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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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第一版新鲜出炉 http://lib.nit.net.cn/tuan/。”

图谋：“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招聘馆员 6 人，西安交通大学招聘公

告.http://oa.xjtu.edu.cn/zxgg_infonew.jsp?processInsId=SVUVPP。”

willa：“邱葵，美国高校馆买纸书少，但爱买一手资料

http://www.cbbr.com.cn/article/127584.html。”

图谋：“吴建中：图书馆学教育的反思

https://mp.weixin.qq.com/s/Jw_Rep4VgKvkDEovBrmpag。”

图谋：“闲话论文查重产品与服务 http://1t.click/bkd9。”

图谋：“关于举办区域协作与图书馆智慧服务专题论坛的通知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351/14641.html。”

图谋：“ACM/IEEE 数字图书馆联合会议（JCDL 2020）征稿启事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32/14567.html。”

图谋：“关于举办 2019 全国出版界图书馆界全民阅读年会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gpRgtxYRDstga_-YIgtVOw。”

图谋：“图书馆应强化参考咨询工作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6981.html。”

图谋：“弘雅书房.2019 全国书偶创意设计征集活动获奖作品展示

https://mp.weixin.qq.com/s/bv5yqGpfmUHB35-J8Rbq8A。”

1.2 实证免费数据库和采购数据库的查全率、查准率

小唐菜：“国图这个消息最近又火了，我查了下 16 年就有这条消息，这些数据

库是真的开放吗？在外面想上国图查查来源，太慢了，掌上国图半天打不开。”

图情民工：“每隔几个月就来回炒那个‘18 个学术搜索引擎’等，好多早就关

闭了，这帮人根本连访问下都不知道。开放的数据库更新很慢，一般是镜像网站。”

sonorous：“领导一转就麻烦，该让馆员核实情况了。你看看这个推送，是不是

咱们馆好多资源不要再买，国图可以免费用，经费省下来干点儿别的嘛！”

便笺：“https://mp.weixin.qq.com/s/-MBweG7Yb2PAd1z3ShliTA 免费下文献，

可靠率有多少？这篇文章可以给领导看一下，实证调查了一些免费数据库和采购

的数据库的查全查准率的区别。”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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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图书馆论坛》2019 年第 11期

刘编：“冬天里的春天，有些暖，不仅仅是南国—-《图书馆论坛》2019 年第

11 期，总有一篇，值得您看一看。最新一起更新在圕人堂群文件。”

Eterna*：“刚刚聆听了赵俊玲老师在天津财大做的报告。看到了她在 <图书馆

论坛>里的文章。”

1.4 吴建中：图书馆学教育的反思

图谋：“吴建中：图书馆学教育的反思.

https://mp.weixin.qq.com/s/Jw_Rep4VgKvkDEovBrmpag 摘编自：吴建中.图书馆

学教育的反思[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9,37(02):3-6.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图

书馆学的引领，图书馆学的发展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创新。两者相辅相成，图书

馆事业发展了，图书馆学才能更有作为; 图书馆学发展了，图书馆事业才能更有

活力。”

顾健：“吴建中先生说‘图书馆学教育的反思’，我以为不如说，‘图书馆的反

思’！”

1.5 术语综合著录

赵洋洋：“问一下群里有编目的老师吗？什么叫综合著录。”

文新：“综合著录是指以某文献集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所进行的著录，与综合著录

配套的往往还有分散著录。如对于多卷书、丛书等所做的综合著录。”

图谋：“关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还可以查询术语在线。综合著录

integrated description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2019 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_

信息组织_资源描述定义：对丛书、多卷本书、期刊及其他系列性出版物进行整

套著录的方法。除对总体情况进行描述外，还需要对其中所包含的各个卷册加以

揭示。见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见：

http://www.termonline.cn/list.htm?k=%E7%BB%BC%E5%90%88%E8%91%97%E5%BD%9

5。这一在线工具书，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利用。”

1.6 英文参考文献转换成国标的工具

顾健：“请教是否有工具可以将英文的参考文献转换成国标？”

图谋：“可以试着用 BD 学术搜索，也是一种辅助办法。用 BD 学术搜索检索具

体文献，点击引用时，有 3 种样式供选择。”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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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健：“BD 学术不完全符合国标。”

图谋：“BD 学术只是辅助方法。您用其它专业的文献管理软件，也只是辅助。

另一种辅助方法是可以尝试用中国 ZW 检索外文文献，其输出格式为‘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百度学术输出格式为‘GB/T 7714‘格式。”

boson：“一些文献管理软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其他类似软件也许也有此类功

能，但没试过。”

顾健：“BD 和 ZW 都存在相同的问题，连字母大小写都没有符合国标。我也纳

闷了，咱们国标对英文的东西为什么要另搞一套呢？”

