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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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2018 学术年会第一轮通知 http://society.lib

rary.sh.cn/conf2018。”

图谋：“关联数据技术培训班通知 http://society.library.sh.cn/node/4

722?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加减：“科技部和科协招聘。https://mp.weixin.qq.com/s/mqVaCvoUkWjs

ZX-PCip5uA。”

cquzj@*：“专家报告资料下载地址：https://share.weiyun.com/5o3oiZU

会议高清合照下载地址：https://share.weiyun.com/5yYVk4U 鼠兔班 2018 的会

议资料，久等了。”

碧海潮生：“会议报道 | 从共建共享走向融合开放——2018 年度 CALIS 年

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http://url.cn/5XZaxyE。”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573190*：“‘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文津图书奖得主’ | 荐书（附福利）htt

p://url.cn/50rJm1o。推文发出后，学生后台留言，要看吴军的书。有出版社，

可以一起，做活动吗？只要你的书，确实棒。”

图谋：“《圕人堂贮周讯》第 238 期.pdf 下载。群文件中分享的资料，因

难以永久保存，若有需要请尽可能地及时关注与利用。假如遇到分享文件超过最

大限额时，请及时在群中反馈。谢谢！”

图谋：“《图书馆报》2018 年 11 月 30 日 http://124.207.48.191/epaper

/tsgb/2018/11/30/A01/233480.shtml《图书馆报》2018 年 11 月 23 日 http://

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11/23/A01/233447.shtml。”

图谋：“学术版『那晚，成都，有林墨』http://url.cn/54zAMIk。”

图谋：“精品推介——寻找王重民 http://url.cn/5IELHLf。”

图谋：“微观视角下的图书馆职业洞察 ---读《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兼与梁

灿兴老师商榷 http://url.cn/5dIKCxq。”

图谋：“叶继元.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八大问题[J].中国图书馆学报,2

018,44(05):20-33.为明确新时代、新技术、新需求对当下中国图书馆事业提出

的新任务,认清发展大方向,本研究提出影响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

的八大问题:如何对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完善图书馆法律体系,

http://society.library.sh.cn/conf2018
http://society.library.sh.cn/conf2018
http://society.library.sh.cn/node/4722?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ociety.library.sh.cn/node/4722?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s/mqVaCvoUkWjsZX-PCip5uA
https://mp.weixin.qq.com/s/mqVaCvoUkWjsZX-PCip5uA
https://share.weiyun.com/5o3oiZU
https://share.weiyun.com/5o3oiZU
https://share.weiyun.com/5yYVk4U
http://url.cn/5XZaxyE
http://url.cn/50rJm1o
http://url.cn/50rJm1o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11/30/A01/233480.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11/30/A01/233480.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11/23/A01/233447.shtml
http://124.207.48.191/epaper/tsgb/2018/11/23/A01/233447.shtml
http://url.cn/54zAMIk
http://url.cn/5IELHLf
http://url.cn/5dIKC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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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新技术的应用,如何加强图书馆服务能力,如何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如

何推动跨系统跨部门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如何发挥多元力量办好图书馆,如何

加强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利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析

发现,我们应依法促进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利用新技术推动图书馆核心价值

和功能的实现,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和工作质量及共建共享水平,密切图书馆

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坚守图书馆学核心内容,并及时将核心原则拓展到相关的、

新兴的信息领域,通过专业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培养图书馆和相关部门所需要的

专业人才,稳步推进图书馆事业。 全文见群文件。”

hanna：“信息化促高校图书馆职能转型 http://theory.gmw.cn/2018-12/0

1/content_32084751.htm。”

雨过天晴：“中国大学的图书馆，根本不是用来读书的 http://url.cn/5yJ

mhU5。”

图谋：“实现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均衡发展的新任务——基于内源发展理论

的中部洼地现象填补之策 http://url.cn/57T78gD。”

谢*南：“亲们，做个小调查如果有个：馆员专业能力培训，信息素养方面，

亲们会希望这个培训是什么样滴？ https://www.wjx.cn/jq/31761201.aspx。”

图谋：“校友 | 大方之家 忠爱图林 ——访 88 级图书情报学系校友方家忠

http://url.cn/5w8TgWP。”

马：“‘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纪念专刊’征稿启事已上传,欢迎各位专

家、老师踊跃投稿。”

睿智：“互联网时代，为什么还要读纸质书？http://url.cn/5x6telE。”

睿智：“《清华社会科学》约稿函 http://url.cn/5XzeqFB。”

碧海潮生：“2018 年第 6期‘专题：图书馆员职业能力培养’文章推介 ht

tp://url.cn/5KAWwTM。”

国图出*：“以《金庸与图书馆》为例，讲写作怎么查资料 http://url.cn/

5z1V1BV。”

张小懒*：“CALIS20 周年庆典会议 网络直播地址 http://222.29.77.231

/pages/meeting-index/pages/list.html?id=d592c197-7f38-4aac-80d1-74350

7e67a85。”

-24106*：“各位馆长：‘从共建共享走向融合开放’学术研讨会暨 2018 C

ALIS 年会正在直播，可通过 calis 主页如下链接 http://www.calis.edu.cn/ed

uchina/viewnews.do?newsid=15614 进入网络直播主页面进行观看。现在北京大

学图书馆陈凌副馆长正在做报告。”

http://theory.gmw.cn/2018-12/01/content_32084751.htm
http://theory.gmw.cn/2018-12/01/content_32084751.htm
http://url.cn/5yJmhU5
http://url.cn/5yJmhU5
http://url.cn/57T78gD
https://www.wjx.cn/jq/31761201.aspx
http://url.cn/5w8TgWP
http://url.cn/5x6telE
http://url.cn/5XzeqFB
http://url.cn/5KAWwTM
http://url.cn/5KAWwTM
http://url.cn/5z1V1BV
http://url.cn/5z1V1BV
http://222.29.77.231/pages/meeting-index/pages/list.html?id=d592c197-7f38-4aac-80d1-743507e67a85
http://222.29.77.231/pages/meeting-index/pages/list.html?id=d592c197-7f38-4aac-80d1-743507e67a85
http://222.29.77.231/pages/meeting-index/pages/list.html?id=d592c197-7f38-4aac-80d1-743507e67a85
http://www.calis.edu.cn/educhina/viewnews.do?newsid=15614
http://www.calis.edu.cn/educhina/viewnews.do?newsid=1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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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洋：“请问各位，如何入中图学会啊。”图谋：“9月 28 日碧海潮生上

传了‘个人会员&单位会员入会流程’文档。”碧海潮生：“@小洋 http://202.

106.125.159/cas/login?service=http%3A%2F%2F202.106.125.159%2Flsc%2Fj_

spring_cas_security_check。”

碧海潮生：“陈焕之,王险峰.馆员在线信息听读学习资源共建共享策略研究

[J].资源信息与工程,2018,33(05):181-184。”

芷芸：“2018 年第 6期‘资源•共享’栏目文章推介 http://url.cn/5Ilvn

zA。”

图谋：“‘数说’公共图书馆建设 http://url.cn/5Rk2IeF。”

豆洪青：“如何获得中文期刊权威投稿信息？http://url.cn/5drBcNV。”

图谋：“新晋‘网红’打卡地 厦门市图书馆集美新馆：打造阅读新天地 ht

tp://url.cn/5TYVZYW。”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研讨班 http://url.

cn/5UQcOF8。”

芷芸：“以‘互联网+’为创新途径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 http://u

rl.cn/50tHDTx。”

窗外的海：“‘从共建共享走向融合开放’学术研讨会暨 2018 CALIS 年会

正在直播，可通过 calis 主页如下链接 http://www.calis.edu.cn/educhina/vi

ewnews.do?newsid=15614 进入网络直播主页面进行观看。北大肖珑馆长在做报

告。”

图小锐*：“乌托邦一样的图书馆，你想在那里睡午觉，还是做顿饭？http

s://mp.weixin.qq.com/s/iWnefkPmGin1h6OlW-84tg。”

海边：“http://www.dlxww.com/news/content/2018-12/05/content_2232

287.htm 瓦房店一对夫妻将服装店改成公益书店。”

广州-林：“http://news.163.com/18/0112/12/D7UTC4SI00018AOP.html《论

读的书目的与方法》作者葛剑雄。”

图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的社会环境解析.http://221.8.56.

