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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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 86 届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IFLA）20 年 8 月

都柏林召开 http://url.cn/5Sqid5K 。”

笺：“2020 年数字人文年会(DH 2020)征文及会议通知 http://url.cn/521IYhj。”

会议君：“图书情报|ACM/IEEE 数字图书馆联合会议（JCDL 2020）6 月武汉召开

http://url.cn/5xAmyEy 。”

会议君：“图书情报|数据驱动的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高校图书馆面向

“十四五”战略规划学术研讨会暨论文写作研修班 4 月在沪举办

http://url.cn/5ly6xCr。”

1.2招聘
刘*丽：“中国医科大学 2020 年博士层次自主招聘公告中国医科大学 2020 年博

士层次自主招聘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oYT4btU97nOMmP0hm1ezIw。”

1.31.3 分享
图谋：“图书馆职业研究五大趋向 http://url.cn/52CWsfj。加强图书馆职业体系建

设也是目前助力我国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

图谋：“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精彩回放｜新空间 深服务 促转型——上海市图书馆

学会 2019 学术年会第四分会场综述.

https://mp.weixin.qq.com/s/PgNghTjhxjFd-SVw0Z2iIg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以‘坚守初心 创新服务 推动图书馆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于 12 月

12 日在华东政法大学成功举办。由学术委员会用户与信息服务专业委员会、阅读

推广委员会新媒体阅读推广委员会联合特别策划的第四分会场，采取了新颖的辩

论与研讨的形式，以‘新空间 深服务 促转型’为主题，活灵活现的为广大图书

馆人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

图谋：“柯平|公共图书馆的使命 http://url.cn/556vf99。”sonorous：“柯教授

可是专门研究公共图书馆的行家。”

古饶：“https://mp.weixin.qq.com/s/Fgq-2fnItvN8F_IgOxc1iQ ，新书 |《主题图

书馆的杭州模式》。”

图谋：“精彩回顾 | 潘卫：高校图书馆决策支持服务——要点、难点和发展策略

http://url.cn/5ttczbM。 潘卫：上海高校图工委常务副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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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圕人堂文摘’探索与实践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090.html；http://url.cn/5ZkLQGT。‘圕

人堂文摘’的含义是‘圕人堂服务体系’中的文摘，文摘员为业余文摘员。2019

年 12 月 15 日梳理了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文摘’内容，以时间顺序（倒序）

列举。总共 19 篇，涉及期刊、报纸、图书、在线参考工具书、学术报告等类型。

科学网阅读次数均为 600 次以上，最高为 2068 次阅读。”

图谋：“闲话图书馆员写论文 http://url.cn/56M3UWL 。我是一个天资平平，身

无长物的人。也许也恰恰是因为这点，图书馆员同行们觉得可亲可近可超越......”

麦子：“身无长物（shēn wú cháng wù）是一个汉语成语，指除自身外再没有多

余的东西。形容贫穷。常误用来形容没有特长。”图谋：“闲话图书馆员写论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9993.html，种种原因，图书馆员写论

文确实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问题。我是一个天资平平，乏善可陈的人。也许也

恰恰是因为这点，图书馆员同行们觉得可亲可近可超越。因此时不时就‘图书馆

员写论文’话题絮叨几句。事在人为，祝愿更多图书馆员朋友心想事成！”

长财馆*：“国家社科基金公布两个重要名单：优秀期刊和优秀文章遴选出 21 家

优秀期刊，18 篇优秀文章。http://url.cn/5MXgF9g。”

图小锐*：“我为图书馆事业立新功演讲比赛决赛直播

http://cdn.cloud.dayang.com.cn/activity/online/mobile/index.html?aid=2019121

410005120 ，欢迎各位图书馆同事围观。”

图小锐*：“写图书馆的一首好诗，分享给各位老师，我也是觉得写得蛮好，手抄

了一份，著者谢春枝，12 月 12 号刚出炉：谢春枝《图书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有声版 https://music.163.com/m/program?id=2064585144&userid=634210。”

雨过天晴：“高校图书馆创新发展趋势分析 http://url.cn/59ybZmx。”

图谋：“图情要闻|苏图二馆：AI 时代，初见公共图书馆‘新’模样

http://url.cn/58xX4hp 。”sonorous：“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挖掘，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杨思洛：“特别报道|2019 年 18 篇中国优秀社科论文特别报道|

http://url.cn/5TSc5i9 。”

图谋：“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 http://url.cn/5Fx8KVA 。”

图谋：“程焕文开讲啦！请登录中国大学 MOOC《图书馆管理》！程焕文教授|

图书馆管理|中国大学 MOOC http://url.cn/5bhVJwn 。”

图谋：“学术活动｜‘图情档期刊交流’冷餐会 http://url.cn/5Qa7idq 。”

杨思洛：“特别报道|2019 年哪些研究是全球讨论热点？Altmetric Top 100 揭晓

（一） http://url.cn/5XGtvV5 。”sonorous：“原文比这个长。这个详细些。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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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哪些研究是全球讨论热点？| Altmetric T……气候危机、人工智能和疫苗是 2019

年最热的研究。http://url.cn/54c6kQx 。”

图谋：“新书速递：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553.html；http://url.cn/5IJZE0s。《图

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前言 http://url.cn/5GgkJCl。本书精选自科

学网图谋博客的图书馆学随笔，共分为四辑：‘学海泛舟’‘图林漫步’‘闲情

偶记’‘圕人堂梦想与实践’。本书内容与图书馆业界、图书馆学界的发展密切

关联，多是独立观察、经过思考或分析、有感而发的学术随笔。其中相当一部分

随笔是对图书馆界人或事的真实记载，蕴含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本书力求精炼

且有趣、有味、有用，可作为图书馆学相关研究人员和图书馆从业人员参考用书。

王启云.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

诲人不倦：“文献与数据学报

http://wxysjxb.ajcass.org/Magazine/Show?id=69720。”

图谋：“高校图书馆校友服务范式高校图书馆校友服务范式

http://url.cn/5oldFZg 。”

图谋：“信息资源管理类 MOOC 课程推介领域必备 http://url.cn/5UTyy9S。”

扣肉：“ https://mp.weixin.qq.com/s/9I1Iww5qGzcSUJyAd6s6Hw 教育部第一

批备案的 APP 已经公布，但是好像没有看到图书馆周边厂商。”

1.4圕人堂迎新年活动专题
（1）圕人堂迎新活动——历年记录

图谋：“圕人堂 2016 年新年寄语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179.html ）说明：圕人堂新年寄语

