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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简介

QQ 群名称：圕人堂(Lib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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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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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王启云

编辑：宋晓莉 赵生让 董行 范良瑛 曾家琳 张婵 卢娅 陈艳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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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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与征文

1.1.1 我的国图故事征文（国家图书馆）
图谋：“国家图书馆关于开展‘我的国图故事’征集活动的通告
http://www.nlc.cn/dsb_zx/zxgg/201907/t20190719_180138.htm，2019 年是国
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百余年来，国家图书馆这座充满文明和智慧的殿堂，
秉承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宗旨，浸润了无数读者的心灵。为回顾和纪念国图伴
随读者一路走来、见证彼此成长的历程，国家图书馆开展‘我的国图故事’征集活
动，邀请广大读者讲述自己与国家图书馆之间亲历、亲见、亲闻的点滴故事，让
我们在回望读者与国图之间美好回忆的同时，深刻感受国家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
务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征集时间：7月 22日——8月 31日。内容要求：以‘我
的国图故事’为主题，积极向上，弘扬正能量，可以是自己与国家图书馆之间亲
历、亲见、亲闻的点滴故事，也可以是记录国图各个时期的馆舍、服务以及对重
大事件、活动、人物的回忆。”

1.1.2 人工智能及其对图书馆的影响（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征文
文新：“人工智能及其对图书馆的影响：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 2019 年会议征
文通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a824f40102ym2l.html。”

1.1.3 第二十五届中国竞争情报年会（贵阳）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二十五届中国竞争情报年会 10月贵阳召开，时间：2019
年 10 月 16 日－19 日，截稿日期：8月 12 日，http://url.cn/5Tnt5Fk。”

1.1.4 第六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福州）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六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 10 月福州召开，会议时间：
2019 年 10 月 16 日-19 日，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9月 15——投稿日期截止
2019 年 8 月 15 日。http://url.cn/54IiblS。”

1.1.5 “欧洲古典书籍装帧”培训班（北京）
会议君：“图书情报｜‘欧洲古典书籍装帧’培训班（脱产班）8月在京. 培训时间：
2019 年 8 月 12 日至 8月 22日，报名截止至 2018 年 8 月 2日，
http://url.cn/5ejuMOt。”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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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国家图书馆馆庆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
图谋：“‘图书馆 •与时代同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网站 http://meeting.nlc.cn/ ，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也是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为了
进一步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深入探讨新时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前景，国家
图书馆拟于2019年9月9-10日举办建馆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将以‘图
书馆•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围绕有关热点问题、研究成果、先进理念、前沿技术
等进行深入、广泛的学术交流，并特邀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主旨报告和专题
报告。来自全球 10个国家，31个机构，33位专家将带来精彩报告。”
国图外采：“国家图书馆馆庆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开放注册了，会议时间为 9月
9-10 日，欢迎参会，谢谢广州书童发图。扫二维码注册即可。”图谋：“若能再发
会议名称+网址+简洁文字导读版，宣传效果或许会更好。广州书童发的图，需
要点击看大图，内容清晰完整，但可能很多人未点击不了解。另外就是，周讯不
便常用长图。”

1.1.7 2019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鄂尔多斯）
会议君：“图书情报|2019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各主题论坛参会通知
http://url.cn/5kozbpY。”
木木贝：“http://url.cn/5xzbbMt，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9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将于 8月 20 日至 23日在鄂尔
多斯市东胜区召开，主题为‘新时代图书馆的转型发展：均衡 融合 智慧’。本届
年会学术活动采用‘鄂尔多斯主会场 + 各地分会场’的模式进行组织。届时，鄂尔
多斯主会场将举办多场主题论坛。论坛主办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
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澳门大学图书馆、《图书馆杂志》社；论坛时间与
地点：2019 年 8月 21 日 14:00-17:00，鄂尔多斯市博源豪生大酒店，广州-香港
厅。论坛内容：信息素养已成为 21世纪每个公民的必备素养，信息素养教育是
图书馆这门职业提升社会影响力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也是本行业发展的热门课
题，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Information For All Program）的优
先领域之一。如何提升信息素养教育的质量、如何提升公民的信息素养水平、信
息素养教育如何推动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等等，这些问题都有
待探讨。论坛将邀请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长期从事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与实践的
专家和同行对上述问题，通过专家报告、专家和与会代表的对话等方式，开展理
论研讨、经验交流、互动问答、专家咨询，宣读《中国公民信息素养教育提升行
动倡议》。参会说明 1．参加本论坛不收会议费，交通、食宿等自行安排，费用
自理。2．参会者请于论坛开始前半小时在会场外签到，凭身份证领取证卡后入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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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参会。3．如需协助预订住宿，推荐北京合赢展业国际会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
预订服务。联系人：张博 010-57209645，2161766964@qq.com。”

1.1.8 第十三届中日国际图书馆学研讨会（上海）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十三届中日国际图书馆学研讨会 10月在沪召开
http://url.cn/5LeuGit。”

1.1.9 二十五届中国竞争情报年会（贵阳）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二十五届中国竞争情报年会诚征会议报告通知，请拟自
荐和推荐者于 8月 31 日前提交附表发至 scic-staff@scic.org.cn。
http://url.cn/5hhjQrH。”

1.1.10 2019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论坛（武汉）

会议君：“图书情报｜2019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论坛（武汉），

会议日期：2019 年 12 月 7-8 日，征文截止日期：10 月 10 日，注册截止日期：

11 月 30 日，http://url.cn/57xgx2T ”

1.1.11 2019 年图书馆新入职及转岗员工培训班（北京）

会议君：“图书情报｜2019 年图书馆新入职及转岗员工培训班 8月在京举办，培

训日期：2019 年 8 月 19 -23 日，截止报名日期：8月 13 日，

http://url.cn/5aiA29n。”

1.2 招聘消息

刘*丽：“【招贤】东北大学图书馆 2020 年岗位招聘启事东北大学图书馆期待你
的加入！http://url.cn/5Hj5n26 。”
惠*澈：“上海纽约大学招聘图书馆实习生，分享文件 ‘JD-NYU Shanghai Library
Intern.docx ’下载。”
水中月：“2019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公开招聘事业工作人员（硕
士研究生）. http://www.sohu.com/a/330920252_807008 。”

1.3 好文分享

西安图情：“《新闻 1+1》. 20190725 大学，书店来了，阅读来不来？
http://url.cn/5qBLz18。”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LeuGit
http://url.cn/5hhjQrH
http://url.cn/57xgx2T
http://url.cn/5aiA29n
http://url.cn/5Hj5n26
http://www.sohu.com/a/330920252_807008
http://url.cn/5qBLz18


圕人堂周讯（总第 273 期 20190802）

8

碧海潮生：“图书馆报.有趣的阅读疗法实验室阅读疗法实验室参观记
http://url.cn/5kAeczF。”
海天云石：“【感悟】阅读，改变思维 http://url.cn/54NNREg。就如雨果所说：
书籍便是这种改造灵魂的工具。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
则正是这种养料。”
默默：“对话∣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 http://url.cn/5WL4IZJ。爱思唯尔采
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陈馆长从图书馆的改革创新谈到了如何从学
科服务来支持大学的发展，并对图书馆未来的发展分享了他的观点。‘没有理念，
就没有方向；没有机构，就没有上层建筑的管理；有了管理以后，大家得有事情
干。越忙，团队越紧密。这样就把骨架搭起来了，再把文化的血肉一披，这个机
制就比较灵活了。’通过‘3+1’部曲，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完成了由被动服务向主
动服务、从‘自娱自乐’到需求驱动的巨大转变。”
默默：“【教育部最新数据】最有钱高校图书馆排行：上海交大第一
https://mp.weixin.qq.com/s/6zghITLBWOJOhlCNBAJImQ。”
论坛刘编：“《论坛》小编.国际图联当选主席克里斯汀•麦肯齐女士应邀来穗访问
讲学 https://www.meipian.cn/2a10y831，《全球愿景》报告解读，专业、权威。
主席的解读非常好，程老师的即兴演说非常精彩！”
图谋：“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国际图联当选主席到我馆参观交流
http://www.chnlib.com/News/2019-07/1105471.html。7月 19 日下午，国际图
联（IFLA）当选主席克里斯蒂•麦肯西（Christine Makenzie）到我馆参观交流。
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教授程焕文陪同
参观。我馆馆长王惠君，副馆长倪俊明、李毅萍接待了来访客人。”
碧海潮生：“【思辨•感悟】圕人访谈：收藏捐赠图书的利弊原文刊载于《高校图
书馆工作》2019 年 05 期‘思辩•感悟’栏目。http://url.cn/5RCoXGK。”
文新：“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结果公布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9/0712/c219469-31231470.html。”
图情民工：“2019 国社科图情档基金（重点、一般、青年、西部）
https://mp.weixin.qq.com/s/HOdY7Dbjr2tu7vUBG0f5bQ。”
图谋：“金色 or 绿色？一文说清开放获取模式区别，希望此帖能给您未来的科研
文章发表提供一点帮助 http://url.cn/58c4xmA。”
图谋：“‘壮丽七十年 大美图书馆’征集活动启动 http://url.cn/52rdPCq。”
雨过天晴：“『小编荐书』：一部研究民间图书馆的著作编辑：图谋，圕人堂 LibChat
出品，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圕人堂 LibChat’，书名：《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
与发展战略 http://url.cn/50rFiZv。”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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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芸：“图林语录|刘兹恒：不能用存取来替代拥有，图书馆要保有自己的资源建
设 http://url.cn/5OI5GXA。刘兹恒，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1978 年考入北
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本科；1984 年毕业留校任教。”boson：“摘自吴慰慈《图书
馆学概论》。”节能：“我看了这篇，还在犹豫是否分享。因为现在我们的问题好
像还没达到这个，还在建设自己的纸本资源，只是建设中有问题纠结。”
图谋：“圕主题微信公众号类型圕主题微信公众号（服务号/订阅号）可谓成千上
万。图谋粗略分类，供参考。http://url.cn/5UX20XP。”持之以恒：“获益得知。”
biochem：“2019 年 7 月 28 日，河南工业大学图书馆的暑假期间，每天有上千
人进馆学习，大部分都是考研学生。学生称，图书馆位置有点紧张，有人 5点就
就用书包排队，7点半能进馆。图书馆管理员称，开馆后，排 3列也要 10分钟
才能进完。https://www.ixigua.com/i6718989082053050884/ 。”
图谋：“图书馆花费大量力气收录年鉴和方志是很有用处的两个图书馆的王老师
联手把‘查不到’变成了查到了，看来我们图书馆花费大量力气收录年鉴和方...
http://url.cn/58KmGtl。”
雨过天晴：“让孩子从图书馆学到什么？http://url.cn/5GVbXED。一位名为Oleg
Kagan 的作家兼图书馆员做了父亲后，很快给只有 3个月的小孩办了图书馆卡。”
李*华：“全民阅读的‘贵州突破’《贵州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将于 2019 年 8月 1
日施行 http://url.cn/5a93WoS。”惠*澈：“祝贺‘贵州突破’！全民阅读，贵州一直
在努力！”
biochem：“数据意识：提升科学素养的重要手段，刘光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0114-1192061.html。 数据意识是理解现代科
学的必备条件。数据意识有助于理性主义的培养。数据意识还有助于个人、单位
和社会的高效管理。建议在科学教育或科普等领域中一定要重视数据意识的培
养。在科学教育中重视突出‘数据意识培养’，相信这种教育方法或可打通科学教
育的壁垒，大大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在新时代焕发出中国科学教育的新光芒。”
图谋：“刘光裕.数据意识：提升科学素养的重要手段.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0114-1192061.html， 过去两百年间科学与技
术的发展不仅极大了改善了当今世界文化、历史和格局，而且深刻影响着每个人
的日常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与身心健康、语言、交际、审美等能力一样，科
学素养已经是每格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若剖析科学教育的核心要素，无非
几个大的方面：一是基础科学知识，二是思考方式和批判性思维，三是科学精神
和科学史观，四是科学前沿和数据意识，五是融合贯通、学科交叉和敢挑战传统
的创新意识。综合上面科学教育的五个方面，我们到底该如何提升国人的科学素
养？科学传播届现在也似乎没有什么新理论和新思想，大多无非老生常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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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倒是可以在一个方面着重下手，那就是侧重数据意识培养。”
雨过天晴：“e 线图情新书快报|《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赏析》前言（附专家点评），
分为上下两篇……http://url.cn/5A48IWf 。”

