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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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君：“2019 年海南省图书情报专业人员培训班 6月海口举办 http://url.cn/5uYDQLk。”

会议君：“大湘西片区图书馆 2019 年学术研讨会 7月吉首召开 http://url.cn/5bcjciY。”

图穷：“关于举办图书馆服务创新及案例写作培训班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gbuUMP9Ev0pcLrB0StkN4g。”

会议君：“高校图书馆馆员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提升培训会 6月长春召开

http://url.cn/5WCdZo0。”

闲在心上：“金湾区图书馆诚聘英才 http://url.cn/5rA3PF2。”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4）‘由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经销。网店售书链接：1当当网

http://product.dangdang.com/27870560.html

2 京东 https://item.jd.com/12610240.html。”

加减：“重磅！2019 社科基金会评开始！

https://mp.weixin.qq.com/s/XqWWX8GIXPp6FkOjSuVMYw。”

天涯：“江苏省现代教育技术研究 2019 年度课题申报通知

http://jsmeti.jssnu.edu.cn/Show_news.aspx?log_ID=282。”

图谋：“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http://url.cn/53zAyfH。”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的三个问题 http://url.cn/5CW7rFd。”

常宏-*：“2019 全国书偶创意征集活动现在正式注册报名，报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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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lib.cn/shuou.htmlhttp://shuou.artlib.cn/index.html 邀请大家积极参加，万元大

奖等你来赢！”

道无言：“紧张的城市公共资源：中国各省公共图书馆数量及人均图书拥有量排名

https://mp.weixin.qq.com/s/b8tqY3qPDA9sps91DdK3Lw。”

会议君：“小报界的“四大金刚”http://url.cn/5HYwZ0n。”

常宏-*：“2019 全国书偶创意征集活动现在正式注册报名了：报名地址：

http://www.artlib.cn/shuou.htmlhttp://shuou.artlib.cn/index.html 邀请大家积极参加，万元大

奖等你来赢！”

图谋：“刘洪：《图书馆论坛》投稿指南(最新版）http://url.cn/5Tp0koD。”

1.3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图穷：“我只有工程师、馆员两个中级证书，想搞个助理研究员证书，还蛮难的！刚才查了

咱们江苏省社科研究助理研究员需要两篇 C刊文章，我还缺一篇今年咱们江苏省社科研究

专业职称正在申请中。”

图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政策法规 关于报送 2019 年度省社科系列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 http://jshrss.jiangsu.gov.cn/art/2019/4/26/art_57242_5262.html。”

徐州田雨：“走管理岗位的助理研究员，学校自己定。一般中级走当地认定。”图穷：“我在基

层公共馆，助理研究员在市委宣传部干部处申报。”图穷：“明年看看有没有两篇 C刊。”徐

州田雨：“两篇 C刊太高了，副高都达到了。”

湖北科*：“助理研究员是啥概念？”图穷：“社会科学研究系列职称分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

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爱书人：“馆员是图情系列的中级职称，助理研究员是社科研究的

序列职称，是转评审系列，还是同时可以拥有两个序列的职称，得看自己所在单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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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评聘一体还是评聘分离

湖商陈*：“请问一下，我们学校现在没有副高职数的名额指标，我们可以先到省文化厅评副

高吗？学校先不聘，这个文件谁有吗？”

广东小*：“我们学校搞过评聘分开，也搞过评聘结合，但是最后还是采用了评聘结合。之前

评聘分开的时候，很多人上了职称很多年都聘不了，也是闹出了很多事情。主要是看你们自

己学校的文件。我们这边职称评审权限下放之后，学校都不允许这样做。送出去评审必须是

学校推荐。”

爱书人：“评聘一体，还是评聘分离也是各个单位自由掌握。我们学校原来理工学科老师既

拥有教师序列的职称，也拥有工程序列的职称。现在隶属关系划转教育厅后，教育厅明确不

允许同时拥有两个序列的职称。”

