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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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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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298 期 202001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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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肉：“https://mp.weixin.qq.com/s/J8oONJIPU-8lSgCD-ywzGA 我校 2020

全面招聘公告已发。”扣肉：“全面招聘主要是建立人才库，而且大部分是校聘合
同制，所以不会具体公布岗位需求。可电话咨询。”

会议君：“图书情报|2020年第十五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 7月武
汉召开 http://url.cn/5LF4Kig。”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五届 ACM SIGIR人类信息交互与检索会议(CHIIR2020)

3月加拿大召开 http://url.cn/5VgVjPa。”
会议君：“图书情报|图书馆基础业务知识培训班 2月在京举办 http://mp.w

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1910&idx=2&sn=3b57d19

522f770dcbccddf64b7c887fd&chksm=eb2cfd08dc5b741e484e18a5876cfd7bd516d

ab03b0f3ecf428857ef70fa067d6d2040323248&mpshare=1&scene=23&srcid=&sha

rer_sharetime=1579830039131&sharer_shareid=d591b5080d32dc356afa9388c0

2de9b1#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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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bio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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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ib.whu.edu.cn/qos_month/view.asp?id=114。”
诲人不倦：“火速收藏，2020年图情档期刊热门选题指南！http://url.cn/

5dNuiBb。”
图谋：“木铎圖记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019 | 图书馆年度数据报告 htt

p://url.cn/5w7KxDI。”
sonorous：“未来已来！高质量发展迎接智慧时代——2019广东图书馆年度

盘点 http://url.cn/5sB43s2。”
图谋：“昆图 2019，不负韶华！（有福利）http://url.cn/5ycphR4。”
梦随风：“贵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2019年度图书馆大数据 http://url.cn/55V

ZfjD。”
青青草：“年度回顾|2019，繁昌图书馆的这一年 http://url.cn/5rRApfa。”
图谋：“年度大数据丨‘鼠’于 NUAAer的南航图书馆 http://url.cn/57gBdPF。

“
z：“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您——南理工图书馆！http://url.cn/5aVWNm

U。”
sonorous：“2019年天津大学图书馆年度报告 http://url.cn/5J5Nr1g。”
sonorous：“重磅！第八届高校优秀成果奖公布 (图情档类) https://mp.we

ixin.qq.com/s/dICY0Yk79WKu8f7AhnTkZA。”
图穷：“重磅！第八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 · 图情档类）申报材

料审核结果公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

=2247486556&idx=1&sn=c835dcd5b951394c4be49fc971012ab6&chksm=fc2b50dac

b5cd9cc5c71058bd337e0237276df2cadbb2be6ea66d73df5b825d3ed7c1f33fa19&s

cene=21#wechat_redirect。”
扣肉：“国图现在好像有古籍修复的培训班开课，大家可以看看。https://m

p.weixin.qq.com/s/STH0hFWW6DNpZgIIo1-3hA。”
雨过天晴：“|好文推介|资源为王 服务为本 技术为用 ——程焕文谈高校图

书馆管理的理念 http://url.cn/5vSGLpj。”
海天云石：“【感悟】读书的艺术 http://url.cn/5XswM2r。”
sonorous：“2019年哪家出版机构公号做得最好？｜新媒体影响力排行年榜

http://url.cn/5JQbUXZ。”
睿智：“2019年文学年度书单（60本）http://url.cn/5ONckpu。”
秋：“2019年图书馆学图书举要 http://url.cn/5Gkx2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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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芸：“‘c++’、‘高等数学’...南京这些高校借书榜太硬核了！http://url.cn

/5RFqu21。”
Horizon：“快讯！2020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公示（图情档）http://ur

l.cn/5yKJD6U。”
图谋：“2019年度图书馆大数据报告合辑 http://url.cn/5m8CMZZ。”
biochem：“和顺图书馆现在藏书 13万册，是全国藏书最多的乡村图书馆，

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顺图书馆始建于 1928年，由当地旅缅华侨捐资
创办。曾有三位著名大学校长为这座乡村图书馆挥毫题词：原北大校长胡适先生
题写‘和顺图书馆’，原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先生题写‘文化之津’，原云南大学校长
熊庆来先生题写‘民智泉源’。https://www.toutiao.com/a6783866645552038408

