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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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2019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 8月鄂尔多斯召开 https://m

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89870&idx=1&sn=9b73

4af609d841a7b423b2ab30b3e56f&chksm=eb2f0500dc588c1623be5656138691b203

3c6525c88478496dbffe6145c9e9804b47b14cd667&mpshare=1&scene=23&srcid=#

rd。”徐州田雨：“2019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拟于 8 月 20 日至 23 日（含报到、

离会时间）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召开。群里估计有百十人去。”

内蒙包*：“包头师范学院图书馆学系招聘图情档硕士研究生 2 名 为进

一步加快学科、专业建设，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推动学校办学水平、办学层次和

管理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经学校研究，并报请包头市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批复，

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1.岗位需求岗位性质：专业技术，专任教师（有编制）

专业要求：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历学位：硕士研究生及以上人数：2人。

想要了解更多，请访问：http://www.bttc.cn/info/1011/6476.htm?from=sing

lemessage 欢迎各位图情档博士、硕士毕业来到祖国靓丽内蒙古，畅享清新空气，

感受悠然从容的风景，在拥有生活质量的同时，发挥专业所长，为包头师范学院

图书馆学专业建功立业，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养人才！”

苏州 *：“https://mp.weixin.qq.com/s/bwyfYf3klpCRYWWf9bvanw 关于举

办 2019 全国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的通知。”

海天云石：“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有 2

个新馆在建，需要招聘计算机，建筑学，土木工程与管理，图情档案管理等专业

的人才，事业在编的编制。麻烦各位同行帮忙宣传推荐人才，文档链接处有咨询

电话，也可以直接咨询我，兴许今年我们就能一同共事，为把我们的图书馆建设

得更好更美而不懈努力！”

会议君：“图书情报|2019 年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交流分享会 10—11 月在

沪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899

47&idx=3&sn=7eb309230e4cf4988678a2fe8463a574&chksm=eb2f05d5dc588cc3ca

b7c810ae2535bd534812db90019a02df7a269aeff2d7d712c77a3323a3&mpshare=1&

scene=23&srcid=#rd。”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海天云石：“【感悟】阅读的重量 http://url.cn/5DCDC9u。”

雨过天晴：“如果世界太冷，书就是避难所｜一名图书管理员的自我修养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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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UxOTc4Mw==&mid=2650480046&idx=3

&sn=f2b2f2a418830f04ec5fdc6bf46403dc&chksm=bef8f1e6898f78f0bf52e7bb49

9d460822c7987e2aa9fd5e0c03b275d730311563b057327790&mpshare=1&scene=23

&srcid=#rd。”

雨过天晴：“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申报 2019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学术活动的

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TgxMjAwOQ==&mid=2247484818

&idx=1&sn=e7b1f880fd6252aa64b15dede6676cba&chksm=9bba2854accda1429bef

98c2f2d3bd3f288a8d9c8c7ef55e60f28c1f7c9dab6bfd57050b6b39&mpshare=1&sc

ene=23&srcid=#rd。”

雨过天晴：“朱永新 | 儿童阅读决定民族未来 https://mp.weixin.qq.com

/s?__biz=MzI5MzE2MTI3Mg==&mid=2648887041&idx=1&sn=bd7ed55dfa19018a224

4a1c2bcde9ffd&chksm=f4603f56c317b6406b06fbb055c377710fc56aca0488f9882

d100330ad0bca5f23728373bbf4&mpshare=1&scene=23&srcid=#rd。”

长财馆*：“中国雪糕简史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Y4M

Tk4Mw==&mid=2652862310&idx=1&sn=34683d4c09e635d04dd6c7f5d6078b7a&chks

m=bd6fd2768a185b601034b46cd2ea1982f4c25065d34453b93fd058abf004d503855

f1ba2187e&mpshare=1&scene=23&srcid=#rd。”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264 期 20190531）本周的周讯晚点。本期周讯

整理人加班忙到 9点多完成，感谢！”biochem：“辛苦。”闲在心上：“谢谢

整理周讯的老师，辛苦了。”图谋：“这样的工作是业余完成，遇到特殊情况，

还想方设法加班加点，确实辛苦。由衷为圕人堂编辑团队成员们点赞！5年多的

坚持与坚守，默默奉献，难能可贵！”山东社*：“不仅有坚持与坚守，还有情

怀！。”

海天云石：“【分享】回归 http://url.cn/5f6g7vN。”

Cpulib*：“5月 29 日，字节跳动公益通过其官方头条号宣布启动‘圆梦精

灵图书馆计划’”。

海天云石：“【活动】让图书‘漂流’起来 http://url.cn/5zyl1qL。以书

为媒，以阅读为纽带，这小小的图书漂流不只是校园中一抹‘点缀的风景’，而

是希望让阅读在同学们心中播下一颗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种子，让阅读成为一

种融入每一位血液的习惯，让书香溢满建院校园……。”

图谋：“某省图书馆（省级公共图书馆）读者证体验 http://blog.science

net.cn/blog-213646-1182497.html 这些年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在‘平等、免费、

无障碍’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若干服务细节亟待进一步改善，切实提升

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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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衡：“厉害了！华东师大这个‘智能镜’让普通人读懂‘天书’不是梦！

http://url.cn/5KP9ucr。”

海天云石：“【悦读】胜读十年书 http://url.cn/5GmQkru。”

图谋：“某省省级公共图书馆读者证体验 https://mp.weixin.qq.com/s?__

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4954&idx=1&sn=fc0b14ee360e27b165b5d169

d490b3f6&chksm=fb741ec5cc0397d32c6e58ed2bd562ddd4fb0569b11cd271b3db16

3c3c441b12f9ed497fa048&mpshare=1&scene=23&srcid=#rd。”

粉晶草莓：“华山中学七年级第一班级家长读书沙龙 https://www.meipian

4.cn/25oeme2r?from=singlemessage&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2f

