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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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周讯》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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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贺新年

图谋：今年情况特殊。《圕人堂周讯》照常发布，期待有助于“减压”，渡过难

关。

粉晶草莓:“大家好，《己亥》年末，冠状病毒造成了些许《混乱》，为了保护

更多的人，封了一座武汉城。近日，关于《传染》的《谣言》《疯传》，我们要

看清《本质》，坚守自己的《思辨与立场》，不恐慌不信谣，提高《反脆弱》的

能力。注意卫生，戴好口罩，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我们可以在家享受《一平方米的静心》，感受《正念的奇迹》；可以尝

试《读懂一本书》，通过《刻意练习》，学习《可复制的沟通力》；还可以将《高

效休息法》实践实践，与孩子做做《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与家人一起《感受爱》、

享受《亲密关系》，用《高能量姿势》来《应对焦虑》，《终身学习》，为自己

《赋能》。

中华民族是一个《坚毅》的民族，面对《逆境》，我们全国人民众志成

城，一定可以《掌控》局势，取得胜利！

辞旧迎新之际，恭祝您和家人平安喜乐，阖家幸福，鼠年大吉”

图谋：“一年又一年，圕人堂陪您来跨年。祝愿诸君：福寿康宁，心想事成！”

万寿寺路痴：“图人堂做得很棒，感谢！祝新春大吉！”

sonorous：“圕人堂做得很棒，感谢！祝新春大吉！”

杨思*：“圕人堂做得很棒，感谢！祝新春大吉！”

金科姜姜：“圕人堂很棒，感谢！祝新春大吉，圕人堂越来越好！”

鲁医 刘红星：“恭祝大家：2020

一家和和睦睦，一年开开心心，一生快快乐乐，一世平平安安，天天精神百倍，

月月喜气扬扬，年年财源广进”

图林胖猴：“各位老师，过年好！不知道大家所在地情况如何？今年过年有点特

别，请注意防疫安全，保重身体，减少外出，祝大家过个祥和安全快乐年，诸事

顺意！本人所在区域 1公里范围内已经发现确诊病例，大家一定要重视，做好防

护措施！”

Aircross：“祝各位新年快乐，幸福安康”

草莓春晓：“给大家拜年啦！蹦蹦跳跳鼠年到，吉祥如意好运来，万事顺利身体

健，健康平安喜事多，财源滚滚乐翻天，祝大家和家人新年快乐，幸福开心，年

年有福，岁岁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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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除夕夜，祝福到，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更快乐，更健康，更吉祥！”“新

春来，祝福到，祝各位同仁在新的一年里更快乐，更健康，更吉祥，更成功！”

图雷：“祝各位老师新年快乐！”

雪中冰人：“给各位同仁拜年了！祝您们新春快乐！心想事成！幸福安康！鼠年

吉祥！”

Libcura：“祝各位同行鼠年平安顺遂，阖家安康！祝图人堂越来越好！”

迷图(芷芸)：“十二生肖鼠占魁，拜年了：蹦蹦跳跳健康年，快快乐乐舒心年，

扎扎实实奋斗年，红红火火发财年，平平安安如意年，团团圆圆幸福年，祝您鼠

年春节快乐！好运连连！”

烟蕴：“恭祝各位同仁新春快乐，阖家幸福，身体康健！”

皖西学院郭*：“恭祝各位同仁新春快乐，阖家幸福，身体康健！”

图林毕新*：“祝大家新春快乐，吉祥如意，阖家幸福安康”

An:“祝各位老师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iceberg：“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黎明前的晨曦：“过年好！祝大家新春快乐！”

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纪*：“祝各位老师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小桥流水：“恭祝各位同仁新春快乐，阖家幸福，身体康健！”

水中的水：“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幸福！”

图谋：“今年过年比较憋屈、忐忑。非常时期，各自珍重。期待能早日攻坚克难，

平安喜乐！祝愿所有成员：新春愉快，阖府康宁！”

闲在心上：“祝群里所有老师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平平安安！”