/。”
图情民工：“https://mp.weixin.qq.com/s/dDWf22JOd-oBp-97vkrAnw2019

年情报科学奖公布。”
hero8151：“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评审结果的公示 http://www.moe.gov.cn/s78/A13/A13_gggs/s8474/202001/t2

0200121_416248.html。”

1.3日常讨论
（1）图书超期罚款

巨力文*：“各位老师，图书馆开通了图书到期短信通知，读者把图书给遗失
了，到图书馆处理，结果滞纳金已超过图书原价，对方提出怎么没有电话告知，
想免除滞纳金，工作人员没同意，就投诉说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如遇这样读者
怎么处理好？谢谢指点。”南理工*：“有规则按规则办呗。我们经常有学生两三
年不还书的。也有异议的。就按规则办，借阅规则公示了，很明确。另一方面让
他们预留联系方式，但很多学生没有留，也无法通知。”闲在心上：“过期停止借
阅。”sonorous：“两三年不还书，那得罚多少钱啊。”极限：“罚款不是目的，警
示教育一下，罚款要有个上线哦。”麦子：“ 关键就是事前要有规则，执行的馆
员就可以按此执行，你再投诉也没用。”闲在心上：“这几年我们馆不罚款了。过
期一个月，一卡通就自动停止借阅。”boner：“我们是只要有过期图书，就不能
再借。”二木：“过期罚款，学生一般没有问题，麻烦的是老师。”鼠图盎然：“这
个问题很普遍，也是不知道如何好。”*娟子*：“刚好想请教下各位滞纳金有没收
取的依据啊？”巨力文*：“部分读者自己没按时还而产生滞纳金，就说工作人员
服务态度不好。”巨力文*：“公共图书馆法能解决吗？”扣肉：“超期使用费，可以
向当地物价部门申请收费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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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焕文老师的网课播放
扣肉：“程焕文老师的网课今天已经更新第五讲了。大家不要忘了学习。”图

穷：“@扣肉 什么网课？？？”扣肉：“中国大学 MOOC上，叫图书馆管理。”图穷：
“@扣肉 图书馆管理，这更适合馆长们看。”扣肉：“并不是。里边的内容很务实。
普通馆员可以学习，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也是好的。”

（3）怎样看待借书排行榜？
图林新人：“一学期 60多本，其中有些已经觉得看的粗糙了。”万寿寺*：“这

个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精读、泛读、选择性的读，甚至只读
一下目录和参考文献，都是有效的阅读，取决于读的目的以及书能提供的信息量。
鲁迅曾建议青年人多去逛逛书店（相当于图书馆的开架），认为即使是泛泛地翻
翻，也会有很多收获。”biochem：“各高校都在奖励借书最多的学生。”sonorous：
“书也不能全都泛读，现在图书质量本身就在下降，谁都能出书，肯定要精读和
泛读相结合的，而且要以精读为主。”万寿寺*：“不过各大高校的阅读榜上，文
史哲类的书许多年来就是那几本，深度广度均不见发展，倒是有点令人堪忧。”
sonorous：“文史哲里面，哲学的书，肯定要精读的，哲学的很多语句，读十遍
可能才能感悟出背后的意义。”万寿寺*：“但是为了能精读读懂一本书，可能需
要泛读很多相关的书才能实现。”图林新人：“不精读很难吸收阅读的材料，内化
到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中。”万寿寺*：“读懂一本书，会需要调动深浅不一的知识
储备，很多时候，是边精读边补课。”