94382c26e5879160442de65eaf02b3&user_id=60098091&utm_medium=meipian_an

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2d28fef66c43618b0eff2ead7a97c3d4&

v=4.12.1 一个周末，五场读书活动，为我校师生家长的读书热情感动。”

海天云石：“【喜讯】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荣获全省高校图书馆先

进集体称号 http://url.cn/5KZtbVD。从 2019 年 5 月 30 日在台州学院召开的浙

江省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上获悉，我院图书馆荣获‘浙江省高校图书馆 2017-20

18 年度先进集体’称号，谷松立同志被评为‘浙江省高校图书馆 2017-2018 年

度先进工作者’。”

国图出*：“端午节给孩子读什么？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

zUyMzg5ODM3Nw==&mid=2247486169&idx=1&sn=ffd7db283ce56d820fe439a9cf4b9

d15&chksm=fa34d1bfcd4358a952c6ebdb237ba01caa8aa7a07d6a003699bfc381ee4

e6a60a3b4c9dd639a&mpshare=1&scene=23&srcid=0603VHIssZChDJfdUonbukCM#r

d。”

买冷佛冷：“重磅！图情专项评估结果公布 https://url.cn/5HkAkpO。”

图谋：“写在毕业论文答辩之后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

Mzc4MTQzMA==&mid=2247484169&idx=1&sn=6e9623553ce2a7002ac6db59912d575f

&chksm=fa9f8dd0cde804c63822404372c105b128ce64273c5034b4c85565fb105a2a

7e05c2b0483d0b&mpshare=1&scene=23&srcid=060317HgUksCsmZVgOvQLOJu#rd。”

图谋：“闲话图书馆旅游功能开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

46-1182980.html 上海图书馆在旅游功能开发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在图书馆营销、文创产品（旅游纪念品）等开发方面可谓硕果累累。或许可以说

王世伟论图书馆旅游功能开发——理论之花已结实践之果。图书馆旅游功能开

发，在当前‘文旅融合’的环境下或许可以更可为、更有为，期待前景会更好！”

biochem：“中国用户体验最好的图书馆！去过都说好，是国家发达程度的

标志 https://www.ixigua.com/i6569112401986191885/。”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KP9ucr
http://url.cn/5GmQk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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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4954&idx=1&sn=fc0b14ee360e27b165b5d169d490b3f6&chksm=fb741ec5cc0397d32c6e58ed2bd562ddd4fb0569b11cd271b3db163c3c441b12f9ed497fa048&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4954&idx=1&sn=fc0b14ee360e27b165b5d169d490b3f6&chksm=fb741ec5cc0397d32c6e58ed2bd562ddd4fb0569b11cd271b3db163c3c441b12f9ed497fa048&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www.meipian4.cn/25oeme2r?from=singlemessage&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2f94382c26e5879160442de65eaf02b3&user_id=60098091&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2d28fef66c43618b0eff2ead7a97c3d4&v=4.12.1
https://www.meipian4.cn/25oeme2r?from=singlemessage&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2f94382c26e5879160442de65eaf02b3&user_id=60098091&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2d28fef66c43618b0eff2ead7a97c3d4&v=4.12.1
https://www.meipian4.cn/25oeme2r?from=singlemessage&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2f94382c26e5879160442de65eaf02b3&user_id=60098091&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2d28fef66c43618b0eff2ead7a97c3d4&v=4.12.1
https://www.meipian4.cn/25oeme2r?from=singlemessage&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2f94382c26e5879160442de65eaf02b3&user_id=60098091&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2d28fef66c43618b0eff2ead7a97c3d4&v=4.12.1
https://www.meipian4.cn/25oeme2r?from=singlemessage&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2f94382c26e5879160442de65eaf02b3&user_id=60098091&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2d28fef66c43618b0eff2ead7a97c3d4&v=4.12.1
http://url.cn/5KZtbV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169&idx=1&sn=ffd7db283ce56d820fe439a9cf4b9d15&chksm=fa34d1bfcd4358a952c6ebdb237ba01caa8aa7a07d6a003699bfc381ee4e6a60a3b4c9dd639a&mpshare=1&scene=23&srcid=0603VHIssZChDJfdUonbukCM#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169&idx=1&sn=ffd7db283ce56d820fe439a9cf4b9d15&chksm=fa34d1bfcd4358a952c6ebdb237ba01caa8aa7a07d6a003699bfc381ee4e6a60a3b4c9dd639a&mpshare=1&scene=23&srcid=0603VHIssZChDJfdUonbukCM#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169&idx=1&sn=ffd7db283ce56d820fe439a9cf4b9d15&chksm=fa34d1bfcd4358a952c6ebdb237ba01caa8aa7a07d6a003699bfc381ee4e6a60a3b4c9dd639a&mpshare=1&scene=23&srcid=0603VHIssZChDJfdUonbukCM#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169&idx=1&sn=ffd7db283ce56d820fe439a9cf4b9d15&chksm=fa34d1bfcd4358a952c6ebdb237ba01caa8aa7a07d6a003699bfc381ee4e6a60a3b4c9dd639a&mpshare=1&scene=23&srcid=0603VHIssZChDJfdUonbukCM#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169&idx=1&sn=ffd7db283ce56d820fe439a9cf4b9d15&chksm=fa34d1bfcd4358a952c6ebdb237ba01caa8aa7a07d6a003699bfc381ee4e6a60a3b4c9dd639a&mpshare=1&scene=23&srcid=0603VHIssZChDJfdUonbukCM#rd
https://url.cn/5HkAkpO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zc4MTQzMA==&mid=2247484169&idx=1&sn=6e9623553ce2a7002ac6db59912d575f&chksm=fa9f8dd0cde804c63822404372c105b128ce64273c5034b4c85565fb105a2a7e05c2b0483d0b&mpshare=1&scene=23&srcid=060317HgUksCsmZVgOvQLOJu#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zc4MTQzMA==&mid=2247484169&idx=1&sn=6e9623553ce2a7002ac6db59912d575f&chksm=fa9f8dd0cde804c63822404372c105b128ce64273c5034b4c85565fb105a2a7e05c2b0483d0b&mpshare=1&scene=23&srcid=060317HgUksCsmZVgOvQLOJu#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zc4MTQzMA==&mid=2247484169&idx=1&sn=6e9623553ce2a7002ac6db59912d575f&chksm=fa9f8dd0cde804c63822404372c105b128ce64273c5034b4c85565fb105a2a7e05c2b0483d0b&mpshare=1&scene=23&srcid=060317HgUksCsmZVgOvQLOJu#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zc4MTQzMA==&mid=2247484169&idx=1&sn=6e9623553ce2a7002ac6db59912d575f&chksm=fa9f8dd0cde804c63822404372c105b128ce64273c5034b4c85565fb105a2a7e05c2b0483d0b&mpshare=1&scene=23&srcid=060317HgUksCsmZVgOvQLOJu#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298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2980.html
https://www.ixigua.com/i656911240198619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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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m：“国家图书馆喊你来讲‘当代追梦故事’在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面向全社会发起‘我们都是追梦人——当