窗外的海：“先评不聘这个都是每个学校自己的规定。”

图穷：“江苏人社是这么说的，安徽也是这么规定的，鄙人六年前在皖北某某县人社系统待

过。人社部门要求评聘分离，可以申请多个职称证书。”

伊丰：“评聘分离，看单位，也不是说你过了就聘任。比如说你是教授，当了后勤处长只能

拿处长的工资，要拿教授的工资必须在教学岗位或者专业技术岗位。部分岗位可以双肩挑，

比如教务处长，科技处长，图书馆长等，当然各单位具体情况不一样。很多牛的高校是给你

评，肯定上，但是轮不到你评，我知道一个高校图书馆基本没有高级职称，因为学校出不来，

图书馆的文章项目和教师，实验系列没法比啊，都出不了学校。”

1.5 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艰辛与责任

图谋：“金波, 周枫. 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艰辛与责任[J]. 档案学通讯, 2018,

(2):4-9.文章对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创建、发展与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指出我国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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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高等教育存在学科基础薄弱、学科建设艰难、学科影响有限等问题。档案事业的发展、

信息技术的应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都要求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

适应时代要求,主动承担历史责任,强化学科内涵建设,提升专业品质、学术品牌与学科地位。”

1.6 图书馆学学科建设

情报学*：“五线城市大专图书馆，吸引不到图书馆学本科生。”

时光倒流：“严格意义的图书馆专业应该涵盖时下所需。可能有情报课！计算机编目课，阅

读心理课等的分工。细化分工就是社会需要！需要时间来分解。”

远归：“职业化、专业化，是专业教育和专业认证是最途径。见到过一些在图书馆呆过几年

的有话语权的人，对图书馆专业性的藐视和无所谓。也见到专业馆员的懒惰和不思进取抹黑

了图书馆馆员群体画像。”

曲师大*：“图书馆学的专业性毋容置疑，图书馆的专业性和价值却很难体现。这是我们需要

证明的图书馆的价值，而不是再纠结所谓的职业化。社会需求（用户需求）是馆员职业化的

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自身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终归还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学界有争

论太正常了，没争论才可怕。图书馆真正做到知识的有序组织、准确传播和精准服务，自然

会对图书馆从业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要求，门槛自然就会有，此时再提职业化，水到渠成。”

加减：“图书馆没有职业准入制度的话，这个专业会越来越被边缘化，阿猫阿狗都可以来。”

顾健：“没有职业化，如何证明价值？ROI 的算法，在有些领域可以，比如研究型高校图书

馆对基金项目的支持，但是对于教学型的高校图书馆来说，ROI 怎么算？即使有了职业化，

确实不是一劳永逸。现在图书馆行业的社会环境很多时候是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社会需求

选择的结果。”

曲师大*：“图书馆经济价值的评估方法已经有较多的研究：[1]李超平,叶斌.基于成本效益分

析的公共图书馆经济价值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38(02):12-20.[2]刘璇.基于成本-效

http://www.twi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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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分析的公共图书馆经济价值研究[J].图书馆杂志,2010,29(02):10-15.[3]殷沈琴.条件价值评

估法在公共图书馆价值评估中的应用[J].图书馆杂志,2007(03):7-10.”

倒立的*：“我和顾健老师曾经深入讨论了职业化这个问题。虽未达成一致，但让我也对职业

化有进一步的认识。我认为，职业化并不是也不应该是某机构创制的，而是一个社会需求选

择的结果。职业化是用户需求和专业分工的统一。我们能做的是尽量系统化知识，提高知识

复杂程度和业务分工细度。需求并不是我们决定的。职业化是市场决定的。并不是所以职业

都必须职业化。到时候即便没有职业化的需求，也没关系。不影响图书馆服务。只要这种服

务是需求驱动的。”

