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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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罗：“转发一下，会议与征文通知《华东地区地方院校图书馆第二十二
次协作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biochem：“2019云南省第九届‘中美图书馆实务论坛’会议正在进行。视频直
播地址：http://play.yunxi.tv/livestream/flash?id=94c18a32578542adab63

1c8b4e6dcb73。会议日程和专家介绍请见群文件。”
biochem：“西南林业大学图书馆主办 2021年云南省第十届中美图书馆实务

论坛。中美图书馆实务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由云南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
员会和美国华人图书馆馆员协会主办。”

图谋：“2019年全国师范院校图书馆联盟理事会暨新时代师范院校图书馆转
型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及案例征集通知 http://sflm.bnu.edu.cn/templates/q

gsflm/newsInfo.cshtml?cid=147&id=618。2019年全国师范院校图书馆联盟理
事会暨新时代师范院校图书馆转型发展学术研讨会定于 2019年 10月 24—26日
在安徽芜湖举行。此次会议由全国师范院校图书馆联盟主办，安徽师范大学图书
馆承办。会议根据会议议题进行论文和案例征集，详见通知要求。”

图谋：“2019新时代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成功举办 http://book.sina.c

om.cn/news/whxw/2019-06-17/doc-ihvhiews9317231.shtml。6月 14日，由中
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主办，重庆图书馆、《图书馆报》承办的 2019新
时代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重庆成功举办。”

图谋：“报道|第九届中美图书馆实务论坛（楚雄，7.10）https://mp.weixi

n.qq.com/s?__biz=MzU4ODgxNTk1MQ==&mid=2247485299&idx=2&sn=cc091ab3bd7

9f9efbd42428fe20660f6&chksm=fdd64c53caa1c545d60ae8fb50f05c896cfddb1f2

6f47239ccdf42d764336cf6fba2c7dd021b&mpshare=1&scene=23&srcid=#rd。”

国图社秋：“2019中国图书馆年会，相约鄂尔多斯东胜 http://www.lsc.org.

cn/contents/1129/13718.html。”

图谋：“参会|第十六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ADLS2019）（成都，
10.24-27）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ODgxNTk1MQ==&mid=22474

85313&idx=1&sn=c4aa0cf34bdf23aa967b53a48737ddd7&chksm=fdd64ca1caa1c5b

744fb45a816cbcfb26113b71079e0c1e0cdea603818fd79f99e650b5794b7&mpshare

=1&scene=23&srcid=#rd。”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六届系统与信息学国际会议 11月在沪召开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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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53&idx=1&sn=c78

56eb69606d14b8e3344d0821386f5&chksm=eb2f0683dc588f953f40dbed8fa03dbf4

6b41031e4f22a19aaa768b7c07728cd5b66b07837a1&mpshare=1&scene=23&srcid=

#rd。”
会议君：“图书情报|2019竞争情报上海论坛(SCIF)暨国际科学技术信息理事

会(ICSTI)年会 9月在沪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

0MQ==&mid=2247490253&idx=2&sn=851f3e891ad8e1f687481ac7e88eb4b6&chksm=

eb2f0683dc588f95d0c34418ac47ff244bcfa4840f7053b62f60ecbf4ed3f5927bacd

27f35ad&mpshare=1&scene=23&srcid=#rd。”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 2019年图书馆信息组织和资源建设研修班 htt

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Q3MjEwOA==&mid=2247485653&idx=1&s

n=87d79f3af0dd92cb4a766202400b0357&chksm=e9bf8416dec80d0057ea474937cd

7c1bbe1d8a9e1879f45bb2931718d8a9abf5594e08f8a6e0&mpshare=1&scene=23&s

rcid=0716sRXqB1wqbN2nr88s9XJh#rd。”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十届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国际研讨会 12月台北召开 h

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57&idx=2

&sn=63ce3e6d7e684fb6fa92f675dce3eaa0&chksm=eb2f069fdc588f89acbb89521c

f139325b9fbcbf18351ae84e444b2f57590df4adae5edbed93&mpshare=1&scene=23

&srcid=#rd。”
图穷：“快来报名吧！2019年图情前沿热点学术研讨会暨论文写作与投稿研

修班 https://mp.weixin.qq.com/s/zAEhdXFm2fyYvQUjpZbr9Q。”
碧海潮生：“2019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智慧•融合•跨越智慧图书馆阅读服务创

新’分会场 （鄂尔多斯）参会通知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342/137

84.html。”
碧海潮生：“关于举办‘5G与图书馆的发展’研讨会的通知 http://www.lsc.or

g.cn/contents/1129/13764.html。”
会议君：“图书情报|2019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图书馆与社会发展” 分会场（呼

和浩特）参会通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

2247490298&idx=2&sn=061ea03523f824ab296a4d52149d5572&chksm=eb2f06b4dc

588fa2d39f4c1ef374fc4c83a0edc0c17fef6bb08fb8190b589d77f2a14bfc8571&mp

share=1&scene=23&srcid=#rd。”
会议君：“图书情报|2019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开放科学与机器智能环境下学

术信息服务范式变革”分会场 （北京）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

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3&sn=53063c37259b052550f9874f29d1a6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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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2&sn=061ea03523f824ab296a4d52149d5572&chksm=eb2f06b4dc588fa2d39f4c1ef374fc4c83a0edc0c17fef6bb08fb8190b589d77f2a14bfc8571&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2&sn=061ea03523f824ab296a4d52149d5572&chksm=eb2f06b4dc588fa2d39f4c1ef374fc4c83a0edc0c17fef6bb08fb8190b589d77f2a14bfc8571&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3&sn=53063c37259b052550f9874f29d1a6dd&chksm=eb2f06b4dc588fa20717862709487489db0d4ba451554de071ca66889733b59f23da266bd39a&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3&sn=53063c37259b052550f9874f29d1a6dd&chksm=eb2f06b4dc588fa20717862709487489db0d4ba451554de071ca66889733b59f23da266bd39a&mpshare=1&scene=23&srci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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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ksm=eb2f06b4dc588fa20717862709487489db0d4ba451554de071ca66889733b5

9f23da266bd39a&mpshare=1&scene=23&srcid=#rd。”
会议君：“图书情报|2019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智慧•融合•跨越 智慧图书馆阅

读服务创新”分会场 （鄂尔多斯）参会通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4&sn=bd821483984ebca00a814788a83

9cd9b&chksm=eb2f06b4dc588fa27181d99e1ef505410332a02746cd074810b561103

3db4b417532dd38b23a&mpshare=1&scene=23&srcid=#rd。”
会议君：“图书情报|“图数据库系统和知识图谱应用高级实践活动”本月底在

京举办（20日前报名更优惠）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

0MQ==&mid=2247490298&idx=5&sn=8f526d3c8afd1f2256fa8fea1b3fc940&chksm=

eb2f06b4dc588fa2595735453c9ca78409851218f8f6ac14a41f1fd34127796823666

3b5e3da&mpshare=1&scene=23&srcid=#rd。”
会议君：“图书情报|古籍修复提高班（暑期脱产班）7-8月在京举办 http:/

/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6&sn=1e

e125185cf87782b18dc9ca8ef886d0&chksm=eb2f06b4dc588fa2f3640c0d60bde882

9190d53e0bde717c0dffebc513f639727ae0055328f8&mpshare=1&scene=23&srcid

=#rd。”
807479*：“图书情报|‘图数据库系统和知识图谱应用高级实践活动’本月底在

京举办（20日前报名更优惠~）2019年 7月 26日-28日非学生 2800元/人、学
生半价 1400元/人，含电子版资料费、发票费、场地费、会议注册费等。图书情
报|古籍修复提高班（暑期脱产班）7-8月在京举办 2019年 7月 29日-8月 9日
6600元/人。为减少学员自购工具的繁琐，培训中心为每人配发相关修复工具和
部分耗材。食宿及交通自行解决。这两个会前后脚。就是费用比较高。2800+66

00=9400加上食宿、交通费等，一两万。”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sonorous：“上海大学图情档系加入 iSchools联盟 https://mp.weixin.qq.

com/s/H9k0gwjS9smGm4L2WMObuA。”
biochem：“黄鹏：前十年求学历程和致十年后的自己最近归结了自己和北航

的情结：（1）2016年在北航同学毕业典礼上认识了她，前两天我们在北航附近
领了结婚证；（2）第一次学术论文投在了北航，在北航参加了第一次国际学术
会议；（3）第一次成电出差也是在北航；（4）在申请博士递交学术成果材料的
时候，意外发现之前学术会议主席签字上竟然是自己心仪的导师名字，没想到最
后真的成了自己的博士导师。这一切看似都很巧的结果，又好像是冥冥中早已注

http://www.artlib.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3&sn=53063c37259b052550f9874f29d1a6dd&chksm=eb2f06b4dc588fa20717862709487489db0d4ba451554de071ca66889733b59f23da266bd39a&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3&sn=53063c37259b052550f9874f29d1a6dd&chksm=eb2f06b4dc588fa20717862709487489db0d4ba451554de071ca66889733b59f23da266bd39a&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4&sn=bd821483984ebca00a814788a839cd9b&chksm=eb2f06b4dc588fa27181d99e1ef505410332a02746cd074810b5611033db4b417532dd38b23a&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4&sn=bd821483984ebca00a814788a839cd9b&chksm=eb2f06b4dc588fa27181d99e1ef505410332a02746cd074810b5611033db4b417532dd38b23a&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4&sn=bd821483984ebca00a814788a839cd9b&chksm=eb2f06b4dc588fa27181d99e1ef505410332a02746cd074810b5611033db4b417532dd38b23a&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4&sn=bd821483984ebca00a814788a839cd9b&chksm=eb2f06b4dc588fa27181d99e1ef505410332a02746cd074810b5611033db4b417532dd38b23a&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5&sn=8f526d3c8afd1f2256fa8fea1b3fc940&chksm=eb2f06b4dc588fa2595735453c9ca78409851218f8f6ac14a41f1fd341277968236663b5e3da&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5&sn=8f526d3c8afd1f2256fa8fea1b3fc940&chksm=eb2f06b4dc588fa2595735453c9ca78409851218f8f6ac14a41f1fd341277968236663b5e3da&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5&sn=8f526d3c8afd1f2256fa8fea1b3fc940&chksm=eb2f06b4dc588fa2595735453c9ca78409851218f8f6ac14a41f1fd341277968236663b5e3da&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5&sn=8f526d3c8afd1f2256fa8fea1b3fc940&chksm=eb2f06b4dc588fa2595735453c9ca78409851218f8f6ac14a41f1fd341277968236663b5e3da&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6&sn=1ee125185cf87782b18dc9ca8ef886d0&chksm=eb2f06b4dc588fa2f3640c0d60bde8829190d53e0bde717c0dffebc513f639727ae0055328f8&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6&sn=1ee125185cf87782b18dc9ca8ef886d0&chksm=eb2f06b4dc588fa2f3640c0d60bde8829190d53e0bde717c0dffebc513f639727ae0055328f8&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6&sn=1ee125185cf87782b18dc9ca8ef886d0&chksm=eb2f06b4dc588fa2f3640c0d60bde8829190d53e0bde717c0dffebc513f639727ae0055328f8&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6&sn=1ee125185cf87782b18dc9ca8ef886d0&chksm=eb2f06b4dc588fa2f3640c0d60bde8829190d53e0bde717c0dffebc513f639727ae0055328f8&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0298&idx=6&sn=1ee125185cf87782b18dc9ca8ef886d0&chksm=eb2f06b4dc588fa2f3640c0d60bde8829190d53e0bde717c0dffebc513f639727ae0055328f8&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H9k0gwjS9smGm4L2WMObuA
https://mp.weixin.qq.com/s/H9k0gwjS9smGm4L2WMOb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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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事情。就像曾经自己执着考研电子科技大学，没想到读研时候竟然会被推送
到电子科技大学这边联合培养一样。就像曾经班里吊车尾，最后成了班里唯一的
博士一样。始终坚守本心，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不要在意别人一时走的有多快，
而要看自己最终能走有多远。http://url.cn/5G2gECi。”

biochem：“服气：不是清华北大，今年最强录取通知书出现了！当你看到这
封信的时候，意味着你有了一个新名字——UCASer。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全体
师生欢迎你！感谢你选择与科学并肩、与国科大同行！你也很幸运，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中国科学院建院 70周年之际，站在了人生新的起跑线上。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张信纸有些特别，其中嵌入了一枚芯片。是的，这是国
科大送给你的入学礼——‘龙芯’。它看上去很小，却可以驱动庞大的世界；它朴
实无华，正是中国科学院砥砺创新自主研发的写照。愿你透过这枚芯片读懂更多，
看得更远！愿你永葆初心，飞得更高！愿你不负时光，前程似锦！!http://url.

cn/5k35M5x。”
图谋：“王启云.智慧图书馆研究述评.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1124482.html智慧图书馆是实现文献、读者和图书馆员互联互通、和谐共
生的状态，技术是三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树立‘以人为本，效能优先’的理念，
正确理顺各个方面的关系，争取相适应的经费与人才保障，着力提升图书馆员的
素质和能力，建立科学合理的分工协作机制，依托专业、敬业、乐业的图书馆员，
通过智能业务管理平台和信息素养培训，高效、广泛地培养高素质读者，激扬智
慧，精致服务。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积极作为，循序渐进。”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270期 20190712）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1189250.html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图谋：“2019年 7月 12日《图书馆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p

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190712

本期看点：布子《不容忽视的”图书馆利用“教育》（A02版）、大同市云冈区图
书馆馆长郭丽忠访谈（A04版）、唐山市丰南图书馆文旅融合新实践（A09版）、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郭晶哈佛燕京图书馆访学记（A11版）。”

