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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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行健：“转发：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招聘人员 2名，图书馆学/情报学/

档案学等，在编。http://mp.weixin.qq.com/s/lro1btWEDIl_rvWd8qfcGA 。”

鲲鹏展翅：“汉江师范学院 2018 年面向社会专项公开招聘工作人员；http:

//www.hjnu.edu.cn/news/html/xinxigonggao/20180126/13523.html 图书馆招

聘人员 1名，图书馆学/情报学，在编。

图书馆杨：“关于举办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2018 年工作会议暨

第十二届全民阅读论坛的通知。报名截止到 3月 8号，不收会费，欢迎大家来（特

别是做阅读推广这块的）。”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hanna：“南航科研‘梦之队’亮相央视网络春晚 http://url.cn/5aPmKsO。”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196 期 2018020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165.html 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anna：“《馆藏内容增多，高校图书馆却在萎缩——这是如何发生的？》

http://m.bookdao.com/Article.aspx?id=388135。”

芷芸：“馆配聚焦 | 携手馆配商，做好读者服务 http://url.cn/5PubvzX。”

图谋：“图书馆员面临的 10 大挑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2

310-1099106.html 在 Wiley 进行的一次调研中，要求图书馆列出其面临的最大

的挑战，对此我们做 出概述：1.预算； 2.关于图书馆改变的沟通； 3.拒绝用

户请求内容； 4.职业发展； 5.跟上技术改变需求的步伐； 6.理解搜索趋势&

图书馆员在搜索周期中扮演的角色； 7.与政策变化同步； 8.管理图书馆运作及

掌控员工表现； 9.向搜索人员展示图书馆员的价值； 10.如何管理从纸本到数

字化收集的连续过渡。哪些挑战引起了你的共鸣？”

图谋：“别让‘中国年’成为一种记忆 http://epaper.gmw.cn/zhdsb《 中

华读书报 》（ 2018 年 01 月 31 日 08 版）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留下的瑰宝，

这个瑰宝熠熠生辉。由于种种原因，熠熠生辉的瑰宝被时代灯火淹没。民俗活动

越来越少，甚至有的民俗活动留下的只是悲伤的背影，甚至有的民俗连个悲伤背

影也没留下。还能知道的，还能看到的也只是舞龙舞狮这样的活动，其他民俗活

动，已经留在了历史书里，留在了档案馆里。”

http://mp.weixin.qq.com/s/lro1btWEDIl_rvWd8qfcGA
http://www.hjnu.edu.cn/news/html/xinxigonggao/20180126/13523.html
http://www.hjnu.edu.cn/news/html/xinxigonggao/20180126/13523.html
http://url.cn/5aPmKsO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165.html
http://m.bookdao.com/Article.aspx?id=388135
http://url.cn/5Pubvz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2310-109910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2310-1099106.html
http://epaper.gmw.cn/zhd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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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树：“送大家一份新年礼物，非常棒的纪录片《博物馆的秘密》1、梵

蒂冈博物馆：http://t.cn/RfSjqot2、巴黎卢浮宫：http://t.cn/RqLSuhq3、皇

家安大略博物馆：http://t.cn/RqLSuhK4、埃及博物馆：http://t.cn/RqLSuhb

5、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http://t.cn/RqLSuhM6、大都会艺术博物馆：http:/

/t.cn/RqLSuh57、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http://t.cn/RqLSuhi8、伦敦帝国战争

博物馆：http://t.cn/RqLSuhx9、墨西哥城人类学国家博物馆：http://t.cn/R

qLSuhc10、柏林博物馆：http://t.cn/RqLSuhG11、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http:

//t.cn/RqLSuhJ12、伊斯坦布尔博物馆：http://t.cn/RqLSuhV13、雅典国家考

古博物馆：http://t.cn/RqLSuht14、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ttp://t.cn/Rq

LSuh615、西班牙马德里皇宫：http://t.cn/RqFDcTI16、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

http://t.cn/RqFNBGT17、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http://t.cn/RqFNBrS18、意

