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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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

图书情报|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组织动员全国图书馆联合开展“同筑中国梦 共度

书香年”春节主题活动的通知 http://url.cn/5G9mhUc 。

图书情报|2018 年全国图书馆新型服务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 3月底召开

http://url.cn/55AdvS4 。

图书情报|第三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新增会议注册及缴费信息：

http://url.cn/5LHTcwD。

1.2 招聘

面包树：“中国版本图书馆 2018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公告

http://url.cn/5AmHy9l 。”

tianart：“2018 年“阳光悦读”讲座主讲人求聘 http://url.cn/5f96AJL 。”

年年有余：“山东工商学院 2018 年诚聘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http://url.cn/50W4ukv 。”

芝麻君：“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精诺数据（http://www.jingnuodata.com/）

获批‘天津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现与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博士后流动

站联合招聘博士后 2名。研究方向:智能制造、大数据分析、物联网通讯技术。

工作地点：天津市河北工业大学科技园。应聘要求:1、计算机技术、通讯工程、

机械工程等相关学科新近毕业并已取得博士学位（或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且将在

2018 年毕业），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 2、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和专业知识、较强的科研能力和敬业精神，实际业务工作能力强、具有原创研究

兴趣者优先；3、能全职在站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并完成相应博士后课题研究，

达到出站要求。工资与待遇：（略）。联系方式：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请报名，

后续安排面试。E-mail：haipengji@jingnuodata.com（邮件主题为‘博士后应

聘+研究方向+毕业院校+姓名’）。”

1.3 分享

http://url.cn/5G9mhUc
http://url.cn/55AdvS4
http://url.cn/5LHTcwD
http://url.cn/5AmHy9l
http://url.cn/5f96AJL
http://url.cn/50W4u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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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北京首家 24 小时智能服务图书馆开馆 http://url.cn/5kgQ0CY 。”

诲人不倦：“济宁学院大放异彩，祝贺刘欣馆长，2017 高校研学征文大赛获奖

名单公示 http://url.cn/53LZyWJ 。” 欣然读书：“谢谢大家鼓励！我们组织

了全校教师征文大赛，所以老师们参与度比较高！”惠涓澈：“示范性、带动性、

影响力，太厉害了！我见过最好的馆长，都是从我做起我见到最好的服务，就是

调动起一切参与的力量。”

南航*翔：“钱锺书与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 http://url.cn/5F2N1Ya。”

芷芸：“新馆写真 | 中国人民大学新图书馆 http://url.cn/5cp0VO1。”

易乐：“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7 图书馆版 http://url.cn/5YB4MIT。”

图谋：“分享程焕文先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一书电子书，

感兴趣者可下载阅读。程焕文著,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 89 中国图书馆学教

育之父——沈祖荣评传[M]._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6.1997 年台湾学生

书局的版本为繁体字，2013 年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用的是简体字，内容上

亦略有变动（比如初版，附有近 20 幅照片，有一定史料价值）。”

图坛刘编：“图书馆论坛|顾犇：我这 30 年，一个图书馆员的心路历程

http://url.cn/5lD2SBv。”cpulib：“30 年坚持不容易啊。”

图坛刘编：“图书馆论坛 2018 年第三期目录

https://www.meipian.cn/1300fglp。”

图谋：“从樱花开落解读日本的案头书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8749.html。近期拜读中国科学院

政策与管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陈安先生的大作《樱花残：灾难视角

下的日本文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4），笔者以为是一本从樱花开落

解读日本的案头书。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纵横古今，旁

征博引，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俱佳。内容上乘，装帧设计、编校质量也挺好，

假以时日，将很有可能会是畅销书，乃至常销书！”

碧海潮生：“读书方法影响你的命运 | 葛剑雄 http://url.cn/5VnLZxl 。”

面包树：“海南省图书馆在喊您写对联

https://m.weibo.cn/status/4204827158200823。”

芷芸：“特别关注|立法护航，引领全民阅读进入新时代——图书馆人谈《图书

馆法》 http://url.cn/54q88xk 。”

南航*翔：“[上大学]你还拥有难以置信的图书馆 http://url.cn/5Wu7hvD 。”

七色花：“图林漫步|图书馆员下乡记 http://url.cn/5W9OHhG。搞大了。漫画

里抱着笔记本电脑下乡去了。此笔记本不是彼笔记本呀！！！”BSxuyb：“表示

很有趣，一般现在说笔记本，第一反应就是电脑咯。配图很应景。”七色花：“那

http://url.cn/5kgQ0CY
http://url.cn/53LZyWJ
http://url.cn/5F2N1Ya
http://url.cn/5cp0VO1
http://url.cn/5YB4MIT
http://url.cn/5lD2SBv
https://www.meipian.cn/1300fglp?from=qq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8749.html
http://url.cn/5VnLZxl
https://m.weibo.cn/status/4204827158200823
http://url.cn/54q88xk
http://url.cn/5Wu7hvD
http://url.cn/5W9OH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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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你们怎么说？叫啥？发了个本子？”BSxuyb：“也叫笔记本啦，不过要记

得声明此笔记本非彼笔记本。”

广州书童：“关于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创新创意征集推广活动获奖名单的公示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351/11470.html 。”

图谋：“立法护航，引领全民阅读进入新时代——图书馆人谈《图书馆法》.

https://mp.weixin.qq.com/s/Gu8RyQ-FcRG2DXknXI7ARg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共图书馆法》于 1月 1日起正式施行，它对于进一步健全我国文化法律制度、促

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各类公

共图书馆也纷纷行动起来，在实际工作和服务中践行图书馆法的具体内容，实现

该部法律的重要意义。《图书馆报》策划《公共图书馆法》专题，请图书馆人畅

谈感受和进一步举措。”

图谋：“年度影响力好书 | 2017 最后一份终极书单，你定！

http://mp.weixin.qq.com/s/PwUz95KwGgfsJiQQjeln4w，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

与新华网悦读频道联合发起的‘2017 年度影响力图书推选’网络投票正式启动！

我们精心筛选了文学、历史、社科、财经、生活科普、少儿 6类 120 种好书。哪

些会是 2017 年度最终的影响力好书，等待你的投票！投票时间：2018 年 2 月 8

日－2017 年 2 月 13 日。”