图谋：“刘兹恒.馆员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扮演什么角色？.https://mp.weix

in.qq.com/s/5T2GA9kq4Du8bk1ksUEHeg内容根据刘兹恒在 2019新时代图书馆建
设与发展研讨会上作的主旨报告速记稿整理，内容有删减。智慧图书馆是在物联
网的环境下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以智慧化设备为手段，实现书和书相连，书和
人相连，人和人相连，为用户提供智慧化服务的图书馆。有人把智慧图书馆简化
了一下即智慧图书馆是传统的图书馆加上物联网再加上云计算，再加上智能设备
就是智慧图书馆，这种说法有它的片面性，但是基本上涵盖了智慧图书馆的构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G2gECi
http://url.cn/5k35M5x
http://url.cn/5k35M5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4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448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925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9250.html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190712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190712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190712
https://mp.weixin.qq.com/s/5T2GA9kq4Du8bk1ksUEHeg
https://mp.weixin.qq.com/s/5T2GA9kq4Du8bk1ksUEH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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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图谋：“征文|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纪念文集（2019.11.30截止）http

s://mp.weixin.qq.com/s?__biz=MzU4ODgxNTk1MQ==&mid=2247485299&idx=1&sn

=4d2b3214fec88c300ff25ead494c551c&chksm=fdd64c53caa1c545728e6c3a8fa1e

9f16aa40c333868b64d9e4d3ffcedef766ab28c525567a4&mpshare=1&scene=23&sr

ci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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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次（也是最后
一次）发布该信息，以便更多成员关注与参与，已经参与者可以忽略。”

boner：“ 有创意！国外图书馆文创产品集锦 https://mp.weixin.qq.com/

s/X8VD6F9WotbAHTm_uLj1xw。”
海天云石：“【感悟】阅读，是一种境界 http://url.cn/5xjb8qY。”
图谋：“中日国际图书馆学研讨会（上海，10.17-18）https://mp.weixin.q

q.com/s/1vxzyF-XadiVUGOj4wOsFQ由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和日本图书馆研究会联
合主办的中日国际图书馆学研讨会，自 2001年起轮流在中日两国轮流举行，至
今已经举办过十二届。2019年第十三届中日国际图书馆学研讨会将于 2019年 1

0月 17日-18日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会议主题为‘数字人文 开放存取’。数字人文
的兴起，革新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研究范式和交流模式。开放存取
的发展，更进一步地增强和加快数字人文在知识生产方式、研究范式和交流模式
方面带来的革新趋势。对促进跨领域的对话、弥合学科之间的界限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第十三届中日国际图书馆学研讨会将继续秉承促进中日图书馆学界就前沿
热点问题进行深度交流的理念，为了双方在数字人文和开放存取领域的历史、现
状、问题、趋势得到充分的讨论，现向各级各类图书馆、信息机构及相关领域的
专家学者公开征稿，并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此次会议。”

图谋：“图林胖猴.图书馆学有趣、有味、有力量——我的图书馆学播讲经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16331.html延伸阅读:主播：温情
小胖猴图书馆学短论（选播）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212345

4快乐的软图书馆学（选播）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3195860

图书馆学研究理性与感性（选播）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4

13055书香英伦（选播）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714088你好，
图书馆（选播）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917157。”

biochem：“爱国诗篇朗读、原创征集活动开始啦！中国科协网邀您参加‘祖国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ODgxNTk1MQ==&mid=2247485299&idx=1&sn=4d2b3214fec88c300ff25ead494c551c&chksm=fdd64c53caa1c545728e6c3a8fa1e9f16aa40c333868b64d9e4d3ffcedef766ab28c525567a4&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ODgxNTk1MQ==&mid=2247485299&idx=1&sn=4d2b3214fec88c300ff25ead494c551c&chksm=fdd64c53caa1c545728e6c3a8fa1e9f16aa40c333868b64d9e4d3ffcedef766ab28c525567a4&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ODgxNTk1MQ==&mid=2247485299&idx=1&sn=4d2b3214fec88c300ff25ead494c551c&chksm=fdd64c53caa1c545728e6c3a8fa1e9f16aa40c333868b64d9e4d3ffcedef766ab28c525567a4&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ODgxNTk1MQ==&mid=2247485299&idx=1&sn=4d2b3214fec88c300ff25ead494c551c&chksm=fdd64c53caa1c545728e6c3a8fa1e9f16aa40c333868b64d9e4d3ffcedef766ab28c525567a4&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ODgxNTk1MQ==&mid=2247485299&idx=1&sn=4d2b3214fec88c300ff25ead494c551c&chksm=fdd64c53caa1c545728e6c3a8fa1e9f16aa40c333868b64d9e4d3ffcedef766ab28c525567a4&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www.wjx.cn/jq/42189892.aspx
https://mp.weixin.qq.com/s/X8VD6F9WotbAHTm_uLj1xw
https://mp.weixin.qq.com/s/X8VD6F9WotbAHTm_uLj1xw
http://url.cn/5xjb8qY
https://mp.weixin.qq.com/s/1vxzyF-XadiVUGOj4wOsFQ
https://mp.weixin.qq.com/s/1vxzyF-XadiVUGOj4wOsFQ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16331.html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2123454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2123454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3195860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3195860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413055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413055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714088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917157


圕人堂周讯（总第 271 期 20190719）

8

万岁——科技工作者诵读爱国诗篇及原创征集活动’即日起至 2019年 7月 31日，
面向全国征集经典爱国诗篇诵读和原创爱国诗篇作品。欢迎广大科技工作者、在
校大学生、科技爱好者参与。详见：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

19/7/428299.shtm。”
biochem：“王梅：在时光隧道里追思三十年图书馆岁月的情怀 (2018-10-22

10:33:19)一天，当我进入彩云之旅阅读推广 QQ群，看到群友图林胖猴（安徽
省委党校图书馆的王险峰老师）在插播一则广告，让我感到特别的震撼：近期‘图
书馆学有趣有味有力量’系列播讲将继续进行，这一批次有两个特点，一是‘巾帼
作品’专场——播讲的内容包括王梅、刘欣、七色花三位图书馆女性从业者和研
究者的作品，二是‘齐鲁大地’专场——三位老师都是来自山东这片魅力无穷的区
域，给我们展示山东地区图书馆人的热情和风采。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于山东理
工大学图书馆、‘彩云之旅’阅读推广研究团队骨干成员王梅老师的作品《图书馆
学研究的理性与感性》，请各位老师多多支持三位老师和她们的作品。http://

blog.sina.com.cn/s/blog_621ce2a20102ynle.html。”
图谋：“肖雪.老年人的阅读图景与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9(http://product.dangdang.com/24158395.html)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的图书馆学理论专著，主要研究老年人阅读行为及其带来公共图书
馆的服务创新。”

碧海潮生：“自助借阅服务可以走多远？https://mp.weixin.qq.com/s?__bi

z=MzU0ODk2NjUwMg==&mid=2247484084&idx=2&sn=df02a38646bbcdd6a488613130

388322&chksm=fbb65bbdccc1d2ab0a11f6deaa922613ec75dd232339102ed1c2500b

8efb81163fcf9ad689d5&mpshare=1&scene=23&srcid=#rd。”
长财馆*：“分类编目工作必备——图书馆学精品书目第 3期 https://mp.we

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63&idx=1&sn=dac3a53f

dc0f5e0f7ff648d5def10614&chksm=fa34d099cd43598f837715a688583f24f911ed

8048f4b4d3a741fa581f5884d6017a4ac6d476&mpshare=1&scene=23&srcid=#rd。”
雨过天晴：“初景利：以信息和数据为核心构建图情档学科体系与能力 http

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6525&idx=1&sn

=b6878d91f9696169a4f671d34bf45dc9&chksm=fc2b50bbcb5cd9ad3598af091deb7

deabfa8062ce033e2991419b2fe224af875e570afbc7fc1&mpshare=1&scene=23&sr

cid=#rd。”
biochem：“读‘真人图书’，享‘听书’乐趣……20个来穗家庭‘爱上图书馆’大洋

网 2019-07-14 23:58:20在多元文化馆里阅读‘真人图书’，感受到‘听书’的乐趣；
在创意馆内，现场体验学习 3D打印先进技术；在多媒体鉴赏区，家长及孩子们

http://www.artlib.cn/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7/428299.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7/428299.s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1ce2a20102ynle.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1ce2a20102ynle.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415839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ODk2NjUwMg==&mid=2247484084&idx=2&sn=df02a38646bbcdd6a488613130388322&chksm=fbb65bbdccc1d2ab0a11f6deaa922613ec75dd232339102ed1c2500b8efb81163fcf9ad689d5&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ODk2NjUwMg==&mid=2247484084&idx=2&sn=df02a38646bbcdd6a488613130388322&chksm=fbb65bbdccc1d2ab0a11f6deaa922613ec75dd232339102ed1c2500b8efb81163fcf9ad689d5&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ODk2NjUwMg==&mid=2247484084&idx=2&sn=df02a38646bbcdd6a488613130388322&chksm=fbb65bbdccc1d2ab0a11f6deaa922613ec75dd232339102ed1c2500b8efb81163fcf9ad689d5&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ODk2NjUwMg==&mid=2247484084&idx=2&sn=df02a38646bbcdd6a488613130388322&chksm=fbb65bbdccc1d2ab0a11f6deaa922613ec75dd232339102ed1c2500b8efb81163fcf9ad689d5&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63&idx=1&sn=dac3a53fdc0f5e0f7ff648d5def10614&chksm=fa34d099cd43598f837715a688583f24f911ed8048f4b4d3a741fa581f5884d6017a4ac6d476&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63&idx=1&sn=dac3a53fdc0f5e0f7ff648d5def10614&chksm=fa34d099cd43598f837715a688583f24f911ed8048f4b4d3a741fa581f5884d6017a4ac6d476&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63&idx=1&sn=dac3a53fdc0f5e0f7ff648d5def10614&chksm=fa34d099cd43598f837715a688583f24f911ed8048f4b4d3a741fa581f5884d6017a4ac6d476&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63&idx=1&sn=dac3a53fdc0f5e0f7ff648d5def10614&chksm=fa34d099cd43598f837715a688583f24f911ed8048f4b4d3a741fa581f5884d6017a4ac6d476&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6525&idx=1&sn=b6878d91f9696169a4f671d34bf45dc9&chksm=fc2b50bbcb5cd9ad3598af091deb7deabfa8062ce033e2991419b2fe224af875e570afbc7fc1&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6525&idx=1&sn=b6878d91f9696169a4f671d34bf45dc9&chksm=fc2b50bbcb5cd9ad3598af091deb7deabfa8062ce033e2991419b2fe224af875e570afbc7fc1&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6525&idx=1&sn=b6878d91f9696169a4f671d34bf45dc9&chksm=fc2b50bbcb5cd9ad3598af091deb7deabfa8062ce033e2991419b2fe224af875e570afbc7fc1&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6525&idx=1&sn=b6878d91f9696169a4f671d34bf45dc9&chksm=fc2b50bbcb5cd9ad3598af091deb7deabfa8062ce033e2991419b2fe224af875e570afbc7fc1&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86525&idx=1&sn=b6878d91f9696169a4f671d34bf45dc9&chksm=fc2b50bbcb5cd9ad3598af091deb7deabfa8062ce033e2991419b2fe224af875e570afbc7fc1&mpshare=1&scene=23&srci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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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如身临其境 5D的观影；在语言学习馆参观中，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同领略世
界各国的语言文化魅力……https://www.toutiao.com/a6713548852101644807

/。”
biochem：“国内唯一的傅雷主题图书馆开馆！这些免费开放的经典建筑，暑

假别错过。历经四年多筹划建设，傅雷图书馆近日在周浦镇正式开馆。这是目前
国内唯一的傅雷主题图书馆，也是浦东新区第二大图书馆。镌刻着傅雷先生 15

载青少年时期求学岁月的傅雷旧居也已全面完成修缮，向社会公众开放。傅雷图
书馆建筑面积 5500平方米，设有傅雷文献馆、报刊阅读区、电子阅读区、成人
阅读区、少年阅读区、儿童阅读区等区域，第一批藏书 20余万册、电子出版物
5万余种、报刊 200余种，日后将逐步达到馆藏 40万册，电子出版物 20万种的
收藏规模。https://www.toutiao.com/a6712635272816755213/。”

图穷：“《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关于学术不端的通告》http://url.cn/5U7

ZQMP。”
逄*辉：“7月 26-28||图数据库系统和知识图谱应用高级实践活动首轮通知 h

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c1MDgyMg==&mid=2247484591&idx=1

&sn=8c88524be671fa3867bc0126f22f11b0&chksm=e80b7926df7cf030b7deb85f5e

c9a87aa5cf735e700d4df0ad720228c939c8b83cb141b8e53a&mpshare=1&scene=23

&srcid=0715NVNe8a69GPRL2sSZYbrJ#rd还在纠结知识图谱如何构建吗？还不清
楚行业知识体系的数据模式吗？还搞不了知识存储、知识管理系统吗？北理工大
数据创新中心联合多位知名学者举办为期 3天的图数据库（gStore）与知识图谱
高级实践活动。活动重点围绕知识图谱技术的核心问题，依托实际案例的实践，
从大规模数据的获取、表示、RDF存储。”

图谋：“精彩回放 | 王媛：资源推广与服务创新 ——兼谈参考咨询馆员的
基本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

78&idx=3&sn=36473d5893ef90a5871f97968577af02&chksm=f98e312dcef9b83b7f

ee2f3f73ce4b35e55c130dfb6fdc671e1d9588817b22a3cc0cbf4f95f8&mpshare=1&

scene=23&srcid=0715JDOfvtAKueAOj0Rla9d8#rd。精彩回放 | 邓咏秋：图书馆
业务案例怎么写？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

