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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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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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马圕人堂，不负韶华展宏图
——圕人堂 2020 年新年献词

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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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群 2014 年 5 月 10 日创建，《圕人堂周讯》2014 年 5 月 16 日创办。2019

年共发布周讯 52 期（243 期-294 期）。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共发布博文 219 篇。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003 人，阅读总量逾 12.6 万次。

圕人堂“连接”图情图书、期刊、报纸、数字资源、图书馆软硬件产品与服

务……圕人堂的成员，来自出版社、期刊社、报社、数字资源商、图书馆软硬件

产品服务商……均有“代表”。圕人堂大窗的“活跃”，有助于小窗交流的“红

火”。对于成员来说，更为切实受益的属于成员间小窗交流等“衍生”交流。圕

人堂的交流，有明线与暗线。明线是大窗交流，暗线是成员间小窗交流及其它形

式的交流。两条线均很重要。表面上是明线为主，实际上是以暗线为主。重视的

是成员切切实实的获得感、成就感。圕人堂还有两个“面”：一“面”是圕人堂

群中的成员，另一“面”是群成员之外的圕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开通之后，开

辟了一条“辅线”，借助新媒体营销手段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圕人堂的活力。圕人

堂这样的网络社群，主要就是发挥“微价值”或者说“长尾价值”。“圕人堂”

的灵魂是“圕”这个字，意在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凝心聚力谋发展。期待

的是圕人切实受益！

依据《圕人堂周讯》大事记版块，简略梳理圕人堂 2019 年每月大事：

1 月 25 日 14:00，群成员达 2146 人（活跃成员 554 人，占 25.82%），本群

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 1909 人。

2 月 27 日圕人堂热议话题“程焕文之忧：第五代图书馆专业人才在哪里？”。

3 月，圕人堂成员黄思慧利用圕人堂 QQ 群开展“高校图书馆组织氛围调查

问卷”调查，回收问卷有 400 份左右，累计发放红包 545 元。

4 月发布“圕人从业抒怀语录专题”。“世上任何专业人员对自己从事的工

作都曾经品尝过酸甜苦辣，都会萌发一些感受，直到提升为理性的认识。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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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行业很难干出惊世骇俗的伟业，但默默无私工作亦为和谐社会作出了应有

的奉献。”本专题摘录 33 名圕人从业抒怀语录。2019 年 2 月 23 日圕人堂发布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了 6 篇，备受欢迎。

5 月 10 日为圕人堂建群五周年。圕人堂发布《奋发图强圕人堂，凝心聚力

惠人忙——纪念圕人堂 QQ 群建群 5 周年》。

6 月 12 日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1 周年（2018.6.12-2019.6.12）。总用户数总

用户数 2446，性别分布：男 772（占 31.6%），女 1674（占 69.4%）。阅读总数

206036 次，42268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19 年 12 月 23 日统计：关注人数

2967 人（较年初增长 1000 余人）；阅读总量逾 12.6 万次。

7 月 18 日,世界艺术鉴赏库、弘雅科技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 1 万元，圕人堂

发展经费结余 12549.26 元。3 月 1 日图创软件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 5000 元。6

月 8 日图谋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 2000 元。7 月 11 日收到圕人堂群成员广东 xfy

捐助 800 元（注：定向资助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稿酬）。2019 年累计收到捐助

1.78 万元。12 月 27 日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3981.71 元。

8 月，圕人堂辑录《图书情报知识》2019 年第 4 期彭斐章先生学术思想研

讨专稿。籍此向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彭斐章先生

致敬、恭贺彭斐章先生九秩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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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增补 2 条遗

漏信息。累计赠书 129 册。

10 月，圕人堂宣传术语在线（http://www.termonline.cn/index.htm）中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 3436 条名词已入库，欢迎查询！《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

（科学出版社，2019.8）中的 3436 条名词在术语在线中可以检索到。

11 月 19 日 ， 群 成 员 王 建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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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涛老师所做的工作，有助于《圕人堂周讯》得到进一

步关注与利用，很有意义！由衷感谢王建涛老师的奉献！

12 月 2 日，天津财经大学贾东琴老师国家项目问卷“图书馆战略执行力调

查问卷”顺利完成，回收问卷 610 份，贾老师特此向圕人堂给与关注与支持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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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致谢！本年度先后有多名成员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取得了较好调查效果，

累计发放红包 2000 元左右。据悉 2019 年 1 月“中国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调

查”形成有关研究成果，被 SSCI 期刊录用。2019 年 12 月 5 日图谋受 iGroup 图

书馆员在线课堂之邀，主讲《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观察与思考》，200 余人参

与。当天在圕人堂群中分享了视频，群文件中分享了 PPT。2019 年 12 月 11 日，

Elsevier 电子书 2019 年线上研讨会—图书馆员职业能力专场,图谋应邀主讲《高

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的社会环境解析》。

圕人堂这样的平台，主要是依靠圕人微贡献微力量促成一些事情。2019 年

下半年探索的在线课堂，希望今后圕人堂也能做起来。想做成事情的一个基本原

则是：互利互惠。不能让贡献者过度透支，比如要提供适当的劳务费，有相关经

费支持。理想的状态是圕人堂可以自己做起来，相关方面支持。圕人堂有圕人堂

的诉求，其它平台会有其他平台的诉求。有多位老师曾经表示愿意在圕人堂开课，

但圕人堂给不了必要的劳务费（授课人员、辅助人员相关费用）。万事开头难。

若能有效圕聚力量，还是可以做的。圕人堂这样的一个平台是来之不易的，且行

且珍惜。图谋做事情有一个原则：所做所为是自愿的，且希望会是或终将会是值

得的。所有人的时间都是宝贵的，不宜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图谋是肉体凡胎，

所做所为，不当不周之处，祈请海涵。期待广大圕人共同呵护，携手共建。

特别感谢世界艺术鉴赏库、弘雅科技、图创软件对圕人堂的赞助！感谢科学

网对圕人堂的包容与呵护！感谢《圕人堂周讯》编辑团队、圕人堂管理员团队、

圕人堂客服团队成员、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运营团队默默耕耘与奉献！

以梦为马圕人堂，不负韶华展宏图。谨向圕人堂全体成员，向关心、支持、

参与圕人堂的建设与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地感谢！2020 年，“鼠“您最棒，

幸福安康！

2019 年 12 月 30 日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295 期 2020010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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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iGroup 信息服务.北京大学 2020 年度图书资料岗位（应届生）招