大利佛罗伦斯乌菲滋美术馆：http://t.cn/RqFNgYn19、英国伦敦航海博物馆：：

http://t.cn/RqFNei020、巴黎凡尔赛宫：http://t.cn/RqFND4k21、华盛顿特区

史密森尼学会：http://t.cn/RqFNDkO22、突尼斯国立巴杜博物馆：http://t.c

n/RXnkPMC。”

东莞馆银：“丧心病狂的图书馆管理员与书店店员们 http://www.lsc.org.

cn/contents/1129/11482.html。”

宋鹏：“今天我拜读了程焕文老师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

纵观沈祖荣先生的一生，他为文华图专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图书馆学教

育事业的奉献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图谋：“西浦图书馆｜2017 年度数据报告

http://u6013444.viewer.maka.im/k/1SA321JQ。”河海刘*：“非常用心的年

度数据报告！”

图谋：“清二京十八省舆地图.http://blog.sina.com.cn/s/blog_c42baf0

901019hzi.html 这是 1850 年，日本人绘制的。”

图谋：“国家图书馆 2018 年春节活动全面启动 http://url.cn/5uQ9OpT。”

图谋：“在那遥远的地方 https://kg2.qq.com/node/play?s=tbSjX6tqdIOn

AttA&shareuid=649f9c822625358931&topsource=a0_pn201001004_z11_u621738

225_l1_t1518575826__。”

图谋：“山清水秀太阳高 https://kg2.qq.com/node/play?s=7vIl9c7ZhBfE

I7Vh&shareuid=649f9c822625358931&topsource=a0_pn201001004_z11_u621738

225_l1_t1518576981__。”

图谋：“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2018 年博士后招人啦！

http://url.cn/5hG6vEA。”

http://t.cn/RfSjqot
http://t.cn/RqLSuhq
http://t.cn/RqLSuhK
http://t.cn/RqLSuhb
http://t.cn/RqLSuhb
http://t.cn/RqLSuhM
http://t.cn/RqLSuh5
http://t.cn/RqLSuh5
http://t.cn/RqLSuhi
http://t.cn/RqLSuhx
http://t.cn/RqLSuhc
http://t.cn/RqLSuhc
http://t.cn/RqLSuhG
http://t.cn/RqLSuhJ
http://t.cn/RqLSuhJ
http://t.cn/RqLSuhV
http://t.cn/RqLSuht
http://t.cn/RqLSuh6
http://t.cn/RqLSuh6
http://t.cn/RqFDcTI
http://t.cn/RqFNBGT
http://t.cn/RqFNBrS
http://t.cn/RqFNgYn1
http://t.cn/RqFNei0
http://t.cn/RqFND4k
http://t.cn/RqFNDkO
http://t.cn/RXnkPMC
http://t.cn/RXnkPMC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29/11482.html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29/11482.html
http://u6013444.viewer.maka.im/k/1SA321JQ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42baf0901019hzi.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42baf0901019hzi.html
http://url.cn/5uQ9OpT
https://kg2.qq.com/node/play?s=tbSjX6tqdIOnAttA&shareuid=649f9c822625358931&topsource=a0_pn201001004_z11_u621738225_l1_t1518575826__
https://kg2.qq.com/node/play?s=tbSjX6tqdIOnAttA&shareuid=649f9c822625358931&topsource=a0_pn201001004_z11_u621738225_l1_t1518575826__
https://kg2.qq.com/node/play?s=tbSjX6tqdIOnAttA&shareuid=649f9c822625358931&topsource=a0_pn201001004_z11_u621738225_l1_t1518575826__
https://kg2.qq.com/node/play?s=7vIl9c7ZhBfEI7Vh&shareuid=649f9c822625358931&topsource=a0_pn201001004_z11_u621738225_l1_t1518576981__
https://kg2.qq.com/node/play?s=7vIl9c7ZhBfEI7Vh&shareuid=649f9c822625358931&topsource=a0_pn201001004_z11_u621738225_l1_t1518576981__
https://kg2.qq.com/node/play?s=7vIl9c7ZhBfEI7Vh&shareuid=649f9c822625358931&topsource=a0_pn201001004_z11_u621738225_l1_t1518576981__
http://url.cn/5hG6v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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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杜定友谈图书馆学.http://blog.scienc

enet.cn/blog-213646-1099667.html 图谋按：杜定友先生（1898-1967）是我国

著名的图书馆学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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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26 年《教育杂志》18 卷 9-10 期刊发杜定友先生《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