代追梦故事征集计划’。本次征集计划自 6月 2日启动。公众可通过‘我们都是

追梦人——当代追梦故事征集计划’H5 页面（https://fenbiddreamchaserh5.a

ct.qq.com/）上传梦想故事。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将选择其中主题相符、内

容完整的故事入选‘我们都是追梦人——当代追梦故事征集计划’，并通过‘国

家数字图书馆’App 向公众发布。https://shareapp.cyol.com/cmsfile/News/2

01906/04/toutiao227368.html?tt_group_id=6698577036144804366。”

粉晶草莓：“陪孩子一起长大——2019 幼小衔接家长读书沙龙活动 https:

//www.meipian.cn/25rpfses?share_from=self&v=4.12.1&share_user_mpuuid=

122c651e3d91feadbb9657be96386484&utm_source=qq&from=qq&v=4.12.1&user_

id=36444645&uuid=1c2b6bd1bf80ea28c9ecbe88926e121a&utm_medium=meipian_

android&share_user_mpuuid=122c651e3d91feadbb9657be96386484。”

粉晶草莓：“传承经典，润泽童心”华山中学书里书外故事会 https://www.

meipian4.cn/25jfylai?share_depth=2&user_id=ohbsluPKchMK5lgkvZrKeZNLTJ

mo&first_share_uid=64387922&share_user_mpuuid=331bb76f69c10e0c60b0508

3e17c780d&v=4.12.2&share_source=singlemessage&from=groupmessage。“

图谋：“以英国高校为例，它们为学术研讨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校内图书

馆和部分教学楼往往配备有独立使用、可供预约开展学术交流的研讨间。江苏大

学副教授、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访问学者张伟华就曾这样描述英国大学的校园，‘漫

步在图书馆内，随处可见一个个研讨间里同学们热烈讨论的场面，给校园平添了

几分浓郁的学术氛围’。国内部分高校图书馆也配备有专门的研究生研讨间，但

多数是传统的砖墙木门结构，且位置较为隐蔽，甚至许多研究生不知道有研讨间

这样的便利设备。久而久之，许多研讨间形同虚设，近乎废弃，没有发挥出应有

的价值。信息来源：许悦.一场无人问津的学术报告.http://news.sciencenet.

cn/htmlnews/2019/6/427138.shtm《中国科学报》(2019-06-05 第 1 版 要闻)。”

图书馆*：“【为什么我写论文时，往往面朝大海，头脑空白？】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李刚教授及其弟子徐滢璐以近一年的努力，做成《学术积累方式的

当代转型——以研究生学术信息行为为例》，告知了我们答案。科技发展的目的

是助力，而不是让我们取巧，学术研究亦如此。做学问，当踏踏实实，古今中外，

概莫能外。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90605.0956.00

2.html。”

长财馆*：“新闻 | 上海民办高校图书馆协同发展研讨会在上海视觉艺术学

院成功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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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ipian.cn/25rpfses?share_from=self&v=4.12.1&share_user_mpuuid=122c651e3d91feadbb9657be96386484&utm_source=qq&from=qq&v=4.12.1&user_id=36444645&uuid=1c2b6bd1bf80ea28c9ecbe88926e121a&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122c651e3d91feadbb9657be9638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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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ipian.cn/25rpfses?share_from=self&v=4.12.1&share_user_mpuuid=122c651e3d91feadbb9657be96386484&utm_source=qq&from=qq&v=4.12.1&user_id=36444645&uuid=1c2b6bd1bf80ea28c9ecbe88926e121a&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122c651e3d91feadbb9657be96386484
https://www.meipian.cn/25rpfses?share_from=self&v=4.12.1&share_user_mpuuid=122c651e3d91feadbb9657be96386484&utm_source=qq&from=qq&v=4.12.1&user_id=36444645&uuid=1c2b6bd1bf80ea28c9ecbe88926e121a&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122c651e3d91feadbb9657be96386484
https://www.meipian4.cn/25jfylai?share_depth=2&user_id=ohbsluPKchMK5lgkvZrKeZNLTJmo&first_share_uid=64387922&share_user_mpuuid=331bb76f69c10e0c60b05083e17c780d&v=4.12.2&share_source=singlemessage&from=group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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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904&idx=1&sn=e540047dc7f97ce460b1df6eff2ac72e&chksm=f98e32e7cef9bb

f13a045b4d4e23a1d5a343efedb232ebca210bd7981caacb0b6f8595278ca6&mpshar

e=1&scene=23&srcid=#rd。”

图谋：“本刊动态｜图情‘刊面对面’专场沙龙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举

行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TAxNTQ2OQ==&mid=2247484913&i

dx=1&sn=c859af82221f65f5189f07cc9af18655&chksm=ce85b0b3f9f239a5a6bd15

377ffd90f596e75642837f58b086424166ca1ea5cc0787a5ae25c6&mpshare=1&scen

e=23&srcid=#rd。”

