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公开征稿，并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此次会议。论文摘

要截止日期：2018年 2月 12日 论文全文截止日期：2018年 3月 31日 。”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的通知 http://www.ls

c.org.cn/c/cn/news/2017-09/01/news_10667.html 为进一步发挥图书馆事业中的青

年作用，探索图书馆员的转型之路，认识新形势赋予图书馆员的新使命，肩负新

http://url.cn/4A6O5W4
http://beta.library.sh.cn/SHLibrary/newsinfo.aspx?id=422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7-09/01/news_10667.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7-09/01/news_106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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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砥砺前行，共同推进图书馆事业和青年人才事业的创新发展，中国图书馆学

会将举办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论坛主题——转型与创新：新时代图书馆员的使

命与责任。时 间：2017年 10月 11日至 14日 地 点：武汉图书馆汤湖分馆。”

图谋：“关于举办 2017年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的通知 http://www.

lsc.org.cn/c/cn/news/2017-08/30/news_10650.html为了促进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专家学者的思想交流，增进学术合作与创新，繁荣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201

7年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将于 10月 20日至 23日（周五至周一）在

湘潭大学召开。”

图谋：“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 http://d.eqxiu.com/s/TLJP3i6z?

eqrcode=1&share_level=1&from_user=433d0cee-bb8a-473b-887e-f9623bb4d32f&fr

om_id=c076f7f7-0523-40be-a8be-eda998e78b96&share_time=1504245594418清华

大学图书馆主办，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承办。时间：2017年 10月 26-28日；地

点：贵州省贵阳市孔学堂会议中心。”

张*杰：[事业招考]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2017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 http://www.gdzz.cn/javaoa/article/articleview_simple.jsp?act=view&articleID=374

51da9b829cec40193260737fa1259&catalogID=94d647ab345e98214357a1b5bce682f

7&path=%B9%AB%B8%E6%B9%AB%CA%BE。”

hero8151 ： “ 2017 年 福 建 省 图 书 馆 招 聘 工 作 人 员 方 案

http://www.fjrs.gov.cn/zt/sydwrczp/zpfa/201709/t20170905_1594336.htm2017 年 因

工作需要，拟向社会公开招聘正式编制的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人员 16名。”

Lee：“e线速递 | 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关于举办第一届公共图

书馆创新创意征集推广活动的通知 http://url.cn/5aInPZY。”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biochem：“开学第一天，2017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揭晓，看楷模怎样

做教师！2017-09-01 中国教育报 http://url.cn/5bDdv87。”

图谋：“第 24期图书情报高级研修班招生简章 http://beta.library.sh.cn/SHLi

brary/newsinfo.aspx?id=418为落实《上海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计划》，培养高素

质的图书情报专业人才，由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上海市分中心、上海市文

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指导委员会牵头，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上海市科学技术情

报学会联合举办，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会展中心具体承办第

24期图情高级研修班，现在开始招生。整个课程由国内权威图书馆学、情报学

专家讲述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的历史及其最新发展动向、介绍图书馆学、情报

学实务及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招生对象:从事图书馆工作、情报学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7-08/30/news_10650.html
http://www.lsc.org.cn/c/cn/news/2017-08/30/news_10650.html
http://d.eqxiu.com/s/TLJP3i6z?eqrcode=1&share_level=1&from_user=433d0cee-bb8a-473b-887e-f9623bb4d32f&from_id=c076f7f7-0523-40be-a8be-eda998e78b96&share_time=1504245594418
http://d.eqxiu.com/s/TLJP3i6z?eqrcode=1&share_level=1&from_user=433d0cee-bb8a-473b-887e-f9623bb4d32f&from_id=c076f7f7-0523-40be-a8be-eda998e78b96&share_time=1504245594418
http://d.eqxiu.com/s/TLJP3i6z?eqrcode=1&share_level=1&from_user=433d0cee-bb8a-473b-887e-f9623bb4d32f&from_id=c076f7f7-0523-40be-a8be-eda998e78b96&share_time=1504245594418
http://www.gdzz.cn/javaoa/article/articleview_simple.jsp?act=view&articleID=37451da9b829cec40193260737fa1259&catalogID=94d647ab345e98214357a1b5bce682f7&path=%B9%AB%B8%E6%B9%AB%CA%BE
http://www.gdzz.cn/javaoa/article/articleview_simple.jsp?act=view&articleID=37451da9b829cec40193260737fa1259&catalogID=94d647ab345e98214357a1b5bce682f7&path=%B9%AB%B8%E6%B9%AB%CA%BE
http://www.gdzz.cn/javaoa/article/articleview_simple.jsp?act=view&articleID=37451da9b829cec40193260737fa1259&catalogID=94d647ab345e98214357a1b5bce682f7&path=%B9%AB%B8%E6%B9%AB%CA%BE
http://www.fjrs.gov.cn/zt/sydwrczp/zpfa/201709/t20170905_1594336.htm
http://url.cn/5aInPZY
http://url.cn/5bDdv87
http://beta.library.sh.cn/SHLibrary/newsinfo.aspx?id=418
http://beta.library.sh.cn/SHLibrary/newsinfo.aspx?id=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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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专业人员，额满为止，敬请提前报名；上课时间：9月 18日至 9月 23日；

报名时间：8月 22日起至 9月 14日(每周一至周五 8:30—11:00、13:00—16:30)；

上课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 1413号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会展中心培训部。”