征集活动。目的：喜迎新年，提升活力；内增内涵，外塑形象。 时间：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 12 点。内容：意见、建议、愿望、祝福等等。篇幅 100 字以内，体

裁不限。可以个人或机构名义署名。圕人堂百人百诗迎新年——‘有缘相会圕人

堂’合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圕人堂百人百诗

迎新年，始于 2017 年 12 月 24 日 17:05，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 10:25 完成 100

首。圕人堂 2016 年新年寄语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179.html）说明：圕人堂新年寄语征

集活动。目的：喜迎新年，提升活力；内增内涵，外塑形象。 时间：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 12 点。内容：意见、建议、愿望、祝福等等。篇幅 100 字以内，体

裁不限。可以个人或机构名义署名。圕人堂百人百诗迎新年——‘有缘相会圕人

堂’合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圕人堂百人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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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迎新年，始于 2017 年 12 月 24 日 17:05，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 10:25 完成 100

首。”

（2）圕人堂 2020 年晒书乐

图谋：“不知道圕人堂 2020 年迎新年是否可出新节目？2016 年、2018 年，这两

次很热闹。音频有一年倡议过，但参与者不多。不过那一年有个大成果，那就是

促成图林胖猴播讲图书馆学图书。年度总结秀，也可以是一个节目。”东师刘青

华：“我是分享每个人今年的读书情况呢。前天晚上，自己在家，把书柜中三联

的图书整理了出来，算了一下，也有 217 本。我最喜欢三联的书，杂而有趣。”

图谋：“期待分享个人今年的读书情况。参与的成员多多益善。”东师刘青华：

“可以每人分享一份 2019 年自己读过，感受最深的 10 本书单，愿意简短说明理

由也可。”图谋：“很好的选题。也可以打折，专门讲一本书也可以。”东师刘

青华：“我在一个非图情的全国跨界读书会里，年年都是如此，还会选出一个全

年‘标兵’，送一本作者签名书。每人 10 本，少不少？”图谋：“对我来说有

点多，所以说可以打折。重在参与。”刘建平：“读傅雷家书几十年，不同年龄

阅读感受有变化，对作者的钦佩和理解与日俱增！感谢阅读带给我爱和力量！写

过题目为‘永远的父亲’记录阅读家书，怀念大师傅雷的短文。”图谋：“刘老

师可以再写写。不同时候写，感悟有所不同。”李侠：“欢迎分享您的记录短文。”

图谋：“很好。”

图谋：“晒阅读书目或者说晒书单节目，刘老师打个样，或许会是一个受欢迎的

节目。圕人堂群中，有许多阅读推广达人，率先助助力，或许更加有趣有味有力

量。”东师刘青华：“没问题，到时我可以分享一下全年读过的，自己受益最大

的 10 本书，从 110-120 本中选 10 本。”湘潭大学*：“一年读了这么多本，很

期待推荐的书。”图谋：“非常给力的节目，拭目以待。”湘潭大学*：“加上读

后感就更好了。”图谋：“刘老师的读后感可以是一百万字以上。”湘潭大学*：

“少了，可以畅所欲言，没有上限。”图谋：“咱们循序渐进。”东师刘青华：

“没有。一句读后感也没有。”图谋：“这个可以有。”东师刘青华：“我今年

有一个主题 ppt，讲过三次（不同的地方）。题目叫：‘花开无声，读书有痕。’。

我只能做到‘读书有痕’。”图谋：“圕人堂如果能把这个节目做起来，很值得

期待。”东师刘青华：“在本群这么牛的图林人士面前，头我一般都不敢抬，大

气不敢出。”图谋：“适当时机，可以在圕人堂开讲。”诲人不倦：“痕在哪里，

书上、云盘还是心中。”图谋：“点校本。”东师刘青华：“天空中没有留下翅

膀的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心悦于阅，未想过飞。”Rain：“书单都是个性化

的，期待。”图谋：“参与的人越多越有意思。相聚圕人堂，缘续圕人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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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边：“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先做一个书目分享？每人分享一本书，在这里都

可以搜集到好多实用书单了。”Rain：“思想碰撞出了圕人堂里的线上分享会创

意。”东师刘青华：“只能是每个人自己所读过的书的书目，不要推荐别人的，

也不要推荐未读过的。”云在天边：“最好能晒几张图书里面的内容和排版。”

图谋：“有一个模板或样本更好。”云在天边：“而且最好每个老师推荐的书目

在同一个地方保存，方便查阅，不要以消息的形式，要不很快被淹没了。”图谋：

“参考样式：圕人堂晒书乐内容：2019 年自己读过，感受最深的 10 本书单，简

短说明理由。参与者简介：姓名或网名（性别、年龄、所在地、身份）1 书目信

息（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理由。2 书目信息。理由。……参与方式:(1)

大窗分享；（2）通过群文件分享。苏州图书馆《今日阅读》曾搞过一个栏目‘书

间漫游点名’，回答 20 道题，题量有点偏大。上述参考样式，算是简化样式。

刘青华老师或许有更好的点子。”麦子：“这个好。但我只能参加儿童组：只会

看电视剧。”图谋：“那可以新增儿童组。最爱看的电视剧，理由……”麦子：“我

写一个，当正式参与的花絮。”图林新人：“是不是可以还有学生组。”图谋：

“‘身份‘，可以是学生、教师、图书馆员、商人、自由职业者……圕人堂成员中，

学生比例较大，是重要方面军。”雨露：“我还以为全是老师。”图谋：“‘圕

人’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它包括图书馆员、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和学生、

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资源商、硬件商、平面媒体等等）。

以上各方面人员均有的。”雨露：“人才济济。”图谋：“年龄跨度也比较大，

十来岁至 70+都有。”图林新人：“这个活动有 deadline 吗？等期末结束了整理

本学期读书笔记正好参与这个活动。”图谋：“可以常年做。”麦子：“第一轮

到春节如何？”图谋：“2019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可以么？”

（3）与《图书馆建设》合作

丹青秋图：“《图书馆建设》也正在策划微信公众号的好书推荐栏目。”图谋：

“毕主编说《图书馆建设》也正在策划微信公众号的好书推荐栏目，还可以考虑

联合行动。先作为一个跨年活动？”丹青秋图：“我们本来想把‘作业’布置给

我们刊的作者，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合作点。”图谋：“其实贵刊作者，好多就

在圕人堂群里呢。”丹青秋图：“先晒书单，然后整理出书目。在我们群里公布，

大家用一个时间段选择阅读，投票！选出最终推荐书单，《建设》可以刊发。《建

设》公众号也同时推出书目。”图林新人：“积极参加。”丹青秋图：“获评书

目包括推荐人、精短书评、推荐后阅读量及再推荐理由。这样合作可否？欢迎关

注建设公众号，参与我们的图书馆员阅推活动噢。”麦子：“不知 10 本是不是

有点多？”丹青秋图：“我们的活动本来设定的是推一本。”丹青秋图：“刘老

师读书太多，觉得 10 本都不够。是否可以 10 本上限，1 本即可。”麦子：“这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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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较好，多了可能会有凑数的问题，当然，对很多人 20 本都可能嫌少。”图

