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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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情会议信息

图谋：“‘发展中的世界索引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2018 年中国索引学

会年会预通知 http://www.cnindex.fudan.edu.cn/news/2018/news_1804_01.h

tm?appinstall=0&from=groupmessage。”

谈天：“关于举办“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的领读与创新”峰会的通知 h

ttp://www.lsgd.org.cn/sybk/hhgg/252683.shtml。”

诲人不倦：“2018 数据管理与服务学术研讨会通知 http://www.lis.ac.cn

/CN/column/item332.shtml。”

图谋：“新时代，新发展：服务、效能、法制”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高层论

坛隆重召开并发布《图书馆事业发展南京宣言》http://url.cn/5xQCipd。”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第三届大众喜爱的 50 个阅读微信公众号邀您投票啦 http://mf7c6

88bfe3c0b934.wxvote.youtoupiao.com/page/show/id/371d9eb146ab76fc/lid/

6893.html?from=timeline‘媒体类’78 号《图书馆报》，敬请关注与支持！P.

S.：活动期间每天都可以用微信投一票。”

图谋：“《图书馆报》2018 年 6 月 29 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

tsgb/2018/06/29/A01/232820.shtml。刚刚发现，《图书馆报》电子报恢复了！

《图书馆报》粉丝们，建议收藏上述信息。”

图谋：“毕业生用 3万根废筷制作图书馆模型感恩母校(图) http://www.c

hinanews.com/sh/2018/06-28/8550588.shtml。”诲人不倦：“ 28 日，三峡大

学图书馆收到一座‘筷子图书馆’模型。该模型是 2018 届毕业生李成坤和伙伴

们历时近半年，用 3万根废旧回收筷子制作而成的 1:100 图书馆模型，他们想通

过这个模型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心。”木木贝：“三峡大学图书馆很不错，比如

创客空间。”图谋：“该新闻中已阐述意义了。‘耗费半年时间制作，连里面的

每一个书架、桌子都按照比例做了出来，这是学生诚挚的爱馆之情、爱校之情的

最好见证！’三峡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杨斌代表学校图书馆收下了这份沉甸甸的

纪念品，他表示，图书馆将把这个作品收入特藏馆，并妥善保存。”

图谋：“三峡大学图书馆简介 http://www.lib.ctgu.edu.cn/surveydetail

/62/631.html 三峡大学图书馆 2003 年 9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坐落于主校区翠屏

山畔、求索溪旁，占地面积 7085 平米，建筑面积 40548.75 平米，花园面积 150

0 平米，馆内设阅览座位 4563 个，研究室 15 个，学术报告厅 2个。结构上采用

http://www.cnindex.fudan.edu.cn/news/2018/news_1804_01.htm?appinstall=0&from=groupmessage
http://www.cnindex.fudan.edu.cn/news/2018/news_1804_01.htm?appinstall=0&from=groupmessage
http://www.lsgd.org.cn/sybk/hhgg/252683.shtml
http://www.lsgd.org.cn/sybk/hhgg/252683.shtml
http://www.lis.ac.cn/CN/column/item332.shtml
http://www.lis.ac.cn/CN/column/item332.shtml
http://url.cn/5xQCipd
http://mf7c688bfe3c0b934.wxvote.youtoupiao.com/page/show/id/371d9eb146ab76fc/lid/6893.html?from=timeline
http://mf7c688bfe3c0b934.wxvote.youtoupiao.com/page/show/id/371d9eb146ab76fc/lid/6893.html?from=timeline
http://mf7c688bfe3c0b934.wxvote.youtoupiao.com/page/show/id/371d9eb146ab76fc/lid/6893.html?from=timeline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06/29/A01/232820.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06/29/A01/232820.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8/06-28/8550588.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8/06-28/8550588.shtml
http://www.lib.ctgu.edu.cn/surveydetail/62/631.html
http://www.lib.ctgu.edu.cn/surveydetail/62/6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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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间、三统一’设计方案；功能上兼顾读者阅读、研究、自修、学术交流、

文化休闲的需要；中央空调、自动扶梯、安防消防设备等设施为读者提供了舒适、

安全的学习研究环境；60TB 海量信息存储，600 个千兆速率的桌面信息点，各类

自助设备，以及覆盖全馆的无线网络，为读者方便快捷地获取文献信息资源提供

了有力保障。”

榕荫书屋：“陈伟军/残留在记忆中的小书店（4）http://url.cn/5DsDLkS。”

图谋：“七色花 沂水县图书馆/像我们这样的基层图书馆 | 馆员声音 http:

//url.cn/5za2ZIc。”

芷芸：“2018 · 12 本好书主播读 |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http://url.

cn/5ZIqXby。”

碧海潮生：“微服务，拉近图书馆与读者的距离 https://mp.weixin.qq.co

m/s/y0WlO5M3wRnpC32brFqRhw。”

雨过天晴：“张晓林・颠覆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 http://url.cn/5p8UxZ4。”

芷芸：“教育部部长：‘玩命的中学 快乐的大学’现象应扭转 http://url.

cn/5CdCgGc。”

hanna：“程焕文：国际视野下中国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 http://url.cn/5h

c1FCM。”