图谋：“听百家图书馆讲故事 | 有真相、有文采、有数据（附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AwOTkyMw==&mid=2653365027&idx=

1&sn=ed5a4f38335f2b1a28245e190173957a。”

1.4 讨论

（1）《北大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新版出版时间

friend：“各位同行，北大核心何时出新版本？”图谋：“2017 版正式出版，

估计是在 2018 年，具体时间不详。2014 版，正式出版时间是 2015 年 9 月。2011

版，正式出版时间为 2012 年 4 月。关于‘有效期’，实际应用（或采用）较多

的是，新版未公开出版之前用旧版。北大图书馆曾作过如下答复：关于‘有效期’

问题。《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只是一个科研课题成果，根据期刊的动态发展

变化特点定期更新，主要目的是为图书情报部门期刊采购、典藏、导读等工作提

供参考，不是学术评价标准，也不具备任何法律和行政效力，不存在‘有效期’

的说法，如何使用，由使用单位自行决定。在确定所谓‘有效期’的问题上，考

虑到本书出版与印制时间及作者投稿到期刊出版之间的时间差等问题，建议使用

单位不要采取以《总览》出版年月为界一刀切的做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351/1147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Gu8RyQ-FcRG2DXknXI7ARg
http://mp.weixin.qq.com/s/PwUz95KwGgfsJiQQjeln4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AwOTkyMw==&mid=2653365027&idx=1&sn=ed5a4f38335f2b1a28245e190173957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AwOTkyMw==&mid=2653365027&idx=1&sn=ed5a4f38335f2b1a28245e1901739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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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十几所高校图书馆众多期刊工作者及相关单位专家

参加的研究项目。以往，项目研究成果以印刷型图书形式出版。自 2017 版开始

估计为印刷型图书+网络版。北大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2008 为四年一版，

之后为三年一版。关于北大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或许应算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知

识。”

（2）《图书馆报》电子报

图谋：“官方网站电子报链接已指向：

http://wk.magook.com/#/magazine/1417/press。”图书馆报白*：“图书馆报

电子报因为系统被勒索病毒攻击导致最近一直没有更新，大家可以关注图书馆报

的微信 tushuguanbao 点在线阅读，可以看到大部分版面。”

（3）馆员职称压力的中美差别

Boson：“写的 publish or perish 那一段有点怪怪的，我国馆员写论文和 publish

or perish 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么写有点误导，让老外以为我国馆员都是科研

狂人。”麦子：“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字面上的意思比较吓人。在美国的

教授都有这种要求，但你不写，也不会怎样。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情况我很熟悉：

他在过了 tenure 以后 20 多年了，就再也不写文章，就是上课一直做副教授。他

对我说，其实就是每年 2万的差别，没什么大不了的。”boson：“美国教授 tenure

之前不发文章就别想入行，tenure 之后固然可以不发文章，但科研生涯也就结

束了。我就是觉得用这种制度形容国内的图书馆员还是不合适的。那种压力不是

国内的高级职称馆员所能比拟的。”麦子：“你是太顶真了。这种东西就像翻译

一样，没有一对一的，况且就是一个说法而已。上面的那个东西就是我花几分钟

写的 cheat sheet，这样我到时拿在手里，临时发挥一下说 10 分钟就可以了。

我的唯一需要考虑的东西其实是如何让我的这几个听的同事如何理解这个中国

图书馆馆员写文章对评定职称的影响，而这几个人是完全不需要写文章（而且其

中绝大多数一辈子也没有出过文章），而且也就这么升到了最高职称。在这个背

景下，从我自己的观察（和很多私聊看），中国高校同行在出文章上何止是科研

狂人。这点上，中国馆员是开飞机。”天涯海角：“这是职称评审制度差别造成

的，如果中国的图书馆馆员不写文章也可以评上高级职称，您看看还有多少人拼

命写文章的？”麦子：“我理解，这完全是制度造成的，否则谁会写？美国要求

有创作性活动，但也只是诸多非本职工作中的一种，所以大多数人(我周围是 95%

以上)是不做的。国内就不是这样。所以相当美国的图书馆员，国内的的确可以

认作是写文章狂人了。我记得在 QQ 上见过写 400 篇文章的。相比之下，我以前

http://wk.mag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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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以写文章来评职称(我觉得其他的活动比较麻烦，而且受外在因素左右), 但

我平均也就 2，3年写一篇，我觉得拿美国标准，我算写了不少了，但和 400 篇

的真狂人比，我就是幼儿园水平而已。”仅此而已：“一年 2至 3篇，能发表，

就是正常人。”麦子：“这绝对是狂人水平了。”雨过天晴：“就个人而言，我

从来不觉得阅读和写作，不断地学习只是为了评职称，为了一年多拿多少钱。就

好像有的人喜欢登山远足，目标可以有，但没有多重要，重要的是欣赏沿途的风

景。从心而行，觉得喜欢就坚持，哪天觉得没意思了就戛然而止，写论文是因为

想写，不可能只是为了职称，为了钱。勉强自己做事累病了，医药费很贵的呢！”

麦子：“这样最好，但问题是国内的制度比较死，而大多数人并不一定 enjoy

写文章。”雨过天晴：“别人我不太清楚，比较自我的人，绝大多数时间关注自

己。”沈*林：“职称多不了多少钱就是有时候想写。”麦子：“能这样最好，

问题是要求写和不要求写而自己有兴趣写的感觉是太不一样了。我想这点大家是

能理解的。我想有些人可能在心里没有这种界限，都是一视同仁。”hero8151：

“在校外没有门路的话，我们就只能靠职称拿点死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职称很

重要。而且，初、中、副高、正高之间，每一大级之间还是有不小的工资差距。

即便是同一大级，还分了三小级，工资也有差距。所以，千万别说职称不重要。

就我所见，有少搞教学的老师，家底丰厚，外快很多，但除非实在没那个能力或

门路，否则还是会积极晋升职称。”节能：“是钱的问题，也不仅是钱的问题。”