50:90/Jwk_xdqb/CN/abstract/abstract4483.shtml 王启云. 高校图书馆专业

馆员职业能力的社会环境解析[J]. 现代情报, 2018, 38(12): 91-96,102.探究

社会环境新变化对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的影响。文章运用文献调查法、

内容分析法、环境扫描法，对高校图书 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的发展现状，及其

所处社会环境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指出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

力发 展的未来趋势。 全文见群文件：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的社会环境

解析.pdf。”

http://202.106.125.159/cas/login?service=http%3A%2F%2F202.106.125.159%2Flsc%2Fj_spring_cas_security_check
http://202.106.125.159/cas/login?service=http%3A%2F%2F202.106.125.159%2Flsc%2Fj_spring_cas_security_check
http://202.106.125.159/cas/login?service=http%3A%2F%2F202.106.125.159%2Flsc%2Fj_spring_cas_security_check
http://url.cn/5IlvnzA
http://url.cn/5IlvnzA
http://url.cn/5Rk2IeF
http://url.cn/5drBcNV
http://url.cn/5TYVZYW
http://url.cn/5TYVZYW
http://url.cn/5UQcOF8
http://url.cn/5UQcOF8
http://url.cn/50tHDTx
http://url.cn/50tHDTx
http://www.calis.edu.cn/educhina/viewnews.do?newsid=15614
http://www.calis.edu.cn/educhina/viewnews.do?newsid=15614
https://mp.weixin.qq.com/s/iWnefkPmGin1h6OlW-84tg
https://mp.weixin.qq.com/s/iWnefkPmGin1h6OlW-84tg
http://www.dlxww.com/news/content/2018-12/05/content_2232287.htm
http://www.dlxww.com/news/content/2018-12/05/content_2232287.htm
http://news.163.com/18/0112/12/D7UTC4SI00018AOP.html
http://221.8.56.50:90/Jwk_xdqb/CN/abstract/abstract4483.shtml
http://221.8.56.50:90/Jwk_xdqb/CN/abstract/abstract44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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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读书会 第四讲《一念之转》http://url.cn/5NrZNRo。”

芷芸：“会议报道 | 从共建共享走向融合开放——2018 年度 CALIS 年会在

北京大学召开 http://url.cn/5aGbisX。”

图谋：“CALIS20 年：从共建共享走向融合开放 http://url.cn/5wtz5Hy。”

豆洪青：“专家访谈| 第三代图书馆的典范：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开馆 htt

ps://mp.weixin.qq.com/s/NMoCosapNM3S6-4NTwXtKA。”

芷芸：“赫尔辛基新图书馆——为民而建，独树一帜 https://finland.fi/

zh/shenghuoyushehui/heerxinjixintushuguanweiminerjiandushuyizhi/。”

碧瑄：“2018 年广东图书馆学会学会年会直播观看地址 https://zhibo.ch

aoxing.com/1469682。2018 年学术年会会议日程和报到事宜 http://url.cn/5b

z4Klj。”图哈哈：“柯平老师讲的真好！”

碧海潮生：“邀请函｜多元整合 智慧服务——图书馆发展的专业思维 上海

市图书馆学会学术年会第三分会场邀请函 http://url.cn/5JaFrYL。”

东莞馆*：“今天下午 2018 年广东图书馆学会‘岭南发展论坛’直播观看地

址欢迎各位同行继续强势围观。。”-24106*：“@东莞馆银晶 ，非常感谢！直

播特别好。”东莞馆*：“各省的图书馆学会年会可能也有，具体就不太清楚了，

2019 年 3 月会在太原举办全民阅读论坛暨中图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的年会，欢

迎到时线上下参会。

1.3问答与讨论

（1）周涛教授的阅读书单

图谋：“电子科技大学有位非常年轻的教授，名叫周涛，1982 年出生，27

岁时被聘为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他是科学网博主之一，分享了不少关于读书

的博文（包括书单、读书体会等等）。2017 年看的 132 册图书（84 套）.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3075-1092178.html2016 年看的 114 册图书（72

套）.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1024595.html 2015 年读的 121

本书.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947512.html 。周涛主要从事复

杂性科学和大数据挖掘算法和应用研究，先后攻克推荐系统准确性-多样性困境、

复杂网络链路可预测性、H指数-度-核心度关系等图挖掘领域的重要难题，成果

发表在 PNAS, Nature Communications, Physics Reports, KDD 和 ICDM 等国际

顶尖期刊和会议上。目前论文 google 总引用超过 14000 次，其中 8篇论文入选

ESI 高引用论文，H指数为 57，2014 和 2015 连续两年入选 Elsevier 最具国际影

响力中国科学家名单。他个人的阅读书单，图谋敬服不已。”annl：“昨晚看到

介绍巴菲特的一篇文章，其阅读量之大被称为是行走的图书。或许不同凡响的人，

http://url.cn/5NrZNRo
http://url.cn/5aGbisX
http://url.cn/5wtz5Hy
https://mp.weixin.qq.com/s/NMoCosapNM3S6-4NTwXtKA
https://mp.weixin.qq.com/s/NMoCosapNM3S6-4NTwXtKA
https://finland.fi/zh/shenghuoyushehui/heerxinjixintushuguanweiminerjiandushuyizhi/
https://finland.fi/zh/shenghuoyushehui/heerxinjixintushuguanweiminerjiandushuyizhi/
https://zhibo.chaoxing.com/1469682
https://zhibo.chaoxing.com/1469682
http://url.cn/5bz4Klj
http://url.cn/5bz4Klj
http://url.cn/5JaFrY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109217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109217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102459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75-9475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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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惊人的阅读能力、阅读速度。”图谋：“如果以周涛教授进行阅读行为实验

对象，进行阅读行为分析，或许会有有意思的发现。”江*军：“研究特殊性，

不如研究普遍性。”图谋：“或许研究发现，其实人家一点也不特殊呢？这就需

要进一步探索与发现。”江*军：“这是对的，如果不研究特殊性，研究普遍性

也没有了意义。个性化的与共性的都存在。”图谋：“江苏大学图书馆信息行为

分析实验室，设有基础行为实验室、视觉科学实验室、移动设备视觉实验室、生

理实验室、访谈室等独立分室。”江*军：“有一回我去某个中学研讨阅读，他

们的报告中说他们的阅读速度快到每分钟两千字。我问：全达到，还是平均，还

是个别。答是个别，说明经过训练，个别有这方面潜质的人会达到这个水平的。”

吉安职*：“信息分析实验室有几个工作人员。”江*军：“当然，不排除我们习

惯于夸张地汇报。”图谋：“图谋说的不全是调侃的，有心人或许可以从中获得

启发。江苏大学图书馆信息行为分析实验室有两名专职实验员。”江*军：“真

想体验体验。”

（2）高校图书馆对教辅人员基本工作量考核原则的制定办法

广东小*：“请教各位在大学图书馆的同仁，贵校有没有对教辅人员基本工

作量考核的原则呀？我们学校现在正在制定，想参考同行的经验。”睿智：“也

是正在制定中。”图谋：“这类东西，多半是制作一些文本，停留在纸面上。”

