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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简介

QQ 群名称：圕人堂(LibChat)

QQ 群号： 31117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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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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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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信息

会议君：“2019 年‘第十二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第二轮通知）。

http://url.cn/5MRqCxB。”

会议君：“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2018—2019 学术年会暨纪念成立四十周年学

术研讨会 10 月徐州召开（会议通知）。http://url.cn/5cFVy6d。”

图谋：“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定于 2019 年 10 月 25-28 日在天津

召开‘2019年信息的社会获取差异理论研讨会’（TIDS2019），本次会议将邀

请 6 位境外学者和 8 位大陆地区学者分享相关研究，会议免收注册费，食宿及交

通费用自理，欢迎大家光临。因场地有限，会议采取限额方式接受注册。相关安

排及报名链接如下：https://www.wjx.cn/m/46801763.aspx。”

图谋：“@全体成员 ‘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通知为了进

一步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深入探讨‘十四五’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前景、机遇

及挑战，研讨图情学科发展与图书馆人才培养，江苏省图书馆学会、江苏省高校

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拟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举办‘图书馆战略规划

与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将邀请国内外业界、学界知名专家，围绕图书馆

战略规划、服务创新及人才培养作主旨报告。凡参加会议的人员，请发送回执（附

件 1）至：lib101@ujs.edu.cn，回执截止日期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因会场有

限，参会人数原则上控制在 200 人以内，报满截止。主办单位：江苏省图书馆学

会 江苏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承办单位：江苏大学。媒体支持：《图书

情报研究》期刊 详见：

http://www.jstsgxh.org/njlib_xhgg/201909/t20190918_170160.htm。”

会议君：“甘肃省图书馆学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暨 2019 甘肃省图书馆学

会年会 10 月兰州召开。http://url.cn/5O5e4zn。”

会议君：“浙东运河沿岸文旅融合路径暨地方文献开发研讨会 11 月杭州召

开（征稿通知）。http://url.cn/5GIXuI1。”

会议君：“ 2019“期刊转型融合发展培训班” 10 月南宁举办。

http://url.cn/5UurCnaZ。”

会 议 君 ： “ 图 书 馆 学 期 刊 编 辑 出 版 研 讨 会 10 月 银 川 召 开 。

http://url.cn/5LXSOI8。”

会议君：“2019 年最后一期“古籍修复提高班（秋冬周末班）10-12 月在京

举办。http://url.cn/5fEEGGzo。”

四川大*：“关于举办“高校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教学研讨会暨创新案例大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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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的预通知。

http://www.scal.edu.cn/zxdt/201909120954?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

lled=0。”

坪山图*：“招聘：英雄不问出处，坪山图书馆寻找这样的你。

http://url.cn/5P726uT。福利待遇：1.吃饭在机关食堂，补贴大部分，个人支

付一小部分，每天三餐个人自付 5 元左右。2.转正之后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办

理调户和公租房申请业务。3.15 日之前入职可当月购买社保、公积金，15 日之

后入职次月购买社保、公积金。4.国家传统节日有节日福利。5.图书馆会不定期

举行团建活动。薪酬待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税前年薪约 13 万起，具体

根据个人具体情况确定。其他：因坪山图书馆实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不定行政

编制，图书馆由区委组织部统一核定员额，实行合同制用工。”

会议君：“‘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 10 月底镇江召开。

http://url.cn/5OPeNyV。”

会议君：“2019 第十六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ADLS2019）10

月成都召开（最终通知）http://url.cn/5GrnpER。”

会 议 君 ： “ 知 识 创 新 驱 动 文 旅 新 发 展 论 坛 10 月 杭 州 举 办 。

http://url.cn/55UP4bZ。”

1.2资源链接，分享推荐

长财馆*：“里程碑式反超！中国自研数据库超越 Oracle 登顶全球第一。

http://url.cn/5sWsL0f。”