1.4 圕人出书推介

1.4.1《榕荫书话》
图谋：“新书推介——《榕荫书话》，作者：
陈伟军, 陈鸣超著，出版社：中国书店，CIP
号：2019047800，书号：978-7-5149-2291-2，
出版地：北京出版时间：2019.5，定价：￥58.0。
该书汇集作者多年撰写的关于书的短文约八
十篇。作品记述了作者地摊淘书、网络‘猎书’
的奇遇，阅读新书、品味古籍的收获，鉴别版
本、储存图籍的乐趣……作者对图书怀有很深
的感情，写作时插入大量有关书的知识、逸闻
和典故，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该书作者为圕人堂成员。感
兴趣者，可以进一步关注该书。图谋是在朋友圈发现，随手转发。圕人堂欢迎成
员自荐或推荐图书。”
榕荫书屋: “谢谢您的热心啦！”图谋：“作为我的角度，比较能理解背后的不易。
图书出版之后的营销环节，对作者来说，其实也是比较有必要的。目的是让其有
更多读者，让书更好的发挥作用。时下，出版目的是多元的。有一种书叫职称书，
多为拼凑而成，怕见光。我知道你出书的目的与此不同，更多的是兴趣所在。时
下，像您这样爱书、读书的人并不多见，或许圕人堂会有知音。”

1.4.2《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
碧海潮生：“圕人堂圕员作品推荐书名：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作者：李明，
ISBN:978-7-5054-4451-5，出版社：朝华出版社，定价：65.00。这本书真的不
错哦，快来看看吧！
http://product.m.dangdang.com/product.php?pid=
1513222275 。”

1.4.3《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
图谋：“新书推荐：《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
略》，http://url.cn/5UKsc5s。山西财经大学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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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吴汉华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出版新书，是基于国内民间图书馆 实践开展的
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书名：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
战略，作者：吴汉华著，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CIP 号：2018285496，书
号：978-7-307-12534-6，出版地：武汉，出版时间：2018.12，定价：￥58.0。
吴汉华著. 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12.”

1.4.4《中国民间图书馆研究》
图谋：“中国民间图书馆研究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513472.html，吴
汉华著. 中国民间图书馆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05. 该书为博士
论文基础上出版，密切结合我国民间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吸纳、整合近年来与民
间图书馆有关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回顾了民间图书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阐述了
民间图书馆的产权属性、办馆群体、发展问题及未来发展道路。该书的理论支撑
材料多来自于民间图书馆的实践。利用统计方法从不同角度将民间图书馆的现状
呈现给读者，是学习、研究民间图书馆的重要参考书。另，据悉《民间图书馆实
践调查与发展战略》的姊妹篇《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民间图书馆发展战略》预计于
2020 年出版。”

1.5 圕人赠书与感谢

图谋：“山西财经大学信息学院吴汉华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出版新书《民间图
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382.html，是基于国内民间图书馆实
践开展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图谋受吴汉华老师委托发
布赠书信息，拟寄赠 30册，由吴汉华老师签名和邮寄。圕人堂成员若需要，烦
请于2019年 7月 28-31日内通过圕人堂QQ群小窗向图谋提供接收快递的详细
通信信息。先到先得。若逾期、逾数均致歉意，敬请谅解！通信信息提供样式：
姓名 手机号 详细地址。”
图谋：“据悉，吴汉华老师将于开学后再赠一批。届时另行通知。吴汉华老师的
赠书善举，算是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待工作告一段落后，予以‘小结’，圕人堂
大事记中予以记载，以示鸣谢！关于批量赠书，图谋是有所体会的。一方面，赠
书工作是比较辛苦的，要尽可能地做到‘完美’（一一准确寄达，需要把底单留好，
备核查），否则会有闲话；另一方面，赠书所付出的努力相信会有收获的：一是
让图书有更多读者；二是助力图书营销。”
欣然读书：“谢谢圕人堂送出的‘大福利’。关于赠书，本人既参与过，也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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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得到过群主的专著馈赠。圕人堂一直在传递正能量，引导大家讨论业务和
学术，许多群成员包括本人都在此获益。吴汉华老师是认真做学问的人，由衷佩
服。在此也感谢圕人堂的众多志愿者们的付出，经常浏览堂讯和相册，未曾表达
过感谢。”雨过天晴：“感谢圕人堂团队，感谢赠书的老师们！”
图谋：“图谋于 7月 29日率先收到吴汉华老师赠书（7月 27 日寄出）。7月 28
确定的赠书对象亦将陆续收到赠书（韵达快递）。图谋粗略浏览，感觉下了苦功
夫，难能可贵！时下，学术性图书普遍性销路不甚乐观，图情类相比更为小众。
从作者角度做些宣传推广努力会是有益的、必要的。当前的赠书，个人理解为也
是一种作者角度提供的开放获取服务。据悉，作者的出发点：主要是传播民间图
书馆方面的知识，面向学者与社会宣传民间图书馆。”欣然读书：“谢谢图谋的分
享，先睹为快。做学问当有如此之精神，深深地佩服！期待尽快收到吴老师的赠
书，展卷细读。”图雷：“后记很接地气，朴实。” 图谋：“据悉，高霞是快递揽收
员。赠书工作是吴老师在百忙中抽空一本本亲自寄的，近日分批完成。收到赠书
的成员，在圕人堂群里反馈一下，这样吴老师也能了解到，另外也算是一种公开
致谢（或许兼具广告效应）。”
正身修心：“感谢王启云老师和本书作者吴汉华老师赠书，还有为我寄书的高霞
老师，迟敬义在此拜谢。当我翻开书翻到附表时发现在青岛市尚有四家民间图书
馆（两家在开放，一家状况不明，一家停办），身为青岛人的我在此之前是不知
道，很惭愧。感谢老师们赠我此书，为我打开了一扇图书馆学界领域的大门。” 文
新：“收到赠书，谢谢吴汉华老师、高霞老师、图谋群主。”西北圕夫：“今天收到
了赠书，非常感谢吴汉华老师、高霞老师、图谋老师。此书对于民间图书馆的研
究和实践发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瞎溜达：“收到吴汉华老师作品，很感谢，
学习中，也感谢王老师的帮助。”映山红：“我刚刚也收到啦。谢谢吴老师和图谋
老师，一定要认真拜读！”惠*澈：“2015 年 12 月认识吴汉华博士，当时当面获
赠当场签名著作一本，对他和他的导师王子舟教授的田野调查非常敬佩。后来一
直保持联系，包括他在美国访学，看到他发的介绍国外图书馆服务，觉得在彩云
群分享还不够，拉他进入圕人堂，以使他在美国的专业发现在更多同行中分享。
2018 年 10 月，应他邀请，彩云团队前往太原参加阅读推广方面会议并做了分享
交流。之后，彩云团队支持他的民间图书馆事业集体行动各自捐款一次。如今，
收到他博士后出站的成果著作，祝贺他的骄人成绩，感谢他的信任传播。祝贺他
作为图书馆教育者的信息管理学教授，作为图书馆学人的博士后，成绩卓卓。他
对学术对事业的执着，对民间图书馆踏踏实实的作风，对同行虚怀若谷的态度和
品格，让我更加敬重和欣赏。”张鹏：“今天收到了吴汉华老师的赠书，正在拜读
学习中。感谢吴老师，感谢图谋老师。”水中的水：“书已收到,非常感谢！”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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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今天收到吴汉华老师的赠书，感谢吴老师，感谢图谋老师！”85 度：“已收
到吴老师的赠书，谢谢吴老师和图谋！”
图谋：“谢谢反馈！据悉，吴汉华老师赠书（签赠本）已经全部寄出。感谢吴老
师，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拟寄赠 30册图书，已于 2019 年 7 月 28 日 9：40索
完。最好不是等着赠书，有需求可以自行购买。赠书的范围和数量是有限的。”
图谋：“图谋受山西财经大学信息学院吴汉华老师委托发布《民间图书馆实践调
查与发展战略》（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2）赠书信息，2019 年 7月 28-31
日先后赠书（签赠本）33册（定价 58元每册，快递费按 8元/册计 算，合计
2244 元）。圕人堂特此感谢吴汉华老师！赠书行为，图谋看来，一定意义上属
于由作者付费的一种‘开放获取’。作者的角度，财力和精力亦是非常有限的。希
望多体谅。图谋或许更能理解背后的不易。单单是一一签赠，需要花不少时间和
精力的。图谋作为助手，原计划 4天时间完成收集任务。部分原因或许是因为圕
人堂微信公众号及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的宣传（这个步骤实际花了 4小时左右）起
到一定作用，部分原因可能是圕人堂诸位成员的特别支持。实际收集地址的时间
花了 1个小时多一点。”木木贝：“京东和当当应该还没上架，暂时还买不到。当
当上倒有 1本吴老师早年的相关著作，看书名和现在这本书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有兴趣的可以入手，看完这本再看新书，估计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图谋：“欣
然读书《书香英伦—英国图书馆之旅》（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3）一书，曾面
向圕人堂成员先后赠出 168 册（该书定价是 88 元），非常不容易！另外，可能
需要解释说明一下。图谋是受吴汉华老师委托发布赠书信息并代收集赠书信息。
图谋是作为群辅的角度在做服务。为了图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其实真的比
较辛苦的，希望是有益的。大家看到图谋在圕人堂大窗的一些行为，多为‘表面
功夫’，背后需要做更多功课，有些功课难度系数还是比较高的（或者说相对图
谋的精力和能力属于‘超纲’的）。可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对图谋存在一些误解
或种种不满意。图谋作为草根中的草根，做一些事情，受到诸多制约，好些东西
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边学边干’，有的时候过于谨慎，有的时候厚此薄彼，有
的时候顾此失彼，有的时候患得患失……有些做法，如果有其可取之处，欢迎参
考借鉴。图谋是‘法身’，图谋为圕人堂所做的一切均是业余的、零报酬的。图谋
的‘肉身’是肉体凡胎，精力和能力均非常有限，需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不当
不周之处，祈请海涵。”

