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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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分享

图情民工：“2019 国社科后期资助名单公示（图情档类）
https://mp.weixin.qq.com/s/Ib3av618zVzhDnOr2GUiEg。”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281 期 2019092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9731.html。”
图谋：“全国书偶设计征集活动于 10 月 20 日截止，距离活动结束还有 20 天，烦请高校馆
老师尽量组织学生参加投稿！组委会通过讨论，定于 10 月 23 日于云南昆明举行的全国艺
术院校图书馆馆长会议期间进行作品的初评工作，通过初评进入复选的作品会在官网
(http://shuou.artlib.cn)集中展示，11 月 10 日前会评奖完毕，并于 11 月 13 日全国大学生阅
读推广年会上进行公布获奖情况。”
中原劲草：“美国国会图书馆旧报纸数据库 Chronicling America，近千万笔资源的免费报纸
数据库，提供 1690 年至今所有美国报纸的基本信息，其中 1836 至 1922 年间的数字化报
纸可全文检索，图像清晰，检索便捷，自由下载，访问速度快
http://chroniclingamerica.loc.gov/ 。”
图谋：“‘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通知
http://www.jstsgxh.org/njlib_xhgg/201909/t20190918_170160.htm。”
会议君：“图书情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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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徐州
召开（会议通知）http://1t.click/a3sk。”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十一届亚洲图书馆与情报学学术研讨会（ALIRG2019）11 月在京召
开 http://1t.click/a3sm。”
biochem：“张海霞︱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北大成为更好的自己》这门课的基本问题和
主要框架，八次课解决八个问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9-1200161.html。”
图谋：“图书馆从业人员知多少？ https://mp.weixin.qq.com/s/EJT5v7Gsac47Y0iQpd4X-w。”
图谋：“学科服务知多少？https://mp.weixin.qq.com/s/NNIg2wGWrBSIIL-FqNSPUw。”

1.2 推荐外文图书购书网站

詠 不*：“各位老师，有外文图书的购书网站推荐一下，想买几本书。”
sonorous：“亚马逊美国。”
扣肉：“中图进出口在天猫和京东都有旗舰店，可以直接买。美国亚马逊可以使用银联卡付
款，部分图书不寄往大陆。英国亚马逊必须使用 VISA 或 MATERCARD 付款，但可以选择
到货比较快的方式。有的时候三天就到了。如果有可能，尽量不要选择代购或者转寄，一旦
出现纠纷，苦不堪言。”

1.3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正式出版公布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Ib3av618zVzhDnOr2GUiEg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9731.html
http://shuou.artlib.cn
http://chroniclingamerica.loc.gov/
http://www.jstsgxh.org/njlib_xhgg/201909/t20190918_170160.htm
http://1t.click/a3sk
http://1t.click/a3s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9-120016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EJT5v7Gsac47Y0iQpd4X-w
https://mp.weixin.qq.com/s/NNIg2wGWrBSIIL-FqNSP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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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正式出版公布
https://mp.weixin.qq.com/s/5ZOEV364rasBCSeivFmMjQ 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批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于 2019 年 8月正式出版公布。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
学名词》由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完成。本次公布的名词共 3436 条，均
有定义或注释，内容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图书情报工作管理、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
织、信息检索、情报分析与研究、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文献学 8个部分。 2010 年 9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受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的委托，组建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名词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定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专业名词，使其成为本专业名词应用的标
准。于 2017 年 5 月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审核批准予以预公布 1年，在全国
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网站及有关媒体公示征求社会意见。根据预公布期间的反馈意见，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再次反复修改和完善，于 2018 年底上报全国科学技术
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正式公布。”