=2247485978&idx=4&sn=7b3b30cc7521ad202f1a9a3cf494502b&chksm=f98e312dc

ef9b83b6e6e271498051e54540742e09b39e84759f7333bfecd97d22bee0e244c43&m

pshare=1&scene=23&srcid=#rd精彩回放 | 郭晶：数字学术环境下图书馆绩效
资源建设创新与实践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

mid=2247485978&idx=2&sn=f0bba7206caaa8e64580184618af4997&chksm=f98e31

2dcef9b83b2b3fd29dc64244d503329373ad1572994f745aec0974f06d501ac9b3951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toutiao.com/a6713548852101644807/
https://www.toutiao.com/a6713548852101644807/
https://www.toutiao.com/a6712635272816755213/
http://url.cn/5U7ZQMP
http://url.cn/5U7ZQMP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c1MDgyMg==&mid=2247484591&idx=1&sn=8c88524be671fa3867bc0126f22f11b0&chksm=e80b7926df7cf030b7deb85f5ec9a87aa5cf735e700d4df0ad720228c939c8b83cb141b8e53a&mpshare=1&scene=23&srcid=0715NVNe8a69GPRL2sSZYbrJ#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c1MDgyMg==&mid=2247484591&idx=1&sn=8c88524be671fa3867bc0126f22f11b0&chksm=e80b7926df7cf030b7deb85f5ec9a87aa5cf735e700d4df0ad720228c939c8b83cb141b8e53a&mpshare=1&scene=23&srcid=0715NVNe8a69GPRL2sSZYbrJ#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c1MDgyMg==&mid=2247484591&idx=1&sn=8c88524be671fa3867bc0126f22f11b0&chksm=e80b7926df7cf030b7deb85f5ec9a87aa5cf735e700d4df0ad720228c939c8b83cb141b8e53a&mpshare=1&scene=23&srcid=0715NVNe8a69GPRL2sSZYbrJ#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c1MDgyMg==&mid=2247484591&idx=1&sn=8c88524be671fa3867bc0126f22f11b0&chksm=e80b7926df7cf030b7deb85f5ec9a87aa5cf735e700d4df0ad720228c939c8b83cb141b8e53a&mpshare=1&scene=23&srcid=0715NVNe8a69GPRL2sSZYbrJ#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c1MDgyMg==&mid=2247484591&idx=1&sn=8c88524be671fa3867bc0126f22f11b0&chksm=e80b7926df7cf030b7deb85f5ec9a87aa5cf735e700d4df0ad720228c939c8b83cb141b8e53a&mpshare=1&scene=23&srcid=0715NVNe8a69GPRL2sSZYbrJ#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78&idx=3&sn=36473d5893ef90a5871f97968577af02&chksm=f98e312dcef9b83b7fee2f3f73ce4b35e55c130dfb6fdc671e1d9588817b22a3cc0cbf4f95f8&mpshare=1&scene=23&srcid=0715JDOfvtAKueAOj0Rla9d8#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78&idx=3&sn=36473d5893ef90a5871f97968577af02&chksm=f98e312dcef9b83b7fee2f3f73ce4b35e55c130dfb6fdc671e1d9588817b22a3cc0cbf4f95f8&mpshare=1&scene=23&srcid=0715JDOfvtAKueAOj0Rla9d8#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78&idx=3&sn=36473d5893ef90a5871f97968577af02&chksm=f98e312dcef9b83b7fee2f3f73ce4b35e55c130dfb6fdc671e1d9588817b22a3cc0cbf4f95f8&mpshare=1&scene=23&srcid=0715JDOfvtAKueAOj0Rla9d8#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78&idx=3&sn=36473d5893ef90a5871f97968577af02&chksm=f98e312dcef9b83b7fee2f3f73ce4b35e55c130dfb6fdc671e1d9588817b22a3cc0cbf4f95f8&mpshare=1&scene=23&srcid=0715JDOfvtAKueAOj0Rla9d8#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78&idx=4&sn=7b3b30cc7521ad202f1a9a3cf494502b&chksm=f98e312dcef9b83b6e6e271498051e54540742e09b39e84759f7333bfecd97d22bee0e244c43&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78&idx=4&sn=7b3b30cc7521ad202f1a9a3cf494502b&chksm=f98e312dcef9b83b6e6e271498051e54540742e09b39e84759f7333bfecd97d22bee0e244c43&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78&idx=4&sn=7b3b30cc7521ad202f1a9a3cf494502b&chksm=f98e312dcef9b83b6e6e271498051e54540742e09b39e84759f7333bfecd97d22bee0e244c43&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78&idx=4&sn=7b3b30cc7521ad202f1a9a3cf494502b&chksm=f98e312dcef9b83b6e6e271498051e54540742e09b39e84759f7333bfecd97d22bee0e244c43&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78&idx=2&sn=f0bba7206caaa8e64580184618af4997&chksm=f98e312dcef9b83b2b3fd29dc64244d503329373ad1572994f745aec0974f06d501ac9b3951f&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78&idx=2&sn=f0bba7206caaa8e64580184618af4997&chksm=f98e312dcef9b83b2b3fd29dc64244d503329373ad1572994f745aec0974f06d501ac9b3951f&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78&idx=2&sn=f0bba7206caaa8e64580184618af4997&chksm=f98e312dcef9b83b2b3fd29dc64244d503329373ad1572994f745aec0974f06d501ac9b3951f&mpshare=1&scene=23&srci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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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pshare=1&scene=23&srcid=#rd。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微信公众号分享
的内容，确实精彩，随手转发至群里。王媛的是专业馆员视角，从实践中来到实
践中去，值得学习与效仿。邓咏秋的是出版社编审兼圕人视角，精准指导，学以
致用。郭晶的是专业馆长视角，高大上，可仰望，可遐想。【中山大学肖鹏】面
向 2050：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核心知识与发展路向 https://mp.weixin.

qq.com/s?__biz=MzU4ODgxMDE5Nw==&mid=2247483901&idx=1&sn=1779febf6a2c1

6a05665e414bdb905b4&chksm=fdd65347caa1da51b4a0ed1f46ec57e8f7298b8514f

96ba42833ff83c00f32beb09478451e0b&mpshare=1&scene=23&srcid=0715audiKN

Z3y3WvbDHTzpOj#rd。肖鹏这篇文字，今天发布的，已有 2000多人次阅读，许多
人在朋友圈转发。”“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学科领域，不乏真知灼见，但缺乏共识。
有些争议，是需要搁置的，以大局为重，更好的谋划未来。一级学科更名问题，
讲了很多年，原本有些问题已经理得比较清晰，后来，感觉是越来越迷糊了。我
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向心力与凝聚力导致。当前问题确实是不少。种种原因，
有的人选择是回避或逃避。肖鹏的以机构为中心去构建和规划学科发展观点，个
人是非常赞同的。需要把根留住。这些年大智移云催生了许多美丽的肥皂泡，带
来了许多美的瞬间，但终究是亦真亦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万品流*：“已阅
读，肖老师学术水平高，称得上中大博士，早已敬仰之。”biochem：“面向 2050，
30年以后的事情。”图谋：“肖老师这篇文字所发出的声音，是值得图情档学科深
思的。保存人类的社会记忆，为人类社会的信息公平做出贡献，这些过去上千年
我们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学科的基本盘。基本盘不能丢，丢了这个学科就没了。’。”
印度阿三：“仅表达某些感想。”

黄*海：“读书会第三十四讲《大概率思维》https://mp.weixin.qq.com/s/O

c9rrTHsYHBgh9SwBihC1Q。”
海天云石：“【言情】不为己好 勿为友好 http://url.cn/5JXdOhb。”
雨过天晴：“妙语 | 图书馆这一行的缤纷人生 https://mp.weixin.qq.com/

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65&idx=1&sn=a2e4971e07011d851073

b923561111bb&chksm=fa34d767cd435e710b88be63072e6e06d24e424d888ee99b7b

8f94779ee603e51d716124f8de&mpshare=1&scene=23&srcid=#rd。”
图谋：“假期读书杂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

g==&mid=2247485044&idx=1&sn=a48890eb35a23cc993c88424a0087755&chksm=fb

741eabcc0397bdc106efe3516e3ed151372d5d952db5305b965d162021c39af8a861e

7fd52&mpshare=1&scene=23&srcid=#rd。以书会友，书写人生 https://mp.weix

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047&idx=1&sn=b53c754f90

d38df22623d9047f1d80a6&chksm=fb741ea8cc0397bea1376eac971c8b467b4deba1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AwODQwOA==&mid=2247485978&idx=2&sn=f0bba7206caaa8e64580184618af4997&chksm=f98e312dcef9b83b2b3fd29dc64244d503329373ad1572994f745aec0974f06d501ac9b3951f&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ODgxMDE5Nw==&mid=2247483901&idx=1&sn=1779febf6a2c16a05665e414bdb905b4&chksm=fdd65347caa1da51b4a0ed1f46ec57e8f7298b8514f96ba42833ff83c00f32beb09478451e0b&mpshare=1&scene=23&srcid=0715audiKNZ3y3WvbDHTzpOj#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ODgxMDE5Nw==&mid=2247483901&idx=1&sn=1779febf6a2c16a05665e414bdb905b4&chksm=fdd65347caa1da51b4a0ed1f46ec57e8f7298b8514f96ba42833ff83c00f32beb09478451e0b&mpshare=1&scene=23&srcid=0715audiKNZ3y3WvbDHTzpOj#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ODgxMDE5Nw==&mid=2247483901&idx=1&sn=1779febf6a2c16a05665e414bdb905b4&chksm=fdd65347caa1da51b4a0ed1f46ec57e8f7298b8514f96ba42833ff83c00f32beb09478451e0b&mpshare=1&scene=23&srcid=0715audiKNZ3y3WvbDHTzpOj#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ODgxMDE5Nw==&mid=2247483901&idx=1&sn=1779febf6a2c16a05665e414bdb905b4&chksm=fdd65347caa1da51b4a0ed1f46ec57e8f7298b8514f96ba42833ff83c00f32beb09478451e0b&mpshare=1&scene=23&srcid=0715audiKNZ3y3WvbDHTzpOj#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ODgxMDE5Nw==&mid=2247483901&idx=1&sn=1779febf6a2c16a05665e414bdb905b4&chksm=fdd65347caa1da51b4a0ed1f46ec57e8f7298b8514f96ba42833ff83c00f32beb09478451e0b&mpshare=1&scene=23&srcid=0715audiKNZ3y3WvbDHTzpOj#rd
https://mp.weixin.qq.com/s/Oc9rrTHsYHBgh9SwBihC1Q
https://mp.weixin.qq.com/s/Oc9rrTHsYHBgh9SwBihC1Q
http://url.cn/5JXdOhb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65&idx=1&sn=a2e4971e07011d851073b923561111bb&chksm=fa34d767cd435e710b88be63072e6e06d24e424d888ee99b7b8f94779ee603e51d716124f8de&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65&idx=1&sn=a2e4971e07011d851073b923561111bb&chksm=fa34d767cd435e710b88be63072e6e06d24e424d888ee99b7b8f94779ee603e51d716124f8de&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65&idx=1&sn=a2e4971e07011d851073b923561111bb&chksm=fa34d767cd435e710b88be63072e6e06d24e424d888ee99b7b8f94779ee603e51d716124f8de&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65&idx=1&sn=a2e4971e07011d851073b923561111bb&chksm=fa34d767cd435e710b88be63072e6e06d24e424d888ee99b7b8f94779ee603e51d716124f8de&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044&idx=1&sn=a48890eb35a23cc993c88424a0087755&chksm=fb741eabcc0397bdc106efe3516e3ed151372d5d952db5305b965d162021c39af8a861e7fd52&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044&idx=1&sn=a48890eb35a23cc993c88424a0087755&chksm=fb741eabcc0397bdc106efe3516e3ed151372d5d952db5305b965d162021c39af8a861e7fd52&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044&idx=1&sn=a48890eb35a23cc993c88424a0087755&chksm=fb741eabcc0397bdc106efe3516e3ed151372d5d952db5305b965d162021c39af8a861e7fd52&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044&idx=1&sn=a48890eb35a23cc993c88424a0087755&chksm=fb741eabcc0397bdc106efe3516e3ed151372d5d952db5305b965d162021c39af8a861e7fd52&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047&idx=1&sn=b53c754f90d38df22623d9047f1d80a6&chksm=fb741ea8cc0397bea1376eac971c8b467b4deba13c45905cf2ed4f36b78898f2b5c333f5db07&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047&idx=1&sn=b53c754f90d38df22623d9047f1d80a6&chksm=fb741ea8cc0397bea1376eac971c8b467b4deba13c45905cf2ed4f36b78898f2b5c333f5db07&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047&idx=1&sn=b53c754f90d38df22623d9047f1d80a6&chksm=fb741ea8cc0397bea1376eac971c8b467b4deba13c45905cf2ed4f36b78898f2b5c333f5db07&mpshare=1&scene=23&srci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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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45905cf2ed4f36b78898f2b5c333f5db07&mpshare=1&scene=23&srcid=#rd。你
是专业图书馆员吗？这本宝典告诉你——《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
业能力研究》序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0NTgyMA==&mid=2

247485022&idx=5&sn=1a26ec8ec32f6678850d1643f4601225&chksm=fe77236dc90

0aa7b4f85980c39f37a401f6a217ce6d52beba172531e513bb4c259485bb74d94&mps

hare=1&scene=23&srcid=#rd。”
卢图小魏：“写作其实很容易！——图书馆业务案例怎么写？（一）https:/

/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77&idx=1&sn=ff

674de410307b0baf2ce8e284817a82&chksm=fa34d76bcd435e7da1e5675882627326

b08794beb1fdbf6e02282bcbcea38bd2bd14bdaf807f&mpshare=1&scene=23&srcid

=#rd。”
黄紫橙：“台湾才加入 C刊的那个图书情报期刊叫什么，谁知道？”朗月孤舟：

“@黄紫橙 图书资讯学刊。”图谋：“信息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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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che

m：“投票我心中的国花 http://url.cn/55svnfw7月 15日，中国花卉协会发布《征
求牡丹为我国国花意见的通知》（中花协字〔2019〕16号），并在中国花卉协
会官方网站发布《投票：我心中的国花》，面向公众开放网络投票通道，征求社
会对推荐牡丹为我国国花的意见。据介绍，世界上已有 100多个国家确立了自己
的国花，中国是尚未确立国花的为数不多的大国。花协还发起相关投票，投票截
至 7月 19日 15：00。”