图谋：“实际上英文的标准有许多。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要求。”

顾健：“嗯，我对国标改大小写字母吐槽。要符合国标，真是一件麻烦的事。对

于英文姓名，和中文的区别在于名和姓的顺序，可是国标，非要将姓全部大写，

并且将名保留一个字母，其余删除。”

1.7 开会议听报告的意义

图谋：“剧透一下，麦子老师 12 月份将回国，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农林大学邀

请做报告。群成员中这两所高校的成员有不少，可以关注一下。”

麦子：“可以合影。对了，浙江农林的完全是群的功劳，而且是 2018 年初就约

我，我去年早排满了，所以拖到现在。要 2020 年的，请早登记。”

图谋：“有成员分享会议信息，其它成员马上索要 PPT。实际上这个难度系数更

大，需要相关方面授权。”

扣肉：“说实话，我对于会后索要 PPT 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大多数与会者打的

名义是回去重新学习，或者给没来的同事分享。但是实际上后来的作用并不大。

PPT 本身也有著作权归属的问题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PPT 是演讲人的职务作

品。个人可能无权散播。大多数 PPT 带着学校的 LOGO，扩散途径是否得到授权

值得商榷。有些报告的主题与科研项目挂钩，恐怕向更广范围传播也不是那么容

易。”

图谋：“圕人堂欢迎成员积极参与与分享，但确实要尽可能地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麦子：“从发言人角度看，我是很分清 PPT 和论文的界限，也就是前者除非你

来现场，否则看了只能了解大概。没有细节。我是文章写得极细，但 PPT 极粗。

我一直觉得这个道理：要学东西，自己去看论文。开会议，听报告，就是和人交

流，和会场外的交际。当然，另外说一些报告里不好说的东西。”

扣肉：“会议和报告的主要收获应该是交流，不是学习。”图谋：“侧重的还是

交流与分享，从中解决一些实际需求（比如收获友谊、获得启迪）。”

麦子：“在美国图书馆开会，私下的聊天的信息量很大，比如如果你对某工作有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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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可以侧面了解某个馆很多内情。此外，以前我们和加州大学的同事开会时

聊天，退休攻略是一个常说的话题。否则花一天时间到外地，尤其是冰天雪地里

(美国医学协会开会的地方都是风和日丽的)，花自己经费去听报告，我在职业中

期以后就不做了。当然，所谓的神仙会除外。敦促同行：要写文章做研究，要多

看论文。如果去开会，要和对方交流，否则真是浪费自己的机会和对方的用意。”

图谋：“各取所需就好。说学习也没问题，学习有有字书，也有无字书的学习。

圕人堂一直期待成员分享参会心得、感悟。这对促进学习与交流会有所帮助。”

1.8 闲话免费数字资源

图谋：“闲话免费数字资源

https://mp.weixin.qq.com/s/A1LR-mW0y_xv4WD1PQfGAQ 近期‘国家图书馆免

费开放 175 个数据库’被许多自媒体传播、许多受众转载。圕人堂成员也有参与

传播与转载的。第一时间，有成员明确指出这是 2016 年的夸张宣传，改头换面，

并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特此进一步梳理圕人堂群内表述过的信息，供参考。

发现今天有更多圕人在参与传播与转载‘国家图书馆免费开放 175 个数据库’，

特此发一条@all 信息。”

图书馆*：“辟谣得及时。”

图谋：“‘闲话免费数字资源’那篇信息没几个人浏览，‘国家图书馆免费开放

175 个数据库’倒在进一步奔走相告，其中有不少图书馆人参与。‘闲话免费数

字资源’那篇信息，目前为止，科学网博文 361 次浏览，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46

次浏览，累计 607 次浏览。”

曲师大*：“谣言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扣肉：“有信息检索课的高校，应该

教会学生如何从权威渠道获取信息，辨别谣言。”

图谋：“关于‘国家图书馆免费开放 175 个数据库’那条信息，图谋花了大量时

间和精力梳理了《闲话免费数字资源》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6448.html），其中一个用意是希望

给包括国家图书馆同人在内的圕人省点劲。”

图谋：“撤回消息所有管理员都有权限，不见得非得由图谋来操作。图谋所做所

为，其实也仅仅是作为圕人堂成员之一，贡献一份‘微力量’。‘撤回消息所有

管理员都有权限’，其他管理员要把关。我如果是管理员，第一时间撤回。图谋

的精力和能力非常有限。有人认为图谋有多少好处谋求啥特别福利，或者有啥特

殊爱好（比如喜欢‘撤回’消息或批评他人之类），实际是真没有。”

biochem：“除了群主，本群还有 18 名管理员，刚才这 18 名管理员估计都没有

看本群的信息。管理员要多关注本群，有问题及时处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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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有人批评图谋管得过多过宽，其实里边包含许多无奈。其它管理员顾不