聘公告.https://mp.weixin.qq.com/s/EZpcOMi6zUgd0Rvrlt-Qeg 招聘基本条件

1.2020 届应届统招统分毕业生；2.研究生毕业，硕士及以上学位；3.身心健康，

热爱教育管理事业；4.不超过毕业生在京落户的限制年龄。二、招聘有效期 201

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 16：00（16：00 报名系统关闭）。报名地

址：hr.pku.edu.cn/rczp/yjbys/325685.htm。群里应该会有不少应届生，有需

求的不妨进一步关注。”湘潭大*：“群主实在是太贴心。”sonorous：“这个

真不错。”图谋：“‘群主’更多的是在做‘群辅’。”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十届全球技术挖掘会议（GTM2020）8 月在京召开 h

ttp://url.cn/5na7YZs。”

会议君：“图书情报|2019 江西图书馆年会 1 月高安召开 http://url.cn/5

bgxcHh。”

会议君：“图书情报|2020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6 月哈尔滨举办（学

术论文及应用案例征集中）http://url.cn/5lWgKe7。”

会议君：“图书情报|《图书馆论坛》2020 年选题指南 http://url.cn/5EP

fXbn。”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biochem：“中国图书馆事业拓荒者缪荃孙铜像在国家图书馆揭幕中国小康

网 2019-12-25 13:43:19https://www.toutiao.com/a6774248333775995395/中

国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著名学者缪荃孙铜像揭幕仪式 22 日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2019 年是缪荃孙逝世 100 周年，其家乡江阴市委、市政府向国家图书馆 (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 捐赠缪荃孙半身铜像，以纪念他对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国图书馆事

业创新发展的贡献。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饶权 22 日致辞时

说，缪荃孙学行兼备、著作等身，既是传统学术的殿军人物，又是新思想、新制

度坚定不渝的传播者与执行者，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介绍缪荃孙——被公认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山之祖，不但是国图、南图 (南

京图书馆) 两大馆的创始人、首任馆长，还对公共图书馆馆藏建设、目录学研究

做出过历史性贡献。”

biochem：“奥巴马晒 2019 年度书单 美网友: 想念会读书的总统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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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 09:06https://m.haiwainet.cn/ttc/3541093/2019/1229/content_31690

473_1.html?tt_group_id=6775672640334987789 当地时间 28 日晚间，美国前总

统奥巴马在社交平台 ins 晒出自己的年度书单，引发美国网友积极互动。美媒称，

奥巴马一直有晒书单、歌曲和电影的惯例，并会定期在社交平台上与网友共享。

就职美国总统期间，他就有分享最佳书籍的习惯。（海外网/李萌）。”

www：“圕人堂知识库增加热门议题：http://lib.nit.net.cn/tuan/subj.

php 请老师们挖掘圕人堂知识库中热门议题，将议题名称和相关资源的链接发给

我。如：信息素养教育 http://lib.nit.net.cn/tuan/detail.php?id=657 欢迎

大家推荐新的热门议题。”

图谋：“术语在线中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3436 条名词已入库，见 http://

www.termonline.cn/index.htm《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科学出版社，20

19.8）中的 3436 条名词在术语在线中可以检索到。关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

词，这个工具值得关注与利用。”春暖花开：“@图谋 谢谢！”图谋：“这算‘科

学普及’范畴，圕人堂多次积极宣传，期待更多圕人关注与利用！”图情民工：

“术语在线大概 3 月份会出小程序，更方便查询。”春暖花开：“术语在线能查

到有电子资源引进、电子资源服务成本但却查不到电子资源这个术语。”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请大家有时间帮忙填写一下问卷！可以直

接点击链接填写，也可以将链接复制到微信打开，问卷填写后还有随机红包掉落，

谢谢大家！。https://www.wjx.cn/hm/ujohemcuub9surifqya.aspx。”图谋：“如

果参照之前的样式提供信息（包括调查的名称、链接、调查对象、调查目的等简

短信息），那么参与度很可能会更高。”……：“本次调查是有关开放获取期刊

价值的影响因素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学生，图书馆员，出版者，各领域研究者等。

希望能够了解各位对于开放获取期刊价值的各方面影响因素的态度(例如哪些因

素会影响您选择该 OA 期刊等)。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链接填写，问卷填写后还有随

机红包掉落，谢谢大家！。”

图谋：“圕人堂 2019 年大事记 http://url.cn/5qv1WtG。”

图乐：“《图书馆论坛》2020 年选题指南 http://url.cn/58rIrAp。”

书小弟：“这一年，我们在图书馆打过的卡 http://url.cn/5mxcYLR。”

biochem：“圕人堂背后的不易 http://url.cn/5NL3CZZ。”

图谋：“数图详解：2018 年度上海市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 http://url.cn/

58kJ5DL。”

图谋：“《高校图书馆工作》2020 年第 1 期目录 http://url.cn/5NTvrUC。”

图谋：“年终总结丨一本正经的学术萌：我是《中国出版史研究》http://

url.cn/5PxK3CP。”

http://www.artlib.cn/
https://m.haiwainet.cn/ttc/3541093/2019/1229/content_31690473_1.html?tt_group_id=6775672640334987789
https://m.haiwainet.cn/ttc/3541093/2019/1229/content_31690473_1.html?tt_group_id=6775672640334987789
http://lib.nit.net.cn/tuan/subj.php
http://lib.nit.net.cn/tuan/subj.php
http://lib.nit.net.cn/tuan/detail.php?id=657
http://www.termonline.cn/index.htm
http://www.termonline.cn/index.htm
https://www.wjx.cn/hm/ujohemcuub9surifqya.aspx
http://url.cn/5qv1WtG
http://url.cn/58rIrAp
http://url.cn/5mxcYLR
http://url.cn/5NL3CZZ
http://url.cn/58kJ5DL
http://url.cn/58kJ5DL
http://url.cn/5NTvrUC
http://url.cn/5PxK3CP
http://url.cn/5PxK3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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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君：“图书情报|JCDL 2020 实践案例征集 http://url.cn/5ek4FzN。”

图谋：“记录 | ‘嘉图’十二小时 http://url.cn/55KwMkB。”

