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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1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木木贝：“期刊投稿指南社区 http://www.qktgzn.com/。”
图谋：“吉久明《精心打造名校‘积极学习中心’——普渡大学图书馆运营的新

思路》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
emid=127&ptid=1&a=20190816&b=16。”

图谋：“2019 年 8 月 16 日《图书馆报》电子报网址：http://xhbook.ltd/inde
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19
0816 看点：2019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专题（李霞《均衡融合智慧——聚焦新时代
图书馆的转型与发展》等）；吉久明《精心打造名校‘积极学习中心’——普渡大
学图书馆运营的新思路》（海外馆情版）等。”

biochem：“曹广福：什么样的研究叫研究？学校评聘了是否就意味着合格？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0247-1193685.html。”

biochem：“胡懋仁：什么才是素质教育?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7
8176-1193673.html。”

图谋：“刘欣.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长春之行花絮.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520440-1193687.html。”

图谋：“上海科学数据与评价合作研究团队诚邀加盟 https://mp.weixin.qq.co
m/s/_DUaKO_cmIBuoQvS-2u76Q。”

图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结构与布局再研究（2007-2017））htt
ps://mp.weixin.qq.com/s/8I7IG1ZA5WgEAtBs3Wivyw。”

图谋：“八戒写给唐僧的一封信：关于哪吒热的冷思考 http://url.cn/5tBBnOi。”

1.2 2019 图书馆前沿技术论坛

鲲鹏展翅：“2019 图书馆前沿技术论坛（IT4L）https://www.huya.com/177
71410 聚焦人工智能与第三代图书馆，将语义网络、认知计算、关联数据、本体
应用、区块链、智慧情报、机器学习、数字人文、众包等引入到图书馆业务与服
务中，大会将通过主题报告、专题发言、专家讨论、学术沙龙和快闪交流等多种
形式，深入交流研讨图书馆前沿技术的理论、方法和应用问题，共同探索图书馆
创新服务的发展路径。”

1.3 徐志刚：学者首先要让自己快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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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m：“徐志刚：学者首先要让自己快乐起来，一个学者要能够清晰的
认识自己，学者需要培养一定的业余兴趣爱好，快乐的学者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学者必须摒弃功利心才能获得正真的快乐。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
mod=space&uid=556706&do=blog&id=1176776。”

1.4 近期《图书馆报》电子报看点

图谋：“2019 年 8 月 9日《图书馆报》电子报网址：http://xhbook.ltd/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1908
09。”

图谋：“2019 年 8 月 16 日《图书馆报》电子报网址：http://xhbook.ltd/inde
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19
0816 看点：2019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专题（李霞《均衡融合智慧——聚焦新时代
图书馆的转型与发展》等）；吉久明《精心打造名校‘积极学习中心’——普渡大
学图书馆运营的新思路》（海外馆情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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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原打算贴全版，但效果不好。”
图谋：“吉久明《精心打造名校‘积极学习中心’——普渡大学图书馆运营的新

思路》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
emid=127&ptid=1&a=20190816&b=16。”

图谋：“吉久明：普渡大学图书馆‘积极学习中心’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213646-1193740.html 普渡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积极学习特色：一站式、全
方位、全天候服务并渗透到教学与学习、充分彰显‘积极学习’‘以学生为中心’内涵
以及图书馆的信息科学培养职能。培养了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加州伯克利大学
图书馆馆长认为一所大学只要有一座图书馆和健身房就可以了，衷心希望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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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早日成为名副其实的‘学习中心’。”

1.5 沈祖荣先生与庐山

图谋：“庐山图书馆简介 http://www.lib-lushan.com/temp.asp?pid=91&dir=9
2 庐山图书馆创建于 1934 年 7 月，现位于世界遗产地和世界地质公园——庐山
风景名胜区的中心，海拔 1160 米，建筑面积 3200 平方米。现总藏书四十三万
册（件），其中，古籍图书近六万册，古籍当中有善本五千二百册，善本书中明
朝中叶至明朝后期的版本有一千余册；另还藏有民国时期出版物三万册。庐山图
书馆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连续六次被文化部命名为‘一级图书馆’。”