天天有*：“阅读价值与阅读文化的可贵彰示——张怀涛先生的《读书有方》

读后感 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年第 4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

f2b0102x453.html摘 要 张怀涛先生的新著《读书有方》，对阅读文化进行了

深入探究，对阅读价值进行了全面探索，对阅读方略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更

融入了对全民阅读的真切关注和独到思考，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关爱和情怀，对人

们了解阅读知识、增进阅读情意、提高阅读能力、提升阅读层次大有裨益，是一

本有温度的阅读指导书。关键词 《读书有方》 人文精神 阅读价值 阅读文化

阅读方略。”

雨过天晴：“图情档期刊投稿指南（已更新）http://url.cn/5JkSbvQ。”

薪樗 /tp：“如何下载《图书馆建设》App浏览文章全文？小编带你看攻略

http://url.cn/5PYobVk。”

Oscar：“情报资料工作的投稿网址现在是 http://qbzl.ruc.edu.cn。”

图谋：“读书有方 http://product.dangdang.com/1429328261.html作者:张怀涛

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 07月 《读书有方》以弘扬阅读的人

文精神为宗旨，以启发青少年的读书兴趣为立意，分为‘耕读传家’、‘泛舟荡

楫’、‘杏坛书影’三个板块。‘耕读传家’以探讨阅读文化为主，涵盖全民阅

读、阅读环境、读书对联、读书谚语等内容；‘泛舟荡楫’以探讨读书方略为主，

涵盖阅读价值、读书技法、阅读习惯、阅读模式等内容；‘杏坛书影’以探讨书

香校园为主，涵盖信息时代的学习观、校园阅读推广等内容。《读书有方》可供

中等文化程度以上读者阅读，对于提升阅读情意、掌握阅读方法大有裨益。”

论坛刘编：“《图书馆论坛》第九期，已经全部在知网上线，纸本与数字本，

再次同步，且都提前了 8天！感谢，祝贺！。”图谋：“感谢刘主编奉献的特别

福利！”Sparks：“效率真高。”图谋：“刚浏览了群文件，每期《图书馆论坛》

电子版都有 100次左右下载。”

浅笑的*：“大家好，我是情报学学生，想为挖掘在线评论和排序输出方面

做研究。请大家帮我填一下问卷信息，https://sojump.com/jq/16290198.aspx。”

系统消息：“宋鹏 分享文件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doc

下载。”

宋鹏：“沣西新城‘扶贫扶智•书香惠民’图书捐赠仪式在大王镇举行 http:

//url.cn/5DdjX2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x453.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bc3ff2b0102x453.html
http://url.cn/5JkSbvQ
http://url.cn/5PYobVk
http://qbzl.ruc.edu.cn
http://product.dangdang.com/1429328261.html
https://sojump.com/jq/16290198.aspx
http://url.cn/5DdjX2G
http://url.cn/5DdjX2G


圕人堂周讯（总第 174期 2017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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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gaozy：“中山大学潘燕桃教授将于 9月 15日在中国大学MOOC开设‘信

息素养通识教程：数字化生存的必修课’，敬请关注。慕课链接：http://www.ic

ourse163.org/course/preview/SYSU-1001936003/?tid=1002039006 。”

李纬-*：“善本数据化，并可上网免费浏览下载。https://mobile.qzone.qq.co

m/l?g=1336&appid=311&subtype=0&blog_photo=0&ciphertext=E4C34547DCE2A4

F42EF9B99FAD030BCC&uw=522804668&g_f=2000000393。”

薪樗 /tp：“精品推介——甲骨文•悦读空间 http://url.cn/5CwoNdV。”

Lee：“图林语录 | 卢云辉：图书馆是公器，所有人都可以分享的 http://url.

cn/54KAPH2。”

图谋：“南林大图书馆逆天了！http://url.cn/5Krzm6h。”

Lee：“一组获奖图书馆建筑照片 http://url.cn/57efARc。”

Lee：“图林老姜，您好~ http://url.cn/5lvOTyp。”

绿雾 6*：“情报界专家经典博客导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ab77ef7

0101k29a.html。”

图谋：“@Little 《图书馆报》订阅信息邮局订阅邮局订阅名称：《新华书

目报·图书馆版》国内统一刊号：CN11-0126邮发代号：1—88发行时间：每周

五定价：96.00元整年每期售价：2.00元如有疑问欢迎留言，或致电《图书馆报》

编辑部电话：010-88362160 传真：010-88361757邮箱：tushuguanbao@vip.163.

com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北礼士路 135号 7号楼二层 《图书馆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37。”

Lee：“《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第二批学术期刊名单（共 693种）》

第二批除了国家图书馆学刊，还有图书情报导刊。”

广州书童：“http://sfzb.gzlo.gov.cn/sfzb/file.do?fileId=8A42548A5DC0BCC10

15DE4BF17740038 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第

三方评估管理办法》的通知为贯彻落实《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提升我市公

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推动‘图书馆之城’建设，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制

定了《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第三方评估管理办法》，并业经市法制办审查通过。因

为今年文化部已经开展了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明年计划引入第三方评估广州

市行政区域内的街镇层级的图书馆。”

广州书童：“夜读 | 你的焦虑，或许是太急于过上‘标配’的人生 http://ur

l.cn/5v10FDQ。”

系统消息：“ Sweet Dr... 分享文件 智慧图书馆论坛会议通知.pdf 下载。

海派文化会议通知.pdf 下载。”