海天云石：“【花絮】熏风破晓碧莲苔，花意犹低白玉颜 http://url.cn/5i

tAU0I。”
343176*：“【馆讯】凝聚共识 聚焦方向 http://url.cn/5t0sNVH。2019年 7

月 2日，浙江财经大学图书馆新媒体团队在王永胜副馆长的带领下，来我馆与小
微新媒体成员进行业务交流，共同探讨新媒体的发展方向。”

图穷：“*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七色花.基层公共图书馆，人间平凡生活
的模样.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77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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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穷：“圕人堂 LibChat https://mp.weixin.qq.com/s/PQvkf4vzmaEy31B3M

bnc6A。”
图谋：“@全体成员 《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行业标准正

式实施 https://mp.weixin.qq.com/s/X3D3e-i4OhUGdKV4tQgwUA 行业标准《学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047&idx=1&sn=b53c754f90d38df22623d9047f1d80a6&chksm=fb741ea8cc0397bea1376eac971c8b467b4deba13c45905cf2ed4f36b78898f2b5c333f5db07&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0NTgyMA==&mid=2247485022&idx=5&sn=1a26ec8ec32f6678850d1643f4601225&chksm=fe77236dc900aa7b4f85980c39f37a401f6a217ce6d52beba172531e513bb4c259485bb74d94&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0NTgyMA==&mid=2247485022&idx=5&sn=1a26ec8ec32f6678850d1643f4601225&chksm=fe77236dc900aa7b4f85980c39f37a401f6a217ce6d52beba172531e513bb4c259485bb74d94&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0NTgyMA==&mid=2247485022&idx=5&sn=1a26ec8ec32f6678850d1643f4601225&chksm=fe77236dc900aa7b4f85980c39f37a401f6a217ce6d52beba172531e513bb4c259485bb74d94&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0NTgyMA==&mid=2247485022&idx=5&sn=1a26ec8ec32f6678850d1643f4601225&chksm=fe77236dc900aa7b4f85980c39f37a401f6a217ce6d52beba172531e513bb4c259485bb74d94&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77&idx=1&sn=ff674de410307b0baf2ce8e284817a82&chksm=fa34d76bcd435e7da1e5675882627326b08794beb1fdbf6e02282bcbcea38bd2bd14bdaf807f&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77&idx=1&sn=ff674de410307b0baf2ce8e284817a82&chksm=fa34d76bcd435e7da1e5675882627326b08794beb1fdbf6e02282bcbcea38bd2bd14bdaf807f&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77&idx=1&sn=ff674de410307b0baf2ce8e284817a82&chksm=fa34d76bcd435e7da1e5675882627326b08794beb1fdbf6e02282bcbcea38bd2bd14bdaf807f&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77&idx=1&sn=ff674de410307b0baf2ce8e284817a82&chksm=fa34d76bcd435e7da1e5675882627326b08794beb1fdbf6e02282bcbcea38bd2bd14bdaf807f&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86477&idx=1&sn=ff674de410307b0baf2ce8e284817a82&chksm=fa34d76bcd435e7da1e5675882627326b08794beb1fdbf6e02282bcbcea38bd2bd14bdaf807f&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cssrac.nju.edu.cn/a/xwdt/zxdt/20190711/7303.html
http://url.cn/55svnfw
http://url.cn/5itAU0I
http://url.cn/5itAU0I
http://url.cn/5t0sNVH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777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PQvkf4vzmaEy31B3Mbnc6A
https://mp.weixin.qq.com/s/PQvkf4vzmaEy31B3Mbnc6A
https://mp.weixin.qq.com/s/X3D3e-i4OhUGdKV4tQgw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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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174—2019）》由全国新闻出版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主管部门为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 5月 29日发布，
2019年 7月 1日正式实施。本标准界定了学术期刊论文作者、审稿专家、编辑
者所可能涉及的学术不端行为。本标准适用于学术期刊论文出版过程中各类学术
不端行为的判断和处理。其他学术出版物可参照使用。”

窗外的海：“行业标准信息服务平台 http://hbba.sacinfo.org.cn/stdDet

ail/106d3905ac9d1ea10368f707ccdc33a02680eb41d12c919462e74f79e0d288a1。”
图谋：“《彭雪勤：平衡“藏”与“用”，融合“学”与“研”》http://mp.weixin.qq.

com/s?__biz=MzU1NDQ4Njc2NA==&mid=2247490872&idx=1&sn=1d929db24129eba7

888fde3844f49ae0&chksm=fbe383bbcc940aad1db12726cb429ef06ca620a7b5400d

94e50cbd2a7f3d5d09e5d8e59c6445&mpshare=1&scene=23&srcid=#rd。”807479*：
“彭雪勤：好书太多，不敢推荐。读书，多多益善，所谓‘博观而约取’最好。”

图谋：“大赛报名丨第一届博士学位论文索引大赛 http://mp.weixin.qq.co

m/s?__biz=MzUzMjY2ODQ0MA==&mid=2247483826&idx=1&sn=aa66c355bb100e74d7

4611d4e52b3b0f&chksm=faae88c5cdd901d3499622bb376aa936a26531fa12f1ec81

b6d110644949b4ae0c1de0233acc&mpshare=1&scene=23&srcid=071800sUeFBuTAK

qCvV2CLV8#rd。”

1.3你提问，我回答
（1）课题经费

小洋：“申请课题也要有团队。没有研究基础，可以申请到吗？再说文科课
题没多少钱的。”biochem：“文科课题的经费是太少。”文新：“最近有许多省级课
题图书馆可以申请的。申请课题可以跨单位组建课题组。”biochem：“大的项目
经费才多啊。”文新：“不能贪大，否则难以消化。省级课题最多有 3-9万元就可
以了。最少的也有几千元。黑龙江、浙江、广东、湖北、天津、茂名、中国石油
教育学会都有图书馆参加的课题在做。”biochem：“我主持的省高校科技创新团
队项目经费是 30万元，正式立项之前学校给了 6万元。实验耗材、差旅费、版
面费等等都给报销，结题时还剩了 4.67万元。”

（2）图书馆培训
微•笑：“请教各位老师，每年咱们图书馆行业相对固定培训有哪些？我馆需

要制定培训计划，需要得到大家帮助，请不吝赐教，谢谢！”落色的*：“大概的
说下吧，读者服务的讲座和培训（一般每周都会有讲座），图书馆网络信息安全
培训，读者服务培训，消防安全培训。等等，具体，每个馆可能都不一样。”节

http://www.artlib.cn/
http://hbba.sacinfo.org.cn/stdDetail/106d3905ac9d1ea10368f707ccdc33a02680eb41d12c919462e74f79e0d288a1
http://hbba.sacinfo.org.cn/stdDetail/106d3905ac9d1ea10368f707ccdc33a02680eb41d12c919462e74f79e0d288a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1NDQ4Njc2NA==&mid=2247490872&idx=1&sn=1d929db24129eba7888fde3844f49ae0&chksm=fbe383bbcc940aad1db12726cb429ef06ca620a7b5400d94e50cbd2a7f3d5d09e5d8e59c6445&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1NDQ4Njc2NA==&mid=2247490872&idx=1&sn=1d929db24129eba7888fde3844f49ae0&chksm=fbe383bbcc940aad1db12726cb429ef06ca620a7b5400d94e50cbd2a7f3d5d09e5d8e59c6445&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1NDQ4Njc2NA==&mid=2247490872&idx=1&sn=1d929db24129eba7888fde3844f49ae0&chksm=fbe383bbcc940aad1db12726cb429ef06ca620a7b5400d94e50cbd2a7f3d5d09e5d8e59c6445&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1NDQ4Njc2NA==&mid=2247490872&idx=1&sn=1d929db24129eba7888fde3844f49ae0&chksm=fbe383bbcc940aad1db12726cb429ef06ca620a7b5400d94e50cbd2a7f3d5d09e5d8e59c6445&mpshare=1&scene=23&srcid=#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MjY2ODQ0MA==&mid=2247483826&idx=1&sn=aa66c355bb100e74d74611d4e52b3b0f&chksm=faae88c5cdd901d3499622bb376aa936a26531fa12f1ec81b6d110644949b4ae0c1de0233acc&mpshare=1&scene=23&srcid=071800sUeFBuTAKqCvV2CLV8#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MjY2ODQ0MA==&mid=2247483826&idx=1&sn=aa66c355bb100e74d74611d4e52b3b0f&chksm=faae88c5cdd901d3499622bb376aa936a26531fa12f1ec81b6d110644949b4ae0c1de0233acc&mpshare=1&scene=23&srcid=071800sUeFBuTAKqCvV2CLV8#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MjY2ODQ0MA==&mid=2247483826&idx=1&sn=aa66c355bb100e74d74611d4e52b3b0f&chksm=faae88c5cdd901d3499622bb376aa936a26531fa12f1ec81b6d110644949b4ae0c1de0233acc&mpshare=1&scene=23&srcid=071800sUeFBuTAKqCvV2CLV8#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MjY2ODQ0MA==&mid=2247483826&idx=1&sn=aa66c355bb100e74d74611d4e52b3b0f&chksm=faae88c5cdd901d3499622bb376aa936a26531fa12f1ec81b6d110644949b4ae0c1de0233acc&mpshare=1&scene=23&srcid=071800sUeFBuTAKqCvV2CLV8#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MjY2ODQ0MA==&mid=2247483826&idx=1&sn=aa66c355bb100e74d74611d4e52b3b0f&chksm=faae88c5cdd901d3499622bb376aa936a26531fa12f1ec81b6d110644949b4ae0c1de0233acc&mpshare=1&scene=23&srcid=071800sUeFBuTAKqCvV2CLV8#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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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固定培训一般应该有：新生入馆培训，电子资源使用培训（一般由数据商
承担），还有的会有一些文化类讲座，可能随机成分大点。”二月十九：“市级馆
的话，每年有省里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培训和国图的推广工程培训。您可以登录
国图学会网站看一下，根据部室分工不同，培训有很多的。”图谋：“如何获取图
书馆界学术会议与培训信息？.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3

976.html。该信息或许亦有一定参考价值。要从自身实际出发。现在，各种各样
的培训不少。有的很专业、很前沿、很时尚，有的相对较为传统或保守。有的费
用不菲，有的有针对性（针对特定群体。国家图书馆培训中心报名学习平台 htt

p://edu.nlc.cn/study/这个平台，可能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3）电子期刊数据统计
春华秋实：“咨询一下大家，学校申请硕士点要图书馆提供电子期刊数据，

尤其是专业相关的电子期刊有多少种，这个数据是需要在各个数据库中摘出专业
相关的期刊数吗？还是除去知网、万方这些数据库之后专门订阅的电子期刊
呢？”图谋：“现在纸本学术期刊的订阅量通常非常小。填写学校购买的数字资源
（数字化期刊或数字期刊）应该是更可取的。”克莱登*：“你把这个专业相关电
子期刊都找出来就行，知网万方都算。”nbdou：“一般数据库提供的分类标准不
一致的。”春华秋实：“嗯我按专业学科去数一下，相近的能算进来的我都算进去
吧。”图谋：“各校购买的资源差异很大，需要结合实际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
春华秋实：“外文的数据库还算吗。这个把所有数据库加一个遍估计还得去重。”
图谋：“一级学科点图书资料情况填报有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

13646-1035581.html这页内容的填写，对于资源越是丰富的馆，填写的难度越
大，需要填写的内容越多。如果再考虑查重问题，工作量就更大了。中文期刊资
源，数家平台，有一部分是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对于外文资源，基本上以英文为
主，实际上还有更多语种的资源。”nbdou：“建议是给一个原始数据库统计清单
给对方，对方选择哪些数据相加，是他们的事。包括一些综合类期刊，到底是否
要统计为该学科期刊等。”图谋：“实际工作中，通常是抓重点，抓住学校购买的
几种核心资源就好。准确填写是不可能的。”nbdou：“其实图书馆员一项重要工
作，是把家底摸清，根据一定标准形成自己的分类统计数据。”图谋：“各种填报，
要求有所不同，有的粗、有的细。有的还要求附支撑材料。”春华秋实：“大概知
道怎么弄了我去试一下，先去做个原始数据库统计清单，非常感谢@nbdou @图谋
。”图谋：“图书馆员方面是尽可能的摸清，并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nbdou：“我
们提供给学院，一般是按照中文按中图法大类提供期刊数据统计表，外文按 CCC

学科统计数据提供，怎么累加，是学院的事，图书馆不直接说该专业有多少种刊。”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397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43976.html
http://edu.nlc.cn/study/
http://edu.nlc.cn/study/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558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55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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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这类数据的填报，是提供辅助的。”nbdou：“怕的是学院到甩锅给图书馆。”
图谋：“我这边是提供方法，告诉有哪些数据库相关，该怎么操作……同时，指
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图谋：“关于各种统计数据填报，许多
馆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希望有更多交流与分享。”济宁学*：“每年因为统计数据
都很头大，碰上评估就更郁闷了，各种标准，每年还不一样。”南理工*：“填过
多年的各类统计数据，我的体会是，对于专业评估一类填报，图书馆数据只是一
个支撑，没办法精确统计模糊点也没关系，只要数字不大于数据库实际就好。数
字大只是说明对专业支撑较好。对于事实类数据填报，那就尽量准确。而是这类
填报一般都有填报说明，比如是否需要去重，都会说的清楚。”