图谋：“葛剑雄：我们应该怎样读书？http://url.cn/5Ezpw9Z。”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简史。http://url.cn/5XHhXID。”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您知道吗？http://url.cn/5tK5bD1。”

图谋：“SUIBE 图书馆新馆报到！官微君替 19 级萌新扫馆啦（海量美图与

视频来袭~）http://url.cn/5gjvVkC。”

圕人：“德国，一个无聊得只能看书的民族。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OTA3OTcwMw==&mid=2247485843&idx=

3&sn=0a718cd18a019018e882a1124fdc2619&chksm=fbb4166bccc39f7d87eab6e8f

eb0fae92e59288a70ec601bfb43adfd4e0a78f8c944f01eaf83&token=74619742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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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zh_CN#rd。”

图谋：“关注高校图书馆非在编人员群体。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在编馆员、

合同制职工、临时聘用人员、勤工助学人员等，根据现状采用职业培训、业务交

流、继续教育等方式，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图书馆馆员进行

培训，提高人员素质。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928.html”

道无言：“走进这座图书馆，感受书香里的科技味阳光悦读。

https://mp.weixin.qq.com/s/B8cnqL4GkaBETv8Ih-i2_w。”

碧 海 潮 生 ： “ 国 图 出 版 社 8-9 月 新 书 | 图 书 馆 学 档 案 学 。

http://url.cn/57Z6NIg。”

雨过天晴：“图书馆员的职业愿望。http://url.cn/5yQNYNv。”

www：“刚刚发布的 2018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的图

书 http://hotbook.nit.net.cn/nit/?clm=book&what=detail&id=38724 同时发

布 的 2019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得 主 [ 奥 地 利 ] 彼 得 · 汉 德 克 的 图 书 ：

http://hotbook.nit.net.cn/nit/?what=detail&id=2433。”

碧海潮生：“论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更新。http://url.cn/5YHJK7J。”

1.3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第 282期周迅

图 谋 ： “ 圕 人 堂 周 讯 （ 总 第 282 期 20191004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609.html 张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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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外文图书购书网站 1.3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正式出版公布 1.4 圕人堂周讯（总第 281 期

20190927）1.5 关于 OCLC1.6 全国书偶设计征集活动 1.7 美国国会图书馆旧报

纸数据库 1.8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生报考及就业 1.9 文献传递的方法和步骤 1.10

高校图书馆发现系统 1.11 开馆新馆—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1.12 评高

级职称对论文相似度检测的要求 1.13 圕人堂‘七天乐活动’1.14 国内最年轻

的馆长讨论 1.15 图书馆从业人员知多少 1.16 庐山图书馆 1.17 学科服务知多

少？1.18 黄忠顺《十年馆长 读者本色》1.19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当前总用户数

和阅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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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群文件共享 3.大事记 4.延伸阅读大事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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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OTA3OTcwMw==&mid=2247485843&idx=3&sn=0a718cd18a019018e882a1124fdc2619&chksm=fbb4166bccc39f7d87eab6e8feb0fae92e59288a70ec601bfb43adfd4e0a78f8c944f01eaf83&token=746197428&lang=zh_CN#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92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B8cnqL4GkaBETv8Ih-i2_w
http://url.cn/57Z6NIg
http://url.cn/5yQNYNv
http://hotbook.nit.net.cn/nit/?clm=book&what=detail&id=38724
http://hotbook.nit.net.cn/nit/?what=detail&id=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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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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单位世界艺术鉴赏库 弘雅科技 图创软件。”

（2）网页版《圕人堂周迅》升级啦

图谋：“网页版《圕人堂周讯》首次支持直接从 word 版中粘贴图片。今后，

网页版周讯或许将更有吸引力。”

赵洋洋：“谢谢群主，刚看完周讯，平时很少上群，但周讯是每周必读的！”

图谋：“@赵洋洋 感谢您对周讯的认可！周讯工作，凝聚许多圕人堂成员的心血，

图谋只是其中一位成员，每期周讯《圕人堂周讯》整理人需要投入大块时间和精

力。”