Lee：“图片看不过瘾，直接上文字版链接：邱葵：《图书馆学散论》序 ht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preview/SYSU-1001936003/?tid=1002039006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preview/SYSU-1001936003/?tid=1002039006
https://mobile.qzone.qq.com/l?g=1336&appid=311&subtype=0&blog_photo=0&ciphertext=E4C34547DCE2A4F42EF9B99FAD030BCC&uw=522804668&g_f=2000000393
https://mobile.qzone.qq.com/l?g=1336&appid=311&subtype=0&blog_photo=0&ciphertext=E4C34547DCE2A4F42EF9B99FAD030BCC&uw=522804668&g_f=2000000393
https://mobile.qzone.qq.com/l?g=1336&appid=311&subtype=0&blog_photo=0&ciphertext=E4C34547DCE2A4F42EF9B99FAD030BCC&uw=522804668&g_f=2000000393
http://url.cn/5CwoNdV
http://url.cn/54KAPH2
http://url.cn/54KAPH2
http://url.cn/5Krzm6h
http://url.cn/57efARc
http://url.cn/5lvOTyp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ab77ef70101k29a.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ab77ef70101k29a.html
http://sfzb.gzlo.gov.cn/sfzb/file.do?fileId=8A42548A5DC0BCC1015DE4BF17740038%20
http://sfzb.gzlo.gov.cn/sfzb/file.do?fileId=8A42548A5DC0BCC1015DE4BF17740038%20
http://url.cn/5v10FDQ
http://url.cn/5v10FDQ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28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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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2858.html。” 图谋：“有老师小窗问《图

书馆学散论》在哪个网站能购买到，亚马逊、当当网等均有。”

海边：“图书馆的无人服务指日可待 http://video.sina.com.cn/news/spj/topvid

eoes20170906/?opsubject_id=top1#251597277无人快餐。”

三峡医*：“开馆啦！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正式落成开馆_校内新闻

_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官方门户网站 http://www.cqvie.edu.cn/cqviezmh/xnxw/

2017/0906/32474.html。”

虚怀若海：“权威发布：CSSCI（2017-2018）南大核心目录 http://url.cn/5v

Kia8D。”

图谋：“竹帛斋主.网络图林有多大？.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

010005cg.html2006-10-10 18:58:43。”

向阳湖边：“各们老师我是 ORCID 中国总监胡*杰，现奉上 ORCID 简介，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系我。谢谢！”

图谋：“图书馆报 2017年 9月 8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

9/08/A01/356656.shtml。”

图谋：“叶丹.‘2017公共图书馆信用服务论坛’在杭州图书馆举行.http://1

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9/08/A09/story/52486.shtml。”

1.3问答与讨论

（1）政府部门发布白皮书的获取途径

Lee：“想问一下：政府部门发布的白皮书，一般从什么途径获取到？”联

创-*：“之前帮上海的老师咨询过，白皮书找当地新华书店，免费赠送的，数量

有限。”

（2）图书馆统计数据的获取途径

0001：“各位老师和同学，请问有没有关于图书馆方面的统计数据？谢谢。”

Lee：“@0001 文化部年度文化统计报告、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网站高校图书馆发

展报告。还有各省统计年鉴里面也有，比较分散。”

（3）关于书架排架容量方面的业内标准

Sweet*：“请问一下各位，图书馆有没有关于书架排架的容量方面的业内标

准？”薪樗 /tp：“每书架书量的计算 https://wenku.baidu.com/view/9afe59563c1e

c5da50e270f1.html 。” Lazycat：“书库里走几圈，把各种类型（不是图书分类）

的图书大量一下，尤其是艺术类的那些画册、古籍、摄影集、标准规范、图集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52858.html
http://video.sina.com.cn/news/spj/topvideoes20170906/?opsubject_id=top1#251597277
http://video.sina.com.cn/news/spj/topvideoes20170906/?opsubject_id=top1#251597277
http://www.cqvie.edu.cn/cqviezmh/xnxw/2017/0906/32474.html
http://www.cqvie.edu.cn/cqviezmh/xnxw/2017/0906/32474.html
http://url.cn/5vKia8D
http://url.cn/5vKia8D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005cg.html2006-10-10%2018:58:4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005cg.html2006-10-10%2018:58:43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9/08/A01/356656.shtm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9/08/A01/356656.shtm
file:///D:/圕人堂20160317/各期周讯编辑原稿/174/.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9/08/A09/story/52486.shtml
file:///D:/圕人堂20160317/各期周讯编辑原稿/174/.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7/09/08/A09/story/52486.s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9afe59563c1ec5da50e270f1.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9afe59563c1ec5da50e270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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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看一下，上两天书就知道了，比公式管用，预留架位是更需要经验的。”

（4）MARC 中的统一书刊号的含义

小洋：“请问各位老师，MARC中的统一书刊号是什么意思啊。”Lazycat：

“在使用 ISBN 号之前，我国出版物用的是这个统一书号。”贫尼爱*：“图书

不用 091。”小洋：“但我看有些书两个号都有。”海边：“80年代末期才陆续

使用 ISBN。过渡阶段都有两种。”小洋：“长见识了，这个号也是出版总局给

的吧。”Lazycat：“现在的标准规范还是用统一书号。因为标准规范不是图书，

不能用 ISBN。”小洋：“还有个叫国家书目号。”Lazycat：“有些不是书的出

版物或者比较特别的书，还是用统一书号。”

（5）图书馆的超期罚款

Lazycat：“有个疑问啊，图书馆超期罚款、丢书赔款，属于物价局管理范

畴吗？”广州书童：“可以算民事合同处理。”Lazycat：“我想知道物价局到

底管不管，不想知道可以算什么。”Permut*：“问题也没签合同啊。”广州书

童：“那就是你手续不完善。”Lazycat：“这种收费不是商品，不是服务。是

对他占用公共资源的一种处罚。”广州书童：“如果有注册的时候签名或者打勾

确认，其实就是一个合同。”Lazycat：“是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一种处罚。”中

