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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群名称：圕人堂(LibChat)

QQ 群号： 311173426

适宜人群：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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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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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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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君：“2019 年图书馆信息组织和资源建设研修班 7 月郑州举办。
http://url.cn/5jVBpeD。”

会议君：“2019 云南省第九届“中美图书馆实务论坛”7 月楚雄举办。
http://url.cn/5QMAbvZ。”

会议君：“2019 图书馆前沿技术论坛(IT4L)第二轮会议通知&会议日程。
http://url.cn/5Ba9L9D。”

会议君：“开放融合的新时代图书馆建设研讨会暨 2019 年度 CALIS 年会
9 月兰州召开。http://url.cn/5sYjavt。”

会议君：“第十七届(2019)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拟
于 9 月召开。http://url.cn/5v5Jwbg。”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推荐参加 2019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主会场的通
知。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29/13718.html。”

会议君：“ 2019 年全国情报学博士生学术论坛 9 月在京举办。
http://url.cn/5bNaEHo。”

会议君：“信息时代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培训班 7 月在京举办
http://url.cn/5sOdXLX。”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刘建*：“伟大的图书管理员。http://url.cn/5pHHhBr。”

图谋：“感谢知遇之恩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四十周
年。http://url.cn/5CILtVB。”

图 谋 ： “ 徐 中 玉 先 生 的 经 典 阅 读 带 给 我 们 的 几 点 启 示 。
http://url.cn/5StOEYF。”

图谋：“不忘初心恋图林，砥砺奋进结硕果——访图书馆事业实干家荀
昌荣先生。http://url.cn/5OikZdv。”

海天云石：“读书管见，择善而读。http://url.cn/5DI6KA5。”
图谋：“耕耘坚守，岁月如歌——访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者张白影先

生。http://url.cn/5QX9iXd。”
图谋： “大学图书馆的三个层次：糟糕的，很好的，优秀的。

http://url.cn/5wfxQjE。”

图谋：“关于数据库收费与开放存取。http://url.cn/5yJL8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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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喜讯 |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学术硕士项目顺利通过英国
CILIP 认证。http://url.cn/56dWGi0。”

郑州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年 06期目录。http://url.cn/5xXFjLQ。”
雨过天晴：“图书馆学科班出生的馆员，都经历了怎样的专业培养？

http://url.cn/577gW5h。”
碧海潮生：“《中华图书馆协会史稿》。http://url.cn/5TOUlgt。”

biochem：“刘立：学术论文写作十招‘Ten Simple Rules for structuring papers’

（2017）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079-1187252.html。”

图谋：“你是专业图书馆员吗？这本宝典告诉你。http://url.cn/5Yw4Wqz。”
长财馆 *： “有意思的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精品书目第 1 期。

http://url.cn/55LWAvF。”
碧海潮生：“海外图情 | 纽约公共图书馆结束免费电影流媒体服务。

http://url.cn/5kwy7Sc。”
图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8年 11月 1日发布 2018年中国科技核

心 期 刊 目 录 （ 社 会 科 学 卷 ） （ 见 ：
https://www.istic.ac.cn/Portals/0/documents/kxpj/2018 年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目录（社会科学卷）.pdf）图书情报档案类（20种）”

碧海潮生： “英 法 德 意 四 国 图 书 馆 员 职 业 伦 理 准 则 之 比 较 。
http://url.cn/57E20SY。”

图谋：“高校图书馆如何开展社会服务？http://url.cn/54Jaf3o。”

1.3 圕人从业抒怀
图谋：“《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年第 4期数篇文字均可视作圕人从业抒怀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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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李昭醇，邹荫生主编.图书馆论坛‘从业抒怀’选集[M].广州：花城出
版社.2006.（注：圕人堂群文件中有电子书）该书中有张白影《书城人事两依依》
（P442-459），该文投稿时间为 2002年 3月 4日。”木木贝：“《书城人事两依
依》是一本书，刚好我藏有 1本。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年出版，403页。”
木木贝：“。”

图谋：“张白影,1945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馆员,曾任湖
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湖南《高校图书馆工作》杂志主编、广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馆
长、广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广州大学信息研究所所长等职。自 1993年起享受国
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发表图书情报学论文及诗歌、小说、评论、剧本等数百
篇，出版图书、教材 10余种。”木木贝：“张白影很多年前还出版过一本书叫《旅
美散记》。”