（4）古籍阅览室的读者服务
图穷：“有没有古籍阅览室读者须知这类的告示或用户手册等。想了解一下

哪些图书馆可以馆内阅览古籍（含普通古籍和善本古籍）。目前，只了解到国图、
上图、南图、首图正式开展古籍阅览服务。”二木：“古籍全部转成电子版就可随
意阅读。”图穷：“当然，需要办理一些或简要或繁复的手续，但是比没有正式服
务规范和要求好多了。古籍阅览服务，上图做得不错为了学术研究，复制价格也
不高。很多图书馆连古籍书目数据在图书馆网站上都查不了。”万寿寺*：“古籍
开放阅览很重要，尤其对科研。有很多重要信息，电子资源无法反映出来。”图
穷：“@万寿寺路痴 作为古籍保护重点单位的图书馆得向国图学习，不能搞‘关门
大吉’不敢开放阅览服务，国图有严格的甚至略显繁复手续，但是可以看到善本
原本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共馆大多数没有形成古籍阅览服务规范，尤
其是第二批之后的古籍保护单位。甚至有些地方的公共馆古籍阅览室只提供公开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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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他馆的古籍影印本阅览服务。”万寿寺*：“这两年古籍持续走热，或许以
后会慢慢改善。社会有了需求，图书馆可能会有动力来改变。”图穷：“@万寿寺
路痴 没有古籍阅览服务规范，无章可循。上次北大医学信息学教授（研究中医
药古典信息方面的）找到我，我和古籍部主任沟通，人家对我进行了刨根问底的
大质问，感觉主要还是无章可循，得建章立制，得有服务规范。”
万寿寺*：“我还是比较乐观，古籍数字化的商业转化做起来后，利益当前，可能
会有动力。”图穷：“除了几个百万古籍的古籍大馆，其他古籍小馆，没多少用户
的。”万寿寺*：“目前古籍的数字化还是初级阶段，利用不高也是意料之中。后
续的开放，还需要数据进一步整合。”万寿寺*：“新时代的易学古籍数据库建设 h

ttps://gmrb.cloud.gmw.cn/gmrb/html/2019-12/14/content_48504.htm。文末
作者的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好像已经在古籍数字化技术和开发
上用力多年，也可以关注一下。” 图穷：“@万寿寺路痴 你可以关注一下上图，
刘炜馆长他们团队的数字人文研究在国内图书馆界开启了先河。”万寿寺*：“我
目前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上图，不过听说武大同时跟进了，也走在前沿。”

（5）图书排架
节能：“今天看到一个这样的排架，我顿时晕菜……我是大厅查好索书号进

去的，本想速战速决，却被击败了。”sonorous：“哎，找书费劲也是有原因的。
乱插乱放。”节能：“完全没有头绪。”节能：“虽然最后我也理解了，这是公共馆
少儿区。可是，直到回家，我还是有些感觉凌乱。”sonorous：“I247的书居然出
现在一堆 I287的书之间。打入敌人内部了。”节能：“最大的问题是排架号完全
无用。”我是一*：“可能是读者看后放错了位置，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发现，但
书标贴那么高是为了显示一下出版社吗，这才是少见的。”

（6）图书消毒学问多
扣肉：“各馆（尤其是公共馆）购买的图书消毒机，对于防止传染性疾病有

没有什么积极作用。”上海～*：“我们给读者用了。”扣肉：“关键要看消毒方式。
是臭氧还是紫外照射。”福墨理*：“紫外线不适合在有人的地方使用。”扣肉：“对，
我去年进行技术考察的时候，也是说，紫外灯照射适合在闭馆以后，确认无人的
情况下使用。”扣肉：“但是也有一说，臭氧会对纸质图书产生破坏，尤其是古籍。
不知道是否属实。”sonorous：“古籍的纸张好多都酸化的不行了，特别脆弱。好
多古籍经不起折腾了。”扣肉：“图书属于国家的固定资产，如果说为了消毒灭菌
使得纸张老化加速，很难说会不会让后人无法乘凉。”上海～*：“都不考虑后人
乘凉了，都电子版了。”扣肉：“现在很多出版社新出的纸质书，我都怀疑出版社

http://www.artlib.cn/
https://gmrb.cloud.gmw.cn/gmrb/html/2019-12/14/content_48504.htm
https://gmrb.cloud.gmw.cn/gmrb/html/2019-12/14/content_485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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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有没有可再印的底稿。紫外线照射消毒，应该是要直接照射到的地方。像书
架这种地方，感觉消毒并不彻底。”福墨理*：“别想紫外线了。”扣肉：“所以图书
消毒确实是一个当前可以讨论的话题。我去年考察了两个月，发现没有比较好的
办法。”节能：“图书消毒感觉意义不大。真要达到效果，需要每页消毒吧。怎么
照射都不可能达到。”扣肉：“我去广州图书馆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消毒机是把书
支起来吹。但是没有闻到臭氧的味道。”节能：“通过图书传染的疾病可能有哪些？
读者在病菌存活期二次接触这些书的可能性是多少？就和钱币一样，万人传播，
给钱币做消毒的有多少人？”