雨过天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图书馆学·信息管理科学’书目汇总 htt

p://url.cn/5Vwp0Mw。”

惠涓澈：“1000+图书馆都在参与这项活动！http://u7788285.viewer.mak

a.im/k/CBY7ILEQ。”

图书馆*：“读《重赴》有感---无常的命运 http://blog.sina.cn/dpool/b

log/s/blog_16695d6a30102zf7e.html?u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

re&utm_medium=weixin&bsh_bid=2163344590。”

挂机中：“同题名电子书与纸质书借阅比较研究——以上海大学图书馆 H

类、I类为例 http://suo.im/4KmA1Q。以上海大学图书馆馆藏和超星电子书中 2

869 册关于语言、文字类(H 类)和文学类(I 类)的同题名图书为数据来源,选取出

版年份、子类排名、特定时间 3 种不同角度,对同题名的电子书和纸质书利用情

况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超星电子书是符合上海大学图书馆用户群需求的重要

资源,用户看重旧经典,当两种载体同时可得时,用户更倾向纸质书。在未来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纸质书仍将是阅读主流,电子书无法取代纸质书。”

hanna：“北京王府井书店里开了家图书馆 http://culture.gmw.cn/2018-0

7/03/content_29637064.htm。”

hanna：“图书馆员陈木红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 http://culture.gmw.cn/20

http://url.cn/5DsDLkS
http://url.cn/5za2ZIc
http://url.cn/5za2ZIc
http://url.cn/5ZIqXby
http://url.cn/5ZIqXby
https://mp.weixin.qq.com/s/y0WlO5M3wRnpC32brFqRhw
https://mp.weixin.qq.com/s/y0WlO5M3wRnpC32brFqRhw
http://url.cn/5p8UxZ4
http://url.cn/5CdCgGc
http://url.cn/5CdCgGc
http://url.cn/5hc1FCM
http://url.cn/5hc1FCM
http://url.cn/5Vwp0Mw
http://url.cn/5Vwp0Mw
http://u7788285.viewer.maka.im/k/CBY7ILEQ
http://u7788285.viewer.maka.im/k/CBY7ILEQ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16695d6a30102zf7e.html?u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re&utm_medium=weixin&bsh_bid=2163344590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16695d6a30102zf7e.html?u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re&utm_medium=weixin&bsh_bid=2163344590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16695d6a30102zf7e.html?utm_source=bshare&utm_campaign=bshare&utm_medium=weixin&bsh_bid=2163344590
http://suo.im/4KmA1Q
http://culture.gmw.cn/2018-07/03/content_29637064.htm
http://culture.gmw.cn/2018-07/03/content_29637064.htm
http://culture.gmw.cn/2018-06/29/content_295638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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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29/content_29563823.htm。”

映山红：“我也推荐一个有意思的科学网博文：王云才的博客 http://blog.

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3458。”

映山红：“再分享一个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

uid=412323 没文化开的老文。”

图 谋 ： “ 厉 害 了 ！ 苏 州 图 书 馆 摘 下 图 书 馆 界 “ 奥 斯 卡 ” ！

http://url.cn/5ziZd9m。”

hanna：“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 http://create.baidu.com/。”

闲在心上：“我的图书馆学播讲经历 http://url.cn/5qyyQFC。”

论坛刘编：“亲，这个夏天，风云突变，无论是世界杯足球赛事，还是其他

诸多方面。以不变应万变的也有一些，比如，《图书馆论坛》第七期如约提前呈

送给朋友们拍砖。谢谢！邱老师的文章，我本来拆出来了，但发不了。请朋友们

在全文中看看。歇息。”boson：“麦子老师提供的‘西洋景’对国内的高校有

很好的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实际上已经通过本群群聊分享了不少内

容。”

图谋：“关于圕智慧、圕力量，圕人堂曾经露一小手。感兴趣的成员，尤其

是新成员可关注：圕人堂百人百诗迎新年——‘有缘相会圕人堂’合辑.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雨过天晴：“专家约稿｜王波：图书馆阅读推广如何体现专业性 http://ur

l.cn/5sonkXJ。”

碧海潮生：“2018 数据管理与服务学术研讨会通知 https://mp.weixin.qq.

com/s/J6CVNfYgbgkvhaeNDovLRA。”

会议君：“图书情报|林文宝教授《儿童、阅读与教育》讲座即将在沪举办

http://url.cn/5HcNAKu。”

中南民*：“公共图书馆管理层绩效评价调查问卷 https://www.wjx.cn/m/2

5711432.aspx?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关*婷：“‘绿色图书馆问卷调查 https://www.wjx.cn/hj/mnbtp4hqkkgl8o

jkolxa5w.aspx。各位同行，这是我们图书馆调查小组的问卷，麻烦各位有时间

帮忙填写一下，谢谢各位的支持与合作，也祝各位万事如意！”

芝麻君：“各位老师，同学好，现有一份关于图书馆用户的问卷，面向教师

和学生，麻烦方便的时候帮忙填一下，非常感谢 https://www.wjx.cn/jq/25724

422.aspx。”