原劲草：“就算是有合同，关键是政府也没出台指导价啊，它咋管。”三峡医*：

“@广州书童 公共图书馆好处理，高校图书馆尤其是不成熟的高校图书馆，这

个事情很麻烦。”广州书童：“我和你约定，你免费享受我的借阅服务，但是假

设你在约定的时间内不归还，那好，逾期占用资源费，一天一毛。你同意吗？同

意就签名打勾，不同意？那就请你馆内阅览，不要借走。”天涯海角：“因为这

个罚款是否合法的问题弄不清楚，所以我们早就取消了。”三峡医*：“@广州

书童 。现在依法治校，遇到学生投诉，那就麻烦了不是。”

（6）不需要装订的过刊的处理方法

寒潮：“请教一下：各馆对于不装订的过刊是如何处理的？”Lazycat：“我

们是由资产处联系处理掉了。期刊不算固定资产，不用做资产注销。以前还卖给

过读者，后来收的钱不好处理，谁愿意要谁可以拿。有一部分消遣类的，给了后

勤、学生宿舍。” 江湖浪子：“@寒潮 对口扶贫乡镇的学校！”Lazycat：“我

们也赠送给过村、社区。”扣肉：“我们的过刊，现在直接放在脱酸盒，进库房

备查。”烟大圕*：“我们的报纸是一周后学生就可以自由取走了。”寒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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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有装订后的期刊报纸才入库。”天涯海角：“专业刊装订，其余的都捐给各

乡村图书室了。”2014：“我们的期刊好像是全部装订的，评估的时候好凑数。”

天涯海角：“我们只装订专业刊。”

1.4如何有效解决图书馆占座问题？

若水：“图书馆占座/空间竞争讨论阶段总结：占座很严重，可谓老大难。

到底该不该提供空间服务，哪些类别，提供到什么程度，比如自习室，需要多少

个座位合适？有无最佳规模？少了没有人气，拥挤，占座；多了有条件支撑吗？

浪费，需要继续研究。 2占座问题/来图书馆自习影响因素占座，为什么？学生

为啥来图书馆？有哪些因素影响？空调，安静，饮水，食品，安全，随时取用资

料，学习高峰冲击，还有吗学生为啥不愿意去教室？不开放，无空调（南方），

蚊子，卫生，聊天吵闹，谈恋爱，不安全等等还有哪些因素？3占座/空间竞争带

来的影响管理困境，措施摇摆不定，馆员压力，馆读者关系紧张，读读关系紧张，

图书馆负面形象、书籍丢失 4问题解决努力图书馆人员劝说、沟通与清书，宣传

合理使用，座位管理软件及技术、机器人管理，保卫处介入，增加座位，提供有

偿出租空间，学生自我管理，等等，还有哪些方法？”

（1）占位用书如何处理

Little：“想向各位问个问题，学生在图书馆占位的书，都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不允许占位，清理了自习室，学生把书塞的到处都是，甚至有的学生光想让

家搬过来。”广东小*：“堆放在一个专门的区域。”Smart：“我们也是，集中

在一起。”Little：“我们开辟了好几个，有的人整天占着不拿走。”天蝎小昭：

“来占位总比没人来要好，工作人员勤快点常收呗。”二木：“我们是每天下班

清理，放到一个固定地方，不清理的话，座位确实不够用。”

hanna：“@Little 我们辟了一间小房给学生放书，由研究生院负责管理。”

图谋：“你们太酷了，让研究生院为图书馆打工。”hanna：“也是闹了好多次，

收书收得学生告到学校去了。”海边：“ 这个办法好。”hanna：“一开始有房

子的，东西丢了，保卫处不让给他们辟地方放书，但学生意见大。”海边：“研

究生院愿意管吗。”hanna：“闹来闹去就让研究生院来做了。”海边：“读者

有自我教育委员会。让他们参与。是学生团体之一。”hanna：“具体问了下，

是考研前一个月开放房间，由学生事务管理中心派学生来值班，放进拿出都要签

字。”Lazycat：“@海边 我们也有这个想法，跟学生馆员谈过之后，他们说，

我们不能干，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包括没有权利提醒在图书馆吸烟的同学。”h

anna：“学生平时占位子的书自己不收的，我们在大门口放了个大箱子，晚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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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丢在里面，图书馆不负责整理保管。”Lazycat：“我们是用垃圾袋收集起

来，不干胶条封口，贴上个日期+序号，桌子上留个提醒的单子，上面有日期+

序号，以及物品现在在什么地方，去自取。”april *：“考研的同学需要一个固

定放书的地方，有多少图书馆能满足学生这个需求？”海边：“这个也不错，但

袋子消耗量可不小。”april *：“大袋子很贵的。”Lazycat：“留条还包括图书

馆的相关规定，以及物品丢失免责。”琳琳的*：“要不要为考研同学提供特殊

服务，每个馆的观点也不同。你们做的真细致。”寒潮：“我们有些柜子，学生

登记后方放书。”Lazycat：“但是工作量增加很多啊，现在人手很紧张，这些

都是开馆前后做，无形中增加了馆员上班时间。”april *：“我们硬性规定，不

能占座、个人物品不能过夜。学生需要长期固定放个人物品的需求实在满足不

了。”Lazycat：“我们也是这样规定的。”海边：“姚，你们专门提供房间放

东西，学生不在这个房间看书吧。”Lazycat：“最开始收集的时候，是在总服

务台登记领取，这样能看到谁经常占座，但是学生有意见（可能自己也觉得不合

适吧）。”hanna：“@海边 就是放书的地，里面有架子。”海边：“根本不用

管理。自己随意放取。”