1.6 欣然读书系列

麦子：“【我去过的图书馆 76】一颗璀璨的明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
馆，欣然读书 http://wap.sciencenet.cn/blog-2520440-1191126.html。”图谋：“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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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享的链接是刘欣馆长的美国图书馆参观记，确实写得挺好的，特此进一步推
介。”麦子：“伯克利的中文收藏在全美估计可以排到前三，如果和中国高校馆排，
可能也差不多，但如果是从整个东亚收藏看，大概可以排到中国高校第一。当然
在美国的第一梯队还有哈佛、燕京、斯坦福、哥伦比亚。对了，这不是看收藏多
少。对于图书馆收藏，我觉得美国就像一个商业上的免税区，所以可以收到很丰
富的商品。我就不直接说了，大家懂得。另外，因为古籍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
各有主。在中国学收藏的差距会继续拉大，到了某些东西的研究资料只能到美国
去找的地步。我说这个，我估计很多人肯定觉得我是一派胡言，但实际例子是太
多了。当然，这里就不讨论了。”sonorous:“哈佛燕京还是很有名的。”
图谋：“刘欣.一颗璀璨的明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1191126.html，一个月的参观和学习，
使我对美国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料的完备和浩瀚早有思想准备，但是真正进入东亚
图书馆内部近距离参观，还是令我这个中国老图书馆员惊诧不已，其藏书之多、
之全、之广，是绝不负‘璀璨之珠’盛名的。”
图谋：“刘欣.空间服务的典范：伊利诺依大学主图书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1190412.html，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分校，创建于 1867 年，位于伊利诺伊州厄巴纳–香槟市，是一所享有世界
声望的顶尖研究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主图书馆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
校的历史图书馆，建于 1924 年，初创时只有 600 多本书。时至今日，图书馆藏
书已超过 2400 多万册，为美国公立大学图书馆藏书之首，居美所有大学第二位，
仅次于哈佛大学图书馆。伊利诺依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的在数字人文共享空间、
特色馆藏等方面，服务理念先进，技术力量雄厚，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太多太多。
向勇于探索创新、引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伊利诺依大学图书馆的同行们致敬！”
雨过天晴：“推荐微信公众号‘欣然来读书’，专业性与趣味性并重！群主发的两篇
都是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大作。”一片云：“从麦子老师发的链接中直接关注微
信号了，又点下面看了王老师推荐的这两篇及其他，挺有特色，之后感觉咱们的
也好，就是设备设施空间设计上还不够创新。”

1.7 日常讨论

1.7.1 古籍的利用
扣肉：“古籍保护的话题任重而道远，如果能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就很不错
了。”图穷：“藏而不用，确实不太好，或者用的门槛过高。我馆也是这样的思维。”
扣肉：“国图搞过再造善本吧，而且给大部分馆赠了一套。因为绝大部分科研工
作者，可能需要考证的是某些古籍里边的内容，而不是古籍本身。极有可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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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善本项目可以达成。”图穷：“上次北大一学者通过我想见见古籍，被古籍部
给了个很官方的回复，我个人觉得这是发挥馆藏特色的绝佳良机。普通读者接触
古籍需要一些门槛，可以理解。但是对于专业学者研究，图书馆应该提供便利。
北大这学者是搞医学信息学研究的，通过我的文章找到我的邮箱，我被古籍部主
任问了个底朝天：‘你怎么认识这位副教授、博士的？’以后人家问这类问题就说‘不
确定有没有该卷’。自家宝贝算不确定有没有，好牵强。”汪达尔：“我觉得最好还
是别区分对待，什么是专业学者研究不好界定。”扣肉：“我们特藏部也有一个老
师，负责管理某位学术先辈捐赠的手稿。我曾经多次询问过这个东西有多大的学
术价值，她总是回答很有价值。我就问她为什么不跟学校申请经费，做数字化项
目。她每次都含糊其辞。”图穷：“可见，沟通成本好大。那位学者还在等待他们。
我在馆内属于比较开放和包容的人。主流是保守、墨守成规的。古籍部主任问我
的话，好像是在放着贼似的。据前辈说，之前有善本丢失的，还有说是内贼。”
汪达尔：“书格 https://www.shuge.org/。这是一个民间的好例子。每个人都能自
由地看到我们的文明。”中原劲草：“是呢，图书馆一遇到事儿不是积极与读者和
学者对话，而是很多时候自说自话，自我娱乐，不敢正视和解决问题。”图穷：“具
体不懂，情况蛮复杂的。古籍只有在研究古籍的学者那发挥作用。前几年搬迁新
馆时，老馆看大门的大爷说‘古籍对我来说，就是当手纸上厕所都嫌它差’，话说
得不太好听，但确实是那么回事。对于搞研究的学者造访，应该以开放、包容的
姿态接纳。”图谋：“有些问题还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引起。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
理直气壮。”图谋：“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在文津讲坛的讲座包括《古书版本鉴
定》、《承载与记载》、《中国书籍的起源及其形制的演变》、《四部分类法的
应用及其类表的调整》。观看视频需要登陆‘读者门户’。李先生的讲座确实很棒，
感兴趣的可以进一步关注。”中原劲草：“李先生为人低调，说话严谨，从不以专
家自居，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心似莲花：“学习强国上也有他的讲座。”图谋：
“强国平台上有李致忠先生《中国古籍十二讲》。”

1.7.2 圕人堂平台
图谋：“与成员私下交流的时候，有成员说图谋是‘真人图书’，图谋这本书太单薄、
太寒酸，但麦子老师真是咱们圕人堂的一部‘宝典’。另外，图谋觉得圕人堂如果
可以比作‘真人图书馆’，每位成员都是一本本‘真人图书’，那一定很棒！如果要给
麦子这本‘宝典’级‘真人图书’编目不知道该怎么编？书名叫《麦子》，附书名叫‘美
国高校图书馆资深馆员’，另加几个标签‘美籍华人’‘热心’‘热情’‘学科馆员’‘参考咨
询馆员’‘馆藏建设馆员’……圕人堂的‘好书’还有许许多多……期待更多好书更好
地流通。关于圕人堂，理想与现实距离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理想的图景需要生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shuge.org/