上也完全有可能，人家也挺确实挺忙的。有人批评，就有人赞群主民主，消息自

由宽松。包括图谋在内的管理员，其实都是志愿者。圕人堂所有成员均为成员。”

1.9 圕人堂周讯链接可访问

依霖：“为什么上周的周讯，网页链接都打不开？”

图谋：“为什么老是您说打不开？上周已经说明过。”

依霖：“不好意思，没有及时看到。所以想问问，是个别现象还是共同现象。”

图谋：“一期周讯那么多链接，居然都打不开。图谋刚刚进行了实测，随意点了

一个链接，是正常的。我是在网页版正文中，随意点了一个链接。圕人堂周讯（总

第 288 期 20191115）.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6286.html。”

图谋：“每期周讯整理，负责整理的编辑一条条梳理信息。个别存在问题是有可

能的，但‘都打不开’，这是不大可能的。网页版其实就是在 pdf 版，直接复制

粘贴过去的。假如个别存在错误，可根据周讯中的线索，到圕人堂群消息中检索。”

1.10 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招聘

西交大*：“http://oa.xjtu.edu.cn/zxgg_infonew.jsp?processInsId=SVUVPP。”

图谋：“一条信息，最好含链接、简介，这样传播效果会更好。西安交通大学钱

学森图书馆招聘馆员 6 人（学科竞争情报分析岗 2 人，数字资源建设与管理岗 2

人，信息技术服务岗 1 人，新媒体运营及文化活动推广 1 人）。另，经金学院招

聘图书资源管理岗 1 人。详见：西安交通大学招聘公

告.http://oa.xjtu.edu.cn/zxgg_infonew.jsp?processInsId=SVUVPP。”

dudu：“都要博士。”中国农*：“没有细看，转给硕士生了。”

图谋：“招聘公告中有‘应聘其他专业技术、管理岗位者须具有全日制重点高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其他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30周岁（1989

年 11 月 1 日以后出生），博士学位获得者可放宽至 32 周岁（1987 年 11 月 1

日以后出生）’打算应聘的，有必要进一步‘审读’招聘公告。待遇没有提，必

须研读有意向的。”

西交大*：“本科也可以的。具体的先报名吧，网站上都有电话。”

图雷：“4.实验技术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1984 年 11 月 1 日以后出

生）；其他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30 周岁（1989 年 11 月 1 日

以后出生），博士学位获得者可放宽至 32 周岁（1987 年 1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已在本校工作的非事业编制人员年龄可适当放宽。”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6286.html
http://oa.xjtu.edu.cn/zxgg_infonew.jsp?processInsId=SVUVPP
http://oa.xjtu.edu.cn/zxgg_infonew.jsp?processInsId=SVUV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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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国家图书馆提供的远程访问服务

图谋：“关于国家图书馆的远程访问服务，确实是做得比较好的。可以进一步关

注与利用。参见：（1）国家图书馆办证须知

http://www.nlc.cn/dsb_zyyfw/wdtsg/dzzn/dsb_zkxz/办理读者卡须本人持有效身

份证件（身份证、户口簿、护照、军人证、港澳通行证、台胞回乡证、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到馆填写《国家图书馆读者卡申请表》后办理。不提供任何形式的

异地办理、他人代办，首次办理时免除工本费。（2）如果有国家图书馆读者证，

可以通过读者门户

http://mylib.nlc.cn/web/guest/reader_login?redirect=/web/guest/home 使用。假

如密码忘记了，可以在他们的工作时间，拨打页面右下角的咨询电话，会及时解

决。”

biochem：“实名注册的话，用手机验证码登录就方便了。”

图谋：“还是知足吧。换个角度想想，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国家图

书馆提供的远程访问服务，同样是在相关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以中国知网系列

数据库为例，国家图书馆提供的其镜像站的访问（涉及 10 余个子库），当前该

系列数据库均无法访问（有可能是其镜像站有故障，也有可能是受到制约）。另

其万方数据系列数据库，亦是提供镜像站访问，并且明确告知‘万方数字化期刊、

万方学位论文、万方会议论文数据库馆外在线浏览及下载限额为三库累计每人每

日 2 篇，可在三库间通用。’。国家图书馆自有资源，比如文津讲坛等，基本未

受制约，这些也是很有价值的资源。”

biochem：“‘三库累计每人每日2篇，可在三库间通用’，这样基本没有意义。”

图谋：“ScienceDirect 数据库，当前未在列表之中（2016 年在）。biochem 老

师说的有一定道理，换一个角度是，有比没有好。出现这个约束，应该是被动的。”