林新人：“好的编辑老师，建议公众号分享一下活动细则。”丹青秋图：“还没

出来，也正在策划。我们公众号正在改版中，等我们几天。”图谋：“建议不妨

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先较为随意随性的乐呵起来，再推动下一步。”李侠：“如

果书目重复，咋办呢？是不是也可以分级分众推荐呢？”图谋：“按照刘青华老

师的初衷，我的理解是指分享个人阅读心得，不是像他人荐书。读同一种书，每

个人的感悟通常会有所不同。毕主编的提议也挺好，可以分步走，也可以齐头并

进。刘青华老师读书多，我自身是等刘老师打个样。我很惭愧，书读得太少了，

且没有精读任何一本书，下午刘老师让我来打样，把我吓坏了。刚浏览了一下在

当当的买书记录，2019 年买了 12 本。刚才盘点了一下，2019 年总共买了 17 本

书。花时间较多的只有 3 本：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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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 [美] 贾晋珠 著，邱葵，邹秀英，柳颖，刘倩 译，

李国庆 校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07 月图书馆论坛‘从业

抒怀’选集 作者 : 李昭醇，邹荫生主编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

年 01 月。”

图谋：“圕人堂晒书乐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736.html ，

《图书馆建设》毕红秋主编说也正在策划微信公众号的好书推荐栏目，还可以考

虑联合行动。‘圕人堂晒书乐’先作为一个跨年活动，比如 2019 年 12 月 19 日

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不知是否可行？虽然没能率先打样，但率先抛砖引玉，期

待‘圕人堂晒书乐’有更多精彩呈现。”

李侠：“好一个圕人堂晒书乐。”图谋：“参与者多多益善，彼此亦将收获更多。

之前的新年寄语活动、百人百诗活动，成了圕人堂社群的共同记忆。”图谋：“有

心有爱；有情有寓；圕人圕书圕世界，以上这截图是 2016 年新年寄语活动中的。

第一张手工作品，我忘了是谁的（知道请告知）。第二张是刘方方作品。第三张

为张怀涛作品。第四张为惠老师的墨宝。”李侠：“珍藏。”图谋：“一张张图

片，成了圕人堂网络社群的美好记忆。期待圕人堂 2020 年会更好！圕人才艺秀

（诗、书、画、曲艺、摄影等），欢迎您来秀。”

1.5日常讨论
（1）馆员视角下用户参与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认知调查

图谋：“敬请关注与参与‘馆员视角下用户参与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认知调查’

https://www.wenjuan.com/s/BRjMzae/ ，调查对象：图书馆员。该问卷受托于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智慧融合视角下图书馆与用户共创知识服务价值的模式构建研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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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数据调查结果将用于图书馆知识服务深化的探索。旨在从图书馆领导、对

知识服务有见解的馆员、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或知识服务类岗位馆员）视角了

解您对用户参与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类型、方式、成效等认知情况。本问卷的问题

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填写也无需署名，对您的回答严格保密。大约需要 10 分钟

完成，敬请关注与参与。”

图谋：“知识服务定义：以信息搜寻、组织、分析、重组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需

求和信息环境，融入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供能够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

创新的行为。(见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 )。”

（2）有创意的“爱上阅读”笔记本

图谋：“这是怎样一个笔记本？怎样一个手账？这个笔记本有什么神奇之处？

http://url.cn/5sFWNto。”国图出邓*：“谢谢同行关注。这个爱上阅读笔记本还

做了视频。由吴慰慈老师、柯平教授义务代言。已经卖出 1 万多册，打动了图书

馆人的痛点，很多团购作为读书活动奖品。团购 200 以上 5 折每本 28 元，可定

制本单位 logo 贴在封面。”福墨理刘*：“精美的本子。”国图出邓*：“很开心

做了一个图书馆行业通用的文创，既实用又有阅读推广内涵，也有一些细节图书

馆人会 get 到笑点。前面有一页签名页就是南农的同行建议的，设计一页让馆长

签名或者盖签名章，赠送更有价值与心意。”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sFW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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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出邓*：“这个借书袋可以装读者卡与票据。”福墨理刘*：“也可以盖图书

馆旅行章，收集各地各馆的章。”国图出邓*：“好创意。建议各馆把章做漂亮

点。”福墨理刘*：“这个书袋想起小学去图书馆借书时，书后面都有。”欣然

读书：“手帐本已经收到了，一共订了十本，赠给了课题组的小伙伴们，都非常

开心！！”国图出邓*：“欢迎新的建议，帮助我们明年改进。感谢大家。国图

出版社官方微店：https://weidian.com/?userid=1317455499 。”雨雪：“爱上

笔记链接 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3121642254 。”

（3）圕人堂红包

图谋：“红包的作用：（1）提倡受助者以适当形式回馈帮助；（2）提升群活跃

度；（3）算是圕人堂成员微福利，提升群成员‘获得感’。红包还有一个潜在

的作用，就是提供‘发言’机会，借此增加圕人堂群活跃度。2019 年吴汉华老

师面向圕人堂成员赠书《民间图书馆实践调查与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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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圕人堂本年度最豪华的、受益面最广

的‘红包’。2019 年度，圕人堂还有一个大红包（不妨称之为非物质大红包），

那就是 www 老师开发的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http://lib.nit.net.cn/tuan/）。图

谋发现，www 老师近期在不断优化‘圕人堂知识库’，实用性大大增强，比如

支持手机端检索与利用。www 老师近期所研发的‘圕人堂知识库’，实际上为

圕人堂超级大红包。欢迎进一步关注与利用！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http://lib.nit.net.cn/tuan/ 。图谋只是圕人堂的一名成员，实际上有一群圕人在为

之默默地耕耘。正如 www 老师所说：‘圕人堂的每一个人都在创造历史！’大

道至简,诚哉斯言！”

图谋：“2018 年的年度超级大红包，那就是图林胖猴在喜马拉雅平台上先后播

讲 6 本图书馆学图书。图林胖猴：我的图书馆学播讲经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16331.html ，‘我的图书馆学播讲生

