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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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会议君：“图书情报|中科院科研信息素质讲堂 http://suo.im/6ua32N。”
会议君：“ 图书情报|重磅 | “新冠肺炎 yi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治理

及影响”专项项目指南来了！http://suo.im/604KPm。”
会议君：“IFLA WLIC 2020信息素养专题会议征文 http://suo.im/6f7E1p。”
老田：“国家图书馆 2020年招聘 http://suo.im/6f7Gr5。”
图谋：“线上研讨会 | 信息时代如何做好‘远距离’科

研？.https://mp.weixin.qq.com/s/QuaOMhsHlan6mSV-9UZ9aQ爱思唯尔特邀清
华大学长聘教授张强老师、清华大学化工系 2018级直博生陈筱薷同学、爱思唯
尔电子平台及内容大中华区内容顾问刘晓倩博士，对如何在线上进行高效的科研
工作，进行经验分享与深度探讨。”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Artlib线上展览 | 山水之乐——走进齐白石的山水世
界.https://mp.weixin.qq.com/s/e-O6z1dcE0VTMNpwkx6XJw yi情爆发美术馆、
博物馆大门紧闭我想看展怎么办？在 yi情期间‘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将推
出多个主题的线上展览（持续至 5月），满足大家的看展需求，让您宅家依然能
欣赏到艺术精品。”

图谋：“武汉大学图书馆王新才馆长复唐承秀馆长@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同
仁.https://mp.weixin.qq.com/s/rk1z1lw04YAK6fEVqM5ySQ2020年 2月 29日
夜，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新才教授收到了一封来自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的信，
信中对该馆在疫期中开展的各项工作、馆员们在疫期中的种种表现和义举如数家
珍，并对该馆全体人员表达殷切慰问与敬意，‘期待和小布一起聆听春天，共赏
武大馆前盛开的樱花如期到来。’文末附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的来信原文。”

图谋：“图书馆战疫：2020年 2月 21日《图书馆报》1-5版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

mid=127&ptid=1&a=20200221&b=1；2020年 2月 14日《图书馆报》1-3版
http://xhbook.ltd/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214&b=

1；2019年建成开放的图书馆年度盘点 2020年 1月 17日《图书馆报》13-15版

http://www.artlib.cn/
http://suo.im/6ua32N
http://suo.im/604KPm
http://suo.im/6f7E1p
http://suo.im/6f7Gr5
https://mp.weixin.qq.com/s/QuaOMhsHlan6mSV-9UZ9aQ
https://mp.weixin.qq.com/s/e-O6z1dcE0VTMNpwkx6XJw
https://mp.weixin.qq.com/s/rk1z1lw04YAK6fEVqM5ySQ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221&b=1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221&b=1
http://xhbook.ltd/index.php?%20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214&b=1
http://xhbook.ltd/index.php?%20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214&b=1
http://xhbook.ltd/index.php?%20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214&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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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

mid=127&ptid=1&a=20200117&b=13。”
biochem：“*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 我是一枚高校图书资料员，作者：

王韫梅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261.html。”
图穷：“宅家必备｜专家讲座视频汇总重磅来袭！http://suo.im/60JY2h。”
湘图：“烦请各位同仁帮忙填写一份学术搜索引擎使用的问卷调查，感谢

https://www.wjx.cn/jq/60205248.aspx。”
图谋：“阿久的旅记.墨尔本网红打卡点：澳大利亚最美图书馆，进去了就再

也不想出来了 http://suo.im/5KWXLa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有这样一座图书馆，
整个建筑就像是一件艺术品，让进去的人都不自觉想留下来。”

苏大 *：“我国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调查分析
https://mp.weixin.qq.com/s/hKfcGiBmavc0rWWsfb5_UA。”

图谋：“湖北省图书馆学会联动响应积极战
‘yi’.https://mp.weixin.qq.com/s/5NeSsaPA8hTyaVvd2s468Q湖北省图书馆学会
在落实工作的过程中，没有被动‘输血’，而是奋起‘造血’，履行了图书馆人的社会
责任与担当。省图书馆学会迅速与省图书馆、省高校图工委联动，组织、协调湖
北省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在武汉市多个方舱医院与隔离点建立书屋，并提
供各种线上线下服务。”