hero8151：“面子、身份、门槛。”麦子：“你说的比较实际。”hero8151：“我

们都生活在现实中，不能不实际。”节能：“很久以前都是熬资历，说不好。后

来改业绩说话了，现在又觉得这个业绩体系有问题。”雨过天晴：“也不能说职

称就不重要，其中除了乐趣，还有荣誉感自信心什么的。我看重的是荣誉感自信

心什么的。”节能：“发上百篇的是导师为主,学生论文计入其中了。”雨过天

晴：“看怎么写，如果尝试全新的研究方向又得不到领导支持，本职工作之余用

自己的休息时间阅读、实践和思考，体质差一点的容易累病。钱重要，但是能维

持中等生活水平以后，钱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4）评图谋新作

惠涓澈：“刚刚翻阅了图谋赠书，感性印象正如袁江先生所说‘絮叨’，不过，

这般学术的‘絮叨’，不简单。我喜欢。想对图谋说：因为书，因为你的文字，

对你了解更多更深，喜欢你的‘真’，真心，真言，真挚，喜欢你的‘韧’，韧

劲，韧力，韧性。谢谢了，不知我能不能写出满意的文字或文章，关于您和您的

书，您的故事。”图谋：“图谋没啥能耐，做不了什么大事，努力做点小事。”

Phil：“赞图谋老师。”图谋：“欢迎批评指正！”Phil：“感恩图谋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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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私奉献，表敬意。”惠涓澈：“做人看境界，做事看意义。借另一序作者张

怀涛先生曾经说过的话表达。”

（5）怎样阅读？

图林胖猴：“请教阅读一事，除了专业书籍，其他类型书籍在阅读中国是仅仅采

用看的形式即可，还是需要摘记好词好句或者观点主张？哪种方法更可取？”惠

涓澈：“就我目前的阅读，主要是博览，必要时才精读，看看就好，想摘更好，

有意摘记不如随意摘记，随心所欲或者看读书用意。比如说图谋的赠书，我随意

看看，当一种享受或者激发思考；但是，要是写书评的话，就需要摘记了。图谋

书是专业随笔。其实，不管专业非专业，要看读的目的或姿态。” 图林胖猴：

“受教。”十七岁*：“借光受教。”惠涓澈：“读书不要用条条框框来束缚自

由的心境。” 图谋：“张怀涛著. 校园书香阅读文库 读书有方. 郑州：郑州大

学出版社, 2015.07.《读书有方》以弘扬阅读的人文精神为宗旨，以启发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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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信息时代学习观、

校园阅读推广等内容。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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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拙作《图书馆学短论》，可以到豆瓣读书写书评，

网址：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201291/ 。”江*军：“赞。”

（6）圕人堂提问或求助技巧

幸福大鱼：“图谋，可否帮忙看一下，这本期刊是否被 EI 收录了。”图谋：“这

类事情用不着专门找图谋。顺手的时候，我会帮查一下，但若让专门找，费时费

力，我吃不消的。早期，小窗给我发信息让找文献的不少。碰巧比较方便的时候，

我会尽力；不那么方便，我会建议求助圕人堂；还有些时候，我根本顾不上，真

没看见或假没看见。求助的时候，还需要适当地为提供帮助的人着想，节省对方

的时间，这样会更有利于获得帮助。比如刚才这个求助，如果求助者，把核心信

息自行录入好，方便人家直接复制粘贴，这样获得帮助的可能性更大。之前有过，

有的成员文献求助，没得到响应，给我小窗发信息表达不满（甚至有几分指责）。

批评圕人堂没有‘有求必应’，其实包括我自身在内，并没有任何成员有提供各

种帮助的‘义务‘。”叮咚：“我原来在查新群里也说过，求助全文，最好是直

接查到全文链接发过来，有权限的顺手点一下就下载了；要是只发个题名，别人

还得找，找半天可能才发现自己学校也没买全文。当前，高校多是处于假期中，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20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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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馆今天也是双休日，有条件提供帮助的成员会少很多。改进提问方式，更有

必要。”gaozy：“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我们都要有这种意识。叮咚说的

确实值得我们重视。有的人发一个图片，连文字都懒得打，让我们找里面的文章。

你懒别人也不见得勤快。”十七岁*：“一句话，自食其力，别人帮你是情分，

不帮也没啥，别做巨婴，谁也不欠你的，维持一个群多有不易，多体谅体谅别人，

否则自己也不痛快，何必呢。”

（7）查找期刊是否被著名数据库收录的技巧

豆*青：“查 EI 刊，如果没订购 EI 数据库的话，可在百度中输入 ‘compendex

journal’字样，找到网址，上面有期刊名录查找是否 SCI 收录期刊，可用‘master

journal’去检索，到网站后，一切都有。掌握技巧后，这类事情，可做到‘不

求人’，因为都是公开获取的资料，而不需要权限。查 SCI 刊，还有几个关键词

需要知道：镇压，踢出。”清凉桐影：“查文章是否被 SCI 收录，如果没有订购，

有公开获取的技巧没。”海边：“SCI 网站这条记录有全文链接。”豆*青：“具

体文章是否为收录，一般以 wos 数据库为准。原来 DIALOG 学习版可查，现在不

好查了可利用百度学术，我记得有个 SCI 刊的选项。”清凉桐影：“百度学术的

数据来源太多，查 SCI 收录的准确度比较低。”豆*青：“是的，建议可直接买

个某账号。最简单的是，在群里每天要一个 WOS 的链接，可免费使用。”清凉桐

影：“某帐号，没用过，不过介绍上面写的不错，数据量比较全。”豆*青：“没

资源的时候，想过很多办法。”叮咚：“各个业务群里，SCI 链接的求助成功率

是最高的，因为大家都在用，随手复制粘贴就过去了。我们做了个工具，把 SCI

导出来的数据自动导入到 ACCESS 里，每个月更新一次，提供检索页面给老师自

己查着用。因为这几年订外文期刊要核对外文期刊的原价，所以也经常找期刊目

录。除了豆老师提供的方法，一般用‘journal list site:**.com’，就是用

site 限定在官方域名里，基本上都能找到出版社提供的期刊目录。”印度阿三：

“为用心工作的人打 Call。”