涯启航于圕人堂，‘遨游’半载，时常回想起梦开始的地方。适逢四周年堂庆，

梳理回顾这半年的播讲经历，既是一种实践抒怀，也是对圕人堂的祝贺兼汇报。’

图书馆学图书播讲主播：温情小胖猴图书馆学短论（选播）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2123454 ；快乐的软图书馆学（选播）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3195860 ；图书馆学研究理性与感性

（选播）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413055 ；书香英伦（选播）

http://www.artlib.cn/
https://weidian.com/?userid=131745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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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714088 ；你好，图书馆（选播）

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917157 ；可爱的图书馆学（选播）

https://m.ximalaya.com/renwen/16254625/ 。”

（4）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运行效果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4 日‘渠道构成’图。2019

年 1-5 月与 6-12 月运行状况分成‘两段’。上半段的峰值日为 2019 年 5 月 13

日，阅读次数为 3218，阅读人数为 226；下半段的峰值日为 2019 年 7 月 23 日，

阅读次数为 1126，阅读人数为 630。

2019 年 12 月 15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为 2913。5 月 13 日的推文为

‘邱葵：美国大学图书馆是如何招聘的？’系列；7 月 23 日的推文为‘要不要

拯救图书馆员？’”

图谋：“‘ 2019-3-19 15:52 近期，圕人堂有个[千人计划]——争取在建群 5 周

年（2019 年 5 月 10 日）之际，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突破 3000 人’。目

前为 2201 人。经过 9 个月的努力，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用户数增长 743 人。希望

建群 5 周年之际未能完成的计划，能够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

图谋：“圕人堂 QQ 群群内交流多为‘碎片化’信息，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中的信

息相对较为规整。建议经常使用微信的成员关注微信公众号。”

（5）圕人堂服务体系简介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简

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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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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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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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是圕人堂 QQ 群的一项基础工作，圕人堂

QQ 群 5 月 10 日创建，《圕人堂周讯》5 月 16 日创刊，建群至今已发布 292 期。”

图谋：“ QQ 群是载体之一。‘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或‘圕人堂微信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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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ximalaya.com/3672474/album/1591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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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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圕人堂QQ群知识库

图谋：“敬请关注与利用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http://lib.nit.net.cn/tuan/）,由浙

大宁波理工学院王建涛（圕内的 www）老师研制。内容源自近 300 期《圕人堂

周讯》，涉及图书馆各项业务和热门话题，对业务学习、日常工作、科研等具有

一定参考价值。功能特点：1.具备检索功能；2.提供对话模式和原文模式两种浏

览方式；3.点击具体某一期《圕人堂周讯》可以下载 PDF 版全文。密集宣传，希

望更多人关注与利用。”刘莎莎：“赞圕人堂越来越好。”图谋：“这是群成员

www 老师对圕人堂的特别贡献。特此向 www 老师致谢&致敬！圕人堂的坚持，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批像 www 老师一样默默奉献的成员。‘圕人堂 QQ 群知

识库’的研制，凝聚了 www 老师大量心血，有助于《圕人堂周讯》得到更好的

关注与利用，让广大圕人更好地受益。”www：“聊天记录如同头脑风暴，同行

们的精彩发言很有价值，所以就利用圕人的专长做了一个库，方便利用。因为有

了编辑老师们悉心的编辑，数据提取相对容易，真正的奉献是多年如一日的编辑

老师们。”

（7）后电子书时代

sonorous：“后电子书时代！”麦子：“因为我们已经过了电子书好坏的问题，

而且把电子书和纸本融合成类似精装平装一样，越来越多的人首先要求电子版。”

skyler：“国内有你们这种觉悟就好了。”

（8）悼念宋爱林

图谋：“悼念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图书馆宋爱林老师，闻悉今晨刚举办过宋老师追

悼会。宋老师生前为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图书馆信息技术部主任、副研究馆员，1979

年生人。2018 年 8 月 24 日加入圕人堂 QQ 群。2019 年 4 月圕人堂曾呼吁为宋

老师捐款，得到部分成员的积极响应。”小唐菜：“之前跟宋老师单独聊过几次，

是一位很热心的图书馆人。”boson：“宋老师是我的同行，同龄人，悼念。”

图谋：“图书馆界少了一位阳光、敬业、乐业的青年图书馆人，匆匆太匆匆！宋

老师加入圕人堂 QQ 群的时间不算长，言论也不算多，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阳光、

敬业、乐业。”东周列国：“图书馆工作，并不是某些社会眼中轻松的工作，尤

其是技术部门，参考咨询部门这些需要一定技能的岗位。在图书馆工作，如果想

干事，肯干事，其实有好多事情值得去做。如果不想做事，其实也可以很清闲。”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it.net.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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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关于宋老师在圕人堂留下的（或相关的）‘脚印’是有迹可循的：比如

圕人堂周讯（总第 258 期 2019041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4298.html。 该期周讯中有‘圕人堂

心系困境中的圕人’。通过检索圕人堂 QQ 群消息，还可以知道，宋老师在圕人

堂 QQ 群的昵称为‘怕怕虎’，及其内容（部分）。”文新：“图书馆工作尽己

所能，尽力而为。”道无言：“图书馆是个系统整体，上一个流程做好了的工作，

也许在下一个环节变得豪无意义，好多事情值得去做，但也可能显出其他人的懒

与不进取，只能说遇事做事。”

（9）麦子老师论文集录

图谋：“麦子老师作品：[1]邱葵.圕人访谈:收藏捐赠图书的利弊[J].高校图书馆工

作,2019,39(05):87-94.[2]邱葵.圕人访谈:美国大学图书馆员是如何招聘的?[J].高校

图书馆工作,2019,39(03):83-91.[3]邱葵.数字环境下的美国高校图书馆纸本资源

管理[J].图书馆论坛,2019,39(06):168-175.[4]邱葵.圕人访谈:邱葵之再论学科馆员

[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39(01):86-91.[5]邱葵.从美国学术图书馆协会年度工资

调查统计看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J].图书馆论

坛,2018,38(07):134-143.[6]邱葵.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J].图书

馆论坛,2016,36(12):13-23.[7]邱葵. 我看‘圕人堂’[N]. 新华书目

报,2016-04-01(016).[8]邱葵.从美国未来图书馆中心的社会趋势研究看图书馆的

发展方向[J].图书馆论坛,2015,35(09):95-106.”