1.4 圕人堂周讯（总第 281 期 20190927）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281 期 2019092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9731.html 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目录 1 圕人
堂本周讨论概要 1.1 信息分享 1.2 新书推介（1）《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2）
《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3）《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1.3
日常讨论（1）入藏 8万册图书从购买到入藏需花时多少（2）《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
展战略》赠书过程（3）新馆介绍——杨詠曼图书馆（4）吴建中馆长荣获国庆纪念章（5）
藏书条码工作（6）古籍书库规范英语表达（7）图书馆术语的英文表达规范词用书（8）技
术部招人难与职称定位（9）书库的书架颜色（10）如何求职图书馆（11）图书馆开书店（12）
在职称评审中对增刊、网刊、电子刊、非专业期刊发文的认定（13）图书馆机构设置（14）
信息服务要素（15）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定义（16）如何了解图书馆有哪些智能系统（17）
外文期刊订购渠道（18）提问如何得到答复和答案（19）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
及其产品与服务（20）期刊超前出版及其引用 2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2.1 科学网图谋
博客圕人堂专题对自己要宽容点闲话文献获取心仪图书馆相关工作，如何着手准备？2.2 群
文件共享 3.大事记 4.延伸阅读大事记（1）2019 年 7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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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图谋受吴汉华老师委托再次发布赠书信息。索赠信息征集工作结
束。9月 20-22 日 17：00 累计征集到 94 条信息。（2）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
http://product.dangdang.com/27941701.html 作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出
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 年 09 月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是全国科学技术
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内容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5ZOEV364rasBCSeivFmMjQ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9731.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7941701.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282 期 20191004）

5

图书情报工作管理、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信息检索、情报分析与研究、信息服务与用
户研究、文献学 8个部分，共 3436 条。《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对每条名词均给出
了定义或注释。这些名词是图书馆、文献情报机构、科研、教学以及新闻出版等部门应遵照
使用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规范名词。（3）2019 年 9 月 27 日 14:00，群成员达 2473 人
（活跃成员 453 人，占 18.3%），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682
人。赞助单位世界艺术鉴赏库 弘雅科技 图创软件。”

1.5 关于 OCLC

图谋：“按照国内表述习惯，它必须有个对应的中文名称，不那么表述，目前似乎还未见其
它表述？这类信息的进一步‘科学普及’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图谋试图做些推动。只是我的
知识结构千疮百孔，有待诸君共同努力。”
图谋：“对于 OCLC 的情况，因为这个词有基础。比如：[1]丘东江著.全球图书馆界的‘联合
国’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2]吴建中，吴建明主编；
王仁芳等编著.OCLC 全球在线计算机图书馆中心[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2.图谋用‘联机计