（8）SCI 的评价体系

董*时：“江晓原:解决低端论文问题刻不容缓.《光明日报》2018.02.01

http://url.cn/5T2DvdS 。”麦子：“这 sci 实在适合中国：都是硬指标，但到

底这个研究好不好，那就管不了这么多了。美国很少说这个，我自己从来没有接

触过。”boson：“江晓原批 sci 的文章看过一些，不敢苟同。”叮咚：“还行

吧，尤其是对一些期刊刻意减小分母以提高影响因子的做法。”豆*青：“任何

一种评价，都存在不足的。除非不评价。其实现在包括 SCOPUS、专利分析，都

http://url.cn/5T2Dv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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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引用关系这个基本理论在做事情。”麦子：“我找了他写的看了一下，我

觉得的确没水准。我瞄了一下，他对私人公司和这些公司靠这个赚钱似乎耿耿于

怀。我觉得这 sci 本身没错，但中国有点走火入魔了罢了。美国的事有些和中国

真很不同。很多政府标准往往是各方妥协的结果，所以一般人并不在意。比如，

拿买车安全来说，国家有什么联邦安全标准叫 nhtsa, 但老百姓买车从来不看这

个，只看 iihs, 这是一个私人机构做的，测试的项目种类也难度要高的多。”

图米兔：“公司提供了一个评价指标用不用是自己选的，确实怪不到公司头上。”

麦子：“是啊，中国可以自己创一个标准嘛，还可以有自主产权什么的吹一番，

何必用 sci？”gaozy：“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同行评价没有。国内的不一样，一

个项目找几个熟悉的专家来评一下，就世界领先了。一旦没有一些量化的指标，

完全就没法评价一个人是否厉害。”图米兔：“不量化容易腐败，就像高考就凭

分数。同行评价也容易圈子互捧。”

（9）一张图书馆工作的老照片

仅此而已：“群里有前辈知道这个照片红圈里的家具是干什么用的吗？这是我们

学校图书馆的老照片，据说是 80 年代还在用。”图米兔：“那是卡片么？”道

无言：“我馆十年前还在用，存放读者借书存根，可旋转便于拿取的。”中原劲

草：“当年自动化程度好高啊。”雨过天晴：“是的，我们馆没有用过，但我在

读书时学校图书馆用过。旋转式比抽屉式方便。”仅此而已：“旋转式借书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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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

（10）关于《高校图书馆工作》的讨论

雨过天晴：“看目录，内容好棒！”仅此而已：“这个期刊，接地气。”雨过天

晴：“是的，接地气。立足于实践的研究，亲和而深邃。”仅此而已：“月刊吗？”

雨过天晴：“双月刊。”碧海潮生：“双月刊。”仅此而已：“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年，这 40 年图书馆变化也很大，"我与图书馆"的故事，可以挖的题材 ，期

待佳作……。”雨过天晴：“突然想到，再过些年，我可以写从业 40 年抒怀，

在图书馆里实打实工作四十年的人不是很多吧？”麦子：“高校图书馆工作，翻

成 Library work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意思是一个不漏，但啰嗦。

其实就是 Academic Librarianship，意思也完全包括了。”

（11）馆藏书数字化、文献传递与版权

南航*翔：“馆藏书数字化引版权纠纷 三大公益图书馆被诉

http://legal.gmw.cn/2017-06/09/content_24742579.htm 。后来这案子是怎么

判的？”脂砚斋：“难道以后要取消‘文献传递’功能？那岂不是又倒退了！”

印度阿三：“案子还在审吧，我也不清楚具体的过程和结果。”呆保：“深圳文

献港就是读秀学术搜索平台。”道无言：“图书馆购买的图书复印传递应是合理

的吧，哪扫描传递不是一样吗，与时俱进？我一直有个疑问，在开放度非常高的

读书平台，中文在线的书香**等等，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上的数字资源，面向所

有实名注册读者开放，版权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在试用中文在线时发现，在省

内 IP 可轻松注册的，而业务员甚至不知道这一情况，如果我馆购买，也只是冠

以**的名，如果不在意这个名，完全不需要购买，只需向读者推荐，后来发现，

**电子书也可从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免费获取。”

（12）图书馆——美国人的最爱

图谋：“图谋 2018/02/05 15:41:14 傅平.图书馆——美国人的最爱.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098169.html . 据美国图书馆学

会统计，全美国目前共有 119,487 个图书馆，其中公共图书馆按行政单位计算有

9,082 个，如果包括分馆，按建筑单位计算的话，公共图书馆有 16,536 座，学

术研究性图书馆 3,793 座，学校图书馆 98,460 座，企业专业图书馆 6,966 座，

政府图书馆 934 座，军队图书馆 252 座。根据 2015 年美国图书馆学会的统计，

图书馆从业人员包括图书馆专业馆员和支持馆员共有 366,642 位。美国民众谜上

图书馆的 15 大理由：神圣的敬畏感；专业、敬业的图书馆馆员；免费获取的资

http://legal.gmw.cn/2017-06/09/content_24742579.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0981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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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服务；快速无缝订购的书籍；自助借还和在线更新的便利；读者建议购买的

图书；在图书馆享用的特权；庞大的研究数据库； 知识库和出版平台；免费上

网和充电；图书馆帮助家长培育幼儿；愉悦的社交场所；私人办公室；新的生活

方式；舒适愉悦的读书休闲环境。（作者简介：傅平，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图书

馆学教授、图书馆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美国人的图书馆，或许就是博尔赫斯

曾经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的天堂模样。”道无言：“只有羡慕的份了。把中国最

好的亮出来，也许也是。”图谋：“前 3条理由打个包是这样的：图书馆赋予人

的神圣的敬畏感与历史感、知识分享和凛然的建筑有关。美国的图书馆馆员都受

过专业训练。专业馆员必须是美国图书馆学会认证过的图书馆 情报专业的硕士

学位研究生毕业，他们的本科一般是非图书馆专业，所以图书馆 员拥有的知识

超越了单纯的图书馆学的类别。对普通美国民众来说图书馆员的知 识不局限于

某个学科，是全知全能的，是他们给人们带来了智慧和文化。美国的图书馆员给

人们的不是那种冷漠的刻板的漠不关心的形象，相反的是热情、及时、万能、专

业、敬业的，是值得信赖和尊重的。图书馆的经费来自纳税人的税款。无论你是

本国公民还是国际游客，使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都是免费的。傅平先生描绘的美

国人的图书馆全景图。”

（13）国学大师饶宗颐

biochem：“‘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去世，享年 101 岁。饶宗颐出生于 1917 年 8

