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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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书听雨：“招聘 | 青岛农业大学图书馆 2019 年度诚聘英才 https://mp.

weixin.qq.com/s/jDhjk60KwkwerUm_d5nB0w。”

天行健：“武汉工商学院欢迎你！2019 年优秀人才招聘公告来啦~http://u

rl.cn/5jDdiZO。”

加减：“100 个图情档岗！不限户籍！上海事业单位招聘 https://mp.weix

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790&idx=1&sn=f204441a84

6c64087c93c5d647b43927&chksm=fc2b59f0cb5cd0e62cc6da7cf71583f8da421788

2bb1efaa6ae0725e826c50c01dff3ab14bd7&xtrack=1&scene=0&subscene=131&cl

icktime=1551836832&ascene=7&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b&ne

ttype=3gnet&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IAEwAFAJ2GHgAklx4AVpkeAM6ZHgD

YmR4AAAA%3D&lang=en&pass_ticket=6AWJaeDaJaurwwJYlInqh112MwJNnMEahzK7

Q%2FALQ%2Fw%3D&wx_header=1。”

扣肉：“我校招聘开始了，欢迎图情专业的同学来应聘，有音乐背景者更欢

迎。报名网址：http://rszp.ccom.edu.cn。大学在市中心，附中在方庄，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其它部门包括行政岗位也在招聘，欢迎转发。”

图谋：“招聘 | 上海图书馆 37 个岗位招 60 人！http://url.cn/5mcbYQC。”

睿智：“参会|第六届全国高校青年档案学者学术论坛（昆明，6.22-23）h

ttp://url.cn/5CM3AAY。”

国图出*：“太原，阅读推广委员会 2019 年会议，约吗？http://url.cn/5

GYkwzZ。”

碧海潮生：“关于举办‘开发地方特色文献，提升地方文化影响力、 开拓

文化旅游新思路’征文活动的通知 http://url.cn/5N49MS1。”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james：“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宣布不再与全球最大的

科研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续签合同。2 月 28 日，加州大学在其官网发

布新闻称，加州大学一直提倡公共资助科研成果的免费公开化，反对出版商从中

盈利。” 79362698：“据 STAT 新闻报道，根据去年年底到期的合同，加州大学

整个系统在2018年向爱思唯尔支付了超过1000万美元以让其附属机构访问爱思

唯尔的数百种期刊。另外，加州大学的研究者每年需要支付近一百万美元，用于

开放获取期刊处理其论文的费用。加州大学系统现拥有 10 所大学，其中 9个设

https://mp.weixin.qq.com/s/jDhjk60KwkwerUm_d5nB0w
https://mp.weixin.qq.com/s/jDhjk60KwkwerUm_d5nB0w
http://url.cn/5jDdiZO
http://url.cn/5jDdiZO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790&idx=1&sn=f204441a846c64087c93c5d647b43927&chksm=fc2b59f0cb5cd0e62cc6da7cf71583f8da4217882bb1efaa6ae0725e826c50c01dff3ab14bd7&xtrack=1&scene=0&subscene=131&clicktime=1551836832&ascene=7&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b&nettype=3gnet&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IAEwAFAJ2GHgAklx4AVpkeAM6ZHgDYmR4AAAA%3D&lang=en&pass_ticket=6AWJaeDaJaurwwJYlInqh112MwJNnMEahzK7Q%2FALQ%2Fw%3D&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790&idx=1&sn=f204441a846c64087c93c5d647b43927&chksm=fc2b59f0cb5cd0e62cc6da7cf71583f8da4217882bb1efaa6ae0725e826c50c01dff3ab14bd7&xtrack=1&scene=0&subscene=131&clicktime=1551836832&ascene=7&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b&nettype=3gnet&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IAEwAFAJ2GHgAklx4AVpkeAM6ZHgDYmR4AAAA%3D&lang=en&pass_ticket=6AWJaeDaJaurwwJYlInqh112MwJNnMEahzK7Q%2FALQ%2Fw%3D&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790&idx=1&sn=f204441a846c64087c93c5d647b43927&chksm=fc2b59f0cb5cd0e62cc6da7cf71583f8da4217882bb1efaa6ae0725e826c50c01dff3ab14bd7&xtrack=1&scene=0&subscene=131&clicktime=1551836832&ascene=7&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b&nettype=3gnet&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IAEwAFAJ2GHgAklx4AVpkeAM6ZHgDYmR4AAAA%3D&lang=en&pass_ticket=6AWJaeDaJaurwwJYlInqh112MwJNnMEahzK7Q%2FALQ%2Fw%3D&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790&idx=1&sn=f204441a846c64087c93c5d647b43927&chksm=fc2b59f0cb5cd0e62cc6da7cf71583f8da4217882bb1efaa6ae0725e826c50c01dff3ab14bd7&xtrack=1&scene=0&subscene=131&clicktime=1551836832&ascene=7&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b&nettype=3gnet&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IAEwAFAJ2GHgAklx4AVpkeAM6ZHgDYmR4AAAA%3D&lang=en&pass_ticket=6AWJaeDaJaurwwJYlInqh112MwJNnMEahzK7Q%2FALQ%2Fw%3D&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790&idx=1&sn=f204441a846c64087c93c5d647b43927&chksm=fc2b59f0cb5cd0e62cc6da7cf71583f8da4217882bb1efaa6ae0725e826c50c01dff3ab14bd7&xtrack=1&scene=0&subscene=131&clicktime=1551836832&ascene=7&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b&nettype=3gnet&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IAEwAFAJ2GHgAklx4AVpkeAM6ZHgDYmR4AAAA%3D&lang=en&pass_ticket=6AWJaeDaJaurwwJYlInqh112MwJNnMEahzK7Q%2FALQ%2Fw%3D&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790&idx=1&sn=f204441a846c64087c93c5d647b43927&chksm=fc2b59f0cb5cd0e62cc6da7cf71583f8da4217882bb1efaa6ae0725e826c50c01dff3ab14bd7&xtrack=1&scene=0&subscene=131&clicktime=1551836832&ascene=7&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b&nettype=3gnet&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IAEwAFAJ2GHgAklx4AVpkeAM6ZHgDYmR4AAAA%3D&lang=en&pass_ticket=6AWJaeDaJaurwwJYlInqh112MwJNnMEahzK7Q%2FALQ%2Fw%3D&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790&idx=1&sn=f204441a846c64087c93c5d647b43927&chksm=fc2b59f0cb5cd0e62cc6da7cf71583f8da4217882bb1efaa6ae0725e826c50c01dff3ab14bd7&xtrack=1&scene=0&subscene=131&clicktime=1551836832&ascene=7&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b&nettype=3gnet&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IAEwAFAJ2GHgAklx4AVpkeAM6ZHgDYmR4AAAA%3D&lang=en&pass_ticket=6AWJaeDaJaurwwJYlInqh112MwJNnMEahzK7Q%2FALQ%2Fw%3D&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4790&idx=1&sn=f204441a846c64087c93c5d647b43927&chksm=fc2b59f0cb5cd0e62cc6da7cf71583f8da4217882bb1efaa6ae0725e826c50c01dff3ab14bd7&xtrack=1&scene=0&subscene=131&clicktime=1551836832&ascene=7&devicetype=android-25&version=2700033b&nettype=3gnet&abtest_cookie=BQABAAgACgALABIAEwAFAJ2GHgAklx4AVpkeAM6ZHgDYmR4AAAA%3D&lang=en&pass_ticket=6AWJaeDaJaurwwJYlInqh112MwJNnMEahzK7Q%2FALQ%2Fw%3D&wx_header=1
http://rszp.ccom.edu.cn
http://url.cn/5mcbYQC
http://url.cn/5CM3AAY
http://url.cn/5CM3AAY
http://url.cn/5GYkwzZ
http://url.cn/5GYkwzZ
http://url.cn/5N49M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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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学部和研究生院（旧金山校区只设有研究生院），在校学生超过 21 万人，