1.2 关于圕人堂红包的建议

图谋：“西北圕夫老师发的红包很阔气，我瞄了一眼，运气王 7.24 元！多位 5

元以上。”“按照圕人堂的做法，圕人堂发红包金额超过 50 元的，视作捐助圕

人堂发展经费，《圕人堂周讯》大事记中予以记录。以前可以直接看到金额，现

在看不到，符合记录条件的，烦请小窗告知一声，谢谢！”“另外，图谋建议单

个红包金额别太大，可以将个数设多一点，这样受惠的面可以宽一些。圕人堂红

包的作用，主要是活跃氛围，象征性的意思一下就好。”

1.3 《高校图书馆工作》投稿专用平台

图林新人：谁能告知一下《高校图书馆工作》的网站？

图 谋 ： 《 高 校 图 书 馆 工 作 》 投 稿 专 用 平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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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b.hnu.edu.cn/journalx_gxtsg/Login.action ；敬请使用 "IE" 和

"360（兼容模式）" 浏览器，以便各种操作能顺利进行，其他浏览器不推荐使用！

1.4 深圳图书馆微笑短视频

道无言：“深圳图书馆

新春特供 | 微笑短视频：《买书记•寻书记•借书记》

https://mp.weixin.qq.com/s/vGeHCvW5lTjeqzPk2WlEXg ”

1.5 2020 年国社科基金申报时间延长

图 情 民 工 ： “ 2020 年 国 社 科 基 金 申 报 时 间 延 长

https://mp.weixin.qq.com/s/ufoPys84e6ZmBxBu3mCJRQ ”

1.6 《中国三千年疫灾史了汇编》推介

麦子：“做馆藏建设馆员，可以考虑这套新书”

1.7 python 培训课

资深码农：“有对 python 爬数据感兴趣的吗？我公司延期上班，给大家讲解一

下 python 啊？感兴趣的人，可以群里回复，或者私聊”

图谋：“圕人堂的一个作用是作为基础平台，可以进一步开发与利用。比如一对

一小窗交流、另行组建 qq 群微信群或者线下交流等等。这是圕人堂积极提倡的。

成员间是有各种实践的。时不时有成员问图谋，可以做某事吗或者我可以为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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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做某事吗？其实，只要是在群规范框架内的，于圕人切实有益的事情，干就完

了。”

资深码农：“谢谢群主支持！我也是想在圖人堂框架内做点小事情。虽然毕业

13 年一直在做软件开发相关的工作，毕竟也是情报学毕业的”

图谋：“群规范框架的主要作用：一是安全保护；二是期待有所为有所不为，让

更 多 圕 人 切 实 受 益 。 圕 人 堂 QQ 群 规

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tml 这些年，图谋絮叨

个不休的是群规范宣传与推广。”

资深码农：“经过与图谋老师沟通，新建一个 QQ 群，讨论 python 爬虫等相关技

术 ，QQ 群号：692711347，2020 年 1 月 28 日晚上 8 点做第一次直播。欢迎对

python 感兴趣的同学参加，也欢迎图谋等各位老师指正和监督。”

图情民工：“乍一看，还以为成立图人堂分舵了，哈哈”

图谋：“资深码农今晚的直播已结束了？有多少位收听了？”

资深码农：“实际收听 29 位老师。做了三个问卷调查，然后定一下课程内容，

争取讲几节课后，让大家最后做出一个项目。感谢图谋老师大力支持！！！感谢

圖人堂这么优秀的基础平台。春节前，在京*，给一些高校讲了讲大数据。”

图穷：“我收到这类培训班的学员邀请函的，不知道是不是一家，培训地点北京

或上海。”

资深码农：“估计有很多，我们针对教学岗。”

诲人不倦：“码农这个培训是短期还是长期的？”

资深码农：“在不影响我工作的情况下，期望做成长期的”

图情中年人：“希望有录像，以方便更多人学习，谢谢”