图谋：“大局着眼小事着手于细微处见功夫——戴蕾同志文明服务标兵先进

事迹 http://url.cn/5JNWyLd。”

老田：“重磅！2019 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公布！http://url.cn

/5XcLHUm。”

薪樗：“《图书馆建设》祝您 2020 新年快乐！http://url.cn/56i2goC。”

麦子：“沈艾娣 | 关于如何阅读当代史档案的一些想法 http://url.cn/5n

0T2ch。”

图谋：“【老衲曰】图书馆颠覆性思考系列之三：馆舍不重要！http://ur

l.cn/5VCfqrW。”

梧桐：“你了解备案制与传统编制的不同吗？备案制将是高校、医院唯一选

择 http://url.cn/5ZI3exG。”

图谋：“图解 | 江西理工大学 2019 年度图书馆大数据 http://url.cn/5Dx

MLwJ。”

图谋：“新馆写真 |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图书馆 http://url.cn/5ihkMo2。”

图谋：“2019 年图书馆学‘每日阅读专业文经典一小时’第七期线下读书

会暨 2019 年度总结会 http://url.cn/5PoDQhc。”

秋：“新书 | 公共图书馆低幼儿童服务 http://url.cn/5DDKaRm。”

碧海潮生：“这本书让我如获至宝——《图书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指南》读

后感 http://url.cn/5FVuLNy。”

www: “2019 年 212 所本科高校图书馆各学科领域图书借阅 TOP10 http://

hotbook.nit.net.cn/hotpub/subj_index.php?year=2019。”

1.3业务探讨

（1）世界艺术鉴赏库：民俗剪纸传递新年祝福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ek4FzN
http://url.cn/55KwMkB
http://url.cn/5JNWyLd
http://url.cn/5XcLHUm
http://url.cn/5XcLHUm
http://url.cn/56i2goC
http://url.cn/5n0T2ch
http://url.cn/5n0T2ch
http://url.cn/5VCfqrW
http://url.cn/5VCfqrW
http://url.cn/5ZI3exG
http://url.cn/5DxMLwJ
http://url.cn/5DxMLwJ
http://url.cn/5ihkMo2
http://url.cn/5PoDQhc
http://url.cn/5DDKaRm
http://url.cn/5FVuLNy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subj_index.php?year=2019
http://hotbook.nit.net.cn/hotpub/subj_index.php?yea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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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常宏-Artlib 世界艺术鉴赏库提供

图谋：“感谢来自世界艺术鉴赏库的新年祝福！”海边：“漂亮，手工剪，

有难度。”

（2）麦子：走进德州一社区图书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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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这种为小孩的书架倒是没见过，当然，我也很少去公共馆。德州一

社区图书馆：小孩看书和大人找工作是两个重点。貌似有 18 个计算机供人使用，

不过每天每人限登录一次。”图谋：“感谢麦子老师分享大礼包！”薄荷草*：

“就一张。”麦子：“@薄荷草齐婕 我已经上传了 4、5 个小时。还在加载。”b

iochem：“电脑上传就快了。”麦子：“有 20 多张。”薄荷草*：“好的，很喜

欢这里，想着有空用笔记本把精华记录下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更新知识。

感谢你们！”

（3）麦子：走进 San Antonio图书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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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昨天去了 San Antonio 图书馆，是我见过‘最艺术’的图书馆。”

图雷：“大美图片迎元旦。”麦子：“大堂里有棵巨大的玻璃树。很多漂亮的图

书馆的空间利用率很差。”图谋：“圕人堂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感谢麦子老师一直在坚持分享！这个活动马上就满 5 周年了。期待 2020 年能有

更多成员关注与参与，这样会更有看头。”

（4）高校图书馆阅览室可不可以带笔记本电脑入内？

正身修心：“问一问各高校的图书馆阅览室，有没有学校图书馆禁止带笔记

本电脑进入的要求？@所有人。”biochem：“‘禁止带笔记本电脑进入图书馆’

怕是不合理吧。”福墨理*：“为何不让带？”扣肉：“禁止带电脑。。。是为

了什么？那是不是台式机可以带？平板可以带？”正身修心：“是不是有的在考

虑安全问题？”迷图：“可以带，贵重物品自己保管好，出了问题，后果自负。”

清凉桐影：“图书馆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免费电脑供读者使用的情况下，还是不要

禁止读者携带自己的吧。”文新：“图书馆阅览室读者当然可以带笔记本电脑进

入，用于学习和查找资料。否则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就出现问题了。”闲在心上：

“可以带。有老师，学生需要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写论文。”正身修心：“@文

新 您提到图书馆服务理念具体指的是什么？”michelle：“@正身修心 当然可

以带电脑，就跟带自己的书一样啊。”Sunny：“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闲在

心上：“读者至上。”sonorous：“用户第一，服务至上。”boson：“我见过

有学生投诉别人点击鼠标的声音打扰其思路。过分了吧。”cpulib*：“但有的

人点鼠标确实也有点与众不同，我现在就在忍着。”biochem：“连这点儿抗干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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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能力都没有。”boson：“我要是在就告诉他能让鼠标打扰的思路打扰就打扰

了吧。”福墨理*：“可以带降噪耳机。”cpulib*：“点的声音响，还时常拉滚

动条，很大劲，从早到晚。”福墨理*：“我学生来图书馆自带降噪耳机。感觉

孩子们随身携带。”cpulib*：“完全可以用静音的，而且，不理解有的人一直

在拉动滚动的那个东西，而且还很带劲的那种。”

（5）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的课题申报

图图：“请问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课题是不是两年申报一次啊？！”木

木贝：“@图图 这个项目有 1 年期和 2 年期，上一次申报时间是 2018 年 9 月。

下一次有可能是 2020 年年初，留意官网通知就可以。”

（6）惠涓澈:不忘专业初心，牢记读书使命

惠涓澈：“年底了，总结完自己，展望来年，写下这 24 个字。”wjew：“总

结自己的呀？感觉像是给别人题词@惠涓澈 。”惠涓澈：“站得高看得远，做事

才有力量。”内蒙包*：“牢记读书使命。”wjew：“牢记的是阅读推广的使命。

读书，是自我的修为与生活习惯。@惠涓澈 我开玩笑的哈。提前祝您元旦快乐。

在初心的路上越走越宽广。”惠涓澈：“@wjew 对，阅读推广的使命，读书与激

发读书。”图谋：“惠老师的字，刚劲有力。我联想起图林胖猴封的‘惠院长’，

圕人堂需要把惠院长的指示装裱起来，高悬堂上。。”