（2）贵重物品的保管

海边：“@寒潮 ，柜子学生自己上锁？”Lazycat：“但是我们对于相对贵

重的物品，比如手机、笔记本电脑，还是收到服务台领取。这些孩子也是心大，

几千元的东西一放放几天，比如周五收的，周六日人家回家了，周一才来找。”

海边：“我们有外人到馆偷笔记本的。已经发生过几起。监控查不到。”Lazyc

at：“监控即使看到，你也抓不到人。”海边：“学生到保卫处报案后，保卫处

就到图书馆查门禁记录。查图像，通常没结果。”Lazycat：“问题是我们馆现

在也对外开放，登记身份证就能入馆阅览。还有每天来来往往的办事的，施工的，

推销的。”河北工*：“考研前 学生疯狂占座，占不到座位的就在网上提意见说

我们不作为。”hanna：“昨天我们还发生件有趣的事，一孩子借书证丢了没有

及时挂失，下午丢的，到了晚上去挂失的时候发现证上多了三本书不是他借的。

保卫处来人调监控，我们也从自助借还机上找到了那个人的照片，是个女生。结

果也没找到这个人。”

（3）占座管理系统

海边：“安，这种情况只能使用占座管理系统了。这是图书馆作为的一种体

现。”Lazycat：“我一直想上占座系统，但是学校不批。嫌贵。”海边：“一

年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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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考研的这波读者，有些馆的做法是开个考研专区。开之前，做个

学生投票调研。座位的使用率还是很高的，刚开学到现在，安排一个同事去了四

个学校的图书馆看了用支付宝和微信扫一扫预约使用的用户量加起来，5天就 4

万多条预约使用信息。” 寒潮：“座位供不应求的可以使用座位管理系统。”

Lazycat：“我们馆的情况是：某些特定位置的座位供不应求。”

Lazycat：“后来想用微信，调查一下，学生说我不用智能手机就不能来图

书馆了吗。”海边：“上面说的是考研的学生书多，需要管理。”Lazycat：“自

己做个 APP，按楼层区域画图，桌上二维码。这种也有公司在做。”联创-*：“其

实我是做座位管理的厂家，这里不宣传系统，沟通一下。”hanna：“预约的学

生来了，发现位子上坐着个人。人家说我坐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让给你？除非你

把那块地圈起来。”河北工*：“@海边 占座管理系统也要人管理，实际上是增

加了馆员的工作量。”

（4）存包柜的使用和管理

寒潮：“@海边 柜子不上锁，学生自行负责。”河北工*：“柜子他们自己

会上锁的。”Lazycat：“我们在一楼有个专门的屋子，里面是电子存包柜，那

学生也不愿意把东西放进去。”寒潮：“因为如果柜子数量不能满足需求，我们

要求两人共用。”Lazycat：“每天用存包柜的读者寥寥无几。”寒潮：“不愿

意搬走的学生是经常泡图书馆的，他们一般为考试而复习，所以书籍基本固定，

来图书馆的时间也比较固定，人员相对来说也固定，所以他们更愿意把需要的东

西放在方便存取的地方。我们在每层楼都分布了柜子。对于为备考的读者相对集

中的区域多放点。”海边：“我们馆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有柜子，每天都要对柜子

清场。不让学生放书过夜。”Lazycat：“每楼布柜子，有没有发现很多没办理

借书手续的书长期存在那里，其他人查系统显示在架可借，可就是在架子上找不

到书。”海边：“有。这是我们清场的主要原因。”寒潮：“我们这边不愿意搬

走的基本上都是备考的学生。”河北工*：“我这每晚安排学生清理占座。”Sp

arks：“座位系统。”海边：“看书的效果好吗。”河北工*：“每天爆满。”

（5）读者投诉的处理

Lazycat：“学生现在比较矫情，说我没看到有提示禁止占座，我坐的地方

我没看到，提醒不醒目，没看到，没人跟我说不许占座。”河北工*：“@海边

你是没见暑假期间 考研学生把座位站满了，还有搬自己的桌椅过来的 。”徐徐

清风：“对考研的同学要包容之心，每天跑一大堆书来回图书馆也是很累的。”

海边：“这学期我们早上 7点开馆，晚上 10点闭馆。”河北工*：“那考四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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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考试的、准备期末考试的也要包容吗？@徐徐清风 。”海边：“都一

视同仁。都是学习。”河北工*：“现在学生不咋借书 都是来上自习的。”海边：

“图书馆还巴不得多借出书呢。现在借阅率明显走低。”徐徐清风：“这些考研，

考证的孩子将来成功的话，他们最美的记忆，最感谢的就是图书馆给他们提供了

良好读书复习环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Lazycat：“现在可恨的是，本来我

管理的挺顺溜了，然后有个学生到学校投诉一下，不管他是否合理，图书馆原来

做的就得改变。”薪樗 /tp：“那还有别的能约束学生的吗。”谈天：“包容和

规则实际上是在按照两个标准来执行。这样以后别人没法做工作。很多人也会说

自己有自己的难处，只要是出于学习的目的不论是考研，还是四六级，还是司法，

事业编制。是不是都可以。”海边：“你改变，说明你理亏。”薪樗 /tp：“实

际上高校也有很多自习室的吧。”海边：“是啊，很多教室，偏偏爱上图书馆。

研究生院楼上面几层全是教室，基本是空的，就在图书馆旁边。但人家就是爱上

图书馆看。”Lazycat：“@海边 我们学校就认为学生提出来的都必须满足，不

管是不是因为个体影响大众。”徐徐清风：“现在很多大学，教室如果不上课，

一般不开放，有课时就用，清场更厉害。图书馆一个学期到期末完全清一次场就

行了，平时小范围提醒和规整就可以了。”海边：“不可能的。东西可多了。”