图谋：“我不清楚资深码农能做到什么程度，但勇气可佳。同时，也算友情提醒，

不宜寄予过高期望，否则，会把人吓跑了。在资深码农之前，有成员主动提出希

望愿意在圕人堂开 xx 课程。师资水平很高，课程内容也确实会有需求，但图谋

没敢表态。因为配套得工作必须得跟上，比如辅助工作得有人做（并需要有适当

的劳务补助），必要的劳务报酬需要支付……此外，还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声音（满

意的、不满意的、鸡蛋里挑骨头的……）。图谋实在是 hold 不住，要钱没有，

要人也不好要（自己所能扛的毕竟非常有限）。”

资深码农：“圖人堂分舵的一个案例投票……”

图谋：“不宜这么表述。还是有必要“划清界限”的。谁建群谁负责。您那边的

具体情况，图谋不参与，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之前也有成员另建群，邀请图谋参

加，图谋一律未参加。敬请理解！”

资深码农：“开个玩笑。我以后注意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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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圕人堂之声

【群主】图谋 2020/1/29 1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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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主】图谋 2020/1/29 10: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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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主】图谋 2020/1/29 10:15:04

2014 年 5 月 10 日，圕人堂 QQ 群创立。建群目的为创建者试图推动做点有益图

书馆界的事，比如 3个促进：促进“两大阵营”(来自图书馆一线实际工作单位

的、来自教学科研单位的)的科研合作，形成更具生命力的科研成果，互利互惠；

促进与专业期刊的合作，专业期刊“积极参与与配合”，乃至“引领”，意义重

大；促进与《图书馆报》等媒体的合作，让更多图书馆人看《图书馆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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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拓展”并非毫无边界，是基于图书馆事业的现状所做的“调适”。

可以将圕人堂 QQ 群视为“圕”（图书馆）主题交流群，百花齐放。有明线（公

开的交流，你方唱罢我登场），也有暗线（小团体的交流或纯粹个人间的交流），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希望圕人堂有助于圕人共知、共建、共享。希望圕人

堂有更多知音。希望圕人堂惠及更多人。

【群主】图谋 2020/1/29 10:16:13

上述这些话，这些年在圕人堂出现过数回。

【群主】图谋 2020/1/29 10:18:37

受到诸多因素制约，许多方面不尽人意，但或许可以说，圕人堂这些年确确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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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想、在行动。

【灌员】资深码农 2020/1/29 10:23:05

图谋老师的立场还是很开放的

【群主】图谋 2020/1/29 10:26:09

图谋的精力与能力受限，这些年在努力做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并得到许多圕人的

帮助与支持，且行且珍惜。更精彩的圕人堂，期待更多圕人“给力”。

1.9 扩散至圕人堂的信息，有些信息需要扩散者把把关

图谋：“扩散至圕人堂的信息，有些信息需要扩散者把把关。比如关于知*的信

息，扩散进来以后，我也跟着体验了一下。实际上用不起来。更准确说，用我的

手机号根本无法注册，说是已有账号（未发现找回密码功能）。据图谋当前了解

的信息，实际上那是新产品宣传。当前存在“误会”，和认为的不一样。不过，

确实准备采取行动。”

图谋：“有些言论必须注意，不可以随意随性。圕人堂社群，虽然是草根平台，

但肩负的责任并不轻。有些信息，图谋发现或正好发现存在问题的，会做撤回处

理。”

1.10 国家图书馆服务指南

图谋：“国家图书馆.官方最新指南来了！服务不打烊，在家免费

看！.https://mp.weixin.qq.com/s/Svmg6QXp3xlnem5DLNeyGA ”

1.11 关于新型肺炎疫情中的公众认知调查

西北圕夫：“各位老师：这是我们一个研究团队的调查，如果您有时间帮我们填

一下问卷哈，赵发珍在此感谢您。”

图谋：“……这两题确实设计的不好。特别是第 34 题，存在 bug，影响信度。

第 35 题是题干有问题，用了“有没有”。按照设计者意图，或许可以修改为：

题干为”您家庭中有以下人员：（可多选）“，选项 5修改为“没有前述 4类人

员”。导语部分，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明确调查目的、调查对象、告知调查对象

调查者是谁，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1.12 圕人堂“春暖花开，否极泰来”成语接龙游戏