（7）中国国家图书馆形象标识设计

正身修心：“各位老师，您们好，我想请教您们一个问题，国图这个标志的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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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时间和具体意思？有没有文献可查？”图谋：“中国国家图书馆形象标识是

‘国图’字体的变形设计，既体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的名称属性，又似

印章的效果，彰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biochem：“设计时间。”图谋：

“国内十个图书馆标志设计 看它们如何诠释文化.http://www.sohu.com/a/335

881840_115470。”

（8）图书馆工作人员对馆内智能设备采纳的态度调查

郑*闻：“各位前辈，各位老师，你们好，晚辈的毕业论文设计了一份问卷，

主要是关于‘图书馆工作人员对馆内智能设备采纳的态度调查’，希望各位能帮

忙填写一下。并且问卷最后附上一些个红包，权当是给各耽误各位前辈和老师的

时间赔不是了，希望大家帮帮我，感激不尽 https://www.wjx.cn/hj/tggtshwi0

wfodhtsdivma.aspx 。”扣肉：“@郑卓闻 我作为技术部馆员，发表我自己的看

法，不一定代表所有人，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技术部馆员跟我的想法一样。上智能

设备，就是把原来人工的部分工作取消，反而给技术馆员增加了工作量，带来了

无穷无尽的烦恼。智能设备本身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由于技术不过关，8

0%的精力用于处理 20%的故障。这也反应出部分馆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验收标准

比较务虚。”诗萧：“本来是解决人的简单重复劳动的,但重复的修。”诗萧：

“几万元的智能书架,除了看起高大尚,不如用这钱请人,一米书架一个人守到。”

郑*闻：“@扣肉 前辈，真的同意您的观点，我这研究也是希望搞清楚这个事情，

感谢您的分享！”扣肉：“我上次听人民大学图书馆书记的报告，我觉得她说得

很有道理。她说，现在为了防止滋生腐败，中层干部轮换很频繁。但是图书馆的

很多业务和项目，需要长期做基础工作才能获得成效。”郑*闻：“我在问卷中，

设计的一些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就是为了看一下，咱们馆员是不是觉得真的好

用！是不是无形中给咱们的工作量增加了！”扣肉：“据我了解，公共图书馆在

和高科技企业合作方面，步子比较大。”诗萧：“个人观点,读者服务过程中人

才是最重要的,机器再好,也不会有喜怒哀乐,有人之间的交流。”扣肉：“以我

个人的愚见，上马智能设备需要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深入挖掘。但是现在厂商、

馆长、馆员都没有这个耐心。”

图谋：“圕人堂有最可爱的人，积极主动参与问卷调查。时下属难能可贵！。”

烟大圕*：“都曾得到过同仁的无私帮助。”郑*闻：“@biochem @图谋 @烟大圕

张廷广 感谢各位前辈和老师，真的感谢你们帮助我填写问卷并且帮我扩散，耽

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祝你们元旦快乐！新年万事如意，事事顺心，身体健康，

家庭团团圆圆！”图谋：“图书馆员智慧设备使用意愿调查问卷.https://www.

wjx.cn/hj/tggtshwi0wfodhtsdivma.aspx 因完成毕业论文需要。调查对象图书

http://www.artlib.cn/
http://www.sohu.com/a/335881840_115470
http://www.sohu.com/a/335881840_115470
https://www.wjx.cn/hj/tggtshwi0wfodhtsdivma.aspx
https://www.wjx.cn/hj/tggtshwi0wfodhtsdivma.aspx
https://www.wjx.cn/hj/tggtshwi0wfodhtsdivma.aspx
https://www.wjx.cn/hj/tggtshwi0wfodhtsdivm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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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调查目的：探索图书馆员与新技术、新设备的关系，探寻新设备给馆员带

来的压力和机遇、馆员对智能设备的期待和需求。问卷完成后随机发放红包。稍

微改写了一下‘广告’，这样或许效果更好。”biochem：“可以考虑发群公告，

问卷结束了再撤销，这样关注的人可能会多些。”图谋：“在圕人堂发布此类调

查问卷。通常需要介绍简单自己是谁、调查目的、调查对象。这算是相关调查研

究的规范，会有助于提升参与度及调查质量。”郑*闻：“哇，改的真好！我以

前写的确实有点问题！我就用这个啦！”郑*闻：“好的！我改一下。”图谋：

“这类行为是群成员自发进行的。群公告过多扰民。”郑*闻：“图书馆员智慧

设备使用意愿调查问卷.https://www.wjx.cn/hj/tggtshwi0wfodhtsdivma.aspx

尊敬的各位前辈和老师你们好，我是华中师范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的研

究生 郑卓闻，因完成毕业论文需要。调查对象图书馆员。我的调查目的：探索

图书馆员与新技术、新设备的关系，探寻新设备给馆员带来的压力和机遇、馆员

对智能设备的期待和需求。问卷完成后随机发放红包。”图谋：“图谋作为‘群

主’，发公告、@all 之类信息是比较谨慎的。细心的成员可能亦留意到，图谋

发的多为群务信息，有时还伴随着发红包。想获得他人的帮助，自身亦要对他人

有所帮助或回馈。圕人堂这些年较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只是因为想获得帮助加

群，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或者来无影去无踪。有的还会朝图谋抱怨，为什么我提的

问题没人答？为什么……。圕人堂的成员，不仅仅是图书馆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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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群

成员构成中，图书情报专业在读学生已占较大比例。”

1.4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 2020新年贺卡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wjx.cn/hj/tggtshwi0wfodhtsdivma.aspx
https://www.wjx.cn/hj/tggtshwi0wfodhtsdivm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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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卡由圕人堂成员 2014 制作

一鸣：“这么专业的群，在这样的节日里也能这么早的的发红包，真好，圕

友们新年快乐。”图谋：“贺卡由圕人堂成员‘2014’制作。”