教职员工超过 16 万人。” 麦子：“为了研究的开放获取，加州大学不再与全球

最大科研出版商爱思唯尔续签 http://m.zhishifenzi.com/news/multiple/533

2.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

dde4900130bc5a2751b6d1。”boson：“到底是为了开放获取还是因为涨价？记

得麦子以前只说过涨价的事，看了声明才知道这么伟大。如果仍然不 oa，但是

有个好价钱，加大会同意吗？”麦子：“@boson 我想还是会的，但价格很难谈

拢，因为 elsevier 很有可能觉得给加大的订费还是最便宜的。”麦子：“@印度

阿三 oa 的确是谈判的关键：你不能两头都收费嘛。其实 oa 也就是降低订费的

另外一种说法，让你少收或不收订费，而收版面费。”913030*：“5G 进高校了，

年底或可尝鲜！价格竟然... http://url.cn/5CW6aOt。”

913030*：“校园 | 高校引进外卖自提柜，学生狂赞：再也不怕外卖被偷了

http://url.cn/5drmezS。”

503682*：“莘莘学子•默默耕耘•源源济群 https://url.cn/5lUDHxW。”

913030*：“出身清华姚班，斯坦福博士毕业，她的毕业论文成了「爆款」h

ttp://url.cn/5Da63n2。”

睿智：“我们的中国梦丨在线答题获奖名单公布啦！http://url.cn/59CHo

s9。”

睿智：“各位老师：今天上午俞爱宗教授主讲的‘教研课题设计’工作坊进

行在线直播，感兴趣的老师课点击以下地址观看（手机、电脑端均可）https:/

/zhibo.chaoxing.com/1620263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19/3/3 。”

图谋：“寻找图书馆里最美的她 http://url.cn/5CPf1Ay。”

度量衡：“沪上 32 所高校图书馆，有没有勾起你的青葱回忆？http://url.

cn/5VBtg1e。”

图谋：“郑永年：中国的知识付费和知识未来 http://url.cn/51I0gbG。”

图谋：“学者苏精：来华传教士档案是另一个敦煌宝藏 https://url.cn/5v

UhFqc。”

杨*洛：“征文|第十一届全国科学计量学与科教评价研讨会征文通知（第二

轮）（重庆，4.27-28）https://url.cn/55LJkPq。”

图谋：“我国培养的图书馆学第一位女博士——马芝蓓 http://blog.scien

cenet.cn/blog-213646-1165458.html1992 年考取，1995 年毕业，博士论文题目

《文献价值论》，导师：彭斐章。”

图谋：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状况及其思考 http://url.cn/54zdotJ。

碧海潮生：“研究报告 |e 线图情微信公众号 2018 年度报告 http://url.c

http://m.zhishifenzi.com/news/multiple/5332.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m.zhishifenzi.com/news/multiple/5332.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m.zhishifenzi.com/news/multiple/5332.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url.cn/5CW6aOt
http://url.cn/5drmezS
https://url.cn/5lUDHxW
http://url.cn/5Da63n2
http://url.cn/5Da63n2
http://url.cn/59CHos9
http://url.cn/59CHos9
https://zhibo.chaoxing.com/1620263
https://zhibo.chaoxing.com/1620263
http://url.cn/5CPf1Ay
http://url.cn/5VBtg1e
http://url.cn/5VBtg1e
http://url.cn/51I0gbG
https://url.cn/5vUhFqc
https://url.cn/5vUhFqc
https://url.cn/55LJkPq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545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5458.html
http://url.cn/54zdotJ。
http://url.cn/5HAN3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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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HAN3gJ。”

图谋：“媒体声音|2019 年馆配市场指南：出版社、馆配商、图书馆注意事

项清单 http://url.cn/5ot1q4F。”

雨过天晴：“37 个图书馆的幽默操作，让阅读变得如此有趣 http://url.c

n/5nbRwrc。”

朗月孤舟：“马费成，构建可持续的数字世界，人民日报 http://paper.pe

ople.com.cn/rmrb/html/2019-02/26/nw.D110000renmrb_20190226_2-09.htm?f

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雨过天晴：“用图书馆馆藏确定顶级世界小说 http://url.cn/5wPYvc0。”

海边：“进口图书、报刊资料免征增值税优惠 http://www.ah-n-tax.gov.c

n/art/2018/6/15/art_6706_468288.html。”

图谋：“2018 年建成开放的图书馆小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213646-1157141.html。我知道的有江苏科技大学图书馆新馆正在建设中。江苏

高校本科院校，在建馆舍面积是 5.4 万平方米（其中江苏科技大学图书馆新馆建

筑面积约 3.2 万平米的新校区图书馆正在建设之中）；江苏高职高专院校在建馆

舍面积 1,650 平方米（不知道是指哪所学校）。”

gaozy：“高校图书馆员该干什么？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

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65975。”

西大-*：“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建设指南 http://www.scal.edu.cn/gc

zn/gzzn。”

西大-*：“2017 年高校图书馆基本数据排行榜 http://www.scal.edu.cn/t

jpg/201812190927。”

hanna：“2019 年馆配市场指南：出版社、馆配商、图书馆注意事项清单 h

ttp://www.bookdao.com/article/412478/。”

图谋：“圕人堂成员麦子作品辑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

646-11221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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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财*：“，拜读过邱老师关于学科馆员的文章，很

受启发。”麦子：“@天津财大周佳贵 上面说的在论坛的文章是说纸本资源管理

的，我是前后花了一年多。”

笨小孩：“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暨研讨会 http://conf

erence.lib.sjtu.edu.cn/rscp2017/download.html。”

武图小杨：“2016 年阅读推广优秀项目案例分享 http://www.lib-read.or

http://url.cn/5HAN3gJ
http://url.cn/5ot1q4F
http://url.cn/5nbRwrc
http://url.cn/5nbRwrc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9-02/26/nw.D110000renmrb_20190226_2-09.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9-02/26/nw.D110000renmrb_20190226_2-09.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9-02/26/nw.D110000renmrb_20190226_2-09.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url.cn/5wPYvc0
http://www.ah-n-tax.gov.cn/art/2018/6/15/art_6706_468288.html
http://www.ah-n-tax.gov.cn/art/2018/6/15/art_6706_46828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7141.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7141.htm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6597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65975
http://www.scal.edu.cn/gczn/gzzn
http://www.scal.edu.cn/gczn/gzzn
http://www.scal.edu.cn/tjpg/201812190927
http://www.scal.edu.cn/tjpg/201812190927
http://www.bookdao.com/article/412478/
http://www.bookdao.com/article/41247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213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2137.html
http://conference.lib.sjtu.edu.cn/rscp2017/download.html
http://conference.lib.sjtu.edu.cn/rscp2017/download.html
http://www.lib-read.org/doc/subjectdetail.jsp?id=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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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oc/subjectdetail.jsp?id=1504。”

黄思慧：“https://www.wjx.cn/hj/fqq5zkakokcfxh6a7mal7a.aspx 各位老

师们，打扰了，我们课题组有个问卷烦请大家填写一下，问卷一共 16 个题目，

都比较简单，最多三五分钟就能完成。每份问卷完成后系统有 1块钱红包自动发

放。科研不易，请各位老师百忙之中抽空填写一下，万分感谢！”

会议君：“中国近代报纸资源全库之字林洋行系列报纸（上篇）http://ur

l.cn/5WRRpzS。中国近代报纸资源全库之字林洋行系列报纸（中篇）http://ur

l.cn/5MKSGM3。”