图谋：“比较务虚。”广东小*：“现在学校要我们自己提，很头疼。”cpulib*：

“学院好搞，图书馆难，但必须搞！”图谋：“单单是图书馆，牵涉到多种岗位，

不少岗位难以量化。”广东小*：“不是定具体指标，而是定原则。我们对每一

个岗位都有定量和定性的考核指标。我们这次要求是从下到上，充分发挥民主。

先让我们自己提。免得像以前以前，都是人事处定好了，要大家执行，结果大家

都说制定的不合理，很多都不了了之。”南理工*：“我们单位没有要求搞工作

量，让我们自己提自己岗位的职责。”

（3）南大核心目录最新的出来了吗？

缘来有你：“南大核心目录最新的出来了吗？图谋：“这方面的信息就以他

们的官方网站信息为准就好，不用那么着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

心.http://cssrac.nju.edu.cn。”

（4）图说重庆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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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闽农林大-李林提供

（5）图书馆里可以吃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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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在图书馆里吃这种东西，会生蟑螂吧。”麦子：“我们可以吃东西

大概有 10 年，基本没有问题，其实图书馆里的办公室一直可以吃东西。”关*

婷：“那图书馆会有蟑螂，老鼠吗？”芷芸：“有老鼠。”海边：“老鼠没法管，

因为楼外草丛里有。会从边门窜进图书馆里。我们馆的地面是地毯，如果沾上饮

料和甜的粘的东西，易有虫子。馆员办公室可以吃饭和东西，所以经常看到蟑螂。”

（6）求购《图书馆》2015年第 4期

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成员求购《图书馆》2015 年第 4期，如有可以

转让/转借/转卖的，请速与 A-Fei 联系。谢谢！” A-Fei：“@图谋 谢谢群主。”

挂机中：“联系方式。”A-Fei：“13783578280 王。”图谋：“@A-Fei 假如需

求解决了，请及时反馈一下。”A-Fei：“好的，谢谢群主的公告。”南京小*：

“这个其实找馆长签字，把过刊借出来就是了。没人说过刊一定不能借，分管馆

长开个证明，用好送还就是了，不会不通人情。”道无言：“图书馆杂志:2015

年合订本_图书馆杂志社_孔夫子旧书网 http://book.kongfz.com/14480/1009

028086/。”A-Fei：“@木木贝 不用，我就是看谁馆里有不要或者处理的，我买

一本。”木木贝：“过刊一般都会装订成册的。”

Helen：“谁家有万方，帮帮忙行吗？”图谋：“直接发具体需求，获取帮

助更快捷。”木木贝：“已在下载，其他热心的朋友请忽略。”Helen：“感谢

大家，好温暖的大家庭。”图谋：“及时反馈，避免不必要的消耗。这种形式很

好！”图谋：“A-Fei 求购《图书馆》2015 年第 4期那个需求不知道是否已解决？

假如没解决建议这个时段再发一下求助信息，或许有利需求解决。类似行为，我

是业余的。这会我在出差途中，顺便出份力。如果专门找我，我会吃不消。”雨

田：“这么热心的群主，打死我也不退群。”图谋：“我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可

以说是‘客服’示例。”A-Fei：“@图谋 群里还没有，线下我也在积极寻找，

找到给您回话。”钟大官人：“@A-Fei 联系期刊社看看啊。”我徂东山：“搭

车求购一本期刊：《图书馆杂志》（2017 年第 8期），有多余的或不用的同仁

可以私聊。”诲人不倦：“@朱燕 我有。”木木贝：“@A-Fei 把你通讯地址私

发我一下，我在帮你问，对方找得到的话直接快递给你。”图谋：“朱老师小窗

向我提问我还没顾上回答。转求大窗，马上解决。这是很好的示例。”

（7）《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开始征订了

节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 每册定价 500.00 元，北

京大学出版社于 2018 年 11 月出版，ISBN 978-7-301-29894-7。开始征订了。”

节能：“我们的书商发的。”

http://book.kongfz.com/14480/1009028086/
http://book.kongfz.com/14480/100902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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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校的科研情况报告，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蓝月亮：“老师们好，我想请教一下，如果要写一个学校的科研情况报告，

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皖西学*：“同问。”傲娇的*：“@蓝月亮 知网有一个数

据库，你可以参考一下。”闽农林*：“农林类高校专利竞争力报告 20170710，

地址：http://lib.fafu.edu.cn/ec/47/c8248a191559/page.htm。”闽农林*：

“@蓝月亮 这个是我们馆曾经做的一个报告，联系人和联系方式都有了！”傲娇

的*：“中国高校科研成果统计数据库。”蓝月亮：“嗯嗯好的，谢谢老师们。”

（9）图情刊物投稿

诲人不倦：“《图书馆杂志》，这个状态就是要退稿了吗。”木木贝：“上

次是退还其他编辑吗。”诲人不倦：“恩。”木木贝：“如无意外，快收到退稿

通知了。”傲娇的*：“嗯，同意楼上的说法，我有一篇论文就是在这里卡了一

个半月后退了。”木木贝：“这个刊没外审的话，99%都是退稿。”傲娇的*：“我

特别不理解这种情况，到这里了，如果想退稿，就大大方方的退了就得了，为什

么非得等那么久才给退稿通知？这边想投其它刊物，还不敢投。”诲人不倦：“王

主编退休了，杂志风格大变，又是增加数据论文，又是增加情报学论文。”木木

贝：“退稿的话也不难过，起码节省了时间。”傲娇的*：“我记得以前《图书

馆杂志》是审稿最快的期刊，一般半个月就会有消息，现在投一篇，基本上都会

超过一个月很多天。”南京小*：“稿件多，一年五六千，人少活多。”碧海潮

生：“@木木贝 录用的节奏。”南京小*：“图书馆杂志几乎每个稿子主编最后

都要看下，表示慎重，所以流程比以前多，程序多了。”木木贝：“没外审，退

还其他编辑，已经可以改投的了。”诲人不倦：“我记得 5年前，图书馆杂志还

用以前自己开发的投稿系统，文章进入终审后，被打回编辑重审，最后录用了~”

碧海潮生：“上次看了一篇文章从收到到刊发中间相隔一年多，如果是一些计量

分析的文章，这么久出版，研究价值也没有了吧。”木木贝：“4月份投过图书

馆杂志，退稿挺快的。”映山红：“我上次投稿图书馆杂志，外审了都被退稿。”

木木贝：“直接录用都有的。”钟大官人：“图书馆杂志的流程不是固定的。”

碧瑄：“@诲人不倦 不一定是退稿的，虽然时间耗得久，我是这个状态后过了外

审，然后现在是退修期。”书图同归：“自己喜欢的文章屡遭碰壁，自己不太满

意的文章一投即用。”木木贝：“文章写得顺心，一般都能发好刊。”晓庄*：

“正在外审中，双外审。退的几率太大了。”米粒 MM：“1月份投了图书馆杂志，

6月被录用，12 月这都快迎新年了还没录用定稿，果然是很难录、很难刊。”加

减：“图书馆杂志一般录用到看出至少得一年。”Suky Hu：“@米粒 MM 我一月

http://lib.fafu.edu.cn/ec/47/c8248a191559/page.htm


圕人堂周讯（总第 239期 20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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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份收到的录用通知，这个月才刊出……。”米粒 MM：“@Suky Hu 录后还等了快