（4）国外图书馆的创新服务
一棵树：“各位老师，我想请教下国外图书馆有哪些服务创新、宣传推广新

方式、技术应用。”图谋：“这个问题非常大。更好的方式是直接求助中国知网，
因为那里可能会有更靠谱的参考答案。我粗略看了一眼，单单是图书情报与数字
图书馆专辑中，C刊及其扩展版，题名中含‘服务创新’的文献 400多篇。貌似国
内的服务创新远比国外的服务创新热闹。还有一个问题，所谓国外，实际上视野
基本局限于美国、英国等很少几个国家。比较有意思的是，中文文献对美国、英
国等几个国家关注度是比较高的，从中文文献的参考文献或许是可以找到参考线
索的。”麦子：“我估计中文文献里把英美能找到的创新例子都囊括了。”sonorou
s：“老想创新，哪那么多创新。”麦子：“@sonorous 另外就是：自己该做的事
多做好了吗？”sonorous：“最后把馆员折腾白天，效果不佳，师生还是觉得图书
馆依然是那个‘图书’馆。”骑鹿踏雪：“新瓶装旧酒。”图谋：“各种创新，各忙各的。
这或许是问题所在。现有文献中，可能有部分确实有参考价值，种种原因，无暇
顾及。”骑鹿踏雪：“对于个体馆来说，开创了以前未有的服务，确实是创新，而
对于图书馆整体而言，就不具备参考价值。”

（5）《2013年～2017年〈图书馆研究〉载文作者、机构及关键词共现——基于
文献计量及 Citespace的可视化图谱分析》

图穷：“图 1 2013年~2017年《图书馆研究》刊文机构的可视化，江西省馆
自己人自曝家丑的。”碧海潮生：“类似的刊物计量分析文章不少，看了下该文是
在《内蒙古科技与经济》上发表，而不是在自家刊物上发表，虽然应用研究价值
有限，坐着的初衷还是希望通过分析比较，找出办刊过程中核心投稿作者群以及
办刊中的不足吧，还是应该抱着宽容的态度鼓励鼓励。”图穷：“如果在自刊发表，
那需要更大的开放和包容的胸襟。”碧海潮生：“是的。”图穷：“作者的出发点是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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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如果发在自刊上，全国图书馆界会对该刊刮目相看。”挂机中：“这种论文
对读者的意义就是：江西省馆的可以随便投，江西省内的可以投，省外的就看着
办吧。”nbdou：“13-18羊，从地域上来说，广东最多。”图穷：“@nbdou 据作者分
析 2013-2017数据的结果显示，按照单个发文机构，最大的词云是江西省馆哦。”

1.4圕人堂
（1）世界艺术鉴赏库、弘雅科技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壹万元

图谋：“2019年 7月 18日,世界艺术鉴赏库、弘雅科技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
1万元，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12549.26元。”

图谋：“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https://www.artlib.cn/）是一个满
足互联网+时代全方位艺术鉴赏需求的产品，定位于为艺术教育提供资源、素材
及方法的深度学习数据库。目前收录十二万幅以上高清图片并处于实时更新状
态，涵盖油画、素描、版画、水彩、国画、书法、壁画、雕塑、篆刻、建筑艺术
及其他类型，包含六大模块艺术普及、艺术故事、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机构、
资讯。具有：知识组织系统、内容全面完整、数据深度标引、超级高清大图、知
识点关联、艺术辞典规范等专业特点。杭州弘雅科技有限公司（弘雅科技）以
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为自主研发产品，致力于艺术知识传播，促进艺术教育
资源高度共享，并为 1000多家国内高校、公共图书馆及科研院所等机构提供艺
术展览、艺术空间建设的相关服务活动。弘雅科技以‘虔诚的态度、专业的能力、
崇高的使命感’在技术大转型的时代，承担艺术资源普及的时代责任，竭诚为用
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包括：1、Artlib世界艺术鉴赏数据库 2、数字教育平
台 3、3D、VR、AR等先进技术数字画廊 4、在线艺术展览系统。联系方式参见：
https://mp.weixin.qq.com/s/L-wy58kWf9CXRHuwGFVZIQ。”

图谋：“感谢上述单位对圕人堂的大力支持！。”
图谋：“杭州弘雅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弘雅科技），基于互联网平台——Artlib

《世界艺术鉴赏库》平台，为艺术教育与传播提供新模式。‘弘雅书房’订阅号，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L-wy58kWf9CXRHuwGFVZ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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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推送最新艺术趣事与新闻，与您分享世界艺术之美。”

（2）圕人堂群成员的加入及群名片的规范管理
图谋：“圕人堂群等级头衔，依次为：观员、惯员、馆员、灌员、管员、冠

员。这是圕人堂风格头衔体系。圕人堂虽以冠员为最高等级，但以观员为尊，理
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各等级因积分变化会相应产生变化，非‘终身制’。等级头
衔更多的是‘娱乐’功能，亦供制定激励办法参考。”

图谋：“由于木木贝老师、biochem等老师助力宣传推广，今天本群新增 30

余名成员，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新增 42名用户。特此致谢！关于活跃度，圕人堂
2000人群时，群的‘警戒线’为 30%，升级为 3000人群时，‘警戒线’调整为 20%。
大群需要维持一定活跃度，这样有助于‘保鲜’，彼此更好地受益。”112068*：“已
关注图人堂很长时间了图人堂确实有不少干货。”

图谋：“加群申请是要求提供圕主题信息，所谓圕主题信息，也就是指与图
书馆或图书馆学相关的信息。”-16785*：“各位前辈好，我是图书馆学专业的研
一新生，今天偶然通过公众号途径了解到了这个交流平台，所以想进群参观一下，
也将公众号推荐给了相熟的同专业同学们～群主截图的几位都是我的同学，我谨
代表这几位同学向前辈们问好，还请大家多指教！”图谋：“抱歉！因为我怕对方
等太久，刚才已拒绝了（同时告知是‘圕主题群’），烦请转告一下。加群申请时，
请提供一点信息，比如：图书馆学专业的研一新生。管理员看到后，会及时予以
通过。”-16785*：“好的，我跟他们讲一下～。”图谋：“圕人堂的进群门槛是比较
宽松的，而且一旦通过，便是‘成员’。群资源本身可以说是稀缺的，背后需要投
入人力物力财力运营。为了维护群安全，不可以完全不设防。特此说明。成员邀
请他人加群，可以代介绍一下。”

图谋：“近日，新成员较多，以下链接亦重贴一下，希望有所帮助。圕人堂
服务体系为一体两翼.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9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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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
“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中，图谋梳理了部分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问题，那里的内
容是支持标题检索的。有些问题，可以从那里找寻参考答案。在当前的环境下，
图谋试图盘活这一‘服务体系’，实际上是相当艰难的，很多时候已深感力不从心。”

图谋：“随着高校陆续进入暑假模式。在线成员数缩减较多。平时这个点通
常在线人数 1800+。这会是 1486人在线（群成员 2423人）。”“美食美声美时光，
好山好水好风景。不妨秀秀，有助于增广见闻，活跃氛围。”

图谋：“来自高校的成员比较多，每逢假期冷清了不少。”雨过天晴：“其实，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913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9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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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在线没什么意义，重要的是有多少人说话。”biochem：“无人在线就无人
说话。”落色的*：“有的是比较忙碌，但也会时不时一直关注。”谈天：“一直关注，
从没离开。”图谋：“适度冒冒泡，彼此会收获更多。如果大家都缄口不言，了无
生趣，长此以往，群将不群。”雨过天晴：“才疏学浅，我也说不出什么，给大家
分享些文章吧。”图谋：“本群是圕主题群，与圕相关的一切都可以交流与分享。
因此，其实可以有许多泡可以冒，长时间潜水，或许于健康无益。有些较为专业
的话题，需要有人组织策划，会更加有趣有味有力量。受到若干制约，因陋就简，
循序渐进。‘图情档 39青年学者"多位是圕人堂成员。肖鹏老师也是，且曾多次
资助圕人堂发展经费。”

图谋：“近几天，单单是这样的操作，需要耗费图谋大量时间。很多人对圕
人堂的服务不满意。一定程度上还是不了解圕人堂的运营模式导致。作为‘群主’

或‘群辅’的图谋，他只是一名志愿者，业余的、无偿的，他的能力和精力非常有
限。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很多时候，需要在资源极其有限条
件下，做好沟通与协调，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当不周之处，期待多一份谅解！”
自由的*：“总认为什么事都该怎么样，很大程度是自己没去做过这事，圕人堂作
为一个自发的群体，很不容易，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小区的业委会，听起
来牛哄哄，实际上要做成点事，非常困难。”

图谋：“比如加群审核时，未提供圕主题信息的，拒绝时告知‘圕主题群。’。
这是有所考虑的。不能说的太直白，太直白可能会被‘套路’。有的群成员邀请
他人进群，邀请者自身很少在群里冒泡，如果不说明邀请的是谁，会带来后遗症
（之前出现过恶意加群的情况）。”

图谋：“近段时间，圕人堂有一批图书馆学、情报学在读学生加群，特别期
待青年学生能够积极参与交流与分享。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圕人
堂是一个舞台，说小就小，说大也大。圕人堂的交流，有明线与暗线。明线是大
窗交流，暗线是成员间小窗交流及其它形式的交流。两条线均很重要。表面上是
明线为主，实际上是以暗线为主。重视的是成员切切实实的获得感、成就感。圕
人堂还有两个‘面’：一‘面’是圕人堂群中的成员，另一‘面’是群成员之外的圕人。
圕人堂这样的网络社群，主要就是发挥‘微价值’或者说‘长尾价值’。‘圕人堂’的灵
魂是‘圕’这个字，意在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凝心聚力谋发展。期待的是圕
人切实受益！”

图谋：“关于圕人堂‘群名片/昵称规范’。为了使圕人堂群交流效果更好，提
倡更多成员实名或准实名，比如‘机构+（实名或昵称）’形式。实名与否，在群规
范框架下自愿选择，圕人堂期望实名或准实名的成员多一些。群成员中显示的昵
称或群名片存在以下情况：重名、特殊字符、生僻字、空白，将被移除出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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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名情况原则上保留最早加入本群者。群名片规范问题，是本群的基础工作，
也体现本群的服务理念。昵称/群名片要以方便交流为宜，比如多名成员的名字
相同，特别是活跃成员的名字相同，交流效果是受影响的。群名片规范作用，有
个实例。有名成员投诉，称多次被某成员‘骚扰’要求将其移除。后来发现实际上
是一场误会——因为昵称/群名片相同认错人了。圕人堂 QQ群为什么不统一要求
实名制？圕人堂是一个公开、公共、公益的平台，不宜统一要求实名制。比如有
的馆有多名成员，可能还是上下级关系，好些话题，彼此都不敢发言；圕人堂的
部分交流成果是公开的，有些观点，不敢或不宜实名表达。实名交流可以利用圕
人堂平台，另行组建讨论组或另行建群。”

图谋：“关于圕人堂‘末位移除法’。圕人堂欢迎圕人加群，当群人数达到警戒
值（2000人规模时为 1980,3000人规模时调整为 2980）时，采取‘末位移除法’，
移除长期无发言记录的成员（100名左右），以此‘辞旧迎新’，保持群活力。无
论是新成员还是被移除后重新加群成员，加群申请时，敬请提供圕主题信息（与
图书馆、图书馆学及其相关信息）。”

图谋：“针对近期，新加群成员较多，特此贴出上述信息。敬请新入群的成
员留意。谢谢！”

图谋：“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９日统计，圕人堂群成员 24个月以上无发言记录
者 225人（其中，３０个月以上无发言记录者６６人）。对于长期无发言记录的
成员，建议适当时机适当形式冒个泡，谢谢！此举有助于了解您是否还需要圕人
堂群。”

807479*：“‘建议适当时机适当形式冒个泡’，多发几个红包，全出来了。”图
谋：“ＱＱ群是有管理功能的。”807479*：“重名的有好几对。”图谋：“发红包，
其时包含着方面的用意。因此，圕人堂鼓励成员参与领红包。”807479*：“填问
卷。搞活动。”图谋：“发红包是圕人堂的管理与服务辅助工具之一。其实还鼓励
成员之间用红包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一些难度系数较大的问题，用红包‘悬
赏’辅助获得解答，无可厚非。”

图谋：“移除操作，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满员了，新人加不进来。
长期未发言的成员，有的用的是弃用的小号，相当于是长期占座。”807479*：“移
除操作，很有必要。”清凉桐影：“移除，如果对群有感情，还是会继续加入回来
的。没感情，不加入，硬留在群里也没意义。所以支持移除。”图谋：“图谋执行
任何一个操作，都必须得慎之又慎。刚才我以为有脚阳春有‘冤情’要申。”图林晓
渝：“是呀，将近 2500人的大群，群主很辛苦哒。”清凉桐影：“将近 2500人的群，
活跃度不够。真正活跃的，有 200+？”图谋：“关于支持圕人堂的方式，其实方式
多种多样。比如有些解释说明工作，知道的代图谋告知一下，省得图谋絮絮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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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谋闲得慌，还可以帮家里刷刷筷子洗洗碗。”“活跃其时是指一个月之内有
发言记录的成员。今天的情况是：群成员数２４２９人，活跃成员数达４０２人，
总占比 16.55%。”807479*：“‘一个月之内有发言记录的成员’应该包括通过小窗交
流的吧，但我们看不到。”“单单是移除操作，累计下来也‘置换’了一批。细心的成
员，还是还可以进一步考据的。因为移除操作在《圕人堂周讯》大事记中有记载。
圕人堂群的原则是来去自由。5年下来，曾经走过路过的，也有一批。以前有人
误会，圕人堂追求人数，其实追求的是切实受益的人数。这也是为什么从去年 6

月开始，圕人堂下了不少功夫在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上边。”“不是也许，是肯定。
图谋的好友苏小波博士，已经离开我们 3年多了。我几乎是第一时间知道的，但
圕人堂移除他的 QQ后，是在很久后。”木木贝：“可以这样理解，经常发言的活
跃的成员是演员，群就是舞台，台下不发言的但密切关注群动态的是铁杆看客，
偶尔关注的是普通看客，从不关注的是过客。一个群要可持续发展，需要演员和
看客共同努力，演员和看客的身份也要经常变换，良好的交流互动也是不可缺少
的。”图谋：“圕人堂群最初的成员，有一批是我邀请加群的，有的加群不久就退
了，有的可能是给我面子，不退群，但将本群消息屏蔽……。”“木木贝刚才的行
动，也是关注与支持圕人堂的生动实例。”图谋：“参与群投票，分享图书馆照片、
群文件分享，这些都是算‘发言’的。”鲲鹏展翅：“感谢这个平台，很多没有购买的
资源都是群内的热心同行提供，这个需求也是单位友人寻求图书馆的帮助，图书
馆又寻求圕人堂的帮助。”图谋：“并不一定非得向我那样，一年到头絮絮叨叨。
图谋的马甲，其实有一个用途，那个讨厌的人叫‘图谋’。麦子的积分之所以是 30