图谋：“编目精灵.在庐山寻访图书馆与沈祖荣故居 https://catwizard.net/pos
ts/20050920192307.html。沈祖荣故居巡礼（组图）http://blog.sina.com.cn/s/b
log_1538e57ef0102z1yc.html 程焕文《沈祖荣故居巡礼》刊发于《图书情报知
识》2007 年第 6期《文华情怀》栏目之中。”

biochem：“庐山、庐山恋、庐山会议、庐山图书馆。《庐山历代诗词全集》
共 12 卷，‘最早从三国开始，收录了 1949 年以前历代文人墨客以庐山为背景创
作的诗词 16293 首，作者 3561 人。’该书副主编胡迎建说。‘它是我国名山大川
中第一部大型诗词全集。’。”

图谋：“友人知悉我到庐山几天，问我‘祖师爷墓地朝拜没’。我还真想找，曾
在网上粗略搜了一下，放弃了。庐山太大，倒是在植物园偶遇了陈寅恪、胡先骕
等人的墓地。山上很大，许多地方没去，时间和精力受限。上午特意花点时间‘补
课’，随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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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供图

biochem：“《会讲故事的庐山石刻》；《会讲故事的庐山别墅》；自 2009
年始，庐山每年发起召开世界名山大会；庐山每年都举办中国庐山国际作家写作
营。”

九院江：“我们学校有个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欢迎来学校转转。。”
图谋：“@九院江贵校是在濂溪区么?记得贵馆馆刊为《濂溪》。”
九院江：“我们馆的馆刊就是《濂溪》https://lib.jju.edu.cn/dzygy/gk.htm。”
biochem：“庐山恋电影院‘循环放映、不清场、不对号入座’。电影院经理钱

一粟说,《庐山恋》1980年在全国公映,当年观影人数超 1亿人次。在 1981 年第
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庐山恋》凭借观众的近百万张选票雄踞榜首,被评
为最佳故事片。2002 年,世界吉尼斯英国总部正式授予电影《庐山恋》‘世界上在
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吉尼斯世界纪录。”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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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许多圕人在外旅行（假期旅行或会议间隙），欢迎分享与圕主题相
关之见闻，期待圕人积极参与交流与分享。圕人堂在群规范框架下进行交流与分
享，期待广大圕人共同呵护！时下，圕人堂这样的空间之生存非常不易，还希望
多份理解，多份支持。圕人堂大窗实际上属于公共空间。‘管理即服务’，背后非
常不易。其实很多圕人对圕人堂还是给予了很高的期望，期待彼此有更多收获。
图谋一直在试图努力做些推动。在群规范框架下，其实可以交流与分享的内容仍
可以有许许多多，并非无话可说。图谋很多时候絮絮叨叨，其实很招人烦的，图
谋非常清楚这点，但很多时候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图谋：“饲料、笑料、饵料......均有料。大窗交流与分享，需要有料。这样有
助于促进成员间小窗进一步交流与分享，让彼此获得感增强。”

1.6 青年学者论图情档一级学科核心知识及发展方向

图谋：“青年学者论图情档一级学科核心知识及发展方向闫慧.青年学者论图
情档一级学科核心知识及发展方向——2019 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
龙会议述评[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01):121-127.本文系统梳理 2019 年图
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 39 位参会青年学者关于一级学科核心知识的观
点,即为人类提供记录、保存、组织、检索、获取、分析与开发利用各行业各领
域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思想、方法及技术,专注于信息资源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教
育与研究。论文归纳青年学者提出的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一级学科地位
总体不高,一级学科存在认同危机,一级学科与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矛盾突出；提
出可能的发展方向:凝练学科内涵,拓展学科外延；传承核心知识,创新理论体系；
强化实践导向,紧跟国家战略。与会者表示,身为青年学者,应主动承担延续学科命
脉、探索学科未来的责任（全文见群文件）。”