一年才刊出，这速度刷新我的认知了。”睿智：“核心都这样吗？”南京小*：

“不一定，图书情报工作比较快，半月刊。大部分等半年～一年还是正常。图情

刊物速度算快的，很多领域，比如经济学的要等一两年，历史学更长。”寡人图：

“但是目前很多高校只认，南大核心及扩展，北大核心，和 CSCD。”泛泛之辈：

“一起来吐槽下写论文写得要吐的痛苦经历吧。”碧海潮生：“不堪回首更贴切

吧。”

1.4关注圕人堂及其微信公众号

190816*：“群主可以建一个网盘，开放共享。”图谋：“群主有那么多精

力吗？有些事情指望群主不太靠谱。圕人堂之前确实建过网盘，今年出了故障，

已失效。建一个网盘容易，但管理与维护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圕人堂当前处于最

低限度维持阶段。有成员问我近期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微信公众号）为何看不到

新面孔？”190816*：“想知道答案。”图谋：“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图谋多少有

些懈怠了，在化缘与组织协调等方面不够努力。组织协调工作，需要描绘蓝图，

平衡好各方面的需求。图谋已经力不从心了。图谋平时在大窗的‘絮叨’是表面

功夫，背后还要做若干基础工作，欠了不少人情债。”“俗话说‘有借有还，再

借不难’。一方面，需要尽可能的少欠债（能及时还的及时还）；另一方面，需

要尽可能的获得谅解（通过身体力行，赢得理解与支持）。”“图谋联想到一个

词：草船借箭。圕人堂就像一艘‘草船’，一天天地收集各种‘箭’（冷的热的、

直的弯的……都是‘箭’）。为何‘借箭’？为圕人提供借鉴。”

190816*：“谢谢群主的推荐，总能与干货不期而遇。”图谋：“希望这样

的微努力是有益的。许多人不太了解图谋意欲何为?其实简单说算是——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圕人堂的‘初心’是什么？2014 年 5 月 10 日，圕人堂 QQ 群创

立。建群目的为创建者试图推动做点有益图书馆界的事，比如 3个促进：促进‘两

大阵营’(来自图书馆一线实际工作单位的、来自教学科研单位的)的科研合作，

形成更具生命力的科研成果，互利互惠；促进与专业期刊的合作，专业期刊‘积

极参与与配合’，乃至‘引领’，意义重大；促进与《图书馆报》等媒体的合作，

让更多图书馆人看《图书馆报》。‘圕人’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它包

括图书馆员、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和学生、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

相关资源商、硬件商、平面媒体等等）。这样的‘拓展’并非毫无边界，是基于

图书馆事业的现状所做的‘调适’。圕人堂建群至今，形散神未散。”睿智：“祝

@图谋 大大不忘初心、继续大踏步前进。”图小锐*：“圕人堂周讯（总第 238 期

20181130）已读完，感谢张芸老师和图谋的整理，辛苦了！”190816*：“@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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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叫殊途（图）同归。”图谋：“圕人堂之梦，图谋之梦。作为‘群主’的图谋，

只是一个图谋（a libseeker）。关于上周周讯的整理，主要是张芸老师的工作，

图谋只是‘助理’。图谋作为‘助理’，另外奉送了 3道小菜，那就是科学网圕

人堂专题的三篇博文（《您的科研成果有什么用》《‘双一流’大学图书馆学科

服务概况》《‘数说’公共图书馆建设》）。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主要是科

学网圕人堂专题博文及周讯目录（可以通过链接阅读周讯网页版、下载 pdf 版）。

圕人堂实际上是一群志愿者在默默地努力。”图小锐*：“要随时留意群内消息，

还要把内容定标题，分类整理，工作量还是很大的，给志愿老师和图谋点赞！如

果有机会，我也希望能加入到团队里面！”图谋：“谢谢鼓励与支持！”图谋：

“‘众人划桨开大船‘，咱们圕人同舟共济。”

图谋：“圕人堂，不是‘群主’的圕人堂，是咱们每一位成员的圕人堂。圕

人堂在群规范框架下，求生存，谋发展。如果仅仅是‘群主’的圕人堂，实在是

无趣得紧。种种制约，虽然‘群主’算比较努力，但许多方面不尽人意。圕人堂

的精彩，依靠的是圕人力量，自个动手，丰衣足食。”

碧海潮生：“尚未取得原作者授权，供各位老师交流参考，在此向群内两位

作者老师表示歉意。”图谋：“我浏览了，挺好的。存在瑕疵:（1）圕人堂圕字

错了；（2）圕人堂自 2016 年开始，圕人堂发展经费主要是依靠公司捐助，今年

赞助单位是推知信息、世界艺术鉴赏库、图创软件。已是公开发表内容，在群内

分享，不用授权，无需致歉吧？”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发布内容，欢迎关注与支持！圕人堂为打开图情

世界的另一扇窗，窗外的风景，需要诸君进一步领略。群交流同样是有温度的。

稍微主动一点，热情一点，收获更大。”

图谋：“ 圕人堂有多牛？.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

9936.html 有人说圕人堂很厉害，很了不起；也有人觉得圕人堂很腻歪，很‘鸟

不起’；更多的人根本不清楚圕人堂是啥东东？作为圕人堂 QQ 群群主，我不能

太在乎，但不能不在乎。标题取这个名字，纯粹是为了‘吸睛’。这篇文字，晚

间将再‘重播’一次。重要事情播三遍，希望谅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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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目前最好的群，

没有之一！” Lib 小管家*：“图人堂就是牛，让别人说去吧，我们都认可就行。”

图谋：“圕人堂需要吹吹牛。期待更多成员一起吹。”小桥流*：“有牛可吹，

了不起。”图谋：“感谢关注与鼓励！我们仍在继续努力，期待更好地关照现实，

服务实践。”水中的水：“已关注并保存。”时光倒流：“发朋友圈了。”图谋：

“这更给力！圕人堂 4年多来，一直在做营销工作。圕人堂的营销或许比较另类，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993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99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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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图谋式絮叨营销法；另一类或许叫‘口碑营销’，主要由群

成员担当。实践表明，步履维艰。图谋不当不周之处，恳请谅解。”

图谋：“ 2018 年 6 月 26 日《关于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思考》中提及：‘2018

年 6 月底，希望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关注者超过 1000 人。‘远景’是至 2018

年年底，关注者超过 10000 人。’2018 年 7 月 3 日 7：06，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LibChat）总用户数达 1000 人。10000 人的远景目标，目前看来遥不可及。试

图再做一些努力。生存与发展是两大主题，图生存，谋发展。”

1.5《图书馆建设》自 2019年起将调整刊期

雨田：“我的天， 图书馆建设？改为双月刊。”573190*：“为图书馆建设

的编辑点赞。”图谋：“以上信息，信息量还真不小。”573190*：“发论文的

方式更国际化了?”szabia*：“月刊改双月刊？发文量少了一半。”573190*：

“网络首发方式，也许是今后发论文的主流形式。新时代，论文要原创了。”闽

西黄：“发文更难了。”挂机中：“网络首发是提前出版，很多数据库早就可以

检索 2019 年的论文了。”图谋：“据悉，目前 40 多种图情期刊中，只有《图书

馆论坛》实现优先数字出版，也就是录用即在知网上线传播。优先数字出版，对

作者而言，可以确认首发权、防止稿件被盗、促进交流；对期刊而言，传播效益

较高。”图谋：“从《图书馆建设》启事看，将率先跟进。”190816*：“双月

刊改成月刊很常见，月刊改双月刊第一次听说。”

薪樗 /tp：“图书馆建设改双月刊，大家注意喽。http://url.cn/5G0G7Z6。”

碧海潮生：“今日听到的最不幸消息啊。”清凉桐影：“改成半月刊似乎更合适。”