本文摘编部分内容。希望有助于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图谋：“王波.网络图书馆学的兴起与发展[J].图书与情报,2006(1)：16-2

5，38.原文摘要：网络图书馆学指的是图书馆界的网民们在互联网上自发自由展

开的与图书馆学有关的研讨,我国内地的网络图书馆学主要经历了论坛和博客两

个阶段。网络图书馆学的兴起是图书馆界诸多方面的需求驱动的结果,有积极意

义,也有负面作用,今后应加强引导,以利其规范发展,为图书馆学研究做出更大

贡献。该文曾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图书馆学、信息科学、资料工作)》2006

年第 6期全文转载。全文见群文件。图谋以为这篇文献值得回顾，时下仍很需要

“网络图书馆学”，期待新时期能有更好地继承与发展。”

冰凉的*：“1.3 亿元天价，旷世奇珍《丝路山水地图》入藏故宫 国宝回归，

春晚当天刷爆朋友圈！http://url.cn/5Whn6bZ。”

烟大圕张：“明《蒙古山水地图》实为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的朝觐地图 ｜

端庄•学术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M4ODY0MQ==&mid=2652

963299&idx=1&sn=5b020d01187315f8d70bff027902755a&chksm=bd90392d8ae7b0

3bbb2d1551ab74aeaee20571c2d057465ba7763b9092e7ead1bb4c572c9603&mpshar

e=1&scene=1&srcid=0215MGyYqF3ja3MV05JcnQq1#rd。”

1.3 《快乐的软图书馆学》（王波著）选播正在热播

图谋：“剧透一下，《快乐的软图书馆学》选播将于近期开播，主播：图林

胖猴。”图林胖猴：“@图谋 收到，感谢，开整，这次将尽量以轻松讲故事的形

式开播。” 图谋：“年前的‘才艺秀’，让我们发现了图林胖猴的才艺，圕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66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667.html
http://url.cn/5Whn6bZ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M4ODY0MQ==&mid=2652963299&idx=1&sn=5b020d01187315f8d70bff027902755a&chksm=bd90392d8ae7b03bbb2d1551ab74aeaee20571c2d057465ba7763b9092e7ead1bb4c572c9603&mpshare=1&scene=1&srcid=0215MGyYqF3ja3MV05JcnQq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M4ODY0MQ==&mid=2652963299&idx=1&sn=5b020d01187315f8d70bff027902755a&chksm=bd90392d8ae7b03bbb2d1551ab74aeaee20571c2d057465ba7763b9092e7ead1bb4c572c9603&mpshare=1&scene=1&srcid=0215MGyYqF3ja3MV05JcnQq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M4ODY0MQ==&mid=2652963299&idx=1&sn=5b020d01187315f8d70bff027902755a&chksm=bd90392d8ae7b03bbb2d1551ab74aeaee20571c2d057465ba7763b9092e7ead1bb4c572c9603&mpshare=1&scene=1&srcid=0215MGyYqF3ja3MV05JcnQq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M4ODY0MQ==&mid=2652963299&idx=1&sn=5b020d01187315f8d70bff027902755a&chksm=bd90392d8ae7b03bbb2d1551ab74aeaee20571c2d057465ba7763b9092e7ead1bb4c572c9603&mpshare=1&scene=1&srcid=0215MGyYqF3ja3MV05JcnQ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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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如获至宝’。才艺秀之后，许多成员见识了图情胖猴的才艺。”图林胖猴：

“王波老师作品《快乐的软图书馆学》选播内容开讲，欢迎关注支持。播讲：温

情小胖猴 1980（即图林胖猴）http://xima.tv/9ggjjW。”碧海潮生：“有点有

面，形式新颖，语言流利。”图林胖猴：“1-1 图书馆员的四种精神之一：临书

仙的精神。http://xima.tv/69Uhb3，刚刚录制，敬请批评指正。”图谋：“刚

瞄了一眼 434 次播放。2月 12 日《快乐的软图书馆学》选播在喜马拉雅 FM 开播

了，网址：http://www.ximalaya.com/3672474/album/13195860/。”