图谋：“2016 年，由于网络媒体过度宣传，国家图书馆停办集体卡，且若干资

源有进一步约束，使得远程访问功能实用价值降低。即便如此，国家图书馆读者

证是有用的，虽然部分资源受到知识产权约束，但仍有不少资源提供远程访问。”

小菜：“需要的人，总会各个方式找到资源。”

图谋：“公共场所的一些服务，实际上通常有其特定的商业模式。”

小唐菜：“这两天在家里和办公室实测了一下，国图收录的数据库确实还挺多的，

在本地局域网内访问肯定效果肯定也不错。但非本地访问外文库大部分网速很

慢，有很多限制，知网上不去，学位论文等库有前几十页的访问限制。”

sonorous：“我家北京移动的网，在家打来国图的链接远程访问非常慢。比上

BD 查资料网页响应速度慢多了。”图谋：“我在江苏，这几天实际也有实测，

http://www.artlib.cn/
http://www.nlc.cn/dsb_zyyfw/wdtsg/dzzn/dsb_zkxz/
http://mylib.nlc.cn/web/guest/reader_login?redirect=/web/gues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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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几种网络，网速方面是正常的。关于国家图书馆读者资源使用权限，读者门

户网站上说的比较清晰。”

1.12 圕人堂 QQ群知识库

www：“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第一版新鲜出炉 http://lib.nit.net.cn/tuan/。”

张芸：“这个知识库很厉害。”图雷：“ 亲测，非常实用。”

图谋：“@www 王老师做的‘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http://lib.nit.net.cn/tuan/），

我粗略点击了，很好！王老师为圕人堂作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让梦想照进

了现实，非常感谢！‘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是在《圕人堂周讯》基础上做的，

更便于检索与利用。如果能进一步揭示信息源自具体某一期周讯，参考价值可能

会更高。”

图谋：“这是圕人堂的 Logo，建议加上。这个 logo，2014 年 5 月 11 日已上传

至群文件中。洞庭水手老师提供技术支持。‘圕人堂’英文名字‘LibChat’，

亦属于集体智慧，麦子老师等多人曾出谋划策。”

www：“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浏览界面更新：http://lib.nit.net.cn/tuan/1.点击圕

人堂周讯（总第 15 期 20140822）可以下载 PDF2.提供对话模式和原文模式 两

种浏览方式。开发这个搜索功能的初衷，是觉得圕人堂周讯整理的内容对工作有

很好的参考，也是学习图书馆业务的重要材料，尽管之前提供了总目，但翻找起

来还是比较费劲，比如我想了解国外对工作人员的招聘情况，想到的是麦子多次

提供的一些信息，所以输入这个来搜索：时间轴：选择全部跨度输入框输入：intitle:

招聘 麦子。好的信息的展示得益于周讯的整理者，所以在浏览界面也增加了整

理者的信息。想查我的聊天记录，如果直接输入 www,可能会搜索出网址出来，

所以我输入：www：网名后面增加了一个中文冒号。效果很好，大家可以试一试，

看看你的讨论被收录了多少。这是我查到的最早被收录的记录（前 14 期数据目

前没有导入）。”

图谋：“@全体成员 欢迎关注与利用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http://lib.nit.net.cn/tuan/）1.点击圕人堂周讯（总第 15 期 20140822）可以下

载 PDF2.提供对话模式和原文模式 两种浏览方式。”

图谋：“@www 1-14 期为 word 文档，是否需要先将其转成 PDF?”

www：“不是这个原因，里面的整理内容可能不符合标准，比如第一期。我后续

有时间会慢慢将所有内容都导入，但比如第一期，只有综述，没有具体内容。如

果能重新整理下就好了。”

图谋：“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http://lib.nit.net.cn/tuan/）,由 www 老师开发。

特此致谢！《圕人堂周讯》有抢救性保护群交流信息的作用，假如目前再回头找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it.net.cn/tuan/
http://lib.nit.net.cn/tuan/
http://lib.nit.net.cn/tuan/1
http://lib.nit.net.cn/tuan/1
http://lib.nit.net.cn/tu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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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回头做，绝大部分信息不大可能找到。”

www：“是的，你当初做周讯，这些内容以后会非常有价值。如果有人研究现代

图书馆史，是否这个圕人堂资讯是要涉猎到？图书馆人最擅长的就是知识的整理

与保存，所以，我们有必要将我们自己的东西整理与保存。”

图谋：“我刚才浏览了 1、2 期，确实粗糙。周讯的梳理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整理周讯的老师们相当辛苦。之前有成员以为很简单、很轻松，实际

体验过之后，感受大不同。”

文化之光：“量大了,就辛苦了。”