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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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群是载体之一。关注‘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或‘圕

人堂微信公众号’，实际上属于用户分流。籍此形成开放性、多层次、多元化的

圕人堂服务体系。圕人堂提供 QQ、博客、微信三种形式的服务。QQ 是常用的网

络即时通信（IM）软件，QQ 空间是一个包容网民各种关系链的社交大平台,满足

用户展示、交流和娱乐的需求。博客是继 MSN、BBS、ICQ 之后出现的第 4 种网络

交流方式，是共享与分享精神的体现。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是腾讯公司于 2011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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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21 日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圕人

堂周讯》将圕人堂 QQ 群、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融为

一体，成为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融媒体’（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

益共融）。”

图谋：“圕人堂 QQ 群、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的‘生日‘均为 2014

年 5 月 10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生日’为 2018 年 6 月 12 日；《圕人堂周

讯》的‘生日’为 2014 年 5 月 16 日（即创刊之日）。”

1.4新馆内的消防通道设计及中央空调安装

赵洋洋：“在看周讯，发现一个问题，这是消防通道吗？如何两边放了柜子，

能过消防这关吗？第二个问题，这个中央空调啥牌子？大金？不是抬杠，这些年

筹备新馆，比较关注这个。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事来解答。”扣肉：“建筑物设

计招标后，设计图纸要交消防局审核才能获得开工许可。图纸上按理说要注明装

修范围。而且竣工以后，消防局也要按图纸验收的。”

徐徐清风：“室内消防通道有最低净宽要求，就算摆放了目录柜，只要净宽

大于消防安全要求就行了。空调设备，招标的时候不能限定品牌。而且现在审计

很严格，无特别需要不得采购国外产品。”徐徐清风：“如果通道够宽，再摆一

些休闲茶座，沙发椅都可以，只要剩余的净宽大于最低消防净宽就没问题。”

biochem：“招标过程全程录像。”扣肉：“大型建筑物招标，一般是总包下面

分包。”赵洋洋：“我就在看他这个通道不是很宽，从顶部吊顶来看。”扣肉：

“总包招标分包的时候，业主和监理都可以要求参加。他这个地方很难说是紧急

通道，反而像一个紧急出口。”赵洋洋：“那么大的空间，空调很重要，而且我

还看到前台这里有西晒，那么早上就是晒。”扣肉：“应急通道在地上应该有指

示灯。目测附近的墙上全部被卡片柜遮挡，不晓得有没有应急指示灯。”赵洋洋：

“要是这里安排一个人坐台，那这个人挺苦的，早上太阳刺眼睛，下午晒后脑勺

晒电脑屏幕。”扣肉：“这个事情一般是业主和设计院沟通的。”

扣肉：“那这里摆放卡片柜确实不妥。卡片柜颜色较深，在断电情况下，极

易造成人员碰撞。”赵洋洋：“可以贴反光贴。”扣肉：“其实消防局会定期检

查的，不符合消防要求的做法，会出整改通知单。卡片柜属于竣工验收后，业主

自己的行为，不属于设计施工的范围。现在公共图书馆的主流设计风格是回字型。

书库在四周，中间是中空的阅览室。你关心的事情其实是两件事，第一件是空调

出风口的设计，第二件是采光与工位设置的关系。这都可以与设计院商量。因为

设计本身也是需要招标的。投标之前，潜在投标者一般都会和业主深入沟通。建

筑设计招标，我觉得还是比较正规。因为你只要在招标要求里限定必须甲级设计

院才能投标，那么中标者会给你提供所有你需要的咨询。当然，甲级院是很贵的。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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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图书馆的设计比一般建筑物要更加考虑承重的问题。这种事情不跟业主沟

通，是没法做的。”赵洋洋：“@扣肉 谢谢。”

1.5镜头下图书馆的模样

（1）福建泰宁县图书馆

图片由观员 pww 提供

（2）莫斯科大学图书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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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图片来源：徐长庆.莫斯科大学巡礼（6）：图书馆和教学楼。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051-1200903.html。”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051-12009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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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1.6 你提问，我回答