老田：“2020 QS图情排名出炉，谁是前三？
https://mp.weixin.qq.com/s/xVkbr-u2kCCw9gZ9kPRbNQ。”

河北科*：“商务印书馆抗疫行动，免费资源新升级：汉译名著名家视频导读
开放 http://suo.nz/4MsHyW。”

图谋：“咏秋的阅读推广宣传
画.https://mp.weixin.qq.com/s/zCQRXwjDcKmDMCvmjnT9UQ她是一名图书编
辑，也是阅读推广人，深感图画在阅读推广中的重要性，在这个特殊时期，绘画
零基础的她拿起一枝铅笔，开始了她的绘画之旅……”

图谋：“廖芸.权威 实用 多样——新冠肺炎 yi情之下的防‘疫’图
书.https://mp.weixin.qq.com/s/uPy_I6eiVdNOYhmfOXku0w yi情防控相关图书
的出版引导大众正确认识、科学防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yi情，为大众的身心健
康保驾护航。”

图谋：“众里寻‘它’找百度，蓦然回首电子教材却在‘出版社平台’处！
http://suo.im/6mydQ4。”

图谋：“关于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的思考 http://suo.im/5StlrL。”

http://www.artlib.cn/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117&b=13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117&b=1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261.html
http://suo.im/60JY2h
https://www.wjx.cn/jq/60205248.aspx
http://suo.im/5KWXLa
https://mp.weixin.qq.com/s/hKfcGiBmavc0rWWsfb5_UA
https://mp.weixin.qq.com/s/5NeSsaPA8hTyaVvd2s468Q
https://mp.weixin.qq.com/s/xVkbr-u2kCCw9gZ9kPRbNQ
http://suo.nz/4MsHyW
https://mp.weixin.qq.com/s/zCQRXwjDcKmDMCvmjnT9UQ
https://mp.weixin.qq.com/s/uPy_I6eiVdNOYhmfOXku0w
http://suo.im/6mydQ4
http://suo.im/5St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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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全九册）http://suo.im/5ZZbwa。”
长沙市*：“长沙图书馆：宅约书香，图书快递送到家～

https://mp.weixin.qq.com/s/Z--6u2LjJegvnCws4HCa0w为读者提供邮政快递
借书服务，典藏部同事这几天已经回去上班，为读者找书、消毒、打包、邮寄。”

长沙市*：“长沙图书馆：少侠，何日相聚图书馆，你还缺块‘入馆令’
https://mp.weixin.qq.com/s/vpzoaQYzxMPICQzWTB0Vcw关于有老师说公共馆
开放的事情，我们是这么做的，也在微信平台上发布了。”

图谋：“*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博文版：刘桂锋.图书
馆未来可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879.html在图书
馆工作近 10个年头，我深深地爱上了图书馆，与图书馆一刻也不能分开。图书
馆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版刘桂锋.

图书馆未来可期.https://mp.weixin.qq.com/s/zzThSMVf9R6w7Nlo4AoYwg在图
书馆工作近 10个年头，我深深地爱上了图书馆，与图书馆一刻也不能分开。图
书馆 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信息来源：刘桂锋科
学网博 客.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723）。”

biochem：“乔中东：恪尽职守，就是雷锋精神的真实体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16948-1221935.html今天是学雷锋的日
子，我很坚持学习雷锋就是要学习他干一行爱一行，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做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的立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学雷锋。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恪尽职守，这也是雷锋精神的真实体现。”

图谋：“王启云.关于免费数字资源的思
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9319.html 种种原因，人们对
免费数字资源有需求，且或多或少存在误解。特此结合自身高校图书馆工作实践，
稍作梳理。这篇博文，或许可作为‘参考答案’。”

图谋：“王启云.闲话图书馆电子书服务.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8972.html图书馆不是万能的。
实际上，还有许多文献，图书馆是真没有。有的用户认为图书馆啥都有，一家图
书馆拥有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即便是全体图书馆拥有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还有
部分资源，倒确实是有，但种种原因，很难找出来的，比如还需要投入人力物力
财力进行选择、采集、组织和开发等活动。”