会议君：“图书情报|关于举办全国首届‘图书馆杯全民英语口语风采展示

活动’的通知 http://url.cn/54AvFHg。”

1.3 你提问，我回答

（1）图书馆的文创产品

張*：“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对于图书馆文创这块有没有大师了解过类似案

例，除了故宫。”碧海潮生：“不少公图有过文创设计，可以选择个别咨询下。”

張*：“国图有个文化创意的公司。”挂机中：“知网有不少论文。从论文再找

到各机构。”張*：“公图的尴尬，就在做的文创产品不温不火。现在也就国图

和上图有比较好的基础。”913030*：“岭南图书馆也有。文创做的比较好的还

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费城图书馆。”

刘*平：“@睿智 国家图书馆有文创产品。”道无言：“图书馆文创产品的

概念大概是在前年评估时才传到地、县级吧？” 張*：“嗯嗯，在 16 年差不

多。”福师大*：“国家图书馆还曾联合其他图书馆组建过一个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联盟。”張*：“那个联盟现在还在。”道无言：“有文化、颜值高的创意产

品给爱读书的你——‘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今天成立了 https:

//www.sohu.com/a/191571556_784488。”

（2）图书馆校企合作案例分享

发随颖动：“各位，有没有图书馆校企合作好的案例可以分享。” 辛*霞：

“@472605758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做的好。”

（3）阅读疗法

125658*：“请问群里有做阅读疗法的老师吗？”928534*：“感觉要实证发

文章比较好。以前写过，但没数据。” 雨过天晴：“@心中月 崔老师，我在这

里。”125658*：“@雨过天晴 ，你做阅疗多久了？我刚感兴趣。”雨过天晴：

http://www.lib-read.org/doc/subjectdetail.jsp?id=1504
https://www.wjx.cn/hj/fqq5zkakokcfxh6a7mal7a.aspx
http://url.cn/5WRRpzS
http://url.cn/5WRRpzS
http://url.cn/5MKSGM3
http://url.cn/5MKSGM3
http://url.cn/54AvFHg
https://www.sohu.com/a/191571556_784488
https://www.sohu.com/a/191571556_78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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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月 看 QQ 头像，不能认出我吗？”125658*：“培训了心理学。” 1 2

5658*：“是张老师吗？”雨过天晴：“@心中月 别来无恙。”125658*：“你在

阅疗的群里吧。”雨过天晴：“在。”

（4）论文查重

492922*：“请教各位大神：论文查重，知网数据库之外还有哪些数据库？”

張*：“维普。笔杆，得有二十多个吧。”105506*：“@小溪流水人家 万方，超

星大雅都有。”492922*：“好的，非常谢谢。” 807479*：“国内很多高校

的本科生毕业论文只认知网的查重结果。”

（5）Scopus 是什么?

绵绵猪：“Scopus 是什么呀？还有 ESCI。”挂机中：“跟 SCI 一类的。”

绵绵猪：“不太清楚 ESCI 和 ESCI 有什么区别。”挂机中：“引文数据库，还有

基于这个系统的评价体系。”boson：“通俗的说，scopus 是爱思维尔版的 sci。

esci 含金量不如 scie，很多地方认 scie，不认 esci。”绵绵猪：“我们学校好

像都不认。”boson：“sci 是 985，scie 是 211，esci 是够不上 985 和 211，又

不甘与其他普通高校为伍的，‘小 211’。”绵绵猪：“哈哈，好形象。”boso

n：“@绵绵猪 不认这两个正常。”绵绵猪：“Scopus 和 ESCI 哪个认可度高一

点。”cpulib*：“没有可比性。”绵绵猪：“不知道选择哪个了。”cpulib*：

“国内还是以 SCI 为主。SCOPUS 收录的比较广，有部分中文刊。”绵绵猪：“如

果是外文期刊呢。”cpulib*：“应该比 SCI 多一些，SCOPUS 也比较贵吧，国内

买的高校还不是太多。”

（6）图情会议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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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这是圕人堂成员创建的图情会议微信公众号，欢迎需要者关注！”

（7）微信公众号添加问卷调查的技巧

扣肉：“@田老师 excel 放入微信公众号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作为图文的一

部分，那么只能截图，然后以图片方式插入。图文消息，没有办法增加附件。如

果需要阅读者填表，那么可以采取问卷星、腾讯问卷这样的程序，生成在线填表

网页。鉴于绝大多数人，使用手机来查看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将电脑操作比较方

便的文档直接发给阅读者，是相当不友好的做法。你还是要仔细考虑一下使用场

景。”顾健：“有道理，其实邮件更适合，但中国（图书馆）人不喜欢用邮件。”

扣肉：“我们搞计算机的人，其实更多的希望用户提供使用场景，我们给他提供

方案。因为很多时候用户不清楚自己的需求，只会根据目前的工作状态很模糊的

说一下。excel 表格，其实即便截图粘贴在图文里，由于字太小，看起来也很费

劲。我会把它转换成一段一段文字，发出去。”木木贝：“这个场景提得很好。

图书馆场景时代，有没这个说法？人们喜欢图书馆不仅仅是因为图书，而是所处

的场景，以及场景中自己浸润的情感，用户的所有需求都将来自于场景。”小溪

流*：“场景这个词能不能升华一下，含蓄一些，看怎么表述。”木木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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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是我说的。”小溪流*：“场景时代。”雨过天晴：“用户的所有需求都来

自于场景？”扣肉：“我说的场景，是一个外来词。”扣肉：“scene。”小马

哥：“片场。”小溪流*：“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是不是表述图书馆的场景？”

诲人不倦：“图书馆+场景的论文知网都收录 60 多篇了。”木木贝：“你现在研

究这个也不迟。”雨过天晴：“提法没问题，我觉得表述的那句话有问题。用户

的所有需求都来自于场景？不知道这是哪篇佳作中的呢？希望能学习全文，只言

片语容易产生歧义。”

（8）图情期刊从收稿到审核需要等待多长时间？

木木贝：“投稿 1个星期对方还不收稿，诸位会怎样处理？等还是改投？。”

碧海潮生：“等。”天津财*：“建议打电话，改投不好。”木木贝：“可能是

投稿的人太多了，排队。”芝麻君：“投稿一星期，不收稿，估计也快了。某核

心期刊就是一般投稿后几天才收稿。”木木贝：“不是核心呢。”芝麻君：“估

计每个刊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可能是批处理。”木木贝：“投过的人看了就知道

是什么刊。”碧海潮生：“有的期刊一般从收稿到审核有一周的时间差。数字图

书馆论坛一般立马就审核。”

（8）读书节活动精选

Helen：“请教各位老师，读书节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一般都有些什

么活动啊？年年要有创新真心不容易啊。”迷图忘返：“@58071285 我们馆 201

6 年弄过‘图书馆镇馆之宝’图片展。”木木贝：“@Helen 咱们馆好像要搞个

什么快闪。”Helen：“@迷图忘返 @木木贝 多谢。”中原劲草：“快闪不适合

在图书馆搞吧？广场搞还不错，要是在图书馆里搞，估计好多读者到时候都是白

眼。”木木贝：“书海寻宝也可以出新意，分几关，每本书里夹着纸条，即所谓

的锦囊，提示下一本书的索书号，全部找出来就可以领取奖品，书不用拿出来，

全部纸条收集起来就可以。”海边：“纸条可以是题目，再让学生查 OPAC 获得

答案。比直接给一个索书号有教育作用。比如某个具体书名（多版本）加版本数。

能当场用手机查 OPAC 的人最快。又实现了推广手机图书馆的作用。”天津中*：

“@木木贝 老师您的建议很好，听说有的图书馆做过这个阅读推广活动。”木木

贝：“是的，我们有一关必须要用手机 APP 的找本书检索，并截图保存。另外的

可以是检索机检索，也有读者是凭经验自己去书架找。”