圕人堂周讯（总第 273 期 20190802）

16

长在现实的土壤中，期待耕耘有所收获。某种意义上，圕人堂这样的网络社群实
际上亦属于民间力量。倘若成员均成了‘真人图书’，那圕人堂似乎有点‘民间图书
馆’风味。当前的一大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各行其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联系，
圕人堂试图做点推动。圕人访谈系列期待有‘面向实践，指导实践，引领实践’功
效。”
图谋：“适度的冒冒泡，有助于找寻到知音、知己，更好地互利互惠。圕人堂这
样的平台，其实有很大空间可以进一步挖掘与利用，各取所需。稍作换位思考，
如果始终武装得严严实实，难以增进了解，促进交流。圕人说少不少，但愿意加
入圕人堂的并不多，而这不多的人群，大多是愿意交流与分享的。交流与分享有
个基本原则是互利互惠，互相促进，如果只想着从别人那获取，不愿意作任何付
出，恐怕难以持续。圕人堂有各种层次的成员，各有所长。图谋经常‘吹牛’，‘吹
牛’的目的是希望促进交流与分享。圕人堂潜伏着各种高人。有的是已经成名成
家的，有的是未来会成名成家的。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图谋：“昨天有成员对图谋说：‘我觉得你挺了不起的，你能够建这么好的一个圕
人堂，你这也是民间力量建设图书馆学。’图谋的回答是：‘或许也是‘应运而生’。
我的作用非常有限，更多的是得益于诸多圕人共同‘给力’。’天下没有白付出的努
力，点点滴滴，汇涓成河。”
图谋：“下面这张图算是圕人堂服务体系三合一。左侧是加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右侧是加QQ群二维码，中间提及《圕人堂周讯》。最上方是圕人堂 logo。图
谋博客算是‘自媒体’，圕人堂大概属于‘融媒体’（QQ群、科学网博客圕人堂专题、
微信公众号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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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收藏捐赠图书的利弊
图谋：“圕人访谈：收藏捐赠图书的利弊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386.html，本文系河滨加州大学资深
馆员邱葵先生接受《高校图书馆工作》专访所作。原文刊载于《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9 年 05 期‘思辨•感悟’栏目。引用格式：邱葵.圕人访谈：收藏捐赠图书的利
弊[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5）：87-94.”麦子：“捐赠这篇东西可能是我历次
的访谈里内容最有争议的。我觉得和国内同行的做法很不一样。”sonorous：“求
同存异，国内很多做法都跟国外的不一样，很多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图谋：“主
要是提供增进了解的渠道，促进工作。时下，很难得有人向麦子老师那样用心分
享，也很难得有版面刊发这样的经验之谈。既为麦子老师点赞，也为《高校图书
馆工作》点赞！邱葵系列文章的特点是接地气，直通实践领域。可以预计的是，
圕人访谈在被引方面的表现也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曝光度较高，且关注者多为科
研能力较强者。”图穷：“为该刊点赞，也为图谋创建的自媒体平台点赞，微信公
众号里也可以多推推麦子老师的分享，自媒体更快捷。”
图谋：“圕人访谈：收藏捐赠图书的利弊 http://url.cn/5wshpIQ。本文系河滨加州
大学资深馆员邱葵先生接受《高校图书馆工作》专访所作。原文刊载于《高校图
书馆工作》2019 年 05 期‘思辨•感悟’栏目。引用格式：邱葵.圕人访谈：收藏捐
赠图书的利弊[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5）：87-94.图书捐赠服务不仅是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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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不时出现的热门话题，也是很多图书馆界的朋友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
题，而且也有不少相关的研究。一般而言，国内高校图书馆大致上是从深化推进
捐赠工作、完善与捐赠相关的规章制度、制定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专项募捐计划、
提供形式多样的捐赠回馈与奖励、实施众筹募捐、宣传国家与捐赠相关的政策等
方面探索这个问题。由于各种原因，例如中美两地的个人收藏的情况、个人捐赠
的动机、图书馆外界因素、图书馆管理的理念等的差别，两地的图书馆在对待图
书捐赠上有太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所以这很可能是我访谈中涉及
的最有争议的一个话题，不过两地的图书馆在捐赠上还是面临着不少共同的挑
战。”
图穷：“一旦捐赠，馆方有任意处理书籍的权利，不可撤销等，这个政策好。之
前有位已退休的文联主席，把他的藏书捐给我们了，还来地方文献库，看他的专
架有他捐的书不在上面还‘指手画脚’。其实他有的书是地方文联活动的宣传册，
没多大价值。尤其是像专柜陈列赠书这种要求。每当我看到这些的专柜，真是痛
心疾首。幸好搬了新馆，把那个专柜撤了。”蓝鸟：“学到很多，感谢。”贵财杨：
“很受启发。”麦子：“捐赠这个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反正大概是这样：如果家里
是一贫如洗，这是好东西。否则这一般是躲之不及的东西，因为好东西是千年不
遇，你接了，你就捧着吧。”姜*峰：“接了，就供着！多了，供不了，轻慢了。启
发了！谢谢。”天行健：“看了，很有收获，虽然某些做法与国情不符，但有参考
价值。”麦子：“我其实更是针对国内的很多怪相说的。另外，我知道群里有些同
行的做法是和我这个差不多的，所以不是国情问题，而是各馆是不是能坚持自己
的理念，因为要拒绝捐赠是很难的事情。很多馆是没到这个层次，当然，这话实
在，但太难听，大家会说：你是谁啊？所以，在下先道歉了。希望看了这个，大
家少做几个专柜供奉，作为一个做馆藏建设的，看的实在是心里堵得慌。这种情
况我不觉得会改变，而且也不希望大家因此而为难，或者让领导发我追杀令，但
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个做法的弊端就可以了。”节能：“说到赠书。就在前两天接到
一个捐赠电话。我说那麻烦你先发来一些基本信息，我也上网查查了解一下，然
后再决定是否接受捐赠。然后我用书名网上大概查了一下，回复他不是很需要，
而且很婉转地说，希望捐给到更需要的读者。这人就来劲了。回复我没碰到过这
种情况云云，说什么这所那所大学都收藏了，还说这是我们校办推荐他给我打电
话的，说让我和馆领导汇报一下。”麦子：“这个好，介绍一些其他的地方，说比
我们更需要的还有很多。问题是，捐的人往往是要你的名气。”节能：“我回复说，
馆长不管具体工作。有些话我没说，才不是校办推荐来的呢，是他联系校办，校
办把承办人电话给他而已。他这么说，好像我不听校办的。至于别的有名气的大
学都收藏了，我就不做评论了，只是他寄过去人家不退回也不入藏而已，然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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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堆有的没的，话里话外我不懂。没办法，我说，想寄你就开学了寄来吧，现
在我在假期，不方便接受快递。他说了，我们不要的话可以退回去，到付。其实
他就是打心理战。你说谁回再寄回去？就是扔那里也不寄。还说他在我们这里工
作过，有感情啥的。我可想说点啥，实在也是觉得不值得和他多说。”sonorous：
“中国的大学挺爱互相攀比的，谁谁家都有，咱学校为啥没有。”薄荷草：“有的人
不经过你认可，直接把书快递过来，然后让你给证书。”图谋：“缺乏相互进一步
了解的渠道。有些学校会明确说明接收捐赠的范围，公示接收到捐赠的清单。这
种做法可取的。相互了解，有助于相互理解。那算校友捐赠，确实需要‘另眼相
看’，或者说更多的人文关怀。”麦子：“我另外遇到一个相反的情况：20多年前，
有一家报纸在洛杉矶发行，我的电话去，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免费的，我会放在
阅览室，对方说：我们只送哈佛，白宫，国会图书馆。后来我只放或订其他的报
纸。”节能：“关键是我说我网上查了查不太需要。他竟然说‘网上的都是假书’。可
我看到的是网上其中一个是他的签名赠书，在孔夫子旧书网……”麦子：“所有事
先没说的，我就直接说，我不会写回执，另外我可以看一眼直接当废纸回收。现
在很多退休的，写什么到美国看孩子的回忆录，我都是直接扔了。我们没有捐赠
证书，我是有个学生给我打一封我署名的信，我签字后寄给他。凭这个此人可以
去做税务减免。”节能：“我就等他问我要证书再和他说，而且我不会加工入藏的。
他不是在我们学校工作过，是在我们省工作过。我查了查，他是在一个施工单位
退休的，从事施工，那肯定全国可能哪里有工地就去过那里呀。[他捐的书]是他
的一本摄影集。我大概看了看网上图片，没有多少美感，有的就是工作照。我要
它干啥？我们学校都没这个专业。有艺术专业，可他也不是艺术照。”图谋：“关
于图书捐赠问题，确实是图书馆的一块工作。确实有部分图书馆做的挺好，也确
实有不少图书馆做的挺糟糕。”节能：“校友与在校员工的作品，我们是有一个专
室收藏的。这个不关乎价值，关乎人文。”薄荷草：“受益匪浅。”麦子：“这个完
全没问题。做过这事的各位知道其中的无奈和恼火。”sonorous：“正事应该发邮
件。”节能：“假期，他打电话。我信息回复他。还害我出信息费呢。他那句‘第一
次碰到这种情况’让我很生气！前一阵，有两位退休校友来捐书。老人提着很沉，
可是都是他们平时没事去教堂或者啥地方发的那种教义吧。那我们坚决不能要
啊。我非常热情客气地感谢他们，说明不收的原因，然后恭恭敬敬送走。我说，
如果是研究宗教的正式出版物，可以考虑。这种，坚决不能要。有馆藏发展政策
呢，那就是依据。”麦子：“我遇到一个类似的，她要我反复解释为什么不接受，
我就坚持，你这书不符合我馆的收藏范围。她于是给馆里 5、6个人发邮件问这
个收藏政策是有谁来解释的，最后还是到我这里。我还是那句老话，并告诉她这
是我的解释和最终决定。她终于说谢谢，完了。”节能：“他直接找到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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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还不信，够执着。那种不吭不哈寄来，还不适合收藏，还直接夹一个纸条
要证书的，直接无视即可。”麦子：“这类人不少，但美国绝大多数人很配合，99%
一次说明就好了。你的这个实例很有典型性，谢谢。”节能：“我真的觉得对不起
两位老人，让他们白跑一趟，是我们的捐赠管理办法不为关心的人所知。”麦子：
“我遇到的大部分其实是很好的书，所以往往一说就直接拒绝了。我倒是对一些
非普通的书比较注意，但现在很少遇到。”节能：“说句实在话，在我们这样的地
方，能想起来把不要的书给图书馆，我认为也是一件好事。只是捐赠管理办法不
为他们所知，觉得遗憾。”麦子：“这也是群众认识的一个过程。一般人觉得，我
送东西给你，哪有被拒绝的道理？”闲在心上：“有的书没收藏价值，专设的赠书
架，已经放不下了。”图穷：“弊端蛮大的（一穷二白的馆除外），地方文献室老
师在老馆的时候很讨厌那位前文联主席来馆，一发现他捐的书不在架上就质询。
其实很多都是文学性不高的地方山寨诗词有沽名钓誉之嫌，还有一些文化活动宣
传册或活动日程安排的小册子。”

1.7.4 图书馆图书捐赠话题延伸阅读素材
图谋：
1. 闲话高校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04971.html，2018-3-21.高校图书馆图
书捐赠工作是指面向本校教师、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征集、接受图书捐赠，以适
当的方式进行整理、收藏、宣传与利用。种种原因，该项工作做得扎实的高校图
书馆并不多见。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做法，可以参考借鉴。
2. 捐赠图书给图书馆的误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340380.html，2010-7-1 ，捐赠图书是图
书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外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中有专门的赠书政策。比如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其馆内许多有价值的资源和特藏文献最初就是通过这个途径
获得的；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来源途径包括法定呈缴、购买、受赠、国际交换，
其中接受赠送主要指接受遗赠或名家个人藏书，接收通过贸易渠道不易获得的文
献，如外国文献、不再出售的文献、以往遗漏的文献等。但我国图书馆普遍缺乏
相关政策。图书馆自身缺乏系统的考虑，公众难以了解图书馆的需求。
3. 图书馆捐赠图书的管理与利用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293290.html，2010-2-7，捐赠图书，是
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粗略查询了一下中国期刊网，相关文献超过
300 条，几乎历年都有相关文献产生。捐赠图书于图书馆既熟悉又陌生，笔者特
此辑录一组文献，希望有助于此项工作的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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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新涯,罗丽,王彦力,刘芳兵.高校图书馆图书捐赠服务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
报,2017,(05):31-36.摘要：通过网络调研和实际捐赠行为,对我国 39所"985 工程
"高校图书馆的图书捐赠工作进行了研究。高校图书馆目前普遍重视图书捐赠工
作,在捐赠说明、业务流程及捐赠管理方面已经有了初步发展,但在捐赠反馈、捐
赠宣传、专题网站建设及图书法律归属权等方面存在不足,缺乏与捐赠人的交互
及对捐赠利用数据的反馈。提出加强捐赠制度建设、增强宣传推广力度、将捐赠
服务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及完善捐赠管理与服务流程来深化高校图书馆的图书捐
赠服务。
5. 张建静.台湾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捐赠情况及其启示[J].大学图书馆学
报,2017,(02):39-46.摘要：通过调查台湾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捐赠网页,分析了台湾
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捐赠网页建设与捐赠工作开展情况,探讨了其对大陆高校图书
馆捐赠工作的启示。大陆高校图书馆可以从 7个方面予以借鉴,深化推进捐赠工
作:完善与捐赠相关的规章制度;制定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专项募捐计划;提供形
式多样的捐赠回馈与奖励;实施众筹募捐;深化捐赠揭示;进行全面推广;宣传国家
与捐赠相关的政策。
图谋：“以上一组内容，之前圕人堂的讨论中亦曾出现过。特此稍作整理，供参
考。种种原因，理论与实践各自遵循‘最省力法则’，各行其是，甚至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理论上，图书馆捐赠图书工作，可以形成一套较为规范的工作流程，
按部就班，久久为功。实践中，不少馆囿于个体馆面临的种种实际，比如馆藏发
展政策、相关法律法规、人力资源受限等等，随意处置，马虎了事。上午进一步
展开的讨论，呈现了实践中遇到的较为具体的问题（或者说典型事例）。诸如此
类的问题，还会有许多。许多事情，难以一蹴而就，但可以循序渐进。比如群成
员中，有不少是馆领导（有的还具体分管图书捐赠工作）或具体负责图书捐赠工
作的图书馆员，倘若有心进一步阅读与思考，对改进相关工作方法、提升相关工
作水平或许会有所帮助。”
图穷：“得让馆领导看看，不能因为捐赠人是县市区文联主席就什么都接受。”图
谋：“你的这个具体情形，应该是另有原因的。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甚至
可能还得看当初是否有相关承诺或书面协议。”图穷：“我们没有书面协议，就是
一张捐赠证书，认识的人基本来者不拒。明确拒收就是中小学教材与教辅，其他
都收。专柜展陈是对他的口头答应。”图谋：“实践中，有不少问题比这要复杂得
多。”克莱登：“我连校长的初中课本都收了，难道敢说，你这个我们不需要。”
图谋：“许多图书馆为了各种评估馆藏量达标，做过发动社会捐赠甚至‘摊派’捐赠
任务的工作。图书馆方面，为了达成目的，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图穷：“我在采
编轮岗时，还看到十几包化工工业出版社捐的过时书，大多数是轻工业技术方面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273 期 20190802）

22

的书。可能为了评估定级每万人拥有文献量这个指标，可能为了全国县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每万人拥有文献量这个指标。”图谋：“当前还有许多图书
馆‘求书若渴’。具体情形需要具体分析，有区别看待。有的饱有的饥，饱有饱的
姿态，饿有饿的诉求。”文新：“有些高校图书馆让每年毕业的学生把不用的书捐
赠给图书馆。”节能：“我们也在做，但主要是为了图书漂流之用。效果还很好。”
图穷：“据我了解，国内公共馆除了中心学教材、教辅、书法绘画描红等之外，
都接受。”节能：“图书馆出于各种原因（苦衷）发起的一定范围内的捐书，我认
为不适用于对外公开的捐赠图书制度。也不能因为有这样的活动，就对所有捐书
一视同仁。”图穷：“在 2017 年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江苏
一级馆据全国之首。”文新：“公共图书馆应当充分利用数字化开放获取文献资源
充实馆藏。”图穷：“地市级公共馆服务人口数为全市常住人口（含县、市、区常
住人口），人口基数大，人均增长量指标这个必备条件没有那个馆长 hold 住，
基本捐书来者不拒（除了中小学教材、教辅和书法绘画描红）。2017 年，省级
和地市级公共图书馆，有人调侃说‘国家图书馆怎么不参加评估定级，他的服务
人口应该是 13亿’。”boson：“国家图书馆不是公共图书馆。”文新：“国家图书馆
也属于公共图书馆的范畴。属于公共图书馆中的专有类型。”图谋：“《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有进一步的表述：‘第二十二条 国家设立国家图书馆，主
要承担国家文献信息战略保存、国家书目和联合目录编制、为国家立法和决策服
务、组织全国古籍保护、开展图书馆发展研究和国际交流、为其他图书馆提供业
务指导和技术支持等职能。国家图书馆同时具有本法规定的公共图书馆的功能’。”