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及其产品与服务’，是有所考虑的。或许引申义就是：OCLC 是一
家公司。另外一层意思或许是：我们对OCLC 的了解还很不够，值得进一步关注。不然，
图谋自身没必要在这上边花时间。”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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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on：“可否进一步解读一下原因。”图谋：“作为图谋的角度，虽然做的是微不足道的工作，
但前后为此花了数小时。《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科学出版社，2019）未将 OCLC
收录，IFLA 亦没有收录。图谋认为，或许属于重要概念有遗漏。”自由的*：“是不是叫做: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有限公司比较合适。”图谋：“‘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Inc.，即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总部设在美国的俄亥俄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提供文
献信息服务的机构之一，它是一个非赢利的组织，以推动更多的人检索世界上的信息、实现
资源共享并减少使用信息的费用为主要目的。’假如参照《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科
学出版社，2019）格式写 OCLC 词条。我可能会这样写：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简称‘OCLC’。文献信息服务的机构，非赢利的组织。全球性的图书
馆合作机制，致力于为成员和图书馆社区提供大量共享的技术服务、原创性研究和社区项目，
旨在推动更多的人检索世界上的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并减少使用信息的费用。归属‘组织机
构’之中。思考尚不成熟，供参考。欢迎感兴趣者进一步改写。”
扣肉：“OCLC 和 Calis 差不多。只不过 Calis 现在提供的学术支持服务比较少。”
OCLC-丘*：“稍微解释一下：OCLC的网址是 OCLC.ORG不是 COM说明它是一个组织，
全球图书馆合作组织，非赢利组织，由于必须养活自己（美国政府不会给它钱）就要收费所
以注册非赢利公司，在中国没有营业执照，只有组织机构代码证。OCLC 每年投入大量资金
进行研究发表与图书馆实践活动密切相结合的学术报告也叫会员报告—网上公开有兴趣者
可以阅读，近两年上海图书馆杂志也刊载OCLC 的重头文章。”
OCLC-丘*：“非赢利组织不同于慈善机构。OCLC 不仅发表会员报告而且开发许多新的服务
产品，这些产品暂时在国内用不了，但在未来肯定可以服务于我们图书馆事业。很多事情不
是从字面上去理解。”
OCLC-丘*：“OCLC 刚成立时叫俄亥俄学院图书馆中心为的是全俄亥俄州大学共建一共享编
目信息。非赢利是中文翻译过来的—non profit。”
麦子：“很多这类公司认为这是一种历史包袱，因为会限制人们对它们业务的理解，类似的
其实还有很多，图书馆业的 EBSCO 也是。像OCLC 本来的也不是什么线上计算机图书馆
中心，Ohio 的图书馆联盟而已，所以，这么下去，没完没了，变成 OCLC 不解释字面意思，
就一了百了。”图谋：“梳理一下挺好。感谢诸位！”
biochem：“到底是‘非营利组织’，还是‘非赢利组织’，还是看看官方的文件吧。多看大陆的文
件自然很清楚。”OCLC-丘*：“这个我没有研究过英文叫 non profit。有很多都是习惯造成的。
比如习惯讲图书馆情报学，这实际上也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图书馆学情报学，还有图书情报
学？图书馆学与图书学是两个概念大家习惯了。”
图谋：“名词规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图书馆学情报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它是包
含广泛知识的跨学科领域，不仅学科内部彼此交叉甚多、很难截然分开，学科外部与其他许
多知识领域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使用过程中存在用词随意，翻译不够
标准，缺乏统一认知，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等情况，名词规范性有待提高。因此，名词编写
及审定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是推动学科名词术语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
次有益的尝试，具有深远意义。（摘自：《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科学出版社，2019）
前言）。”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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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全国书偶设计征集活动