（9）《图书馆报》—职业理性工具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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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木木贝提供

1.4 关注圕人堂

(1)圕人堂收到广州图创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捐助 5000 元

图谋：“2019 年 3 月 2 日，圕人堂收到广州图创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捐助 5000 元。感谢图创软件对圕人堂的支持！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6971.60 元。”

图创鄢*：“各位老师和领导，有图书馆软硬全线建设需求，可以找我们图

创商讨，我们不怕半夜接电话的。图创高校事业部总监：鄢海波 13682227606

微信同号。各省的销售负责人也在群里，很乐意见面商讨和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图创袁*：“大家好，我是袁丹超。来自图创。”湖北董*：“图创湖北董祥波，

愿为各位领导和专家老师创造价值，提供专业服务，电话:185 7175 5037，望各

位多多指教。” 图创许*：“图创～河南～许东方。”凉菜：“我是图创的。”

图创海*：“图创～辽宁～屈海龙。” 172736*：“图创 江西销售 江岸。”

(2) 关于公司如何赞助圕人堂的答复

图谋：“关于公司如何赞助圕人堂的答复 有成员咨询如何成为圕人堂的

赞助单位，特此予以公开答复。首先，感谢关注圕人堂！涉及到钱的事情，圕人

堂需要格外慎重。赞助单位通常会有自己的诉求，圕人堂只是个草根网络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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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身的精力非常有限，需要格外谨慎，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对于赞助单位，圕

人堂在周讯中冠名以示支持，欢迎相关单位以适当形式宣传与圕主题相关的产品

与服务。赞助费全部纳入‘圕人堂发展经费’，收支情况在《圕人堂周讯》大事

记中予以公开，欢迎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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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的成员确实是包含上述方面人员。欢

迎关注与支持圕人堂！”“图谋经营圕人堂，自身所有劳动均为零报酬，不仅如

此，亦是‘圕人堂发展经费’捐助者之一。”木木贝：“真是吃的是草。”图谋：

“算是群务公开。一方面，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方面，期待更多圕人共同推动。

囿于图谋的精力和能力，许多方面做得不够好。比如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有成员

建议转发圕主题信息（少一些图谋自己写的内容），更好的吸引圕人关注。当前，

仍旧是图谋原创信息为主。因为转发信息需要获得许可，甚至也应支付稿酬，圕

人堂当前做不来。图谋的所做所为，主要是暖场作用，期待明天会更好。”

(3) 圕人堂求助实例及求助技巧

欧可妮：“群里的同仁们，大家好！我是福建师大馆的小马，最近在做古籍

修复设备的调研，希望能与群里从事古籍修复的老师多多交流与学习。”图谋：

“这种方式比较可取，时不时有老师急切的寻求交流对象，具体描述问题或者表

达交流愿望，这样效果更好。”欧可妮：“谢谢群主。”图谋：“偶尔有小窗向

我打听的，群里绝大多数成员，我并不熟悉。绝大部分我是真不知道，即便碰巧

有熟悉的，我也得慎重（这同图书馆服务工作中，保守用户秘密的道理是相通的）。

不当、不周之处，祈请谅解！圕人堂是一个基础平台，通过日常的交流，找寻到

志同道合的成员，以各种方式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图谋：“如何让圕人

堂在群规范框架下，更加有血有肉、有情有谊、有趣有味？图谋可谓黔驴技穷、

一筹莫展，期待诸君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

图谋：“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使用说明.http://search.library.sh.cn

/jiapu/。”天津财*：“没有全文。”睿智：“家谱数据库在外网能查到吗。”

Wendy：“用国图注册后可以查到上图家谱。是不是上图家谱数据库中全部内容

就不知道了。”

图谋：“姚老师求助的那篇文献，已 get 到全文了。”hanna：“谢谢各位

同仁。”图谋：“用时大约 30 分钟。”cpulib*：“属于难获取文献。”hanna：

“AIAA 的标准，有点生僻。”

芝麻君：“各位老师好，求一个能用的 sci hub 的地址，谢谢。”挂机中：

“sci-hub.fun。”豆洪青：“推荐微信小程序：removingbarriers 自动检测 S

file:///F:/sxl/20190304/.http:/search.library.sh.cn/jiapu/
file:///F:/sxl/20190304/.http:/search.library.sh.cn/jia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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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HUB 哪些可用。”

黄*慧：“https://www.wjx.cn/hj/fqq5zkakokcfxh6a7mal7a.aspx 各位老

师们，打扰了，我们课题组有个问卷烦请大家填写一下，问卷一共 16 个题目，

都比较简单，最多三五分钟就能完成。每份问卷完成后系统有 1块钱红包自动发

放。科研不易，请各位老师百忙之中抽空填写一下，万分感谢！”节能：“得到

了一个红包，要审核发放，这是么意思 ？”天行健：“意思是等一会儿就发放

了。” 黄*慧：“不好意思 发个红包聊表心意。”学无止境：“谢谢红包，已

提交。”雨田：“这样的问卷喜闻乐道 3-5 分钟,合理范围+可选性内容+红包。”

黄*慧：“谢谢各位热心的老师，感谢！” 华农李*：“女神节快乐这个群很重

要的作用之一就是社会调研，这个大家支持的话，科研就好做一些了。”

(5)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

图谋：“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 http://url.cn/5N7v8t3。”

(5)《 圕人堂周讯》关注度

图谋：“圕人堂周讯比较自然的周刊。咱们圕人自己的周刊。”37277952：

“圕人堂周讯速度升级核心 ssci。”图谋：“时下，很多刊的关注度挺低的，

有不少不见得比周讯高多少。周讯值得圕人进一步关注与利用。”

图谋：“与圕主题无关的最好别往群里贴，特别是时政类内容。切记:道路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6) 圕人堂公众号推送“女神节”礼物

https://www.wjx.cn/hj/fqq5zkakokcfxh6a7mal7a.aspx
http://url.cn/5N7v8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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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 2019-03-04 21:52:00：“上图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开通至今的表现。”

图谋：“今天推送的《民国时期的女图书馆员》，短时间内得到许多圕人的

关注与转发。”“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目前总用户数为 2108。近期，增长速度较

快。近半月，新增用户 100 余人。近期较受欢迎的图文信息有：高校图书馆人力

资源状况及其思考；图书馆领域常见名词选辑；。陈建龙，大学图书馆的本来、

外来和未来；民国时期的女图书馆员。”图谋：“关于图书馆学第一位女博士，

近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将推出。也是做为女神节礼物的。致敬女圕人兼圕知识‘科

学普及’。”

图谋：“如果要问图情论文哪家强？我看得数圕人堂。圕人堂中潜伏着不少

能人。”图谋：“当前，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145 人。已接近圕人堂 QQ

群成员数（当前为 2198）。期待圕人堂建群 5周年时（2019 年 5 月 10 日），圕

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突破 3000 人。”

1.5 韦棣华：中国图书馆界不能忘却的人

国图社秋：“韦棣华：中国图书馆界不能忘却的人（附韦棣华演讲稿）ht

tp://url.cn/5SR2NhA。再发一下，增加了韦棣华的演讲稿。韦棣华是一位事业

家和教育家，她本人留下的文字很少。” 807479*：“本群青年才俊肥羊教授自

称‘说来惭愧，我是拿到韦棣华奖学金的时候才知道韦棣华的’。纪录片 韦棣

华 Trailer 宣传片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zcyMTc2MTMy。中国图

书馆学会成立‘韦棣华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申报院校及名额由中国图书馆学会

韦棣华奖学金评委会审定。1. 申请者必须是图书馆学情报学院、系本科生或研

http://url.cn/5SR2NhA
http://url.cn/5SR2Nh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zcyMTc2MT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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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二年级（含二年级）以上学生；正在撰写博士论文者将优先考虑；2. 申请

者须具备品德优良、成绩优秀、经济困难（博士生除外）等条件；3. 已申请过

但未获得韦棣华奖学金的学生可以继续申报，并请在申请中予以说明。已获得过

韦棣华奖学金的学生，原则上不再申报。”

807479*：“纪念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的奠基者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女士 http://www.doc88.com/p-1148606201654.html。”

807479*：“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ve_laws_of_library_scie

nce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is a theory proposed by S. R. Ra

nganathan in 1931 detailing the principles of operating a library sys

tem. Many librarians worldwide accept them as the foundations of thei

r philosophy.These laws are:1. Books are for use.2. Every person his

or her book.3. Every book its reader.4. Save the time of the reader.5.