1.7.5 刘兹恒论我国文献资源整体布局的原则
图谋：“刘兹恒论我国文献资源整体布局的原则，摘自：e线图情.图林语录 | 刘
兹恒：不能用存取来替代拥有，图书馆要保有自己的资源建设.
http://url.cn/5ex6s1E。刘兹恒：我的第二个研究领域是文献资源建设，文献资
源建设是我的硕士论文主题。我导师之一是肖自力，他当时是高校图书馆工作委
员会秘书长，他一直推动文献资源建设。1982 年以前，文献资源建设叫藏书建
设，藏书建设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强调每个图书馆藏书的系统性，追求大而全、
小而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献出版量激增，任何一个图书馆无论有多么大
的实力，都不可能把所有的文献买全，靠一个图书馆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的需要。
当时有些专家学者就提出来，应该对藏书建设进行协调，要整体布局全国的藏书
资源。我作为研究生，跟着肖自力老师参加了当时的一些研讨会，于是把我的硕
士论文题目定为《我国高校图书馆藏书整体布局的探讨》。那时候文献资源建设
的概念还没有提出来。在这篇论文里，我提出了一些关于整体布局的想法，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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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比较超前，尤其是对资源整体布局的一些原则、布局的模式。论文是 1984 年
6月完成的。1986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广西桂林召开全国文献资源布局学术
研讨会，会议之前有征文，我就从硕士论文中拿出几段修改后就投了稿，结果被
录取了。那时的学术研讨会真跟后来的不一样，虽然当时并没有八项规定，但却
没有一点点游山玩水的安排，会议期间连晚上都在讨论，而且讨论时就像‘吵架’
一样，争论很多。参加这个会的代表大概有 30多人，我年龄比较轻，胆子也大，
什么都敢说，但是他们都很宽容我。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有三个方面：文献资源
整体布局的原则、布局的模式，还专门讨论了文献资源建设这个概念。这次会议
可以看作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藏书
建设的含义太狭窄，应该换一个名字，用文献资源建设来替代。文献资源建设既
包含图书馆的藏书建设，这是最基础的，也包括从国家、地区、系统层面上对藏
书进行整体的规划或布局。为什么说里程碑呢？因为文献资源建设这个中国图书
馆界创造的概念，从那以后在中国就作为一个名词正式出现了，出现没多久，国
际上也采用了。这是中国图书馆学对世界图书馆学最直接的贡献。阮冈纳赞有图
书馆学五定律，杜威有十进分类法，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文献资源建设这个概念
及其相关的理论体系，现在也得到了公认。文献资源建设这个概念，堂而皇之在
国内外专业杂志上都能看到，这是中国图书馆学者创造的概念。我在会上提交的
论文《论我国文献资源整体布局的原则》，大家比较认同。我提出的原则包括：
第一，文献资源布局要同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第二，文
献资源布局要和各地区各部门的科研教学管理等人员的知识水平、情报需求和情
报吸收能力相适应；第三，文献资源布局要和各地区工农业生产相适应，要发挥
地区知识传统和优势；第四，文献资源布局要有层次，要便于形成网络，要有利
于现代技术的运用；第五，文献资源布局要便于直接把一次文献资源转换成计算
机处理的文献数据库。”

1.7.6 刘兹恒论招标采购
图谋：“刘兹恒论招标采购摘自：e线图情.图林语录 | 刘兹恒：不能用存取来替
代拥有，图书馆要保有自己的资源建设. http://url.cn/5ex6s1E。21 世纪初，信息
资源建设开始实行政府招标采购。招标采购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因为馆配商为了
拿到更多的订单或者说为了能够中标，开始打价格战，图书馆也觉得现在是买方
市场，谁的价钱低就买谁的，评标过程中很看中折扣率。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我到处宣传，也写文章。从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到馆配商到图书馆，这是一个产业
链，图书馆的目的就是买到更多的好书提供给读者。馆配商自己不出书，需要从
出版社拿书，拿书时出版社是有折扣的，馆配商就是通过把这些书再卖给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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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取差价。那时就可以看出来，库存的卖不掉的书，出版社会以很低的价格给馆
配商，而那些新书、好书一般不会给出较高的折扣。图书馆通过馆配商买书，如
果在招投标中追求高折扣、低价格，图书馆需要新书、好书，中标的馆配商肯定
说没有，买不到，而馆配商能够提供的书很多都是低价进来的书。显然低价中标
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质量，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图书馆不能
因为经费紧张就买品质不好的低价书，资金没有用好是最大的浪费，更何况现在
馆配商往往还能够提供很多相关服务，低价中标的馆配商是做不到的。现在图书
馆找我，馆配商找我，出版社也找我，希望我去讲这个道理，因为我是第三方，
我不站在任意一方，大家就听得进去。我说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追求效益最大化，
多赢、双赢是最好的、理想的结果，如果不能双赢，至少有单赢。图书馆信息资
源建设招标采购，超低价中标，没有一个赢的，图书馆不满意，馆配商也不满意，
读者也不满意。可见图书馆文献招标采购这个事，大家都不满意，那是不是该反
思？这个事情需要政府出面解决，对馆配市场要做些规范。我现在就想利用我退
休前这段时间，在这方面继续发点力。”
图谋：“希望这样进一步将观点‘拎出来’，有助于进一步关注与思考。群里有许多
成员从事具体实务，感受可能会更深刻。各抒己见，彼此会有更多收获。”

1.7.7 文献采访
青山：“价格战没有出路，手机行业已充分说明这点。图书馆也要看到，并不是
价格越低越好。现在的图书采购走向了误区，基本上是以馆配商为主，资源在馆
配商内打价格战。本人觉得应转换一下思维，图书馆提资源采购方案，针对方案
馆配商再谈价格，这样图书馆不吃亏，馆配商也便于遵循市场原则。”学者：“专
家说的再对，但是各地官方胡来，图书馆毫无办法，所以，呼吁起码由文化部联
合财政部出台文件干预图书馆图书资源招标。在这方面新闻出版署做的非常给
力，自己手里的书一定书店专营，哪怕多是垃圾书，各地凭着新闻出版署厅的文
件，就可以要求地方政府单一采购 。”图谋：“圕人堂中，图书馆、馆配商、出
版社、理论研究，四方均有人员在场，如何正视问题，解决（或缓解）问题，也
许各自都有话说，但不知道从何说起。规划办网站，这类信息的公开做得比较好。”
节能：“‘图书馆提资源采购方案’具体指什么？”青山：“资源采购方案需要具体到
图书本身，而不是说要哪家出版社的某类图书。越抽象馆配商越有操作空间，图
书馆越不好控制质量。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图书馆自身没有把前期采访工作做到
位，才会出现如今多输的局面。之前，我发表过‘文献评价的三个层次’，发表在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上面，专门研究过文献的采访问题。有些想法后来变成了
现实，例如让读者选书。”图穷：“彩云服务，PDA。” 节能：“可是图书采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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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标前具体到图书本身难度很大啊。”青山：“是的，没有方法难度大，有方法
就简单一些了。现在有些文献采访太儿戏了，缺乏规范合理的流程，图书馆学教
材也说得太笼统。”节能：“流程不够规范化，我所见到的在具体工作环节的主要
是人员能力不足导致的。”青山：“是的，我也觉得采访工作不只是馆员的事，只
是馆员需要协调好。”lagerror：“加一个釆购指标，读者推荐釆购率多少，书目
数据来源、自购、出版社、商上书店、最后才是馆配。釆购是读者的事，馆员协
调。”节能：“不能认同。采购，是馆员的专业技能之一，读者只是荐购。”lagerror：
“提供书目，鼓励推荐，协调走帐。三年内的新书零借阅率，这个指标公布下就
理解了。”sonorous：“欧美有很多采购方式，PDA之类的，国内都不适用。”图
谋：“周佳贵：论文献评价的三个层次，摘自：周佳贵.论文献评价的三个层次[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1(03):36-39. 以往的文献采访理论在论述文献选择时，
通常以‘文献’为本位，对‘人’的因素考虑较少。在实际的采访工作中，虽然考虑到
了读者的需求，但没有把读者等人员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导致满足读者需求的
目标未真正落实。运用逆向思维，以传统馆藏评价理论的缺陷为切入点，探讨由
学科专家与学科馆员、采访馆员、读者三方良性互动的文献评价与选择机制，希
望能为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提供新思路。传统馆藏评价理论的缺陷包括藏书结构
理论对文献选择的误导,机械地理解馆藏比例,事后评价与事前评价的脱节,非辩
证地看待读者的使用状况。因此,它不能有效指导文献采访工作,可引入文献评价
理论来指导馆藏文献的选择。文献评价有三个层次:可用性、相似性和实用性。
评价人员有学科专家与学科馆员、采访馆员、读者。在阐述文献评价理论的同时,
提出了图书馆进行文献评价的参考方案。（全文见群文件。）。”图穷：“彩云服
务在公共馆兴起的时候，深圳全市公共馆有过这个问题的探讨。探讨后，深圳全
市公共馆没有采用 PDA。我当年看过那篇讨论会纪要（好像在《公共图书馆》
内刊上），反对最厉害的好像是深圳少儿馆的馆长或副馆长。”sonorous：“少儿
看书少儿一个人决定不了，得他爸妈决定。”青山：“少儿馆不适用，可以理解。”
图穷：“后来，深圳全市公共图书馆没有实施‘你阅我买’。但是全国很多公共图书
馆都在搞‘你阅我买’。那个讨论非常激烈，是当时全国一片效仿蒙图时，唯一的
反对声音。他谈到了馆员的专业素养，你阅我买把选书权交给读者不妥。其实，
很多时候需要反对的声音，可以避免学徒思维。”图谋：“听了图穷的介绍，有一
种想获取源文献找源说法的冲动。”图穷：“我一直找这篇讨论会纪要，当时我在
知网上找到的。2016 年 10 月之前的，我是十月份看到的。”图谋：“如果是《公
共图书馆》刊发的，那应该可以找出来。”sonorous：“内刊属于灰色文献。”图
谋：“知网收录之后已经不‘脱灰’了。图情好几个内刊实际‘脱灰’了，而且办刊质
量挺好的。”图穷：“找到题目啦：‘你看书 我买单’以读者为主导资源建设模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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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实录.doc，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1126/141668641.shtm。”
sonorous：“就是这种未经原作者许可的，百度一般都能找到，我看阅览的时候
有个提示叫‘作者认领本文档’。”图穷：“宋卫（深圳少儿图书馆）： 首先，我觉
得这个会不应该在这里开，如果是在内蒙古图书馆开，就更好了。而且没有调研
就没有发言权，希望以后类似的研讨会有详细的调研报告。对于‘你看书 我买单’
的服务，我是持反对立场的。但是这个会我坚决支持，而且我一定要来，因为我
觉得我可以比较清楚地讲一些我的想法。”图谋：“《公共图书馆》编辑部.‘你看
书我买单’以读者为主导资源建设模式研讨实录[J].公共图书馆,2015(01):7-16.
为《公共图书馆》编辑部点赞，这样的栏目很好！”sonorous：“workshop 工作
坊那种探讨方式。”图穷：“当时我馆也在计划搞‘你阅我买’，现在已实施三年了。
但是读者知晓率不高，30多万的专款有一些是新华书店的员工在年底突击完成。
政策是仿造杭州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的。”lagerror：“我想对反对这个观点说，
这个活动火不火，火是了是代表有需求，服务是否应该以满足读者需求为导向。”
boson：“其实麦子也表达过类似的意见。我看过国外一篇综述，以国外高校的实
践来说，不少学校都实行了 pda，但作为一个补充方式，限制一定的经费比例。”
图穷：“是一种有益的补充。真正能买的书不多，教材、教辅、书法、绘画描红、
工具书不参与，工具书、套装书不参与、单价大于 150 元的不能参与，还有有
一年内逾期记录、丢失赔偿的读者不能参与。”印度阿三：“以读者需求为导向是
书店的事。”图穷：“新华书店架上的‘闲书’品种不多，不然，来年的财政预算就得
扣了，时间长了可能会取消这个专项款目。‘你阅我买’复本量限制在 3本。”
lagerror：“如果是高校图，那绝对是宣传没到位。书目来源很重要。”图穷：“公
共馆看书大多数是退休的爷爷奶奶和中小学生，成年男性读者极其少，妈妈看书
比爸爸多。”lagerror：“和地域有关系，比如深圳 满街帅男靓女。”图穷：“内陆
县市区比不上北上广深哈。”lagerror：“安徽铜陵那个方式，书店、公图、院校
图在一个楼 。”碧海潮生：“铜陵馆三馆合一的，高校、公图和新华书店在一个
建筑内。”节能：“不好意思了青山老师。是看到你和群主关于你具体工作的问答
就搜了一下，结果发现青山老师什么岗都有研究。”麦子：“boson 的说法是完全
对的。这一定要在一个控制的情况下使用：1）pda 包括的书都是符合馆藏政策
的 2）我们还是把这个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金额、出版社、书的学术层次
等完全符合，比如都是大学出版社，等。第二部分是比较好的出版社，但其他的
范畴未必 100%符合。所以我们还是在读者点击后，由馆员批准的。一切由馆员
的决定为准。另外就是读者的要求，我们大约 50%是拒绝的。我指的是 PDA以
外的要求。https://library.ucr.edu/collections/suggest-a-book，这是我们的读者
建议图书的链接，其中必要的一条是，申请人要有学校的电子邮件地址，如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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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的地址，这个建议就直接拒绝了。”

