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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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雨过天晴：“做课题的滋味 http://1t.click/gdf。”

碧海潮生：“谈判破裂：加州大学宣布取消所有 Elsevier 期刊订阅，并向全球读者免费提供

加州大学作者的所有论文 http://1t.click/ggM。”

木木贝：“《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正式公布

https://mp.weixin.qq.com/s/lPWmf9b7G6TWD1wg6K2PPA。”

河北科*：“关于 CSSCI 收录台湾学术期刊的公告

http://cssrac.nju.edu.cn/a/xwdt/zxdt/20190711/7303.html。”

图谋：“高校图书馆如何开展社会服务？http://url.cn/59ITvqP。”

www：“2019 年度热门境外开放课程排行榜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clm=mooc&what=hot_year&year=2019。”

图谋：“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赓续文脉烛照千秋.

http://ent.cnr.cn/zx/20190124/t20190124_524492844.shtml。”

图谋：“文献评奖知多少？.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476870 摘编

自:倪波、张志强 主编.文献学导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00.10:111-115。”s

逄金辉：“图数据库系统和知识图谱应用高级实践活动首轮通知

https://url.cn/5eayYQk。”

图谋：“圕人堂初心与进路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9161.html。”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http://1t.click/gdf
http://1t.click/ggM
https://mp.weixin.qq.com/s/lPWmf9b7G6TWD1wg6K2PPA
http://cssrac.nju.edu.cn/a/xwdt/zxdt/20190711/7303.html
http://url.cn/59ITvqP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clm=mooc&what=hot_year&year=2019
http://ent.cnr.cn/zx/20190124/t20190124_524492844.s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476870
https://url.cn/5eayYQk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91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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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做课题的滋味

雨过天晴：“‘做课题的滋味’写得真好 http://1t.click/gdf！期待看见‘报课题的滋味’。网上信息

太多，有时候会遗漏好文章。”

图谋：“这个还真有，见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我的基金故事’。图谋的文字多属‘小儿科’，希望

起的作用是抛砖引玉。”雨过天晴：“珠玉在前啊！情感真实，同时专业性强。”图谋：“坦白

说，图谋很多时候心虚得很，水平有限，絮絮叨叨招人烦。因此，更需要克制一些，与此同

时，要努力见贤思齐。情感方面，一定程度也是形势所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悠游：“圕

人堂有那么多同行，应该更团结些，互相支持。”

1.3 图书馆学位论文是否需要编目

延大图*：“请教一下，您们馆里的学位论文现在还需要编目吗？”扣肉：“纸本的吗？干嘛不

编，这是我的馆藏啊。从电子版的提交系统里，导出marc 数据，直接把数据导入图书馆系

统就完了。”

延大图*：“请问是人工分类还是系统自动分类啊？给分类号现在还需要人工吗。”扣肉：“看

你的论文系统里给没给过了。”延大图*：“没给过。”扣肉：“那你就要手动给。”扣肉：“分类

号怎么会自动给。”延大图*：“我以为是我们馆不发达，太封闭了，所以不能自动给号。”扣

肉：“谁家系统也不能自动给号啊。顶多是根据主题词猜测一个差不多的号。”

1.4 《图书馆报》电子报新地址免费看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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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今日《图书馆报》：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

这里可以免费看，且更新比《图书馆报》官网及微信公众号链接的电子报更及时。”

雨过天晴：“这一期有位老师科普阅读疗法呀，还将是系列连载，真好！祝福阅读疗法研究

与实践工作遍地开花欣欣向荣。”

1.5 镜头下的图书馆：江宁区图书馆分馆

hanna：“江宁区图书馆开在小区里的分馆。”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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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阅读分中心，我们这边也开了。2000 多平方，儿童读物为主。”

http://www.twi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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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版商、图书馆和用户的三方关系

碧海潮生：“谈判破裂：加州大学宣布取消所有 Elsevier 期刊订阅，并向全球读者免费提供

加州大学作者的所有论文 http://1t.click/ggM。”