The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

顾*：“Ms.Wood 那么早就说要让普通中国人都能免费看书，在上世纪，甚

至更晚些，一个城市的公共图书馆的借书证还是一件普通老百姓很难得的东西

呢。”清凉桐影：“上个世纪主要是因为好多五线城市没有图书馆，或许有图书

馆，但是经费被挪做他用，多年不购置新的图书，所以没有借书证也就正常了。”

1.6 吕绍虞先生及《民国时期的女图书馆员》

图谋：“民国时期的女图书馆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1165308.html 图谋：2019 年 3 月通过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阅

读到 1938 年 5 月《上海妇女》月刊刊发‘妇女生活群像’中有图书馆员像，特

此予以摘编。一来走近 80 年前的图书馆，感受图书馆员生活；二来权且算作‘女

神节’来临之际，给女图书馆员们带来一份节日贺礼，祝愿她们青春常驻，幸福

美满！”

http://www.doc88.com/p-1148606201654.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ve_laws_of_library_scien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ve_laws_of_library_science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530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5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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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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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图画时报》民国 21 年 11 月 17 日 878 号大夏大学女生

徐徐清风：“三十年代少数读者不文明的行径，还有馆员的职业心态，简直

跟现在一模一样的存在。”图谋：“《图画时报》民国 21 年 11 月 17 日 878 号

大夏大学女生。”張濤：“最难变的还是教育体系。”徐徐清风：“民国 21 年

已经流行超短裙了。”图谋：“根据这张图，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图书馆员及读

者大概会是啥模样。” 徐徐清风：“也可以想象出民国时代，当时的中国一线

城市，真的很繁华，也很国际化和时尚。”

图谋：“吕绍虞（1907～1979），原名吕型孝，大明市藕岸村（今属羽林街

道）人，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1929 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

留校图书馆工作，1931 至 1933 年间，进入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深造,毕业后返大夏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讲师,继任上海鸿英图书馆主任兼大夏

大学讲师、浙江英士大学图书馆主任各达 4 年，抗战胜利后,任南京国立中央图

书馆编纂兼编目组主任直至解放。解放后,被聘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授、

目录学教研组组长兼图书馆主任,1953 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文华图书馆学

专科学校并入武汉大学,亦随之调入武汉大学任图书馆学专修科、图书馆学系教

授,兼目录学教研室主任, 为当时武大图书馆学系仅有的四位教授之一，与徐家

麟、黄元福、皮高品一起被誉为该系四台柱。直至 1975 年底退休。1978 年被选

为湖北省图书馆学会首届理事,直至 1979 年辞世。信息来源：《上海妇女》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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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三期(19380520)：12-13.”

图谋：“吕绍虞先生翻译的《美国圕女职员概况》与民国时期的女图书馆员

那篇文字均在《上海妇女》（第一卷第三期 19380520）。”图林毕*：“@图谋

这个特别好。”图谋：“今天的女图书馆员们是否也可以展示一下群像，以便 8

0 年后的人们一睹图书馆员的芳华？说这句话，应该进广告。”

图谋：“民国时期的女图书馆员 http://url.cn/553r12S。80 年前的圕人之

从业抒怀。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发布之后，未料到短时间内有 150 人浏览，看来大

家比较感兴趣，干脆在圕人 QQ 群、微信群、及朋友圈推送一番。”

图谋：“民国时期的女图书馆员 http://url.cn/553r12S。我国培养的图书

馆学第一位女博士——马芝蓓 http://url.cn/5mf9iW5。以上两篇图文信息，算

是圕人堂为女圕人奉上的女神节小礼物。欢迎关注与推广！”

1.7 开设图书馆学专业的大学名单

小洋：“ 现在，全国有几个学校本科有图书馆专业啊。” biochem：“在

河北省，河北大学发展目前落后于河北工业大学、燕山大学。燕山大学发展太快

了。2018-05-03，大学生必备网整理的开设图书馆学专业的大学名单，总共 24

所学校。” 小洋：“现在公共图书馆不招图情毕业生，高校图情本科生进不去。

难道让图书馆学本科生都去读研吗。”空空：“政策的引导。”biochem：“河

北大学工商学院属于河北大学的独立学院。”biochem：“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

院是 2000 年 7 月经辽宁省教育厅批准成立、2003 年 12 月教育部首批确认由辽

宁师范大学按新机制和新模式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独立学院)。”睿智：

“吉林大学没有图情本科专业，研究生有图情硕士点。”

http://url.cn/553r12S
http://url.cn/553r12S
http://url.cn/5mf9i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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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 biochem 提供

1.8 广州图创 21天阅读计划及线上你选书我买单活动

图创鄢*：“我们为高校馆策划了一场 以‘阅读季’为主题（21 天阅读计

划），举办线上阅读活动，包括：微信推文点赞有奖、21 天阅读等，推广图书

馆阅读活动服务，不再只是借书还书、自习。提高图书馆电子资源阅读量，让更

多学生读者利用图书馆电子资源等便捷服务，为图书馆公众号实现涨粉，培养学

生阅读习惯，提高学校知名度，提高图书馆影响力。第一阶段【留言点赞送好礼】

本阶段的目的在于增加活动软文的曝光量，并为公众号吸粉。流程为：学生在文

章下留言后，转发朋友为自己留言点赞，赞数高获礼品，提高活动传播量。第二

阶段【21 天阅读计划】本阶段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培养阅读习惯。流程为：读

者绑定登陆读者证，每日阅读签到留言得积分，积分高获礼品。为迎接 4.23 读

书日，有需要咨询的学校，请电话微信联系我：13682227606 我安排图创所在

区域的技术为你们免费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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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创鄢*：“广州图创为高校馆策划‘线上你选书我买单活动’，从学生教