图谋：“关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经咨询 CALIS 管

理中心：预计是 9月份出版，8月份发征订启事，可留意北京大学图书馆网站。

http://culture.gmw.cn/2018-06/29/content_29563823.htm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345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345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232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2323
http://url.cn/5ziZd9m
http://create.baidu.com/
http://url.cn/5qyyQFC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http://url.cn/5sonkXJ
http://url.cn/5sonkXJ
https://mp.weixin.qq.com/s/J6CVNfYgbgkvhaeNDovLRA
https://mp.weixin.qq.com/s/J6CVNfYgbgkvhaeNDovLRA
http://url.cn/5HcNAKu
https://www.wjx.cn/m/25711432.aspx?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www.wjx.cn/m/25711432.aspx?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www.wjx.cn/hj/mnbtp4hqkkgl8ojkolxa5w.aspx
https://www.wjx.cn/hj/mnbtp4hqkkgl8ojkolxa5w.aspx
https://www.wjx.cn/jq/25724422.aspx
https://www.wjx.cn/jq/2572442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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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10-62753195 。”

图谋：“许长城.CALIS 新服务新模式. http://lib.seu.edu.cn/conf15/hy

zl/pdf/0517/15.CALIS%E5%9F%B9%E8%AE%AD%E5%91%A8.pdf 该 PPT 第一部分为

‘中文学术期刊服务指南’。重点介绍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相关情况。这张 PPT

还介绍了 2017 年版的指标体系调整情况。较 2014 年版，新增以下 6个指标：特

征因子、论文影响分值、5 年影响因子、5 年他引影响因子、Web 下载率、即年

指标。”

31744*：“ ‘品书知日本’2018 征文大奖赛现已开始 http://url.cn/5DR

5ve1。”

芷芸：“习近平：少应酬、别熬夜，多运动、多读书 http://url.cn/5tK2U

nr。”

海边：“【火热报名中】机构知识库建设与应用研讨会即将在大连召开 htt

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A2Mzg4MA%3D%3D&idx=2&mid=26529130

08&sn=93f6f150d3c91e572df21d9a69d8ff2c。”

1.3 问答与讨论

（1）图书政府采购签合同时有必须有清单的吗？

黎明前*：“请教大家，图书政府采购签合同时有必须有清单的吗？”自由

的*：“一般都拿不出那么多书单。”qifeon：“图书采购是招合作书商，应该

不需要。”潘*薇：“@黎明前的晨曦 必须要有采购清单。图书采购提供出版商。

设备要有清单。每个地方要求不一样？”黎明前*：“电子资源和期刊因为有固

定的目录，可以提供清单，图书采购结束前根本没有固定的书目，怎么提供？”

潘*薇：“设备和图书两码事。”黎明前*：“设备等都是目录招标。”潘*薇：

“说法不一样，意思差不多。”黎明前*：“包括电子资源和期刊都是目录招标。”

（2）图林胖猴的《我的图书馆学播讲经历》

图谋：“图谋按:2018 年 6 月 29 日《图书馆报》第 11 版刊发了图林胖猴《我

的图书馆学播讲经历》。2017 年 12 月 16 日‘首播’至今，7月有余，先后播讲

了王启云《图书馆学短论》、王波《快乐的软图书馆学》、王梅《图书馆研究理

性与感性》、刘欣《书香英伦》、江霞《你好，图书馆》。难能可贵！期待更多

人关注与支持！”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明天推出‘图林胖猴与图书馆学图

书播讲’专题。上述文字为‘导语’。算是提前‘爆料’。”

图谋：“温情小胖猴图书馆学播讲系列主播：温情小胖猴 1 图书馆学短论

（选播）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21234542 快乐的软图书馆学

http://lib.seu.edu.cn/conf15/hyzl/pdf/0517/15.CALIS%E5%9F%B9%E8%AE%AD%E5%91%A8.pd
http://lib.seu.edu.cn/conf15/hyzl/pdf/0517/15.CALIS%E5%9F%B9%E8%AE%AD%E5%91%A8.pd
http://url.cn/5DR5ve1
http://url.cn/5DR5ve1
http://url.cn/5tK2Unr
http://url.cn/5tK2Unr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A2Mzg4MA%3D%3D&idx=2&mid=2652913008&sn=93f6f150d3c91e572df21d9a69d8ff2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A2Mzg4MA%3D%3D&idx=2&mid=2652913008&sn=93f6f150d3c91e572df21d9a69d8ff2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A2Mzg4MA%3D%3D&idx=2&mid=2652913008&sn=93f6f150d3c91e572df21d9a69d8ff2c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2123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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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播）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31958603 图书馆学研究理性

与感性（选播）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4130554 书香英伦（选

播）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7140885 你好，图书馆（选播）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917157。”

图谋：“图情胖猴这样的坚持是不容易的。”姜*峰：“向坚持不懈的图书

馆人学习！”图谋：“图谋还发现，目前播讲的内容均为圕人堂成员作品。”图

谋：“张怀涛著. 读书有方[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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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馆长《读书有方》一书比较适合播讲。顺道推荐一下。惠涓澈. 培养阅读情意,

探讨阅读方略——简评张怀涛先生的《读书有方》[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6,

第 36 卷(4):93-96.刚发现惠老师写的书评，将全文亦放到群文件中了。”