麦子：“谈判破裂：加州大学宣布取消所有 Elsevier 期刊订阅，并向全球读者免费提供加州

大学作者的所有论文。这篇东西关于取消是对的，但第二句其实仔细分析是没有太大意义：

这www.escholarship.org 的机构库大约有 15 年了，一直是免费开放的，但上传的论文有限，

我估计是全部 UC论文的 5%，而且是论文的没审阅前的初稿，我想一般人也不会去用这个。

很多事一定要知道后面的故事，知道了，这故事往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图谋：“碧海潮生分享的链接我也浏览了。对一组数字比较敏感。2017 年加州大学系统在爱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http://1t.click/ggM
http://www.escholarsh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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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尔旗下期刊发表近 1万篇论文，约占爱思维尔该年刊发总量的 1/43；同时为加州大学

该年发表论文总量 1/5。面对这样举足轻重的位置，引发的连锁反应值得进一步关注。”

图谋：“包括各方权益的平衡，出版商及作者版权、作者论文发表后的信息传播权益、图书

馆用户权益……这场博弈，需警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渔翁"会是谁呢？不好说，说不好。

出版商-图书馆-用户，三方关系比较微妙。疑似‘三角恋’，剪不断，理还乱。之前，国内的

类似举措，图书馆多被率先边缘化，功亏一篑。”

扣肉：“主要是公开发表的论文，版权归属不清吧。因为论文里也包含编辑的劳动。很难说

全部归署名作者所有。而且签订录用合同的时候，极有可能对于数字版权有事先约定。”

徐徐清风：“图书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数据库涨价的‘帮凶’。”

倒立的*：“帮凶谈不上。但真的没能力谈。价格信号根本是断裂的。请客悖论 图书馆逃不

开。出版商学术圈是一体的。左手砍右手，自己革自己的命。”

徐徐清风：“预算充足，读者像熊孩子一样吵嚷着要，数据库商将图书馆的底裤看得明明白

白 。”

倒立的*：“这就是请客悖论。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有这个比喻。a 花 b 钱 请 c吃

饭。那也不一定。有些想谈。但发现没得谈。或者不知道谈什么。本质上是价格信号的断裂。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其他因素 比如合约结构、图书馆的选择能力不足、文献传递服务有不足

等等。”

徐徐清风：“另外是对定价的分歧。数据库商认为涨价的依据是我每年新增了很多期刊刊期

及知识内容，当然要在原价格上对多出的新一年期刊再多收费。”倒立的*：“价格肯定是很

重要的 但我觉得不能忽视的是合约结构。这里面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一点我觉得很牵强。

同时我觉得，他们这样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图书馆选择能力不足。”徐徐清风：“图书馆

认为往年资源的我已经支付了巨额费用，怎么还要付费？数据库商回答，卖的是资源在线一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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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使用权，每年还得重新高价买回。销售模式数据库商掌握话语权。”

扣肉：“是否有可能按篇付费，很多图书馆可能会引导读者读取纸本期刊？我们仍然是按 IP

控制，目录和摘要免费开放，或者有一个比较低的保底收费。如果读者查看了全文，那么图

书馆就要为单篇全文付费。这样是不是比较公平。因为作为数据库商来说，他们需要购买服

务器和带宽用来存储，进行元数据加工也有人力成本支出。”

倒立的*：“按篇付费的前提是挑选，挑选就只能使用者挑，如果不能是使用者付费，就又回

到了请客悖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图书馆提不出有针对性的方案。我们对数据库商

研究的太少了。效率更高，但有个问题是，如果还是图书馆出钱，读者自己没有成本，他们

难免多下载。s”

徐徐清风：“如果各期刊数据库商用 SCI 数据库销售模式，应该合情合理些。SCI 首次购买

费用大，因为包括了回溯了往年很多的数据，但以后再买，只需付费新增年。”

扣肉：“可是现在也有拖库的情况发生啊。”倒立的*：“拖库是啥意思？”扣肉：“就是把某一个

库的论文，全部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现在数据库商对这个行为已经在打击了。说明这个问