清凉桐影：“双月刊，发文量减少一半了。”薪樗 /tp：“不到一半。每期增页

了呢。”szabia*：“以前一期十篇，现在一期二十。”图谋：“浏览了 10-11

期发文量，一期为 15 篇左右。依此测算，2018 年发文量约为 180 篇左右，2019

年发文量约为 144 篇左右。”327578*：“为何要改？”图谋：“期待明天会更

好吧。”海边：“减少发行成本。”论坛刘编：“办刊不易！其艰辛，误会，招

人厌，我不做时真不知道。对期刊，对编辑的尊重，理解，是学术期刊能够发展

下去的力量。”麦子：“办期刊好比招聘人，找工作的觉得难，但招人的可能觉

得更难。”szabia*：“大家都不容易。”麦子：“写文章的四处找杂志，办杂

志的叉叉叉叉叉大家都难。”szabia*：“办刊不易，一审，二审，终审，婶婶

伤心。投稿很难，初拒，再拒，还拒，叔不可忍。横批：叔轻婶重。”麦子：“放

是放了，意思没出来，也不好听。”190816*：“审稿不易，一审，二审，终审，

婶婶伤神。投稿很难，初退，复退，终退，叔叔溃退。”图米兔：“婶迎叔稿。”

szabia*：“办刊不易，一审，二审，终审，深深伤心。投稿很难，初拒，再拒，

http://url.cn/5G0G7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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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拒，句句泣血。”图谋：“关于核心期刊发文量 2017 年 18 种图情核心期刊（指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评出的）共发文 3782 篇，平均每种 210.11 篇。双月

刊 6种：《中国图书馆学报》53 篇；《图书情报知识》89 篇；《国家图书馆学

刊》109 篇；《情 报资料工作》112 篇；《图书与情报》132 篇；《大学图书馆

学报》133 篇。半月刊《图书情报工作》637 篇。（图谋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

网，有的数据不够准确，比如《中国图书馆学报》实际为 50 篇，应剔除‘投稿

指南’1条及‘新书推荐’2条。《情报学报》来源为超星期刊，该刊 2017 年发

文量 167 篇。）。”“圕人堂关注投稿话题。我觉得圕人堂成员 2017 年 18 种图

情核心期刊超过 400 篇，也就是圕人堂成员的产量占到十分之一以上，问题不

大。”图谋：“顾犇《图书馆管理、业务、科研之间关系琐谈》（《图书馆建设》

2018 年第 4期 P28-29 页）。全文已上传至群文件。其实这样的文字，比 N篇学

术论文更有价值。”

图谋：“《图书馆论坛》《图书馆建设》《高校图书馆工作》等开辟有类

似栏目。还有的是以主编寄语、卷首语等形式呈现，比如《图书情报知识》《大

学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数字图书馆论坛》等等。学术期刊是‘学术公器

承载与传播学术成果是主要用途，宣扬职业情怀与职业精神亦义不容辞。”

论坛刘编：“表达力是一个很重要又很难的事情。不要说写论文，就是写个年终

总结，或者读书心得，或请示汇报，很多朋友都是得过且过，一年又一年，一次

又一次，改几个数字或文字而已。这样的情况，要做真正的论文，岂不是笑话？

反过来，论文其实是最好写的，有材料，搬上去，往往不会太烂，毕竟要求不高，

我们习惯了将就。”论坛刘编：“我们不会写，但我们自己对孩子又有很高的要

求，己所不欲 ，本勿施于人，但我们还是习惯了君子动口不动手。”

1.6贮存书库的设置及利用

麦子：“在写一篇东西，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有没有任何馆把书存入一个异

地的(非图书馆)当然库里，在要用的时候去调的？如有这个做法叫什么？”sza

bia*：“储存书库。”武图小杨：“我们这里叫流动书库。”图哈哈：“调拨。”

图谋：“好些大馆有。”Sparks：“储备书库。”麦子：“下一个问题：什么样

的书放在那里？”麦子：“@Sparks 听上去和种子书库有关。”麦子：“@武图

小杨 但地点是固定的？”节能：“异地存书我还真没听说过国内有。@图谋 ，

可以例举一个吗？”图谋：“北京大学。”szabia*：“@节能 北大昌平有，国

图在河北承德修建国家战略文献储备库。”麦子：“@节能 我不知道国内情况，

所以向大家讨教。”图谋：“贮存书库 repository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2017

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_信息资源建设_典藏又称： 提存书库;储备书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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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图书馆用以存放保存本图书或不常用图书的空间。此外还可作为永久或临时

保存手稿、珍善本、学位论文等特藏的场所。见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

词》第一版。从这个定义看，各馆具体操作会有所不同。”武图小杨：“@麦子

对，地点是定的。”szabia*：“本质上就是个放低利用率书的地方。”图谋：

“简单说，或许可以理解为缓解馆藏压力。当前，高校图书馆动辄号称数十万、

数百万，甚至逾千万册藏书，存储压力相当大。”武图小杨：“@麦子 不客气，

我们这里的书库主要存放通借通还的书和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的书，估计很多馆

会设置类似书库。”图谋：“有的馆没有条件建设密集书库，有的馆建了密集书

库亦无法满足需求……。”武图小杨：“@麦子 通借通还的临时中转点，24 小

时自助图书馆的书库。”麦子：“@印度阿三 我是一直想写点很土的东西。”s

zabia*：“不流行这种。”麦子：“@武图小杨 懂了。这中转站我就理解了。”

武图小杨：“对啊，美国高校不是有联合书库吗。”szabia*：“哈佛，芝加哥

大学，你边上应该就有啊。”图谋：“应该是想进一步分析异同点。”麦子：“@

武图小杨 联合书库的说法我第一次听说。但做倒是一直再做。”麦子：“@图谋

是啊，但这只是我写的很小一部分。”麦子：“上面几个说法其实都有不同的

意思。芝加哥的其实完全不是想说的。那是比较高大上的，留给大牛们去说吧。”

szabia*：“它只不过校内存储啊。”图谋：“北京大学昌平储存馆（远程储存

馆，位于北京大学昌平校区）.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cn/fw/jy

fw/chucunguan 为缓解图书馆存储空间与纸本文献日益增长的矛盾，经学校批

准，2009 年将原昌平园校区的图书馆大楼改建成为北京大学储存图书馆，专门

存放利用率较低的图书（含工具书）、期刊和报纸。储存图书馆由 4个书库、3

个报库组成，建筑面积为 4,952 平方米，规划存储 100 万册馆藏，截止到 2013

年底，馆藏量约 95 万册。2009 年 12 月起，储存图书馆向广大读者提供服务。

读者向总馆提出借阅申请后，工作人员每周一、四下午到昌平储存图书馆提取文

献。服务方式包括：普通图书借阅，期刊报纸阅览，对校外读者可提供馆际互借

与文献传递服务。北京大学储存馆具有以下特点：收藏图书、报刊中使用量较低

的文献；按照开本尺寸排架，节省空间；使用密集书架增加藏书容量；采用远程

存储书库管理系统，短期内可重新上架、准确定位；所有收藏文献均对读者提供

借阅服务。北京大学储存图书馆实现了文献资源的动态管理，提供全年的不间断

服务，是国内高校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远程储存图书馆。昌平储存馆文献收藏范

围：图书部分：利用率较低的中文图书复本、日文、俄文图书、较早年代理科西

文图书，原北大应用文理学院图书。工具书部分：中、英文工具书复本，日俄文

工具书。报刊部分：1996 年前出版的日文期刊、俄文期刊、中文期刊复本，民

国期刊复本、中文报复本、西文报复本、地方报。”szabia*：“那说哈佛吧，

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cn/fw/jyfw/chucunguan
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cn/fw/jyfw/chucun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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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原始的货架。”图谋：“国内高校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远程储存图书馆是上述