（10）国外图书馆招聘要求一例

麦子：“ https://www.lib.uci.edu/research-librarian-interdisciplinary-studies，这

个招聘写得真细，另外它的语言要求也是厉害：必须西班牙语，最好有在葡萄牙，

波斯语，希伯来，阿拉伯，亚美尼亚语中选一。而且，这是一个初级馆员的职位。”

（11）“热书发现”系统揭示核心出版社

www：“‘热书发现’学科领域核心出版社首次发布：2019 年核心出版社：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puber_subj_index.php ；2018 年核心出版社：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puber_subj_index.php?year=2018 。”

www：“核心期刊中的‘核心’一词，最开始本身就不表示水平高低，是图书馆

用来选择衡量学科领域文献集中度，是馆藏检索的辅助工作，是馆藏建设的辅助

工作。只是后来被偷懒的科研管理者用于学科评价。借用图书馆学领域的核心期

刊的概念，某一学科领域借阅多的出版社，暂且称核心出版社吧。”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4298.html
https://www.lib.uci.edu/research-librarian-interdisciplinary-studies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puber_subj_index.php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puber_subj_index.php?yea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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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热书发现系统今年首次发布学科领域核心出版社，今天对 K 类的核心

出版单位 2017、2018、2019 三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榜单排名还是很可靠

的。三年排名前 10 的有 11 个出版社，其中 9 个出版社连续三年都排在前 10 ：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puber_subj.php?c=K&year=2017&lib=nit ；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puber_subj.php?c=K&year=2018&lib=nit；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puber_subj.php?c=K&year=2019&lib=nit。”

www：“I 类加了总借阅次数。I 类三年进入前 10 名的核心出版社，居然和 K 类

有相同的表现。上面的榜单是根据借阅次数生成的，应该是大学生们的借阅行

为。”

图谋：“做的榜单挺好，稍感遗憾的是，没有看到解读。若有解读，或许效果更

好。”www：“这个和核心期刊当时的理论是一样的，文献集中度最高的为核心

区域 n1，相关区域的为 n2，n2 的数量为 n1 的平方，具体的内容我已经还给老

师了。如果基本符合其相关规律的话，是否我们的数据是可性度是很高的？看集

中度的话，感觉热书发现系统中的核心出版社的假设是成立的。”云在天边：“热

书发现系统是商业公司开发的，还是浙江的一个高校图书馆开发出来的？之前看

到过。”www：“一个图书馆开发的。”图谋：“热书发现系统，王建涛老师做

了好些年了。”www：“的确做了好些年，维护起来很辛苦的。”云在天边：“谢

谢王老师。那他的借阅数量排行榜是一个图书馆的借阅，还是加入这个系统的全

部图书馆的借阅量？在浙江理工学院还是什么学校的图书馆主页看到的。”图谋：

“那就是王建涛老师做的，他正在回答您的问题。”

（12）查新系统平台推荐

福蛙：“请问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查新系统平台推荐，重要是可以通过安全等保。”

肖*：“科技部西信中心有一套成熟的查新平台。”

（13）PPT 文字效果

sonorous：“ppt 是演示文档，重在‘演示’。”cpulib：“用好 PPT 还是不容

易的，尤其面对不同课程，每个人都知道这种不能太多文字，但是，是不是都是

一刀切呢？我们一些数据库商讲座，PPT 做的很好看，但是事后发给学生，很多

都表示看不懂。学生建议录像。”sonorous：“那效果没准还不如 ppt 呢，ppt

我还可以打印出来看。录像万一录不清楚，或者背景音嘈杂效果也会受影响。”

（14）检索证明样例

扣肉：“大家的检索证明，一般是怎么开的？只列出相应数据库的出处吗？”

http://www.artlib.cn/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puber_subj.php?c=K&year=2017&lib=nit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puber_subj.php?c=K&year=2018&lib=nit；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puber_subj.php?c=K&year=2019&lib=nit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puber_subj.php?c=K&year=2018&lib=nit；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puber_subj.php?c=K&year=2019&lib=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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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收录证明的样例：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indexed/paper_print.php?whatdb=scie&sid=2198

；影响因子证明的样例：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indexed/paper_print.php?whatdb=scie&sid=2198

&son=if 。”

（15）二手书购买渠道

太阳天：“在哪里可以买到近五年的二手图书馆学人大复印资料书籍？”图谋：

“可能的渠道：（1）孔夫子旧书网；（2）人大书报资料中心；（3）群成员互

助。”太阳天：“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现在只可以订 2019 年和 2020 年的了。群

里有哪位同仁有近五年的人大复印资料书籍，可以当二手书卖给我。”图谋：“因

为当前人们更习惯用数据库，因此收藏纸本的可能很少。如果有国家图书馆读者

证，可以远程利用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数据库。”太阳天：“是的，有时候看电子

资料看累了，就想翻翻纸质书籍，鞭策自己离开电脑也要少玩手机，多看点有用

的。”

（16）三联书店

骑鹿踏雪：“请问一下，上海三联书店，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同一家

吗？因为 2019 新京报的 120 种图书推荐，把三联视为两家：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和上海三联书店。”东师刘青华：“上海三联。”www：“上海三联书店，

和三联书店不是一家。”窗外的海：“上海三联书店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不

是一家：

http://www.gapp.gov.cn/zongshu/serviceSearchListbve.shtml?PublishmentSyste

mID=35&PublishingName=&Type=Books 。”

（17）提高文献借阅流通量

鲁医刘*：“图书馆借阅流通率有相应的标准要求吗？现在馆里读者大部分是来

上自习的，馆内图书借阅量也逐渐下降，如何更好地提高文献借阅流通量呢，太

难了。”清凉桐影：“简单。每人每学期借阅量不足 200 本，教师一律不允许晋

职称，学生一律留级。”图情门外*：“200 本不太现实。”清凉桐影：“图书

馆是管不到，学校管得到。出这个规定，借阅量一定会大幅度提升的。现在有生

均藏书的指标要求，没有生均借阅量的指标要求，如果有，一定能达标。”海边：

“提高馆藏纸本文献借阅流通量，在当前数字化阅读越来越火的时代，不现实。

我馆订目标努力了三年，被打败了。”Rain：“没有必要纠结借阅量，逐年下降

http://www.artlib.cn/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indexed/paper_print.php?whatdb=scie&sid=2198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indexed/paper_print.php?whatdb=scie&sid=2198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indexed/paper_print.php?whatdb=scie&sid=2198&son=if
http://ocean.nit.net.cn/subject/indexed/paper_print.php?whatdb=scie&sid=2198&son=if
http://www.gapp.gov.cn/zongshu/serviceSearchListbve.shtml?PublishmentSystemID=35&PublishingName=&Type=Books
http://www.gapp.gov.cn/zongshu/serviceSearchListbve.shtml?PublishmentSystemID=35&PublishingName=&Typ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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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现实。”qing：“大家现在都倾向于阅读电子资源吧，纸质书借阅量下降是