题确实存在。那么就是需要更多技术手段。作为数据库商，他们的主要支出是采购版权和服

务器资源。”

徐徐清风：“因此，有学者指出‘图书馆和数据商的关系不是完全的竞争关系，而是战略合作

关系’。”

扣肉：“我们作为数据库的使用者，不能一味指责数据库商随便涨价。因为这两项成本是逐

年上涨的。尤其是资源版权，目前期刊社的议价能力很高。相对来说，服务器资源的价格真

的可以说是白菜价了。”

倒立的*：“要么就是打通价格信号这个最好，另一个就是能在价格之外找到一个谈判的空

间。”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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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肉：“我有一个切身体会。就 ZW的问题，我跟研究生院主任和学报社总编都说过。为什

么我们学生的学位论文要授权给 ZW，而且形式上是强制的。以及为什么我们的学报电子版

要独家授权给 ZW，我们自己的学生看还要付费。结果是，他们一脸茫然的回答我，除了

ZW还有啥。这说明某些学术机构的部分当权者，缺乏专业素养,对于学校的无形资产维护

不够。据我了解，我校研究生院和知网达成的合作是，他们免费提供查重服务，但是获得了

学生的学位论文。”

徐徐清风：“也没见过公开的文件政策。感觉卖学位论文这块操作不是很规范，既然是买卖，

不得招标么？”扣肉：“因为不存在金钱交易，不需要审计。学生大多数也对于论文的发表途

径不太了解。就是从学校的账面上不存在金钱交易，也没有合同。”

徐徐清风：“学校居然也同意？”扣肉：“学校不是同不同意，而是压根不知道，或者不管。因

为这个不在上级单位审计的范围内，也不会产生法律纠纷。”

中国药*：“两个数据库都没有我们学校学位论文。”

徐徐清风：“学校高层肯定是知道的，会黙许或不同意。像北大的学位论文就没有给数据库

商。”

扣肉：“有个问题是，如果还是图书馆出钱，读者自己没有成本，他们难免多下载。因为校

领导关心的是上级单位检查和学校学术地位，具体事务只要不给他找事，一般都不管。”

麦子：“按篇付费每篇价格会很高，因为打包卖，很多杂志其实是没人用的。”扣肉：“那你杂

志社就要提升自己论文的含金量啊。”麦子：“很多杂志是因为学科，看的人少，和含金量未

必有关。医学类的如果一篇收 1000 美元，行销很困难。”扣肉：“主要还是因为版权获取的

价格高。就是同一期期刊里的论文，显然也有顶级专家的论文，这个更值钱。知识付费的话，

显然是更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更值钱。” 麦子：“你是如何衡量这个价值？估计很多诺贝尔

的原始研究是没人看的，否则也不要等了几十年才发了。如果按这个价值论，每年按引文量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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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诺贝尔和平奖算了。”

boson：“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市场化的。有些东西就是没市场，但还要有。”

扣肉：“付费实际上是表达了你对于这个资源的渴求急迫性。你如果不是那么迫切，大可以

买本纸本，甚至等作者去世版权过期之后再看。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你觉得重要，而且急迫，

那你就得愿意多花钱来得到它。”boson：“这个没问题，但你愿意多花钱不等于学术价值高。”

1.7 古籍修补中“接后背”和“溜口”

往来去.：“请问有人清楚古籍修补中‘接后背’的补纸加在纸张的什么位置？考试复习笔记突

然迷茫起来。有点不清楚老师说‘接后背’和‘溜口’类似，是怎么个类似法了......”