00多，是因为您曾退群 1月，积分从头再来。我的积分比较高，在群内絮叨只
是部分原因，群相册、群文件中的分享应该占一定比重。”碧海潮生：“不说话，
活跃度就垫底了，垫底就被清理了，为了不被清理还是多说说话比较好。”图谋：
“那是对活跃度的误解。”广州书童：“不要这么说，要多交流。”图谋：“一个月内
冒个泡就是活跃成员，同图谋冒 N个泡是一样的。前边说的移除，主要是参考‘最
后发言’时间。”

（3）圕人堂群的努力及成效
图谋：“周讯工作确实是比较辛苦的。每期周讯整理人通常是加班加点完成

的，图谋做后期工作。总体来说较为仓促，因此比较粗糙，存在若干不足，甚至
错误，恳请谅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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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che：“活跃成员 438人，占 18.20%。近期活跃度基本稳定在 18%左右。”图雷：
“符合二八定律。” 807479*：“请加上标点符号，编辑后期整理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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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昨天图谋本意是想试图推动多一些会议信息分享。没想到出现意外
状况。图谋自身参加过为数不多的会议，每次参会都会试图做点分享。过往的经
历，曾遇到过若干状况，多次出现过尴尬场面。比如有一次，只是 PPT上一处疏
忽，引发‘评头论足’。圕人堂多次有成员建议群内开展在线课堂（讲座），实际
上这样的工作，圕人堂也是希望推动的，图谋有做过相关观察与思考，发现非常
不易。‘评头论足’的对象是他人的时候，图谋就有麻烦或潜在麻烦了。有的会直
接拿我是问，有的可能会是‘秋后算账’。”cpulib*：“所谓众口难调，比如我们上
学期文献检索课做了改革，1800名学生选了武汉大学的信息检索慕课，学生评
价就出现少数另类的，让人非常生气。”图谋：“图书馆领域，许多方面原本是可
以相互学习与借鉴，相互促进的。实践出真知，真知促实践。实践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梳理与总结，值得进一步交流与分享。”

图谋：“圕人堂‘镜头下图书馆模样’活动自 2015年 1月 4日征集照片，归置
到‘镜头下图书馆模样’相册中的有 3901张，未归置到该相册中的累计 3051张，
总计 6952张。”

图谋：“圕人堂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857286.html圕人堂自 2015年 1月 4日面向群成员征集图书馆
照片。目的是为了让群成员走近/进图书馆，更好地了解图书馆、关注图书馆，
同时希望有助于促进图书馆间的‘共知共建共享’。图谋前边说的‘目前累计征集到
照片超过 1万张’，实际不算夸张：（1）部分曾经出现过之后被原上传者删除；
（2）部分由于操作问题，有的直接分享至圕人堂大窗，未出现在群相册中。”

图谋：“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从 2015年 4月 8日开始连载《欣然读书：图书馆
员书香英伦之旅》 ，连载时编者按为：圕人堂成员欣然读书利用英国访学机会
参观了数十家图书馆，并曾在圕人堂‘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中分享了大量照
片，访学归国后撰写了系列游记。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将予以连载。’连载至 2015

年 6月 23日结束，共 22篇博文，其中 10篇被科学网精选。该系列博文中曾分
享数百张照片。连载之后，推荐给知识产权出版社，并于 2016年 4月正式出版。
2016年 8月，刘欣《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之旅》（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3）
入选《全民阅读好书推荐书目（2015-2016）》。”

-44849*：“有需要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电子版的可以联系我，我免费赠送给大
家。”图谋：“关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群文件中有数位成员曾分享过。群文件中
由群成员分享的资料，亦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利用。群文件是有检索功能的。有些
热门信息，检索一下，或许已经有成员分享。”

图谋：“@自由的行者 感谢理解与支持！图谋的‘絮叨‘或‘吐槽’，好些时候是
身不由己（或者说是一种自我保护），或许可以说是‘工作需要’（因为是一对多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271 期 20190719）

21

服务，且受众是在不断变化的）。圕人堂经过 5年多的探索与实践，已形成一些
‘模式化’工作方法或规范。利弊共存，但总体上或许是有利的成分居多一些。
面对不断变化的受众，充分的解释与说明，往往很难做到‘秒懂’或‘言简意赅’。”

图谋：“比如利用圕人堂群以各种方式扩散代写代发信息之类，程度不一的‘受
害者’，有的会及时反馈给管理员，需要尽可能及时的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影响。”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18年 6月 12日开通，截至 2019年 4月 19日，
总用户数 2325人，阅读总数：174965次，36062人。2019年 4月 20日至 7月 1

7日，总用户数 2568，阅读总数：38337次，9639人。”
图谋：“圕人堂建群５年多，有人以为图谋谋取了多少好处，实际上图谋所

做的工作均是０报酬，不仅如此，还得想方设法谋求圕人堂发展经费（面向成员
的筹资、企业冠名资助等）。2019年希望可以筹集到 2.5万元（从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开始做工作），其中《圕人堂周讯》编辑补助预算 15600元，科学网圕人
堂专题稿酬预算 3000元，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编辑补助预算 5000元，其它 1400

元（含 qq群、微信号年费等）。当前到位两笔企业捐助（共 1.5万元），两笔
个人捐助（共 2800元）。因为面向企业争取资助存在客观困难，今后有可能继
续采取向成员募集方式。”

1.5 2019 南开大学“第 9 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
惠涓澈：“第 9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报名通道开启！徐建华

教授从 2011年开始就组织的实证研究学术会议，每年暑假都在坚持，报名早已
结束，参会的已陆续前往天津了。”图谋：“王启云.南开图书馆学实证研究会议
参会小记.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92957.html 这是图谋 3

年前参会后写的一篇文字。”biochem：“‘博士生学术会议’，一般来说，只有博士
研究生才能参会吧。”图谋：“依据会议通知‘参会人员为对规范性实证研究有兴趣
的在校（或即将入学）的图书馆学与出版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青年教师，业
内核心期刊编辑，图书馆从业者，图书馆资源与系统供应商，约 170人。’（见：
http://bs.nankai.edu.cn/2019/0617/c9465a178190/page.htm）。2016年参会
人员构成为‘与会人员通讯录上有 264人，其中博士生 19人，硕士生 118人，本
科生 15人，图书馆员 70人，教师 23人，其余为出版社、学术期刊（6名）、
图书馆资源与系统供应商等的参会人员。’。”biochem：“264人参会，但博士生
只有 19人，而会议名称是‘博士生学术会议’，总感觉不对劲。”图谋：“这种不能
凭感觉。而且也不是博士生只有 19人。还有即将入学的博士生。这是人家打造
出来的品牌。连续办了 9届。”图雷：“支持公益。”图谋：“或许可以这么理解，
是在拓展受益面。”biochem：“学生参会免交会务费，免食宿。只是交通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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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的好事。会期 7天，真长。”图谋：“群里有不少成员实际参加过。会有更深
刻的感受。单单是解决这么多天的食宿，已属不易。第 9届的安排比第 5届多出
两天，看来是内容更丰富、交流更充分。如果可以，请参会成员分享一下会议日
程安排，希望了解一下有哪些内容，哪些演讲者/授课者？”翟宁：“2019 南开大
学‘第 9 届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手册.pdf”。各位老师看看能不能正
常下载。木木贝：“可以下载。”惠涓澈：“徐教授我是 2005年就认识，很健谈，
可爱，惜才，如今有谁能如他这般受的麻烦做的贡献，觉得搭建平台不易，推荐
我同事学习结交科研同行青年才俊，我没去。”

木木贝：“刚邀请了王博士入群，如果他同意麻烦管理员通过。”biochem：“@
木木贝 会议信息太多，会错过某些会议信息。重要的会议是定期开的。”图心理：
“这个会议真的很不错啊！错过了好可惜，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开。”biochem：“业
内的品牌会议还是不要错过。”biochem：“@图心理 大概都是每年的七月份召开。”
法自然：“会议能否在线直播？建议直播一些内容。”biochem：“@法自然 能否在
线直播，徐建华教授才能决定吧。”图谋：“其实有些内容，徐教授也不见得能决
定。”biochem：“我参加的有些会议严禁在会场拍照。”biochem：“因为 PPT的内
容都是未发表的。这个在会前就明确告知。而且会场有提示。侧重点应该是传播
需要征得当事人的许可。”图谋：“如含未发表的内容，如果有人率先公开，过文
字复制比这关可能存在麻烦。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特定范围分享没有
问题，但扩大或过度扩大，可能就会带来许多困扰。时下，信息交流与分享的氛
围，似乎不比从前。”boson：“不愿意公开的原因未必是学术的。倒是见过许多
非学术原因，比如不利于其他人或单位的信息、数据，上不得台面的政策和做法。”
图谋：“学术因素占得比重确实很有限。”文新：“目前全国图书情报期刊基本已经
全部实现开放获取了。”图谋：“理论上来讲，学术成果的传播是希望受众多多益
善。现在的学术成果，基本是重制造，轻传播。”张*彦：“直播是要学校宣传部
批准的，涉及公共传播问题了。而且这个会基本上是某些人一言堂个别人决定的
事儿根本是没有理由的。”文新：“目前全国共有 89种图书情报类期刊（包括台
湾香港澳门的），已经有 88种实现了各种类型的开放获取。”图谋：“可能对开
放获取的概念，过于泛化了。”文新：“包括单篇、整期、在线阅读、下载获取等
多种形式的开放获取，。”张*彦：“实证方法在国内图情领域 包括档案学领域也
已经不是什么稀有的方法了。但有些人还在奇货可居式地宣传,越到后面越让人
感到可笑、可怜。”文新：“说白了，就是可以免费获得期刊全文了。再也不用受
商业性数据库的制约了。”图谋：“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_图书情报工作管
理_合作与共享定义：一种新的出版模式和学术交流模式。在尊重著作权和作者
权益的前提下，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文献全文，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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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打印、搜索或链接文献全文。是国际学术界、出版界、文献信息服务机构
为推动科研成果在互联网的自由传播而发起的运动。分为‘金色道路’和‘绿色道路’
两种模式。见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文新：“这是理论上的
含义，我专门研究实际开放获取的方法。”图谋：“种种原因，图情期刊距离真正
意义上的‘开放获取’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文新：“也就是实实在在可以免费全文
获得期刊文献的方法。”图谋：“这大概也是 boson提出质疑的原因。”文新：“真
正意义的开放获取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目前开放获取有 4种类型：全开放获取、
部分开放获取、限定开放获取、延时开放获取。”boson：“@张文彦 广西民族大
学 这话前半截没错，但不可否认很多青年学生和馆员（比如我这样的半吊子）
仍然欠缺这方面的知识，这样的培训还是很有意义的。”张*彦：“@boson 说实话
吧 我就是南开的博士,参加这个班多次。五天左右的培训是不可能充分理解和掌
握会上提及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无论是如何设计问卷,还是分析数据甚或访谈和
眼动实验凑个热闹得了。”图谋：“图谋以为，徐教授的良苦用心，时下实属难能
可贵。”

1.6 参观南开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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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图书馆穿上新衣服了，里边情况不知怎么
样？方便的成员在方便的时候，帮分享几张照片？我 2016年 7月想进去看看，
未遂；2019年 7月 7日想看看，仍未遂。”麦子：“@图谋 这个表达有问题，即使
把图书馆看成是天堂，也不没必要把自己贬成小偷嘛。”图谋：“不是贬成小偷，
参观高校图书馆，很多时候还真像小偷。种种原因，不是想进就能进的。这方面，
不如参观公共图书馆。近年，公共图书馆基本可以大大方方进去了。”麦子：“@
图谋 如果非本校的一般如何处理？”图谋：“假如没有‘内线‘（事先联系好该馆工
作人员），那就得看保安心情。有的馆登记一下身份证，可能放行；有的可能是
行不通的。”麦子：“懂了，守门的不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图谋：“有的纳入到图
书馆工作人员队伍中，有的没有。情形比较复杂。我 2016年参观南开大学图书
馆（津南校区），是 boson帮牵线的。@boson 谢谢！”木木贝：“确实如群主所
说，得看保安心情。早几年路过西北政法大学，想进图书馆看看，不管怎么说保
安就是不让进。”麦子：“@木木贝 这类东西应该有个具体规定。”木木贝：“武汉
理工大学图书馆就不一样，只要自行在登记本上填写来访信息，就可以进去了。
保安也不多问一句。”惠涓澈：“去川大图书馆，拿身份证边登记边接受问话，结
果是知道我是同行，带我参观。”图谋：“关于参观图书馆，图书馆可以说是自建
群以来在积极鼓与呼。期待圕人更好的走近/走进各级各类图书馆。群相册中，
已有照片‘成千上万’。圕人堂群内这方面的需求似乎是比较旺的。时不时有相关
咨询。比如希望参观某地某图书馆、到某地希望推荐考察几家图书馆、希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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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图书馆用了哪些软硬件设施。圕人堂这样的平台存在若干潜能待进一步开发与
利用。适度的敞开心扉，积极参与交流与互动，彼此可收获更多。”