（2）圕人堂 2020新年献词

图谋：“@全体成员 以梦为马圕人堂，不负韶华展宏图——圕人堂 2020 年

新年献词.https://mp.weixin.qq.com/s/IXJIadYI4Q3cT4tzEQ8oDg 谨向圕人堂

全体成员，向关心、支持、参与圕人堂的建设与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地感谢！

2020 年，‘鼠’您最棒，幸福安康！这是图谋版圕人堂新年献词。欢迎诸位成

员关注与参与！贺卡由圕人堂成员‘2014’制作,特此致谢！时光倒流的新年贺

词挺好。” biochem：“贺卡制作精美，收藏了。”图谋：“圕人堂 2020 年新

年献词闪亮登场。感谢编辑关婷婷老师！圕人堂图谋抛头露面较多，实际上还有

好些成员在默默付出。”

图谋：“圕人堂 2020 年新年献词是圕人堂第 7 次，每年的新年献词大致包

含：年度工作汇报、下一年工作展望、向所有贡献者致谢与致敬、新年祝福等。”

刘莎莎：“看了公众号的新年献词，感慨万千。新的一年即将启程，祝各位老师

平安健康，万事顺遂!”wjew：“祝各位群友，新年快乐！也感谢群主@图谋 多

年的辛勤打理。”biochem：“感谢群主、周讯各位编辑、各位群友，祝大家新

年快乐！”Daisy1.0：“圕人堂每年都带给了我们满满的知识和满满的正能量，

有理也有趣，感谢群主编辑们的付出，感谢大家又携手同行一年，祝各位群友新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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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快乐！”图谋：“有缘相聚圕人堂，相逢相伴乐融融。”海边：“有缘相聚圕

人堂,谈天谈地谈图圕。针砭事弊有信心，坚守敬业有奉献。相伴耕耘图情园，

同甘共苦迎新年。”图谋：“海边老师是《圕人堂周讯》编辑之一。数年如一日，

默默耕耘。”biochem：“‘数年如一日’，然后就是‘数十年如一日’。” b

iochem：“回到电脑前就看到刘编的红包。”图谋：“感谢刘主编开启了迎新年

红包雨模式。”biochem：“感谢刘主编！”东哥：“圕群天天有更新，七嘴八

舌又一年，围绕圕事寻欢快，有庄有谐圕人乐！”。年年有余：“感谢堂主，感

谢各位朋友 2019 年一路相伴！期待 2020 本堂更上一层楼！”

（3）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

图谋：“圕人堂从业抒怀，今晚收到一篇稿子，等候科学网审核通过。‘圕

人堂从业抒怀征文’常年有效。”图谋：“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 http://b

lo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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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时间调整为常年有

效。图人默默.图书馆人,无悔青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1212090.html 回望来时路，或许每一个图书馆人同我一样有着真实的感受，那

就是一方面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云亦云着在图书馆工作的种种不甘，但另一方

面当你一头扎进图书馆工作、面对一个个渴求知识的灵魂的时候，当你固执的想

要解锁某项业务难题、期盼图书馆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没有了任何的怨言，

你就有了求索的耐力，你就只想奉献自己！刚发现图人默默这篇从业抒怀戴小红

花了。”图雷：“棒棒哒。”邓*家：“同样工作 13 年，认真拜读，很有感触。

文中有一输入法导致的错字:物联网。”图谋：“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了图

人默默《图书馆人,无悔青春》。真情实感,自然流露。这篇稿子 2019 年 12 月 3

0 日 17：30 收到投稿，20：10 发布，随后被科学网精选。较好地受到关注并引

发共鸣。”

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征稿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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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 日-12 月 31 日。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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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提交方式：37825775@qq.com 。圕人堂 2020/1/2。”

（4）圕人堂 2019大事记

图谋：“@全体成员 图谋.圕人堂 2019 年大事记.https://mp.weixin.qq.c

om/s/k2iPKMwv26C3J3M6s5B9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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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

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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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群 2014 年 5 月 10 日创建，《圕人堂周讯》2014 年

5 月 16 日创办。2019 年共发布周讯 52 期（243 期-294 期）。科学网圕人堂专题

共发布博文 219 篇。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003 人，阅读总量逾 12.6 万次。

依据《圕人堂周讯》大事记版块梳理出 162 条，每月选取 1 条。（详见：圕人堂

2019 年大事记.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1582.html）。”

图谋：“关于‘圕人堂晒书乐’‘年度总结秀’，不需要经过图谋‘中转’，

这会给图谋带来额外的负担，请谅解。”

图谋：“大事记（1）2019 年 12 月 25 日发起‘2019 圕人堂年度总结秀’活

动 活动目的：增进群成员之间的了解，活跃群氛围。主要参与方式：大窗或群

文件分享；分享网页链接（题名+网址+简介）。内容：工作、学习、生活、业余

爱好等各个方面，体裁不限、篇幅不限。（2）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19 年 12 月

23 日统计：关注人数 2967 人（较年初增长 1000 余人）；阅读总量逾 12.6 万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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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窗分享；通过群文件分享；分享网页链接（题名+网址+简介）。‘圕人堂晒书乐’

拟作为一个跨年活动，期待诸位成员关注与参与！（4）2019 年 12 月 27 日 14:

00，群成员达 2614 人（活跃成员 534 人，占 20.4%），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

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003 人。上述内容是本期大事记的内容，其中有参与

方式的说明。至于分享的先后顺序，是可以‘一目了然’的。敬请放心！”

（5）圕人堂之图书捐赠

图谋：“2019 年 12 月 27 日 12：08，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 3003 人。

煮酒论英雄（xxhe）为第 3000 位关注者。煮酒论英雄（xxhe）将获赠‘彩蛋’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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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近期将获赠《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11）1 册，以示答谢。圆我一个梦想，赠君一枚‘彩蛋’，希望英雄别嫌

弃。”煮酒论*：“多谢群主，我就不推辞了。”图谋：“我以为被嫌弃了，所

幸还有人候着呢。”图谋：“图谋挺小气的，湘潭大学图书馆学说‘我也想要’，

我就装没看见。”

图谋：“参与‘圕人堂晒书乐’或‘年度总结秀’，图谋赠’彩蛋‘，各取

前 5 名。多了图谋是真的给不起。如何？”长财馆*：“图谋大大管理本群非常

不容易，大伙多体谅他。”图谋：“图林丫枝（圕人堂晒书乐）、雨过天晴（年

度总结秀）的，予以兑现，也就是说还有 8 个名额。”图谋：“感谢谅解！”

biochem：“为了圕人堂的发展，图谋殚精竭虑，夙兴夜寐，必须赞一个。”