由圕人堂成员曲师大*提供

1.8 有关定岗定编

飘雪：“有学校做了定岗定编？怎么操作的，交流一下呗。学校要求没办法，不过定岗定编

可以调动工作积极性，大家都有危机感。”

2014：“我们没有定岗定编，这样领导安排工作更方便。”

雨过天晴：“我们定岗定编了，这两天正在签新一轮合同。一次三年。签完合同，周六开始

放假。我们假期有一个地方值班，自由报名，一天近 200 的加班费。”

1.9 2019 年图书馆新入职及转岗员工培训班

木木贝：““2019 年图书馆新入职及转岗员工培训班”开始报名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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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lvyWLBkIFmwthLnxURqSJA。”

图谋：“内容不错。”

木木贝：“是。虽说是面向图书馆小白和转岗，感觉也适合老油条回炉再造。”

1.10 “智慧”图书馆的困惑

图谋：“有钱不知道怎么花，或者花钱没能花好的情况，好些馆是客观存在的困惑。近期，

参观了一个馆，馆内摆了好多‘智慧’设施，但大多处于故障中。不仅没能出彩，还让人看着

有些心疼。”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lvyWLBkIFmwthLnxURqS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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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on：“最近去了一家馆参观，‘智慧’的功能馆员却不愿意使用。”

图谋：“这类情况，其实很可能是存在‘短板’，而整体效果，往往需要尽快补齐‘短板’。”

麦子：“现在是泛智慧化。说了智慧，其实就是换个包装而已。”

boson：“拿图书馆举例不好，举个另外的例子吧。90 年代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面有

一集，用真人冒充机器人解决就业问题。如果‘智能’在成本和效率上比不上真人，那么‘智能’

也就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1.11 圕人堂鼓励成员多交流互动

木木贝：“一不留神，做到群主的书了。”

图谋：“木木贝那率先进入馆藏？读秀学术搜索中暂未发现。”

水秀：“好运。刚编目，估计没这么快可以在读秀搜索到。感觉图谋最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

比较好的状态和阶段。今后可以更上一层楼。”

木木贝：“谆谆教导的风范，非老前辈莫属。”

麦子：“是啊，互动是最重要的，所以无论无论如何@图谋 开了这堂以后在图情史上是会有

一笔的。因为大家从中得到的东西远胜于大大小小的会议和论文，反正我自己从和大家的交

流中得学到了太多东西。”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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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秀：“也不尽然吧？大家讨论，不存在教导啊。谨慎有余，大家相互学习。”

biochem：“没见过比图谋更负责的群主。我参加的一个群，有十几个管理员，除了我这个

管理员的积分有 2300 多分，另外一个管理员 2分，其他管理员包括群主都是 0分。这样的

群名存实亡啊。我参加了 60 个群，只有本群才是真正的群，也跟各位老师学到了不少东西。

尤其是班级群，毕业后基本就是僵尸群。”

图雷：“教授说出了心声，点赞。”

一字禅：“虽然我几乎不冒泡，但各位老师的留言都有看。确实本群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交

流群。能学到很多很多。”

图谋：“感谢鼓励！图谋建圕人堂的初心是：‘圕人堂QQ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

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其愿景（VISION）是：圕结就是力量！其定位（MISSION）

是：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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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图谋的实在，也是实在的图谋。

因此，图谋做的实际不是‘群主‘，而是‘群辅’。圕人堂自建群至今已有 5年多，图谋更多的是

通过身体力行，赢取更多圕人的关注与支持，让更多圕人切实受益。”

图谋：“今天下午，图谋与数位成员有交流。摘编几句：‘我很多次想放弃，但切实观察到、

感受到，有一部分圕人确实是因为圕人堂这样的草根平台切实受益，因此觉得有坚持的必要。

‘坚持不易，还有诸多小细节。比如刚才圕人堂管理员团队，在讨论有关 TW方面的词语，

好些是犯忌的，哪怕是纯学术词汇。’大学时代较为要好的同学对我的评价是‘你最可爱的是

执着最笨的也是执着’。这个评价不无道理，换种表述或许是：笨的执着，笨的可爱。图谋

就剩下笨了。”

1.12 关于生产图书馆家具的供应商

极限 *：“各位同行老师，咨询一下，国内生产图书馆家具最大的几家厂家或地区在哪？我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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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准备去参观考察，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啊？参观家具生产厂家，了解样品以及价格，邀请参