月 9 日，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广东潮州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

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

其巨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大册，学问遍及上古史、

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目录学、古

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饶宗颐和季羡林齐名，学界称‘南饶北季’。”

qifeon：“看过老先生写的一套中国哲学史。”图谋：“关于饶先生，百度百科

词条内容较为全面。饶宗颐.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5xe6E1SUcJXP6P33bY28tZenAVkdEfkHRUIK

WjIZpkPEssnV7V7oYWqjxtHVfP-QErBNPFyl6MvjMoMsv4y2W7rJx6X1a_b3-N7bcCi6n

KR543tdpFFQK2iaNUGWKxq。”脂砚斋：“国宝。”biochem：“重评石头记，甲

戌本，庚辰本（脂京本）。”

（14）低幼少儿英语绘本入哪类

绿雾：“低幼少儿英语绘本入哪类为宜，想集中某架摆放，只阅览不外借。请大

家帮忙出出主意。”中小学馆*：“我们是归 H类。”绿雾：“H类，中学水平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5xe6E1SUcJXP6P33bY28tZenAVkdEfkHRUIKWjIZpkPEssnV7V7oYWqjxtHVfP-QErBNPFyl6MvjMoMsv4y2W7rJx6X1a_b3-N7bcCi6nKR543tdpFFQK2iaNUGWKxq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5xe6E1SUcJXP6P33bY28tZenAVkdEfkHRUIKWjIZpkPEssnV7V7oYWqjxtHVfP-QErBNPFyl6MvjMoMsv4y2W7rJx6X1a_b3-N7bcCi6nKR543tdpFFQK2iaNUGWKxq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5xe6E1SUcJXP6P33bY28tZenAVkdEfkHRUIKWjIZpkPEssnV7V7oYWqjxtHVfP-QErBNPFyl6MvjMoMsv4y2W7rJx6X1a_b3-N7bcCi6nKR543tdpFFQK2iaNUGWKxq


圕人堂周讯（总第 196期 201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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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的。”中小学馆*：“小学的我们也是归 H类。”绿雾：“你们是这样。因

为都是绘本，我本来打算入 J2 绘画类。我看其他馆都按国别分散著录在文学类。

想集中，不知都分入 G613 各科教学法（G61 幼儿教育），是否妥当，请提宝贵

意见。”

（15）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要像重视教育一样重视全民阅读

Lee：“政协委员卢云辉：要像重视教育一样重视全民阅读。多彩贵州网讯(本网

记者 洪英杰)‘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去看它的博物馆；要知晓一个国家的

未来，就去看它的图书馆。’1月 28 日，在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分组讨论现场，政协委员、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表示，一个地方

有多少人看书，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就有可能决定这个地方的未来。政协委员

卢云辉认为，要持续推进和巩固贵州省‘三大战略’的实施，文化和教育发展必

须前置，‘我省的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长足发展，但公共文化事业发展

相对滞后，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发展缓慢，与其他领域的发展极不相称。’卢云辉

表示。 作为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首先向记者报出一组公共图书

馆的相关数据：全国人均拥有图书 0.61 册/人，贵州为 0.346 册，约为全国平均

值的 1/2，排名第 28 位；全国年人均新增加藏书为 0.037 册，贵州为 0.017 册，

不到全国平均值的 1/2，排名第 29 位；全国年人均购书经费 1.434 元，贵州为

0.410，不到全国平均值的 1/3，排名第 31 位；全国万人均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95.790 平方米，贵州为 63.697 平方米，排名第 28 位；全国万人均拥有图书馆

员 0.410 人，贵州为 0.296 人，全国排名第 26 位；全国人均到馆，不到全国平

均值的 1/2，排名第 30 位；全国人均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 9.07 元，购书经费占

总经费的 15.52%，贵州为 4.33 元，购书经费占总经费的 9.46%，不到全国平均

值的 1/2，全国排名第 29 位。 ‘我省有超过 1/5 的基层公共图书馆基本维

持在 80 年代中后期的水平，一些基层公共图书馆馆舍、图书和人员还不如八九

十年代的水平。’卢云辉介绍说，一些地方长期没有规范的公共图书馆馆舍，如

黔东南州、花溪区；甚至一些地方一直没有公共图书馆，如云岩区、南明区、观

山湖区，安顺市西秀区等。卢云辉建议，要像重视教育一样重视全民阅读，要像

建学校一样建设图书馆。当今世界，社会文明程度高，尤其是创新能力强的国家

或地区，无一例外：一是学校教育发达，二是公共图书馆发达。‘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水平，直接关乎贵州未来。要像重视教育一样重视全民阅读，要像建学校一

样建设图书馆。’卢云辉建议，要加快建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为全民阅读

提供阅读空间保障；加大文献信息资源经费投入力度，为全民阅读提供阅读资源

保障；逐步足额配置图书馆人力资源，为全民阅读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卢云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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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可考虑将政府设立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名称’作

为城市道路、公交站点的标识。”

（16）圕人堂发展观

图谋：“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

群，其愿景（VISION）是：圕结就是力量！其定位（MISSION）是：专业讨论、

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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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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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规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中这段话

重新贴一下。圕人堂建群接近 4年，目前已发布周讯 195 期，可谓有梦想有行动。

圕人堂的明天，期待更多成员的关注与支持！‘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圕人堂的

明天会更好。”芷芸：“团结就是力量，谢谢圕人堂，书海上的永不灭的明灯。”

欣然读书：“团结就是力量！”惠涓澈：“我的成绩来自于给予我身份的团体的

鼓励，我的故事内嵌于图书馆同行的故事之中。”*敏：“向您学习。”图谋：

“《圕人堂周讯》背后的故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65156.html 2015-2-3，理想的《圕

人堂周讯》有特色、有内容、有梦想、有行动……同时，期待《圕人堂周讯》能

够有助于‘圕人堂发展基金’赢得资助。 宋晓莉:我在圕人堂整理周讯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49977.html ，2017-4-20。‘时间