图谋：“《快乐的软图书馆学》简介：王波著. 快乐的软图书馆学._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4.03.作者简介：王波，1992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获文学学士学位，1998 年、201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分获文学硕士、

管理学博士学位。1998 年至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现任《大学图书馆学报》

副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图书馆研

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期刊与年鉴出版

专业委员会委员、阅读推广委员会委员及阅读与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王波

博士著有《阅读疗法》《快乐的软图书馆学》《可爱的图书馆学》《图书馆学及

其左邻右舍》《中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等，主编有《图书馆时尚阅读推

广》，参编有《中国出版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萧乾书评理论与实践》《胡

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等。内容简介：《书乡放谈·‘书骨精’王波系列：

快乐的软图书馆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图书馆学随笔集，分‘大话书府’、‘书

案煮酒’、‘书庄会盟’、‘书丁解书’四辑，以‘直而不肆、谑而有矩’的态

度，以生动有趣的文笔，分别放谈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人、图书馆界专业会议、

图书馆学新书，说理严谨，幽默诙谐，堪称图书馆界的《世说新语》。《书乡放

谈·‘书骨精’王波系列：快乐的软图书馆学》是快速了解当今中国图书馆界现

状的极佳读本，适合对图书馆工作感兴趣者、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已从业

者和从事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等各类与图书馆职业相关的人士阅读。”

图谋：“据不完全统计，《快乐的软图书馆学》一书，图情期刊已发表书评

9篇。”

图谋：“@全体成员 《快乐的软图书馆学》选播开播了 http://blog.scien

cenet.cn/blog-213646-1099579.html 图谋按：圕人堂成员图林胖猴是一位对

图书馆及图书馆学有热情且有激情的青年图书馆员。2月 8日在圕人堂中表达播

讲图书馆学图书的愿望，多名成员推荐王波先生作品。图谋进一步玉成此事，权

且算作圕人堂给广大圕人及图书馆学爱好者的新春贺礼。”

1.4 圕人堂发展与管理

http://xima.tv/9ggjjW
http://xima.tv/69Uhb3

http://www.ximalaya.com/3672474/album/1319586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57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5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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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春节临近，圕人堂冷清得紧。欢迎秀年俗，晒美图，展才艺。图谋

在积极‘策划‘活动，某种意义上属于没事找事，其用意主要有两点：（1）让

圕人群保持一定‘活跃度‘，使得本群有一定的‘用户粘度‘；（2）圕人堂群

成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希望不要让新加群的成员太失望。如果圕人堂大窗保持

‘一清二白‘，小窗交流也不大可能如意。”

图谋：“圕人堂一直期待群成员流动起来。需要者留下来，不需要者退出。”

希达：“1979 个群成员也让我很敬畏啊，不敢讲话了。”图谋：“2017 年，当

群成员达到 1950 名时，滚动移除该时间点两年以上无发言记录的成员。被移除

人员中，需要的人员会重新加群，这个比例很低。2018 年，将继续采用该管理

手段。”

图谋：“@全体成员 根据近段时间申请加群的情况，圕人堂群成员‘阈值’

暂定为 1980，达到这个数值时将移除：（1）群名片或昵称不规范者(群成员中

显示的昵称或群名片存在以下情况：重名；特殊字符；生僻字；空白)；（2）2

4 个月以上无发言记录者。被移除成员，如有需要欢迎重新加群，加群申请时请

提供与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相关的信息。敬请谅解与支持！谢谢！”陈*：“支持。”