师等读者特殊借阅需求角度考虑，云书馆系统对接知名电商，读者通过线上（P

C 端、移动端）选择新书，即可进行选购图书快递到家，借阅时间到期后归还图

书馆。本次活动图创免费提供宣传、服务，减少图书馆工作人员工作量，为回馈

图创用户而拟办，通过新型的图书借阅模式，可达到以下效果：v吸引更多学生

读者关注图书馆，增加图书馆公众号粉丝量 v活动大规模发散传播宣传，扩大学

校及学校图书馆知名度 v增加图书复借率 v优化采购模式，从传统采购模式转换

为读者需求导向采购模式，提高图书质量，以学生需求和教师教研需求为导向，

高校图书馆应课程发展变化需要，需要及时更新图书馆藏，便于教师和学生读者

可获得最新的学习教材，结合书店、互联网电商，优化馆藏，为读者提供最新的

学科研究服务教材。为迎接 4.23 读书日，有需要咨询的学校，请电话微信联系

我：13682227606 我安排图创所在区域的技术为你们免费开通！免费活动时间：

20190305-20190423。”爱书人：“@图创 鄢海波 这个创意很好，请问结算如

何处理？”图创鄢*：“感谢图人棠群里的老师对图创的支持，今天加了很多老

师的微信。图创这次围绕 4.23 开展的 两项活动 ：21 天阅读计划、你选书我买

单。都是免费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了解图创的产品和服务态度。有需要

了解的 我都是直接电话联系的。真的感谢。”图谋：“@全体成员 广州图创为

高校馆策划‘线上你选书我买单活动’，从学生教师等读者特殊借阅需求角度考

虑，云书馆系统对接知名电商，读者通过线上（PC 端、移动端）选择新书，即

可进行选购图书快递到家，借阅时间到期后归还图书馆。免费活动时间： 2019

年 3 月 5 日-2019 年 4 月 23 日。感兴趣的成员请咨询：鄢经理 13682227606。

（微信号与手机号相同，亦可通过微信咨询）。”

1.9 小议“你选书，我买单”

豆洪青：“各馆图书招标这块，除了传统的馆配商，有没有招专门的电商之

类的？”闽农林*：“目前为止，我馆没有。”豆洪青：“如果能招电商 就好了，

淘宝、京东、亚马逊图书、新华书店线上，用户自己选书，那才方便。”自由的

*：“如果不突破现有政采模式，这种‘你选书，我买单’办法实施起来难度很

大，而且风险不小。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具体实施的。记得多年前内蒙古图书馆就

搞了一个这样的‘彩虹计划’。”豆洪青：“线下的这种‘你选书，我买单’很

多馆已经开展，基本上只能与新华书店等中标的馆配商合作。”Lazycat：“彩

虹计划，结果最大受益者不是内蒙，是北京。”自由的*：“@Lazycat 愿闻其详！”

西交大*：“电商招标是不是不要独立招商。”Lazycat：“你招标人家也不一定

来，而且按现在招标的评分方法，电商中不了。”豆洪青：“单独针对电商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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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标准可以吗？”自由的*：“如果电商能做，那么现在新书到用户的速度，就

会大大提高。”Lazycat：“内蒙本身书店少，读书的人少，为了能买到书（花

完钱），彩虹计划在北京设了点，内蒙人可以在北京的点选书（先借再还到北京

的点），但多数是北京的读者享受了这好事。”叮咚：“电商没有针对图书馆的

审核控制功能吧，读者自由买书的话馆藏结构太受影响；如果馆员介入的话没有

专门的审核控制功能工作量太大。浙江新华有个芸台购，可以直接快递给读者，

就是书比普通电商少。”Lazycat：“但是现在的大型馆配商也有平台，针对图

书馆需求其服务手段，资质比电商还好。”木木贝：“内蒙古图书馆前几年开展

过彩云服务，现在不知道是否还保留。”Lazycat：“项目还在。”自由的*：“可

不可以把采购经费分为两部分，大部分经费用于传统采购，部分经费用于新型电

商采购。”木木贝：“我还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探讨高校图书馆开展‘彩云

服务’的可能性。”qq：“电商图书的正版性是否也得审核？”叮咚：“自营的

应该还行，第三方的不予置评。”豆洪青：“现在学校小型设备采购都是云平台，

采购完后直接报销掉了品目限定，如果电商愿意，可以给每个学校做一个选书的

池子。”爱书人：“让读者参与采购是好事，问题是如何解决图书固定资产的采

购、支付、入账手续？”qq：“感觉很难把控。”自由的*：“这个有的研究。”

爱书人：“请问有哪家图书馆有可行的实际操作方案？”Lazycat：“这个怎么

分？啥比例，对书的类型有没有要求？对内容如何把控？”自由的*：“所以我

觉得这个问题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Lazycat：“其实快速应答读者荐购就好。”

图书馆*：“如果财务审计没问题，这个应该就没有问题。”诗萧：“这个事是

个噱头，意义不大，好多开展了的馆，也没看起多大的用。”天涯：“图书馆和

书店之间会有一个规则匹配，符合规则的图书才允许读者借阅。”天涯：“比方

说，图书馆有的图书，是不许读者在购买节约的。”叮咚：“我们现在仍然使用

汇文的荐购功能。读者荐购，图书馆每天处理、回复，每周形成一次订单，发给

馆配商，要求馆配商一周内裸书送到。有库存的可以快递给我们，没有库存的需

要在京东、当当自营书店里采购后直接快递到学校。四家中标馆配商轮流做，基

本上每个月轮到一次。年底按照招标折扣统一结算。2018 年全年进入到采购环

节的荐购图书是 1100 多种、2700 册左右。基本上能达到荐购后 1个工作日答复、

10 个工作日之内上架。感觉基本能满足读者需要。我们的荐购页面：http://20

2.206.242.99:8080/asord/asord_hist.php。”豆洪青：“各机构单独一个选书

池子的话，类型与内容应该问题可以解决的，总经费切分比例问题，这个可根据

预算经费及图书量来考虑吧。”qq：“建议广州图创把现行政策及图书馆实际情

况纳入活动计划重新完善下方案，或者联系个馆试验有成功案例后推广。”Laz

ycat：“@豆洪青 查重功能没有，最后和做订单差不多。”豆洪青：“应该是更

http://202.206.242.99:8080/asord/asord_hist.php
http://202.206.242.99:8080/asord/asord_h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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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机遇。做池子的话，当然是要做查重的了。与馆藏查重，与采访书目查重。”

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和无锡市图有共享的系统，读者能直接去挑书并把书

带走，财产归属图书馆。能实现条件匹配。”Lazycat：“@图书馆－饭饭 指定

的图书吧？北京某馆在王府井书店开了分馆，读者选的书直接算分馆的。”图书

馆*：“不是指定的。”Lazycat：“项目一年 100 万（单一来源）。”图书馆*：

“能进行查重和复本规定。”Lazycat：“@图书馆－饭饭 不是现场挑的吗？等

于指定。”图书馆*：“新华书店那么多书哇，这个范围也够可以了。”Lazyca

t：“还是从外面自己带书过来图书馆报销？”图书馆*：“直接在新华书店门店

挑选带走。”Lazycat：“北京这个如果项目到期经费有结余直接作为图书馆经

费采购。”Lazycat：“我要是这个店的经理，保证让他花完还不够。”bioche

m：“买老外的原版书啊，超贵。”Lazycat：“现在现金买书报销太麻烦了，我

们要求用公务卡。”Lazycat：“读者又不是都有公务卡。”自由的*：“审计很

严格。”Lazycat：“对读者的好处是臆想出来，对馆员的害处是实实在在看得

见摸得着的。”爱书人：“@叮咚 刚看了贵馆的荐购页面，做的真好！学习了！

我们学校也在搞荐购，但是受财务支付和书商相应缓慢的限制，荐购基本上只是

一个形式。对于读者而言，需要的是能够得到图书馆的及时反馈和回复。”Laz

ycat：“荐购主要需要馆员响应快，然后其他的都好解决，一周或一旬内是能到

货的。”图创鄢*：“各位老师的疑问和建议图创都收到了。图创是最早做线上

线下开采系统的。成功案例非常多，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电话或加我微信。我定

一一答复 并协助解决。昨天很多老师 我都有电话直接沟通。很抱歉我不能在群

里说的更细大家都知道 还有很多同行单位在群里。”Lazycat：“都是相互适应。”

图创鄢*：“书的来源可以书城、可以书商、新华书店 。”Lazycat：“只能中

标人。这次免费下次付费？多少钱？”图创鄢*：“上了就免费。线下开采 收费。”