（1）近期有图书馆技术部招聘吗？

黄紫橙：“各位老师好，有没有哪个学校图书馆系统技术部有招聘信息呀，

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扣肉：“现在这个时候，属于招聘淡季吧。图书馆技术

部即便要招聘，可能也是第二学期比较多。”图谋：“关于图书馆招聘，据图谋

了解，有不少图书馆需要招人，圕人堂也有不少成员在求职中。期待可以多一些

互动，更好地‘互利互惠’。”

（2）求助：关于近年新建公共图书馆有关数量统计

素年：“前不久群里发过我国近年新建公共图书馆的情况数量统计，记得是

一个链接，请问哪位老师有，可以麻烦再发一下吗？谢谢！”图谋：“公共图书

馆 建 筑 面 积 数 据 剪 辑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54912.html 数据来源：以‘国际

出版周报，2018，12 月（10）’数据为主，辅以相关图书馆网站检索。需要的

是这个吗？这是 2019-1-2 ，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发布的博文。不清楚是否还有其

它分享。”素年：“谢谢，好像不是这个，时间不是 2019-1-2，是最近两三个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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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发的。群消息是支持检索的，可以尝试进一步检索。”素年：“标题记不清

了，检索了消息记录，没查到。”图谋：“那还有个建议，浏览近 3 个月的周讯，

或许会有所发现。假如没记错，应该可以找到。比较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周讯中

会 予 以 收 录 。 浏 览 网 页 版 ， 或 许 有 助 于 提 升 效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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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from=space&searchsubmit=yes。”

图谋：“@素年 是否是指这个？圕人堂周讯（总第 273 期 20190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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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论文写作指导和课题申报的资料分享

极限：“我记得前两年组织过论文写作指导课题申报方面的培训，哪位老师

有这方面的资料、课件分享一下？”图谋：“圕人堂群文件中有现成的：。”

图谋：“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中有：听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申报辅导报告笔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6898.html2014-6-26 23:21 该文

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图谋：“种种原因，当前信息分享壁垒重重。多年来，圕人堂希望推动圕人

堂成员之间各种形式交流与分享。”木木贝：“该共享文件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view=me&from=space&searchsubmit=yes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view=me&from=space&searchsubmit=yes
http://market.chinabaogao.com/gonggongfuwu/11153PK6201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68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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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成员之间可以利用圕人堂平台，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更好地互利互惠。”

（4）关于吴汉华《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赠书的说明

图谋：“@全体成员 关于吴汉华《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赠书的

说明。9 月份委托图谋完成索赠信息征集（累计 96 条），10 月份吴老师通过邮

政快递将赠书（签赠本）分批次寄出。由于量比较大且是逐一签赠，路途有长有

短，时间跨度会比较长。暂未收到赠书的成员敬请耐心等待。”Elvan：“谢谢

图谋，谢谢吴老师！”山一医*：“非常感谢！谢谢图谋，谢谢吴老师！。”图

谋：“因为是陆续收到，暂未收到的会有疑问。涉及的成员较多，发一则@all

消息。”道无言：“谢谢图谋，谢谢吴老师！”

图谋：“《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当当网售书网址。

http://product.dangdang.com/1530828389.html。内容简介：《民间图书馆实

践调查与发展战略》论述了国外民间图书馆的兴起、繁荣与衰落等阶段以及当前

的平稳运营态势；考察了韩国与日本的民间图书馆的发展过程，并对我国民间图

书馆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民间图书馆办馆人正呈老龄化趋势走向，

但通过举办‘民间图书馆论坛’有利于他们间的交流，并利于他们寻找传承人。

后指出，民间图书馆承担着文化保护者、公共空间、公共文化保障等价值，并提

出了政府应当允许民间图书馆加入公共图书馆联盟、成立民间图书馆协会、建立

政府购买服务等建议。作者简介吴汉华，男，41 岁，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副

教授，山西财经大学场信息管理学院信息管理教研室主任，讲授《管理信息系统》、

《Web 系统与技术》和《网络与信息安全》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主持各类项目多项在相关专业期刊发表十几篇论文，获得‘山西省高