1.7图书馆少儿区图书乱架怎么管理？
木铎：“各位老师，请教下，对图书馆少儿区图书乱架都是怎么管理和处理

的？”图谋：“考虑到‘各位老师‘可能没空或没兴趣回答。‘对图书馆少儿区图书乱
架都是怎么管理和处理的？’这一问题貌似简单，但答好确实不易，而且很可能
会是‘答非所问‘或‘答非所需’。最好是提升问题的可达性，比如进一步交代背景，
细化问题，便于简答。图谋作为外行，观察到的是：有的图书馆利用小学生志愿
者协管，小志愿者工作认真负责，帮忙负责整架、答疑等，该举措挺好的。有些
问题，可以进一步亮明身份，有助于小同行之间进一步交流与探讨，互利互惠。
群里专门从事少儿图书馆工作有一些，彼此交流起来会更有共鸣。圕人堂还是尽
可能的以圕主题话题为主，过于发散，图谋会挨批评的。恳请谅解！” 节能：“@
木铎 我觉得可以借鉴成人区管理办法，就是要求读者不归架。看完放到书车上，
管理人员归架。” 书生：“我曾经在少儿借阅室（有绘本，儿童图书）兼职过，
少儿借阅室一般是周末，假期小读者比较多。小读者的年龄范围比较大，有的小
读者年龄小，妈妈会拿绘本向小朋友讲故事，这些绘本一般读完会放到借阅室内
的桌子，书车上，后期管理人员倒是比较方便整理。对于儿童图书类，有些读者
喜欢把某一类的书拿到其他书架上阅读，读完一般就直接放在这个书架上（造成
错架），放在书架旁边倒比较容易发现错架，但如果读者直接随手把书插到不对
的书架上可能倒不容易发现。这个少儿借阅室也曾经有志愿者在周末过来帮忙整
理书架，但志愿者通常是为了完成学校志愿服务指标，来个半天的，一天的，一
般我们培训后，可能志愿者也没那么容易上手，所以志愿者上的书也有错架的。
我去兼职的少儿借阅室的做法是：在当天尽量把摆在桌子上，书车上的绘本，图
书上架，然后隔天上午在开馆前继续把书架整齐。在实际操作中，好像很少要求
读者一定要把书放在哪，一般都是提醒小读者的声音小些，小读者不要在室内打
闹，奔跑，不要带食物饮料进去借阅室。” 图谋：“@书生 很棒谢谢分享！”

1.8哪些期刊属于核心期刊？
图穷：“《省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江苏省图书资料专业研究馆员资格

条件>等 4个专业资格条件的通知》 (苏职称〔2014〕17号)《江苏省图书资料
专业资格条件》附录：二、本条件有关的词（语）或概念的特定解释 9．核心期
刊：指由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中国科学
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的期刊目录。核心期刊：指由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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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的期刊目
录。”天涯：“《新世纪图书馆》在江苏是按照核心刊对待的。”图穷：“按照这个"

核心期刊"定义，大家认为 C扩算不算？”图谋：“此一时彼一时。”天涯：“c扩应
该算是。”图穷：“@天涯 《高校图书馆工作》《数字图书馆论坛》《图书馆理论
与实践》《新世纪图书馆》这四家仅仅是 CSSCI扩展版，那么这四家都得算了。”
文新：“《数字图书馆论坛》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图穷：“欢迎访问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来源期刊文献检索系统 http://sciencechina.cn/cscd_source.jsp。”
图谋：“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8年 11月 1日发布 20

18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卷）（见：https://www.istic.ac.cn/P

orta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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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4日，本群已将该目录中的 20 种刊列示过。”
图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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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

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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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92 大学图书馆学报 S608 档案学通讯 S609 档案学研
究 S844 情报工程 S846 情报科学 S847 情报理论与实践 W020 情报学报 S848 情
报杂志S849 情报资料工作W022 数字图书馆论坛S895 图书馆建设 S897 图书馆
论坛S308 图书馆学研究S899 图书情报工作S900 图书情报知识 S901 图书与情
报 S309 现代情报 S850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谋注：现刊名为《数据分析与知
识发现》）S902 中国图书馆学报 G915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图穷：“@文
新 核心期刊：指由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的期刊目录。@文新 《省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关
于印发<江苏省图书资料专业研究馆员资格条件>等 4个专业资格条件的通知》
(苏职称〔2014〕17号)《江苏省图书资料专业资格条件》附录：二、本条件有
关的词（语）或概念的特定解释 9．核心期刊：指由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
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的期刊目录。”
图谋：“各种核心期刊评价成果，都有其采用单位。”图穷：“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还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图谋：“核心期刊评价成果还有多家。”
图穷：“还有武大的 A刊。”图谋：“人大版、武大版、社科院版……还有若干高校
自身制定的。”文新：“全国核心期刊有 7大系列：北大核心期刊、南大核心期刊、
武大核心期刊、人文核心期刊、科技核心期刊、985+211核心期刊、各类核心期
刊。”图穷：“《省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江苏省图书资料专业研究馆员资
格条件>等 4个专业资格条件的通知》 (苏职称〔2014〕17号)《江苏省图书资
料专业资格条件》附录：二、本条件有关的词（语）或概念的特定解释 9．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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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指由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的期刊目录。”图谋：“关于 C刊扩展版，确实有些高
校内部是等同 C刊，且其自身具有高级职称（正高、副高）评审权。”图穷：“@
文新 江苏省文化厅职称办自认这三个。”图穷：“原文化厅。”图谋：“认与不认，
相关职能部门有自主权。”文新：“一般职称文件仅规定是核心期刊发表的本专业
论文即可，许多地方自定土政策，严重缩小了核心期刊的范围，甚至规定仅承认
南大核心期刊，其他的一律不承认。”图谋：“C刊算是 CSSCI来源期刊的简称。”
文新：“我们单位严格按文件规定执行，只要是核心期刊的本专业论文一律承认。”
boson：“算不算图情文章不是有评委把关嘛，如果评委只会对着核心目录数数，
那干脆让小学生来干。综合学报不算，那 nature、science也不算专业期刊了。”

1.9聚焦高校院系资料室发展
图谋：“@全体成员 聚焦高校图书馆资料室发展 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1190005.html《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年第 4期刊发吴汉华,郭
淑敬《我国高校图书馆资料室现状分析》，该文利用高校图工委事实数据库中的
数据，对院系资料室展开宏观研究。期待引发更多关注与思考，学界、业界及社
会公众有更多良性互动，让研究成果更加有趣有味有力量。”

图谋：“浏览吴汉华、郭淑敬《我国高校院系资料室现状分析》（高校图书
馆工作，2019年第 4期）之后，图谋产生另外一个疑问：圕人堂群中有高校院
系资料室工作人员么？期待可以进一步了解现状。通过‘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
数据’中填报数据获得的信息，可能距离现状有一定差距（或者说难以较好了解
现状）。原因是：（1）填报高校约占三分之一；（2）数据填报质量存疑。在高
校当前的人事政策及图书馆新业态环境下，高校院系资料室受到的冲击较大。”

二木：“我们曾经试图做做院系资料室，发现院系不愿意配合，试点的一个系
室图书丢失率极高，就取消了。”水秀：“院系资料室，已经和图书馆成为一体了。”
二木：“事实数据库因为没有检查监督，一直对其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度存疑。”
图谋：“吴文中提到,843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资料室个数数据，其中有 445所有
效，资料室个数的总平均值为 11.4个。并‘依照全国共有 2553所高校计算，全
国资料室总个数为 29104个’。这个推算是有问题的，因为参与提交数据的高校，
总体来说办学层次较高，办馆条件较好。”文新：“说得对，这仅仅是部分数据，
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出入。” cpulib*：“有条件的还是建分馆，资料室问题很多，
我们已经把资料室收回了。”图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力不从心。”二木：“有
些事情我们设想很好，真正实行才知行不通。”文新：“许多高校图书馆都收回了，
归图书馆统一管理。”水秀：“资料室的统计数据有问题。”河北师*：“我们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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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资源都合并到图书馆了，资料室全部取消，估计这种做法是最彻底的，从此
我们这里没有资料室这个词了。”图谋：“有点‘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味道。有些
高校在积极推进院系资料室建设。”二木：“或许是在找一个服务拓展方向，这个
年代，图书馆应当有危机感。”水秀：“我把资料室全部建成了各学院分馆。统一
配书管理。”图谋：“吴文中的提到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双一流’建设外前‘211
工程’高校、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资料室个数的平均值，依次为：20.7个、1

4.5个、10.2个、3.8个。”水秀：“各分馆可以自己买书，图书馆也给经费。有
许多也是做成了分馆的。”图谋：“比如‘双一流’建设高校中的 20.7个，有可能也
以分馆模式为主？” cpulib*：“估计有的图书馆自己都不知道学校有多少资料室。”
图谋：“在院系资料室基础上做成分馆有一些，这个分馆更多的相当于一个‘馆藏
地’，提供较为基础的流通、阅览服务。”二木：“做成分馆，人员编制怎么解决。”
图谋：“人员编制方面是个大问题。有的是由教学秘书、行政秘书等客串一下，
这种模式存在缺陷。理论上精致化服务或者精准服务，院系资料室确实有其可取
之处。比如不少高校校园很大（院系距离中心馆距离较远）、学生用户在持续增
长、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在进一步‘减员增效’”“图谋以 2017年江苏省本科院校图书
馆数据为例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与量化使其更直观的呈现‘效果’：在编馆员人均
服务 429名读者（其中教职员工读者 45名，学生读者 384名）；人均馆舍建筑
面积为 635平方米；人均纸质文献馆藏总量 2.98万册（注：52所本科院校馆纸
质文献馆藏总量 9,055万册）。” “图谋算是引出一个问题：聚焦高校院系资料
室发展。期待引起更多关注与思考。尤其是期待高校院系资料室从业人员积极参
与交流与分享。”“数据源：2017年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http://www.sca

l.edu.cn/tjpg/201901090111。”文新：“我有全国近 900所高校图书馆人员的统
计数据。”图谋：“当前不仅仅是在编馆员人手紧，‘生师比’也很紧。”文新：“截止
2018年 12月。”

biochem：“我们学院资料室之前是学院行政秘书负责，她去年刚退休。”扣
肉：“据我了解，我们学校两个系有资料室，一个系只复印，一个系只供老师借
阅。仅供老师借阅的，主要是考虑到老师可能上课临时需要的资料，到图书馆去
借既不方便也来不及。系里会备一些专业参考资料，老师个人买不起的那种。”
节能：“系资料室基本没有专门经费，仅供老师借阅，这是大部分普通院校的现
状。” 807479*：“感觉很多学院的资料室几乎是形同虚设，图书利用率很低。”
海边：“网上信息复制过来比借书方便多了。”209206*：“买书不根据需求，为了
凑数摆满书架。纸质书还是有需求的，毕竟拿着书看舒服点，特别作为资料翻起
来方便。电子版麻烦。”

南理工*：“我们是因为图书馆空间有限，就把部分复本送到院系，让他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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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资料室了，权当给我们保管了，反正他们也不对外开放。只有外国语的资料室
比较规范，招募了勤工助学的学生帮忙管理，对外开放。我们也对他定期补充新
书。”270732*：“送过去的这些复本，固定资产还是在图书馆吧？”南理工*：“资
产是图书馆的。因为不开放，也就偶尔老师利用利用，所以基本也没啥丢失。我
们也是没办法，我们要是空间充足也不会弄。”麦子：“我们大概在 15年前取消
了所有的资料室(存在的条件和需求已经消失)，其资料除了少量并入图书馆，其
他的都 respectfully disposed.”807479*：“直接送纸浆厂了。废物利用。”麦子：
“我想中文的说法是妥善处理。”807479*：“很多书没有什么价值，送纸浆厂是最
好的归宿。”二木：“资料室不开放就没有存在意义了，开放又面临各种难题，基
本不是图书馆能解决的。”图谋：“很期待听到实际工作者及高校师生的声音。”
南理工*：“我们就是权宜之计，权当找个存书空间。”图谋：“目前为止，圕人堂
未发现实际在资料室工作的成员冒泡，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还是没注意到该话题？
我知道顾晓光博士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资料员。”南理工*：“资料室好不好也
要看院系是不是热心，我们学校的外国语学院就很热心，院长重视，经常和我们
沟通，指派了专人负责，招聘了勤工助学管理，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格外关注，图
书补充及时。”二木：“我们当时是请系里指派人代管，图书馆没有专门资料室管
理员，专人成本太高。”图谋：“群里曾经做过资料员的，可以示意一下么？”二木：
“系里其实不太愿意配合。”南理工*：“是的，他们认为没有需求就不会热心。像
我们是工科院校，院系热心的是实验室建设。外国语这个文科院系没有啥实验室，
所以对资料室还是比较热心的。”图谋：“高校图书馆规程体制和机构中’有一条‘第
七条 高等学校可根据学校校区分布或学科分布设立相应的总图书馆、校区分馆、
学科分馆和院(系、所)分馆（资料室），分馆（资料室）受总图书馆领导或业务
指导，面向全校开放。’。”麦子：“@二木 很多事情，其实系里是很讨厌图书馆的，
但不明说而已。”雨过天晴：“我们今年改革的一大重点，就是资料室收归图书馆
所有，有个院的领导一直邀请我去。想了一下，我到底没去。”图谋：“资料室归
统一归图书馆管理，好些高校是这么做，而且有年头了。”雨过天晴：“听说院系
领导老师们对原来的资料室意见比较大，说那些资料员懒散，希望图书馆这次换
批人过去。”麦子：“大多数老师对图书馆员的看法就是个家具的功能，哪天家具
忽然说：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一定觉得, 你哪里凉快呆哪里去，哪天轮
到你开始说话了。”二木：“这也是学科服务开展困难的原因之一。”boson：“@图
谋 我知道方鸿渐博士是《华美新闻》的资料室主任。”自由的*：“也不全是，我
们就经常有相关部门和老师来请求各种帮助。个人觉得，其实搞好私人关系，对
工作有很大帮助，别人都不了解，就不知道你能给他什么帮助。”雨过天晴：“院
系有需求。”麦子：“@自由的行者 我相信，另外就是学校和学科不同。但我说的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271 期 20190719）

31

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当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当面表示这种意思。但从大多
数人对图书馆的配合情况，你会感觉到。”