过的真快，圕人堂走过了 3年的时间，圕人堂在成长，我在群里也没闲着，经由

我手整理的周讯也已过 40 期，这些整理实践，是圕人堂给予我的特殊礼物，一

笔宝贵的财富，一次难得的学习经历。’图谋这些年，在‘圕人堂营销‘方面絮

叨最多（圕人堂中时不时的喋喋不休，只是‘面上功夫’，背后还需要做大量工

作），试图宣扬理念，获得圕人关注与支持。当前的工作重心是维持。努力让圕

人堂保持一定活跃度，让《圕人堂周讯》保持有一定活力，努力让成员有不同程

度的获得感，这样圕人堂便其存在的价值。圕人堂大窗的‘活跃’，有助于小窗

交流的‘红火’。对于成员来说，更为切实受益的属于成员间小窗交流等‘衍生’

交流。”

（17）圕人堂梦想与实践

图谋：“圕人堂梦想与实践（演讲稿雏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8853.html，图谋按：友人约我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6515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4997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88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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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同仁，在一定范围内讲讲‘圕人堂营销’，1小时讲

座。我迟迟未敢答应。当前，我找不到成块的时间，身不由己。如果只是 1个小

时时间，我早就答应了。讲 1个小时，实际上准备所讲的内容，需要好多个 1

小时。今天下午我抽空准备了一下，主要是从之前的博文中遴选相关信息再进行

信息组织，大约花了 2个多小时（尚未做 PPT）。欢迎批评指正！早在 2015 年 7

月，图谋曾以同一个题目亮相第 12 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暨 Lib2.15 会

议。圕人堂首次亮相学术会议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04640.html 。”南医杨*：“看过

了，深深被启云兄（请允许我这样称呼）的境界和内心所感动！非常非常棒！祝

福图人堂越办越好。”图谋：“谢谢杨老师的鼓励与祝福！”

（18）图书馆机房的使用目标

郑图宋小录：“我是高校图书馆数据中心机房管理人员，要做机房使用框架，大

家都有什么建议?握个机房，找不到出路，很迷茫。”图谋：“个人觉得首先要

做的是就要将问题具体化。当前的问题是搞不清楚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进一步的

参考思路是：明晰想做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已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还缺乏

什么样的条件？具体需要做些什么，自己能做什么？初步明晰上述问题之后，可

以进一步与相关软硬件商交流，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对口交流。”沈*林：“什

么叫框架？”郑图宋小录：“现在有 20 个 4 路服务器集群，有服务器 60 台，有

网络。关键要思考机房从图书馆业务上干啥问题,。比如目前我想跑个阅读交流

平台,起个域名,但是备案等还没有解决。现在我只思考业务上机房干啥。”沈*

林：“买这么多，难道是要给别人提供云服务么。我们机房就是数据库服务器、

主页、opac，其他买来的一些镜像数据库（硬件就是用了一些刀片做服务器虚拟

化，网络交给网络中心管理）。”郑图宋小录：“先从业务上给机房定位 2，如

果定位过后大概完成以下几件：A，机房基础环境的提升（三通一平）B，基础提

升基础上机房根据机房定位给机房定制度 C，解决机房使用的各方协作和机房从

负担变为协助创新的基础平台 D，在业务引入更多方持续发展的状况下，完成机

房环境的持续改善，培育出亮点的应用。发个个人机房看法，抛砖引玉。” 沈*

林：“这个比较高大上 。”波尔卡：“等保关键点。”图谋：“那不叫‘抛砖

引玉‘，实际是叫帮排忧解难。”沈*林：“我是感觉有点虚，所以不知道说什

么。图书馆机房按理说使用目标明确，功能相对单一 。”郑图宋小录：“我感

觉，目前是根据高校图书馆章程[提供]服务科研教学，只要是教学科研有利的事

情都可以干。”图谋：“机房这个概念，貌似需要进一步定义一下。”郑图宋小

录：“具体就是数据中心，都是服务器和网络。受了 20 年的机房噪音了，不让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04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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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干点活，受不了这个机房了。”图谋：“此处貌似指图书馆‘中心机房’，不

是‘电子阅览室’之类。”波尔卡：“不知机房做不做系统运维、日志、数据库

审计，如果做，可考虑利用这些数做点文章。”郑图宋小录：“这些是要做，只

是一部分。”图谋：“其实那种改造，可以找专门的公司给方案，图书馆方面负

责提需求。”郑图宋小录：“我考虑的是业务上。关键业务服务框架还是要自己

提，安全和实现是可以外包。”图谋：“当前给人的感觉是，尚未搞懂到底想做

什么？前边的 abcd 确实抽象。”郑图宋小录：“就是一个破数据中心，我怎么

用它，用它干啥。共投入了几千万了。”图谋：“沈老师和我提的参考意见，可

能确实值得参考一下。”伊丰：“保证数据安全，平台平顺就够了。”BSxuyb：

“换言之，是不是想问问图书馆专业人员想让图书馆中心机房或者说数据中心为

图书馆干点啥？问领导比较合适。”伊丰：“数据之间的关联，平台之间的有效

连接，数据的可抽取，统计，分析，供决策和智能推荐。”波尔卡：“在数据上

做文章，如利用各类日志数据，提供读者行为分析，像用户地理分布，网络使用

时长等。”伊丰：“无非就是大数据应用服务。给领导就叫辅助决策。”郑图宋

小录：“应该不是全部。”波尔卡：“类似智慧校园中的校情信息系统。”若水：

“此问题，关键在于洞察用户需求，围绕数据的收集，整理，运算，提供做文章，

比如科研人员，做了实验，数据放在那里，教师的课件，教学资料存储，在线制

作课件，学生的作业，录制的音视频，等等，业务太多了。光平台不够，还要软

件，培训，制度，宣传，活动。做起来，图书馆就是学校的数据中心，智慧中心。

首先就我来讲，科研数据，教学数据放在哪里，头痛，有同事笔记本被偷，结果

数据不见了，非常麻烦。现在许多人付费用网盘存储数据。”cpulib：“首先得

有真正需求，很多事都是我们图书馆人在想。”伊丰：“图书馆协调不下来的，

一厢情愿最后都是烂尾工程。”若水：“协调不下来就是执行力问题。”伊丰：

“执行力是对下的。相对教学部门和科研部门的数据，图书馆协调不到。”若水：

“调研好，操作好，写出来，说不定发高水平论文。”郑图宋小录：“我不想发

论文，这个留给大家，我是要做这个事情。”伊丰：“像若水老师这样愿意有个

稳定的平台存储的是好事，更多的老师敝帚自珍，担心安全，不愿意提供自己的

数据存在尤其是自己学校的平台上的。”郑图宋小录：“这个需要从学校自身找

问题，那 baidu 云都用了，还怕这个么。先找完需求，之后弄出框架，之后配备

人员，之后实现。”cpulib：“数据安全，图书馆缺少威信，谁都知道平台都是

第三方公司的。”伊丰：“你错了，百度云反而没事，从自己学校过，更担心的

是身边的人发现和使用。静观。”郑图宋小录：“是，这个需要引入第三方公司，

需要法律条款。想干事，应该是可以干成的，只是困难多或者少的问题，做得多

好的问题。学校邮箱你们应该都有，也没有说丢东西啊。”伊丰：“也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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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和分管校领导强势推进。”郑图宋小录：“对 。”伊丰：“那都是