长财馆睿智 2020 年 1 月 29 日 23:10:33 发起接龙红包游戏，游戏持续了 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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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成员参与。1 月 30 日图谋发起“春暖花开，否极泰来”成语接龙游戏，50

个红包金额 50 元。游戏规则：以“春暖花开”起头成语接龙游戏，这个游戏，

答对一次得红包，得过红包的再答无效，要注意下一个接龙词语的拼音提示。超

过 50 人参与，16 分钟内游戏结束。圕人堂成员时濛是运气王，得了 2.04 元红

包，接龙词为“鞍前马后”。

红包记录中的 50 个成语：

素昧平生 开门见山 喜笑颜开 沾沾自喜 皮开肉绽 沁人心脾 任人唯亲 后继有

人 鞍前马后 岁岁平安 长命百岁 飞短流长 健步如飞 明枪暗箭 正大光明 方

方正正 百花齐放 明明白白 柳暗花明 寻花问柳 怪石嶙峋 稀奇古怪 生生不息

安之若素 岁岁平安 长命百岁 地久天长 欢天喜地 郁郁寡欢 随心所欲 长命

百岁 来日方长 娓娓道来 畏首畏尾 为所欲为 事在人为 少不更事 怒火中烧

恼羞成怒 虎头虎脑 飞扬跋扈 双宿双飞 饱经风霜 豺狼虎豹 烈火干柴 天崩地

裂 飞龙在天 健步如飞 归心似箭 凯旋而归

图谋试图重新组织的成语（注：分成了 3组，未能形成完全闭环）：

春暖花开 凯旋而归 归心似箭 健步如飞 飞短流长 长命百岁 随心所欲 郁郁寡

欢 欢天喜地 地久天长 长命百岁 岁岁平安 安之若素 素昧平生 生生不息 稀

奇古怪 怪石嶙峋 寻花问柳 柳暗花明 明枪暗箭 健步如飞 飞扬跋扈 虎头虎脑

恼羞成怒 怒火中烧 少不更事 事在人为 为所欲为 畏首畏尾 娓娓道来 来日方

长 长命百岁 岁岁平安 鞍前马后 后继有人 任人唯亲 沁人心脾 皮开肉绽 沾

沾自喜 喜笑颜开 开门见山 正大光明 明明白白 百花齐放 方方正正

天崩地裂 烈火干柴 豺狼虎豹 饱经风霜 双宿双飞 飞龙在天

小结：有的成语有重复，比如“长命百岁”出现了 3次，“岁岁平安”出现了 2

次。多数词语蕴含着憧憬与期望。非常时期，有趣有味的小游戏。祝愿圕人堂所

有成员：长命百岁，岁岁平安！

1.13 圕人圕事：木木贝救助流浪者

【管员】木木贝 2020/1/30 21:37:30

我家附近桥下有个籍贯江西九江的流浪男孩，这几天我给他送被子送衣服送食

物，好不容易问到他老家的详细地址。他和家里不联系有好几年了，现在身无分

文，也不记得任何亲人和朋友的电话，想回家，但又没面子回去。我提出买车票

让他回家，他也拒绝。大家说我应该怎么办？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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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九院江 2020/1/30 21:37:55

啊啊啊？江西九江的？

【馆员】九院江 2020/1/30 21:38:39

要不把具体信息给我，我和派出所联系？

【管员】木木贝 2020/1/30 21:38:41

我刚才在网上搜到了江西九江派出所的电话，接电话那个民警还挺热情，加了我

微信

【管员】木木贝 2020/1/30 21:39:05

先看能不能联系上他的家里人

【馆员】九院江 2020/1/30 21:39:11

那就直接与民警联系

【馆员】九院江 2020/1/30 21:39:22

多大的孩子啊

【管员】木木贝 2020/1/30 21:39:30

26 左右

【馆员】九院江 2020/1/30 21:40:01

唉，家里人还不担心死

【管员】木木贝 2020/1/30 21:40:39

是啊，大过年的。而且很多年没回去了

【馆员】qifeon 2020/1/30 21:41:06

送救助站

【馆员】九院江 2020/1/30 21:41:18

是不是找工作然后没成功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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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员】sonorous 2020/1/30 21:41:35