（3）推荐可以作为礼品的少儿读物

仅此而已：“群里各位老师:有在少儿阅读物有研究的吗?准备给在海外的 3

至 5岁华人小朋友送一本书，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唐诗三百这样的版本也请推荐

一下。版本。谢谢啦！。”蜂鸟：“三到五岁，只能看绘本吧。”印度阿三：“长

大可以看。”素问：“送一套学写毛笔字的家什。”仅此而已：“还是想送一套

书咧。”素问：“我记得曾经买过一套唐诗宋词之类的画本，国画做底配一些通

俗易懂的诗词，一线出版社出版的，不过很多很多年了。”hanna：“童谣、儿

歌之类。”榕荫书屋：“残留在记忆中的小书店（4）已发出来了。”hanna：“@

仅此而已 谭旭东编的一套童谣也不错的。”仅此而已：“您提到的国画做底的

唐诗宋词画本呢？”素问：“@仅此而已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手头没有这

本书了。”

（4）图说大学图书馆

图谋：“多图最好是传到群相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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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相册是个"宝

库"，欢迎大家分享各级各类图书馆照片。这算是圕人堂的"品牌活动"之一，所

有成员均可参与分享，这也是“发言”方式之一。”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31958603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4130554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7140885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91715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217期 20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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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南京小*：“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

南京小*：“西南大学图书馆。”

南京小*：“重庆大学图书馆。”

（5）推荐图书《21 世纪美国大学图书馆运作的理论与实践》

慢蜗牛：“慢蜗牛 2018/07/03 07:05:51 推荐一本十年前的书，书真的有

些久了，该书一位资深编者已故了。推荐此书，借以缅怀吧。相信很多老师都看

过了。那就推荐给没遇见过并感兴趣的朋友吧。

《21 世纪美国大学图书馆运作的理论与实践》本书主编金旭东先生。这是

一部全面、系统，并且有针对性地介绍美国大学图书馆运作的理论与实践的好书。

说是好书，首先是因为书的 11 位作者全部都是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工作了十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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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华裔专家、教授和学者，他们早年留学美国，都获得过美国图书馆学会认可

的图书馆学硕士以上学位，毕业后，他们工作于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的行政管 理、

技术服务、公共服务、资讯系统及东亚馆等部门，都有专著或论文出版，可谓美

国图书馆界的华人精英。

该书主编金旭东先生现为美国俄亥俄威斯利安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并且新任

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副会长/会长、美国中西部中国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该书 副主编李国庆教授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韩文部主任；副主编李

海鹏先生曾是前任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会长等等。更有趣的是 11 位作者多数

都来自中国 大陆，赴美前许多人曾在中国图书馆工作过，了解中国的图书馆实

情，知道中、美大学在图书馆管理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差距，深谙中国大学图书

馆该向美国学什么，怎么学？”

（6）读者参与图书招标采购的实践

hanna：“hanna 2018/07/03 10:25:31 东城区第一图书馆每个月为此项活

动准备购书经费 8万元，当月额度使用完之后，当月活动自动停止。持有东城区

第一图书馆图书证的读者（读者卡号 0003 开头），每人每年可自选图书 1次，

每次可选 1册定价在人民币 60 元以内的图书。若读者所选图书与馆内现有藏书

重复，且达到复本量上限（5本），图书馆将不再入藏此书。读者所选之书经工

作人员确认、加工后即可借走，加工图书大约需要 30 分钟。参加此项活动的读

者还得注意，港澳台出版物、外文原版书、多卷书、教材、试卷、练习册、考试

用书、异型书、填色书、漫画、字帖、字典、辞典、地图、挂图、儿童贴画等不

在选书范围内。”Lazycat：“@hanna 但是图书采购招标问题严重，居然采用单

一来源。一年一百万，指定王府井。”图情中年人：“应该是只有王府井符合哟。”

hanna：“采访可以下岗了。”图情中年人：“规定一个地点其它商家就死了。”

Lazycat：“那个是实情，但是招标、审计不考虑这个。”徐徐清风：“图书采

购书商不能指定单一来源吧？图书采购招标竞争相当激烈。”

（7）学位论文的加工与排架

55460*：“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学位论文怎么加工、怎么排架呢。”190816*：

“论文和图书一样，都是可以做编目的，有分类号就可以排架。”409143*：“论

文编目完了然后上架啊。据说中山大学是在外面加了个硬壳的。”409143*：“不

过，有些论文是没法加的，前几天就看到一篇新闻学的论文，全文正文只有 7

页，加上其他的总共也才 14 页，咋加壳？加完壳比内容还厚。”海边：“论文

自己原来就有硬点纸做封面吧。何必再弄外壳呢，也没人看。” 252515*：“@a



圕人堂周讯（总第 217期 20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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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beginning 我们就是按照学院来编目的，学院代码、年份和流水号，然后还要合

订。几本学位论文合订成一本。但是如果之前已经用中图法编目了，要改编目标

准的话，那不是要把之前的学位论文都重新编目一次？”409143*：“我们一直

都是按专业在分类的，每个专业一个号，这样也容易从专业角度来分析学位论文

的选题特征、研究涵盖的范围等。”