加招投标。新馆已经封顶，年底所有家具就要到位。时间紧任务重。s”

楫舟人：“要建新馆吗？清华图书馆定制家具值得推荐。”极限 *：“有没有联系方式啊？”克

莱登*：“有清华图书馆的财力?”木木贝：“吓得我都不敢说话了。”南理工*：“江苏常州武进，

浙江杭州，生产图书馆家具的多。”

1.13 关于 CSSCI 收录 TW学术期刊的公告

河北科*：“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建设规划，经审定，确定将 15 个

学科 30 种 TW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纳入CSSCI 数据库来源期刊目录。现将目录发布如下，

特此公告 http://cssrac.nju.edu.cn/a/xwdt/zxdt/20190711/7303.html。”

1.14 高校图书馆如何开展社会服务？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http://cssrac.nju.edu.cn/a/xwdt/zxdt/20190711/73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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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高校图书馆如何开展社会服务？http://url.cn/59ITvqP 有着较多的现实问题需要面对，

如何更好地审时度势、有所作为？或许值得进一步探索与实践。该文实际为科学网圕人堂专

题一篇抛砖引玉的短文。圕人堂期待能够推动较为系统深入的讨论几个关注面较广的现实问

题，比如：图书馆人力资源、图书馆职业能力、图书馆员职业生涯规划、图书馆事业未来发

展……近期的讨论看，图书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图书馆员职称晋升是长盛不衰的话题，有

着较多的交流，但似乎未能更前进一步，也就是未能交流得更透彻，形成若干‘共识’或‘可复

用的‘知识点’。”

1.15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

图谋：“@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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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2019/2/23。

2月 23 日启动的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活动，实际上是有所考虑的，试图从开放征文中，引

发更多交流与思考。”

1.16 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

图谋：“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赓续文脉烛照千

秋.http://ent.cnr.cn/zx/20190124/t20190124_524492844.shtml

从 1909 年 9月 9日筹备建立京师图书馆到 2019 年，从什刹海东北岸广化寺到文津街，走

过百年风雨历程的国家图书馆数次改名，三迁馆址，最终发展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回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9ITvqP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730.html
mailto:37825775@qq.com
http://ent.cnr.cn/zx/20190124/t20190124_5244928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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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110 年的国图历史，很多经验值得总结，‘不遗余力的搜采精神，恪尽职责的守护精神，

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爱岗敬业的道德精神’应该是绝大多数国图人的共识。百年经验表明，

国图人要想为人民服务得心应手，就必须练就‘博闻强记的知识功，心灵手巧的操作功，吃

苦耐劳的体力功’。’李致忠告诉记者。”

木木贝：“建馆 110 周年，应该会出版一系列的图书，不知是否有目录？”

图谋：“古籍专家李致忠，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他是全国古籍界德高望重的

资深专家，长期从事古籍整理、版本考定、目录编制及目录学、书史、出版史等研究，50

年如一日，孜孜以求。他担任中华再造善本编纂出版委员会主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

员会主任，使无数珍稀古籍走出深阁大库，成为‘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典范。他主持编制

《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国家系列标准，推动全国古籍保护事业标准化、制度化。他凡事

身体力行，无论是再造选目、查验原本，还是制作装帧、质量检查等方面都严格要求。他学

术成就斐然，先后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专著 10 余部。他是古籍的保护者，更是古籍保

护事业的传承者。”

图谋：“根据前述央广网新闻，该馆还将推出‘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专题网站’，并预计于

2019 年 8月正式上线。关于相关图书的出版，一有消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邓咏秋老师估

计会及时告知。”

1.17 文献评奖知多少

AppleMM：“国内比较公认的人文社科类国家级图书奖项有哪些？”

图谋：“可参考：文献评奖知多少？.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476870 摘编

自:倪波、张志强 主编.文献学导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00.10:111-115。这是图谋多年

前做的摘编。有一定参考价值。时不时有成员问及。”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47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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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新时代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核心能力小调查