Suson：“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2019 年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htt

p://210.42.121.116/wdyz/index.php/index-view-aid-479.html。”

图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乡村民间图书馆田野调查笔记 | 签名本限量

预售中 https://mp.weixin.qq.com/s/PWo6LF1UYcLRbIEXRuz6TA。”

cpulib*：“《文献与数据学报》创刊号目录及摘要 https://mp.weixin.qq.

com/s?__biz=MjM5ODA3MTYzOA==&mid=2653000146&idx=1&sn=9d25384729e228bd

671c0a41a9b1d1ed&chksm=bd056deb8a72e4fd92480505c8444a7cb66ad08926b60b

bc5e679b532906cd6a5b6dd9253fdc&mpshare=1&scene=23&srcid=#rd。” 图谋：

“《文献与数据学报》创刊号目录及摘要 http://url.cn/5XSDc9P。”

-80747*：“中国工程院 2019 年院士增选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名单中国

工程院 2019 年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工作已经结束，各学部经过审阅材料、专业

组评审、学部评审和投票等程序（工程管理学部候选人在相关专业背景学部评

审），产生了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 222 位，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

实施办法》的规定，现予以公布，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根据工作安排，7月 1日

-30 日，进入第二轮评审候选人的材料将在其单位进行公示。中国工程院 2019-

6-6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6/427185.shtm。”

海天云石：“【推荐】热书速递（91）http://url.cn/5bC9A4d。”

图谋：“现代公共图书馆的理论奠基人和先行者——爱德华兹 http://mp.w

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4984&idx=1&sn=a33b983

e796793a0af52b1fd8bf8ae28&chksm=fb741ee7cc0397f13cf88c18cdcfb7f23f36c

a53fe59bd974d09daa89bae494759a1f63c53eb&mpshare=1&scene=23&srcid=#rd。”

1.3 你提问，我回答

（1）折后价的录入方法

姜*：“各位同行，有件事情想了解一下。2019 年实行新的会计制度，要求

财务的帐和图书馆的资产录入价格要相符，他们要求我们图书馆系统里面要录入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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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折后价，要求每本书 010 字段和有关价格的地方都是录入折后价，不能录入

书后面的定价，外文书要按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外文书著录人民币价格，你们是

怎么做的？这不是与编目规则相冲吗？”印度阿三：“脑洞大开，你们的价格折

下来都是整数吗？就不怕累多了四舍五入导致账对不上么。”biochem：“外文

书著录人民币价格，汇率天天变。”煮酒论*：“真是脑洞大开，理论上是可以

的，但是实际操作很麻烦吧，不可能实际统计的跟财务的百分之百对得上。”骑

鹿踏雪：“每本书的折后价，然后多少书的总价，想和发票统一，得天河二号。”

印度阿三：“理论上是可能这么做的。”骑鹿踏雪：“实际肯定可以做到，关键

就是，需要付出大量劳动和关注力的不是他们。”印度阿三：“这个程序可以自

动算，但是意义是啥，最主要是你折下来的零头累起来会不会差很大。”煮酒论

*：“跟系统开发商协商，你们出点钱，看他们能不能给你们修改下程序，到时

直接输入折扣，然后自动给你们添加。”骑鹿踏雪：“要求 MARC 里面都变成折

算，这个需要持续的集中注意力。”煮酒论*：“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很难做到

精准，所以还是白费，所有的工作都做了，结果最后还是对不上，会疯掉的。”

骑鹿踏雪：“我知道广州机电工程学院是要求严格。但是他们也对 MARC 字段的

要求和书价保持一致。”biochem：“财务上，差一分钱都不行。”煮酒论*：“财

政的人也不会这么细致的要求，肯定是你们学校财务要求的。”印度阿三：“我

们以前想这么干，研究下来之后发现不行。因为你的书来源不一样，折扣不一样，

每年的折扣也不一样，没必要把自己弄死。”节能：“你们导出资产账后从 EXL

里处理一下，加一列给出折后价，作为资产账。业务系统里改显然不合适。如果

有丢书赔偿问题，你怎么办？你零星补书肯定不是当年采购的折后价。”印度阿

三：“你书做了，那你的刊要不要做呢。”节能：“但肯定图书馆有人参与了，

不然财务知道你的 010 字段？”骑鹿踏雪：“不至于参与。估计问那个地方可以

反映出图书价格，回答一下人家就知道了。”节能：“财务报销时有合同有明细

有发票有实洋有码洋，固定资产按规定提就行了。根本没问题，干啥这么要求？”

徐徐清风：“有个变通的方法，不用录入折扣后的价格，只新增一个字段注明

折扣是多少。这样查阅不同年代的书时，就知道这本书当时是以什么折扣买进来

的。”

（2）书车推荐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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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骑鹿踏雪提供

骑鹿踏雪：“现在我们用的书车感觉比它装载量大，也轻便。”hanna：“我

看着也是装的书少。”hanna：“不过拉起来应该很扎实，不用担心书掉下来。”

印度阿三：“这一车可以放下差不多 200 册。”

（3）课题查重

裴：“请教大家：课题查重怎样查啊？”图谋：“依据截图，此处所谓课题

查重，指的是申报书及结题材料的查重。查重结果采用哪家平台作为参照需要明

晰。假如是以知网的系统为准，它是面向机构用户的，个人需要依照相关管理流

程委托代查。”裴：“群主，也就是说知网有针对课题项目的查重服务，对吗？”

图谋：“因此具体操作法，需要进一步咨询具体制定政策的职能部门。知网学术

不端检测系统有系列产品（针对不同需求），可以自行进一步了解。http://ch

eck7.cnki.net/。”裴：“好的。”图谋：“维普、万方、超星大雅等等，他们

也有查重产品与服务，也各自有机构采用。一般意义的课题查重，应属于科技查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http://check7.cnki.net/
http://check7.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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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范畴。另有章法可循。”吉久明：“@裴 课题查重应属于科技查新。”湖商陈