图谋：“全国书偶设计征集活动于 10 月 20 日截止，距离活动结束还有 20 天，烦请高校馆
老师尽量组织学生参加投稿！另外组委会通过讨论，定于 10 月 23 日于云南昆明举行的全
国艺术院校图书馆馆长会议期间进行作品的初评工作，通过初评进入复选的作品我们会在官
网(http://shuou.artlib.cn)集中展示，同时在 11 月 10 日之前会评奖完毕，并于 11 月 13 日
全国大学生阅读推广年会上进行公布获奖情况。感谢关注与支持！”

1.7 美国国会图书馆旧报纸数据库

中原劲草：“美国国会图书馆旧报纸数据库 Chronicling America，近千万笔资源的免费报纸
数据库，提供 1690 年至今所有美国报纸的基本信息，其中 1836 至 1922 年间的数字化报
纸可全文检索，图像清晰，检索便捷，自由下载，访问速度快
http://chroniclingamerica.loc.gov/ 。”

1.8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生报考及就业

图谋：“关于图书情报研究生报考问题，群成员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圕人堂群成员，实际
上有一定比例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在读本、硕、博学生。因此，各招生单位招生信息欢迎分
享！也鼓励群成员利用圕人堂平台进一步交流相关信息。近期也有人向图谋咨询图书馆学研
究生报考及就业方面的事情。近年，图谋自身关注较少，但知道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进
一步检索与利用。”
图谋：“比如图情研究生招生就业方面：信息来源：李杨,赖纪瑶,刘姝雯,秦玥.我国图书馆学
情报学人才培养现状与趋势分析——基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招生就业数据[J]. 大学图书
馆学报,2018,36(02):92-99.摘要：对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学生培养及就业数据进行了分析,
并结合对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现状的调查了解, 探究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
培养的未来趋势与发展方向,主要结论是:信息技术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中的重
要地 位正日益凸显;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将日益向宽口径、多方向、复合型发展;专业
力量与资源将逐渐整合;学科发展同社 会实际需求的联系以及人才的实践应用能力培养也
将日益强化。”
图谋：“此外还有以下文献可以参考：[1]傅文奇,左雨萌.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状况的
调查与分析——以福建师范大学为例[J].图书馆学研究,2015, (21):22-27.摘要：对福建师范
大学图书馆学系 1987~2014 年共 28 届、925 位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调查。结果发
现:52%的毕业生从事 图书馆职业,但近 10 年来比例逐渐下滑,2012~2014 年仅为 34.8%;毕
业生从事图书馆职业的馆类型依次为中小学图书馆、高校 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毕业生就业
的所在地区以福州、厦门、泉州等沿海地带最为集中。当前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存在较
严重的职业背离问题,亟需教学单位改革现有的本科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专业学生的职业精
神和职业竞争力,为图书馆实践 部门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2]束漫,苏福.我国图书馆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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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图书馆学学生就业问题专家访谈录[J].图书情报工作,2010,54(15):69-73.摘要：针对图书
馆学教育应如何改革以及图书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两个热点问题,对国内一些著名专家学
者进行访谈。专家学者对如何改善高考招生困境、图书馆学教育层次化、教学方式多样化、
如何提高教师素质、如何进行用人制度的改革、图书馆学学生入职图书馆的优劣势、图书馆
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图书馆学核心课程与实际工作的关系、图书馆员如何规划职业生涯等诸
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图谋：“周德明：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优势。”

1.9 文献传递的方法和步骤

潘岩铭：“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文献传递的方法和步骤？非常感谢！”
图谋：“当前‘文献传递’的形式多种多样，因此您提出的问题还真不大好回答。不同形式，方
法和步骤也不同。圕人堂群，时不时也会出现文献传递，这是成员之间的互助。a成员提需
求，x成员提供帮助。方法和步骤较为简单。”
扣肉：“某些数据库厂商也会提供文献传递服务，我猜测这个服务并不是人工的。因为响应
速度很快。”

1.10 高校图书馆发现系统

图谋：“张毅.‘211 工程’高校图书馆发现系统调研与思考[J].数字图书馆论坛,2018,(12):41-48.
摘要：发现系统是一种通过数据仓储实现馆藏资源统一揭示的工具,根据元数据来源可分为
资源发现系统与学术搜索引擎两大类。本文调查国内 113 所"211 工程"高校图书馆,选取 5
家主流资源发现系统(Primo、Summon、超星发现、Find+、EDS)与 3家学术搜索引擎(百
度学术、谷歌学术、微软学术)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挖掘高校图书馆选择发现系统的角
度与特点。指出高校图书馆可以从元数据质量、OPAC 融合程度、系统响应速度、在线科
研功能、移动化及费用等方面来选择发现系统。”
sonorous：“失去了新老图书馆员编目的传承，国内图书馆的初衷都没了。”
赵洋洋：“我做采编的，每年能完成任务就不错了，主要任务是做好资产账。”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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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肉：“我这几天确实做过一些原编，比套录要慢很多。套录快的，两三分钟就一条。原编
的话，经常是半小时才做出一条，因为要查很多资料和手册。因为专业原因，我套录的大部
分是西文的音像制品。来源搜索要花一些时间。”