图谋：“王启云.关于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的思
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754.html种种原因，高校图
书馆工作者作为信息服务提供者，存在诸多困惑，而高校师生作为信息服务对象，
也是‘一头雾水’。关于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问题，作为高校图书馆工作者，

http://www.artlib.cn/
http://suo.im/5ZZbwa
https://mp.weixin.qq.com/s/Z--6u2LjJegvnCws4HCa0w
https://mp.weixin.qq.com/s/vpzoaQYzxMPICQzWTB0Vcw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87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zzThSMVf9R6w7Nlo4AoYwg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72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16948-122193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931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897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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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观察与思考。”
图谋：“编委书单 Vol.4 | 李东

来.https://mp.weixin.qq.com/s/ujYO8nNnO708Sbz0Gf3MZQ。”

1.3 圕人堂

1）圕人堂QQ群“群主”抒怀

图谋：“圕人堂 QQ群‘群主’抒
怀.https://mp.weixin.qq.com/s/_tVxVsJOwYXQtScJCpyX1Q做‘群主’难，做圕人
堂 QQ群的‘群主’更是难上加难。‘图谋’是‘libseeker’。对于我个人来说加一个合
适的‘帽子’是‘a’。也就是‘a libseeker’。图谋一个堂（圕人堂），堂是更大家。
图谋有你，有我，还有他/她……”

2）圕怎么读？

123：“[tuān] 圕，‘图书馆’一词的缩写形式，读作 tuǎn，由我国近代著名图
书馆学家杜定友于 1924年发明。@图谋 王老师，到底是三声音还是平声？”

图谋：“我只能建议，如果是念’圕人堂",自行变音，否则会很累。”Daisy1.0：
“哈哈，读出来应该是第二声。tuǎn跟人在一起就变读了，读出来就是第二声。”
123：“没有二声音的。圕人堂。我今天才知道！我一直以为是图人团。真是涨知
识了。这样的知识我愿意每天学，刚加圕人堂的时候，我看见那么多人，还屏蔽
了消息，现在恨不得每天看一下，总有新知识学。”

3）圕人堂所有成员均享受着 VIP 待遇

图谋：“本人的申请今日通过了，会员学习中心的资源已能用了。特此反馈。”
资深码农：“成为会员，有什么权益吗。”图谋：“个人认为，单单是可以使用

在线学习中的优质资源，这已是很棒的权益。这也是我‘执着’加入的原因。我应
算是重新提交申请并成为会员的。时间较长是因为出于特殊时期所致。我的给了
新的会员编号。”

福墨理*：“群主来个圕人堂超级 vip会员。群主来个圕人超前点播。”图谋：
“当前，‘圕人堂成员’这种形式，也是十二分艰难的。”老田：“VVVIP可以实时解
答图情快讯。”图谋：“当前圕人堂所有成员均享受着 VIP待遇，只是没几个人感
觉到。圕人堂的全套资源与服务，所有成员均是免费使用。尤其是《圕人堂周讯》，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ujYO8nNnO708Sbz0Gf3MZQ
https://mp.weixin.qq.com/s/_tVxVsJOwYXQtScJCpyX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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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五推送至每位成员 QQ邮箱。”木木贝：“在这里，你的各种资源求助实时
有回应，各种问题 2千多人为你出谋划策，国内外图情大小会议为你现场直播，
各种图情信息第一时间为你推送，众人的智慧为你的工作、学习、科研助力，而
且足不出户，一分钱不花，还常有红包。”

1.4 Artlib 线上展览 | 山水之乐——走进齐白石的山水世界

图谋：“Artlib线上展览 | 山水之乐——走进齐白石的山水世
界.https://mp.weixin.qq.com/s/e-O6z1dcE0VTMNpwkx6XJwyi情爆发美术馆、
博物馆大门紧闭我想看展怎么办？莫慌，下面小编就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
yi情期间‘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将推出多个主题的线上展览（持续至 5月），
满足大家的看展需求，让您宅家依然能欣赏到艺术精品。”

Artlib艺术库：“各位老师好，基于当前 yi情尚未结束，各大博物馆纷纷闭
馆，全民居家防疫的前提下，为满足广大艺术研究者、爱好者的需求，我们 Artlib

世界艺术鉴赏库，特专开「Artlib云看展」线上展览，让广大师生读者足不出
户，就能与艺术面对面。每周 2个线上展览主题。”