图谋：“@希达 不需要有任何压力，圕人堂大窗保持一定活跃度，主要的目的是

为了让群成员更好地受益（比如成员之间的‘衍生’交流效果会更好）。”希

达：“还是会有压力的毕竟两千人看着呢不敢说太长的句子。”图谋：“@希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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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近 1个月内，只有 474 人在群内有活动痕迹。”b

iochem：“不管发不发言，只要有时间都要来本群看看。”图谋：“可以推测一

下，实际的关注度是非常有限的。”希达：“嗯，很多人只会默默看着，想发言

又怕说的不好，所以只会发符号。”图谋：“发红包时冒个泡，也是对圕人堂的

支持。” 希达：“群主大大也可以分析一下群成员啊，我们为什么进来又为

什么退了。”图谋：“不单是群主可以分析，大家都可以分析。圕人堂的所作所

为，基本是全透明的。”dxx：“在群里收获还是很大的。”图谋：“圕人堂群

成员，主动退群的比例很低。”希达：“应该也算读者需求分析的一种吧，这个

群算是互联网知识交流。”图谋：“问题更多的是‘占座"问题。这是一种资源

浪费。圕人堂这样的草根平台，背后凝聚了一大群志愿者的心血。”希达：“只

看看不说话，应该也不能说是资源浪费吧？更多的是一个网络习惯。如果有更多

人在排队等着进来，那应该腾空间。如果没有，让他们仅仅围观也没有大问题吧。”

图谋：“根据以往的观察，属于资源浪费的情形有：一个人用多个群号加群；用

‘小号’加群，实际上该号处于弃用状态；图情在读学生已毕业，且与圕基本处

于‘绝缘’状态……应该用省略号，因为难以‘穷举’。对了主动退群，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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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圕人堂周讯》是可以公开获取的，如果关注周讯足够

了，确实没必要留在群里（可以免受‘骚扰‘）。‘骚扰’包括群消息提醒或管

理员发的公告之类。。”biochem：“都退群了，就不存在《圕人堂周讯》了。”

图谋：“那说明确实不需要。”济大吴：“乐于做观众。”图谋：“圕人堂需

要观众。同时也需要‘你方唱罢我登台’。”

图谋：“红包展示的是一种情怀。红包的意义：一是活跃氛围；二是略表心

意。圕人堂建群以来，一直在探索‘红包文化’。不时下会儿红包雨，气氛也许

更活跃。圕人堂的规矩是，在群中发红包 50 元以上算是捐助圕人堂发展基金，

大事记中予以记录，以此致谢。关于红包，随心随意就好，不必有任何压力。@

全体成员 圕人堂第二阵红包雨 14:30 分下，100 个红包（总金额 50 元，拼手

气）。 ”

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恭祝全体成员新春吉祥，幸福安康！8:40 有红

包雨，100 个（总金额 200 元，拼手气）。”“100 个，2分钟被领完，沐阳是

运气王。”

图谋：“上午看到一个小段子：有些群，要死不活的，老吊着一口气儿，这

种群叫吊带群。刚建几天，就散了，叫超短群。生命力顽强，一年连着一年都还

在的，叫连衣群。在群里又建群的叫套群。对号入座的话，圕人堂群属于‘连衣

群’，也是‘联谊群’。”图林胖猴：“@图谋 图谋兄，新年好，你是为图书馆

事业发展孜孜以求的求道者和践行者，你是提携后辈联络同行的活动家，你方正

端肃却不失活泼，你鼓励帮助后进却严格要求绝不纵容。过去十数年，图书馆行

业感谢有你，过去一年，在下感谢你全力扶持。祝新的一年，你在荆棘丛生的前

路上依然勇往直前，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感召我们，祝您的事业和追求取得更

多更优秀的回馈，祝您在奋进的道路上感受到越来越浓郁的获得感，满足感，幸

福感，祝您的家庭更加和美，祝您事事更加顺心如意。”

图谋：“咱们圕人堂的国学大汇演有空不妨重温一下，展示圕人堂集体智慧，

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圕人堂百人百诗迎新年——‘有缘相会圕人堂’合辑 htt

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圕人堂百人百诗迎新年，

始于 2017 年 12 月 24 日 17:05，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 10:25 完成 100 首。圕人

堂 2016 年新年寄语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179.htm

l。”图谋：“biochem：食全食美——圕人堂群成员昵称串烧 http://blog.sci

encenet.cn/blog-213646-1080222.html 主厨：biochem。满汉全席，大年三十

端上桌。”