校青年学术带头人’称号。”

图谋：“吴汉华老师面向圕人堂成员赠书已进行了两批次，7 月、9 月累计

130 册！一本本均是吴老师亲笔签赠并寄出，书费、快递费均是吴老师承担，这

是吴老师对圕人的特别奉献！吴老师不大可能做到满足所有需求，恳请谅解！若

有需要可以自行通过网络书店等途径购买。”克莱登*：“感谢吴老师！感谢图

谋！”图谋：“吴老师挺忙的，真是在百忙中抽空做此事，时下属难能可贵。图

谋只是试图做点辅助工作，背后也是不容易的。比如收集索赠者信息，因为是一

对多服务，实践中会遇到种种状况，提交的信息大多需要进一步整理、核实，有

的手机号写错了（缺位或写错某个数字），有的地址不够具体（快递员说无法寄

达）……据吴老师上午告知，第二批次赠书至今天已寄出 32 本，其余近期陆续寄

出。”管理员张*：“不容易。”图谋：“图谋发通知时特别告知‘若逾期、逾

数均致歉意，敬请谅解！’，这是有原因的，需要投入实实在在的人力、财力。

不当不周之处，祈请谅解！。”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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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子期刊按册怎么计算？

F：“各位前辈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电子期刊按‘册’计算是怎么个算

法？”文新：“电子期刊如果按‘册’计算，应该就是按‘期’计算，尤其是对

于整本电子期刊。”皖西学*：“一年一册。”mimmim：“一般来说，一年的一

种电子期刊算一册。外文一年两册。”文新：“一册和一种应该不是一个概念。

不过电子期刊一般都是按‘种’计算的。”F：“感谢！填表要被折磨疯了。”

秋雨：“比如《图书馆》算一种，但《图书馆》杂志如果从 1979 年至 2019 年都

收录了，应该就算 40 册。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F：“一年一册,这

我要怎么统计总量?”秋雨：“问数据商要。”F：“行吧。”

文新：“对于过期期刊而言，存在一个图书馆收录期刊总共多少期的问题，

此时每期应计算为一册。”boson：“是高基表统计吗？有说明的：中文一年算

一册，外文一年算 2 册。@F 。”F：“是的 。”苏：“电子期刊的种和册是不

一样的，我的理解跟秋雨是一样的。数据库商提供电子期刊的种数和册数也是不

一样的。”F：“说明是有，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反正就是很困难。”中学图*：

“我的理解也是一期为一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boson：“@F 很简单啊，

期刊种数已知，一乘就行了。”F：“数据库里的怎么算？”boson：“数据库里

面有多少种还不知道吗？”F：“不考虑数据库商提供数据。年份呢？不同的期

刊收录年份不一样吧。”boson：“那倒是，cnki 之类的可以有年份，外刊年份

就参差不齐了。”图米兔：“跟数据库商说是高基数据，他们知道怎么统计。”

南理工*：“这个统计的意义在哪里呢？”图米兔：“各学校都会要这个数据，

所以数据库商那有现成的。”苏：“不考虑数据商提供数据？你们的电子期刊可

以自己统计的呀？我们的自己统计不了。”

（6）回复同行评审意见时的注意事项

黄紫橙：“各位专家，请问在回复同行评审意见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

项吗？”图论坛付*：“回复同行评审意见时要注意：直面每条意见，逐条回复，

如同意专家意见，则针对性地修改，并说明修改了哪些内容，如不同意，则阐述

自己的观点，让专家理解，全程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即可，不要模糊含混。@

黄紫橙 。”诲人不倦：“不同意专家意见，有可能达不到修改要求，外审专家

会建议退稿吧。”图论坛付*：“专家一般不会提出作者达不到的要求。如果实

在难以修改，可以直言，说明理由，然后让编辑部来权衡。”biochem：“说得

好。”黄紫橙：“有一个专家说写得很好，另外一个说创新性有限，这种怎么回

复呀？”诲人不倦：“按照编辑部的要求，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可修改的余地，到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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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样的程度才会拟录用呢。”图论坛付*：“对专家的赞美表示感谢，说创