1.5 图书馆应急机制

易凌：“图书馆应急机制在此次 yi情之前还是有所探讨的，只不过内容不多
而已。”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e-O6z1dcE0VTMNpwkx6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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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贝：“相关的论文也是很多的，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图穷：“那要想出新，也是有难度的。被人研究过的，得有新的创见。有时
也叫学术增量。期刊也有生存压力，论文得有学术增量。”

1.6 武汉大学图书馆王新才馆长复唐承秀馆长@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同仁

图谋：“武汉大学图书馆王新才馆长复唐承秀馆长@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同
仁.https://mp.weixin.qq.com/s/rk1z1lw04YAK6fEVqM5ySQ2020年 2月 29日
夜，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新才教授收到了一封来自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的信，
信中对该馆在疫期中开展的各项工作、馆员们在疫期中的种种表现和义举如数家
珍，并对该馆全体人员表达殷切慰问与敬意，‘期待和小布一起聆听春天，共赏
武大馆前盛开的樱花如期到来。’文末附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的来信原文。”

sonorous：“唐馆长跟南开有关系，南开武大图情界好多人私交很好。段正
澄还非常看重科研中的团队精神。谈及自己的团队，他非常自豪：‘好的科研成
果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和谐、团结
的氛围，最大地挖掘他们的潜力。’他时常强调，一个重大的研究项目，仅凭个
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需要大家团结协作。每个人都要树立‘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的服务意识，这样才能营造出和谐的环境、团结的氛围，师生之间、同事
之间、同学之间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才能更好地合作、更快地进步。同时，
机械学院自强不息(Striving)、团结协作(Teamwork)、快速反应(Agility)、尽
职尽责(Responsibility)的‘STAR文化’，也为团队取得大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7 线上研讨会 | 信息时代如何做好‘远距离’科研？

图谋：“线上研讨会 | 信息时代如何做好‘远距离’科
研？.https://mp.weixin.qq.com/s/QuaOMhsHlan6mSV-9UZ9aQ爱思唯尔特邀清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rk1z1lw04YAK6fEVqM5ySQ
https://mp.weixin.qq.com/s/QuaOMhsHlan6mSV-9UZ9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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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长聘教授张强老师、清华大学化工系 2018级直博生陈筱薷同学、爱思唯
尔电子平台及内容大中华区内容顾问刘晓倩博士，对如何在线上进行高效的科研
工作，进行经验分享与深度探讨。”

图穷：“以前有‘远读’现在有‘远研’。”资深码农：“线上讨论，很好，但是填写
那么一堆资料，我放弃了。”图谋：“圕人堂中的信息，兼顾多个层面，便于各取
所需。图谋随手分享进群，是有所考虑的。爱思唯尔线上研讨会可能对两个群体
有帮助：一是在读图情档硕博士研究生；二是高校图书馆从事信息服务工作的图
书馆员（可以向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推介）。”

资深码农：“图谋老师，你的分享是好的，我也很想参加，欢迎继续推荐。
只是我个人不喜欢这种形式而已，仅此而已。” 图书馆林：“谢谢图谋老师的推
荐，虽然在群里不发言，但是每天都会浏览一下增长见识！”

1.8 《图书馆报》图书馆战疫

图谋：“图书馆战疫：2020年 2月 21日《图书馆报》1-5版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

mid=127&ptid=1&a=20200221&b=1；2020年 2月 14日《图书馆报》1-3版
http://xhbook.ltd/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214&b=

1；2019年建成开放的图书馆年度盘点 2020年 1月 17日《图书馆报》13-15版
见：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

mid=127&ptid=1&a=20200117&b=13。”
图谋：“晚上发现《图书馆报》电子报当前可免费看，更新至 2020年 2月 21

日。”Daisy1.0：“图书馆报公众号的电子报是需要自己注册吧？”图谋：“当前好
像不注册也能用。我刚才实际点了点，可以浏览所有版面。之前是免费看 10版，
更多需要付费 3毛。”Daisy1.0：“我刚刚注册了，还要摸索一下，没找到往期的
电子版。找到了，在下面一点。”