图谋：“这么些年，图谋特别感谢编辑团队诸位老师的坚持与坚守！量大是一个

方面，还有更多因素。每期周讯整理人需要密切关注群消息，尽可能将信息收集

全，因为消息管理器中的消息并不完整。许多信息要进一步筛选、核实、重组织。

www 老师所做的工作，有助于《圕人堂周讯》得到进一步关注与利用，很有意

义！”

1.13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春季馆配会专刊

willa：“《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图书馆人谈采访专题图书商*：‘邱葵，美国高

校馆买纸书少，但爱买一手资料 http://www.cbbr.com.cn/article/127584.html。’

图书商*：‘上周邱葵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已刊发，发来供大家参考。感谢群

里的分享。’图谋：‘需要更正一个字，是‘圕人堂’不是‘图人堂’。’ 图

书商*：‘是我没文化了，我赶紧改。’图书商*：‘同期是春季馆配会专刊， 我

们同时采访了顾犇等大拿，还有出版社馆配人员，以及春季书情，供大家参考。’。”

biochem：“顾犇先生的博客书蠹精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guben

顾犇简介

http://baike.sogou.com/v56647157.htm?fromTitle=%E9%A1%BE%E7%8A%87 顾

犇先生的个人网站非常有料，堪称‘顾犇图书馆’。特此予以推荐：顾犇博士个

人主页 http://www.bengu.cn/顾犇，生于上海，理学硕士、管理学博士；研究馆

员；国家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国际图联编目专

业常设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资源建设与共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第八届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第一和第二届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翻

译协会第五届全国理事会理事、专家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2004 年获

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代表著作有《简明牛津音乐史》（译著）、《信息资源

建设的实践和思考》、《书山蠹语》。顾犇.各地图书馆（摄影集）

http://www.bengu.cn/homepage/libraries.htm 顾犇先生个人摄影集，涉及多个国

家多种类型图书馆，有大量照片。”

http://www.artlib.cn/
http://www.cbbr.com.cn/article/127584.html
http://blog.sina.com.cn/guben
http://baike.sogou.com/v56647157.htm?fromTitle=%E9%A1%BE%E7%8A%87
http://www.bengu.cn/
http://www.bengu.cn/homepage/librari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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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圕人堂不少事是群成员志愿做的

图谋：“圕人堂不少事情是群成员志愿做的，比如 www 老师研制的‘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图道老师数年来持续更新‘圕人堂周讯总目录’……图谋实际上也

只是一名志愿者，早期随时想做‘逃兵’，一走了之。近年，我不敢提逃跑的事

情，我认为逃跑对不起诸多志愿者，对不起给与圕人堂关心与支持的圕人。”

willa：“嗯，代表若干千万图林中人向你们致敬！感谢有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

图谋：“圕人堂群中潜伏着许许多多高人。真的是：圕结就是力量！图谋这些年

花了大量精力‘琢磨’共建圕人堂、共享圕力量。”

willa：“就是不知道圕人堂的存储空间能有多大，如果某些高质量论文中的重要

资料或者引文能搞一个地方共享能大大促进学术发展。尤其是档案资料，不是人

人都有机会见到的，如果已经发表了，能否共享呢？这个需要咱们这个圈子的作

者形成共识才好。”

biochem：“论文的话，还是搜数据库吧。”willa：“比如说，某些五六十年代

发表的图书馆学论文，某些高校馆的其他数据库有电子版，我可以共享给大家。”

图谋：“似乎‘超纲’了。《圕人堂周讯》5 年多形成的合辑，不到 300M。您

说的不是圕人堂能承受的事情。圕人堂的所做所为是在群规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tml）框架下做点小事、实

事。”

1.15 圕人堂的运营

图谋：“圕人堂的运营，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企业赞助。这些年做了一些探索，但

属于‘亦步亦趋’。圕人堂属于草根网络社群，提供不了企业发票，也无法签定

服务合同。安全问题始终是圕人堂的大事，主要包括言论安全、财务安全。”

图谋：“圕人堂发展经费概况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4596.html2019/4/21 稍事梳理，算是

一种信息公开兼作备忘。2019 年 5 月 10 日为圕人堂建群 5 周年纪念日，图谋理

想中的圕人堂氛围：爱圕爱堂，向上向善，共建共享。”

biochem：“爱圕爱堂，向上向善，共建共享。好！”

图谋：“这些年，时不时有成员提意见或建议，对圕人堂寄予较高的期望，希望

圕人堂能做大事、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受诸多因素制约，许多事情是鞭长莫及的。”

willa：“嗯，能发展到这个规模已是不易。感谢付出某些专业领域的学术会议的

会议资料，不知道能否给圕人堂上个二维码宣传，我就是一说，不知道操作起来

难度大不大。”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4596.html201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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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2015 年 7 月，第 12 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暨 Lib2.15 会议，提