图谋：“荀昌荣，男，1938年 5月生于四川邻水县。1956年至 1960年 7月，
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学习。1960年 7月毕业留校任教，担任我国著名图书馆
学家皮高品教授的助手，从事历史文献学教学与研究。1975年 3月调湘潭大学，
历任湘潭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图书情报系主任。曾主编《理论图书馆教程》，1989
年获中国图书馆学会优秀著作奖。出版专著：《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湖南大
学出版社 1989年版，1992年获湖南省首届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企业经营
与情报服务》、《中国图书馆事业 1988-1995》（四川科技出版社 1997年版，
1999年获湖南省第四届社科成果优秀奖）。整理古籍 5部：《曾国藩全集.奏稿》
第 2、6、7、11、12卷（岳麓书社出版）。主要从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文献标
引理论与方法及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和教学。”

http://www.twi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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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木木贝提供

木木贝：“前排中间白发老者即是张白影先生，前排右二是邹荫生老师。”
图谋：“事业需要传承与开新并举。圕人堂 2019年主题活动之一是圕人从业

抒怀征文，期待更多圕人关注与参与。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730.html 征稿对象：图书馆及
图书馆学从业人员。内容：从业经历、从业感悟、寄语图书馆（针对图书馆未来
或图书馆人，表达愿望或祝愿）。篇幅：1200字左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予以
选用（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亦会发布），选用稿件支付稿酬（100元/千字），未
选用稿件欢迎通过圕人堂群文件交流与分享。征稿时间：2019年 2月 23日-12

月 31日。稿件提交方式：37825775@qq.com 。稿酬来源是圕人堂发展经费。参
与者多多益善，愈多愈有活力，圕人亦将更好受益。”

图谋：“@木木贝 木木贝老师之前表达过参与意愿，期待你抽空参与！。”木
木贝：“资历尚浅，再修炼若干年看看。”图谋：“圕人堂搞这样的活动，特点是：
既能‘顶天’，又能‘立地’，雅俗共赏。无论资历长短，圕人即可。换个表述：无论
资历长短，圕人皆可抒怀。”biochem：“@木木贝 工作半年都可以写啊。半个月
都可以。”图谋：“只要愿意，一天也无妨。”

1.4 图书馆内的“瀑布流”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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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冠员 cuplib 提供

程老师*：“这个墙叫什么名字？”蜂鸟：“瀑布流。”cpulib*：“抢答。”蜂鸟：
“超星可以做，有书的和视频的两种。”傲娇的*：“超星和博看都可以做。”程老师
*：“关键里面的资源哪个多点？”闽农林*：“@图书馆程老师 可以直接调取你们馆
藏数据的。”傲娇的*：“你们自己和他们谈，想要啥。博看是生活娱乐累的杂志
多一些。超星是学术类和文学类图书多一些。”程老师*：“哦，我以为是购买瀑
布流又另外包含数据。”

1.5 图书馆 RFID的品牌及效能
天行健：“请教各位你们图书馆上 RFID了吗？哪个品牌、高频还是超高频？

使用效果如何？我们也准备 RFID，有没有什么建议？”hh：“同问。”金三石：“高
频，海恒，尚可。”boson：“@天行健 相关论文挺多，查查你这些问题答案都有，
这里不赘述了。当然论文的信息不是最新，最新产品资料问厂商。国内主要厂商
有远望谷、阿法迪和海恒。”小菜：“从管理角度来说，高频和超高频哪个实用？”
天行健：“@boson 谢谢！现在是想了解一下图书馆在实际应用中的情况。@小菜 前
期考察了解，我们更倾向于超高频的。现在是比较厂家产品差异。”小菜：“据了
解，高校用超高频多点，因为高校书籍存量大，超高频成本稍微低点；公共馆基
本都是高频。”槐云影：“@天行健 我们图书馆用的是超高频，一年左右，各种问
题，为工作人员和读者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和困扰。技术本身相对成熟，但厂家
良莠不齐，所以选择一定要慎重。否则一失足千古恨，全校师生将为这个愚蠢的

http://www.twi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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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买单。”天行健：“@槐云影 你们用的哪个厂家的产品？”

1.6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学位点招生
达达：“各位老师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硕