图谋：“聚焦高校图书馆资料室发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

646-1190005.html为了进一步推动聚焦高校图书馆资料室发展，图谋将该话题
引入圕人堂，初步引发了一些交流与思考。期待引发更多关注与思考，学界、业
界及社会公众有更多良性互动，让研究成果更加有趣有味有力量。这个话题的讨
论，有许多成员参与，效果挺好。上文进行了粗略的整理，以利进一步关注与参
与。作者、编者亦已间接参与讨论。后期拟以适当形式公开。”

1.10从暑期流通量增加的角度，探讨图书馆的基础工作
nbdou：“整个图书馆除了古籍是单独一个区间，其它的都打通的，一楼有 7

个人倒班，负责问题咨询，分书。物业外包。” 文新：“@紫色阡陌 大量使用义
务馆员吧。”nbdou：“义务馆员每年经费 30多万吧。”有脚阳春：“我略微统计了
下，今天从两点半上班到现在，回答了一百二十多个问题。不太想张嘴说话了。”
扣肉：“我记得去哈尔滨音乐学院参观的时候，他们算上馆长一共四个人，管三
层楼。”nbdou：“应该是勤工俭学的学生。还有青志，帮着倒架。”有脚阳春：“没
有青年志愿者小朋友我们就惨了，暑假人太多了。应付不过来。”nbdou：“所以，
我说呀，图书馆给多少人都能正常运转。”紫色阡陌：“每天还回来的书图书馆员
不上架吗。”清凉桐影：“我就问一句，老师布置的小学生初中生必读书目，有几
个家长是到图书馆借阅的，而不是某宝某东买的全新书，这里的家长包括图书馆
员在内。”有脚阳春：“几乎每隔一阵子就会有家长带着学生过来问的。所以总会
遇到想要借一样的书的一批人，我们就知道，老师又开书单了。”nbdou：“因为
个人过来问一下，体验到的是很短的工作量，他并不会计算这种问题重复上百遍
的工作量。”boner：“@有脚阳春 公共馆一线员工一直是这种状态。”nbdou：“特
别是自助借还后，老师用户可以做到不跟图书馆员打交道，人家根本不会意识到，
享受这个服务背后的工作。”有脚阳春：“借阅量真的很大。开架书，在馆的书读
者找不到本来是正常的。因为只要没借出去，就显示在馆。即使是在读者手里也
是显示在馆的。但是领导老是因为这个是骂我们。他们就是觉得在馆的书必须就
在架上。”清凉桐影：“在馆的书必须在架上，这个从理论上讲是没错的。之所以
不在架上，是因为实际跟理论不符了。”boner：“安慰安慰，暑假真的很大的流
通量，还有各种状况，只有做过一线才知道。”nbdou：“图书馆人，其实是我见
过最好的一个职业群体。”有脚阳春：“开架呀。那么多读者可以随手拿书。怎么
来保证书在架上。” nbdou：“图书馆员的社会形象，就是轻松，看看书就好。电
影里，即使有上架的镜头，也是很悠闲的那种；或者，就是自己闷头看书，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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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形象。。。。扫地僧，扫扫地，理理书，然后还有时间可以看看书。多少
从事过图书馆职业的著名人士，感谢图书馆工作经历时，都在说，在图书馆工作，
给了自己更多看书学习的机会。”紫蓝：“绝对是误导，上班怎么看书，忙都来不
及，整理图书，倒架，贴书标，策书展等等。”图谋：“个体的境遇不一样，那些
成为名人的图书馆过客，可能确实是发至内心的感谢圕时光。。”nbdou：“其实，
图书馆服务创新，更多的是在想改变这处固化的形象，争取更好的一种职业必须
感与存在感。” 图谋：“具体到图书馆员个体，忙的确实很忙，闲的也确实很闲。
忙的没多少时间看书，闲的也闲得没时间看书。”印度阿三：“说图书馆忙，至于
你信不信，反正别人是不信的。”图谋：“图书馆服务创新，或许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形势所迫，因为要‘减员增效’，创新举措，或多或少有些显示度，有助于
收获存在感。。”nbdou：“你说你一年上架 10万册书，别人会不会很惊讶。事实
上，起码一半以上的人，一点感觉都没有，没人会觉得这个工作量有多大。”bon
er：“大部分是为创新而创新，但是在其他行业已经很成熟的产品，图书馆却是
才起步。”图谋：“偶尔有人问起我在图书馆忙不忙，我现在的答复是：忙的可以
很忙，闲的也可以很闲。这个答案，好像满意度比较高。”nbdou：“就像向学校
领导汇报 ，今年借出了 80万册书，跟借出 40万册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bo
ner：“@图谋 你说的是事实啊。” 清凉桐影：“估计不到教学评估要数据的时
候，一般很难记得还有图书馆这么个部门。”图谋：“现在有部分高校，号称数百
万藏书，年借阅量数万，其实是存在问题的，只是无人深究。”nbdou：“除了我
们自己会深究以外，谁会深究这个呀。”图谋：“各种评估的时候，通常是突击凑
凑数据、做点亮化，又快又准完成任务。”印度阿三：“绩效考核。” nbdou：“不
过，我们学校领导慢慢在关注图书馆了，已经有领导几次对在架的图书提出建
议。”印度阿三：“绩效审计指标之一，外借量。”图谋：“对于本科学生，纸质馆
藏或许还是有很大的可利用空间，只是好些工作未能做到位。”紫色阡陌：“图书
馆各岗位的工作量，差异还是蛮大的，真是闲的很闲，忙的很忙。” 印度阿三：
“体制内都一样，闲忙不均。不单图书馆。”图谋：“其实真的是书太多了，新的旧
的有用的没用的，摊派下去，每个在编人员得管好几万册书。”文新：“纸质图书
借阅量下降很正常，电子文献利用率高可以有效弥补。”图谋：“下降的情况需要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实，稍作比较分析，会发现存在许多问题。电子文献利用
情况，不同高校的情况，也是有很大差异的。”紫色阡陌：“纸质图书借阅一直在
下滑。” boner：“这个有多方原因的，个人认为图书馆占主要原因。”图谋：“近
年，不少高校图书馆有公开年度数据，找几家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相近的，可以比
较分析。” 清凉桐影：“每学期借阅纸质图书 50册作为阅读必修课，纸质书借阅
率不增加才怪。”有脚阳春：“纸质书读起来多舒服呀。当年我们都要抢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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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朋友不喜欢这个了吗？再说书好贵，翻书简直有翻钱的快感。” boner：“那
也要有合适的图书来匹配。”

麦子：“国内高校馆最需要创新的是：取消以纸本为依据的评比，这个东西
可以说是所有‘恶’的来源，对实际的知识信息积累没有帮助，而且和读者的实际
信息吸取也必然没有关系。” 图谋：“当前高校的数字资源，侧重的是服务科
研，对于大多数本科学生多属于‘无用的’；纸本资源相对是更有用的，但相关工
作未能跟上。”紫色阡陌：“的确如此。”麦子：“@云子 这其实和教学方式也有关
系，我们很多老师对引文有具体要求：比如需要多少什么类型的资源：期刊、二
手资源、原始资源。所谓原始资源，是指当时的人说的写的东西。”图谋：“本科
教学，好些老师自身基本不用数据库。这同生师比问题有关。”麦子：“我以前一
直觉得出国留学似乎性价比不高，但现在越来越发现国内的明白人要比我聪明的
多。”图谋：“刚看了一下清华大学的生师比大约为 14:1(学生数 48739，教师数 3

485）。数据来源：https://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thu/newthu_cn

t/about/about-6.html。”法自然：“要讲好图书馆的故事。首先要想新生讲好图
书馆的故事，因为他们毕业之后，会进入各行各业，有的成为以后图书馆的上级
机构的管理者。” 图谋：“另外还有个发现，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总量（万册/

件）：522.2万册。直接算生均（不进行折算），生均为 107册。如果对照 200

4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是有一定差距的。”
法自然：“为什么部分领导和老百姓认为图书馆工作没有多大价值，工作轻松，
馆员素质低，重要原因是他们不了解后台工作的艰辛和技术含量，仅仅凭借借还
还的一点印象下结论。”文新：“其实图书馆业务工作是很有含金量的，不说别的，
单单一个简单的中图法分类号，到现在为止已经几十年了，还有许多人搞不清楚
其类级，其中也包括许多图书馆专业人员。”法自然：“应拿出图书馆技术含量高
的一些工作，好好包装，向学生，老师宣传。图书馆有成绩，馆员有成就，也要
报道，通过标杆人物，典型人物，事件来改善图书馆的形象。”文新：“例如，现
在差不多所有的图书情报类期刊都可以实现开放获取了，许多人还是没有办法免
费获取到全文。”法自然：“关于图书馆和馆员的刻板印象，论文研究不少了，可
是如何改变，好像还需要加强研究，更需要实践，需要更多关注。”nbdou：“@木
木贝 在转，假期每天 8000多人次。” 图谋：“关于图书馆员，图书馆员构成复
杂，假如专指在编人员，大部分用户其实是见不到图书馆员，也难以感知图书馆
员的存在。在编人员之外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保安、保洁、志愿者、工勤人员等）
与用户接触更多一些。”

1.11最传统的原文传递服务，最温暖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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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479*：“我之前说过，我在日本时，有一篇文献是通过文献传递，最终从
大英博物馆复印后寄到我手里，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图书馆员的心血。@诲人不
倦 。”自由的*：“@biochem 这太了不起了。”807479*：“那篇文献最后寄给了卢
永根院士，因为我博士答辩时他提到那篇文献。他在国内就一直找不到该文献。”
cpulib*：“这是最传统的原文传递服务。”诲人不倦：“@biochem 图书馆员总是默
默做贡献，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价值了，大的方面比如
图书馆如何促进社会进步，保障信息的公平获取，小的方面比如如何赋能用户发
展，促进科研和学习等。”

自由的*：“想起看过一本书里的一句话：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
否在寻求。”诲人不倦：“理科也不仅有前沿研究吧，搞科学史的，需要文献综述
和回顾的，还是要用到旧的文献，这些旧文献通过图书馆获取是较为方便的一个
途径。”807479*：“我只是说‘前沿研究’的科研人员。”麦子：“@自由的行者 这话
有理。不要讨人嫌自己还蒙在鼓里。”807479*：“@诲人不倦 获得‘旧文献’，也可
以通过文献传递，也不一定要亲自去图书馆。”诲人不倦：“文献传递本身就是图
书馆的职能之一，没来图书馆，不代表你没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807479*：
“所以很多科研人员可能几乎不去图书馆，就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文献。他们也
不用跟图书馆员打交道。”诲人不倦：“图书馆员可以考虑嵌入，但需要选择合适
的方式，以用户能接受的、契合用户需求的方式。”诲人不倦：“馆员群体中，总
有那么几个被老师们认同，并得到尊重。”自由的*：“这个倒是，比我我有个师
弟，在一个学校图书馆工作两年后，好几个部门领导想把他挖过去。”麦子：“@
自由的行者 我觉得一般老师自己很忙，不希望打搅。表面上客客气气，但实际
上你这图书馆毕竟是图书馆。”诲人不倦：“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老师
不用图书馆，也不喜欢，不习惯用图书馆有的老师则习惯于图书馆的服务，并希
望能得到图书馆的推送，这就要求个性化的服务。”807479*：“我以前说过，搞
理科前沿研究的不用去图书馆，因为在办公室就可以下载到最新的文献。”

诲人不倦：“谷歌可以检索出结果，但图书馆员不仅检索，还解释和组织信
息，形成一个构建、指导和解构的完整流程。用户使用谷歌搜索术语，不会指望
谷歌能解释搜索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唯有期望结果正确。如果我们能够让读者认
识到数据查证的重要性，他们将学会以知识探究的精神质疑其搜索到的结果。信
息素养是我们的口头禅，但是如果没有图书馆员与读者之间的互动，那么数据分
析的过程可能会被遗忘。用户难免会假定其所有搜索到的信息都是正确的。——
《图书馆职业营销：营销你的未来》用户本质上不喜欢这种需要帮助的感觉。用
户更希望图书馆可以像互联网一样操作简单，这样就可以成为独立的研究人员。
——《图书馆职业营销：营销你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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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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高校图书馆资料室发展

2019-7-18 07:21

《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年第 4期刊发吴汉华,郭淑敬《我国高校图书馆资料室

现状分析》，该文利用高校图工委事实数据库中的数据，对院系资料室展开宏观

研究。该文认为“院系资料室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兴起的一个具有时代意

义的概念，在一定历史时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前“院系资料室不受高

校重 ...

个人分类:圕人堂|33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以书会友，书写人生

2019-7-17 09:49

自 2009年出版第一本书之后，笔者进一步与书结缘，以书会友，书写人生。十

年间，有过不少相关经历，于个人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激励自身更好地积极

进取、有所作为。近期有意外经历，缘起赠书，简略记之。 天津之行，出行前

与南开大学樊老师有联系，未联系图情 ...

个人分类:圕人堂|48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假期读书杂感

热度 2 2019-7-16 08:56

放假前夕购买了王戎笙先生主编的《清代全史》( 方志出版社，2007.4) ，还索

要了电子书。意欲利用假期认真通读，该书共十卷，每卷 30余万字，目前算是

读完 1-3卷。有所感，有所悟。 这些年愈来愈觉得自身读书太少，尤其是较为

经典的“大部头”，基本没有认真读过。说来惭愧，虽然身在高校已有 2 ...

个人分类:圕人堂|774 次阅读|3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2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8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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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19 年 7 月 18 日,世界艺术鉴赏库、弘雅科技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 1 万

元，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12549.26 元。

（2）行业标准《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174—2019）》

由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主管部门为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

年 5 月 29 日发布，2019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本标准界定了学术期刊论文作者、

审稿专家、编辑者所可能涉及的学术不端行为。本标准适用于学术期刊论文出版

过程中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判断和处理。其他学术出版物可参照使用。(信息来

源:《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行业标准正式实施.

https://mp.weixin.qq.com/s/X3D3e-i4OhUGdKV4tQgwUA )

（3）2019 年 7 月 19 日 14:00，群成员达 2429 人（活跃成员 399 人，占 16.43%），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569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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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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