图谋：“各馆有各馆的实际。”

（5）自助复印

徐徐清风：“自助复印是趋势，学生刷一卡通扣费。”图谋：“有些馆是搞

的自助打印服务（有偿服务）。”Lazycat：“@徐徐清风 这些设备的维护、正

常运转率目前都有点问题，最主要的是打印（复印）篇幅有限，很多需求没法实

现。”图谋：“‘可持续发展‘为宜。”徐徐清风：“特别要求，当然还得去找

打印店。”Lazycat：“多数还是处理小幅文字为主的。”Lazycat：“我们是工

科院校。所以还是要有专业设备。而且使用率是很高的。”徐徐清风：“只能满

足一般性的打印和复印和扫描。现在很多馆应该设置了如联创自助复印，打印，

扫描一体机。”Lazycat：“我们开放的每个楼层有至少一台，但是学生还是愿

意去打印社（在图书馆一层）。等于我们的自助复印机相当于摆设。”

图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欢迎大家秀秀馆中各种设施，有利于改进

工作，还有助于增广见闻。图书馆提供的打印复印设施，主要还是侧重于利用图

书馆资源与服务的（比如复印纸本书、刊，打印馆外不便使用的资源等）。”

（6）探索解决图书馆占座问题的办法

薪樗 /tp：“所以需要空间再造了。”寒潮：“为备考的学生，我们假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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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开放时间一致。”Lazycat：“@徐徐清风 这个真不行，一个月不收，估计

已经找不到空座了。”图谋：“学生管学生，理论上更靠谱。”海边：“很多馆

的空间再造是比原来漂亮多了，可惜我没看到有能缓解占座的。”hanna：“学

生到处藏，还有藏到消防栓里的。”寒潮：“我们有声和无声区划分就是这样解

决的。”Lazycat：“只能说我们学校管理水平比较低。”薪樗 /tp：“图书馆的

座位主要是用来阅览的高校图书馆也是如此吧，所以如果空间再造座位少了，也

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学校本就有自习室 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不是供学生

自习。”图谋：“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条件，存在很大的差距。具体到一个学

校，总馆与分馆馆舍环境之间的差距，有的是非常大。”薪樗 /tp：“实际上公

共馆也是来自习的人多，不过还好的是占座问题不严重，性质也不一样，来的人

还是怕丢东西的不敢放。”徐徐清风：“在图书外借不景气的现实下，很多图书

馆现在得靠座位来提升人气，呈现图书馆‘虚假的繁荣’现象。” Lazycat：“@

徐徐清风 也不全对，我们借阅一体的开放模式，实际利用图书比外借要多不少，

从每天收的书就能看出来。”徐徐清风：“没有座位，就不能长留读者。读者翻

翻书，或借了书就走，不会呆很长时间，整个馆就显得人气不旺。要是上级领导

来参观，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人用似的。”图谋：“当前占座问题、在图书馆大声

朗读，令很多图书馆头疼。”小洋：“解决占座问题只有多配座位。”图谋：“很

多图书馆探索出高招、妙招，欢迎分享。”河北工*：“我觉得设置多少座位都

有占座的。”Lazycat：“教室一直有，但是无人管理，环境比图书馆差多了。”

河北工*：“我们学校 3万多学生，座位一共 1000多。”寒潮：“除也加强管理

外，还需要多与学生沟通。”图谋：“单单是图书馆的位置，也可以分很多‘档

次‘，有的热门，有的冷门。”河北工*：“刚开学 每晚清理占座物品，过一段

时间就好多了，要是一段时间不清理，学生能把家都搬过来。”图谋：“不同程

度存在这个情况。”Lazycat：“而且都不愿意与他人合用桌子。我们学生喜欢

独处。满足不了这愿望就是图书馆座位少，不够用。”河北工*：“现在座位这

么紧张，有地方就不错了，还挑啥挑。”Lazycat：“@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安

我们学生很文明的，不会打架，只会说图书馆座位不够。”寒潮：“对于需要独

享空间的，有的馆专门设立了研修室，定期预定（有收费一定租金的，有免费的）。”

图谋：“时下，对收费问题比较敏感。”河北工*：“现在这形式 收费是别想

了。”徐徐清风：“一些馆对教师和博士设置专座和电脑空间，申请一个月时长

用于撰写论文。”Lazycat：“我们图书馆除了超期罚款，丢书赔款罚款，没有

其他收费的。”河北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模式挺好，每晚学生走后，有

学生社团负责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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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注圕人堂及圕人堂活动

（1）“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Lee：“圕人堂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857286.html。圕人堂于 2015年全年面向群成员征集图书馆照片。目

的是为了让群成员走近/进图书馆，更好地了解图书馆、关注图书馆，同时希望

有助于促进图书馆间的‘共知共建共享’。照片要求如下：拍摄主体：各地图书

馆（含各种类型）。拍摄角度：正面。看得清楚馆牌为佳，一张无法反映全貌的

可以多张（3-5张）补充。图片大小：1M以上（不超过 10M。JPG格式高清照

片）。摄影器材：不限。拍摄说明：请做简单文字说明（包括拍摄时间、馆名、

拍摄者）。有关照片仅供圕人堂成员交流与分享，不作任何商业用途（征得有关

权利人许可的情形除外）。有关照片分享需注意知识产权及肖像权问题，且最好

为‘原生态’的。2017 年，欢迎群成员继续关注与支持！”图谋：“刚才瞅了

一下群相册，群相册中目前有照片 3000余张，估计三分之一是麦子老师贡献的。

麦子老师为圕人堂成员提供了海外馆情视窗。”