1.4欢迎关注与利用圕人堂 QQ群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1）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在昨天宣传后，有 90 人关注，现用户数为 862

人。”ｃｓｌ：“@图谋 已关注。”图谋：“距离 1000 人的目标尚有点距离。

每次宣传，均有支持者。目前新增 9人。感谢关注与支持！”图谋：“@平湖晓

色 囿于圕人堂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会另开微信群。圕人堂当前在宣传推广微信

公众号，希望它会是圕人堂 qq 群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徐老师：“已把圕人

堂公众号推荐给我们专业的师生群，有 469 人。已有感兴趣的关注了。”图谋：

“@全体成员 2018 年 7 月 3 日 7：06，圕人堂微信公众号（LibChat）总用户数

达 1000 人。感谢关注与支持！”

图谋：“2018 年 7 月 3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LibChat），赞赏作者入账

金额 20 元，转入圕人堂发展经费。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5879.36 元。有些成员

不了解图谋的营销目的意欲何为？简单说：谋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前者为主，

后者为辅。微信公众号，‘赞赏作者’功能，目前收到两笔入账（共 60 元）。

下一步，希望能开通‘流量主’，带来一点广告收益。圕人堂发展经费取之于圕

人堂，用之于圕人堂。依据申请条件，总用户数需要超过 5千人。圕人堂 6月份

设定的小目标是 1000 人。大目标是年底超过 1万人。”刘*莎：“支持，已将公

众号推送到我们馆群里。”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需要推广词。有兴趣的成员帮琢磨一下。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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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口。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圕人圕情圕主题。”

图谋：“交流促进研究与思考，分享促进传播，更好的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

性互动。麦子老师在圕人堂的几年，每年奉献一篇。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向麦子

老师学习，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将推出麦子专辑，敬请关注！同时感谢刘主编的及

时分享与支持！”春丽：“微信公众号做的很好，内容都是精华。”图谋：“@

春丽 谢谢！当前还基本处于‘抛砖’阶段，下一步希望‘引玉’出成果。”

图谋：“圕人堂 2016 年新年献词（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

646-946449.html）中有以下表述：圕人堂这样的空间，主要就是发挥‘微价值’

或者说‘长尾价值’。‘圕人堂’的灵魂是‘圕’这个字，意在圕结一切可以圕

聚的力量，凝心聚力谋发展。2016 年我们将进一步努力构建开放的生态，促进

协作与共享：圕人堂尽可能开放自己的资源；用开放的心态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

跨界融合，促进协作与共享；连接一切，通过圕人堂网络社群强化人、资源与服

务之间的连接。”

图谋：“邱葵：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 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1122339.html 摘编自：邱葵. 从美国学术图书馆协会年度工资

调查统计看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J]. 图书馆论坛，2018 （7）：13

4-143.”希达：“今天公众号推文很喜欢，我一直以为麦子是女性呢。”图谋：

“关于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图谋从建群开始就期望能形成一个栏目——圕人堂文

摘。这个栏目的作用是，‘连接’学术期刊，推动图情科研成果的进一步推广与

应用。目前为止‘圕人堂文摘’大约摘编过数十篇论文，比例非常小，影响也很

有限。但期待这样的工作有人做，并持续做下去。”希达：“这个文摘工作很值

得做。”

（2）《圕人堂周讯》

叮咚：“原来基本上都不看群发的周讯，每天翻一翻聊天记录基本上就没有

遗漏了。最近有点忙，隔几天不看，聊天记录像发大水一样。最后还是乖乖的看

周讯去了。”图谋：“@叮咚 群发的周讯，有其存在价值：（1）节省读者时间；

（2）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信息提供较为规整信息，作为群交流碎片化信息有益的、

必要的补充。另，较长时间来，群消息管理器中的消息并不全，每期的周讯整理

者需要密切关注当期信息，尽可能的将精华留住（‘抢救性保护’）。工作量不

小。周讯编辑团队成员，可以说均为各自所在机构业务骨干，本职工作比较繁忙，

需要‘忙里偷闲’，难能可贵。”biochem：“周讯编辑团队各位老师辛苦。”

叮咚：“相比每天盯聊天记录，周讯确实精华了许多。”gaozy：“编辑团队确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644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644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233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23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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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容易。”

（3）规范管理圕人堂 QQ群

图谋：“@全体成员 2018 年 7 月 5 日，收到推知信息、世界艺术鉴赏库捐

助 1 万元，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15908.58 元。特此向推知信息、世界艺术鉴赏

库致谢！” 宋鹏：“圕人堂群聊如长河，一往直前，我想起毛泽东的诗，俱往

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守望者：“感谢推知信息、世界艺术鉴赏库!”