1.11 开馆新馆—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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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圕人堂成员书小弟供图
图谋：“@书小弟 祝贺新馆开馆！看来今年有不少新馆开馆。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重庆
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河北科技大学、江西省图书馆……期待更多展示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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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云影：“@书小弟 你们馆真土豪。请问这目录柜是哪里定的。图书馆领导真是有心人，能
把这些宝贝留着。得给保留者发奖章。现在好多图书馆都是断裂式、覆盖式发展，无根了。”
图谋：“这目录柜应该是‘祖传’，不是新添置的吧？”
书小弟：“这是原来的目录柜，老古董。16 年差点被丢弃，都原封不动在那里。我们特藏的
老师出了不少成果。16 特藏是学校立项的重点建设项目。我有幸全程参与。我们还有十几
套打字机在。”图谋：“我猜也是，挺好的。当前还有将目录卡片打印出来的么？估计即便有，
也比较少。”
biochem：“想当年就是在这样目录柜的卡片中找文献。丢了就亏了，再过 10000 年，就价
值连城了。”骑鹿踏雪：“论桂林师范图书馆藏书章的变迁。”扣肉：“哪有能打印厚卡片的打
印机。以前是打字机，力量比较大，现在可能没有了。”
图谋：“大约 2000 年之后(此时，网络开始普及，图书馆管理集成系统较为成熟)，将目录卡
片打印出来，陈放在目录柜中的不多见。因此前边调侃为‘祖传’下来的。将一些老物件留下
来，集中展示还是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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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圕人堂成员书小弟供图，更多图片请查看圕人堂群相册
书小弟：“成果之一。去年八十周年校庆当作礼之一赠给来宾和校友。”
biochem：“现在，我们各村委会在建村史馆，也在收集老物件儿。”
槐云影：“真有意义。总是为后代留点东西。”
图谋：“师范类学校就是有文化。个人转过一些师范类高校，给个人留下的印象挺好的。文
献资源建设方面有板有眼，好多馆是真的有珍藏、特藏。”
书小弟：“今天拍点照片分享到群相册。这得意于校领导和馆领导重视，我们分管校领导是
北大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
图谋：“非常感谢！几家新馆欢迎多展示！你们不主动展示，好些东西是很难看到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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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馆网站展示馆舍风貌的馆越来越少了。当前，其实有许多图书馆挺有看头。展示展示，有
趣有味有力量！”
槐云影：“也许书小弟馆才是图书馆应该做而未做，或认为不值得做的事情，特色资源建设
也许是图书馆重要定位之一，是真正沉淀，并为后世留点什么，而不仅仅是热闹而已。这就
不奇怪了。专业的人管专业的事。”
方竹笋：“我就说嘛，刚才我们两位馆长还在讨论，为什么你们馆会让我们觉得高大上，内
涵更好。”
图谋：“@方竹笋 刘馆长百忙中找个时间集中展示一下您的得意之作？”
方竹笋：“@图谋 十一月份。我写点文字更有价值些。”
图谋：“无图文真相。文字有文字的内涵，但更多人或许更喜欢读图。”
槐云影：“欣逢盛世，小弟好好珍惜，这样的领导不多了。所以说领导眼界、心胸、魄力最
重要，决定着一个馆的方向和未来，也影响着后世。”
biochem：“特色馆藏。人无我有。”
书小弟：“非常高兴得到各位老师认可。感谢。成立项目组，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全馆一起
上不现实。包括成果都是项目组的，成员共有，评职称，业绩都有用。”
爱书人：“太漂亮了，找机会一定要鼓动领导带我们去贵校图书馆取取经。。”
图志粒：“我问了我们学校的设计专业，他们已经报名了。”
书小弟：“热烈欢迎到馆指导工作。”
图谋：“感谢肖老师的分享！如能抽空分享至‘镜头下的图书馆样’群相册中，效果更好。直接
在大窗中分享，用不了多久就淹没了。以前可从大窗迁移至所相册，目前好像不支持。上午
试了，未成功。”
书小弟：“现在先睹为快。晚上回去电脑再到相册。还有很多，到时候一起上传。”
图谋：“我在手机上操作好像找到方法了。这样的分享很有意义，谢谢！”

1.12 评高级职称对论文相似度检测的要求

极限 *：“大家评高级职称有，单位没有让做论文相似度检测？我们这里做的相似度检测，
有个别论文结果让人难以置信，相似度百分之五六十，四五十，居然还发到核心期刊。”
节能：“这个看各地规定。我们这里 JYT 要求做 ，但图书系列是 JYT 委托WHT 评审，WHT
不要求。所在，学校里教师系列的要做 ，图书系列的不做。”
河北科*：“我们已经开始五年了，ZW查重。”

1.13 圕人堂‘国庆七天乐活动’