1.7 上海科学数据与评价合作研究团队诚邀加盟

图谋：“@全体成员上海科学数据与评价合作研究团队诚邀加盟信息来源：h
ttps://mp.weixin.qq.com/s/_DUaKO_cmIBuoQvS-2u76Q 为促进科学数据与评
价及相关领域研究与应用创新，建立区域合作机制，集中力量攻关重要科研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学术评价与促进研究中心、中国索引学会青年委员会、上海市图书
馆学会青年学者委员会牵头，特面向上海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科研
教学和工作人员，征集组建上海科学数据与评价研究合作团队。要求 1)2)3)时间
及报名：团队将于 2019 年 9 月初正式建立和运行，请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前
将个人学术简介或简历发送到邮箱：zhaoxing58@hotmail.com。团队会在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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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前联络入选人员。如有任何问题，可邮件咨询。”
黄紫橙：“只针对上海地区招募吗？”图谋：“详见源链接。具体问题，还可以

按文中联系信息进行邮件咨询。”

1.8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结构与布局再研究（2007-2017）

图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结构与布局再研究（2007-2017））htt
ps://mp.weixin.qq.com/s/8I7IG1ZA5WgEAtBs3Wivyw 该文原刊于《出版科学》
2018年第 5期，作者：臧莉娟、叶继元、唐振贵，被《新华文摘》（网络版）2
019 年 11 期全文转载。摘要：基于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两批次学术
期刊名单，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基础数据库，通过 2007 年和 2017
年两次调查的数据对比分析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地区分布结构、学科结构、
主办机构、出版周期、文种结构、2006—2016 年间创刊期刊基本情况、期刊分
层情况等，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尽管有所进展，但总体上仍存在全、
小、散、弱问题，期刊结构布局不合理状况未得到有效改善，尚未形成特色鲜明、
层次分明的期刊发展体系。除继续关注核心期刊的发展外，也应注重非核心期刊
的生存与发展，从而优化期刊结构和合理布局。”

图谋：“昨天"偶遇"吉老师这篇文字。图谋觉得有必要让更多人关注与思考。
种种原因，许多真知灼见被湮没了或者忽视了。圕人堂转摘或许会有一定帮助。
上午留意了，微信公众号超过 100 次阅读，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博文 298 次阅读。
待本周周讯发布之后，关注情况或许会有进一步提升。从图谋的角度，更希望引
发进一步的交流与讨论。图谋转摘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共鸣’，昨天在圕人堂群中
也看到有成员表示了‘共鸣’。期待可以进一步展开。”

图谋：“高校图书馆的现实处境其实是挺尴尬的。更令人沮丧的是，许多高
校图书馆的对策似乎是‘顺其自然’‘怡然自得’。现实中，大家遵循最省力法则，因
地制宜、因陋就简，许多做法，不能公开说。否则，领导和同事不高兴，且服务
对象可能会更加轻视图书馆这行。”

图谋：“图谋赞同吉久明老师的观点‘如果一个图书馆的读者与它的实体以及
虚拟馆藏不能相恋并厮守，终有一天它会因为经费难以为继而处于关门的危机
中；如果一所学校不能使它的学生养成利用文献学习、在探究中利用文献并激发
创新灵感的终生思维习惯，这样学校终究会置身于‘伪教育’的质疑声中。’。”

1.9 学校名称与分校的困惑

麦子：“官方说法，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图谋：“我留意了 2019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采用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8I7IG1ZA5WgEAtBs3Wivyw
https://mp.weixin.qq.com/s/8I7IG1ZA5WgEAtBs3Wiv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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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留意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麦子：“中文不能用，。”
麦子：“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也是对的。”
图谋：“中文用了分校。”
麦子：“我记得加州大学为了这逗号问题花了很多精力，主要是UCLA 的出

现使事情变得复杂。”
图谋：“按前边那种翻译法似乎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可能为了回

避这个问题，换种表述？”
麦子：“事情要复杂的多，关于加州大学历史有很多研究，主要是塑造一个

如何的大学管理体系。但这个 at/,的使用背后是两种力量／理念的斗争。”
麦子：“关键是 1958 年时出了加州大学 12 任校长Clark Kerr。他是加州大