才 26 岁，干点儿什么工作不行啊

【馆员】九院江 2020/1/30 21:41:56

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就和我联系哈。我在九江，有事也方便联系@木木贝

【管员】sonorous 2020/1/30 21:42:01

去北上广送快递，送外卖还一个月 8千块钱呢

【管员】木木贝 2020/1/30 21:42:04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管员】木木贝 2020/1/30 21:42:24

@九院江 谢谢您

【管员】木木贝 2020/1/30 21:43:39

听他描述，有一次他爸喝了酒骂了他几句，说他不中用，挣那么点前老婆都娶不

上

【管员】sonorous 2020/1/30 21:45:08

自尊心太强了

【管员】木木贝 2020/1/30 21:45:22

我有点担心明天找不到他人了，居无定所的

【灌员】资深码农 2020/1/30 21:46:26

到了工作岗位，也干不长

【管员】sonorous 2020/1/30 21:47:00

有可能。。。现代社会需要脸皮厚的，能挨领导骂的

【灌员】资深码农 2020/1/30 21:47:17

是啊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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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员】资深码农 2020/1/30 21:47:33

工作哪有不挨呲的

【灌员】图情民工 2020/1/30 21:48:19

说的这个案例和之前的流浪图书馆员差不多啊，

【管员】sonorous 2020/1/30 21:53:31

小时候，马路边上要是有要饭的，家长一般会对孩子说: 你不好好学习，以后就

会跟他一样！

【管员】木木贝 2020/1/30 22:07:50

【管员】木木贝 2020/1/30 22:08:11

就是这个孩子

【馆员】九院江 2020/1/30 22:12:00

唉

【馆员】九院江 2020/1/30 22:12:15

看着都揪心

【灌员】爱书人 2020/1/30 22:14:05

@木木贝 帮孩子给家里报个平安吧，他家里不晓得有多担心。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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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18:11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18:17

【馆员】九院江 2020/1/31 10:18:39

接回去了？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18:58

刚刚和警察蜀黍把小孩送去车站坐车了

【馆员】九院江 2020/1/31 10:19:05

太棒了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19:43

小孩妈妈病重住院，小孩得知心急如焚，我们还担心他不愿意回去

【馆员】九院江 2020/1/31 10:20:19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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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啊啊，孩子还是惦记家里的

【馆员】九院江 2020/1/31 10:20:35

只是可能一时冲动出来了，面子过不去

【冠员】印度阿三 2020/1/31 10:20:45

好人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20:51

已经四年没回家了

【馆员】九院江 2020/1/31 10:21:26

这要是咱们的孩子，得多难过

你撤回了成员***的一条消息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26:23

抱歉。在我眼里他就是孩子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26:34

我都快 40 了

【灌员】爱书人 2020/1/31 10:26:37

@木木贝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26:49

他一切正常。

【馆员】九院江 2020/1/31 10:27:19

@木木贝 棒棒的

【群主】图谋 2020/1/31 10:28:27

木木贝老师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图谋由衷为这样的圕人点赞！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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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员】爱书人 2020/1/31 10:30:05