常态。可以鼓励师生多借阅馆内书籍，但没必要硬性规定，改扯到毕业升职称的

问题上真没必要。毕竟个体阅读习惯都不相同。”skyler：“我们电子图书看得

多，我不能说借阅量下降吧。我觉得纸质图书应该大部分放密集库。”

（18）英文书刊或者标题不能加汉语标点符号

boson：“记住一个事：英文书刊或者标题不能加咱汉语的书名号。多说一句，

有人说中文环境下英文可以用书名号，实际不是这样的。以上内容来自教育部颁

布的《夹用英文的中文文本的标点符号用法（草案）》。”

（19）《图书馆论坛》

图坛刘编：“分享：冰花中的未来——《图书馆论坛》2019 年第 12 期]

http://url.cn/54Blx0U。北国万里雪飘的冰花里，我们在南方千里赤地的骄阳下，

献上《图书馆论坛》2019 年第 12 期。感谢您一年来的支持和宽容，没有您的帮

助和谅解，我们很难顺利地走到今天，走向更美好的明天。未来已来，不负未来！。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真快，一年就谢幕啦。向朋友们汇报，做完第 12 期，居

然有点伤感。可自古有伤春，没有伤冬啊。或许，未能满足所有朋友的发文需求，

而又有严格的学术规则要敬畏与遵守，理想与现实，工作与人情，放在中国语境，

都是一个两难之事。好在未来已来，不负的话，就在未来。这半年，在本群发言

少了，但内心还是同样的火热。年岁渐增，慢慢知道，少说多笑勤买单，确实有

它的道理。感谢图谋兄为首的团队，提供平台。”图谋：“借用王波老师的一句

话表达心声：‘都在这一行，大家彼此呼应、帮助、交流，携手度过职业生涯吧。’

刘主编对事业的执着与热爱，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时不时为大家呈上累累硕果

尝鲜，唇齿留香。”诲人不倦：“少说多笑勤买单，不如多言多携多发文。”图

坛刘编：“我们可能慢慢有一个思路转变，届时向朋友们请教。可能与广东的人

文环境有关，这可能涉及一个主题。”诲人不倦：“《图书馆论坛》地处发达的

广东，却设立‘贫困地区’和‘基层图书馆’专栏，这就是共同发展，相互提携

的情怀！”小肥羊：“《图书馆论坛》的编辑们非常努力，刘编给我们看到的是

今年第 12 期，其实他们已经在准备 2020 年第 3 期了。”

（20）多家中文期刊网的检索收录对比

www：“知网有没有公布其独家期刊的列表？”文新：“我已经对知网的全部期

刊进行了数据调研统计，目前正在做维普的。”www：“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文新：“但是工作量很大，我已经进行了半个月。”riff：“这个是如何入手的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4Blx0U


圕人堂周讯（总第 293 期 20191220）

17

呢？”水荷淡淡：“感觉很难，我看知网自己的独家期刊列表是 1000 多种。”

文新：“要对数万条数据进行筛选对比。第一步检索数据，第二步获取数据，第

三步整理数据，第四步合并数据，第五步标记数据，第六步筛选数据，第七步对

比数据，第九步分析数据，第十步得出数据结论。独家就是其他数据库没有的，

如果其他数据库已经收录了就不能称之为独家了。”www：“其实不用那么费劲

的，如果你有期刊列表，几分钟就完成了。有的数据库只有题录信息，这个对比

工作好难。”文新：“问题就在于期刊列表数据库不会让你那么容易得到，这是

第一个费时间的。还要标记出现刊和过刊。不过已经快要结束出结果了，知网的

基本已经出结果了。”曼达琳：“您这个是指的全文还是只要其他数据库有收录

就不算独家？如果说知网有全文收录，而其他数据库只有题录或摘要信息收录，

那么知网算不算是独家收录?”sonorous：“独家合作都得有盖章文件的，不是

口头说独家合作就合作了，都得签字盖章的，投标的时候你说独家不行，你得提

供证明文件复印件附在投标文件里。”文新：“全文收录，仅有题录是不算的。

知网的数据也出现了数百种的重复。”图谋：“这类信息应以官方的信息为准，

不能道听途说。”文新：“应当是事实为依据。”图谋：“你以为你看到事实，

实际并没有。”文新：“知网公布的官方数据是 11367 种期刊，实际上有许多

是重复的，我已经全部调查到了准确的数据。”

（21）中国大学网上课堂有关图书馆学的MOOC

图谋：“中国大学 MOOC：1）目录学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1449345161。开课时间： 2019 年 12 月

26 日 —— 2020 年 03 月 12 日。目录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同时又具有鲜明

时代特征和广泛应用价值的学科。目录学的基本思想凝聚在文献分类、编目、组

织、揭示、检索与利用等实践领域，书评、综述、引文分析、知识图谱、数据资

源结构化等蕴藏着丰富的目录学基本原理与方法。《目录学》课程共计 40 个知

识点，除导读外，分为六个专题：目录学基础理论、目录学方法论、书目信息组

织、传统目录学、西方目录学、书目工作管理。本课程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李国

新教授，武汉大学王新才教授、黄如花教授、司莉教授、冉从敬教授，南开大学

柯平教授，郑州大学王国强教授，扬州大学傅荣贤教授，南京大学叶鹰教授担任

主讲。课程建设负责人郑建明教授，团队成员陈雅教授、钱鹏研究馆员、胡唐明

副研究馆员、王锰博士、熊翔宇博士研究生等。2）图书馆管理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SYSU-1207521805。开课时间： 2019 年 12

月 23 日 —— 2020 年 03 月 31 日。本课程是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和图书馆从业者

的必修课程。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

http://www.artlib.cn/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1449345161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SYSU-120752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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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图联（IFLA）管理委员会执行

委员程焕文以 30 多年教研心得和 20 多年的治馆经验，倾情讲授图书馆管理的智

慧与真谛，提纲挈领，易学易用。本课程主要面向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和图书馆从

业者，为更好地学习课程内容，需要学习者对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藏书建设、

图书馆用户研究、数字图书馆的相关基础知识有一定了解。”

cpulib：“图情专家纷纷开慕课。”闽农林李林：“我倒是比较喜欢这种形式，

可以抽空自学一下。”图穷：“慕课越来越多了，最早只有武大的《信息管理学

基础》。”图谋：“爱课程上有多门课程，刚才这两门是近期开课的，‘目录学’