士学位点的刘子瑜。我们想给全国一些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类本科专业的高校寄送一些我们学位点的宣传折页，分发给相关学生。恳
请群里老师协助！如果您愿意协助我们发宣传折页，请您提供您的通信地址和联
系方式，并告诉我们您需要多少份。私聊即可，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帮我们传
播电子版宣传折页！”克莱登*：“你们只要学两年，省了一年时间。你们上课也在
图书馆上课吗？”达达：“是的。我们是馆办学科点。”木木贝：“农大挺不错啊，
CALIS 全国农学文献信息中心好像也设在农大图书馆。”达达：“谢谢，是的，请
老师帮忙多宣传！”克莱登*：“农大情报学是 985，将来好就业。”中学图*：“其实
情报学是一个很有竞争的专业。”图情民工：“竞争力在哪？作为计算机专业的一
个研究方向再合适不过了。”中学图*：“@图情民工 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需要信息
分析，知识挖掘的人。但是缺乏知识基础和教育背景的人。”图情民工：“计算机
就够了，情报学没自己东西。图情那点独有的理论，搞计算机的人培训二个月就
够了。”刘建平：“专业咨询公司大概基本是计算机相关专业人员更多些。各种专
业背景也不少。情报专业大相对比较少。”

皖西学*：“有谁知道华东和华中地区有哪些学校招图情的硕士？？”碧海潮
生：“不少学校吧，华中师范大学……”

图片由碧海潮生提供

http://www.twi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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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论文投稿后的迷惑
馆员：“大佬们，谁中过《国家图书馆学刊》啊？”碧海潮生：“群里就有不少

老师中过。”馆员：“群里有没有中过《国家图书馆学刊》的大佬啊，有的话麻烦
告知一下审稿流程吧。”木木贝：“审稿流程不是固定的，即使同一个刊也会有各
种流程，参考价值不大。我自己常投的一个刊流程也是每次都不同。等就是了。”
诲人不倦：“每次流程都不同，说明你投的还是少啊。”木木贝：“流程可能会受文
章内容、编辑观点这些因素的影响，有些文章研究的内容编辑比较熟悉，可能就
不需要外审直接就录用。当然，我只是猜测。请刘编回答这个问题最权威。”馆
员：“嗯，有的确实不用外审就直接录用。”傲娇的*：“@木木贝 有没有试过，今
天投稿第二天就录用的？”图雷：“听说过 2个,今天投稿第二天就录用,特别是图
书馆学刊前几年。”

法自然：“请问 2019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论文活动，论文通过评审后，应
该有论文入选通知吗？”傲娇的*：“@图雷 不是图书馆学刊，而是图书馆学研究。”
图雷：“我怎么看不到评审状态。”木木贝：“倒没试过这么快录用的。”傲娇的*：
“@法自然 有，而且会和你确认是否入论文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
群里讨论过。”图雷：“我上个截图 @傲娇的老教授 我看不到状态。”傲娇的*：“邮
件通知。中图的投稿系统里也会看到最终评审结果。”图雷：“直觉被初审没过？”
法自然：“谢谢，不好意思，没有实时留意，我是以后才投稿的。”木木贝：“看评
审详情。”图雷：“@木木贝 @傲娇的老教授 你的投稿目前没有评审信息。”木木
贝：“我今年没投。”图雷：“点开评审详情是你的投稿目前没有评审信息。”

1.8 优秀馆配商评选答疑
节能：“请教一个问题: 优秀馆配商都是《图书馆报》评的？算啥级别？他

写的全国，是受什么机构委托还是自己办的？”图谋：“全国优秀馆配商评选。
http://www.cpin.com.cn/h-col-124.html。”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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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图书馆报》 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中国出版集团主管，
协办单位：中国图书馆学会，由新华书店总店所属《新华书目报》社（新华书店
总店信息中心）具体承办的一份面向图书馆市场，为图书馆消费群体服务的行业
媒体，目前也是国内唯一直接面向社会发行的以图书馆为主体内容的报纸媒体。
《新华书目报·读者新书目（购书指南）》更名为《新华书目报·图书馆报》，原
刊号和邮发代号不变，《图书馆报》国内统一刊号：CN11-0126，邮发代号：1-88。
周报，全年 49期。上述信息供参考。”节能：“谢群主，现在就是有评委提出 看
到证书上只有报纸的章，对其权威性有疑问。评委提出问题说‘既然是国家级应
该是国家一个什么部委啥的办，一个报纸办的怎么就可以随便称为国家级’?”图
谋：“业内还是较为权威的。”节能：“如果是该报承办评选活动，应该在证书上有
主办单位的章才对。如果该报是主办，那么其权威性评委……那我直接明确写成
‘获得《图书馆报》评选的国家级优秀馆配商的得多少分吧。”图谋：“‘全国优秀馆
配商评选’活动由《图书馆报》主办，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全国馆配商联盟协办。
传递上述信息，或许效果更好。”图米兔：“评委质疑的是有道理的啊。”
节能：“对么，所以我来求证一下。”