1.9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

1）王韫梅：我是一枚高校图书资料员

biochem：“我是一枚高校图书资料员作者：王韫梅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261.html 1起点低的娃儿要努
力2 艰难转机更认真3 新起点来临要奋起4 笑着转型成专业图书资料员 5 日积

http://www.artlib.cn/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221&b=1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221&b=1
http://xhbook.ltd/index.php?%20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214&b=1
http://xhbook.ltd/index.php?%20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214&b=1
http://xhbook.ltd/index.php?%20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214&b=1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117&b=13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117&b=1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2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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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累，硕果累累 6 关于高校专业资料室的几点思考 7 结语今年我年过半百，内
心依然像个少年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依然对事业感到惶恐，依然想努力学习。
人的一生简单普通，不管你曾经如何轰轰烈烈，最终都回归以宁静。我始终以为：
阅读能净化心灵，阅读能改变命运，专业阅读能提升专业素养。我始终坚持：大
学四年，专业大学生一定要在书海中渡过，‘良师益友益身心，良将在侧好读书’。
本文试图从一个普通高校专业资料员的工作经历探寻高校专业图书资料室的发
展路径，通过个人从业经历，分享经历情怀，提出自己对高校专业图书资料室的
定位探讨，以期得到专家同行的批评指正。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版王韫梅. 我是一
枚高校图书资料员.https://mp.weixin.qq.com/s/owtutcj06ChzjvmA2-TS1g本
文试图从一个普通高校专业资料员的工作经历探寻高校专业图书资料室的发展
路径，通过个人从业经历，分享经历情怀，提出自己对高校专业图书资料室的定
位探讨，以期得到专家同行的批评指正。”

图谋：“王韫梅《我是一枚高校图书资料员》这篇稿件，科学网圕人堂专题
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均有 700余次阅读。科学网上有数条评论，截图如下：

2）刘桂锋：图书馆未来可期

图谋：“*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博文版：刘桂锋.图书
馆未来可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879.html在图书
馆工作近 10个年头，我深深地爱上了图书馆，与图书馆一刻也不能分开。图书
馆 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版刘桂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owtutcj06ChzjvmA2-TS1g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8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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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图书馆未来可期.https://mp.weixin.qq.com/s/zzThSMVf9R6w7Nlo4AoYwg

在图书馆工作近 10个年头，我深深地爱上了图书馆，与图书馆一刻也不能分开。
图书馆 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作者简介：刘桂锋，
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江苏大学管理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江苏 大
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江苏省图书馆
学会 学术委员会委员，《图书情报研究》执行主编，《情报工程》、《农业图
书情报》杂志 编委，《图书馆论坛》《情报杂志》《信息资源管理学报》《新
世纪图书馆》《农业图书情报》等杂志审稿人。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著述 2

部。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市厅 级基金项目等 5项。获江苏省第十五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第四届图 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信息来源：刘桂锋科学网博
客.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723）。”

图谋：“本周两篇征文来稿很给力。发布之后，得到较好关注。圕人从业抒
怀是很有亲和力的文字，写怀写意，有情有义。给人以力量，予人以启迪。”

雨过天晴：“‘图书馆未来可期’。”惠涓澈：“刘老师客观直陈现实，图书馆未
来可期，图书馆人任重道远。”

1.10 研究性图书独立建立馆藏的借阅库区命名意见征集

平湖晓色：“@图谋 王老师，晚上好！我们馆准备把社会科学类大套图书、
经典性的研究性图书独立建立馆藏，实行半封闭式借阅，这个借阅库区怎么命名
合适？”

sonorous：“社科经典研究著作典藏室。”平湖晓色：“这个描述准确，似乎太
长了我想命 为‘社科文库’不知怎样。”sonorous：“文库？太简单，没体现出著作，
大套书。我也觉得得有个‘藏’字，因为你们是半封闭式借阅还是大套书。”平湖晓
色：“上次我们开会也提到特藏，大家认为特藏概念范围也大，我们已经有个解
放前和五六十年代书刊库，叫特藏文库。”木木贝：“社科珍本室。”sonorous：“社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zzThSMVf9R6w7Nlo4AoYwg
https://mp.weixin.qq.com/s/zzThSMVf9R6w7Nlo4AoYwg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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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典籍与研究著作典藏室。”木木贝：“超过 5个字基本不要考虑。”平湖晓色：“珍
本似乎潜意识与古籍相近了。”木木贝：“是相近，但也表示比较少见、难得、珍
贵的书籍。”平湖晓色：“对，还是要好简单易记，字面能反映所藏内容。”sonorous：
“社科专著典藏室。”扣肉：“第三书库。读者其实不太关心书库的名字。你一定还
是要告诉他，在哪一层的左手边还是右手边。”

sonorous：“好奇这个书库建立了，大套书和研究专著都那么重那么沉，谁
来搬呢？我以前搬书，艺术类的精装书，搬了好几百本，胳膊感觉都快折了。”
平湖晓色：“没错，对读者来说确实是这样，他们只关注自己想要的书好找。确
实是不太容易啊，图书馆要是一折腾就成了重体力活。”木木贝：“为了和特藏文
库协调，就叫社珍文库。”