图谋：“圕人堂群，一旦加入便为群成员。加群门槛比较宽松，但要尽可能

地维护群安全。”清水涤尘：“群主认真负责，佩服。”图哈哈：“咱们的群好，

有气氛，话题一个又一个，有高大上的国内外图书馆发展与建设，更有接地气的

圕人工作，学习和生活。无论谈什么，议什么，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有话好好

说。” 图谋：“圕人堂汇聚圕人，圕智慧、圕力量有待进一步彰显，让更多圕

人切实受益。”

图谋：“近期，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或 QQ 小窗，图谋收到一些咨询或求助信

息。比如‘我想了解一下目前国内有哪些公共图书馆有创客空间？您这里有统计

吗？’，此类问题最好是不要找图谋个人（因为其精力和能力非常有限），可以

改进方式在圕人堂求助。特此说明，敬请谅解！”

图谋：“我是顺道做个‘示范’。关于文献求助类问题：（1）提问者尽可

能提供更多线索，节约提供帮助者时间。（2）提供帮助者可以小窗发链接，或

通过发 QQ 邮件等形式提供全文。（3）文献求助者，若已获得帮助，解决了需求，

及时反馈（避免其他热心者浪费时间）。”

图谋：“圕人堂这样的空间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折腾，与圕主题无关的敏

感信息请不要往群里贴，那会进一步走火。”

图谋：“圕人堂从 2014 年 5 月 10 日建群以来，真正意义上属于违反群规范

踢出的成员屈指可数。据个人了解，而且他们有的随后‘返场’了，在群规范框

架下，圕人堂持欢迎态度。对于群成员邀请他人加群，邀请者请代介绍一下被邀

请者。圕人堂加群审核是依据是否为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如果是快速通

过，如果不是不予通过。”

图谋：“@全体成员 2018 年 6 月 29 日 14:00，群成员达 1989 人（活跃成员

636 人，占 32%）。超过 1990 人时，将移除 100 名左右，长期无发言记录的成员

（指圕人堂‘最后发言’记录超过 18 个月以上）。”

图谋：“@全体成员 2018 年 6 月 30 日，圕人堂群成员达 1991 人，移除‘最

后发言’记录在 18 个月以上成员共 107 人。被移除成员欢迎通过圕人堂微信公

众号（LibChat）继续关注与支持圕人堂，如需在此加群，加群申请时请提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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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或图书馆学相关信息。敬请谅解与支持！特此说明。末位移除法，是圕人堂

管理与服务的需要。因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已运行了 18 天，具备‘分流’功

能。为了减少移除操作频率，群成员数超过 1990 时，‘末位移除’成员 100 名

左右。”

西安美*：“感谢群主、感谢诸位管理员，超级大群管理不易。”广财大*：

“时刻学习观看大家言论。”梦想成真：“虽然不发言但是时刻关注业内动态。”

冰矜：“时刻关注，汲取营养。”gaozy：“一般长期潜水，一言不发的。都是

没必要在这里的。”谈天：“吓得我出来看看。”图谋：“怕什么呢？如有需要，

重新加一下就好。圕人堂是尽可能地开放、包容的，是希望切实让更多圕人受益

的。”容：“有时候工作忙都没有时间看聊天记录，但是，遇到专业的问题总能

第一时间想到我们这个群，总能在大家的帮助下解决问题。”谈天：“@图谋 知

道规则，但是重新加群就好比离婚再复婚。本来是群最早加群的一波，结果当

初不小心退了一下，变成了新人了。”图谋：“新人、故人……均是圕人堂的

贵人。”

（4）欢迎群成员自荐或推荐圕主题新书信息

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欢迎成员自荐或推荐圕主题新书信息，样式可参

考：新书速递：你好，图书馆——我在图书馆上班的十年.http://blog.scienc

enet.cn/blog-213646-1109296.html。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将

予以选用。新书信息，可以直接分享至群文件中。”

图谋：“麦子老师的表述很清晰，很规整，且见解深刻，予人启迪。如果可

以梳理成一些千字文（一千字左右随笔文字），可以使更多人进一步受益。”麦

子：“@云子 好吧，我试试。”图谋：“麦子：光阴的故事.http://blog.scie

ncenet.cn/blog-213646-878111.html 。这篇文字，近期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推

送。”麦子：“哇，3年前写的，真是不得了，时间时间实在过的太快。”图谋：

“明天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拟推送麦子专辑。包括以下内容：圕人堂成员麦子作

品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2137.html1 麦子：光阴

的故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111.html2 麦子先生系

列学术讲座简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3806.html。”

1.5漫话图书馆在高校中的地位

雨过天晴：“图书馆在大学里就是这个地位，教辅中的辅。”紫蓝：“哎，

是的，图书馆在大学里的地位偏跛了，特别是像我们非一本二本学校来说，成了

消耗部门，不像院系是创收单位。”紫蓝：“我们馆舍都划了一层给院系做多媒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0929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0929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11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11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2137.html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11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3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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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室了。”清凉桐影：“原先 记得有个馆长在博客里说，高校图书馆像尿壶，