交的案例为《圕人堂的梦想与实践》。会前制作了易拉宝及宣传彩页。会中，在

7 月 6 日的‘案例介绍’、‘创意市集’、‘馆员聚会’及 7 月 8 日的自由环节

对圕人堂进行了宣传推广。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有 47 名成员加群，估计有近 40

名是会议代表。这是圕人堂首次正式亮相学术会议，也是唯一的一次。之后的若

干年，图谋参加过若干次会议，很少主动提起圕人堂。因为没必要给人添麻烦，

也不必要给自己增加太多压力。之前在群中也说过，图情领域稍微有一定规模的

会议，有一定数量参会代表是圕人堂成员。近期我自身参加过的几个会议，仅仅

是我了解的，参会代表会有 10%以上在圕人堂。这并不夸张，也没必要夸张。图

谋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的一名会员，曾受惠于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帮助与提携。图

谋曾被推荐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青年人才奖候选人（共 27 名）之一，虽然

未当选（被评为‘优秀会员’并受邀参加年会颁奖典礼），但对图谋是有积极影

响的。这些年，圕人堂积极支持中国图书馆学会各项工作。”

1.16 近期会议信息

图谋：“关于举办区域协作与图书馆智慧服务专题论坛的通知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351/14641.html 为改善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不

均衡、不充分的现状，促进各区域间图书馆资源的融合共享，推动图书馆由传统

服务向智慧服务转型，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计划于 2019 年 12 月

10-12 日在辽宁省丹东市举办‘区域协作与图书馆智慧服务专题论坛’，欢迎广

大图书馆工作者及有志于推动图书馆事业持续发展的各界人士参加此次会议。会

议采取邮件报名方式，报名截止时间为 11 月 25 日。”

图谋：“ACM/IEEE 数字图书馆联合会议（JCDL 2020）征稿启事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32/14567.html 数字图书馆联合会议（JCDL

2020）将于 2020 年 6 月 19-23 日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省武汉市举办，

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承办。本次会议是 JCDL 首次在亚洲地区举办，会议主

题为‘加快创新、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转型（Speedier Innov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cietal Transformation）’。诚邀与会者讨论数字图书馆理论与

实践创新、可持续知识生态系统构建、快速变革时期如何促进社会转型等问题。

JCDL 2020 接受各种类型的英文语种投稿，包括：长篇论文、短篇论文、海报与

展示、博士生论坛、专题讲座、研讨会、座谈小组、实践案例。各类型投稿的具

体要求请见 http://2020.jcdl.org/cn/GeneralSubmissionInstructions.html。”

图谋：“关于举办 2019 全国出版界图书馆界全民阅读年会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gpRgtxYRDstga_-YIgtVOw‘2019 全国出版界图书

http://www.artlib.cn/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351/14641.html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32/14567.html
http://2020.jcdl.org/cn/GeneralSubmissionInstruction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gpRgtxYRDstga_-YIgtV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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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界全民阅读年会’拟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至 30 日在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举

办。本届年会以‘全民阅读与书香社会建设’为主题，邀请出版界、发行界、图

书馆界、学术界嘉宾到会，为推进全民阅读建言献策。”

1.17 创意旧物改造

麦子：“同事用书做的。废物利用。”

无限之门：“精装书质量好，平装书不行。”

咪咪猫：“@麦子 有创意啊，喜欢！”

麦子：“@咪咪猫 是有类似图纸一样的表格，需要事先描好，然后一张张折或

者剪。很费事。”

1.18 求助圕人堂时，提出具体问题方便解答

欧亮：“请问万能的群，有上海交大图书馆的老师吗，有事咨询！”

图谋：“这种提问方式，不大可能有人接话。建议是提出较为具体的问题，方便

解答。比如您提出的问题，上海交大同行愿意解答，可能会选择小窗交流。此外，

有的问题，其它成员也有可能可以解答。”

biochem：“类似的回复，图谋已写了起码几十遍了，我也说过好多遍。”

图谋：“图谋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做‘客服’示范。群成员有一定流动性，且若

干需求是即时性的（需要的时候关注，不需要的时候不关注）。因此‘客服’工

作很重要。种种原因，缺乏相适应的激励机制，未能健全服务体系。”

图谋：“这方面是经历过系列探索的。比如：(1) 圕人堂 QQ 群常见问题（FAQ）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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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 2014-12-29 (2) 圕人

堂客服服务规范(试行).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210.html

2015-3-25 (3) 圕人堂常见问题问

答.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18231.html2018/6/10。”

biochem：“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在群里问，知道的并有时间的，一般会给予答