目前 18 人参加，‘图书馆管理’目前 1121 人参加。中国大学 MOOC 是由网易

与高教社携手推出的在线教育平台，承接教育部国家精品开放课程任务，向大众

提供中国知名高校的 MOOC 课程。在这里，每一个有意愿提升自己的人都可以

免费获得更优质的高等教育。（信息来源：

http://www.icourse163.org/about/aboutus.htm）。”扣肉：“那真的要听了。不

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听程老师讲课，该网站也有一些收费课程，大家要根据自己情

况加以选择。在国家倡导公开课的初期，网易的公开课已经上线很久了。”文新：

“我统计到的慕课资源已经有 54 个平台，总计 2 万余门慕课资源。我正在看俄

亥俄大学提供的图书馆类《如何通过互联网利用电子资源》的慕课。”

（22）丢书赔款的处理

叫猪猪*：“想问一下图书馆丢书赔的钱一般都怎么处理啊？这是我们领导给我

抛出的一个问题。也是希望借鉴一下大家的经验。”道无言：“这个问题要问会

计。”皖西学郭*：“先买。”叫猪猪*：“要买原书吗？”皖西学郭*：“是。”

东师刘青华：“归入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经费之中，重新用于购买文献资源。”

中年人：“看本馆规定。”烟大张廷广：“我们也是和青华馆长的一样。”叫猪

猪*：“如果书已过时没有买的必要能用来买新书吗？这样合规矩吗？”东师刘

青华：“我只是提一个思考切入点：钱嘛：引火上身之物，慎之慎之。如何最慎？

定义为‘公共之物’，公开用于公共之事，便即解决了所有问题！”扣肉：“赔

钱意味着原书已经无法寻得，上报学校做剔除，这个比较重要，至于这个钱怎么

处理，要提前跟学校财务约定好，大部分只能作为带有指定用途的捐赠收入。”

东师刘青华：“剔除，不用着急上报学校吧？改图书状态，未来集中处理即可？”

叫猪猪*：“剔除了相当于资产就没了啊。”扣肉：“东西就是没了啊。”叫猪

猪*：“书没了，有钱了。”扣肉：“有钱了也不是你说了算，像干嘛就干嘛的。”

东师刘青华：“就是肥猪没有，卖了肥猪的钱，买了其他肥猪而已。”叫猪猪*：

“所以现在就是要看这个钱怎么花。”道无言：“会计、国资做处理。”扣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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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收现支，是严重违反财务制度的。你收了读者的钱，要开票。”叫猪猪*：

“我们一直开着票。”扣肉：“收入类别，决定了要开什么内容的票。”叫猪猪

*：“丢的书也记着，就是没做处理，钱在那放着。”扣肉：“收现金吗？”叫

猪猪*：“对。”扣肉：“你们财务居然不管，这属于私藏小金库。”叫猪猪*：

“时间长了，就觉得有些书已经过时，没有买的必要了，所以不知道能不能买新

书。”扣肉：“你说的票，也只是一个收据吧。”叫猪猪*：“这个问题是历史

遗留问题，十几年了。”扣肉：“不是财政票或者发票。”叫猪猪*：“我们是

收据。”扣肉：“那就是小金库，没什么可说的。”叫猪猪*：“没动过啊。”

扣肉：“小金库跟动不动没关系。”小肥羊：“我们学校是收支两条线，赔书、

还有超期等的罚款全部是上缴到学校，没有说是给图书馆用作文献资源建设经

费。”东师刘青华：“我们是图书馆，报学校批准，将这部分款，归入文献资源

费，重新利用。keywords：你上奏，学校准旨，你照办。”冰之迪：“我们也是

赔书、超期全部上缴学校，不分配给图书馆。”叫猪猪*：“那我们就全部上缴，

这也是解决的办法啊。”冰之迪：“现在也设不了小金库，都是刷卡，流到学校

账户上。学校同意给图书馆用，就不算小金库。”扣肉：“作为图书馆，当图书

发生丢失又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寻回，应该及时上报学校，做资产剔除。这是作为

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的基本工作。因品相太差，不具有流通和保留价值的剔除，是

有实物的，剔除时要交给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处置。这和读者丢失图书的情况是完

全不同的。”叫猪猪*：“刚好说到图书剔除，那大家都是怎么盘库的？现在都

是大型图书馆，盘库很难啊。”扣肉：“那也得盘啊。”叫猪猪*：“一般多久

盘一回？”扣肉：“自己馆里定呗。”cpulib：“不盘不知道，盘了吓一跳。”

叫猪猪*：“利用寒暑假时间？”扣肉：“这种事情是典藏自己决定的，把工作

计划报备给馆里就可以了。”叫猪猪*：“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23）图书馆网站设计——数据库入口

www：“可以像用搜索引擎一样用圕人堂知识库，我找到了最早讨论图书馆网站

建设的内容：http://lib.nit.net.cn/tuan/detail.php?id=5539 ‘你要利用好每一毫

米啊’今天回头看，麦子老师的话是经典。这是理想状况，但工作的实际情况不

能完全这样，你必须顾及图书馆内不同人的想法，我们不能完全站在用户的角度

去设计网站。”sonorous：“我觉得图书馆网站最重要的还是内容，读者上去就

是用数据库和查书用 OPAC 的。至于界面，我觉得反倒是第二位的，内容是第一

位的。要是图书馆网站上查不了书用不了 OPAC，还不能找到知网的入口，图书

馆网站点击率会骤然下降。”www：“上图书馆网站，基本上是利用数据库的。”

sonorous：“但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是直接在校园网 IP 范围内直接输入 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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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知网数据库。”www：“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直接用数据库的，不通过图书馆网