（7）密集书库的书架间距
刘*萍：“请问群友，密集书库的书架间距可以根据图书高度进行单个调整

吗？没必要同排书架间距必须高度一致吧。”节能：“没明白，架间距和图书高度
什么关系？”刘*萍：“书架层间距。有的书特高，躺着放看不到书脊。想立起来，
就得调整层间距。但书架板看上去就不整齐了。”节能：“可以啊。”扣肉：“成品
的钢制书架或者密集架，都可以单独调节高度。不过普通的家具厂，不一定给你
留这个孔。得专门给图书馆做书架的厂商。我们的密集架都随便摆的，要装什么
东西，就调多高。”

（8）《微博用户从众信息搜寻行为》问卷调查
Fanny：“《微博用户从众信息搜寻行为》问卷调查 https://www.wjx.cn/m/

54544900.aspx。”图谋：“这份问卷，图谋也参与填写了。感觉问卷设计存在不
少问题。比如问卷题名，实际意图是：社会化媒体用户从众信息搜寻行为问卷调
查。‘微博’只是社会化媒体（或新媒体）中的一中，当前已式微。图谋在早期算
是较为活跃的用户，已多年不用。”Fanny：“谢谢王老师建议！”图谋：“答题时第
1，2题均为必答题！第 1题我如实回答否。结果是直接结束调查了。”Fanny：“嗯
嗯 后面的调查主要是针对微博用户。前期是微博和微信的一些情况。”图谋：“因
为我点了领红包。想再看看啥情况，重新改成是有机会看后边的题。对于个人来
说，近年微信用的较多。”Fanny：“谢谢您。”图谋：“这份问卷确实有必要进一步
修订完善，否则难以达成调查目的。”Fanny：“问卷说明处已修改，谢谢王老师
的建议。”sonorous：“我觉得 11和 12题可以细化一些。”图谋：“那么多题，其
中不少题的表述有问题，且有多题需要思考（查证并计算），如果认真填写，1

0分钟内完成的可能性不大。”sonorous：“比如，加的 qq群和微信群有多少是自
己经常会去看消息并参与的，有多少平常不看，有问题才去里面提问的。一个用
户加入的微信和 qq群，有多少是基于熟人的社交群(家族微信群，舍友微信群)，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wjx.cn/m/5454490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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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是基于陌生人的群(北京程序员群)，每个群参与度有多少。”图谋：“坦白
说，图谋是心疼调查实施方花了钱花了时间，问卷参与者也付出了劳动，但未能
达成调查目的。”扣肉：“微博现在是信息集散地，而微信是一种生活方式。两种
产品的设计就不一样。”

（9）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图书馆陆续发布闭馆公告
wu：“今天武汉很多高校图书馆开始闭馆了。”杜*平：“公共场所必须关闭。”

sonorous：“各个省份级别的图书馆公众号陆续在发闭馆通知。”图穷：“我们领导
不敢闭馆，给我发了耳温枪，让我去测体温。县区有一家图书馆，闭馆七天。”
秋雨：“我们学校图书馆寒假也开放，但这几天放假。”梧桐：“其实图书馆也应该
考虑开学后的应对措施。”sonorous：“关注各个图书馆加星认证的微信公众号。
省级别的公共图书馆今天下午在陆续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发通告。大
部分是说图书馆在春节的文化活动取消了。”赈早见*：“浙江全省公共图书馆全
部闭馆了。”*安：“浙江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赈早见*：“还有
哪些地方公共图书馆闭馆了，可否发群里分享下。”节能：“闭馆不是谁要闭，是
统一行动，需要分享吗？”夏老师*：“广州这边全部闭馆。”中原劲草：“这考验的
是领导们的担当，不需要必须有先例了才能闭馆，也不需要比例，公共场所尽量
减少人员聚集。”