学历史上最厉害的人物，因为现在的架构和规模他的功劳最大。”
麦子：“他的两大卷回忆录, 就是说了那段加州大学的历史。”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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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相当复杂。谢谢解惑。”
图谋：“国内中国矿业大学曾经让我很困惑，刚才搜索了一下。”
图谋：“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据 2019 年 4 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有学院

路校区、沙河校区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3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2万平方米；
设有 13个教学院部，32个本科招生专业，17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4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1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各类教职
工 1045 人，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7675 人，硕士生 4593 人，博士生 1213 人。中
国矿业大学（徐州）截至 2019 年 5 月，学校校园占地面积 4413 亩，校舍建筑
面积 155 余万平方米，设有 21 个学院（部），开设 58 个本科专业，有各类教
职工 3100 多人，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23700 余人。2009 年 10 月，举行建校暨
中国煤炭高等教育 100 周年庆典。同月，北京校区更名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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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徐州校本部和北京校区逐步演变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办学实体。独立学院中国
矿业大学徐海学院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

图谋：“校名含有‘中国矿业大学’的高校有 4所，4个办学实体。不知道理解
是否准确？4校三地，其中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为中国矿业大学文昌校区，在
徐州。校区、分校、独立学院，还有 xx 大学 xx 研究院等等，再加上校区、分校
等跨城市甚至跨国，让人挺困惑。”

麦子：“这个比较复杂，但也简单：小的时候想傍大腿，成为某个成名大学
的一部分，但如果局面大了，当然不愿意，希望独立。加州大学这些学校不独立，
如何能在世界学校排名榜上占这么多位子了。”

图谋：“关于加州大学的情况，曾让我困惑好长时间，现在似乎也不是很清
楚。大约是在 2006 年，给我们上数字图书馆课程的老师到加州考察校园信息化，
课堂上介绍一些情况。当时的印象是，加州大学系统分布覆盖了全加州，除了加
州大学系统，加州还有许多大学。记得当时展示了分布图，看着很是困惑。困惑
的根源在于见识少，而且是‘从实际出发’，自身当时所处的实际没有那么复杂（时
隔 10余年，现在更为复杂）。”

麦子：“With more than 2.1million students at 115 colleges, the Califor
niaCommunity Colleges is the largest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One in every four communit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ation att
end a 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

文新：“加州社区学院拥有 115 所学院 210 多万名学生，是全国最大的高等
教育体系。全国每四名社区学院学生中就有一名进入加州社区学院。”

麦子：“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有 48万 5千，加州大学是 25万。”
图谋：“加州社区学院（大专）115 所，逾 210 万学生（约占美国社区学院

学生数四分之一）。这样理解是否可以？”
麦子：“是这样，这大专是 2年的，此后你可以转入加大等四年制学校，读

两年，拿到大学文凭。这是最经济的办法，因为社区学院都是走读，学费极其便
宜。当然，大多数人也就工作了。不读了。对图书馆员而言，去社区学院是最好
的选择。”

图谋：“好在哪里呢?我大致测算了一下，各种类型高校平均每所学校学生数
为 2万左右。”麦子：“起薪在 8 万左右，每周 36 小时，9个月上班。另外岗位
更稳定（因为所有的经费都是政府的，而且一旦经济萎缩，他们是要保的。”图
谋：“据我之前的了解，社区学院工作人员较少。”麦子：“2、3万的学生，大约
10-15 个图书馆工作人员，包括 5-7 个馆员。”图谋：“性价比挺高。”

sonorous：“国内的社区哪有图书馆啊。”麦子：“@sonorous 不是国内的概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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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社区好比是国内的区/县。”图谋：“我是将社区学院与国内高职高专类比。”
麦子：“这也对，从教学上看。这是我附近的社区学院学区，有三个学校，是独
立的。https://www.rccd.edu/Pages/RCCDAt-A-Glance.aspx。”