*：“课题没办法查重。”裴：“@吉久明 @湖商陈焕之 若课题不能查重，项目

岂不是可以多次重复申报?特别是高层级的大项目，重复研究怎么办?”骑鹿踏雪：

“申报项目查重感觉通过登记表就可以吧。”裴：“以前没做过，一个项目申报

时要求对申报内容查重。” 节能：“@裴 项目查重应该叫查新，目地意义和你

说的查重解决的问题一样。”

（4）“座位管理软件”靠谱吗？

节能：“高校推出‘占座神器’：中途离开有‘座位保护’ 可计算学习时

长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DY0ODUxMw==&mid=2736263792&i

dx=1&sn=e8f376c8cc7b6f0641f3c3cb760e89c5&chksm=bda19cde8ad615c8779edd

d30a36312fcb5b6bc9f14373f3300f5bfefe1b4a88e60040413fc2&mpshare=1&scen

e=23&srcid=0603NKM0M2r0QZNF20wbTz1M#rd。关于占座，同事转发的。可以参考。”

煮酒论*：“有两拨人找过我，说是免费给我们赠送一套座位管理软件，一扫就

预约什么的，估计就是这种，应该是隐形让学生消费别的，我问他们为什么免费，

刚开始他们支支吾吾，后来说是可以买他们的课程还有什么东西之类。”boson：

“这是‘不占座’，据说免费，正在推广中，估计去过很多馆。” 秋雨：“我

们领导不相信他是免费。就算现在暂时不收费，以后也是要收费的。”煮酒论*：

“肯定不会免费，不赚图书馆的钱就会赚学生的钱。”

（5）哪些公司开发了成熟的电子资源管理平台？

北极星：“各位老师好，做个调研 哪些公司开发了成熟的元数据层面的电

子资源管理平台，专门给图书馆用的。”图创鄢*：“@北极星 图创在电子资源

管理有特色，应用案例比较多。” boson：“@北极星 从前 exlibris 公司有一

个叫 verde 的产品，国内有使用的。现在所谓下一代 lsp 都有电子资源管理的功

能，如 alma，intota（这个已经凉凉了）Sierra 等，看图星（超星）的宣传资

料也有。”北极星：“谢谢 @boson 我们单位目前没钱上下一代 lsp，但想拥有

电子资源管理功能。” 图创鄢*：“@boson 可以了解下图创智慧图书馆，还是

要对标下图创。”

（6）人事代理制

巧果：“招聘公告南京工业大学信息服务部（图书馆）其他专技岗招聘 2

人（专利信息分析岗和专利预警岗各 1人），欢迎积极报名专利预警岗！具体通

知见：http://rczyb.njtech.edu.cn/info/1091/1924.htm。”aspire㊣：“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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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代理还要求这么高呀。”boson：“人事代理应该是同工同酬的，除了没编其

他待遇一样。”cpulib*：“人事代理不错了，我们博士还有人事代理呢，硕士

有的是劳务派遣了。”aspire㊣：“人事代理不会安心的，肯定考上就走了。”

cpulib*：“现在人事代理也很常见了。”满哥：“关键看待遇。如果待遇能够

完全一样，留住人问题不大。如果差别明显，过渡的可能性比较大。”boson：

“@麦子 我校的人事代理除了没有编制，其他待遇和编制内一样。”aspire㊣：

“你要编制肯定要考试的呀。人事代理的又不是正式工。”广东小*：“不同地

方的人事代理不一样吧。我们学校的人事代理就是有编制的。只是户口、档案不

进学校。”天涯：“这就不是有编制。”天涯：“卫生交通等学校，有同编待遇，

除了公积金等，和有编制的一样。”扣肉：“总体来说，编制要逐步收回的。阿

里的员工都没有编制，还不是趋之若鹜。”aspire㊣：“你要进体制，肯定想要

编制的。”扣肉：“学校要是一个月给我五万块，我也不要编制。”小洋：“是

啊，体制内又不发展，除了稳定，没其他吸引人的地方。”小洋：“我们这里没

编的，不交企业年金，公积金少，其他一样。”小洋：“要是能到很好的馆，有

很好的的发展前途，没编我也接受。”boson：“麦子就没编制啊。瑞典人看重

编制可以理解，江浙的也拿编制那么当回事。”小洋：“都是没钱，一个没钱有

编，一个没钱没编，你选那个。”扣肉：“那得看编制带来了什么。”节能：“没

编一般来说就不能提拔。这算有前途没？”买冷佛冷：“编制这个东西主要是正

式工的一种身份，如果大家都没有那无所谓，但是有差别对待是这个问题。”扣

肉：“现在都是全员合同制，同工同酬，编制有啥用。”麦子：“@boson 懂了，

其实我们也是有类似的编制的。当然，没有的话，就不能招人。图书馆喜欢把人

头费他用，或者在需要减员时冲抵。”cpulib*：“相当也当不了啊，我们学校

最近在招副处，都是民主推荐。”天涯：“同编待遇只是工资一样，其他的五险

一金还不一样呢。”节能：“有编至少有资格被推荐。没编再有想法也不被推荐。”

徐徐清风：“同工同酬是表现现象，没编的初级和有编的初级应该差不多待遇，

但没编的可能也就止步于初级职务。”扣肉：“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钱。”麦子：

“@扣肉 图书馆当然是这样。”节能：“@天涯 人社厅没你的名字，组织部就不

考虑你。”徐徐清风：“没编的你可以评职称，但基本上不太可能聘到你副高职

务。”巧果：“我们这里，职称评聘、行政晋升 一样。我们这统称编制、人事

代理为正式职工。”boson：“编制，尤其是高校里面的编制，迟早要退出历史

舞台的。扣肉说得对，不要跟国家政策唱反调。”扣肉：“因为外聘员工的保底

工资，是即便他什么活也不干，也要发的。这个钱都要从学校的创收中支出。国

家没有一分钱拨款。现在年轻人择业的渠道很多，不一定全部奔着传统的铁饭碗

单位去。我们一个外包公司的人，每月没有什么结余，我替他很心酸。”boson：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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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高校招聘教师也学美国搞终身教职，非升即走，还有什么编制。”远归：