站的，特别是一些老师。”sonorous：“如果数据库点击率跟数据库商提供的数

据不一致，您相信谁啊？是图书馆自己统计插件的问题，还是数据库商提供的使

用统计有误？”www：“现在是通过 IP 控制，所以他们常用的数据库就直接收

藏了，一般不通过图书馆网站的。”sonorous：“现在 IPv4 据说全球是用完了，

好多高校开始提供 IPv6 地址了，但是有的数据库商不支持，导入不了后台系统

里，也是个问题。”www：“本来按照用户利用情况来看，数据库导航的搜索应

该放在最首位，但实际情况，我们纸本书放在了数字资源前面。”sonorous：“数

据库导航按照数据库首字母，数据库覆盖的学科，数据库语种之类的分发维度太

多了，但好像每个维度的分法用户都不好找数据库，比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如果

图书馆数据库列的是中文名称，首字母就是 N（牛的拼音首字母），如果列的是

英文名称就是 O（Oxford 的首字母）开头，那读者怎么知道是图书馆是按照中

文列的数据库名还是按照英文列的数据库名？还有学科也一样，一个数据库很难

覆盖单一的学科，很有可能同时覆盖好几个学科，很难按照学科分类，还有语种

也一样，知网你说是中文库，但里面也有好多英文的文章。所以说数据库导航我

觉得读者有时候很难通过导航找到一个自己想找的数据库。”www：“你可以直

接输入数据库名称的，中英文关键词都可以的，有兴趣的老师可以猜一下，数据

库导航中，用户用得最多的是那种方式？如果没人感兴趣，我也不公布答案了。

我一直崇拜麦子老师，他对图书馆的很多观点我都认同。”sonorous：“数据库

名搜可不好搜，爱思唯尔 elsevier 中英文都容易打错别字导致搜不出来。”www：

“那你搜索爱思就可以，反正模糊检索，你知道多少输入多少。网址我发给你，

你去体验下，也帮我提点建议。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常用的数据就那几个，其

它的都是浮云。我们总共有 300 多个数据库可用，但大多数人习惯用的就那几

个。”雨露：“我们学校的师生有些也一样，在知网找不到了就不知道从何下手

了，其实图书馆买了很多数据库，常用的也只是那几个，感觉资源浪费。”www：

“所以，图书馆人的作用还是挺大的，数据库需要图书馆人去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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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视角下数字资源质量精细化管理

2019-12-19 08:45

摘编自：刘素清,廖三三.用户视角下数字资源质量精细化管理 .文献与数据学

报,2019.(2):3-14. http://wxysjxb.ajcass.org/Magazine/Show?id=69720 《文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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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学报》2019 年第 2 期刊发北京大学图书馆刘素清,廖三三《用户视角下数字

资源质量精细化管理》。该文认为：数字资源由粗放式发展进入精细化管理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1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前言

2019-12-18 15:31

前 言 《图书馆学随笔——图谋博客精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2）一

书中，《图书馆报》副主编袁江先生作了序文《让学术小花开遍图林的每个角落》，

最后一段：“愿《图书馆学随笔——图谋博客精粹》能接着出 2、出 3、出 4……

每 5 年一出，就像国民经济 5 年计划似的，做出品牌来，并在图林中起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6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新书速递：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2019-12-18 15:24

书名： 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作者：王启云（著） 出版社：

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年 11 月 页数：288 价格：68.00 元 ISBN:

97875130658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53742 号 中图分

类号：G250.1-53 王启云.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65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高校图书馆校友服务范式

2019-12-18 10:53

摘编自：杨新涯,向晴,王莹.以校友服务为核心的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范式研究 .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37(05):32-37.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 年第 5 期刊发杨

新涯,向晴,王莹《以校友服务为核心的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范式研究》。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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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62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62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62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1062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62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1062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5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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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55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55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55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1055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55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1055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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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55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55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55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1055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55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1055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516.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293 期 20191220）

22

颁布实施的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要求高校图书馆应向社会开放。该文通过调研

国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6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敬请关注与利用圕人堂QQ群知识库

2019-12-17 21:00

敬请关注与利用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http://lib.nit.net.cn/tuan/ 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王建涛老师研制。内容源自近 300 期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涉及

图书馆各项业务和热门话题，对业务学习、日常工作、科研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功能特点：1.具备检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47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

2019-12-17 17:32

通过阅读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王宇、王磊《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大

学图书馆学报，2019 第 4 期）中“助力人才培养”章节关注该馆，该馆非常有

活力，做了很多事情，很给力！其中“信息素养教育”尤为吸引我的注意。在做

在线讲座时，有同行专门问及如何提升数字资源的利用率，我的答复是“信息 ...

个人分类: 圕人堂|41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图谋的 2019 年

2019-12-16 10:47

本年度年度考核中，工作汇报内容如下： （1）作为参考咨询部负责人，主持完

成所在部门承担的数字资源采访，学科服务、数字资源用户培训、数据库运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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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更新升级、部门总结材料撰写等各项工作。完成“2019 文献资源采购方

案”“2019 年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与利用情况报告”等工作。 &nb ...

个人分类: 圕人堂|56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圕人堂文摘”探索与实践

2019-12-15 09:40

据《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文摘”定义为“以提供文献内容梗

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文

摘员”定义为“在图书情报机构或文摘机构中专门从事文摘撰写和文摘工具编

制工作的技术人员。可分为专职文摘员和业余文摘员”。“圕人堂文摘”的含义

便是 ...

个人分类: 圕人堂|77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闲话图书馆员写论文

2019-12-14 09:56

本学期接连参加了几个会议，有的安排我做专题发言，在互动交流环节有多位参

会者曾向我提图书馆员写论文方面的问题。有的我现场简答了，有的由于时间关

系顾不上。 种种原因，图书馆员写论文确实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问题。我自

身是一名学习者、探索者，20 年来我自身在持续 ...

个人分类: 圕人堂|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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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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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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22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222&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22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1022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22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1022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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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09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09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09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1009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009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1009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9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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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99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0999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0999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0999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0999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0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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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18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 15 日，收到赞赏 31 笔，累

计金额 398.66 元，其中 jerome 3 笔累计 120 元，玉格格 100 元，混元派 6笔累

计 95 元，西西 50 元。2019 年 1 月 15 日，图谋将赞赏所得转入圕人堂发展经费，

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3978.66 元。（附注：2018 年 6 月-2018 月，收到赞赏累计

184.66 元，已转入圕人堂发展经费） 特此向给予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赞赏”的

用户致谢！

（2） 2019 年 12 月 17 日发布群公告，敬请关注与利用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http://lib.nit.net.cn/tuan/）

www 老师研制。内容源自近 300 期《圕人堂周讯》，涉及图书馆各项业务和热门

话题，对业务学习、日常工作、科研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功能特点：1.具备检

索功能；2.提供对话模式和原文模式两种浏览方式；3.点击具体某一期《圕人堂

周讯》可以下载 PDF 版全文。

（3）2019 年 12 月 19 日，《图书馆论坛》刘编分享《图书馆论坛》2019 年第

12 期电子版。

（4）2019 年 12 月 20 日 14:00，群成员达 2607 人（活跃成员 486 人，占 18.6%），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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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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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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