用的时候就想起来了，不用，就没人记得了。”木木贝：“程焕文馆长说得对，

图书馆要‘有为才有位，有位才有费’，都没做出作为，何来地位，没有地位何

来经费。”boson：“‘有为才有位’是骗人的鬼话，位子不去争取，再有为也

不会有位。信这个就好比佃农相信只要老老实实给地主干就会慢慢攒够钱能有自

己的地，好比赌徒相信只要运气好就会翻本然后赚钱。”木木贝：“高校图书馆

快成为养老院了，学校引进人才就得解决其家属的就业，图书馆往往是最好的归

宿。”清凉桐影：“虽然大家对教育部制定的生均图书指标有不满的地方，但是

如果没有指标卡着，有些图书馆能够 10 年不买一本书。”云卷云舒：“博士夫

人，条件差的，都安排在图书馆，专业杂很正常。”自由的*：“个人觉得图书

馆工作团队有时候就像斗地主，谁都想拿一副双王加一堆炸弹的好牌，但基本都

不会发生。真实的情况可能就是拿到几个小对子加一堆散牌，还得想着把牌打赢，

各种情况都会有。”天涯海角：“绝大部分人是拿不到好牌的。”图哈哈：“@

麦子 说的太好了，图书馆没有入职标准是关键所在！”麦子：“@图哈哈 是啊，

因为你安排一个夫人，她凭什么和你平起平坐？她其实是稀释了所有馆员的学历

（即使她有高学历，但没有这个工作需要的学历），那其他人肯定不满。但如果

是管理员，那就简单得多，因为管理员没有学历要求，收入也低一些，这样，有

学历的也就不会在意。”阿多尼*：“我身边的博士太太，好多都是有硕士学历

的，那本来也有工作，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重点初高中的老师。被调到图书馆

或者是院里做行政，也都是无奈之举。因为高校的教师流动性大，不比其他单位，

博嫂们跟着老公找的高校，来调动自己的工作。想再调到异地的一个重点中学也

很难，即便你有本事，那个学校也可能不要啊，再加上孩子一般都很小，刚出生

或者是上幼儿园，家庭压力又大，都是异地，读了这么多年书才要的孩子，父母

年纪都大了，只能自己带孩子，所以最后只能无奈的选择图书馆呀。”gaozy：

“其实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图书馆来，他想发挥作用都能发挥作用，因为图书馆

这个地方了，那是兼容并蓄的。即便只有初中文凭，在图书馆工作也是绰绰有余

的。哪怕是，博士学历，博士后研究，在图书馆工作也有发挥作用的平台和空间。”

木木贝：“在图书馆就要把各自的工作做好。”洞庭水手：“图书馆是包罗

万象的。”冰心透凉：“其实我觉得，在图书馆里认真干好自己本职工作的人不

管有没有考勤，都一样很认真的，这就是责任心。”37 度*：“我们去年搞了个

全员竞争上岗，图书馆的老师，基本上没人愿意出去，那些专职教师，天天喊工

作累，要来图书馆的，也没人报名。这就是现状，里面的人不愿意出来，外面的

人也不想进来。”闲在心上：“能关注这些问题，必定是非常热爱图书馆这份职

业的，将工作当事业的。”190816*：“馆员都希望馆长博学多才、散发人格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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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关怀下属成长、一碗水端平，遇到了就珍惜，没遇到也别灰心，苦炼内功，

争取以后自己成为这样的馆长。”闲在心上：“说实话，我是非常喜欢我的工作，

几乎将时间精力都投入进去了。如果不是那些乱象，我真愿意干到生命的最后一

天。和学生在一起，为他们付出的同时，自己的内心也是收获满满的啊。”冰心

透凉：“@闲在心上 我也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十七岁*：“嗯，同感，其实我

并不是搞咨询的，只是平台维护适当做一些咨询工作，学生们对我的喜爱真的非

常给我动力。”闲在心上：“正是因为学生的喜爱，给了我动力，自然而然屏蔽

掉了诸多让人不愉快的乱象。”萧潇：“很多时候会干一行恨一行，但真让你离

开舒适区又不愿意动，我们的职业态度是要把这个工作做一辈子的。”

小丸子：“@麦子 这也是为什么国外和国内图书馆地位不同的原因之一，国

外是学生老师都会自发的经常上图书馆网站，国内是想尽各种办法吸引读者来图

书馆。”

1.6议一议：是留在图书馆还是去党办？

然后笑了：“请教各位大咖，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党办新闻中心做工作人

员，要不要去？”清：“主要看你喜不喜欢那份工作。”图谋：“这得看您自身

实际。自身作一个评估。”清凉桐影：“去吧，大不了干了不合适再回图书馆。

但是失去这个机会，再想出图书馆，难了。”然后笑了：“自身很难评估，很纠

结，所以来请教大家了。马上就可以评职称了，去了就要放弃职称了。”一片汪

阳：“很简单，想走行政就去，不想走行政就留着图书馆。”豆洪青：“有更好

的发展空间？”一片汪阳：“机会肯定是比图书馆更多。”一片汪阳：“算是重

大抉择，多考虑考虑。”清凉桐影：“不过一碗饭，不过一念间。”gaozy：“很

多人啊，不好给你明确的意见，我呢给你明确的意见。那就是我觉得，新闻中心

的岗位，不是特别好。或者说没有图书馆的好。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从工作强

度和工作氛围考虑。要说发展，有的时候啊，是由不得自己决定的，也没有说一

定是自己争取的。总之呢，不要想太多。职称和职务，有的时候都有很多客观影

响因素。不要以为换个工作，就能走行政。图书馆里有一批人，总觉得外面的岗

位很好。实际上在高校里，最好的岗位就在图书馆。”cpulib*：“机会成本要

考虑。”雨过天晴：“图书馆至少环境宽松，做好自己的事情，受外界的影响不

太大。”清凉桐影：“学历史的硕士、学历史的博士也就那样吧，工作真不好找。”

gaozy：“学历史的能找到工作已经很好了。要感谢图书馆。”踏歌而来：“图

书馆在学校也算是比较边缘的部门了，平台似乎不大，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渴

望安逸，舒适的人想要到图书馆，所以图书馆的整体工作氛围给人的感觉就是

安逸舒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图书馆的年轻人产生一定影响。”gaozy：“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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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圕人堂这个平台里面，如果 30 周岁以下的小年轻关注我说的话的话，我一