情况。”武图小杨：“@印度阿三 确实，这么说确实有点错了。。我只记得是几

个馆联合建立的。”麦子：“其芝加哥的例子我其实在 6，7年前用，现在我就

不提了。”szabia*：“为啥？又有最新的例子么？”武图小杨：“@麦子 请问

麦子老师，ASRS 现在在美国的普及程度到底如何啊，看了很多资料都说应用得

不是很多。”麦子：“我其实在建造期间在 2010 年在旁边开过，后来才知道是

这个。”麦子：“@印度阿三 @武图小杨 这就是个土豪的做法，没有推广意义。”

szabia*：“你边上旧金山州立大家和硅谷有几个大学有。”麦子：“我一般是

拿来哄学生的，因为照片好看。如果你们以后看到其他人说这个，记得我这个话。”

节能：“我是看明白了，就是密集书库异地建。”图谋：“那只是一种表现形式。”

麦子：“@图谋 多谢昌平的那篇东西。”图谋：“理想的样子，或许是第三方提

供专业化、远程化租赁服务。”麦子：“@图谋 我们是两个巨大的联合书库，南

北一个，距离 700 公里，每个由五家合用。”图谋：“@麦子 客气了。谢谢您提

供学习机会。我之前没有细致了解，只是因为听朱强馆长等人的报告有个模糊印

象。”麦子：“有 1350 万卷书，最多有一个复本。目前的政策是新存不可有复

本了。”szabia*：“知网上有篇论文有详细介绍。”麦子：“@印度阿三 应该

有，因为 1982 年开始建的。很老的东西了。”图谋：“据个人了解，出版社的

书库，有点联合图书仓库的味道。很多东西，咱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是

较为经常、反复。”海边：“‘我们是两个巨大的联合书库，南北一个，距离 7

00 公里，每个由五家合用。’经费怎么分摊。”麦子：“@海边 算是总校的一

个预算的一行(这是一个行政单位，处理一些 10 个学校的共同事情)。这总校其

实是个中文表述方式，因为其实并无分校。”图谋：“前些年，国内比较热的一

个词——高校联合体。好像更像这个？”海边：“嗯，联合体。”图谋：“储存

图书馆，必须的？ .http://libseeker.bokee.com/49549559.html8 年前，图谋

写的一篇博文。‘相关资料’部分有以下内容：国内储存图书馆典型：（1）

中科院成都文献中心储备书库；（2）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提存书库；（3）清华

大学图书馆远程书库；（4）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版本图书馆；（5）复旦

大学江湾校区密集书库；（6）北京大学昌平储存图书馆。建于昌平校区，由原

北大成教学院图书馆改建而成，使用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共有四个大的书库和

三个面积各 100 平方米的报库组成，设计藏书量 100 多万册。该文同时在科学网

发布过。王启云.储存图书馆，必须的？.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335154.html 。”

1.7《图书馆论坛》刘编谈体会：做好年终总结，附带写篇好文章

http://libseeker.bokee.com/4954955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33515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3351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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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刘编：“我看过有些年终总结，干瘪瘪的，很多不超过 500 个字，看不

到什么干货。实际上，年终总结，是一个非常好的积累材料的机会，把自己一年

所做所感所思都整理出来，完整版作为自己的材料，存起来，而精简本提交单位，

非常好。所思所感中，往往蕴藏着学术选题。按照顾犇老师的文章所说，只要加

加油，这些完全可以做成一篇几篇文章。”190816*：“一年不写几篇文章投几

次稿发几篇文章，感觉一年都白干了。”论坛刘编：“年终总结，也是一个很好

的写作训练机会。好的年终总结，都要归纳提炼，摆事实摆数据；每年要有新东

西，没有新东西，想想，就会有。”薪樗 /tp：“今年年终总结认真对待。”论

坛刘编：“我看过几个优秀的朋友，从年初就开始收集材料了，为年终总结收集

材料了。到老年底，数字案例材料一大堆，还与往年进行比较，年年总结有新意；

对来年工作计划，也根据前沿趋势来写，且对自己一年工作有所指导。这就是有

心人，当然应该得到很多东西。连年终总结都懒得写好的人，得不到命运女神的

眷顾，是有道理的。”190816*：“这可能就是论文写不好的根源之一？”论坛

刘编：“推而广之，期刊编辑的难处，与年终总结有关。比如，有些文章，就是

年终总结的翻版，甚至不是好的年终总结。其中有的朋友还来质问凭什么不发，

领导或朋友都说非常好。我当时想，这领导或朋友，够水平。年终总结不是论文，

但也有相关性。起码，是一个练笔的机会，是一个思考的机会啊。”190816*：

“细想极对，文章不能说不好，是过时了，去年发没问题。”cpulib*：“角度

不同。”论坛刘编：“我今年的部门年终总结，推翻以前的套路，采用新的叙事

方法，有 22 个图，5个表，能用图表说事，绝对不用文字。花了不少精力，累

点，但在材料收集和写的过程中，确实带来了很多的思考，收获很大。我不是自

我表扬，是因为确实每年都把年终总结当做一个正事来认真对待，力图年年不同，

岁岁有新，也是对自己脑力一个磨炼机会，起码不会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变傻，

或者变傻的速度慢点。”cpulib*：“业务不同。”论坛刘编：“在思考和写作

过程中，我就发现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可以作为期刊研究或图情研究的选题。

当然，不会去做，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精力。所以，能力强的朋友，把年

终总结当论文来收集资料，来写，说不定，一箭双雕，又有了有新意的总结，还

附带产生一篇论文。”南京医*：“的确如此，同感。”cpulib*：“有一年我们

领导要求想拿优秀的写一份图书馆建议，我写了，结果优秀没我，后来把这个建

议投了普刊了。”时光倒流：“受益匪浅。”图小锐*：“顾老师的《图书馆管

理、 业务、 科研之间关系琐谈》很容易引起共鸣！”

1.8如何看待高校图书馆变成自习室的现象？

图谋：“这些年舆论批评较多的是：高校图书馆沦为自修室。金陵图书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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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曾对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赵乃瑄馆长进行访谈，让赵馆长回答这方面问题。”

江*军：“这是风气性的，责任主体不明，至少不能让图书馆负全责。现在的中

学生表达能力是越来越强的。”天行健：“这种变化一定是坏事么，莫用老眼光

看待新变化。”印度阿三：“图书馆除了自习之外还有啥值得学生去的？”

图谋：“赵馆长答的挺好。不忘初心，智慧前行——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赵

乃瑄馆长访问记 / 卜璐。”江*军：“大学我不太懂。中学里如果能减少一半时

间，用来图书馆、实验室、操场体育、音乐美术等爱好，那样，借阅量自然上升。

而且学生的素养会因此提高。”图谋：“我的感受是想法、做法，都会有现成的。

种种原因，知晓面受限。假如再去翻阅期刊文献，或许已有深度解析。”江*军：

“对。文献有深度，学生在心中形成的兴趣点，用阅读来体系化，深化。一半时

间花在这里的学生，将来更有前途。”图谋：“留学生对日本大学的‘第二课堂’

知多少?http://m.look.360.cn/transcoding?sign=360_e39369d1&url=9387bef

e2f6ff75ed 这篇图文介绍日本大学的图书馆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也用了‘我

国大多数高校图书馆的书库约占总建成面积的 30%~40%，阅览室仅占 22%’。温

荣姹，中日大学图书馆之比较[J]．日本问题研究，2006(1)：63-65．。目前探

索到最早的源头在此。”闽西黄：“台湾的图书馆模式也是很不错的。”麦子：

“@云子，中日大学图书馆之比较这段的确对我很有帮助。我觉得藏阅合一其实

是过渡，未来可能是没有阅的功能的。当然，我的未来是 50 年以上的概念。”