公事用，私事谁用。”若水：“数据存储，已经有学校做了。好像是北大，复旦。”

cpulib：“丢东西又怎样？免费给老师用，人家好意思计较？这几天频繁出现老

师邮箱被盗。”郑图宋小录：“那真的是小姐命，公主心么。图书馆还是从内容

管理、知识管理、内容协作层面做事，不做单单的工具。比如就像 vpn，如果作

为基础翻墙服务，图书馆不能提供。如果图书馆作为自己资源为服务对象使用的

工具，图书馆有 100 个理由使用和提供。”伊丰：“知识管理的方向我是赞成的。”

cpulib：“一个学位论文系统都搞得人提心吊胆的。”郑图宋小录：“你好像很

了解我啊 。”cpulib：“都这样吧。许多论文教授是绝对不容许外传的。”若

水：“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做好了，给大伙报一下喜。”郑图宋小录：“是，

在思考，否则白受噪音干扰 20 年。”cpulib：“规划是好事，但是图书馆变化

会很大，谁也猜不到的，可以做一方面的创造或尝试。”郑图宋小录：“对 ,

我还是继续做我的那个社区吧，那个是根据地。”cpulib：“我们这几年发生许

多事，现在与网络中心是一家了。直接把机房全拆。图书馆拆了半层。改造学校

信息中心。”烟蕴：“我们网络和我们合并了两年，上个学期又拆开来了。现在

又是独立的两个部门了。”郑图宋小录：“合并一起时正确的，但是需要的是有

业务 。”

（19）圕人堂的群文件分享

图谋：“群文件中分享的内容，是群成员自主分享的（谁分享谁负责），主要是

为群成员服务的，需要合理利用。对于扩大使用范围，若产生侵权纠纷，由传播

者承担相应责任。群文件中分享的内容多种多样。其中有部分属于‘灰色信息’。

图谋有权表态的内容很有限。无论是分享者，还是利用者，均希望尽可能避免不

必要的麻烦。对于某些来问的问题，我不适作答（需要规避不必要的麻烦）。但

有一点是肯定的：你若做了，我并不知情。”

（20）图书播讲

雨过天晴：“我们来交流阅读吧！请问哪位老师读过凯文·凯利的《失控》？我

今天刚刚开始读这本书，有说不出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老师指点一二呢？我也

是刚刚开始读，总听人讲起凯文凯利，于是找来看看。”图林胖猴：“近些年，

一些知识大咖喜欢言必称凯文凯利，多少把他神化了。”雨过天晴：“是的，我

也是这样感觉的，所以特意找来原著看看。”图林胖猴：“群里能否提供一些值

得播讲的书籍？篇幅不大 200 多页左右？我的万历十五年播讲完了，不知道播讲

什么好？”碧海潮生：“可以试试《大秦帝国》。”图林胖猴：“11 本书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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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头，是不要命了吗？”碧海潮生：“慢慢来嘛。罗马帝国衰亡史、剑桥中国史

都可以。”图林胖猴：“太过宏大了，无法胜任。”雨过天晴：“柏杨的《中国

人史纲》怎么样呢？我感觉您比较喜爱历史。” 图林胖猴：“本来有这么几个

考虑。”碧海潮生：“译文:书骨精的《快乐的软图书馆学》。”Lee：“《快乐

的软图书馆学》。”雨过天晴：“《快乐的软图书馆学》也好。”洞庭水手：“《快

乐的软图书馆学》不错。”雨过天晴：“还有，《可爱的图书馆学》都很好的。”

碧海潮生：“俞敏洪：读书最能够造就一个人的气质 http://url.cn/50DGBEV 。”

Lee：“群里的图谋系列和书骨精系列都不错。”图林胖猴：“其他的图书馆学

著作要和作者交涉不太方便，所以如果播讲图书馆学著作首选图谋。雨老师，你

做阅读推广，觉得有那些书播讲比较好呢？” 碧海潮生：“星魂演播的《午夜

开棺人》不错。”图林胖猴：“带有鬼神恐怖系列的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应该是圕人堂出来的人去播讲。图林胖猴：“柏杨的台湾人属性，是否和我们

的一些政治观念属性上有偏差？在播讲中存在风险几率大吧？”雨过天晴：“建

议您先确定自己的基本方向，播讲形成系列。”图林胖猴：“我最大的期望是能

够适应圕人堂绝大多数人文流派听众老师的喜好形成播讲体系。”雨过天晴：“之

前看您似乎对历史比较偏爱，所以建议中国人史纲，这套书我比较爱看。正是因

为柏杨有着不一样的视角，所以这里的历史表述别有风味。您播讲时应该避免照

本宣科吧，可以有所选择，有所发挥，您觉得呢？以圕人堂为目标受众群体吗？

那王波老师的书骨精系列我觉得很合适。”图林胖猴：“雨老师说的这种解读式

的播讲需要更高的要求，我在努力中。王波老师未必同意播讲，而且播讲他的著

作，感觉压力很大。”雨过天晴：“试一试嘛，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我不建议

照本宣科，有理解有发挥才好。”图林胖猴：“那看来我现在还差的太远。”雨

过天晴：“已经很棒了。”图林胖猴：“谢谢雨老师的建议。”图谋：“我觉得

程焕文先生的沈祖荣评传比较适合播讲，受众可能会更广。”图林胖猴：“这咖

比图谋大，不敢播。”图谋：“我觉得如果真打算播讲，获得支持的可能性比较

大。王波老师的《快乐的软图书馆学》有趣有味，确实是挺好的选题。”图林胖

猴：“播讲他们的著作需要段位更高的播讲者。等图谋再长些岁数资历，图谋的

著作我也不敢播了。”图谋：“张怀涛先生的《读书有方》，也比较适合播讲，

受众面也会比较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书山蠹语,主播：书蠹精

https://m.ximalaya.com/18580353/album/12858851。”