1.9 如何统计馆藏数字资源？
小笨笨熊：“请教一个问题，我馆购买的数字期刊库，一年 2500种，第二年

统计还是 2500种呢还是累加为 5000种，如果第三年没有付款，则馆藏统计里还
计不计算这个电子资源呢？”小菜：“@小笨笨熊 中文还是外文，关键第三年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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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了，你还能不能访问，现在很多国外数据库都是订阅模式，如果不付款了，只
能访问付款年数据，之前的回溯是访问不了的。”小笨笨熊：“@小菜 中文期刊，
不付款就不能访问了。我比较头疼馆藏统计，不像纸质图书，不管新增否都是有
量的，而数字文献购买了就有藏量，没有购买就不知道还继续统计否？”南理工*：
“@小笨笨熊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的解释。”

南理工*：“@小笨笨熊 我还看到一个解读，好像是说电子刊订购期间纳入统
计，停订不能访问了，则不再统计。但文件我一时没找到了。”中原劲草：“这种
算法怕是要把电子期刊采购的人折腾死啊，所以只能是继续订不能停，哪怕我们
不需要了也要续订。不然期刊统计数字要差好多啊。”骑鹿踏雪：“那是肯定。”
小笨笨熊：“@南理工泰科院刘玉勇 谢谢你的解答，也就是说不能停订，否则统
计数据相差太吓人。”骑鹿踏雪：“不会多吓人，只是不好看。”

1.10 图情期刊投稿信息
雨过天晴：“哪位老师知道《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的投稿网站啊？麻烦

发一下，谢谢！” 默默：“搜搜。”雨过天晴：“想偷个懒……。”麦子：“@雨过天
晴 另外就是搜到的谁知道是不是真的。越看上去像真的很可能是假的。”

图谋：“关于图情期刊投稿信息，有多本书做过梳理。上图是《图书与情报》
魏志鹏主编做的整理。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亦做过多次梳理，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刊投稿信息辑录。已有 34438 次阅读 2014-11-26 23:3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6563.html图书情报普刊排名榜。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3034.html 已有 2754 次阅读
2018-12-22 20:11。 SSCI收录的图情期刊全辑。2019/4/16 16:36:00Emeral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3666.html 出版社图情期刊简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4312.html2019-4-19 15:39。《中
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编.图书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指南[M]._北京: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2018.9.该书可以作为图书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参考书、工具书。”

1.11 圕人堂群内小播报
图谋：“每每看到有新成员进群，图谋喜忧参半。喜的是，人丁更兴旺；忧

的是，如何提升成员成就感获得感？（以此留住人、不让人失望）。”木木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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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面对众多的新欢旧爱，是不是鸭梨山大？”图谋：“群主不急，群辅真急。2019

年 6月 28日 14:00，群成员达 2369人（活跃成员 446人，占 18.83%），本群容
量为 3000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490人。当前的规模，活跃度需要努
力维持在 20%左右。”beefst*：“支持群主！”天盈：“支持群主！已经做得很好了！”
图谋：“为什么有这‘需要’？一方面，太冷清了，用户黏度会进一步降低；另一方
面，‘化缘’工作将更加艰难（圕人堂运营，离不开必要的人力、财力支持）。谢
谢鼓励！图谋更多的是作为群辅之一，一直在努力，试图让圕人堂明天会更好！”
薪樗 /tp：“ 加油。”图谋：“圕人堂的理想图景：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各
取所需，各有所乐，各有所为，人气旺旺的，收获满满的，欢乐久久的。”