刘编：“个人也罢，机构也罢，学科也罢，江湖地位，都是干出来的；恩赏和哀伤，都是不

可靠的。学科建设，我觉得，需要持开放的态度，要坚守，但不能自闭。这个时代，就是洗

牌非常快的时代，学科竞争激烈，不被洗掉，就要前行，跟跑、并跑甚至领跑。”

麦子：“职业化可以说中国图书馆业界头等重要的事：因为有了职业化，可以把图书馆员的

地位制度化，而且使它具有排他性。”

1.7 图书馆员是否可以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证

福蛙：“请教大家一个具体的问题：图书馆可以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证吗。我们有同事申请被

拒绝，说是教辅部门的缘故。我们下一步又想重新开设《文献检索课》，没教师资格证就属

于无证上岗，现在想申请又不得，纠结呢（我们在广东）。我们学校有规定，拥有教师资格

证才能读博深造。”

木木贝：“广东最近几年还真不可以。早 2年馆里有位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老师想

申请教师资格证，材料都交到省厅了，结果还是被刷了，理由是图书馆学专业不能申请。”

长沙市*：“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文献检索课》是专业老师上，不是图书馆老师上课。”

碧海潮生：“我们当初上的信息检索就是张厚生教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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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9 全国书偶创意征集活动

常宏-*：“2019 全国书偶创意征集活动现在正式注册报名了：报名地址：

http://www.artlib.cn/shuou.htmlhttp://shuou.artlib.cn/index.html 邀请大家积极参加，万元大

奖等你来赢！”

1.9 《图书馆论坛》投稿

图谋：“刘洪：《图书馆论坛》投稿指南(最新版）http://url.cn/5Tp0koD。”

徐州田雨：“居然给审稿意见，赞。”寇子-*：“灵活多样的交流媒介，轻松活波的信息传达。”

挂机中：“就冲着审稿意见也要都投下试下。审稿速度快，不行还可以投其他刊。”

刘编：“粤菜追求鲜，《图书馆论坛》长于斯，第六期，冒着热气，出炉啦。亲，趁热，来

两口！本群贡献良多，比如，封面由官老师提供；压轴作品，来自大洋彼岸的麦子......感谢。

本期好些文章值得细看，比如，重庆大学图书馆的‘阅数据’，第一次这么细致，非常难得！

我们以前关注‘借数据’，但‘阅数据’，很难获取，导致图书馆好些阅读推广工作，往往是盲人

摸象。重大馆的探索打开了一个新窗口，很多发现有趣，有价值！”

曲师大*：“刘编好，请问投稿论文的格式需要按照贵刊进行调整吗？”刘编：“是的。这样最

好。”木木贝：“麦子的文章，总结部分占了 1.25 个版面，罕见。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应该

接着写下篇。”

刘编：“其他文章也都很好。另外，大家可以关注到，实际上，期刊真的不会看机构等等，

比如，本期，就有一篇来自中学图书馆的大作。大家猜猜，是哪篇？文章不录用，首先要想

到，可能文章还有不完美的地方，而不是其他。这样，可能对自己正确看待自己的研究成果，

有帮助一些。”

徐州田雨：“图书馆论坛一直是高大上，十多年没有投过了，下次我也去投为了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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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文章即使不录用，也希望编辑指出不足，以便改进！”

刘编：“感谢理解和支持！马云说：伟大都是被委屈撑大的。成为学术名家的路上，也有委

屈的时候，比如被我们拌一跤。惭愧，但又必须，是职业岗位的设置，也是自己饭碗的保障。

宽容！小编刘，真心盼望所有朋友的文章，都能被录用和发表，起码圕人堂朋友的文章，都

能被录用，然后放在一期，看看会有多大的版面。加油！我们一起努力！”

1.10 图书馆面试与招聘

蜻蜓队长：“请问图书馆面试一般都会问哪些问题？”

天涯：“看具体岗位吧。”自由的*：“大学学的专业知识，足够应付了。”