图谋：“需要注意的是，论点可能没有问题，但论据可能有问题。还未检索到其

论据源自何处。目前只知道，2018 年那篇微信中的论据源于 2006 年的这篇文献。

当前，国内的观念已发生了变化。这是我试图‘探源’的原因。”图谋：“潘向

泷.关于高校图书馆扩建问题的思考[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5(03):67-69.。较

为遗憾的是，这篇文献中也没有透露数据来源。我貌似发现了更早的源头。李明

华. 论图书馆设计:国情与未来[M]. 1994：263.。也就是这个数据的源头，比 1

994 年还要早。”

黑天鹅：“白天睡觉，晚上学习？？就真那么美好？？”图谋：“周目提及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赵宣回答金陵图书馆《阅微》‘如何看待高校图书馆变成自

习室的现象？’愿意回答的成员，欢迎进一步各抒己见。”小马哥：“自习室现

在就像某些企业，一放就乱，一管就死。”e路网飙：“图书馆应该是每个学校

学习氛围最好的地方之一了，环境好，查资料方便，关键是要如何引导，如何做

到资源充分利用？减少矛盾是每个学校都面临的一大问题。”cpulib*：“我觉

是图书馆自己太想区分，既要图书馆人满又怕别人来干别的。最近有图书馆搞

24 小时，结果采访的是社会人士，人家想来加班。”二木：“好事，图书利用

率下降是不可逆的时代趋势，那么提高图书‘馆’利用率也是一种手段，顾客不

http://m.look.360.cn/transcoding?sign=360_e39369d1&url=9387befe2f6ff75ed
http://m.look.360.cn/transcoding?sign=360_e39369d1&url=9387befe2f6ff75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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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游客不少，进馆人气维持，再想办法。”cpulib*：“学习宜家吧。”云：

“图书馆有一部分自习室功能蛮好的呀，考研时候半年都是天天泡馆自习。尤其

大学图书馆本来就是辅助教学科研的部门，提供自习空间也是一种辅助的形式

啊。”木木贝：“空间资源也是图书馆的重要资源，如果不让读者来自习，只允

许来借还书，图书馆可以关门了。”二木：“图书馆需要有一些营销意识和手段。”

冰之迪：“我也认为图书馆提供的空间，也应该和文献一样做为图书馆的一种重

要资源，关键是怎么更好的利用空间资源为读者服务。”云：“为什么要纠结于

这个问题呢。意思是图书馆可以被自习室替代么？学校里又不会有类似图书馆的

机构提供这么好的自习室条件。设施齐全、冬暖夏凉、活动丰富，能学也能休闲，

别的部门哪有提供这种空间的。”冰之迪：“提供自习、讨论、交流等空间，都

应该是图书馆服务的一部分。可能大部分的读者有自己获取资源的渠道，而舒适、

惬意、安静环境的空间资源，是读者无法通过别的途径获取的，图书馆提供的

空间资源是不可取代的，也是图书馆价值的一种体现。”木木贝：“把读者当客

户，想办法留住老客户，吸引新客户，挽回流失客户，这样图书馆就可以把读者

搞得满满的。”傲娇的*：“现在能看书获取信息的地方太多了，也不一定非得

来图书馆。所以图书馆的功能必须转型，如果能成为一个学生们喜欢学习的地方，

已经算是很好的选择了。有一次去伯克利东亚图书馆参加学习时，当时的馆长就

说，‘现在学生的学习已经不像以前了，不再只通过看书来获取知识，他们更喜

欢在玩的过程中学习，所以我们现在图书馆正在积极的配合学生这种需求的转

变，我们的想法就是，即使玩也让学生在图书馆里玩。所以我们的图书馆现在有

KTV 室，有游戏室，以后这样的设置将会更多。’总之，图书馆里只要有人气，

就是不错的图书馆，至于他来图书馆干什么，那是学生自己的选择。”希达：“我

觉得，公共图书馆人气还是可以的。18-25 岁群体很少，可能这群体就是不爱来

图书馆啊。”木木贝：“公共图书馆一般都靠近居民区，很多居民到图书馆里打

开水、溜娃、散步，人气旺旺的。”敬之：“图书馆尤其是下半年经常会迎来一

波考研读者，他们并不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他们只占用图书馆的空间。即使教室

有空余的位置，甚至有专用的教室，他们也愿意来图书馆。同时确实也有一些利

用图书馆资源的读者想找个座都找不到的情况。所以我倒是觉得图书馆和自习室

还有区别的。起码应该满足利用图书馆资源的读者之后再谈其他。否则，何不建

个自习馆？怀念当年读者拿着书架上期刊在旁边阅览桌上苦读，看不惯当今趴在

放满考研书籍的阅览桌上休憩的考生让抱着期刊的读者只能斜倚在书架的阅读。”

吉安职*：“来者都是客，客人看什么书都要尊重。”吉安职*：“期刊现在没有

人看了，都是在中国知网看，偶尔有人来看看休闲杂志。”敬之：“城市人口的

密集导致空间的稀缺，停车位尚且收钱。图书馆空间资源让某些读者长时间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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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影响正常阅读的读者，这就应该谈谈权利和平等了。”cpulib*：“反对自

修更多是因为占位的缘故吧。”豆洪青：“因馆制宜吧各馆空间布局并不一定一

样，如果有一些空间无法好好利用，用作自修、考研也是好的；如果空间使用

已经饱和，再划分专门的自修考研空间，可能会激发关于‘公平’的矛盾。”

图谋：“同样是图书馆，差距可以很大很大。”敬之：“图书馆还真不是什么书

都可以看。”雨后：“我们馆长办公室门口，天天有人读书，馆长头痛得很。”

敬之：“想象这种场景，任谁都会头痛。”图谋：“图书馆成为读书馆。或许还

需要修正一下：朗读馆。”苏州 *：“前几天网传‘中国大学的图书馆，根本不

是用来读书的’，作者应该是小记者，并不完全了解图书馆。图书馆发挥作为‘场

所’的功能，也是图书馆转型的一个方面，吴建中馆长指出，图书馆将更加注重

人的需求、可接近性、开放性、生态环境和资源融合，致力于促进知识流通，创

新交流环境，注重多元素养和激发社群活力。”武汉东*：“我已经习惯了办公

室门外有点读书声。”图谋：“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原来是可以读书的。不知道

从啥时候开始，图书馆内兴起读书声。”敬之：“我记得一般图书馆要注意保持

安静、不能衣装不整的。那将来会不会发展为衣着短裤，穿着拖鞋、口里在叼根

烟，坐在阅览桌旁，喷吐烟雾的空档在接个电话？当然，桌子上得放本书。”图

谋：“估计得有 10 多年了，之前的规矩是，图书馆内要保持安静。”annl：“图

书馆里的读书声，本人也深有感触，每每快到考试阶段，从一楼到五楼，大声朗

读，造成很大的噪音，我不认为在图书馆大声朗读是好事。我觉得固定朗读区是

可以的，但是随处朗读，是会对别人造成影响的。”武汉东*：“@敬之 ：除了

朗读，其他现象我们都是禁止的。拖鞋，烟，短裤……。朗读就是最大的影响别

人，此风不可长。要读也要设定专门的区域。真要设定一个专门的区域，读者可

能也会有意见，他们会说，其他人影响他。”疾风劲草：“应该把图书馆的天台

开放给他们，读完飞翔就可以飞一下。”图谋：“朗读这事，自己当年上学时没

在图书馆干过，校园内另找空旷场所干过。”敬之：“好像有朗读亭。”徐星：

“把这些全加上，感觉图书馆好全能。”云：“朗读亭不大适合背书。”图谋：

“好多馆内的朗读亭，实际上已成摆设。”云：“应该给学生提供这样的小空间，

有隔音墙的。”云：“朗读亭不适合背书，光线太暗。”徐星：“我们省图朗读

亭，开始几个月都排队进。”疾风劲草：“央视朗读亭当初来省馆，都是在排队

的。结果风华一过，现在偶尔能看见几个学生会进去读一下。”云：“功能太单

一。”annl：“我们把一楼楼道作为朗读区，大约 1000 平米左右，开始读者不

愿意去，但是坚持了一周后，学生习惯了。目前各个层面都没有朗读声，只有一

楼楼道，声音那叫一个吵啊，反正大家都大声背诵，也没关系，好在对其他层面

和功能区没有了影响。”栀子花：“前一阵去娃学校，学生去图书馆的风气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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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层层楼全都座无虚席在学习，各层楼道里成了朗读专区，想朗读的学生自觉