图谋：“附带做点说明。图谋积极回答问题，主要的目的或许算是一种‘示范’，
不是因为图谋人太好了，或者太闲了。图谋为圕人堂所做的全部工作实际是零报
酬的，也是‘业余的’。部分成员可能存在误会。如果专找图谋求助或商榷之类，
图谋实在是吃不消。比如中午正打算吃饭，有成员因为分享的一个链接含中文（需
要贴全信息才能打开），这样的问题需要多条信息互动，比较尴尬。”Mamie：“嗯
嗯，是这样的，确实更多有意义的专业讨论更为珍贵。虽然总在群里默默潜水，
但是经常看到大家就问题展开讨论，互帮互助，尽管没有参与其实也受益很多。
或许这就是群给群成员的一种感觉，可以在这边遇到同路人。”图谋：“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的用户与圕人堂 QQ群的用户，有一定比例是不同的，两头均需要兼顾。
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的用户群，更大比例可能为‘非圕人’，社会化程度更高一些。”

1.12 图书馆有没有性格？
木木贝：“图书馆有没有性格的？《图书馆建设》最新一期有篇文章《图书

馆性格研究——一种探索性分析框架》，挺有意思。”图谋：“可以导读一下？”
木木贝：“摘要：基于人格心理学和图书馆竞争力的相关理论,提出图书馆性格的
概念,以更好的解释图书馆竞争力的来源,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探索性
的分析框架。在对图书馆性格内涵进行阐述和分析基础上,建立理论分析模型,

以探求个体层面的馆员人格到组织层面图书馆性格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演化过
程,并围绕图书馆性格的六项核心特征探讨性格基础观视角下图书馆竞争力形成
的路径。性格是图书馆的无形资产,体现了图书馆的独特价值,是图书馆核心能力
与动态能力形成的基础,是图书馆不断提升竞争力的源泉。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知识产权诉讼程序研究(15XFX018)资助；关键词：图书馆; 图书馆性
格; 理论架构; 竞争力;分类号：G250。”

木木贝：“性格是图书馆的无形资产,体现了图书馆的独特价值,是图书馆核
心能力与动态能力形成的基础,是图书馆不断提升竞争力的源泉。这个观点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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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作者认为图书馆性格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1) 在图书馆内部环境下馆员共
同表现出的心智模式或心理特质。(2) 在特定环境下图书馆表现出的行为标识或
行为特征。其实，还是离不开‘图书馆人’的作用。”海边：“图书馆文化，以前研究
很多，未见有与图书馆群体性格关联的研究。”薪樗 /tp：“微信上有全文。”一片
汪阳：“跟图书馆文化氛围差不多吧。”悠游：“有本书里讲过， 图书馆深刻反映
环境特性。”木木贝：“在竞争不断加剧的外部环境下，图书馆可能会陷入到‘性格
决定命运’的境地当中，图书馆性格作为图书馆的无形资产、核心能力与动态能
力形成的基础，已成为图书馆提升竞争力的持续不断的源泉。”

木木贝：“看来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只要提升到一定高度，换个角度看问
题，也可以写出学术文章啊。”一片汪阳：“善于总结提升皆文章，就看有没有价
值了。”boner：“问题是提升不了高度，我都看得云里雾里。”海边：“图书馆老也
不进新人，老人又普遍职业倦忌。”骑鹿踏雪：“图书馆阴盛阳衰，需要心理干预。”
海边：“性格影响带来的问题，现在比过去明显了。”木木贝：“岳哥你说的是性别
问题，不是性格问题。”一片汪阳：“职业倦忌惰性普遍存在，20多年了，还怎么
去创新？”骑鹿踏雪：“性别问题带来的性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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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如何开展社会服务？

2019-7-4 11:02

2019年 6月，教育部同意笔者所在高校更名为 xx大学的函，末尾有一句：“望
你省加强对学校的指导和支持，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引导学校科学定位、内涵发

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成果

转化，不断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学校层面在积极思考如何开展

社会服 ...

个人分类:圕人堂|71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基层公共图书馆，人间平凡生活的模样

2019-7-2 15:58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 基层公共图书馆 ，人间平凡生活的模样 作者：七

色花 作为一名基层图书馆职工，我最不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天堂就是图书馆的

模样。为啥？那称得上天堂的图书馆，必须是发达、有钱投资大的高级图书馆。

基层图书馆对我来说，只是人间平凡生活的模样。 ...

个人分类:圕人堂|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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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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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8803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8803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8803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8803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777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8777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8777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8777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8777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8777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87778


圕人堂周讯（总第 269 期 20190705）

14

3.大事记

（1）2019 年 7 月 2 日，发放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从业抒怀征文稿酬 180 元，

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1785.40 元。

（2） 2019 年 7 月 5 日 14:00，群成员达 2372 人（活跃成员 437 人，占 18.42%），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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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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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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蓓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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