图谋：“@全体成员 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初景利教授正在开展‘新时代图

书情报专业研究生核心能力小调查’，调查您对图书情报专业研究、专业能力及职业竞争力

的看法，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7月 15 日，期待您的关注与参与！问卷链接：

https://www.wjx.cn/jq/42189892.aspx。”

图谋：“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圕人堂特此‘助力’，期待更多圕人关注与参

与！图谋爆个料，初教授亦是圕人堂的关注者、支持者，是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用户之一。”

1.19 关于会议信息的分享

图谋：“关于会议信息的分享，圕人堂期待能更进一步。比如期待有成员分享参会见闻与心

得体会，《圕人堂周讯》予以选用，较为规整的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予以选用并支付稿酬（千

字百元标准计）。对于稿酬，是对原创性劳动，给予象征性的劳务补助。稿酬来源为圕人堂

发展经费。这是一种激励措施，圕人堂自建群至今在积极探索与实践。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

选用稿件，尽可能地做到及时刊发及时支付稿酬，目前选刊的几篇稿件，基本均是当天刊发、

当天支付稿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更多关注与参与。”

1.20 圕人堂初心与进路

图谋：“圕人堂初心与进路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9161.html 7 月 11 日

圕人堂群中部分成员围绕圕人堂展开了互动交流。图谋特此在此基础上梳理圕人堂初心与进

路。”

biochem：“从最初关注科学网图谋博客，到扎根圕人堂，感谢图谋一直以来的坚持，感谢

各位老师。圕人堂欢迎新成员！新成员请浏览圕人堂QQ群规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祝圕人堂之旅愉快！敬请关注圕人堂微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wjx.cn/jq/42189892.asp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916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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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号帐号名称:圕人堂 LibChat。功能:本微信公众号发布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博文、《圕

人堂周讯》（微信节录版），作为一种向社会公开的补充途径，弥补群交流;碎片化;缺陷，

拓展渠道，提升质量。期待关注与支持！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木木贝：“感谢教授等前辈，你们种树，我们来乘凉。”

图谋：“刚才图谋向圕人微信群、QQ群及自身朋友圈，发了一圈‘小广告’。这种做法多少心

存顾虑，于心不安主要用意是期待获得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让圕人更好地受益。不当之处，

恳请多谅解、多包涵！向需要的圕人或可能需要的圕人宣传推广，彼此可能会收获更多。。”

biochem：“找对对象。”图谋：“当前圕人堂QQ群的成员数为 2382，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

总用户数为 2528。总体来说，很可能还存在更多‘潜在用户’，值得进一步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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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初心与进路

2019-7-12 08:56

7月 11 日圕人堂群中部分成员围绕圕人堂展开了互动交流。图谋特此在此基础

上梳理圕人堂初心与进路。 麦子说：“互动是最重要的，所以无论如何图谋开了

这堂，以后在图情史上是会有一笔的。因为大家从中得到的东西远胜于大大小小

的会议和论文，反正我自己从和大家的交流中得学到了太多东西。” ...

个人分类:圕人堂|177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天津之行略记

2019-7-11 09:42

2019年 7 月 5-10 日，因参加大学毕业二十周年同学聚会，携妻儿一道出行，在

天津玩了几天。 同学聚会集中在 7月 5 日晚上及 7 月 6日全天。天津商业大学

管理信息系统专业 1995级同学毕业 20 周年聚会，两个班近 90 位同学，大约 70%
参加。入学时，同学们来自 22个省市，如今分布区域亦很广，天南海北再相会 ...

个人分类:圕人堂|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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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文件。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9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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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16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89161&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89161&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8916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89161&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8916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9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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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01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8901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8901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8901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8901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8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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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19 年 7 月 11 日，收到圕人堂群成员广东 xfy 捐助 800 元（注：定向资

助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稿酬），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2586.42 元。

（2）2019 年 7 月 12 日 14:00，群成员达 2406 人（活跃成员 438 人，占 18.20%），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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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wiinfo.com/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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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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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