@向前进 看见别人做好事，不表扬，还在群里泼冷水，有点过分了。

【群主】图谋 2020/1/31 10:30:28

已将此人禁言 12 小时。

【观员】四叶草 2020/1/31 10:32:34

@木木贝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34:58

6 年前我也在相同的地方遇到一个湖北的流浪小孩，想帮助他回家，但他看到警

车来一溜烟就跑了，大晚上我也找不到他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35:07

心里一直很遗憾。

【馆员】qifeon 2020/1/31 10:35:53

@木木贝

【馆员】九院江 2020/1/31 10:36:57

你做的是大善的事@木木贝

你撤回了一条消息

【群主】图谋 2020/1/31 10:38:13

图谋正着手准备本周周讯内容。看到木木贝老师发的图片消息之后，正在梳理信

息，记入本周圕人堂周讯大事记中。随手予以分享：

2020 年 1 月 30 日 21:37:30，圕人堂成员木木贝发信息：“我家附近桥下有个籍

贯江西九江的流浪男孩，这几天我给他送被子送衣服送食物，好不容易问到他老

家的详细地址。他和家里不联系有好几年了，现在身无分文，也不记得任何亲人

和朋友的电话，想回家，但又没面子回去。我提出买车票让他回家，他也拒绝。

大家说我应该怎么办？”“九院江”等多名成员参与出谋划策。经过系列努力，

2020 年 1 月 31 日 10:15 分，木木贝老师反馈：“刚刚和警察蜀黍把小孩送去车

站坐车了”“小孩妈妈病重住院，小孩得知心急如焚，我们还担心他不愿意回去”。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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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评论：“木木贝老师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图谋由衷为这样的圕人点

赞！”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38:29

这小孩是九江都昌县汪墩乡的

【群主】图谋 2020/1/31 10:40:36

在这非常时期，木木贝老师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图谋认为，这属于“圕

人圕事”范畴。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44:19

这几天天气实在太冷，我给他送被子送衣服送食物，才感动了他，他才愿意告诉

我姓名和家里地址。刚好九江的公安也非常热情，帮忙查到他家人的电话，这才

顺利促成他回家。刚才给他买了一双鞋子和食物，还准备了口罩，看到他上车我

才放心。

【灌员】资深码农 2020/1/31 10:45:08

寒冷冬天里的一把火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45:17

不是为了自我表扬，我是觉得能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一个家庭团圆，是很开心的

事情。

【冠员】biochem 2020/1/31 10:46:07

@木木贝 您是大好人！向您致敬！

【管员】诲人不倦 2020/1/31 10:46:28

表扬一下也没啥，做好事需要自我肯定和社会肯定

【观员】四叶草 2020/1/31 10:47:13

@木木贝 做好事心里也觉得很开心！

【灌员】pww 2020/1/31 10:47:33

@木木贝 有爱心善心并付诸行动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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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员】文一 2020/1/31 10:50:02

@木木贝

【灌员】pww 2020/1/31 10:50:12

九江市都昌县昨天实行交通管制了。

【灌员】pww 2020/1/31 10:52:04

这四年不回家，家里人多着急

【冠员】印度阿三 2020/1/31 10:55:40

这几天确实冷

【冠员】印度阿三 2020/1/31 10:56:04

白天还好，晚上只有七八度

【管员】木木贝 2020/1/31 10:56:38

@pww 是的，只能到九江，他们已经约好如何碰头。

【群主】图谋 2020/1/31 10:57:02

【灌员】pww 2020/1/31 10:58:05

@木木贝 向木木贝致敬我现在就在九江

【灌员】pww 2020/1/31 10:59:25

他要早些遇到木木贝这样的好人，估计早回家了

【馆员】九院江 2020/1/31 10:59:27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义务让这个世界温暖起来

【馆员】九院江 2020/1/31 11:00:13

我也相信，人之初性本善。

【灌员】十七岁故我 2020/1/31 11:00:27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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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贝 致敬

【管员】图雷 2020/1/31 11:18:21

@木木贝 特殊时期做了特殊的好事

【群主】图谋 2020/1/31 11:23:46

有位 2020/01/09 入群的成员对木木贝老师进行了批评，图谋认为很离谱，进行

了撤回（3 条信息），并采取了禁言 12 小时的措施。撤回之后该成员还通过小

窗进一步批评图谋。木木贝老师是 2018/06/30 入群，等级（积分）为“管员

（922）”。据图谋的了解，木木贝在圕人堂群这 1年半时间，是位不折不扣的”