新性有限的，可以解释你认为自己的文章创新在哪里。”biochem：“课题评审

意见也是，一个说优先资助，另一个把你批得一无是处。”图论坛付*：“很正

常吧，专家意见经常不一样。”黄紫橙：“谢谢各位大咖的建议，非常受用。”

biochem：“有些评审意见是学生写的，不是导师写的。评审专家让自己的学生

评审。这种情况还不少。”诲人不倦：“@图书馆论坛小付 请问贵刊如果碰到两

个外审专家的意见极致相反，一般会怎么处理？”图论坛付*：“两个专家意见

对立，一般会给第三个专家。”

（7）图书馆员可以参加哪些志愿服务？

图雷：“求助：图书馆人员，至少参加 1 次志愿服务、为身边群众至少办 1

次实事好事。 过来人说说有什么好的做法。”印度阿三：“扶老奶奶过马路？”

图雷：“办过的说说好做法。”骑鹿踏雪：“献过血不是？自愿者打扫马路。”

图雷：“@印度阿三 图书馆人员能够做的，最好跟服务有关。”中原劲草：“图

书馆嘛，送书下乡，流动书车。搞党建、迎国庆、庆校庆书目推荐。”图雷：“楼

上建议再来点，最好不花钱的。@中原劲草 想法很接近 ，。”中原劲草：“不

花钱，你让大家喝西北风办事啊，这年头不现实，至少还是要管顿盒饭的啊。”

图雷：“自己人干 你们学校没有搞？”印度阿三：“每人发本书算不算？”中

原劲草：“图书馆最不缺的就是书目资源，有几个人有个选题，就很容易做出来

了。”中原劲草：“义务帮堂里群众下载一篇论文也算。”图雷：“@印度阿三 堂

里的兄弟姐妹算同行同志。”中原劲草：“或者文献传递一次。”biochem：“回

答堂友问题也算。”

（8）科研服务：国外最新科研成果和进展哪里有？

东周列国：“图书馆如何深入学校科研，为科研提供相关服务，如帮助老师

跟综国内外，特别是国外的最新科研成果和进展？大家有没有相关文章可以提供

参考？”小菜：“看下中科院组的学科前沿报告，他们是用 esi 和 incites 结合

的。中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的。”

（9）中文纸质图书采购分标事宜

赵洋洋：“请问群里各位老师，我们中文纸质图书采购分 A 分标和 B 分标，

一个正价一个特价，是开一次标还是二次。”骑鹿踏雪：“我们是 2 次。”扣肉：

“你问招标公司喽。他们比你懂。”赵洋洋：“我不能直接跟招标公司接触。”

扣肉：“为什么？”扣肉：“招标公司不跟甲方解释是什么鬼？”二木：“分两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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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好操作吧。”烟大圕*：“一般是一起开标。分两个标评就是了。”赵洋洋：

“我也觉得应该这样，一起开，分两个标评。应该是分开评，参数都不一样。”

（10）高校图书馆开展送书上门服务

g：“问一下：现在很多公共馆都可以送书上门了，有没有高校馆开展过送

书上门服务的？”星星：“送谁？送给教授？”g：“送给教职工。可以节约借

阅时间成本。”徐徐清风：“教职工有手有脚，凭什么让图书馆人送书上门？这

样的服务只能让图书馆更显低端。”星星：“我预测木错吧，图书馆员沦为快递

小哥。”天道酬勤：“不少学校图书馆在二级院系有分馆，本身就是在他们门口，

难不成还要送到办公桌边？”g：“现在好多学校馆舍分布式布局，校区也很多，

这样的情况送书上门就会很方便啊。”清凉桐影：“做过送书到分校区，反响很

不错。学生很欢迎。”g：“是送到分校区的图书馆吗？是类似通借通还吧？”