1.7.8 城市的区级公共图书馆一例
图穷：“江苏省某某市某某区的图书馆。这是该区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这个馆除
了馆长，其他员工全是劳务派遣的（官方称呼：政府购买社会劳动力）员工是劳
务派遣公司给他们发工资，馆长是区文体局的科长下去的，该馆是新建的馆，基
本上没有专业馆员，当时请了市馆书记作为专家组长，筹建的公共图书馆，大多
数是本市的土专家，好像没有外市的专家参与。”文新：“目前这种类型的图书馆
在全国已经有多家。包括北京市海淀区图书馆北馆。全国目前运营最多的应该是
台湾艾迪讯公司承包的图书馆。”

1.7.9 中文期刊开放存取
文新：“维普数据库 984 种期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2129 种期
刊、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 7400 余种期刊实现开放获取。”图穷：“什么时候
CNKI 开放获取了，估计OA就完全实现了。”文新：“目前全部开放获取期刊已
经达到近万种，已经超过CNKI 收录的范围。”自由行者：“CNKI 开放获取，谁
来给这个公司买单，核心期刊这一块还是不行。”文新：“应该学习维普数据库的
逐渐开放获取。开放获取的核心期刊基本已经全部覆盖。”空空：“开发获取公司
是不是政府应该扶持。”自由行者：“政府扶持就等于是全民买单。”文新：“目前
已经基本不用CNKI 就可以实现全部期刊的开放获取了。”图穷：“维普数据库？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以后有地方获取资料学习了。”自由行者：“我
记得都开放几年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图穷：“以后多了一个出处，基层公共
馆只有CNKI 期刊库，其他文献很难获取。”文新：“国外目前有 36 个国家和地
区的期刊可以实现原貌版整本开放获取。我的文章在CNKI 中收录有 251 篇，在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中收录有 473 篇，由此可见两者的覆盖率差距。”nbdou：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数据加工，是维普中标的，现在国内做开放获取
或资源共享的，都有几大数据商的影子在。”
lagerror 分享文件“基于微信和京东图书的读者决策采购系统wang.docx”下载。
图穷分享文件“你看书我买单_以读者为主导资源建设模式研讨实录.pdf”下载。
lagerror 分享文件“项目申请表-长江大学图书馆（基于微信的图书读者决策采购
（PDA）系统）.doc”下载。

1.7.10 我国捐赠者冠名公共馆搜寻记
图穷：“最近我在思考公共馆捐赠者冠名问题。和静县东归图书馆 VS和静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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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是同一家图书馆么？和静县东归图书馆迎来‘新变化’-新疆和静县人民政府，
http://www.xjhj.gov.cn/Item/25538.aspx，给人感觉像民间图书馆。求证。”文新：
“和静县东归图书馆原名和静县图书馆，2009 年 4月，和静县图书馆搬迁至和静
县东归科技文化中心综合办公楼，随之更名为和静县东归图书馆。”图穷：“黄陵
县轩辕图书馆？也挺像民间图书馆。黄陵县轩辕图书馆-陕西公共图书馆服务联
盟 http://huangling.sxplsc.org.cn/bgjs/index.htm，继续求证。”文新：“黄陵县
轩辕图书馆即黄陵县的公共图书馆，黄陵县轩辕图书馆是全县广大人民群众获取
知识，提升文化素养的公共场所。2010 年元月被文化部评为国家级‘三级图书馆’。”
图穷：“求链接。”文新：“ http://www.sxplsc.org.cn/wxlt/index.htm。”图穷：“中
山馆有三个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市图书馆、延安中山图书馆。”文新：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是广东省的省级图书馆、中山市图书馆是广东省中山市的
市级图书馆、延安中山图书馆是陕西省延安市的市级图书馆。”图穷：“估计这是
最大的捐赠。福州市图书馆又名曹德旺图书馆，不叫福州市曹德旺图书馆。”文
新：“福州市图书馆又称为德旺图书馆，源于曹德旺捐赠 4亿元建设，故称‘福州
市图书馆（德旺图书馆）’。”图穷：“原来多了一个曹字。4亿！需要这样的企业
家参与公共图书馆乃至公共文化建设。”图穷：“玉溪市聂耳图书馆 VS玉溪市图
书馆是同一家么？”文新：“聂耳图书馆•玉溪市图书馆，这是同一家图书馆的全称，
实际就是玉溪市图书馆。”图穷：“云南省科普教育基地——玉溪市聂耳图书馆挂
牌启动 http://www.ynstc.gov.cn/zxgz/kexpj/201205020005.htm。”图穷：“这个
冠名可能是为了纪念聂耳，西部很多这种冠人名的公共图书馆蛮多的。捐助者和
地方文化符号。东部只查到了德旺图书馆。福建只有李成智，没德旺，估计不全。
南安市李成智公众图书馆十有八九属于民间图书馆？”文新：“德旺应该是后来增
加的，上面的数据应该是此前的。南安市李成智公众图书馆是市级公共图书馆，
是新加坡爱国侨胞李成智先生独资捐建的南安市属文化单位。”图穷：“本馆简介
-南安市图书馆 http://www.nalib.cn/node/394.jspx 。南安有两所公共图书馆，
中国网 - 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正式揭牌成立 海丝泉州频道
http://hsqz.china.com.cn/chinanet/index.php/Home/Index/readcontent/contenti
d/6821。”文新：“南安市有 2个公共图书馆：南安市图书馆、南安市李成智公众
图书馆，都被获评‘一级图书馆’。”图穷：“南安市李成智公众图书馆，这也是捐赠
者冠名的公共图书馆。有钱，到处援建图书馆。”图穷：“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
书馆。河科院学报有个专栏‘图书馆史’研究。”文新：“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设立的‘国
立罗斯福图书馆’。1933 年，实业家叶鸿英先生捐助巨资，创办了鸿英图书馆。
1929 年 11 月 2 日下午 3 时，复明图书馆正式举行奠基典礼，创办人胡明复
博士。松坡图书馆创始于 1916 年，为纪念护国运动的首领蔡锷(字松坡)，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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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中国最早用人名命名的图书馆。”文新：“我最近刚完成《永乐大典》的收
藏 148 卷的收藏。”

1.7.11 发布招聘实习生的消息渠道
voyager：“我馆长期招聘实习生，想请教大家一般可通过哪些途径发布消息比较
靠谱？因为我校国际学生较多，对英语能力有要求，加上实习变全职的可能性较
小，不太好招到合适的。求教大家。”图谋：“关于‘哪些途径发布消息比较靠谱？’
靠谱与否还涉及不少自变量与因变量。图谋认为，圕人堂算是一种比较靠谱的途
径。因为圕人堂成员中，有一部分就是图情在读本、硕、博学生，其中有些成员
本人就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地域、待遇、工作环境、具体工作内容等等都是影响
因素。”biochem：“实习生招聘信息可发在本群，本群每周将大家的发言整理成‘圕
人堂周讯’，‘圕人堂周讯’发到每位群友的QQ信箱。同时，‘圕人堂周讯’也在群
主的科学网博客发布，可以广为传播。”图谋：“如有需要，供需双方是可以直接
通过小窗进一步交流的。有需求的成员（供方、需方）均可发布信息。《圕人堂
周讯》进一步编辑整理一周‘精华’进一步进行信息筛选与组织，并非‘聊天记录’。
成员依据周讯中的内容或线索，可以检索圕人堂大窗信息，重返交流‘第一现场’。”