图谋：“很多内容可以进一步研究，有兴趣者可以进一步深究。薪资这块，
美国的特点是比较稳定，不会大幅缩水，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国内很少提薪资，
因为影响因素过多，可比性较差。”
1.10 聚焦普渡大学图书馆“积极学习中心”

吉久明：普渡大学图书馆“积极学习中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3740.html

普渡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积极学习特色：一站式、全方位、全天候服务并渗
透到教学与学习、充分彰显 “积极学习”“以学生为中心”内涵以及图书馆的信息科
学培养职能。培养了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加 州伯克利大学图书馆馆长认为一
所大学只要有一座图书馆和健身房就可以了，衷心希望图书馆成早日成 为名副
其实的“学习中心”。

图谋：昨天"偶遇"吉老师这篇文字。图谋觉得有必要让更多人关注与思考。
种种原因，许多真知灼见被湮没了或者忽视了。圕人堂转摘或许会有一定帮助。
上午留意了，微信公众号超过 100次阅读，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博文 298次阅读。
待本周周讯发布之后，关注情况或许会有进一步提升。从图谋的角度，更希望引
发进一步的交流与讨论。图谋转摘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共鸣”，昨天在圕人堂群中
也看到有成员表示了“共鸣”。期待可以进一步展开。高校图书馆的现实处境其实
是挺尴尬的。更令人沮丧的是，许多高校图书馆的对策似乎是“顺其自然”“怡然自
得”。现实中，大家遵循最省力法则，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许多做法，不能公
开说。否则，领导和同事不高兴，且服务对象可能会更加轻视图书馆这行。图谋
赞同吉久明老师的观点“如果一个图书馆的读者与它的实体以及虚拟馆藏不能相
恋并厮守，终有一天它会因为经费难以为继而处于关门的危机中；如果一所学校
不能使它的学生养成利用文献学习、在探究中利用文献并激发创新灵感的终生思
维习惯，这样学校终究会置身于‘伪教育’的质疑声中。”。

1.11 关于论文查重服务的讨论

张志*:向老师们请教一下：贵校教职工论文查重工作，是图书馆还是哪个部
门负责？或者是各院系各部门自己解决？

小图小情:我们是图书馆负责
牛牛:为嘛要查重?重没重自己没数么
图谋:教职工论文查重，自行解决。有多种原因。主要是因为需求复杂，且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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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统费用不菲。
张志*:确实挺贵的
图谋:查重的需求是非常复杂的。
自由的行者:我们是图书馆负责
木木贝:论文查重服务，有些学校是各系部秘书负责，大部分应该是图书馆

的参考咨询部门负责，前提是图书馆购买了相关的查重系统。
张志*:@自由的行者 具体操作办法是怎样的？发帐号给各部门还是？
图谋:问题是查重系统那么多，你买了的并不一定是人家想要的。
图谋:那需要看你具体采用哪家查重系统。
张志*:好像不同项目有时要求的查重系统还不同
图谋:不同的系统，管理与服务模式不同。
自由的行者:@张志莲 我们买的只供老师用，学生不写论文，量不大，图馆

指定两个老师负责。
木木贝:要和用户说明图书馆有什么查重系统，让用户清楚每个查重系统的

侧重点和特色，让用户按需选择。如无法满足，只能自行解决
张志*：一个就费用不低了，没那么多
图 谋 ： 关 于 论 文 查 重 （ 学 术 不 端 检 测 ） 服

务.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40725.html

2017-3-21

关于论文查重（学术不端检测）服务，近年关注度比较高，尤其是在高校。
本文结合自身图书馆工作实践与圕人堂 QQ群中讨论，特此梳理一下相关信息，
供参考。

木木贝：不少系统是可以开通试用的，比如维普（研究生版）
文新：一般情况可以自己免费查重，如大雅查重系统和百度查重系统
图谋：要按需服务，有些查重结果给人家是没有用的。甚至人家会认为是增

添负担。
木木贝：我一直用这个查重（pcheckorg），只能看到重复比例，对我来说

足够了
图谋:若干场合是指定需要某某系统的查重结果。作为图书馆提供服务角度，

了解相关情况（相关知识），尽可能地提供辅助或指引。当前多处于这个阶段。
郭卫兵,叶继元.学术失范、不端检测软件的功能、局限与对策——以学术研

究规范为视角[J].图书馆论坛,2019,39(03):2-9.