1.4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赠书

图林新人：“今天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群主的新书。”sonorous：“G251.6/
Z7。”图谋：“@图林新人 谢谢告知！图情类图书较为小众，购买的图书馆不会很
多。当前读秀平台上显示的有 34家图书馆。据了解，《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
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这本书目前实际售出 1083册。这个‘成绩’在同类书中，
算表现不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圕人堂成员的帮助与支持。特此致谢！《图书馆
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部分成员曾
咨询过购买方式，顺道答复。因春节临近，出版社库房物流停运了，京东、当当
等网商书店也不接单了，只能等年后了。当前可通过该社微店购买，知识产权出
版社微店. 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3287272057&spider_toke

n=dce5。”
图谋：“时不时有成员咨询图书出版或索取赠书。可以感受到，部分成员可

能存在误解，以为图谋在牟利，实际上通过此途径牟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图谋
在‘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环节颇为卖力，实际是因为有所图谋：一方面，不揣浅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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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以见教于大方；另一方面，期待得到更好地关注与利用，功不唐捐。前的群
成员中，有不少成员实际出版过图书，图谋所了解的非常有限，科学网圕人堂专
题中推介过数本（这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图谋试图推动圕人堂‘连接’图情新书，
其中一个原因是图谋较为了解背后的不易，希望提供些许帮助。”

图谋：“圕人堂是一个草根社群。图谋实际同大家一样，只是群成员之一。
种种原因，圕人堂发展的情况并不理想，更多的像是我在‘垂钓’，很多时候还像
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圕人堂这些年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不少热情参与
者、贡献者。积少成多，积沙成塔。圕结就是力量！”资深码农：“如果不谋利，
大家更是各种揣摩！因为现实中很难见到活雷锋。”图谋：“其实，这些年很多师
友劝图谋别再难为自己了。圕人堂服务体系’运转，真是一个不小的摊子。当前
的环境下，确实是需要承受无法承受之重。当前为走一步看一步。我最初设想的
不是当前这样一个局面。我当时想的是我先来搭个台，台子搭好了，换谁谁都能
转。圕人堂坚持每周出《圕人堂周讯》，其中一个原因是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

（2）为了圕人堂群的生存和发展请不要发布敏感信息
图谋：“特殊时期，圕人堂群不宜碰敏感信息。因为有关信息的真伪难以辨

认，即便是真的，圕人堂也不一定有权传播，此外会引发群成员的进一步讨论，
可能会出现过激言论。敬请谅解！。”贫尼*：“图人不就是需要具有辨别信息真
伪的技能嘛？”图谋：“如果坚持要发，图谋将被迫全群禁言或者直接解散本群。
图谋没必要承受无法承受之重。敬请谅解！。就算您知道是真的，有些信息，圕
人堂这样的草根社群不能承受，这是重中之重！为了维持圕人堂这样的一个草根
社群的生存与发展，图谋背后操了多少心？还能操心多久？也许确实没有必要
了。”

1.5“小中见大”——图书馆年度运行报告的意义
图谋：“2019南京大学图书馆微数据.https://mp.weixin.qq.com/s/bFixum

xWzKFYhGOpOsVDQw。”西西里*：“@图谋 这个数据报告太棒啦。”图谋：“北京师范
大学图书馆的 2019年度数据报告（https://mp.weixin.qq.com/s/_t92m7rTExz

bYCeoKCImeg）确实做的挺好的。该报告 1月 18日发布，目前显示有阅读 3151

次，‘在看’139人。这个成绩算是相当好的。近段时间，许多馆陆续展示年度运
行数据。均属于‘小中见大’，从中可以较好地呈现（或者一定程度上呈现）该馆
的办馆理念、资源（馆藏、空间等）概况、工作重心及服务绩效。”万寿寺*：“不
知有没有公共图书馆的数据报告？”图谋：“广图年报（广州图书馆年度报告）.h

ttp://www.gzlib.org.cn/gzlibYearReport/index.jhtml 提供 2013-2018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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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可以在线阅读，也可以下载。”sonorous：“确实弄的很专业啊，连
管内公益活动，媒体报载报道都分析了。”图谋：“国图年鉴 http://www.nlc.cn