“ 我校人事代理除了职业年金和在编的不一样，其他完全一样。提拔，高级职

称，完全同等享受，甚至在职称评审上条件更宽松，在编的反而要竞争的你死我

活！。”徐州田雨：“我校人事代理除了职业年金和在编的不一样，其他完全一

样。提拔，高级职称，完全同等享受，同上，除了最后一条评审。评审也一样。

人事代理和人事代理一起竞争，先校内评审，再送省里评，评上走校聘路径，但

待遇完全一致。现在人事代校内评似乎没有名额限制，在编有名额限制，竞争惨

烈。”

（7）图情刊物的秒退稿件

馆员：“3号收稿，4号退稿，这速度。”biochem：“不合格的稿件，可以

秒退。”碧海潮生：“不会，可以将稿件重新审读一番，结合当前该领域的研究

深度进行再造。”图穷：“有些刊，初审是两个人把关，第一次的复审相当于初

审。”biochem：“对像《Cell》这样的一流杂志来说，每一百篇文章投过来，6

5 篇文章马上退回去，只由编辑来初审，不用送出去让专家评审，在 30%-35%的

文章才拿去送审，其中又有三分之而被淘汰，最终接受率大概 10%-12%左右。”

馆员：“编辑对领域也不算熟悉吧。”钟大官人：“审稿速度快不影响进一步投

稿。”图穷：“@馆员 我感觉是第一初审编辑，认为选题还可以，第二个编辑再

看看就给退稿了。”biochem：“秒退很正常啊。”馆员：“秒退的我感觉自己

又写了一篇废稿子。”碧海潮生：“对质量高的审核的快吧。”图穷：“@馆员

不过，效率还蛮高的。我去有篇稿子初审一个月，一个月后直接退稿。这才叫痛

苦呢。”馆员：“每次复审回来就退稿。”徐州田雨：“@1598213641 我有 10

连退。”钟大官人：“复审过了，录用概率就很大了。”馆员：“啥时候能发个

免版面费的刊物啊。”图穷：“@馆员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山东图书馆学刊都是

不要版面费的。”碧海潮生：“图书馆研究与工作也不要。”倒立的*：“我最

近遇到的几个都不要。”碧海潮生：“有的核心是优稿、专稿不要还给版面费。”

馆员：“有些刊物听说一年不能发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木木贝：“图书馆杂

志，河北科技图苑也免费，图书馆论坛（学生）免费。”

（8）由美国高校图书馆馆员发起并主持的馆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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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麦子提供

麦子：“今天馆里办了一次有关多元化(种族，性取向，收入)如何贯彻到馆

内服务的会议，管理各个部门有人发言, 讨论。管理大概有三分之一人参加。

支持的是一个馆员，有几个副馆长也参加了，但是以会众的身份。我想这可能从

一个角度来解释美国高校图书馆员和国内的不同。”“主持和发起的人是馆员。”

槐云影：“那在国内是完全没有市场的。”扣肉：“国内一般学组织学习的是领

导讲话。”谢亚南：“@槐云影 不会！实际大家真希望的还是实打实的东西！”

谢亚南：“@麦子 羡慕场地！三屏！！！”槐云影：“@谢亚南 是啊，图情界总

有热爱此专业的人士，想真正做些实事。”麦子：“@谢亚南 好像是 80 寸的，

基本所有的会议室都有。”裴：“麦子家是馆内服务的会议。哈。”麦子：“@

谢亚南我们甚至可以在个人办公室里装，因为不贵，但想装的人极少。”谢亚南：

“@麦子 天啊！太奢侈了,竟然说不贵！”麦子：“@谢亚南 最大的大概是一个

管理员两周工资不到，小的也就是一个馆员一天的工资。”

（9）一篇文献的作者和责任方式的著录是分开的吗？

peade：“向大家咨询一下，在 RDA 编目下，一篇文献的作者和作者的责任

方式的著录是分开的么？”扣肉：“即便不是 RDA，你也可以分开著录。usmarc

的 7 字段，除了$a，还有 $e。100 字段，一般不写责任方式，但是如果必要的

话，也要写。因为可能有多个责任方式。”peade：“谢谢你，我去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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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肉：“现在一般不再用 $4，用 $e 比较多。我们现在执行的规则是，如果 10

0 只有单一的责任方式，且显而易见，就不写了。”peade：“@扣肉 非常非常

感谢！基本上我明白了。”扣肉：“以前国会有些数据会简写，比如 ed. tr.

我们回溯也会改成完整的，因为读者不明白。”

（10）印有学校 LOGO 的产品

麦子：“朋友圈的照片，朋友的图书馆,馆长决定每人发一件毛衣。这不多

见，一般是馆里后勤人员发个什么衣服。”井冈山*：“这个待遇好。”麦子：

“我也觉得这个不错。”木木贝：“印了学校 LOGO，应该算工衣吧。”麦子：

“@木木贝 是，其实此类带 logo 的衣服往往不便宜。”木木贝：“是啊，人工、

材料都要花钱。”骑鹿踏雪：“都是做好加印 LOGO。”麦子：“我想主要是 li

censing fee, 不是材料问题。所有学校这类东西很贵，就像名牌一样。”木木

贝：“学校统一制作，发给员工的福利。”麦子：“我们这里校内的转账都是一

个价， 所以比外面的贵。@木木贝 。这件东西我看要 60 样子。甚至更多，要看

学校，如果哈佛估计 129。一些学校极其保护这个，因为是重要校产。记得哈佛

有个课的老师想印一些笔记本送给上自己课的学生用。想印学校的名字和 Logo,

学校不准。结果开恩同意用学校的红色和 Logo 的边框，没有校名和 logo 内的

东西。”扣肉：“这是对的。校名和 LOGO 都是学校重要的无形资产，绝大多数

还注册了商标，不能随意使用。”麦子：“当然，我们学校似乎没有这么严格，

校内用比较随便。好的学校的书店像百货商店一样，太多的衣服和其他商品。”