去楼道，也是道道楼梯都有两三名学生占据来读书，确实是听取娃声一片，顺附

几张照片。”麦子：“@图谋 图书馆要面对自己角色转变，对 99%的人来说，就

是个自修的地方。即使要资源，也未必要来图书馆。可是，不少图书馆不认这个，

觉得我应该引导你们，到图书馆来做我认为要你们做的事，然后折腾自己认为读

者需要的图书馆服务。”图谋：“大原则是疏而不是堵，服务因需而变。另一方

面是要有所作为，适当引导。”栀子花：“看见一个楼梯有两三名学生，搬凳子

坐着或站着读。”图谋：“栀子花那的图书馆挺漂亮，方便的话，希望分享些照

片至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图谋：“这个凳子是馆内的？好像不是自带的。

有的馆内有不少学生自带的可折叠凳子，品种多样。”太阳当*：“外国大学生

不用这样背书吧？大声背书朗读可能是中国特色。背外语也就算了，还有大声朗

诵化学公式、化学反应的。背书和教育方式有关，如果不改变教育方式，朗读少

不了。”木木贝：“别人家的图书馆都可以用来睡午觉、做饭了，我们还在纠结

让不让读者在图书馆自习、朗读。”疾风劲草：“习惯的力量太过强大，主动求

变的太少了。”

1.9小议图书馆的超期罚款

Lee：“暂且不论借书逾期罚款的问题。既然有规则就应该是该罚多少就交

多少，给 100 元的做法破坏了规则的严肃性。图书馆也应该严守规则，该罚多少

就收多少。”哈哈大笑：“100 元够买 3本书了吧，要先明白罚款的目的和意义

是什么。规则不正确就应该先改。除非图书馆可以举证期间有读者想要借阅这本

书。否则就不应该产生罚款。”biochem：“图书过期不还就要罚款。”哈哈大

笑：“为什么罚款。罚款意义是什么。图书的购买经费都是税收来的。现在普遍

借阅率这么低。”biochem：“具体罚多少，图书馆自己定。”哈哈大笑：“图

书馆这是自己挖坑。”图情中*：“图书馆可能会被坑惨。”木木贝：“罚款是

很无奈的做法，不罚款，借阅人到去世都可以不还，反正超期不需要罚款。”图

情中*：“单说图书馆是否能够罚款，是否有物价局的批文。”哈哈大笑：“本

身书在读者手上是好事。”图情中*：“按道理，图书馆不能做为罚款的主体吧。”

哈哈大笑：“如果这本书到读者手上一直没有预约记录。那正好说明这本书就是

为该读者买的。”疾风劲草：“可以不罚款，但不能少了催收啊，借阅一年还不

归还，图书馆有权来催还的。”哈哈大笑：“如果有催还记录再产生罚款比较公

正。”Lee：“可以不罚款，但不能少了催收啊，借阅一年还不归还，图书馆有

权来催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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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劲草：“工作中就经常遇到有老师不还，结果把别人学校的图书当赠书

捐赠的。”哈哈大笑：“这本书一年都没有次预约记录，本身就说明书买的很失

败。或者说在这位读者手上才有最大价值。”图情中*：“每个馆的零借阅图书

还少？@哈哈大笑 。”黑天鹅：“好像你们管理很先进似的。书都收不回来。”

二木：“最好的办法还是罚款。”黑天鹅：“高校教师，把什么都可以老鼠似的，

搬回家里去了。”黑天鹅：“图书借阅归还，这么点事就那么难？”二木：“只

有惩罚才会有效。”疾风劲草：“因为现在高校行政化在加强，有很多领导借的

书不还的多了，有些因为工作原因升迁还把书给带走、弄丢的都有。这里面的故

事也很多啊，也没见那些借出的当事人被开除。”哈哈大笑：“@图情中年人 所

以觉得罚款不应该。应该超过借阅期不产生罚款。期间有读者预约，那产生催还

记录，到期不还罚款。然后借阅满一年后系统自动产生催还记录。”猫爪：“是

根据什么界定借阅满一年后才自动产生催还记录呢？”哈哈大笑：“设置最大还

期，可以一年可以两年也可以半年。”※雨人※：“像个愤青一样瞎喷，大家都

可以来几句。管理中出现问题在所难免，想出如何有效的解决之道才是正途。”

太阳当*：“我以前也催过书，有一个职工有几本书怎么也催不到，后来人事处

给了答复，人已经走了，自动离职档案也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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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有多牛？

2018-12-5 10:54

有人说圕人堂很厉害，很了不起；也有人觉得圕人堂很腻歪，很“鸟不起”；更多

的人根本不清楚圕人堂是啥东东？作为圕人堂 QQ群群主，我不能太在乎，但不

能不在乎。标题取这个名字，纯粹是为了“吸睛”。 2018年 12月 5日 9:00，圕

人堂 QQ群成员数 2047,1527人在线（占 74.6%）。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

个人分类:圕人堂|46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现代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员素质提升的内在逻辑

2018-12-3 16:05

摘编自：李菲,柯平,郝广碧.现代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员素质提升的内在逻辑 .图书

与情报,2018(04):97-104. 《图书与情报》2018年第 4期刊发李菲、柯平、郝广碧

《现代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员素质提升的内在逻辑》一文。该文认为以智能技术为

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的变革越来越明显，探讨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员 ...

个人分类:圕人堂|53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闲话视野

2018-12-2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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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一词，百度百科的释义为“空间范围或见识”，稍作拓展为“物理意义是指人

眼固定地注视某一点或某一片区域时 ( 或通过仪器 ) 所能看见的空间范围，即

通过眼睛所能看到的事物，同时也指人思想或知识的领域。”。 物理意义上的视

野与视力相关，对于我来说，视力一年不如一年。当前的视 ...

个人分类:圕人堂|537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再话学术图书出版

2018-11-30 23:18

笔者 2013年出版的一本书，责任编辑告知，还有 575册存货，因为库房租赁费

涨价，出版社的对策是“报废或捐献”。责任编辑与我交流，主要的目的是看看是

否能帮出出主意再销一点，不然，“准备捐赠了。也许还能给一些偏远地区的读

者带来点收获。”图书营销这块，我外行，使不上劲。我近年的观察是，学术类

图书 ...

个人分类:圕人堂|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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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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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18 年 11 月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累计收到赞赏 45 元（共 3笔），12

月 7 日转入圕人堂发展基金。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10133.01 元。

（2）2018 年 12 月 5 日，图谋发红包 100 个（总金额 100 元），请群成员

关注：圕人堂有多牛？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9936.html)。

（3） 2018 年 12 月 7 日 14:00，群成员达 2050 人（活跃成员 514 人，占

25.07%），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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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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