图谋：“@平湖晓色 这属于‘个性化’服务范畴。命名大概也只能是个性化的。
对旁人来说，算是难题。我试着解答。比如：社科精选室（社会科学类大套图书、
经典著作）。小括号中的内容，建议在做标识牌时附上，进一步揭示，方便用户
利用。提问那个点，我已准备睡觉。许多问题，不必单独问我。一方面，对于大
多数问题，我均是外行；另一方面，毕竟个人精力、能力有限。比如具体到这道
题，几位成员参与并做了很好的解答。”

1.11 苏全有:“圕”字的发明与使用史探析

图谋：“苏全有.‘圕’字的发明与使用史探析[J].大学图书馆学
报,2019,37(04):102-110.作为"图书馆"三个字缩写的"圕"字发明于何时?众说
纷纭,大致时间是酝酿于 1924年或之前数年间,1926年杜定友日本之行使之明确
化。发明的促动因素,在于节省书写笔画。20世纪 20年代末,得到了日本和我国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认可。"圕"字的使用一直延续至今,其中 20世纪 30年代较
为流行,其他时段较少。有关"圕"字的社会认知,民国时期以认同为主,新中国成
立后否定论有所抬头。未来"圕"字还会继续存在,并产生新的影响,升华出新的意
义。 （全文见群文件）。”

图林新人：“追本溯源。”123：“‘圕以代图书二字，在文字学上似尚欠妥……’
马太玄认为.‘有之，惟各种简字符号而已。因广为搜集，得如千种。其读音有二
字乃至十数字者，可见‘圕’一字三音，非不可能也—’。”

1.12 2019 年本科专业调整结果公布

笺：“https://mp.weixin.qq.com/s/B3dNRKeOPgnlSXjh5-lzdQ陕西理工大学
撤销了图书馆学，重新组建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应该是。之前听人说过，
但不确定，忘记了。”脂砚斋：“陕西理工大学啥时候有的图书馆学都不知道，就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B3dNRKeOPgnlSXjh5-lz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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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变成了信息管理专业吧？”
sonorous：“这些还是应该以 jiao yu部网站加盖公章的文件为准。希望图

书馆学这个专业在我有生之年一直存在别改名字！”
图穷：“信息与计算科学，也被撤了不少。很多人认为是计算机类专业，其

实属于数学类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与数学类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是兄弟，
这是老大，信息与计算科学是老二。”贵州财*：“云南大学设立了信息资源管理
专业，可能是图情挡的。看在哪个学院，如果是历史与档案学院就是图情档。”

图穷：“高校只是把‘图书馆学’下架了，新上架‘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资深
码农：“课程内容差异挺大的。招生对象也不一样，图书馆学，纯文科招生。信
管，文理兼收。”图穷：“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蛮复杂的。图情学院有（偏向信
息资源管理），经管学院有（偏向信息管理），计算机学院也有（偏向信息系统）。
各有不同，是个万金油的专业。”

老田：“今年图情档最大的悬念应该就是改名吧。”sonorous：“改名？不应该
是学术上的突破创新嘛。”图谋：“许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许多学校的专业调整，
实际上是被迫进行的。”

1.13 赖茂生：信息管理学科发展如何破解瓶颈悖论?