（11）《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

图谋：“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 https://search.

jd.com/Search?keyword=。在晚上转了转，发现有不少网店在售《新业态环境下

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京东自营可以另 10 元优惠卷，可能算是

最合算的。图谋自个买了 2 本。淘宝上的卖家很多，最划算的可能是 38.3。”

麦子：“@云子 这也差太多，有没有可能：有人拿你赠送的拿去卖？当然，我一

直是心思不正的那种人。”biochem：“赠送的书，都签名了吧。”麦子：“@b

iochem 没有，他以前送我的我都直接加到馆里了。记得好像没签。”图谋：“这

一本，所有的都没有签。因为太麻烦了，还容易出错。我自个补买两本，主要是

因为出现了被寄丢的情况，还得弥补。单单是淘宝上的卖家，我数了数，当前有

46 家。那些均不大可能是图谋赠送的，因为图谋总共也没寄出去几本。当前不

少网店在搞年中庆，可能可以碰上比较优惠的价格。其实那两个价格还真是差不

多，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价。（1）京东上商品总额 72.6 那张截图是因为买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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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这样可以免运费，再加上可以领 10 元优惠卷抵用。（2）淘宝上因为对方包

邮，不需要另行支付运费（通常会是 6元以上），因此价格是比较优惠的。图谋

作这样的介绍，是因为前些天确实有成员咨询过，算是答疑兼作信息分享。”麦

子：“@图谋 我是不说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浑身痒痒。”图谋：“图谋表达两层

意思：（1）图谋很抠门，是通过这类方式购书的；（2）图谋自身不卖书，因为

根本不是那块料。如果再加一层意思，虽然图谋能耐很有限，但在努力为读者谋

福利。图谋的境界尚处于‘节约等于挣钱’阶段。”秋雨：“我也去买一本来拜

读一下。”boson：“卖得再多，图谋也拿不到钱。”井冈山*：“写的书没有一

个人买这才是悲哀。”boson：“也未必，有些高深的学术专著没有几个人看得

懂，受众也很小，如果用销量来衡量价值是不公平的。”

（12）图情博士

文小明：“定向博和非定向博 对于个人职业生涯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么？”

图穷：“政策上非全博士（现在都是双证，除了同力申博）是可以招生的。”小

洋：“现在博士质量还是有保证，硕士就太泛滥了。”图穷：“@徐州田雨 我都

想读全日制的了，院系里的好多学术交流和讨论以及师门小伙伴之间的探讨，都

参加不了。参加不了怎么锻炼自己。如果有机会，我会去读全日制博士，哪怕‘停

薪留职’。”图雷：“好多单位是发薪水让你读。”图穷：“@天涯 有些省级公

共馆，还可以带薪读全日制博士呢！停薪留职是没办法的方式，可以以自主创业

方式进行，自主创业可以保留三五年的职位。”图雷：“图情博士点太少。”天

涯：“南开的图情博士实在商学院的，晕。”张*彦：“@boson 它是有国际认证

的商学院 要求很高。国内到如今还没见到毕业要求如此高的图情博士。”图穷：

“@雨过天晴 牛的学校还需要一篇 C刊才可以毕业论文开题，如武大学硕。”雨

过天晴：“文凭这个东西，水平不够就不要拿，要拿就要全力以赴，货真价实。”

傲娇的*：“南开大学博士，要求有一篇《中图书馆学报》或《情报学报》才允

许毕业。”傲娇的*：“武汉大学是一 B 三 C。也是要求有一个《中图》或《情

报学报》，再加三篇 C刊。”图穷：“嗯，博士得有博士的样子。千万不能作为

炫富的标榜@雨过天晴。”安哥拉兔：“图情没毕业的博士生，我都知道好几个。”

张*彦：“是的没错 现在博士将近十年不毕业的越来越大把了。”广东小*：“我

的一个同学论文答辩过了，但是发表论文没有达到要求，最后好像也没有学位

证。”

1.4 圕人堂专题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也要‘一周年’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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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年 6 月 12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阅读总数为 41156

人，203114 次。共推送 129 篇原创文章。当前总用户数为 2436。”

图谋：“囿于能力和精力，‘千人计划’未能实现。近 3个月，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新增关注用户 287。群成员数，当前为 2347，新增 149 位。”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LibChat）近一个月表现。圕人堂公开此类信

息，期待有助于共知共享共建”。“感谢微信公众号团队及所有为之付出努力的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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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因为有所图谋，所以难免伴随烦恼。图谋多一丝安宁、惬意、愉快，

平添几许烦闷、苦闷、忧愁。烦恼是图谋的过程，不是图谋的结果。”

琴韵悠悠：“没找到投票的地方呀，群里信息量太大。”图谋：“关于那个

小投票活动，已经结束了。圕人堂群 5 月 10 日发起‘圕人堂五周年（2014.5.1

0-2019.5.10），您使用过何种服务？’群投票。这样的小活动，期待更多成员

关注与支持。小调查的主要用意：（1）圕人堂资源与服务宣传推广；（2）提升

圕人堂群参与度与活跃度。截至 2019-5-11 07:22 23 人参与投票；5月 31 日为

43 名成员参与投票（多名成员是看到系统发出即将截止提醒信息时参加的）。”

“这样的小投票，虽然参与人数较少，但投票结果仍有一定参考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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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投票的 43 名成