/dsb_footer/gygt/ndbg/nj2018/2003-2009年叫‘年度报告’，2011-2018年叫‘年
鉴’。”sonorous：“公众号热潮有点褪去了，毕竟一堆标题党。”图谋：“并不是公
共图书馆没有选择微信公众号发布，只是因为缺乏关注或者没有关注。”sonorou
s：“微信公众号适合短篇幅的，微信这款软件的定位其实是社交软件，不是发布
信息用的。”图谋：“比如我随手一搜，搜到了昆山市图书馆的。”图谋：“圕人堂
期待更多成员分享各级各类图书馆运行报告链接信息。这样的‘连接’其实很有
意义。有助于进一步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获得启迪。”万寿寺*：“交流多了，
也会有更多的火花和灵感，有助于各自的工作。”图谋：“比如高校图书馆纸质图
书的利用情况，表面上看是相似的（逐年下滑），但看细节是不一样的（办学层
次办学规模相近的两个馆，可能存在很大的差距）。”万寿寺*：“纸质资源利用
下降是大势所趋，数字资源的利用似还未成为衡量指标？”图谋：“昆山市图书馆：
2017年办证量为 45,063张，2016年办证量为 31,707张，2019年办证量为 53，
357张；2017年外借图书 1,733,494册次，2016年外借图书 1,523,821册次，2

019年外借图书 1,830,755册次。”罗*尔：“四川旅游学院 2019年度阅读报告 ht

tps://q.eqxiu.com/s/3dk3qAHo?eqrcode=1。”图谋：“刚才还留意到：xx师范大
学图书馆纸质图书借阅总量，2017年为 30.8万册，2019年为 25.1万册；xx理
工大学纸质图书外借总量，2017年为 29.3万册次，2019年为 20.95万册次。各
图书馆运行数据，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观察与思考，可以有所发现。两年前圕人
堂曾试图推动图书馆运行数据分享。中间，还曾有成员专门向我咨询过是否有更
多数据？是否可以提供更多数据？……其实，囿于精力及能力，图谋做的仅仅是
‘抛砖引玉’。”万寿寺*：“这个恐怕有待商业性的平台才能做成规模，类似出版业
的开卷。”广东小*：“我们的数据:年度：借阅量（册次）2016:390863；2017:38