图书馆*：“坚守，就是一种成功。”图谋：“感谢理解与支持！由于图谋是一

对多服务，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比如个人精力所限、保密需要等），每每难免

词不达意或言不尽意。图谋算是在努力让大家‘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获得更

多圕人的理解与支持，让更多圕人切实受益。”国图出*：“图谋花了很多时间

与精力搭建这个公益互益的行业平台。”sonorous：“不容易。”

图谋：“近期有部分成员会收到图谋寄出的圆通快递，那是拙作《图书馆学

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顺带做两点说明：

（1）均是原封不动（未签赠）寄赠，避免装错闹笑话；（2）赠送范围非常有限，

请予谅解，未获寄赠者若感兴趣可以自行购买（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等经销，

可能会稍微滞后一些）。图谋是 12 月 27 日晚上收到书，12 月 28 日寄出。新书

速递信息（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553.html）发出之后，

已有成员小窗找图谋索赠或求购，图谋是在能力范围内赠书，从未售书，图谋寄

赠的图书，样书数量有限多为另行购买。这是‘示意图’。” biochem：“关于

本群群友赠书，图谋至少整过三四次了吧，刘欣馆长、吴汉华老师、七色花老师

等都整过 @1363376694 。” 图谋：“这里的‘彩蛋’是指获赠《图书馆学漫笔

——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1 册。图林丫枝、雨

过天晴两位老师的，已于昨日寄出。图谋如此‘低调’是因为财力和精力有限。

寄出一本书，实际上相当于寄出‘一筐’鸡蛋。不说别的，单单是办理相关手续

（比如整理名单、与各方打交道）就需要不少精力。恳请谅解。”煮酒论*：“群

主大作。收到群主赠书，非常开心！”biochem：“元旦有喜讯，敬请随时关注

本群。”图谋：“抱歉！煮酒论英雄获赠是因为他是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第 3000

位关注者，获得‘彩蛋’一枚。”煮酒论*：“大家可以申请群主签售。” 图谋：

“刘洪：图谋‘不轨’——《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序 .htt

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2603.html 引用格式：（1）刘洪.图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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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不轨’——《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序[J].高校图书馆工

作，2020（1）：91-93. 或（2）刘洪.图谋‘不轨’——《图书馆学漫笔——科

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序[M]//.王启云.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i-vi.” cici：“这是目前馆里收藏的图谋

的 3 种书，其中的第二种是在第七届全国出版物馆配馆建交易会上采购的，其它

是通过书商订购的。”

biochem：“图谋书单：1. 王启云著. 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评估研究. 北京:

现代教育出版社，2009.92. 王启云著. 图书馆学随笔——图谋博客精粹. 北

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23. 王启云著. 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评估研究.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9 （修订再版）4. 王启云著. 图书馆学笔记——

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85. 顾建新, 袁曦临, 王

启云编. 书海一生击楫忙——图书馆学家张厚生纪念文集.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

社, 2013.96. 王启云著. 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北京: 知识

产权出版社，2015.127. 王启云著. 图书馆学短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98 王启云等著. 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

员职业能力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49. 王启云著. 图书馆学漫笔——科学

网图谋博客精粹.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11。”煮酒论*：“现在学术类

图书出版不赚钱，刚看了本书刘洪老师做的序，群主剑走偏锋，不迎合市场和潮

流，不急于谋求功利，确实不容易。图谋做的都是‘小儿科’的事情，不足挂齿。”

Lib 小*：“群主谦虚顺便问下，没有获得增书的，可否我们自行购买，然后邮

寄给群主，群主给提几个字，算作留念和鼓励呢@图谋。”图谋：“图谋太‘难"

了。” 图穷：“图谋这种关注业界的研究，我很喜欢这种风格。”图谋：“@L

ib 小管家 如果有机会到你那边，我给画几个符，可以保平安。” 小白：“@图

谋 看到群主的消息了。”图谋：“煮酒论英雄提及刘洪主编写的序，《高校图

书馆工作》2020 年第 1 期刊发。”张芸：“ 序言真的很不错。”图谋：“刘主

编赐序为拙作增光添彩。‘爆料’刘洪主编为拙作写的序，见群文件：图谋‘不

轨’——《图书馆学漫笔》序（刘洪）.pdf。” 图谋：“王波：你是专业图书

馆员吗？这本宝典告诉你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2604.

html 引用格式：（1）王波.你是专业图书馆员吗?这本宝典告诉你——《新业态

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序[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39(04):

93-94.或（2）王波.你是专业图书馆员吗?这本宝典告诉你——《新业态环境下

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序[M]//.王启云 等.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

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4：i-iv.”

图谋：“图谋图书馆学随笔系列简介（1）王启云著.图书馆学随笔——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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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精粹._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2.图书馆学随笔集，全部内容精选

自图谋博客（2005.1-2011.8），较为系统地记录了作者七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

探索的足迹。上海图书馆原馆长吴建中先生题写书名。序言：王波《一个图书馆

员的思想画卷——<图书馆学随笔——图谋博客精粹>序》；袁江《让学术小花开

遍图林的每个角落》。（2）王启云著.图书馆学笔记——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_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8.图书馆学随笔集，全部内容精选自科学网图谋

博客(2011.8-2013.8)，分为六辑。序言：刘磊《<图书馆学笔记——科学网图谋

博客精粹>序》。（3）王启云 著.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

产权出版社，2015.12.图书馆学随笔集，全部内容精选自科学网图谋博客（ 20

13.8-2015.8 ），分为五辑。序言：邱葵《<图书馆学散论>序 》。（4）王启云

著.图书馆学短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9.图书馆学

随笔集，全部内容精选自科学网图谋博客（2015.8-2017.8），分为六辑。序言：

张怀涛《聚沙成塔启行云——〈图书馆学短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袁

江《‘絮叨’是一种范儿》。（5）王启云.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

粹.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本书精选自科学网图谋博客(2017.8-201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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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刘洪《图谋‘不轨’——〈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

图谋博客精粹〉序》。”

图谋：“图谋博客 15 周年足迹。2020 年 1 月 28 日为图谋博客 15 周年，5 本书

记录了足迹，稍事梳理。也算是顺道答疑，之前有成员咨询其异同。”