蜻蜓队长：“招聘公告上，只写了图书馆员，没有说具体岗位。”天涯：“你去应聘，应该问问

具体是什么岗位呀。”雨后：“可能馆长还没想好放哪个部门。关注一下主页，看那图书馆最

近在搞啥。”蜻蜓队长：“它是民办院校，可能没公办做的细一点。”天涯：“想想，读者服务

岗和采编岗,技术岗要求肯定不一样。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你不可能看到招聘公告就投简

历吧，总要咨询一下。你还是咨询一下具体岗位在投简历，过来人的一点经验。这样面试的

时候，也好有的放矢。”图谋：“国内的图书馆面试，因为馆情各异甚至迥异，基本可以说无

章可循。如感兴趣可以读：邱葵.圕人访谈:美国大学图书馆员是如何招聘的？[J].高校图书馆

工作,2019(3):83-91.

1 美国大学图书馆员是如何招聘的？-缘起.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8222.html

2 图书馆员招聘的内部人事管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8223.html

3 图书馆员招聘委员会的组成和作用.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8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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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书馆员招聘的公告.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8226.html

5 应聘馆员的申请文件内容.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8228.html

6 图书馆员招聘的的宣传途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8230.html

7 实地面试及其相关环节.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8232.html

7.1 实地面试前的准备工作

7.2 实地面试

7.3 图书馆馆员招聘的实地面试日的日程安排

7.4 招聘结束后的可能结果

8美国图书馆馆员招聘细节给人的启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8234.html。”

图谋：“这是别国的高校图书馆招聘，了解一下，或许可以活学活用。”

1.11 图书馆桌面云技术

夏夜星：“请问群里有没有图书馆在用桌面云技术的？”

天涯：“业务终端？电子阅览室？办公？我这边没有用，不过一直在研究。”

夏夜星：“上海海事大学有在用，但不认识那边的老师。是想调研下，哪个产品比较好。”天

涯：“用是没有问题，看具体产品了。北航也在用。如果数量不是太大，完全可以自己去搭，

不一定买商用产品。单纯办公，基本上哪家都可以，如果是要上视频，要求就高了。”自由

的*：“我们没用，但信息中心用了，公司给图书馆设计了一套方案，要不要发给你参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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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星：“非常感谢。”麦子：“我们最近开始评估 SILS 整个系统的 ILS, 到时 10 几个图书

馆的编目就在一个系统内，如果同一本书也就不要编 10 次了。可能还是 Alma, 因为其他的

系统没法负荷这么大的量和要求。我们是总校长专门批了一笔钱做这个。”

1.12 图书馆资源远程访问

Aircross：“请教各位专家 2个问题，1、贵校图书馆资源，老师在家如何访问的？是用信息

中心的 VPN 吗？VPN 登陆以后所有资源都能访问还是只有知网等个别资源？2、学生宿舍

如何访问图书馆资源的，特别是用电信、移动或者联通网络的学生？”麦子：“VPN。”Aircross：

“VPN 登陆以后，所有资源都可以访问不？”麦子：“可以访学校所有的，除了商学院一个特

别的他们自己出钱的数据库。当然，对我来说，最大的用处是可以翻墙。”闽农林*：“可以

直接使用校园 VPN在校外访问我馆资源，权限等同于校园网内部 IP。”自由的*：“使用 VPN

可以全部搞定，去年我们弄了一个，现在全校的所有内网资源都可以外网访问了，很好用。

如果人多，就买并发数大点的 VPN。”