阳光馆员“”暖男“。

【冠员】biochem 2020/1/31 11:25:11

支持梁老师。

【群主】图谋 2020/1/31 11:32:04

圕 人 堂 QQ 群 规 范 （ 修 订

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tml

【群主】图谋 2020/1/31 11:35:50

图谋没有采取移除措施，实际上是在努力尽可能地”兼容并包“。经进一步检索，

该成员加入圕人堂时间确实比较短，还不大了解圕人堂及圕人堂群规范。

1.14 关于若干数字资源免费使用的讨论

cpulib2009：“**怎么注册还是收费呢？” “所以，有的图书馆推送给人误导。

我在试试这些平台，再做推送。”

图谋：“特别是图书馆已购资源，在推介之前需要与相关数据库商进行进一步了

解与沟通。”“各家有各家的实际，各家有各家的对策。”

扣肉：“我是觉得，馆员给读者推荐之前，一定要自己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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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春暖花开，否极泰来”成语接龙游戏

2020-1-30 11:36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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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30日图谋发起，50个红包（总金额 50元）。游戏规则：以“春暖

花开”起头成语接龙游戏，这个游戏，答对一次得红包，得过红包的再答无效，

要注意下一个接龙词语的拼音提示。超过 50人参与，16分钟内游戏结束。圕

人堂成员时濛是运气王，得了 2.04元红包，接龙词为“鞍前马后”。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2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若有所思，若有所悟

2020-1-27 21:08

受到疫情与舆情的影响，寒假阅读计划亦受到了严重影响。尽管如此，似乎亦

若有所思，若有所悟。 “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

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死于公元前 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

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享年七十三岁。”（引自：匡亚 ...

个人分类: 圕人堂|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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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事记

(1)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图谋发红包 100 个（总金额 100 元），祝圕

人堂成员新年快乐，阖府安康！西北圕夫发红包 50 个（总金额 200 元），祝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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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13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613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613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1613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613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1613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5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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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82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582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1582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1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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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仁新春快乐！

（2）2020 年 1 月 25 日（春节），图书馆论坛刘编发红包两次，每次 99 个（总

金额 100 元），祝圕人堂成员：新年快乐，吉祥如意！

（3）西北圕夫发放红包 80 个（总金额 150 元），感谢关注与支持“新型肺炎疫

情中的公众认知调查”。

（4）2020 年 1 月 30 日图谋发起，50 个红包（总金额 50 元）。游戏规则：以“春

暖花开”起头成语接龙游戏，这个游戏，答对一次得红包，得过红包的再答无效，

要注意下一个接龙词语的拼音提示。超过 50 人参与，16 分钟内游戏结束。圕人

堂成员时濛是运气王，得了 2.04 元红包，接龙词为“鞍前马后”。

（5）2020 年 1 月 30 日 21:37:30，圕人堂成员木木贝发信息：“我家附近桥下

有个籍贯江西九江的流浪男孩，这几天我给他送被子送衣服送食物，好不容易问

到他老家的详细地址。他和家里不联系有好几年了，现在身无分文，也不记得任

何亲人和朋友的电话，想回家，但又没面子回去。我提出买车票让他回家，他也

拒绝。大家说我应该怎么办？”“九院江”等多名成员参与出谋划策。经过系列

努力，2020 年 1 月 31 日 10:15 分，木木贝老师反馈：“刚刚和警察蜀黍把小孩

送去车站坐车了”“小孩妈妈病重住院，小孩得知心急如焚，我们还担心他不愿

意回去”。图谋评论：“木木贝老师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图谋由衷为这

样的圕人点赞！”在这非常时期，木木贝老师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图谋

认为，这属于“圕人圕事”范畴。2020 年 1 月 31 日 10:44:19，木木贝老师继续

补充：“这几天天气实在太冷，我给他送被子送衣服送食物，才感动了他，他才

愿意告诉我姓名和家里地址。刚好九江的公安也非常热情，帮忙查到他家人的电

话，这才顺利促成他回家。刚才给他买了一双鞋子和食物，还准备了口罩，看到

他上车我才放心。”“不是为了自我表扬，我是觉得能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一个

家庭团圆，是很开心的事情。”

（6）2020 年 1 月 31 日 14:00，群成员达 2643 人（活跃成员 474 人，占 17.9%），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072 人。

4.延伸阅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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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 期。并提供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动态更新(注: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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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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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