1.7.12 图书采购管理办法
绿雾：“我想问一下，你们有图书采购管理办法吗？如政府采购、非政府采购之
类的规定。”扣肉：“这种一般要问财务或者审计。政府采购一般不对图书产生约
束，因为图书大批采购一般是公开招标。”biochem：“网上有很多，可以搜索下。”
绿雾：“网上找了，没有特别好的。”biochem：“那就参考其他图书馆的自己制定
吧。”绿雾：“我们去年才开始招标，目前也是部分经费招标，20万以下可以自行
采购。”biochem：“上海政法学院图书馆文献资源采购管理办法
http://xxgk.shupl.edu.cn/_s10/2015/1028/c251a1211/page.psp；华北电力大学
图书文献采购管理办法
http://xxgk.ncepu.edu.cn/cwzcjsfxx/152tsypyqjjcgzd/53161.htm；上海师大天华
学院图书采购管理规定 http://info.sthu.edu.cn/4a/b2/c1252a19122/page.htm；
参考几家图书馆的图书采购管理办法，根据自己图书馆的现状，自己可以整一个
非常完善的管理办法。因地制宜制定自己的图书采购管理办法。”图谋：“关于绿
雾提出的问题，更理想的交流是对口交流、精准交流。比如说，告知自身的大致
情况（比如某省、某类型某层次馆），这样交流可能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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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 报课题
邹*林：“这是我近期的作业[高校图书馆民间文学类出版物在‘非遣’保护传承和服
务创新中的载体价值研究，一般项目，FY－2018-04]，欢迎对此课题有兴趣有
研究的同仁找我探讨。”图谋：“这个题目看起来挺不错。”邹*林：“项目已经获批
相关论文，已经写好一篇并已投稿。我能提供的是：对这个课题有一些了解，现
在准备写二篇。”雨过天晴：“项目题目不错，我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如果有兴趣
您可以看看，欢迎批评指正。疗愈视角下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阅读推广——以
湖北民间故事为例。”小溪流*：“哪里的项目？”邹*林：“省非遗中心的。”图穷：“自
有课题，这不是作业，这是荣耀。”小溪流*：“祝贺。”邹*林：“谢谢鼓励。”图穷：
“这是实话哦，基层小馆申请省文化厅多次失败，前三年馆书记带我几个弄，连
续失败。有课题研究是种幸福。”邹*林：“我写这个申报书掉了不少头发。刚开始
课题组反复开会讨论，总有种抓不住主题的感觉，后来缩小讨论范围，以一人为
主。”图穷：“现在仅仅挂课题发文，很多单位不怎么认可了。一般都需要结题报
告，仅仅论文合作的模式，好多人不愿意加入。”二木：“学会协会课题学校不认，
申报项目没的方向，专家可否分享下经验。”木木贝：“学校不认也可以申报的，
比如省图书馆学会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的课题，为什么不申报呢？学校不认无非是
没有经费资助，但你失去了许多锻炼和提升能力的机会。这些课题不多立项几个，
直接申报社科联、教育部、国家社科课题，你觉得立项的可能有多大？”图穷：“这
边需要副高或博士才可以申报。课题研究，可以锻炼人。”邹*林：“赞同。”木木
贝：“尽管没什么作用，起码以后写申报书多少有一些前期成果可以填填。”图穷：
“前段时间，有人说‘读博当成一种消费，不是投资。压力小了，心情也苏畅了’
我想说科研是一种消费，是一种自我享受，就像昨晚与文新老师，聊得火热的话
题——以人名命名的图书馆的第一家是哪个图书馆，虽然没多少学术价值，但也
是一种锻炼。”图谋：“那些交流是有益的。处处留心皆学问。交流促进思考。”
biochem：“我们有些省基金是只给个课题号，经费自筹。一分钱都没有啊。”图
穷：“这也蛮好的，我愿意要，来者不拒。”biochem：“谁都想要，但不一定有机
会。”图穷：“现在没有经费资助的课题也是宝贝哦，毕竟僧多粥少。”biochem：
“课题号最重要。”二木：“申报当然申报，积累经验和材料也是要的，只是评职时
既不算省级又不算市级不如校级，让人灰心，经费倒不在乎，既便资助也顶多几
千快，意义不大。”小溪流*：“好好努力，教育部、国家社科在等着。”二木：“资
助属于有最好，没有无所谓，只是图书馆学实在不好申报项目，只要学校有名额
限制，图书馆的都第一时间淘汰。”小溪流*：“可以报，报交叉学科比较好报，只
是国家社科不好结项，教育比较好结项，但发表论文也不容易。”二木：“交叉学
科可以努力，只是学校会优先教学院系。”小溪流*：“找院系教师合作申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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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主持人是系还是馆，挺重要的，努力吧。”图穷：“高校馆，比我们县市区公
共馆机会多多了。”二木：“相比县区，高校可能机会多一点吧。图书馆学能申报
上很难得。”南理工刘*：“我们这类学校也是，课题数量有限，基本上是满足一线
教师，教学口的。”

1.7.14 《公共图书馆》编辑部以读者为主导资源建设模式研讨实录
图谋：“《公共图书馆》编辑部.‘你看书我买单’以读者为主导资源建设模式研讨实
录[J].公共图书馆,2015(01):7-16.摘要：2015 年 3 月 11 日，针对内蒙古图书馆‘彩
云计划——你看书，我买单’项目，深圳市各级图书馆以及书商代表、公益网站
代表等 20余人在深圳图书馆展开讨论。与会人员从自身出发，举实例，对该模
式实施的利弊进行了探讨，并分享了国内外图书馆对读者决策采购的最新服务理
念和实践经验，还对图书馆与书商合作的关键问题，如系统、管理、书目提供等
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对全市图书馆的馆藏发展政策、文献资源采购政策
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全文见群文件。）这个会是质
量非常高的会，时下尤为可贵。”sonorous：“四年了，还没啥突破。”图穷：“这
种探讨，比盲目跟风强多了。人家有智慧体验空间，我也要建。建了成了僵尸设
备空间的也不少，成本效益问题也得考虑。我喜欢凡事先调研他馆做法或他人想
法，当时领导让我与新华书店对接技术问题。就想找找其他文献，就挖到矿了。”
图谋：“多一些认识与共识，这就是进步。另，圕人堂建群提出的‘议题式交流机
制’设想，其理想中的交流成果形式，也就是那个模样。”图穷：“咱们大家一起挖
矿。”图谋：“这篇会议成果，与聚焦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话题密切相关。大学，
书店来了，阅读来不来？——聚焦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121.html 。这篇文献是非常有意义
的。不仅仅是他们讨论的这个具体的议题，还有这个会议组织及其取得的成果梳
理，都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

1.7.15 台《图书资讯学刊》
黄紫橙：“有投过台湾那个图书资讯学刊吗？想问问审稿周期。”文新：“台湾的一
般要 1.5-2 万字。”图穷：“好像是年刊还是半年刊？估计也不一定好被录用吧？”
黄紫橙：“审稿要多久呀？半年刊。”图穷：“一年就两期，总的需要多少篇文章？
总量在那里，不一定是捷径。”黄紫橙：“是有点困难。”日暮乡关：“台湾的怎么
算？核心？我们好像只有十七个算核心。”图穷：“图书资讯学刊入了CSSCI，资
讯类。”sonorous：“台湾是 TSSCI，韩国是 KSSCI。”图穷：“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https://jlis.lis.ntu.edu.tw/ ，你先试一试，回头群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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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经验。”

1.7.16 淘旧书
麦子：“《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找了三个国内大书商才买到，八卷，好东西。
当然，我是有人要用，一直没买。我只是想说我们馆藏建设的特点，另外就是不
是人有我非得有。所有捐的书都是可有可无的，需要的书只好自己买的，另外就
是很多需要的东西很难买到的。”
小溪流*：“图书馆史，老旧书很难买到，孔夫子都买不到。来新夏的图书馆史方
面的老旧书，有知道请告知，过去十年前只买到两本。”sonorous：“徐建华教授
好像是来新夏的学生，南开图书馆的老师应该可能知道哪有卖的。”木木贝：“到
当当搜，很多来新夏的著作。”
图穷：“《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读秀上有电子书，只能在线部分阅读——50
页。”文新：“前 50 页可以下载。”

1.7.17 全国图书馆数量
图穷：“全国有多少图书馆？公共馆好像是三千多家，高校馆？专业馆？有哪些
平台可以获取该数据？”文新：“2017 年我国公共图书馆行业机构数 3166 个。”
图穷：“这数据在哪获取的？？需要引用，文化年鉴么？”文新：“
http://market.chinabaogao.com/gonggongfuwu/11153PK62018.html，2018 年
我国公共图书馆数量不断增加，文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图穷：“公共图书馆法
实施了，有些县没有公共馆得补上了。”文新：“2018 年全国高校图书馆 2663 个
（不含分馆），数据来源：教育部发布《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1.7.18 公共图书馆机构改革
瞎溜达：“公共图书馆法实施了，有些地方的馆却没有了。整个辽宁的事业单位
改革，大概绝大多数公共图书馆已经不是独立的法人单位了。”图穷：“辽宁事业
单位改革动真碰硬闯出新天地（融媒热头条-新闻-映象网）
http://news.hnr.cn/201901/03/15825.html ，‘新组建的辽宁省信息中心由 26家
省直机关所属政务信息中心整合而成，以前每家信息中心各搞一套人马，不仅浪
费资源，而且无法有效实现信息共享。改革后，节省运维人员 129 名，节省设
备 4550 台套，节省机房面积约 1万平方米，每年可节约经费 3.58 亿元’。这个
倒是好事。各地各系统都有自己的‘信息中心’。人社信息中心、国土规划信息中
心、卫生信息中心……这些信息中心类似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部，偏向技术保障
作用。”瞎溜达：“其他城市不太知道，我们市现在是将文化、体育、旅游下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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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个事业单位合并，成立了一个文化体育旅游中心，中心是事业单位，除了
设置各科室，各单位也成为了中心的部门，和科室并列。比如图书馆就是中心的
一个中层部门，法人单位取消，人财物权都上交中心。”图穷：“有些地方新建的
文体中心都是没有独立法人。文体中心是挂靠在区文体局的公共服务科的。有人
分析了公共图书馆法，是软法。一出来我就觉得是软法，但我不懂法理，本想写
一篇。后来有一高校法学副教授写了这方面的文章，发表在《图书馆建设》上。”
瞎溜达：“其实改革后对图书馆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图穷：“有些学者喜欢拔高其
影响力，是开拓性的，这没错，但是落地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及配套的行
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得及时出台。”瞎溜达：“改革后各级图书馆的纵向联系也受
到了影响！原来是通过学会进行联系，现在各级图书馆都归各自的中心管理后，
图书馆不是法人单位，学会挂靠不上图书馆了，组织纽带没有了！”图穷：“市或
县图书馆学会直接挂在社科联下面。”瞎溜达：“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期
待中。”小肥羊：“个人感觉有点瞎折腾的味道，深层次原因估计是养不起了。”
图穷：“历史学会、哲学会，我们这是这么做的，直接挂在社科联，法学会最牛，
直接挂在政法委，每年都是自设的课题基金项目，图书馆学会挂在图书馆，穷得
很。地市级基本上没有课题基金项目。”

1.7.19 圕人问答
hero：“不好意思，请教一下，王+單，是什么字呢？我用五笔打不出来。”图情
中*：“国学大师 http://www.guoxuedashi.com/。”图谋：“果然查出来了，据说能
查 20万汉字。http://www.guoxuedashi.com/zidian/z46834u.html。”hero：“谢
谢诸位，解决了。”图谋：“拼音：chan2 俗‘蟬’。明•劉宇《安老懷幼書•卷三•小
兒諸病》：‘四米湯：治小兒泄注。粱米、稻米、黍米，各三，合蠟，如半口口
丸大’。” 邹*林：“厉害啦我刚翻了一下《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都没有找到只有这
个字：蟬。”
图谋：“圕人堂这样的平台真的挺神奇。我曾有个想法——圕人问答（《圕人堂
周讯》可设一版块）。征集圕人想求解的各类与圕有关的问题，圕成员问圕成员
答，有问有答，能答多少是多少。种种原因似乎很难推动。”*芸：“快问快答吗？”
图谋：“不一定得快。解决实际问题就好。”文新：“准确、快速回答。”图谋：“也
是展示圕人综合能力的。还有一个方面原因，是希望让圕知识活起来。其实图书
馆学及图书馆的工具书、工作手册等，已有一定规模，只是运用方面，有所欠缺。
不少问题，可以直接翻查参考答案。对于新兴词汇或新兴业务，圕人堂有不少从
事相关工作与研究的成员，如果参与解答，于人于己皆有帮助。比如关于大数据、
云计算等，沈奎林老师曾作了很好的科普。还有不少问题，有成员已做过较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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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深入地研究，参与解答一些问题，也是为科普助力。其实科学网圕人堂专题
中的好些内容，算是已有实际行动。比如：数字图书馆研究范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0953.html，图谋摘编自:薛秋红,孙卫.
数字图书馆研究范畴思考[J].数字图书馆论坛，2019（6）：2-10. 这个摘编其实
就是在回答：数字图书馆研究范畴是什么？虽然不见得权威或标准，但它是有较
高参考价值的。关于‘圕人问答’，青年学生、青年馆员若积极参与与支持，相信
会大有收获。”