时光倒流：“国庆节快乐！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芷芸：“早上好！国庆节快乐！伟大祖国！生日快乐！我爱你，中国!”
图谋：“咱们圕人堂不妨开启圕人迎国庆、庆国庆，国庆七天乐活动。前几天，河北科技大
学图书馆、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新馆开馆可作‘序曲’。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举办经
典诵读、合唱会 http://url.cn/5fjX5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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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展示图书馆搞的活动、圕人才艺、圕人见闻等等均可以。希望圕人堂‘国庆七天乐活
动’有趣有味有情调。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圕人不妨抽空吟诗一首、高歌一曲、泼墨挥毫……”
图谋：“王晓.70 年前的开国大典是怎样的？二档馆公布珍贵档
案.https://mp.weixin.qq.com/s/hPb97KdCKyPOQQjUMBN90Q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
藏档案情况，本书共编为六个篇章：——第一篇是庆祝大会筹委会成立及工作档案；——第
二篇是筹备工作重要档案；——第三篇是筹备工作往来函件、通知；——第四篇是馆藏开国
大典照片；——第五篇是庆祝大会财务档案；——第六篇是筹委会善后工作等文件。。”
7 度灰*：“这书怎么哪里买，没找到购买链接。”
图谋：“链接里有。这类正式出版的图书，买书的途径很多。但是可看到重要线索，比如出
版社及出版时间，这是 9月份出版的新书，进入发行环节通常会稍微晚一点。个人买书，
通过网上书店购买通常会更快捷，留意一下就好。”

1.14 国内最年轻的馆长讨论

sonorous：“好奇国内最年轻的馆长是多大岁数。”
武汉，*：“我身边的 30-40 这个段的、，还是有不少。或者，换个角度去事实数据库里查看
一下。可能得加个前提哪种类型、哪个层次的图书馆馆长。”
自由的*：“我见过一个高职学院的馆长，27 岁，很能干。”
图谋：“关于馆长的研究也是一个较为热门的研究领域，有不少研究论文。圕人堂中应该有
不少馆长。圕人堂群中年龄最小的馆长会是谁呢？圕人堂群中，目前为止，我知道一位相当
年轻的‘老馆长’。自 2007 年开始担任馆长，其时 28 岁。那位馆长‘他从零开始，带着三五个
人一点一滴建成了今天颇受校内外赞誉的新型国际大学图书馆；他充满激情,热爱创造,对新
鲜事物勇于探索……一所年轻的国际大学,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年轻馆长,一份用激情与汗
水铸就的蒸蒸日上的事业。’（2013 年的评语）。也许还有更年轻有为的馆长。”
苏州 *：“一个人做了领导之后，常常运用战略思维，遇到问题积极思索，寻求最佳解决方
案，从而不断促进大脑进化，能力逐渐提高，普通人与领导之间差距就是这样形成了。”
图谋：“年龄 60 岁以上的馆长有多位。比如张怀涛馆长，1982 年元月到图书馆工作，1991
年担任副馆长，1997 年担任图书馆书记，1998 年评上正高职称，2009 年初开始担任馆长，
2010 年又兼着书记。2013 年 3月又专职当馆长。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是吴建中馆长、朱强
馆长……馆长群体有许多好故事。刚才群文件中分享的是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黄忠顺馆长的
从业抒怀。”
图谋：“黄忠顺.十年馆长 读者本色[J/OL].图书馆论
坛:1-6[2019-10-0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90904.1628.002.html。
图谋进一步索隐，2008-2018 年，黄忠顺馆长处于 49-59 岁年龄段。”
赵洋洋：“我们馆长明年提休，还每天为新馆建设忙活。很多工作都是她推动的，我们说过
完元旦你就退了，还做那么多，她说干一天尽力一天！总要对得起你们。”
克莱登*：“真羡慕你们有一个好馆长。”
东周列国：“说实话，这样负责任的馆长，比例还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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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图书馆从业人员知多少