图谋：“赖茂生：信息管理学科发展如何破解瓶颈悖
论?.https://mp.weixin.qq.com/s/Ev5zId9NTFRsX6WQTyddHg2019年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上，冯惠玲教授发言提出图情档学科有三个支点:‘人
文，管理，技术’，希望青年教师能做到‘三个相信三个坚守’，即相信社会需求是
学科生命力之源，坚守独立的学科阵地;相信中国已有的学科基础 (包括学科体
系与布局、师资队伍、学术积淀等) ，坚守一级学科格局;相信事在人为，坚守
当代人的学科使命。这样的概括是有道理的，这样的期望也很励志。我们要正视
我们在后两个支点的严重不足，并采取有力措施和行动去弥补这些不足。除了坚
守，我们更需要鼓励年轻人去开拓创新。本文转自：赖茂生.信息管理学科发展
如何破解瓶颈悖论?[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9。老田推荐图情招聘微信公众号
上的推文挺好，稍事编辑，期待获得更多关注。”

1.14 聚焦图情专业学生毕业去向

玉格格：“有学图书馆专业的研究生不愿到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专业毕业
生就业其实应该不错的，当然要是非大城市不去的话，就比较困难了。我们这里
的馆一直都希望能够招图书馆专业的人员，可是没能如愿。一是图书馆难招专业
技术人员，二是学专业的人员大多数不愿意去图书馆工作。”清凉桐影：“图情专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Ev5zId9NTFRsX6WQTydd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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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本科生都考金融，计算机，统计学……等等专业的研究生去了。”
图穷：“图书馆学本科生毕业后直接去图书馆工作的，不多。大多数跨专业

考研，极少数读本专业研究，很少的毕业生去图书馆工作。我馆唯一的八零后图
书馆学本科生，我之前问过他——他们那一届只有两个人毕业后在图书馆工作。
他来我们馆的时候，市里事业编公开招聘，原计划招 2人，报名的只有三人，后
来缩减计划，只招 1人。三人报名，只有两个人参加笔试。三比一参加面试，2

人全部入面试。同一年的而其他专业挤破头——中文、计算机。一百多人进 1。
他是山东大学图书馆学毕业的。他和另外一名女生进了图书馆工作，他来馆之前
在民办高职图书馆工作。去年听他说，那个女同学考了公务员进了国家档案馆工
作。2016年不错，招了两个黑大的图情专硕。终于没有缩减指标。前期让图书
馆学院系的老师宣传了一下。报的人也不多，只有六人，正好满足三比一。“正
好满足三比一，刚好达到开招比例。”

清凉桐影：“现状是想来的进不来，想要的不乐意来。”

1.15 湖北省图书馆学会联动响应积极战‘yi’

图谋：“湖北省图书馆学会联动响应积极战
‘yi’.https://mp.weixin.qq.com/s/5NeSsaPA8hTyaVvd2s468Q湖北省图书馆学会
在落实工作的过程中，没有被动‘输血’，而是奋起‘造血’，履行了图书馆人的社会
责任与担当。省图书馆学会迅速与省图书馆、省高校图工委联动，组织、协调湖
北省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在武汉市多个方舱医院与隔离点建立书屋，并提
供各种线上线下服务。”

1.16 阿久的旅记. 墨尔本网红打卡点：澳大利亚最美图书馆

图谋：“阿久的旅记.墨尔本网红打卡点：澳大利亚最美图书馆，进去了就再
也不想出来了. http://suo.im/5KWXLa说到图书馆，那就是人们借阅书籍或者
是阅读学习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却有这
样一座图书馆，整个建筑就像是一件艺术品，让进去的人都不自觉想留下来。”

1.17 关于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的思考

图谋：“王启云.关于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的思
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754.html种种原因，高校图
书馆工作者作为信息服务提供者，存在诸多困惑，而高校师生作为信息服务对象，
也是‘一头雾水’。关于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问题，作为高校图书馆工作者，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5NeSsaPA8hTyaVvd2s468Q
http://suo.im/5KWXLa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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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观察与思考。”
图谋：“这一篇，是刚刚通过审核的。或许算是进一步提供参考。把握自己

的边界，而不是把问题推给谁。把道理给服务对象讲明白了，服务对象是可以理
解的。就电子版教材问题，这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需求，图书馆方面‘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教材科’短期内也不大可能有神力做到有求必
应。而且，据个人了解，有部分高校的‘教材科’职能归口图书馆。”

1.18 图书推介——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全九册）

图谋：“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全九册）http://suo.im/5ZZbwa。该书长序，
作者为程焕文教授，江南大学顾烨青认为是"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发展与馆员培
养的缩影"。特此进一步推介。”

http://www.artlib.cn/
http://suo.im/5ZZb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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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图书馆建设》编委书单 Vol.4 | 李东来