1.7.20 《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年度报告.2018》新书推介与讨论

图谋：“新书推介：《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年度报告.2018》，全书电子版见
群文件。为反映 2018 年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基本情况，进一步推动广州市
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提升，促进公共图书馆科学、有序和健康地发展，广州图书
馆中心图书馆办公室吸收往年经验，编写本书。本书在 2017 年年报基础上首次
对基层分馆各类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揭示各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服务效益构成，
详细列出服务效益居全市前 50位的基层分馆数据，客观反映各级公共图书馆服
务效能，实现基层分馆统计数据零的突破；首次展示广州市全市公共图书馆事业
发展。”
图谋：“广州图书馆年报 http://www.gzlib.gov.cn/gzlibYearReport/index.jhtml ，
2012 年底 广州图书馆新馆部分开放，并于 2013 年 6月 23 日全面开放。2013
年 3月 31 日 广州图书馆旧馆闭馆。此处有广州图书馆 2013-2018 年各年年报。
其中 2018 年年报（共 152 页）全文阅读与下载网址：
http://www.gzlib.gov.cn/gzlibYearReport/170716.jhtml 。《广州市‘图书馆之城’
建设年度报告.2018》是一个‘大瓜’，广州图书馆年报是另一个‘大瓜’。”
小肥羊：“发现一个问题，2018 年的经费比 2017 年下降了，按照图书馆之城建
设规划的要求，至少到 2020 年之前都应该是增长的吧？”广州书童：“这个不包
裹各区新馆建设费用。”小肥羊：“海珠区原来计划建设的新馆在建了吗？”
biochem：“‘2018 年，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举办读者活动场次合计为 15184 场，首
次超过 1万场，同比增长 84.05%。’这个厉害啊。”图谋：“‘2018 年，广州市公
共图书馆总经费合计约为 4.51 亿元，人均经费 30.26 元，同比分别下降 2.40%、
5.06%。其中，市级公共图书馆经费稳定增长，但各区公共图书馆总经费同比下
降 19.64%，自 2011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8 年，市级公共图书馆总经费合
计约为 2.91 亿元，同比增长 10.6%，占全市公共图书馆总经费的 64.52%；人
均经费合计为 19.55 元，同比增长 7.58%。其中，广州图书馆总经费约 2.2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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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总经费约 0.63 亿元’。‘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是一个体系。”
烟大圕张：“读者活动指什么样的活动？平均一天可以举办 40多场。”广州书童：
“大大小小的各类宣传推广活动，展览讲座沙龙主题活动。这个是全市，不是单
个馆。”清凉桐影：“展板上贴张双 11促销海报，也算一场活动吗？”广州书童：
“这个当然不算。活动，需要有人，有时间有地点。海报，只是活动宣传。”图谋：
“本年报中的‘市级图书馆’指广州图书馆和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区级图书馆’指
越秀区图书馆等 11个区级图书馆，‘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指市级图书馆、区级图书
馆以及实现通借通还并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分馆等各级公共图书馆。”清凉桐影：
“15000 多场，工作人员不是在办活动，就是在办活动的路上啊。”biochem：“问
题是馆多啊。”图谋：“最好还是进一步阅读再提问。”广州书童：“还有合作方，
不算都是合作人员自己搞。只要在图书馆范围内都算图书馆活动。”biochem：“如
果是一个馆，一天举办 40多场活动，那就别干别的事情了。”清凉桐影：“400
个馆，10天搞一场，也很了不起了。”广州书童：“单个馆 40场是没有，七八场
是有的。广州图书馆一年 3700＋场。”清凉桐影：“2018 年越秀区分馆举办读者
活动场次达 1957 场，算下来一天也有 5~6 场了，全年不间断。很好奇越秀区分
馆全馆有多少馆员，是否每场活动都需要馆员参与。我是进一步阅读之后提问
的。”广州书童：“越秀区图书馆首先是每个街镇都通过购买服务派下去一名业务
馆长，和原街镇文化中心工作人员配合一起搞活动。然后因为去年总馆闭馆装修，
确实把很大精力放基层搞宣传推广活动。十几个街道分馆，搞起来也是有动静
的。”biochem：“11 个区，越秀区是广州市的核心区。”图谋：“大事记：1982 年
广州图书馆建立。1993 年 广州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正式上线，馆内采访、编目和
流通子系统启用。2001 年 广州图书馆开通网站服务。2012 年底 广州图书馆新
馆部分开放，并于 2013 年 6 月 23 日全面开放。2013 年 3 月 31 日 广州图书馆
旧馆闭馆。2013 年 广州市建成 50个 500 平方米的社区文化广场，覆盖广州市
的城市‘10 分钟文化圈’和农村‘10 里文化圈’初步形成。2015 年 《广州市‘图书馆
之城’建设规划（2015—2020）》发布，提出了建立全天候、全方位、多形式公
共图书馆网络体系的目标。”清凉桐影：“也就是说越秀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去每个
街镇搞活动，搞完活动最后数字都算在越秀区图书馆头上了，最后出来了越秀区
分馆占整个越秀区图书馆系统活动场次占比 90%的数字。” 广州书童：“总馆闭
馆半年。分馆也是图书馆，刚才说了在图书馆范围内举办的活动都纳入统计范围。
商业活动除外。”清凉桐影：“社区书屋的活动是不是也计算在内？”广州书童：“没
有。图书馆也是有定义的。实现统一服务的通借通还的才算。社区书屋很多并没
有联网。”清凉桐影：“125 名馆员，搞出 2000 多场活动，不容易。”广州书童：
“街镇文化中心本身也有工作人员。”清凉桐影：“街镇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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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馆员统计数量里面吗？街镇文化中心，我理解的是街镇图书馆。”广州书童：“文
化中心除了图书馆功能，还有好多其他职能。并不完全对等。活动场次和人次没
办法系统统计上报。其他比如流通和注册是做不了假的。”印度阿三：“大气透明，
点赞广州书童。”清凉桐影：“是不是可以将文化中心理解为文化广电旅游局设在
各个街镇的办事处，什么图书馆，博物馆，等等等等一切局里布置的任务，全部
由文化中心来做。”印度阿三：“文化中心同局没关系，一般都是由各区或街道建
立的。”夜晚之*：“文化中心就是文化站吧。”印度阿三：“现在南方流行各区、街
道设立文体中心，把博物、美术、图书、文化、计生、党群的功能全部集合在一
块。”boner：“街道、社区都一样，身兼数职。”夜晚之*：“这个建设起来很麻烦，
各方协调非常困难。”印度阿三：“不困难，用不着协调。重视一点的，都弄一下。”
图谋：“很多‘问题’，换批人做就不是问题。”印度阿三：“现在流行这种，从省层
面的辽宁，到区层面的文体中心，以后就是大趋势了。”夜晚之*：“不困难？上头
打电话过来说要建某中心的图书室你不答应？答应了装潢钱谁出？书架钱谁
出？图书钱谁出？上架员工资谁出？”广州书童：“我们这都是他们出装修，图书
馆出书和设备，图书馆喜欢傍大款。”清凉桐影：“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广深有
钱的主说话就是硬气。”图谋：“所处具体环境不同，呈现的问题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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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主题微信公众号类型

2019-7-30 16:23

当前，圕主题微信公众号（服务号/订阅号）可谓成千上万。图谋依据自身关注

情况，进行粗略分类，供参考。 （1） 数字资源服务商主办 。侧重产品与服务

推广、企业文化塑造。比如“iGroup 信息服务”“e 线图情”“弘雅书房”“爱思唯尔

Elsevier”等 （2） 学术期刊、出版社、报纸等出版传媒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77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圕人堂QQ群规范（修订版）

热度 1 2019-7-29 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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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9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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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 QQ群规范（ 2019 年 7月 29 日修订 ）一、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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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63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热度 1

圕人访谈：收藏捐赠图书的利弊

2019-7-28 08:31

图谋按： 本文系河滨加州大学资深馆员邱葵先生接受《高校图书馆工作》专访

所作。原文刊载于《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 年 05 期“思辨·感悟”栏目。引用格式：

邱葵.圕人访谈：收藏捐赠图书的利弊 .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5）：87-94. 在

2019年第1期本刊的访谈里，我们谈了学科馆员。因为顺着 图书馆员“专业化“ ...

个人分类: 圕人堂|93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新书推荐：《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

2019-7-28 07:45

书名： 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 作者： 吴汉华 著 出版社： 武汉大学

出版社 CIP 号： 2018285496 书号： 978-7-307-12534-6 出版地： 武汉 出

版时间： 2018.12 定价：￥58.0 吴汉华著. 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12. ...

个人分类: 圕人堂|578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7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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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图谋受山西财经大学信息学院吴汉华老师委托发布《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

与发展 战略》（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2）赠书信息，该书系吴汉华博士后出

站报告基础上 出版的新书，是基于国内民间图书馆实践开展的研究，具有较强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 价值。2019 年 7 月 28-31 日先后赠书（签赠本）33 册（定

价 58 元每册，快递费按 8元/册计 算，合计 2244 元）。圕人堂特此感谢吴汉华

老师！

（2）本周聚焦邱葵《圕人访谈：收藏捐赠图书的利弊》，该文系文系河滨加州

大学资 深馆员邱葵先生接受《高校图书馆工作》专访所作。当前的一大问题是

理论与实践各行 其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联系，圕人堂试图做点推动。圕人

访谈系列期待有“面向实 践，指导实践，引领实践”功效。

(3) 2019 年 7 月 29 日发现圕人堂 QQ 群规范(圕人堂 QQ 群 2014 年 5 月 10 日建

立，群规范 2014 年 12 月 1 日制定)被屏蔽了,特此结合实际，稍作修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tml)。

（4）本周聚焦：《公共图书馆》编辑部.“你看书我买单”以读者为主导资源建

设模式 研讨实录[J].公共图书馆,2015(01):7-16. 这个会是质量非常高的会，

多一些认识与共 识，这就是进步！时下尤为可贵。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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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话 题密切相关。这篇文献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仅是他

们讨论的这个具体的议题，还有这 个会议组织及其取得的成果梳理，都是值得

学习与借鉴的。另，圕人堂建群提出的“议 题式交流机制”设想，其理想中的

交流成果形式，也就是那个模样。

（5）2019 年 8 月 2 日 14:00，群成员达 2441 人（活跃成员 345 人，占 15.3%），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619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辑录”（第 1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动态

更新。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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