复。”

图谋：“作为"客服"与‘咨询馆员’是相似的，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用户咨询。

这实际也是图谋不厌其烦‘絮叨’的原因。更多人参与做‘客服’，交流氛围会

更好，彼此更受益。像文献传递类需求，图谋建议最好是群成员之间熟络之后，

小窗进行。这样效果更好。适度冒冒泡，有助于获得帮助。之前有成员小窗向我

表达不满，大意是我提的某某问题或某某需求，为什么没人解答？其实我也没有

什么办法。在圕人堂群，没有谁有解答提问的义务，有人解答那是因为运气好或

遇到好人了。”

1.19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

图谋：“圕人堂可以搞个节目，晒晒 2019 年读过的书，欢迎感兴趣的成员参与。

可繁可简。简单的列个书单就好。进一步的，可以分享书评或读书笔记。”

图谋：“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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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 2019/2/23。”

图谋：“插播广告一则。很久没有收到稿件了。有成员定向捐助（捐助圕人堂从

业抒怀征文）的稿费还没花出去。期待助图谋‘一笔之力’。通知发出之后共选

刊 6 则稿件。有的稿件因为相关度较低，未予选用。”

图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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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 825 次阅读

2019-7-2 15:58 宋军风：我以我心系书香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5825.html 已有 996 次阅读

2019-6-19 14:35 杜桂平：我与图书馆‘先结婚后恋爱’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5722.html 已有 1247 次阅读

2019-6-18 22:28 节能：不寻常的经历，不一样的感怀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721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1823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730.html
mailto:37825775@qq.co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777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58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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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总第 289 期 20191122）

1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84942.html 已有 992 次阅读

2019-6-14 10:28 周广西：折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7551.html 已有 1392 次阅读

2019-3-14 18:46 千帆：读者服务故事——一根黑色头绳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7354.html 已有 1101 次阅读

2019-3-13 20:00。”

图谋：“截图是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中的情况。以上数据表明，圕人堂从业抒怀征

文是挺受欢迎的。期待进一步关注与支持！”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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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总第 289 期 20191122）

16

图谋：“4 月组织了一个专题，从微信传播的效果看，关注度较低。”

1.20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脉象”图

图谋：“这是圕人堂近一个月的阅读次数及阅读人数情况。”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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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朋友圈’及‘朋友在看’占的比例偏高。”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自 2019 年 6 月至今很‘平静’。”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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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2018 年 6 月 12 日-12 月 31 日。”

图谋：“2018 年 6 月 12 日-2019 年 6 月 11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LibChat）的‘脉象’。”

1.21 机构库

海边：“群里有了解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的机构库工作吗？”

图情民工：“现在各个高校又开始重新建机构库了吗。国内没有预印本文化，机

构库这个词开始是做这个的，国内基本都是放出版的论文。”

sonorous：“很热，从未衰退，一直有想法的。医学类的高校，尤其需要机构库。

因为医学永远是前沿理论，而且很多都在临床阶段，学术成果都可以先放在知识

库上供同行借鉴。”海边：“校外开放访问才能被同行借鉴。”

1.22 新书出版时间

赵洋洋：“请问新书什么时候出版？每年开学去选书可以选到当年最新书吗。”

南理工*：“每个月甚至每天都会有新书出版吧。只是适不适合自己的馆藏。”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289 期 20191122）

19

文新：“般每年上半年和年底分两批下发新书的书号。所以，新书的出版基本也

是分为两批相对集中出版。”

赵洋洋：“请问去年放了多少。”

文新：“这需要时间查询国家版本图书馆。”

1.23 图书馆应强化参考咨询工作

图谋：“图书馆应强化参考咨询工作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6981.html 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似乎

愈来愈边缘化了。图书馆应强化参考咨询工作。”

图谋：“圕人堂的输出，不仅是《圕人堂周讯》，还有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中博文

（当前共 1049 篇，其中 288 篇为《圕人堂周讯》网页版）。科学网提供了平台，

圕人堂实际是依靠科学网平台得以生存。此外，圕人堂也是有意跳出图书馆圈子，

融入更为广阔的天地。圕人堂多年来的努力是在积极构建‘圕人堂服务体系’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

biochem：“我是通过图谋博客知道了本群，然后就扎根本群，不能自拔。”

1.24 图书资料类职称转别的系列职称政策

二木：“请教各位，现在是图书资料类职称，要想转别的系列如研究系列的同级

职称，是要重新申评还是怎么办呢？”

雨后：“这要看本校或本省的职评文件规定。问人事处或自己学习文件。”

花香满衣：“可以同级转职。”