（2）议题式交流机制

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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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群（群号：311173426）2014 年 5 月 10

日创建，《圕人堂周讯》2014年 5月 16日创办。《圕人堂周讯》目前已发布 1

73期。”

海边：“周讯的量太大，没有时间及时深度综合编写。” 若水：“自行总

结涉及集体知贡献。应该以图人堂名义较好。”图谋：“若水的建议，比较接近

圕人堂最初的设想——议题式交流机制。结合 3年多的实践来看，推行的难度非

常大。一是缺乏响应的激励机制；二是还有诸多现实问题（比如署名问题、‘文

字复制比’问题等等）鞭长莫及。”

图谋：“关于图书馆占座问题，图情期刊已有不少正式发表的内容，如果相

关作者愿意进一步分享或有读者愿意进一步总结分享，这种形式可行性更高一

些。”

（3）圕人堂发展

图谋：“《圕人堂周讯》中有少部分内容，《图书馆报》以‘圕人堂话题‘形

式刊发过数篇，稿费由我代收。自从有‘圕人堂话题’之后，图谋所得《图书馆

报》稿费均捐给‘圕人堂发展基金’。关于‘圕人堂发展基金‘的收与支，圕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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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周讯大事记中有记载。图书馆报》自 2015年 9月 11日开始推出‘圕人堂话题’

（见：《图书馆报》上的圕人堂.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1099.html。”

图谋：“当前，个人的体会是，依靠稿费实现以文养文是非常艰难的，不收

取版面费就很不错了。书、刊、报的稿酬，通常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的，2014

年 11月《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出台，将原创作品的基本稿酬标准由 1999

年《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中的每千字 30 元至 100 元，提高到 80 元至 300

元。”

图谋：“群规范中，关于圕人堂发展基金中有以下内容，科学网圕人堂专题

征稿稿酬（稿酬的计算方法，拟以 80元每千字标准，结合‘难度系数’进一步

调节，也就是优稿优酬。），主要用来解决一批‘公益作业’——参考价值比较

高的资料。关于稿酬部分内容是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制订的。”

图谋：“圕人堂自建群以来，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中选用稿件，图谋为零稿酬，

其它成员稿件是按该标准执行的，其中有部分将稿酬所得回捐给‘圕人堂发展基

金‘。”

（4）群投票：您看过上海图书馆 2016年度优秀 服务奖展播视频吗？

图谋：“@全体成员 上海图书馆 2016年度优秀服务奖展播 https://m.v.qq.c

om/play.html?vid=n0544niv4wj&ptag=v_qq_com%23v.play.adaptor%233&from=tim

eline。这 个 18分钟的视频宣传了不同岗位上‘身边的榜样，服务的明星’，值

得圕人进一步关注与借鉴。圕人堂发起群投票：您看过上海图书馆 2016年度优

秀 服务奖展播视频吗？（投票时间：2017年 9月 1日至 9月 15日。）。”

图谋：“@全体成员 上海图书馆 2016年度优秀服务奖展播 https://m.v.qq.c

om/play.html?vid=n0544niv4wj&ptag=v_qq_com%23v.play.adaptor%233&from=tim

eline。这个 18分钟的视频宣传了不同岗位上‘身边的榜样，服务的明星’，值

得圕人进一步关注与借鉴。” “刚在群里推荐的时候，1600余次观看，当前是

4750次播放。”biochem：“上海馆五大明星馆员：王俊、傅娟、陈燕梅、刘沙

莎、沈思越。”

图谋：“身边的榜样 服务的明星——找寻熟悉的身影 http://url.cn/5Cw5oG

O上海图书馆 2016年度优秀服务奖展播，微信版（图、文、视频三结合）。我

们坚持信念，秉承服务读者的传统。我们追求创新，搭准服务读者的脉搏。在我

们的周围涌现出了一大批敬业奉献，勇于开拓的佼佼者。他们是我们身边的服务

明星，是我们为之骄傲的学习榜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中间是否有您所熟悉

的馆员，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服务故事……。”“刚才留意了一下腾讯视频

已有 6352次播放。”“2017每一个服务明星就活跃在你我身边，他们的故事每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1099.html
https://m.v.qq.com/play.html?vid=n0544niv4wj&ptag=v_qq_com%23v.play.adaptor%233&from=timeline
https://m.v.qq.com/play.html?vid=n0544niv4wj&ptag=v_qq_com%23v.play.adaptor%233&from=timeline
https://m.v.qq.com/play.html?vid=n0544niv4wj&ptag=v_qq_com%23v.play.adaptor%233&from=timeline
https://m.v.qq.com/play.html?vid=n0544niv4wj&ptag=v_qq_com%23v.play.adaptor%233&from=timeline
https://m.v.qq.com/play.html?vid=n0544niv4wj&ptag=v_qq_com%23v.play.adaptor%233&from=timeline
https://m.v.qq.com/play.html?vid=n0544niv4wj&ptag=v_qq_com%23v.play.adaptor%233&from=timeline
http://url.cn/5Cw5oGO
http://url.cn/5Cw5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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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每刻都发生着，他们的一言一行，凝聚成一种精神撑起了上图发展的脊梁，让

我们携起手来，以服务明星为榜样，在新的征程上，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5）圕人堂漫谈