（6）圕人堂之问题求助

图谋：“面向个人的文献求助，成员之间私下进行就好。如果是利用群文件

做中转，完成中转功能后，请及时予以删除。多次有成员提醒图谋：‘文献求助

也不太适合群发，违反了版权规定’。圕人堂是草根网络社群，相对更为脆弱，

需要全体成员共同呵护。” ¤darin*：“加入组织很高兴，一定严格遵守本群规

范，向各位老师学习。”

洋子：“@图谋 你好，哪里能找到 2020 年哈尔滨举办图书馆会议议题。”

图谋：“@洋子 关于这类非常具体的问题，最好是自行搜索，或者别专门找图谋

（其实绝大部分问题，其它成员也可以胜任，甚至比图谋解答得好）。图谋不大

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有问必答。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曾梳理一篇文字供参考：如何获

取图书馆界学术会议与培训信息？.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1143976.html。”

图谋：“时不时，有成员会让图谋做一些 TA 认为很小的事情，部分确实是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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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有部分实际对图谋来说是很大的事，有的还是根本做不到的事，还有的是

图谋不能做的事。比如较为常见的问题有：是否可以帮改稿件并推荐发表，有的

还明确指出要发核心、发 C 刊。图谋精力和能力都非常有限，不大可能有这样的

能耐。图谋投入到圕人堂的精力，与大部分成员是相似的，充其量只能算是 ‘业

余爱好’，还有现实生活中的不少‘正事’需要去面对。”

图谋：“关于《大学图书馆学报》贺卡上的人物，理解为‘书模’更合适，

并没有谁说是‘先进人物’。2020 年贺卡上的人物，有人好奇，将 N 年前的一

个链接分享一下，仅此而已。当年，这只是人家参与群活动的习作而已，背后人

家是花了不少功夫的。若上升到一定高度，予以批评，这是不合适的。换谁谁也

不高兴。《大学图书馆学报》贺卡信息是图谋分享进圕人堂群的，标签云图是图

谋鼓励该成员帮做的。”麦子：“想想也是，圕人一般比较羞涩，好不容易鼓起

勇气做一件事，鼓励一下为好。”图谋：“圈子非常小，相关人员，很可能马上

就知晓。这样的尴尬事，发生过多起。这几天，图谋反复宣传圕人堂 2020 年新

年献词，当前的实际是：科学网博文版 399 次阅读；微信版 72 次阅读。这样的"

成绩"，还是在图谋使劲宣传的基础上取得的。图谋在圕人堂群发过数次@all 消

息，微信朋友圈等分享过多次。以前，我还会到其他相关群中分享，因为被人说

过，我再也不敢了。在当前的环境下，想做点事情，背后是真的不容易。我折腾

圕人堂这些年，实际得罪了不少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群主’角色，处理

一些事情，大部分我不太可能去逐一解释，再说有些事情无论如何解释，只要是

于对方不利的，对方很可能是不满意的。”

（7）敬请关注与利用圕人堂 QQ群知识库

图谋：“@全体成员 敬请关注与利用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http://lib.nit.

net.cn/tuan/）王建涛老师研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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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涛老师研制圕人堂 QQ 群知

识库，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期待得到更好地关注与利用！。”

1.5 2019中国最佳创新公司 50榜单正式发布: 嘉兴市图书馆榜上有名

徐徐清风：“嘉兴市图书馆火了！和故宫博物院、华为等同上一个榜单。h

ttp://www.cnjxol.com/51/201912/t20191226_235473.shtml。12 月 25 日，‘2

019 中国最佳创新公司 50’榜单正式发布，细数上榜的公司，除了故宫博物院、

华为、蓝晶微生物、正午阳光、大白兔等知名品牌外，还有一个令人有些意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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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名字——嘉兴市图书馆。今年，嘉兴市图书馆入选的理由是：‘嘉兴图书馆

用了很少的一点公共预算，仅仅几十个正式员工的编制，一年内开展了 5000 场

接地气的活动和课程。’。”biochem：“牛。”徐徐清风：“12 月 20 日上午 1

0 点 50 分，CCTV-3 综艺频道《文化十分》栏目播出了一期令嘉兴人感到尤为熟

悉的节目：《嘉兴市图书馆：典籍活化传承 共享文化资源》。 鸳鸯湖棹歌

在王店粮仓唱响，传统古籍变成拓片、活字让孩子们亲手拓印，智能机器人、3

D 打印模型在孩子们手上有模有样……节目通过电视、网络迅速传遍全国，在嘉

兴人眼中司空见惯的图书馆，突然获得了各方的关注目光。 嘉兴市图书馆总

分馆，所有馆员加起来只有 150 多人，却在一年内开展了 5000 场活动，平均每

天有 13 场活动在进行，平均每一个馆员一年要办 33 场活动。”图谋：“嘉兴在

线.嘉兴市图书馆火了！和故宫博物院、华为等同上一个榜单.http://www.cnjx

ol.com/51/201912/t20191226_235473.shtml12 月 25 日，‘2019 中国最佳创新

公司 50’榜单正式发布，有一个令人有些意想不到的名字——嘉兴市图书馆。

阅读育人、润物无声，背后是嘉兴市图书馆的馆员们从读者角度出发，不断琢磨、

设计活动。而真正获得了读者喜爱的活动，才能更长久地维持下去。如今走进图

书馆的读者越来越多，图书馆也越来越受到市民的尊重。”徐徐清风：“‘嘉图’

十二小时 http://jxrb.cnjxol.com/html/2019-12/31/content_1231924.htm。”

图谋：“许许多多公共图书馆同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由衷为他们点赞！

记者 陈 苏 许金艳 沈爱君.‘嘉图’十二小时 http://jxrb.cnjxol.com/htm

l/2019-12/31/content_1231924.htm12 月 25 日，一份榜单把嘉兴市图书馆（简

称‘嘉图’，下同）推向又一个高光时刻：‘嘉图’，和故宫、华为等国际知名

品牌一起上了‘2019 中国最佳创新公司 50’榜单。上榜理由：嘉兴图书馆用了

很少的一点公共预算，仅仅几十个正式员工的编制，一年内开展了 5000 场接地

气的活动和课程。。”

图谋：“顺着徐徐清风老师提供的线索，图谋稍作拓展，便于感兴趣的成员进一

步关注。记录 | ‘嘉图’十二小时.https://appexternal.cnjxol.com/webDet

ails/news?id=820392&tenantId=1 微信版报道。全媒体报道中有视频，‘富含’