直都在提倡掌心向内，做好自己。不能眼睛总盯着别人，别人舒服，我也要怎么

样。图书馆里面是不是没有事情？事情很多啊，每一个岗位上能够做的事情也很

多。”天涯海角：“如果在图书馆，基本没法走行政，因为领导看不到你。在其

他部门，领导看到的机会相对多一点。我们馆好几个年轻人都是这个原因离开的。

离开后，确实先后都升职了，如果在图书馆，顶多一个部门主任到头了。”鲲鹏

展翅：“要想走仕途，还是到学校机关部门谋出路，要是做研究走职称，图书馆

还是不错选择。”踏歌而来：“我们出去了几个当科长的，一到岗位聘任，填第

一志愿都填图书馆部主任。其实在图书馆确实很好的，外面的人羡慕的不得了，

如果在能搞个副业，就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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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葵：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

2018-7-5 09:25

摘编自：邱葵. 从美国学术图书馆协会年度工资调查统计看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

力资源管理 . 图书馆论坛，2018 （7）：134-143. 《 图书馆论坛》2018 年第 7
期刊发美国河滨加州大学图书馆邱葵先生《从美国学术图书馆协会年度工资调查

统计看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该文以美国学术图书馆协会 ...

个人分类:圕人堂|17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圕人堂成员麦子作品辑录

2018-7-4 07:06

图谋按：邱葵，河滨加州大学图书馆馆藏建设部主任（注：圕人堂群昵称为麦子）。

麦子先生是圕人堂“突出贡献奖”获得者。麦子老师在圕人堂中分享的信息，表述

很清晰，很规整，且见解深刻，予人启迪。特此辑录中国知网中麦子作品。 邱

葵.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基于美国学术图书馆协会年度工资调查 .
图 ...

个人分类:圕人堂|27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生活中的小感动

2018-7-3 23:38

电动车电瓶又出问题了。2 月份才换的新电瓶，使用不到半年，走 7 公里左右就

没电了。不换电瓶不行了。考虑到上次换电瓶这家，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他家

340元，其它家说是最低价 380元。我做好了花钱的准备，看看此次换电瓶能用

几个月？ 修车处位于公园小门附近，叫董师傅车行，像是夫妻二人 ...

个人分类:圕人堂|25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闲话论文发表

热度 5 2018-7-3 11:0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2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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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33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233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233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2233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233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2233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2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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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13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213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213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2213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213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2213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2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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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11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211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211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2211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211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2211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20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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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论文发表是一个老少咸宜、历久弥新的话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图谋既不算“老生”，也不算“新生”，但不知谈了多少回，或许今后还会谈

下去。 我对论文发表是有些体会的，部分源自自身经历，部分源自旁观者视角，

也有部分源自道听途说。认识事物有过程、也有变量，阶 ...

个人分类:圕人堂|4561 次阅读|5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5

与时俱进的图书馆统一资源管理系统

2018-7-2 10:20

图谋按 ：图书馆业务集成管理系统在图书馆管理与服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

文依据某国际软件厂商提供的宣传页摘编，供参考。 为满足用户在快速变化的

研究和学习环境中不断演变的需求，并在经济压力下获得更高的工作效率，图书

馆正努力寻找能为用户提供更加完善甚至全新的服务范式。 ...

个人分类:圕人堂|21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感悟科研

热度 6 2018-6-30 10:37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搞科研的料，算不算搞科研的人，但实实在在属于被科研搞的

人。近期经历，有些感悟。 关于纵向科研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

文社科基金项目等评审结果，先后公示了。有的是作为项目组核心成员，有的在

申请过程中与我有过一些交流，提过一些参考意见。遗憾的是， ...

个人分类:圕人堂|5007 次阅读|6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6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10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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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03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2203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203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203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2203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203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2203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18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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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85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185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185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2185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185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2185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1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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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55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2155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155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155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2155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2155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2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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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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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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8 年 7 月 3-5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赞赏作者”收款累计 28 元，转

入圕人堂发展经费。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5908.58 元。

（2）2018 年 7 月 5 日，收到推知信息、世界艺术鉴赏库捐助 1万元，圕人堂发

展经费结余 15908.58 元。

（3）2018 年 7 月 5 日，群成员常宏——Artlib 世界艺术鉴赏库发红包 88 元，

祝圕人堂越版越好。

（4） 2018 年 7 月 6 日 14:00，群成员达 1900 人（活跃成员 685 人，占 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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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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