广州书童：“这个群是我加过的热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图书馆群。”Lee：

“曾经在百度问图林丫枝和图林小子是谁，没有得到答案。”广州书童：“起码

我知道他们是谁。虽然交流的不多。图林实在太小了。”图谋：“其实他们都在

群里。大多数成员，彼此‘有缘’。” 印度阿三：“我觉得这群很好，既能谈

学术，又可瞎扯蛋，亦雅亦俗。”gaozy：“其实圕人行活动很重要的，大家嗯

动起来，人脉就活了。通过各种各样的会议，我们那相互的交流，如果有机会，

就多说一点，没机会打个照面也是好事情。” 欣然读书：“感觉开学后群活跃

度大大提升，看到群里这么热闹，真是电量满满啊。”

图谋：“图林有两人不知近况如何？（1）乐夫，E线图情的论坛图书馆题

材小说连载（大约是 2003年？）。（2）铁冰，2009年发起了一场颇为持久的

图林论战（铁冰所学专业为植物病理学，其实刚毕业不久）。如有知情者，期待

解惑。”诲人不倦：“@图谋 乐夫了解，曾经把他写的图书馆小说全部打印下

来看过，但不知其真实身份，铁冰论战的舞台是那个？”图谋：“新浪博客。”

诲人不倦：“没大有印象了。”图谋：“雨禅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ibrary2

2008年博文。”boson：“铁冰后来读了博士，仍然是他的老专业。现在应该是

在做相关的研究。受方舟子影响很深，言辞非常极端。”

图谋：“数据库商、软硬件供应商等，与圕主题相关的产品与服务信息，亦

欢迎推送。单发一个链接，效果不如那批示范信息，最好包含题名、链接、摘要。”

栀子花：“向@图谋 报告一下，在我们检索课的新教材里，前言里向圕人

堂致谢了。特别是图谋老师几次提起信息素养的相关资讯，正好了解和使用了。”

图谋：“群里边那几天积极建言的，其实都是大好人，‘取其精华，弃其糟

粕’就好。古人云‘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此这般。关于提出的问题，为何无人

答？我的观感是：不好答，答不好，不答好。” 宋鹏：“@图谋 畅所欲言的讨

论氛围也是我所期望的。刺耳但中肯的建议我会采纳，讨论问题就要就事论事，

不讲理就讨论不下去了。”

gaozy：“网信办公布《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https://view.inews.qq.com/a/NEW2017090705775505。这是好的圕人平台，具有国

际影响，业界最活跃，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业界讲好圕人堂故事，积极提出

圕人堂之问，大力宣传圕人堂的专家和明星馆员。一传十，十传百，一千多人，

传播起来，那影响不得了的。”

http://blog.sina.com.cn/library2
https://view.inews.qq.com/a/NEW201709070577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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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网信办：QQ/微信等群必须实名制 谁建群谁负责】国家网信办

印发《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今年 10月 8日施行。群组包括微信群、

QQ群、微博群、贴吧群等。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即‘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依据法律法规，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

息发布。”

1.6说说有关职称评聘的那些事儿

小洋：“请问各位，专技 10级如何升到专技 9级啊，是年限够了自动升，

还是要经过什么程序。” 海边：“单位组织升级，也有名额限制。”小洋：“这

种升级是只升不降，还是经常要组织。”海边：“不经常。我校只搞过一次，还

是 2009年的事。”小洋：“意思是要经过某个程序的。”海边：“我校年青职

工意见很大，希望经常搞。”广州书童：“@小洋 每个地方不一样，有些是自

动升。前提是有位置。我们就是每年一次，中级两年升一档，高级三年升一档（前

提是前面还有位置）。当然到了三级就差不多了。”三峡医*：“我们一年一次，

满三年（36个月），符合一定条件，通过评委会的可以晋级。这是学校统一规

定的。跟评职称的条件差不多。”小洋：“满三年，是指拿到中级职称三年，还

是被聘中级三年？。”薪樗 /tp：“每个单位要求不一样。都是自己指定的。”

印度阿三：“我们没职数了，都升不了。”广东小*：“我们中级里面八级满了，

九级也满了，所以十级的升不上去，只有等八级和九级的人退休，要么就是评副

高直接到七级。我们现在是评聘结合了，有指标才评，评了就一定聘。”印度阿

三：“一定要聘才能落实待遇。”小洋：“我们是想评都可以去评，评了不一定

聘。”Sparks：“评聘结合有一定的合理性。”小洋：“专业技术人员，一辈子

就是折腾这个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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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议题式交流机制”再回首

圕人堂建群已三年有余，时不时有成员为圕人堂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比如

近期在圕人堂就占座问题讨论的过程中，给《圕人堂周讯》的整理及其发展工

作 ...

(139)次阅读|(0)个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7467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7467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74674


圕人堂周讯（总第 174期 2017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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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

本周共分享 20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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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上海图书馆 2016 年度优秀服务奖展播

https://m.v.qq.com/play.html?vid=n0544niv4wj&ptag=v_qq_com%23v.play.a

daptor%233&from=timeline。这个 18 分钟的视频宣传了不同岗位上“身边的榜

样，服务的明星”，值得圕人进一步关注与借鉴。圕人堂发起群投票：您看过上

海图书馆 2016 年度优秀服务奖展播视频吗？（投票时间：2017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

（2） 2017 年 9 月 8 日 14:00，群成员达 1966 人（活跃成员 406 人，占 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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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v.qq.com/play.html?vid=n0544niv4wj&ptag=v_qq_com%23v.play.adaptor%233&from=timeline
https://m.v.qq.com/play.html?vid=n0544niv4wj&ptag=v_qq_com%23v.play.adaptor%233&from=timeline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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