1.13 有关图书馆考研专座的讨论

碧海潮生：“社会上不也兴起考研自修室了嘛，按时计费，供不应求。”

biochem：“再讨论十年，还是没有结果。宋*鹏：我把考研专座的事说透。1. 考研学生的界

定：初试当年的 3月份到 12 月份，2月底学生向导员申请，由教务处汇总，由图书馆安排

座位。2. 开放时间：6:00——22:00。3. 暑假留校和通宵自习酌情考虑。4. 教务处可设置

考研自习室分流。5. 其他学生除了期末考试复习，很少来图书馆。6. 考研狗可以从 3月坐

到 12 月，可以坐从 6:00 坐到 22:00。7. 综上：学校和图书馆应优先保障考研狗的利益。

豆*青：关于考研阅览室，我们也经历了几年，其实每年馆每个领导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做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需要问一下管理决策者，几个问题：1、考研阅览服务是否是图书馆

http://www.twi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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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有所偏重的服务。专门的考研室怎么管理，是否需要投入新的资源与人力？2、如果

提供了考研专项服务，那考公、注册会计师、律师等等，是否也要有专项服务 3、提供了这

种考试专项服务以后，公共阅览座位是否会影响其他学生正常的到馆阅览需求？4、考研专

座，由图书馆来分配吗？如何处理这种因分配而引发的新的不公？如果一个馆本身来的人就

少，设一下考研阅览室也无妨，吸引人气。如果本身馆的空间小，人多，再设考研阅读室，

个人感觉不太妥。”

武汉东*：“我们这里实行多年越来越顺。考研结果出来后图书馆举办一个考研读者座谈会。

我们没有一个阅览室牵头专区分散到各阅览室。当天阅览室晚班的老师收。座谈会 1、向学

弟学妹传授备考经验 2、谈一些在图书馆学习的感受（可以促进读者对图书馆一些管理举措

的理解）。在座谈会上，经常听到学生表达对图书馆的感谢蛮感动的。”

supergao：“看了各位同仁的发言。我们以前也有类似头疼问题，这两年采取一定管理手段，

效果整体来看还可以。目前管理手段如下：1.实行专人管理，坚持每天清理占座（结合座位

管理系统，没有预约使用而占座物品会被清理）；2、为考研同学提供（借）部分存书箱和

书架（专门区域存放）。 看对大家能不能有些帮助。”李侠安*：“也就是，自习室的管理还

需要够强大的管理人员队伍，以及充足的存书书架和柜子。”

节能：“我们刚开始处理占座时，是馆长带领全体部主任，在晚自习结束时，到自习室要求

带走东西。理由：图书馆及其座位是公共资源，和个人床位不同，不具独占性。后来就是先

通知自己带走。通知一周后，不带走的统一收走。每周只有一次固定时间可以去取。”

1.14 离校手续的办理

秋雨：“请教各位同仁，你们离校手续一般怎么办？学生卡里的逾期款可以自动扣吗？我们

学校有个离校系统，我要确定没欠费欠书来，才能帮他们审核通过，可每次都有近三分之一

的学生有欠书欠费情况，所以，我根本无法批处理。”

http://www.twi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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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之迪：“你们欠书、欠费的这么多人。在系统里面批量注销，离校系统里面就反应出来了，

只有欠书、欠款的需要审核。”

满哥：“我们是会提前发通知提醒毕业生清理欠费、欠书的及时处理，在指定日期对符合离

校情况的毕业生进行批处理注销。逾期未注销的，就要自己到图书馆来办理。离校系统会自

动关联图书馆系统，在图书馆系统已经注销借阅证的毕业生，离校系统就会给予通过，不用

人工另外审核。”

boson：“我们离校系统是与各个系统包括图书馆对接，没有欠书欠费的自动通过，不需要

人工干预。”

飘雪：“我们可以微信支付欠费，让学生把书和欠费搞清，统一批注销。”

秋雨：“那我和我们技术人员说说，看能不能实现这一功能，你提醒我。”