Lazycat：“@图创 鄢海波 何解？”图创鄢*：“和新华书店合作 收费。”图创

鄢*：“线下开采 有屏硬件 有智能借阅柜。”傲娇的*：“沈师的荐购渠道比较

多。有一位专门负责零采的老师。”Lazycat：“沈师我不羡慕其渠道那些是好

解决的，我羡慕的是人。”

小马哥：“很多都是回复快，到书慢，读者最后都没有耐心了。”傲娇的*：“沈

师还真挺快的，一般在半个月内都能上架。有的一周就可以了。” Lazycat：“沈

师还有一个处理毕业生赔书的很好很人性化。”

明月：“你看书我买单很多馆都做了呀，我们馆也做，效果挺好的，读者在

京东上买书，第二天就到了。”豆洪青：“@明月 一年经费有超过 10 万吗？走

零星采购？”明月：“具体经费我不清楚，我们的名字叫做‘云悦读’，分线上

线下的，线下在指定的书店，线上就是京东。口碑不错。具体的业务数据我不太



圕人堂周讯（总第 252期 2019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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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

清楚，因为刚来这个馆，但是我们都在用，京东上下好单，第二天就送到家里了。”

豆洪青：“公共馆做京东的比较多，财务好像没问题。”图创鄢*：“图创具备

图书供应商资质,开票也是图书购书经费。重点是免费。”爱书人：“@图创 鄢

海波 感谢鄢总监的及时回复！”图创鄢*：“@爱书人 赵老师 感谢对我有力的

支持！要让大家信赖 真的很难。免费的东西，真的比较难说清楚。”

豆洪青：“就拿昨天那个你下单我买书来说，其实如果这项服务开展得好，

相当于新华书店、京东，都是你的延伸馆藏了呢。还有一类大学园区图书馆，大

家共享的馆藏。” 天津财*：“你选书，我买单活动也开展过。”蜂鸟：“我们

是有时候采书，把院里的老师也带上，一起采。”武汉东*：“让教师在书单上

勾选。”蜂鸟：“有时候看书单看不出什么的。”木木贝：“采访的人先要认真

了解学校开设的全部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最好是由有相同或相似专业背景的

人采访专业性很强的图书，或者是书目选好后让各学院的骨干教师过一遍，剔除

价值不高的。同时，采购的方式要多元化，书目选、到书商展厅选（现采）、才

加外采、教师推荐、学生推荐、让书商（或大出版社）定期整理畅销书书目等。

另外，可以额外申请一笔备用金，网购读者推荐的图书，解决读者急需用书的需

求。”木木贝：“参加外采。”

1.10 高校图书馆建设

图片由 tianart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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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哦，那是河北科技大学图书馆。”tianart：“@脂砚斋 高校馆。”

图谋：“外形有点像国家图书馆二期？”tianart：“今天终于结束了开学以来

的雾霾天，适合拍照。我们建设周期长，10 年以前的设计。”图谋：“在建新

校区图书馆主体地上八层，南北裙楼两层，建筑面积 5万平方米，配备阅览座位

5000 余个。”美玉：“不容易啊，科大图书馆建成了。”图谋：“马上要步入

内装修阶段？河北省图书馆是高端大气上档次，是一所现代化管理与服务水平相

当高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图书馆报》有专题报道。群相册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

相册中，有不少河北省图书馆的照片。河北省图书馆.http://www.helib.net/b

ggk/2011-09/02/content_1181.htm。”图谋：“（1）图书馆报的博客.一书一

刊总关情——访河北省图书馆馆长 李春来.http://blog.sina.com.cn/s/blog_

4d5a923b0102vxdb.html（2）河北省图书馆日 期 : 2017.12.01 来 源 : 图

书馆报版 次 : 第 A01 版: A01 正 文 : 河北省图书馆始建于 1908 年，开馆服

务于 1909 年，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11 年 10 月，面貌一新的河北省图书馆新

馆正式开放服务。新馆建筑面积 50600 平方米，设计藏书量 330 万册，服务窗口

由原来的 17 个增加到 30 余个，阅览座席 3000 余个，设置信息节点 5000 个，实

现了无线网络全覆盖。新馆采用藏、借、阅三位一体服务模式，实现了‘全开架、

零门槛、无障碍’免费开放。河北省图书馆新馆被评为‘河北省十佳公共建筑’，

现已成为河北省会地标性建筑。新馆开放后，丰富的文献、先进的设施、舒适的

环境、周到的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到馆，年举办阅读推广活动 600 余次，

年接待读者 250 万人次。”“关于金陵科技学院图书馆，据《2017 年江苏省高

等学校图书馆发展报告》，2017 年度新增纸质图书 144,809 册。当年新增图书

生均拥有量 7.26 册。文献资源支出费 268.28 万元。”

广东小*：“为什么之前高校图书馆规程对于很多指标都有具体的规定，现

在都没有了，听朱强馆长解释过，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出

台之后，高校具有办学自主权，所以再做具体的规定于法无据。”豆洪青：“我

就是觉得奇怪，17 年修订的《基本办学指标》修改版怎么到 19 年了还没发布呀。”

图谋：“指导性文件应该珍惜。”豆洪青：“生（当量）均新书四册，现在研究

生，留学生越来越多，当量也越来越大，新书量对好些学校来说，一年就要 10

几万册评估，将成为一个没意义的数字。”图谋：“不能完全以法律思维解决实

践问题，若干实践问题，需要业界凝聚力量，形成共识，循序渐进。当前的指导

性文件，种种原因，未能引起业界足够的重视。”自由的*：“对于西部的好多

经费不足的高校，取消硬指标，校方很可能将图书馆的经费削减到最低。”豆洪

青：“为什么以前评估时，有些馆会买一些处理书来凑数？规程早就有指导的，

但有实践中，以这个规程去想说服学校，相信好多馆长都做过的，也尽过力的，

http://www.helib.net/bggk/2011-09/02/content_1181.htm
http://www.helib.net/bggk/2011-09/02/content_11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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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给你钱，你也没办法，评估时，说是历史欠账，图书馆你想办法....”顾健：

“大家要转变思维，图书馆拿了那么多钱，买的书没人看，有什么意义？靠一个

标准来制约，有的图书馆嫌太低，有的嫌太高，而且办学自主权，学校可以理睬，

也可以不理睬，理睬也可以用特价书，或者虚报数字。”海边：“图书馆拿了钱，

不一定非全部来买书，买好的平台，更方便读者，也是好事。指标要合理。”顾

健：“指标无法合理，因为制定指标的人目光有限，特别是国内外行领导太多，

而且学校图书馆之间差距巨大。”豆洪青：“就是 17 年，我们说资源涨得太厉

害，按现在的经费价格，影响有哪些，上校长办公会讨论，怎么弄。”豆洪青：

“结果领导们都说要保障，还要增加，写在文件中去。@海边 这样才会有一个良

性的发展，自主的发展。”海边：“弄几个指标体系，各馆自选对自己有益的。”

顾健：“拿高职高专图书馆来说，我们的藏书量合格标准是美国同类学校中间水

平的 6倍。坦率地说，图书馆行业实在是太没有作为了，或者说有的作为太离谱。

本科院校生均 100 册，我注意到，当年北大图书馆就是这个水平。”清凉桐影：

“这些标准数值，没听说过曾经邀请图书馆的专家参与制定，可能是我太孤陋寡

闻了。”图谋：“量是方面，质是另一个方面。美国高校的馆藏多为一种一册，

国内高校为了凑数，有的一种书可能有数十本，甚至超过 100 本。”麦子：“@

cpulib2009 我理解，还有就是图书馆面积多少平这种很土的表达法。”F：“拼

死拼活凑够了生均 100 册，图书质量堪忧，没人来读，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图谋：“大小学校号称藏书数十数百万，真正能用的书需要折 N折。这也是纸质