（21）公共图书馆外借量的统计数字

麦子：“现在一些大的公共馆人多的时候是什么概念：一天 1万人，借出去 3

万本书？”图谋：“广州图书馆，2016 年接待访问量/人次为 7396912 次，外借

http://url.cn/50DGBEV
https://m.ximalaya.com/18580353/album/1285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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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册次为 7869860。也就是每一访问人次大约产生外借册次 1次。广州图书

馆持续发布年度运行报告，见《广州图书馆年报(2016)》（

http://www.gzlib.gov.cn/u/cms/www/201712/04153750lx41.pdf ）。广州图书

馆很有可能这方面服务效益遥遥领先者。一天 1万人，借出 3万本书，不知道信

息源自何处，原文是怎样表述的？公共馆接待读者量日均 1万人的图书馆有几

家，但纸质书外借量那么高的，个人存疑。有可能是统计方法或表述存在问题。”

（22）北京人艺话剧 28 部推荐

本信息由圕人堂成员度量衡分享。

1. 窝头会馆：http://t.cn/R7YA1WE

2. 原野：http://t.cn/RGXeJ9U

3. 家：http://t.cn/RJviJpC

4. 虎符：http://t.cn/RqRzuFH

5. 咸亨酒店：http://t.cn/RyRtBtO

6. 赵氏孤儿：http://t.cn/RGa3alp

7. 茶馆：http://t.cn/RqRzuFR

8. 天下第一楼：http://t.cn/RGXsoRj

9. 李白：http://t.cn/RqRzuFQ

10. 白鹿原：http://t.cn/R8vPauT

11. 阮玲玉：http://t.cn/R8vPauY

12. 骆驼祥子：http://t.cn/R8vPauQ

13. 雷雨：http://t.cn/R8vPau

14. 万家灯火：http://t.cn/R8vPaul

15. 小井胡同：http://t.cn/R8vPauj

16. 屠夫：http://t.cn/R8vPauW

17. 刺客：http://t.cn/RTxCMpT

18. 知己：http://t.cn/R8vPauR

19. 推销员之死：http://t.cn/R8vPauH

20. 北京人：http://t.cn/R8vPa3v

21. 北京大爷：http://t.cn/R8vPaBb

22. 情痴：http://t.cn/R8vPaBq

23. 红白喜事：http://t.cn/R8vPaBf

24. 合同婚姻：http://t.cn/R8vPaB5

http://www.gzlib.gov.cn/u/cms/www/201712/04153750lx41.pdf
http://t.cn/R7YA1WE
http://t.cn/RGXeJ9U
http://t.cn/RJviJpC
http://t.cn/RqRzuFH
http://t.cn/RyRtBtO
http://t.cn/RGa3alp
http://t.cn/RqRzuFR
http://t.cn/RGXsoRj
http://t.cn/RqRzuFQ
http://t.cn/R8vPauT
http://t.cn/R8vPauY
http://t.cn/R8vPauQ
http://t.cn/R8vPau
http://t.cn/R8vPaul
http://t.cn/R8vPauj
http://t.cn/R8vPauW
http://t.cn/RTxCMpT
http://t.cn/R8vPauR
http://t.cn/R8vPauH
http://t.cn/R8vPa3v
http://t.cn/R8vPaBb
http://t.cn/R8vPaBq
http://t.cn/R8vPaBf
http://t.cn/R8vPaB5


圕人堂周讯（总第 196期 201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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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

25. 北街南院：http://t.cn/R04livw

26. 哗变：http://t.cn/R8vPaBI

27. 甲子园：http://t.cn/R8vPaBM

28. 日出：http://t.cn/R8vP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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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科研会休息吗？

2018-2-8 09:30

读到一篇小品文《会休息的苹果树》，内容大致为：树木有其生长规律，在追求

和适可而止之间保持平衡。苹果、石榴、柿子、梨子、枣等育龄果树，并非每年

都硕果累累，总是一年多一年少，一张一弛，有一个缓冲阶段。头一年丰收了，

下一年要歇枝，即便仍繁花满枝，实乃虚张声势捧个场而已。 ...

个人分类:圕人堂|435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圕人堂梦想与实践（演讲稿雏形）

2018-2-7 17:14

图谋按 ： 友人约我面向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同仁，在一定范围内讲讲“圕
人堂营销”，1小时讲座。我迟迟未敢答应。当前，我找不到成块的时间，身不

由己。如果只是 1个小时时间，我早就答应了。讲 1个小时，实际上准备所讲的

内容，需要好多个 1小时。今天下午我抽空准备了一下，主要是从之前的博文中

遴选相关信息再进行 ...

个人分类:圕人堂|23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从樱花开落解读日本的案头书

2018-2-6 22:44

从樱花开落解读日本的案头书 ——《樱花残：灾难视角下的日本文化》读后感 近

期拜读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陈安先生的大作

《樱花残：灾难视角下的日本文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4），笔者以

为是一本从樱花开落解读日本的案头书。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视角独 ...

个人分类:圕人堂|34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3个文件。

http://t.cn/R04livw
http://t.cn/R8vPaBI
http://t.cn/R8vPaBM
http://t.cn/R8vPaBc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893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9893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8936&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8936&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9893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8936&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9893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885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9885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885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885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9885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885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9885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874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09874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874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874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9874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874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9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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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本周发布圕人堂梦想与实践（演讲稿雏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8853.html 2015 年 7 月图谋曾以

同一个题目亮相第 12 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暨 Lib2.15 会议见：圕人堂

首次亮相学术会议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04640.html

（2） 2018 年 2 月 9 日 14:00，群成员达 1976 人（活跃成员 474 人，占 23.99%），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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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辑录”（第 1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

动态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885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046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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