摘要：为了更好地防治论文抄袭、造假等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文章采
用文献调查法、比较研究法,归纳和分析国内主要检测软件的功能、算法、使用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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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存在的局限。应将学术研究规范贯穿到学术反抄袭、不端检测软件中去,

使学术失范、不端检测软件渗透到学术研究的每一个环节,使学术失范、不端的
治理走向规范化和流程化,以解决学术失范、不端防治的实际问题,为更好地检测
及防范提供新思路。

对于中文论文查重服务，这篇文献可以进一步关注。
对于外文查重服务，可以关注以下链接。Turnitin——评估写作的综合解决

方 案
http://www.igroup.com.cn/pro_about.aspx?nid=3&pid=13&tid=103&id=308

张志*:好的，谢谢！

1.12 聚焦 2019 国家自科基金图情档类

图 情 招 聘 .2019 国 家 自 科 基 金 公 布 · 图 情 档 类 .

https://mp.weixin.qq.com/s/U0lgfy_IMrtc8SE_SEVgTw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 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评审
结果。以下主要遴选图书情报档案管理（G041401）类。需要注意的是，图情档
领域的一些学者申请自科基金时，有时也会选择管理科学部其他类别的子项目，
如电子商务、知识管理、企业信息资源等。面上 18项，青年基金 12项。

G041401.图书情报档案管理 面上 12项，青年 11项。

http://www.artlib.cn/
http://www.igroup.com.cn/pro_about.aspx?nid=3&pid=13&tid=103&id=308
https://mp.weixin.qq.com/s/U0lgfy_IMrtc8SE_SEV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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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祝贺他们“金榜题名”！
图谋：华中师范大学是信息管理学院中了 4项（面上、青年各两项）。

1.13 关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李洱徐则臣梁晓声等五位作家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172280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今天公布了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分别
是：《人世间》（梁晓声）、《牵风记》（徐怀中）、《北上》（徐则臣）、《主
角》（陈彦）和《应物兄》（李洱）。

茅盾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
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的，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
项之一。

1.14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

信息来源: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730.html

征稿对象：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从业人员。内容：从业经历、从业感悟、寄语
图书馆（针对图书馆未来或图书馆人，表达愿望或祝愿）。篇幅：1200字左右。
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予以选用（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亦会发布），选用稿件支付稿酬
（100元/千字），未选用稿件欢迎通过圕人堂群文件交流与分享。征稿时间：
2019年 2月 23日-12月 31日。稿件提交方式：37825775@qq.com 。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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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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久明：普渡大学图书馆“积极学习中心”
2019-8-15 17:09

图谋摘编自：吉久明《精心打造名校“积极学习中心”——普渡大学图书馆运营的

新思路》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
7ptid=1a=20190816b=16 2019年 8月 16日《图书馆报》（海外馆情版） 普

渡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积极学习 特色：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0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4个文件。

3.大事记

（1）本周聚焦 2019 年 8 月 16 日《图书馆报》（海外馆情版）吉久明《精心打

造名校“积极学习中心”——普渡大学图书馆运营的新思路》。高校图书馆的现

实处境其实是挺尴尬的。更令人沮丧的是，许多高校图书馆的对策似乎是“顺其

自然”“怡然自得”。现实中，大家遵循最省力法则，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许

多做法，不能公开说。否则，领导和同事不高兴，且服务对象可能会更加轻视图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37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19374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374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374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19374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19374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19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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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这行。希望引发进一步的交流与讨论。

(2) 聚焦聚焦 2019 国家自科基金图情档类立项情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公布了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评审结果。其中“G041401.图书情

报档案管理”面上 12 项，青年 11 项。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了 4项（面

上、青年各两项）。

（3）2019 年 8 月 16 日 14:00，群成员达 2452 人（活跃成员 330 人，占 13.46%），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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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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