图谋：“图书馆从业人员知多少？ https://mp.weixin.qq.com/s/EJT5v7Gsac47Y0iQpd4X-w
种种原因，图书馆这一行的情形较为复杂，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图书馆履行的职能有所不同，
因此从业人员构成也有所不同。比如当前有一定比例图书馆设有专职或兼职图书馆书记（总
支或 Dang 委），与图书馆馆长同级。部分图书馆施行了业务外包或社会化管理，有外包公
司派出的工作人员（临时或常驻）、保安员、保洁员等。高校图书馆履行的职能，不同的高
校有所不同，甚至大不同，有的高校图书馆同时履行信息中心、档案馆、图书情报研究生教
育等职能。本文依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
就图书馆从业人员做一番较为系统地梳理，供参考。”
图谋：“种种原因，当前QQ群普遍不太活跃。图谋仍在试图做些工作，促进圕主题信息的
交流与分享。圕人堂是有所图谋的。群规范’总则‘宣示较为清晰：’ 圕人堂QQ群（群号：
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其愿景（VISION）是：圕结就是力
量！其定位（MISSION）是：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圕人堂圕结
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圕人堂
周讯》综述‘圕人堂’QQ群一周交流信息，对‘圕人堂’全体成员公开（通过 QQ群邮件推送），
同时亦对社会公开（当前主要通过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公开）。圕人堂自 2014 年 5
月 10 日建群至今，形散神未散。在群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圕人堂周讯》每周周五发布，
目前已发布 281 期。”
东周列国：“挺好的社区，专业，敬业。”
图谋：“图谋以为，圕人堂这样的网络社群，在较长时间内，仍是有益的，值得坚持的。更
多成员的关注与参与，彼此的获得感与成就感可以进一步提升。我这些年有个观感，我们图
情领域其实不乏牛人、能人，但是力量还是太分散了，没能更好地聚合，更好地发挥作用。
圕人堂或许是一种‘连接’形式。期待明天会更好！关于圕人堂，其实图谋最初的想法是较为
简单的：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帮助延续图书馆 2.0 的香火，图谋的角色只是个‘过客’。图谋
乐意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但图谋的能力确实非常有限（如今很多时候感觉‘体力’亦受限），
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圕结就是力量！”
biochem：“怕说错话，不敢发言了。”
图谋：“在群规范框架下，实际仍有许多话题可以交流与分享。图谋许多时候是在有意做‘示
范’。比如《图书馆从业人员知多少？》《王晴：个体与组织特征对图书馆员职业成长的影
响研究结论》，这类信息的摘编，许多成员可以做，尤其是图情在读学子可以多参与。做这
类工作，表面上是‘无用功’，实际上会有所帮助的。”
图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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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活动人人可参与。”
图谋：“圕人堂群成员的构成是多元的，年龄跨度比较大。只要在群规范框架内，尽可能地
兼容并包，不需要有过多的思想包袱。图谋自身从 1999 年活跃图林网络社区，囿于个人的
学识、阅历等，犯过许多错误（至今同样时不时地犯各种错误），犯错误的经历实际也是学
习与成长的经历。瓜无滚圆，人无十全。20 年间，图谋由于先天不足后天也不咋地，自身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EJT5v7Gsac47Y0iQpd4X-w
https://mp.weixin.qq.com/s/EJT5v7Gsac47Y0iQpd4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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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材也未成器，但亲眼看到不少昔日的‘懵懂少年’已成材成器或已崭露头角。圕人堂随时
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在线。成员间更种形式的交流随时随地都可能存在。大窗之中如果有几
人活跃，全群可能会更活跃。‘大河有水小河满。’大窗中任何时刻的交流，可能会有不少人
关注。”
图谋：“圕人堂于 2015 年 1 月 7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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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圕人堂成员 4年多的努力，群相册中有国内外各级各类图书馆照片数千张。这
是圕人堂成员共同创造的‘财富’，欢迎关注与利用！此外，群文件中分享的文件，一定意义
上也可以算是隐性财富，不少文档资料性较强，可以关注与利用。”

1.16 庐山图书馆

图谋：“关于庐山图书馆，2017 年 8 月 8 日，刘建平老师曾在群相册中分享 66 张照片。圕
人堂周讯（总第 275 期 20190816）中有个小专题‘沈祖荣先生与庐山’，其中涉及庐山图书
馆。庐山图书馆简介.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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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lushan.com/temp.asp?pid=91&dir=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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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学科服务知多少？