藏书利用率的原因之一。”木木贝：“在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前，统一一个标准

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清凉桐影：“如果没有生均册数等指标，如果没有

阅读推广等政策，我的理解，图书馆的经费可以是 0。”清凉桐影：“之前见过

一份调查报告，说广东省的县级图书馆，在建国后到九零年代初期间，年均图书

购买数量还没有解放前多，有些县级图书馆甚至在剔旧之后出现了图书数量的负

增长。”木木贝：“尽管图书馆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还是热爱这个行业。”

向日葵：“@清凉桐影 县级馆的确是不容易，都是花钱。财政不给力就更难。现

在还好有中央财政免费开放支持哦。”论坛刘编：“任何时候任何行业都有这样

那样的问题，接受它，改变它。”麦子：“@木木贝 埋怨其实是看到问题解决问

题的第一步，整天正能量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因为大家很满足了。”论坛

刘编：“发现问题，是热爱的表现之一。发现问题，能力就不一般。”木木贝：

“用户的抱怨对商家来说可能是很好的商机。”海边：“基层馆员一直在努力务

实。”

1.11 高校图书馆员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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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高校图书馆员该干什么？http://url.cn/5TFAMOE。”湖商陈*：“图

书馆馆员该干嘛？谁来执行。”吼吼哈哈：“请问高校图书馆还可以提供什么的

样服务?需要什么方面的图书馆人才?图书馆人才需要哪些技能?（高校图书馆的

发展之路在哪，高校图书馆员的发展之路在哪？感觉自从图书馆引入更多自动设

备后，更不清楚高校图书馆员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呢？）。”扣肉：“搞学科服

务啊。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不是文献流通，而是知识传递和共享啊。创双一流，图

书馆是资源中心的地位不能动摇。”图书馆*：“图书馆是弱势群体。”清凉桐

影：“不久的将来，云图书馆成熟了，资源中心在哪还不知道呢。”扣肉：“云

图书馆只能是书库，没法变成资源。将书库的内容，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才

是高校馆馆员应该做的。更重要的是，要教会读者，将图书馆的资源为己所用。

我有时在流通帮忙，人少的时候会和学生聊两句。问问学生的专业，研究方向。

然后推荐一些他可能感兴趣的其它资料。很多时候，读者不一定会利用图书馆的

资源，我们就要引导他。”挂机中：“不管资源在哪里，帮读者获取利用文献信

息或者说提高读者获取和利用文献的能力永远是图书馆员的重要工作之一。”扣

肉：“这种东西，即便有人工智能帮助，也比不上一个对馆藏十分了解的馆员。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从外校考进来的研究生。来借一些与他专业完全没有关系的东

西。我就跟他聊了两句，发现他有这方面的兴趣，那我以后遇到交叉学科的东西，

就可能会主动推荐给他。使用智能设备之后，馆员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变少了，我

觉得不一定是好事。”图书馆*：“你是哪个学校。”扣肉：“哪个学校都是一

样的。创新型高级技术人才，指望老师教出来是不可能的，必须得学生自己发展

起来。”图书馆*：“我们连空调都不允许开。”扣肉：“要鼓励学生多看书，

看好书，总是不需要经费的。看看那些利用率低的书，可以自己先分析一下原因。

采购计划不合理的，已经既成事实，只能以后改进。内容还不错，缺少推广的，

馆员要进行宣传。自助设备的引入，担心馆员无事可作，属于杞人忧天。”二木：

“图书馆最重要工作之一是阅读推广，就高校馆来说，这方面工作应更多地依靠

年轻馆员和读书协会。”扣肉：“年终总结，如果你写一篇馆藏分析，别的不敢

说，优秀馆员是没跑的。”图谋：“有人问我：想知道图书馆老师现在都在关注

什么，能不能给点线索？我的答复大致是：这个问题其实挺难回答的。图书馆员

现阶段较为广泛关注的可能是阅读推广。马上读书节了，各馆需要搞各式各样的

活动。高校图书馆提的比较多是‘双一流建设’‘学科服务’。如果是图情学术

研究，《图书情报工作》的 2019 年选题指南算是重要参考。答案不甚理想，仅

供参考。图书馆员的情况，个人认为是相当复杂的。圕人堂中图书馆员，很大程

度上或许无法代表图书馆员群体。从日常交流看，圕人堂中的图书馆员对图情研

究相关话题关注度较高，实际上属于图书馆员群体中的少数派。”

http://url.cn/5TFAM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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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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员该干什么？

2019-3-6 09:47

近期，图谋与数位高校图书馆员同行交流，颇为感慨。高校图书馆这些年图书馆

员的工作重心在：阅读推广、科技查新、学科服务。馆藏建设严重弱化，因为纸

本的采选、加工等不同程度外包，数字资源买商业化的数据库。当前不少图书馆

员当工人用。平均下来，人均负责纸质馆藏数万册，倒库、整架这类活，多依靠

图书 ...

个人分类:圕人堂|402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我国培养的图书馆学第一位女博士——马芝蓓

2019-3-3 22:22

1992年考取，1995年毕业，博士论文题目《文献价值论》，导师：彭斐章。1992
级博士同学：贺修铭、肖希明。 教育背景：1982.9-1986.6 山西大学信息管理系

本科毕业, 获学士学位；1986.9-1989.6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研究生毕业,获硕

士学位；1992.9-1995.6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研究生毕 ...

个人分类:圕人堂|99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民国时期的女图书馆员

2019-3-3 09:16

图谋：2019年 3月通过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阅读到 1938年 5
月《上海妇女》月刊刊发“妇女生活群像”中有图书馆员像，特此予以摘编。一来

走近 80年前的图书馆，感受图书馆员生活；二来权且算作“女神节”来临之际，

给女图书馆员们带来一份节日贺礼，祝愿她们青春常驻，幸福美满！ 图谋摘自：

《上海妇 ...

个人分类:圕人堂|126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闲话专业话语权

2019-3-2 22:41

有一天，有位老师对我说：“你近年来名气很大，为图书馆界，提供交流平台，

发表见解，作出重要贡献。”“QQ群和公众号、博客，你都做得很成功。”如此评

价，出乎我意料。我联想到“专业话语权”这个词，有所思考。 我写图谋博客、

管理和维护圕人堂 QQ群、开设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这些 ...

个人分类:圕人堂|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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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59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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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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45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545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545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6545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545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6545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5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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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6530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6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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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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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广州图创为高校馆策划“线上你选书我买单活动”，从学生教师等读者特

殊借阅需求角度考虑，云书馆系统对接知名电商，读者通过线上（PC 端、移动

端）选择新书，即可进行选购图书快递到家，借阅时间到期后归还图书馆。免费

活动时间： 2019 年 3 月 5 日-2019 年 4 月 23 日。感兴趣的成员请咨询：鄢经理

13682227606。（微信号与手机号相同，亦可通过微信咨询）。

（2）2019 年 3 月 8 日，图谋发 100 个拼手气红包（总金额 100 元），主题：圕

人堂祝女圕人节日愉快！

（3）（3）2019 年 3 月 7 日 22:00,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145 人。已接近

圕人堂 QQ 群成员数（当前为 2198）。期待圕人堂建群 5 周年时（2019 年 5 月

10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突破 3000 人。

（4） 2019 年 3 月 8 日 14:00，群成员达 2199 人（活跃成员 375 人，占 17.05%），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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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写丹枫（实习） 宋晓莉（指导）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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