0762；2018:384171;2019:448187。”小丸子：“为什么 2019年会增长那么多呢@

广东小肥羊 。”广东小*：“2018年 10月中旬起，我们取消了借书册数的限制。”
图谋：“高校图书馆图书外借回升属于不多见的。”广东小*：“@图谋 其实事实不
是这样的，很多学校的外借量在回升，中大、华南理工等也是在回升。”图谋：“南
航图书馆纸质图书总借还：2017年 68.5万册，2019年 54万册。我说的属于不
多见，亦是我观察到的事实数据。也是不少文献中提及的，更为大而化之的：纸
质图书利用率逐年下滑。”广东小*：“我曾经对 211大学近 10年来的外借数据进
行了统计（根据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发现其实外借量并不都是在下降，虽
然很多人都在提这个，但却不是事实。”图谋：“当前各馆晒出的运行数据，是一
个观察的好时机。总体上，那种表述，个人认为还是比较靠谱的。一定比例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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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根本不愿提这个数据。‘下滑’的情形，也存在很多种情形，有的属于‘断崖式’。”
我是一*：“南航图书馆借阅形式比较多样，借阅成绩才斐然些，他们的图书委托
是怎么回事，是帮读者购买新书吗？”图谋：“从图谋留意到的近年各图书馆自身
公布的运行数据看，高校图书馆纸质图书外借回升属于不多见，公共图书馆纸质
图书外借回升属于较为常见。近年公布运行数据的馆相对较多一些，但由于注意
力较为分散，阅读量大多不尽人意。大学图书馆 2016年年度大数据报告概览信
息来源：谷诗卉,罗丽,杨新涯,许天才.大学图书馆年度大数据报告的调研与发展
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35(06):24-30.圕人堂期待借助圕人堂成员之
力，‘连接’更多图书馆，推动此类信息的共知共享。找学习的榜样、馆际学习交
流的对象、选取定标比超的标杆……这类信息具有较高参考价值。”z：“我们纸
本借阅量一直在回升@图谋 。”图谋：“搜集此类信息实际是难度系数比较高的。
至少可以有 3方面原因：（1）发布的时间有早有晚，12月及次年 1月居多；（2）
发布的新媒体渠道多种多样，图书馆网站、微信、博客、APP等等；（3）题名
个性化，各有各的叫法，需要‘人工智能’识别。据图谋了解，本群有多位群成员
搜集过此类数据，搜集到的数量不甚理想，有的还曾找图谋咨询。我说我没有做
过系统搜集与整理，只是‘偶得’。”pww：“还有根本就不发布的。”图谋：“还遗漏
了一个重要方面：（4）有关页面（网址）稳定性较差。这类信息的公开，多数
是主动公开展示，且发布前通常是经过图书馆负责人把关或授权的。通过各种渠
道展示发布的，数量确实不算多，因此圕人堂在试图推动这方面信息的‘连接’。”

图谋：“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2019年图书馆运行数据，见：只求在最美的年
华里遇到您——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https://c.eqxiu.com/s/567INxu0。”pww：
“6连优是个奇迹。”远归：“图书馆工作能进入良性循环，让人感慨。同时也深知
南理工图人的辛苦付出和不易。”图谋：“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2018年图书馆运
行数据，见：你有书，我有书和故事——说说南理工图书馆自己的那些事儿 htt

ps://mp.weixin.qq.com/s/Ofz_7x-u50aJBgpQytAjwA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2017

年运行数据，见：南理工图书馆 2017 感恩有您.http://url.cn/5nwWApd。三年
的运行数据，或许有利于进一步见证奇迹。”远归：“奇迹背后，是小兵馆长和小
兵们付出和努力。”pww：“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馆长很重要！还要是跑在
正确的方向上。”远归：“小兵馆长的努力，我是见识的，做事是有时候是亲自赤
膊上阵，理工男的‘轴和很’，真是没有攻不下的阵地。”pww：“优一两年的，是有
运气；优三五年的，是有道行；能优六年的，唯有张馆长。”图雷：“6连优是个
奇迹，蝉联第一，每人多发几百元，绩效。南理工图人的辛苦付出和不易。”图
雷：“物质奖励每人绩效多发几百元，听张馆长会上说的。”sonorous：“天大图书
馆的年度数据。”

http://www.artlib.cn/
https://c.eqxiu.com/s/567INxu0
https://mp.weixin.qq.com/s/Ofz_7x-u50aJBgpQytAjwA
https://mp.weixin.qq.com/s/Ofz_7x-u50aJBgpQytAjwA
http://url.cn/5nwW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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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青岛四日游略记

2020-1-23 11:29

小孩 1 月 17日开始放寒假，妻子提议一家出去青岛玩几天。我觉得很好，无

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有必要利用假期稍微放松一下，调适心情。青岛距离连云

港较近，且青岛的海洋气息更为浓厚，有利于走近海洋，进一步了解海洋相关

知识。2020年 1 月 19-22日进行了青岛四日游，稍事梳理。 19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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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文件。

3.大事记

(1) 2020 年 1 月 21 日，群相册“镜头下图书馆模样”相册中图谋分享青岛市

图书馆照片 60 张。

（2）2020 年 1 月 24 日 14:00，群成员达 2643 人（活跃成员 432 人，占 16.3%），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075 人。

4.延伸阅读

4.1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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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5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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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34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534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534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1534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534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1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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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 期。并提供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动态更新(注:

因功能受限，自 261 期起无法更新)。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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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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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it.net.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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