秋雨：“在这儿真好，和大家多沟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打开自己的思路。怎么可

以实现微信支付？我们现在就是好麻烦：学校不准我们收现金，只能从校园一卡能里扣，但

学生的一卡通好多都丢了，或是有的学生已经参加工作，一卡通带走了，这些问题学生的缴

费问题就成了我们最头痛的事。我刚问我们技术员，说学校的系统和我们图书馆的系统没关

联。所以现在暂时不能实现。原本是很简单的事，到我们这儿就是难事。”

扣肉：“学生可以到财务去交钱。学生到财务去交钱，凭收据到馆里记账。财务的出纳窗口，

必须可以收现金，而且大多数还支持银行卡，是否支持支付宝和微信，看各学校的情况。”

秋雨：“财务系统和图书馆管理系统也没对接，他们读不到学生在图书馆的借阅信息。”节能：

“扣肉意思是图书馆出东西说明该交多少钱，让学生去财务处交。就是不想啥都图书馆自己

在那里死扛，也让别的部门知道一下。而且这个本来也合乎财务制度。就是学生拿交款通知

去财务交钱。”图穷：“江苏省公共馆已全部取消逾期费。不过，也带来书长期不还。直接在

校园一卡通里扣钱，是大多数学校的做法。校园一卡通开通图书馆读者证功能即可。例如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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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大学、南通大学都是校园一卡通，没有什么读者证或借阅证一说。”

1.15 圕人堂五周年

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五周年（2014.5.10-2019.5.10），您使用过何种服务？’投票小

结小调查 5月 10 日发起，5月 31 日截止。43 名成员参与投票。《圕人堂周讯》40 票；科

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27 票；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38 票；均未使用过 2票；不清楚 0票。

简短结论：投票参与度较低，从参与投票的情况看，圕人堂服务体系影响力尚很微弱，期待

获得更多关注与支持。”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为一体两翼。以圕人堂QQ群为体，以‘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为两翼。‘一体两翼’的载体是《圕人堂周讯》，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9134.html。”

糖果：“抱歉现在才看到投票，点进去已经截止了。对圕人堂的内容和氛围很喜欢，但是关

注并不是时时的，隔三差五会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里也没有看到投票的宣传。以后确实需

要投入更多的关注，对自己有很大的启发和思考。”biochem：“每天都来本群看看，即使不

发言。”

图谋：“关于小投票，它是圕人堂 5周年小活动之一，5月 10 日发起时，曾发过数次@all 信

息。关注度与参与度不甚理想，与相关宣传做得不够到位有关，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现

实状况。圕人堂的建设与发展，确实有待更多圕人关注与推动。小投票的调查目的：（1）

粗略了解圕人堂服务体系的关注与利用情况；（2）宣传圕人堂服务体系；（3）提供一次‘群

活动’机会，同时也是圕人堂五周年纪念活动的一个小节目。”

图书馆林：“我也是刚看到，一般都是每天找时间浏览一下，感兴趣的仔细看，对于一些聊

天就直接翻过去了。”一鸣：“是啊，一般来说只要是群里的事都会参加，不过现在有的时候

信息实在太多，不实时看就溜过去了。”清泉和弦：“恰巧这个月很忙没有关注到投票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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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Q群是我学习的一个好平台。赞同楼上说的，很多信息没实时跟进就溜过去了，感谢

图人群经常发群文件分享。”依霖：“平时工作业务比较多，有空才来点开看看消息，所以错

过了投票。”盐图明月：“刚爬楼才看到投票的信息，在这个群里确实学习了很多东西。”薄荷

草*：“确实！掌握前沿观念。”

biochem：“5 月 9日晚，估计图谋一晚都没怎么睡觉。不然不会有铺天盖地的帖子。”

图谋：“biochem 这条信息，表示图谋 5：41 在圕人堂推送这条图文信息。也就是那晚的睡

觉时间大约为 6小时。圕人堂五周年纪念活动‘节目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8319.html。biochem 的‘揭秘’是准确的。因为 5

月 9 日晚其实还做了一件事：‘撰写《奋发图强圕人堂，凝心聚力惠人忙——纪念圕人堂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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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建群 5周年》，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发布、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发布，并向具备一定规模的