员中，《圕人堂周讯》关注率为 93%，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为 63%，圕人

堂微信公众号为 88%。”

图谋：“@鑫-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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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当前成员构成由上述人员构成。圕人堂

欢迎‘圕人’加群。同时，欢迎发布圕主题广告信息。与图书馆相关的资源、服

务、软件、硬件等信息，欢迎广而告之。适当把握一下分寸，频率及尺度尽可能

不要引起反感就好。”

图谋：“新成员加群时，需要提供圕主题信息（与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相关即

可），便于管理员审核。如果是成员邀请他人加群，邀请人代提供亦可。如果未

提供，管理员会予以拒绝并告知本群为‘圕主题群’。”

1.5 美国高校图书馆怎样改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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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麦子提供

顾健：“@麦子 担心地震？”麦子：“@顾健 我倒不担心这个。”顾健：“经

历过唐山大地震时代的人，都会比较敏感。”麦子：“我没感觉，即使有感觉，

我是没有任何反应的，继续做我在做的事。@顾健 。我 94 年经历了一次 6.7 的，

比较厉害，死了几十人。”boson：“@麦子 记得有一年新西兰一次 7.1 级的，

一个人没死。”麦子：“之后学校的房子都从新加固，图书馆的楼也是，前后花

了两年。”井冈山*：“重新加固房子，一般怎么加。”麦子：“@井冈山职业学

院图书馆 我们的楼在评估后发现：每层的地面和楼墙的连接薄弱，会造成馅饼

一样的下塌，结果是每层的外墙加固，另外用钢固件把楼层紧固到外墙上。当然，

花的钱和造新楼差不多，但那楼算是学校标志建筑(1954 年学校最早的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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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拆。美国就是整修旧的楼，不愿造新的。尤其是图书馆的楼。”井冈山*：“美

国有钱。”麦子：“我以前回中国给人作报告说过这个。osu 图书馆的例子很典

型，原来的是 1912 年的建筑，于是里面挖空，背后（原来就是一堵墙）加了一

个玻璃结构，建筑面积加了 1/4。但正面看和原来一样。一共花了 1.1 亿美元，

可以盖个新的了。类似的做法很多，另外就是在紧靠老馆的空地上挖 3，4层的

地下建筑，用自然采光，但外面做的看不太出来。你进去觉得是很新的馆，但其

实有百年了。最后的一张是图书馆顶楼（11 楼）的阅览室，可以在左右看到学

校校园。”cpulib*：“阁楼了。”麦子：“任何人都进去的，我是 10 年特地去

看的。”cpulib*：“有特色。”麦子：“你可以租这个场地开招待会。https:

//library.osu.edu/roomrental/tho1120。”cpulib*：“南农图书馆也有，老

馆后加的一层，做的共享空间。”节能：“网红馆太原市图书馆也是斥巨资对旧

馆进行的改造。”麦子：“上海财经大学对自行车厂厂房的改造也是一个很好的

案例。我一直觉得那个很不错的。”万品流*：“只要馆藏够丰富，能满足阅读

需求，馆内无色狼，就够了，环境优美不优美没所谓。”biochem：“@麦子 ‘美

国就是整修旧的楼，不愿造新的。’ 大陆就是喜欢拆古迹，拆了古城墙再重建。”

麦子：“美国新的也造，但的确少拆，尤其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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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公共图书馆的理论奠基人和先行者——爱德华兹

2019-6-7 08:32

图谋摘编自：吴晞.图书馆史话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15-28. 尽管“公共

图书馆”这一名称在西方古代文明中早已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只能

出现于现代社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新型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实际上

是社会民主、公民权利、社会平等和信息公正等现代人文意识成熟的结果 ...

个人分类:圕人堂|205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专题（网络首发）

2019-6-4 16:39

张轶.国外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研究 .图书馆建设,,:1-13. 摘要：本文旨在基于对

ISO、IFLA 等国际组织及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国家公共图书馆业务标准及规

范体系制定历史和现状进行简单介绍,初步揭示国外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的基本

概貌,为我国相应业务规范的建设提供参考。 汪东波,申晓娟,周德明,李东来,贺定

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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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图书馆旅游功能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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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4 10:38

近读鄢莹《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的典型实践与分析》（《图书与情报》2019年
第 1期），文末就图书馆文旅融合的未来发展提出两条观点： （1）公共图书馆

需要在保证公共图书馆公益性基础上充分展示商业价值，如紧紧把握当前的图书

馆文创开发机遇，开发种类丰富、内涵富有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完善以图书馆

为中心 ...

个人分类:圕人堂|63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出书为哪般？

2019-6-2 21:22

从 2009年开始，我与学术图书出版结缘。出书频率，始料未及。笔耕不辍，适

时出版或适时发表，是我努力践行的。 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学生时代高校校报学

生记者/学生编辑经历（1996-1999年），写作与发表成为一种习惯。我从 2000
年开始发表学术性文字，至今算是未曾间断。活跃的阵地包括学 ...

个人分类:圕人堂|44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某省图书馆（省级公共图书馆）读者证体验

热度 2 2019-6-1 20:07

图谋到某省图书馆（省级公共图书馆）参观，花 100元办了一个读者证（注：100
元为办证“押金”，可借普通图书 3册）。试图通过网络进一步利用该馆的资源与

服务。 按照网站上的提示，图谋作为曾经的图书馆集成系统管理员，困惑不已。

因为存在这许多种可能性。几乎挨个试了一遍，登录“书目检 ...

个人分类:圕人堂|660 次阅读|5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2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3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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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8 年 6 月 12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阅读总数为

41156 人，203114 次。共推送 129 篇原创文章。当前总用户数为 2436。囿于能

力和精力，‘千人计划’未能实现。近 3个月，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新增关注用

户 287。群成员数，当前为 2347，新增 149 位。

（2） 2019 年 6 月 7 日 14:00，群成员达 2350 人（活跃成员 539 人，占 22.94%），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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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