图谋：“编委书单 Vol.4 | 李东
来.https://mp.weixin.qq.com/s/ujYO8nNnO708Sbz0Gf3MZQ《图书馆情报学概
论》于良芝 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荐语找寻现在的图书馆专业根基，喜欢其
哲理性和实践性的对比思考。从图书馆出发，需要常回家看看。《现代艺术 150

年：一个未完成的故事》[英]威尔·贡培兹 著；王烁等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3/1推荐语看看现代艺术在狂野狂奔之路上，走到哪儿了？走到头了没
有？《脑与阅读：破解人类阅读之迷》坦尼斯拉斯·迪昂 著；周加仙等 译浙江
教育出版社 2018/11/1推荐语阅读的生理学机理的一种探索解说。《无字书图书
馆》 [西]霍尔迪·塞拉·依·法布拉 著；李竞阳 译新蕾出版社 2018/4/1推荐语图
书馆里一般都藏了很多很多的书，假如书里没有文字，那图书馆又是什么？图书
馆是为了孩子，更需要拜托孩子。鲁迅的时代喊出‘救救孩子！’而在当今，需要
孩子来‘救救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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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未来可期

2020-3-5 10:47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 图书馆未来可期 作者：刘桂锋 弹指一挥，不知

不觉，在图书馆工作近 10 个年头，我深深地爱上了图书馆，与图书馆一刻也

不能分开。图书馆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这里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我不停

的思考着图书馆，探索着图书馆。三个古老的哲学问题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3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关于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的思考

2020-3-4 16:48

种种原因，高校图书馆工作者作为信息服务提供者，存在诸多困惑，而高校师

生作为信息服务对象，也是“一头雾水”。关于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问题，

作为高校图书馆工作者，有所观察与思考。 关于图书馆员服务内容的边界。

笔者近期解答了一位高校图书馆同行的咨询。高校图书馆同行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2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圕人堂 QQ群“群主”抒怀

2020-3-2 11:21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ujYO8nNnO708Sbz0Gf3MZQ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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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87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87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87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187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87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187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7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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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75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75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75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175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75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175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3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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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群主”难，做圕人堂 QQ群的“群主”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圕人堂是有梦想、

有实践的群，2014年 5月 10日建群至今，发布《圕人堂周讯》302期，现有

成员 2658名（大部分时段在线人数为 1400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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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0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论文多重要？

2020-3-1 23:16

论文多重要？我自身似乎缺乏充分认识。近年，时不时有友人善意提醒我，该

多花点精力做正事——发表学术论文。近期，似乎有所领悟。 谷歌学术搜索

中“王启云”的用户个人学术档案（2020年 3月 1日检索)。引用为 562次，h指
数（至少具有 h个引用的刊物的数量，最多为 h）为 13，i1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0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我是一枚高校图书资料员

热度 3 2020-3-1 18:45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 我是一枚高校图书资料员 作者：王韫梅 2020年
2 月 29 日，硬着头皮小窗了 QQ 群圕人堂图谋老师，图谋老师的不吝赐教让

我心生惭愧，涌起继续求知求学之心，我决定开始学习，尝试着写了这篇从业

抒怀，以抒己怀，借以明志。本文试图从一个 ...

个人分类: 圕人堂|864 次阅读|6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热度 3

新书推介：《从相互依赖到协同认知——信息化环境下的协作学习研究》

2020-2-28 16:57

书名：从相互依赖到协同认知——信息化环境下的协作学习研究 作者：马志

强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 7月 价格：108.00元 ISBN:
9787520346542 马志强 著.从相互依赖到协同认知——信息化环境下的协作学

习研究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7. 内容简介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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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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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35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35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35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135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35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135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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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9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29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29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129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29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129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1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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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6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22126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261&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261&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126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1261&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126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08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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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89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089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089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089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089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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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20 年 3 月 1 日，支付圕人堂从业抒怀稿酬 630 元，圕人堂发展经费结

余 3369.13 元。2020 年 3 月 5 日，刘桂锋将圕人堂从业抒怀稿酬 120 元捐作圕

人堂发展经费。

（2）2020 年 3 月 6 日 14:00，群成员达 2667 人（活跃成员 418 人，占 15.6%），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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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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