图雷：“图书资料类职称，要想转别的系列如研究系列的同级职称，是要重新申

评。江苏这边基本是，我见到的我们学校人事档案材料。工厂过来的高级工程师，

先转评讲师，后第二年就可以申请副教授。年限可以按照原来的最早的职称时间

算。副教授，有人再去评了工程师，第二年就评高级工程师都给过了。”

1.25 图书馆学科馆员的价值

sonorous：“很多学者买文献资料，图书馆没钱帮着买，都是拿着自己经费去买，

甚至自己出国去追踪文献信息然后去买，根本不用图书馆学科馆员。”

图谋：“这是什么逻辑？”

sonorous：“很多学科馆员不是老是走进院系，问院系老师有啥需求吗，结果有

好多老师都说 XX 数据库或者 XX 丛书是必备的，但是学校没买，希望能购买，

结果发现每个院系都这样有文献需求。”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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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要充分否定图书馆学科馆员的努力？还是不够了解图书馆，不够了解学

科馆员的努力！当前，更需要的鼓励与支持！”

sonorous：“像以前我们学校，一个学科馆员负责 4 个院系。一个学科馆员就算

本硕博分别学三个不同的专业再精通也只能满足 3 个院系的需求。”

图谋：“为什么不想想他们是多么的不易？相对来说，教师或许更能理解图书馆

员。在当前的环境下，图书馆员或许算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群体。图谋

算图书馆员群体中较为‘不济’的一员，但也算比较努力了。圕人堂希望一种更

好的氛围。”

麦子：“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策略，而且涉及到学科馆员自己的功夫。自己不知道

外面有什么适合自己师生的资源，如果去问，一定要做好他们提什么，你有买的

能力，否则千万不要问。我只自己做功课，知道外面有什么合适，等我有钱，就

买了。通知一声，我从来不下去问你们要什么数据库。因为我自己知道哪些我是

买的起的，也是有用的。至于资源，我们这种情况比较多：我们对外面的资源情

况比较了解，有什么好的，有用的东西，馆员自己商量就买了，事后通知教授。

这和国内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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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应强化参考咨询工作

2019-11-21 10:38

种种原因，笔者认为，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似乎愈来愈边缘化了。各级各类图书

馆机构设置中，不少图书馆的参考咨询部消失了，没有消失的，其职能亦发生了

诸多变化。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部（国家图书馆科学评价中心），下设科组：综

合咨询组、社科咨询组、科技咨询组、竞争情报组、文献提供组、读者证卡组、

复制 ...

个人分类:圕人堂|23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科学网图谋博客访问量逾 600 万人次留念

热度 1 2019-11-18 23:02

发现科学网图谋博客访问量逾 600万人次。科学网图谋博客，2009 年 2月 9 日

开张，2014年 5 月 10 日设立圕人堂版块。目前发布博文 1933篇（其中圕人堂

专题 1047篇，含 288期《圕人堂周讯》）。 作为“四非”（非教授、非博士、非

名校、非退休）人员，在当前环境下，取得如此成绩，来之 ...

个人分类:圕人堂|526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闲话免费数字资源

2019-11-17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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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家图书馆免费开放 175个数据库”被许多自媒体传播、许多受众转载。圕

人堂成员也有参与传播与转载的。第一时间，有成员明确指出这是 2016年的夸

张宣传，改头换面，并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每隔几年就抄一次，自媒体就

能干这个。每隔几个月就来回炒那个‘18个学术搜索引擎’等等，其实好多早就关

闭 ...

个人分类:圕人堂|60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闲话论文查重产品与服务

热度 4 2019-11-16 07:17

一方面由于自身也算是忙碌在科研“一线”的科研爱好者；一方面由于自身是图书

馆采访馆员及咨询馆员。较长时间以来，笔者对学术规范、论文查重产品与服务

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进行了解、实验及解答相关咨询。这块的关注度呈上升趋势，

特此进一步梳理所见所闻所感，不当不周之处，敬请不吝教正。 & ...

个人分类:圕人堂|3620 次阅读|10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4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5个文件。

3.大事记

（1）2019 年 11 月 19 日，群成员 www 老师开发了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

http://lib.nit.net.cn/tuan/），提供对话模式和原文模式 两种浏览方式，且

可以下载 PDF 版周讯。www 老师所做的工作，有助于《圕人堂周讯》得到进一步

关注与利用，很有意义！由衷感谢 www 老师的奉献！

（2）弘 雅 书 房 .2019 全 国 书 偶 创 意 设 计 征 集 活 动 获 奖 作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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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bv5yqGpfmUHB35-J8Rbq8A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

推广委员会“2019 全国书偶创意设计征集活动”获奖作品展示。

（3） 2019 年 11 月 22 日 14:00，群成员达 2541 人（活跃成员 407 人，占 16%），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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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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