图书情报领域QQ群、微信群推送，个人微信朋友圈、QQ动态分享。’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是 5月 9 日晚 23:30 推送出来。我的精力和能力很有限。眼睛一睁一闭，均为圕人堂事务。

圕人堂的运营占据了大量时间。奋发图强圕人堂，凝心聚力惠人忙——纪念圕人堂QQ群

建群 5周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8114.html。”

1.16 图书馆外包

麦子：“我一向对外包持保留态度，但看了我所在县 20 年的外包成绩，似乎还是一种不错的

办法。https://efficientgov.com/blog/2017/02/24/advantages-outsourcing-libraries/。”

图谋：“麦子提供的信息很好，可以进一步关注。The Advantages of Outsourcing

Libraries.https://efficientgov.com/blog/2017/02/24/advantages-outsourcing-libraries/Find

out what KPIs reveal about library operations and how Riverside County, Calif., went from

failing to expanding by outsourcing libraries.THE STORY OF RIVERSIDE COUNTY'S

HISTORIC PARTNERSHIP WITH LIBRARY SYSTEMS & SERVICES. 见群文件

Riverside_Case_Study_FINAL_.pdf，链接：

http://go.pardot.com/l/136541/2017-02-02/w7s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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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思思：美国公共图书馆管理外包发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2019-5-30 10:16

摘编自：关思思.美国公共图书馆管理外包的案例分析与争论借鉴 .图书与情

报,2019(01):91-99，47. 《图书与情报》2019 年第 2期刊发天津外国语大学图

书馆关思思《美国公共图书馆管理外包的案例分析与争论借鉴》 。 图书馆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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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出现在美国，并逐渐从非核心业务扩展到核心业务，甚至是管理外包。 美

国公共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1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热度 1 2019-5-30 07:26

《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4)

出版出来后，图谋积极开展图书营销工作。意欲何为？简答是： 从实践中来到

实践中去，期待所付出的努力更好地开花结果。 我这些年试图做点接地气的工

作，思考一些相对较为贴近现实的问题。不揣浅陋寄赠拙作，主要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92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热度 1

我是一个图谋

2019-5-26 23:13

我这些年试图做点接地气的工作，思考一些相对较为贴近现实的问题。不揣浅陋

寄赠拙作，主要的用意还是期待大家不吝教正，以利进步。我自身的认识，研究

水平不咋地，但态度或许还算及格。我算是在边实践边探索，期待循序渐进。关

于《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知识产 ...

个人分类: 圕人堂|50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应有哪些素养

2019-5-25 19:18

信息来源： http://www.cbbr.com.cn/article/128768.html 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

书馆专业馆员应有哪些素养 2019-05-24 16:25:24 作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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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夜 雨 | 收藏 摘要: 淮海工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启云新作《新业态环境

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日前推出，这本书适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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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文件。

3.大事记

（1）“圕人堂五周年（2014.5.10-2019.5.10），您使用过何种服务？”小调查

5月 10 日发起，5月 31 日截止。43 名成员参与投票。《圕人堂周讯》40 票；科

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27 票；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38 票；均未使用过 2票；不

清楚 0票。简短结论：投票参与度较低，从参与投票的情况看，圕人堂服务体系

影响力尚很微弱，期待获得更多关注与支持。

（2）2019 年 5 月 24 日，中国出版传媒网报道《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

馆员应有哪些素养》(http://www.cbbr.com.cn/article/128768.html)：“海工

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启云新作《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

研究》日前推出，这本书适逢其时，探讨新业态环境下如何培养高校图书馆专业

馆员新的职业能力，以作为图书馆员职业能力指标和教育规划的参考。”

（3） 2019 年 5月 31 日 14:00，群成员达 2344 人（活跃成员 515 人，占 21.97%），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4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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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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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