1.5 圕人堂征联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17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17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022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802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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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咱们圕人堂不妨也来个征联活动，咱们的范围可以更宽一些。圕主

题：圕、圕人、圕学及其衍生词。安远县图书馆的征联活动，好像安徽省图书馆、

安国县图书馆，可以共享。”

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征联活动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1099885.html 圕人堂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如秀诗词、猜灯谜等等，展示圕

人堂集体智慧，留下美好回忆。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举办征联活动。圕主题

（圕、圕人、圕学及其衍生词）即可。欢迎参与！”

图谋：“刚“、‘写’了福春联送给大家”。

小芸豆：“江西省安远县图书馆应征联：安国尚文，立志研修行万里

图书长智，潜心攻读益一生 (赖忠有)；安闲斯处 阅读千回开眼界 图乐馆中

攻研万卷益身心 (朱恭栋)； 安神莫若书中玉，图远依然馆里人。（嵌入‘安

远图书馆’五字，赖旭辉）安拥纬地经天善本惟吾独选 图就修身治国良方任尔

双挑 横批：馆书韵远为；县图书馆撰春联:安国尚文，立志研修行万里 图书长

智，潜心攻读益一生 安邦理政文明灿 图片释疑经典藏 安稳馆祯藏大志 图

文玉卷蕴雄风 (李玉田)；安此一方清净地，图之四季自由天。联题安远图书馆，

鹤顶格嵌安 图二字，请各位老师斧正。安静时光，温馨小院 图书王国，知识海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88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8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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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安静时光，开卷如春风扑面 图书王国，抬头是典籍生香 安顿心灵，一缕书香

熏铁骨 图描骏业，半窗明月鉴初心 安得一寸丹，装点九州春光美；图描八方福，

祈求万世国运昌。( 唐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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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征联活动

2018-2-14 22:49

圕人堂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如秀诗词、猜灯谜等等，展示圕人堂集体智慧，留下美好回忆。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举办征联活动。圕主题（圕、圕人、圕学及其衍生词）即可。 图

谋来一联：圕人圕情圕主题，怡心怡神怡安祥。横批：一圕和气。籍此抛砖引玉。 延伸阅

读： 1 圕人 ...

个人分类:圕人堂|20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杜定友谈图书馆学

2018-2-13 10:02

图谋按：杜定友先生（1898-1967）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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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教育杂志》18卷 9-10期刊发杜定友先生《图书馆学

的内容和方法》，本文摘编部分内容。希望有助于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摘编自：钱亚新，白国应编.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 ...

个人分类:圕人堂|32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快乐的软图书馆学》选播开播了

2018-2-12 15:07

图谋按：圕人堂成员图林胖猴是一位对图书馆及图书馆学有热情且有激情的青年图书馆员。

2月 8日在圕人堂中表达播讲图书馆学图书的愿望，多名成员推荐王波先生作品。图谋进一

步玉成此事，权且算作圕人堂给广大圕人及图书馆学爱好者的新春贺礼。 王波先生《快乐

的软图书馆学》是一本“有趣、有味、有 ...

个人分类:圕人堂|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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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8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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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88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988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988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9988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988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9988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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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66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966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966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9966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966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9966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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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57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957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957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09957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09957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09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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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圕人堂成员图林胖猴是一位对图书馆及图书馆学有热情且有激情的青年图

书馆员。2月 8日在圕人堂中表达播讲图书馆学图书的愿望，多名成员推荐王波

先生作品。图谋进一步玉成此事，权且算作圕人堂给广大圕人及图书馆学爱好者

的新春贺礼。见：《快乐的软图书馆学》选播开播

了.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579.html

（2）本周圕人堂多名成员发红包，庆新春，送祝福。图书馆论坛刘编发红包 100

元，宁波高兆云发红包 100 元，图情胖猴发红包 70 元（两次发），图谋发红包

310 元（四次发）。陈焕之、江少莉、summer、杨敏、东哥、小書、Lee、雨过

天晴、Sweet Dream 等亦发了红包。

（3） 2018 年 2 月 16 日 14:00，群成员达 1979 人（活跃成员 467 人，占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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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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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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