徐徐清风：“校区这样的批量送书，还是可以做的。”g：“公共馆很多都可以

快递到家了。”徐徐清风：“公共馆快递到家和高校馆送书上门可不同。”g：

“不用馆员跑快递，可以用第三方快递服务。”图穷：“@boson 可以第三方，

快递费自付的。”tianart：“如何时间允许的话，不用快递，可以利用校际班

车。”boson：“快递费自付没得说。问题以前很多这类服务（不是快递到家）

是靠公共资金的，一旦断了资金来源就难以为继。”图穷：“@徐徐清风 公共图

书馆阅读促进或阅读推广的那一套不一定适合高校馆。”自由的*：“以前我听

浙江有个学校的馆长报告，他们在 4.23 那天送书到办公室，平时老师们想找什

么书，发给图书馆，图书馆找好后放在借阅台，老师们下课后自己来取，他说效

果很不错。”

徐徐清风：“服务是有成本的和范围的，不是所有的主动服务都值得推广。”

图穷：“高校馆不能借用公共馆阅读推广的那一套思路和模式。”湖商陈*：“在

你的人力容许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推行图书上门服务哦。我们学校就是这么弄的，

效果蛮好。图书馆的口碑越来越好，赞誉越来越多，没看到轻视？”图穷：“@g

让高校馆馆员去做更专业更适合的工作，而不是一味得跟公共馆的风。个人觉得

高校馆应该立足教学和科研，而不是全民阅读推广。”东周列国：“送书上门，

我也觉得不可取。”飘雪：“谁负责送书？馆员吗？”湖商陈*：“学科服务和

送书上门并不冲突。”图穷：“主要是服务深度不够、能力不足。”湖商陈*：

“送书上门，可以很大程度的节约那些专家、学者和老师们的时间。”

g：“你们是馆员在做投递服务吗？”湖商陈*：“是的，馆员。”清凉桐影：

“批量送书到学校的各个校区，没毛病啊。谁家敢保证五个手指头一样长，各个

校区的图书资源一样多。”飘雪：“说白了还是要有财力支持。”书小弟：“能

力足就不会来图书馆了，这句话有失偏颇@飘雪 。”g：“找了一下，知名高校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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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北大是开展了这个服务的。”清凉桐影：“有财未必能干好，无财一定干不好。”

湖商陈*：“其实不止送书上门，还可以送服务上门，比如检索服务，数字资源

宣传服务，都可以开展一对一的服务。”图穷：“@湖商陈焕之 这个倒是不错。”

湖商陈*：“我觉得只要是读者需求的图书馆服务，都可以想办法提供。特别是

针对那些专家学者，高水平人才。”g：“图书馆转换一下服务方式，主动出击。”

清凉桐影：“前提得有数字资源上门送才行。”清凉桐影：“一对一的送书，有

点理解不了，因为雇保姆负责教授们的吃喝拉撒睡，更能节约时间。”g：“可

以使用校园里的快递服务，送上门或者送快递柜。图书馆负责用系统管理读者借

阅需求、找书打包。”二木：“成本怎么计算?”cpulib*：“本来就没多少老师

喜欢到图书馆，再来外卖，图书馆好尴尬！”g：“公共馆快递成本一般是 4-6

元，校内应该会再低一些。”cpulib*：“反正我们是服务部门，有技术，有服

务。”二木：“可以尝试的，就作一些探讨，有效果的借鉴学习。”

广东小*：“美国高校图书馆届有很多做送书上门的呀。这个就是一个大学

图书馆提供相关服务的说明。Library Express DeliveryDon’t have time to

visit the library? Use Library Express, a free service for all UTK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Deliver library materials to your department and pick

them up when you’re ready to return them.Retrieve items for pick-up at

your nearest campus library.Provide PDF files of journal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from our print and microform collection.If UT Libraries doesn’t

own the title or exact volume you need, you can submit an interlibrary

loan request for the item.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don’t hesitate to

AskUsNow.