图谋：“学科服务知多少？https://mp.weixin.qq.com/s/NNIg2wGWrBSIIL-FqNSPUw 学科馆
员承载着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升级的光荣与梦想，路向何方？图谋结合近期的调研与思考，
特此对学科服务进行粗略介绍，期待有助于该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1.18 黄忠顺《十年馆长 读者本色》

图谋：“黄忠顺《十年馆长 读者本色》作者曾任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长十年（2008-2018），
‘非图书馆学教授出任高校图书馆长’之从业抒怀。包含以下内容：‘非图书馆专业出身的图书
馆长与图书馆学出身的图书馆长的差异’‘我的所谓专业读者视野下的管理理念后撤不少，至
少是变得更为通融’‘通过开列一批以文献检索为基本功的具有其专业学术研究意义的课题来
演绎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我以每学年所授课的人文实验班同学为图书馆阅读沙龙组织的基
本团队，按轮值主持的方式，每期轮值主持小组邀请一名指导老师把关沙龙话题与书目选定。
轮值主持小组同时负责图书馆大屏幕广告投放和微信推送，负责沙龙现场组织和结束后及时
的微信报道。这个沙龙很快就形成了一套高效的规程，随学生年级上升而代代相传。’‘小说
之道对我作为图书馆长的影响’‘我在管理理念上标举老子‘不知有之’的境界，并希望回归于
‘仁’，其实都是一种自觉于‘人的真正困扰’的被动姿态。’。引用格式： 黄忠顺．十年馆长 读
者本色．图书馆论坛.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90904.1628.002.html
全文见群文件。”

1.19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当前总用户数和阅读情况

图谋：“近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当前总用户数为：2714（较 9月 27 日新增 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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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学科服务

热度 2 2019-10-3 16:32

学科馆员及学科服务在美国高校图书馆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 20世纪五

十年代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设立学科馆员制度算起），在我国高校图书馆也有

21年历史（从清华大学图书馆 1998 年起开展学科服务实践算起）。学科馆员

承载着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升级的光荣与梦想，路向何方？结合近期的调研与

思考，特此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73 次阅读|4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热度 2

图书馆从业人员知多少？

2019-10-2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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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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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科学出版社，2019.8） 图谋按： 种

种原因，图书馆这一行的情形较为复杂，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图书馆履行的职

能有所不同，因此从业人员构成也有所不同。比如当前有一定比例图书馆设有

专职或兼职图书馆书记（总支或Dang 委），与图书馆馆长同级。部分图书馆

施行了业务外包或 ...

个人分类: 圕人堂|50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王晴：个体与组织特征对图书馆员职业成长的影响研究结论

2019-9-29 09:17

摘编自：王晴.个体与组织特征对图书馆员职业成长的影响研究 .国家图书馆学

刊,2019,28(04):10-20.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 年第 4期，刊发了王晴《个

体与组织特征对图书馆员职业成长的影响研究》。该文认为人力资源是图书馆

管理的核心要素之一，优秀的图书馆员队伍是图书馆提供优质服务的基本保

障。该 ...

个人分类: 圕人堂|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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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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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19 年 10 月 3 日，缴纳“1年 3000 人群特权”费用 386 元，圕人堂发展经

费结余 12225.53 元。

(2) 全国书偶设计征集活动于 10 月 20 日截止，烦请高校馆老师尽量组织学生参

加投稿！10 月 23 日于云南昆明举行的全国艺术院校图书馆馆长会议期间进行作

品 的 初 评 工 作 ， 通 过 初 评 进 入 复 选 的 作 品 我 们 会 在 官 网

(http://shuou.artlib.cn)集中展示，同时在 11 月 10 日之前会评奖完毕，并于

11 月 13 日全国大学生阅读推广年会上进行公布获奖情况。感谢关注与支持！

(3) 2019 年 10 月 4 日 14:00，群成员达 2477 人（活跃成员 428 人，占 17.3%），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714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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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为节省《圕人堂周讯》篇幅，直接链接至“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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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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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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