活动现场信息。”筱笑：“太棒了值得好好学习。”诗萧：“13 年到佛山图书

馆参观,一年 1000 多场活动已经很赞了,不知要要怎么努力才能赶上,嘉兴馆一

年 5000 场,只有膜拜了。”骑鹿踏雪：“市级馆，超过 50 算不算少吧。” 海边：

“普通岗位，忠于职守，积极参与。工作态度值得学习。”

1.6小议图书馆人员的编制问题

skyler：“我毕业的时候很在乎编制，上了年纪反而更看中发展。之前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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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给我编制，但是整个图书馆没有发展，馆长都是中级，要是我在哪里待下去，

估计一辈子是中级。”cpulib*：“我们今年退了几个呢，没那么多。”skyler：

“其实年轻人努力把职称评上去，饭碗又不会丢。有时候问自己，编制不就是意

味着稳定吗？你又能力，又职称，会没饭碗吗。上次有个才毕业的女的来面试，

就很在乎编制，最后去了一个中专的图书馆，真为她可惜。”秋雨：“到底该不

该在乎编制，确实很矛盾。”&@&：“在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半，自己的感受就是

平台更重要，未来的发展更重要。”skyler：“我认识的很多医生不在乎编制。

只是现在弱化了编制改变，同工同酬，福利待遇一样，也可以提拔。有编制的是

拿财政工资，没编制的就是校发工资。”cpulib*：“我们博士都有可能没编。”

337310：“编制内外的待遇差别很大的。”qq：“@&@& 就是由第三方公司管理

了吧，人就是由公司派到学校图书馆来工作而已，劳务关系跟图书馆基本没关系

了，具体信息我也不知道了，呵呵。”cpulib*：“都在缩编。”飘雪：“我们

非编了才 2 千多。”cpulib*：“很多劳务公司靠劳务派遣挣钱。”skyler：“人

家民办学校都可以评职称，三本都是没编制的。”qq：“但我们这边没什么说法，

助理馆员还是馆员，身份模糊，不提拔主任，就不是论能力了，一切看身份的感

觉。”skyler：“不过也讲不清，我原来那个学校，要了很多留校的，一个月 1

600，人家干得开心得很。”qq：“说来就是学校政策的事，这边 17 年来了 8

个专业图情硕士，这在很多学校恐怕嫉妒恨吧，但这边领导没感觉多么珍惜，我

们看着都可惜。”skyler：“如果学校不好，他们跳槽走，如果图书馆不好，他

们转岗走。”梧桐：“我们这人事代理 2000 多工资。我们同事的孩子在我们单

位人事代理了几年，跳槽企业了。不如企业待遇高。”远归：“@梧桐 我们人事

代理和在编人员待遇无差别，唯一差别是没有职业年金，而且评职称更容易。”

远归：“@小图 我们学校人事代理干部估计占全校干部总数的二分之一。人事代

理一直生活的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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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博客 15周年

2020-1-2 19:29

2020 年 1 月 28 日为图谋博客 15 周年，5 本书记录了足迹，稍事梳理。 图谋图

书馆学随笔系列简介 （1）王启云著.图书馆学随笔——图谋博客精粹 . 北京：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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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2. 图书馆学随笔集，全部内容精选自图谋博客

（2005.1-2011.8），较为系统地记录了作者七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探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4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王波：你是专业图书馆员吗？这本宝典告诉你

2020-1-2 17:17

引用格式： （1）王波.你是专业图书馆员吗?这本宝典告诉你——《新业态环境

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序 .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39(04):93-94.

或（2）王波.你是专业图书馆员吗?这本宝典告诉你——《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

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序 //.王启云 等.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

员职业能力研究.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8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刘洪：图谋“不轨”——《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序

2020-1-2 17:08

引用格式： （1）刘洪.图谋“不轨”——《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

精粹》序 .高校图书馆工作，2020（1）：91-93. 或（2）刘洪.图谋“不轨”——

《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序 //.王启云.图书馆学漫笔——科学

网图谋博客精粹.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i-vi. 图谋 “不轨” &nb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34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

2020-1-2 08:23

2019 年圕人堂全年开展从业抒怀征稿活动，较好地受到关注与支持。2020 年将

继续开展，欢迎来稿。 征稿对象： 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从业人员。内容：从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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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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时间： 2020 年 1 月 2 日-12 月 31 日。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1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图书馆人,无悔青春

热度 3 2019-12-30 20:10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 图书馆人,无悔青春 作者：图人默默 2018 年年中，

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工作 13 年 的 S 高校 图书馆。 13 年，轻轻又匆匆， “打

开记忆的闸门，一幅幅，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798 次阅读|6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热度 3

以梦为马圕人堂，不负韶华展宏图——圕人堂 2020 年新年献词

2019-12-30 08:47

以梦为马圕人堂，不负韶华展宏图 ——圕人堂 2020 年新年献词 图谋 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 ...

个人分类: 圕人堂|57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圕人堂背后的不易

2019-12-29 09:24

关于“圕人堂发展经费”的化缘情况。2018 年 12 月 17 日，图谋着手化缘 2019

年发展经费。化缘词包括：“2018 年 12 月 17 日，圕人堂成员数为 2090 人（容

量为 3000 人），活跃成员数 565 人，总占比 27.03%。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18

年 6 月 12 日建立，现有关注用户 1715 人。2018 年《圕人堂周讯》发布 52 期

（191-242 期）。201 ...

个人分类: 圕人堂|54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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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7个文件。

3.大事记

（1）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了图人默默《图书馆人,无悔青春》。真情实感,

自然流露。这篇稿子 2019 年 12 月 30 日 17：30 收到投稿，20：10 发布，随后

被科学网精选。较好地受到关注并引发共鸣。

（2）2019 年 12 月 31 日，图书馆论坛刘编发红包 80 个（总金额 60 元），“祝

2020 天天吉祥，岁岁平安！”；2020 年 1 月 1 日，图谋发红包 100 个（总金额

100 元），祝群成员元旦快乐！

（3）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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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 日-12 月 31 日。稿件提交方式：

37825775@qq.com 。

（4）2020 年 1 月 3 日 14:00，群成员达 2625 人（活跃成员 579 人，占 22%），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040 人。

4.延伸阅读

《圕人堂周讯》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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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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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