About Departmental DeliveryWho is eligible?UTK faculty, staff, and

graduate students.How do I make a request?Log into OneSearch, and find

the desired title. Display the full record, and click on Request an Item

for Pickup/Delivery. See this guide for more details.

Where does Library Express deliver?We deliver materials for faculty,

staff, and graduate students to a designated location in your department,

usually the main office, mail room or other central point.Items for UT

Hospital faculty, staff, and residents are delivered to Preston Medical

Library.

How do I change my delivery address?You can change your delivery

address by logging into OneSearch with your NetID and password. Click on

your name, then My Account. You can then edit the address in the Personal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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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section. See these instruc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When will

I get my items?Normally, you will get your materials within 1-2 business

days (Monday-Friday).

How will I know when my materials are ready?We will email you when

the item is on its way.

Are there materials Library Express will not deliver?Materials

located in Reference,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rves, and the Law Library

are not eligible for delivery. If you don’t see a delivery option after

you’ve logged into OneSearch, then that item is not eligible for Library

Express.感觉比较方便的另外一个服务是期刊论文如果只有纸质版的话，会扫描

之后发到你的邮箱。图书馆是服务行业，就是流通阅览这样的基础服务还是有很

多可以做深做细的地方。不要眼光只是瞄着深度服务，深度服务要尝试，但是基

础服务也要加强。”

（11）王媛《图书馆员的职业愿望》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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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雨过天晴：“ 图书馆员的职业愿望。http://url.cn/5yQNY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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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高校图书馆非在编人员群体

2019-10-7 11:46

当前，图情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方向挺多。我自身的取向，是希望尽可

能地贴近实际，帮助解决一些现实问题。英美的研究与国内的研究是有所不同的，

英美的研究多为较为规范的学术研究，多属于“小题大做”，国内的研究多属于思

辨感悟类（许多内容属于重复研究，似曾相识）。当前，国外图书馆进入视野的 ...

个人分类:圕人堂|68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圕人堂服务体系简介

2019-10-5 23:07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yQNYNv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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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2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0092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0092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0092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0092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0092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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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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群是载体之一。关注“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或“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实际

上属于用户分流。籍 ...

个人分类:圕人堂|65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简史

2019-10-5 12:17

图谋按：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经历了百年历史（1920.3-2019），图书馆事业已取

得了长足进步，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和学位制度逐步建立并日臻完善。本文试图学

习与借鉴诸位学者先进之成果，摘编梳理成“简史”供参考。 中国图书馆学是在

20世纪 2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 其主要标志有三个：①1920年 3月韦棣华女 ...

个人分类:圕人堂|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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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文件。

3.大事记

（1）“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通知

为了进一步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深入探讨“十四五”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前景、

机遇及挑战，研讨图情学科发展与图书馆人才培养，江苏省图书馆学会、江苏省

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拟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举办“图书馆战略

规划与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将邀请国内外业界、学界知名专家，围绕图

书馆战略规划、服务创新及人才培养作主旨报告。凡参加会议的人员，请发送回

执（附件 1）至：lib101@ujs.edu.cn，回执截止日期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因

会场有限，参会人数原则上控制在 200 人以内，报满截止。 详见：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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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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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0075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0075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0075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0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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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stsgxh.org/njlib_xhgg/201909/t20190918_170160.htm

（2）关于吴汉华《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赠书的说明。9 月份委托

图谋完成索赠信息征集（累计 96 条），10 月份吴老师通过邮政快递将赠书（签

赠本）分批次寄出。由于量比较大且是逐一签赠，路途有长有短，时间跨度会比

较长。暂未收到赠书的成员敬请耐心等待。

（3）2019 年 10 月 11 日 14:00，群成员达 2487 人（活跃成员 387 人，占 15.6%），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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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蓓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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