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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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肉：“ https://mp.weixin.qq.com/s/GnbC0fDK4CatxWclsJ7cmw。国图招
聘信息。”

会议君：“2020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论文和业务案例征集通知。
http://url.cn/5ufBxL8。”

会议君：“2020年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学术年会暨第二
届档案创新论坛延至 8月贵阳召开。http://url.cn/5iHdZQv。”

会议君：“新环境下家谱、地方史和区域记忆领域的挑战和机遇：2020国际
图联大会卫星会议征文。http://url.cn/5G2dpC4。”

会议君：“图情专家谈新冠 YI情：专稿刊发及征稿启事。
http://url.cn/5Zvx2bY。”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穷：“从翟天临到胡红梅，抄袭行为屡禁不止，网友：不能饶恕。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0287882497404238&wfr=spider&for=p

c。”
图乐：“春天不会缺席，只是晚到一会儿：《图书馆论坛》2020年第 3期。

http://url.cn/5lywOM7。”
Artilb*：“Artlib 线上展览 | 豪放派鼻祖——苏轼墨迹碑拓精品展。

http://url.cn/5JYYXV0。”
闲在心上：“《战疫纪事》丨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散文新书出版。

http://url.cn/5FeVs9R。”
海天云石：“图书馆服务不打烊。http://url.cn/5xAylVb。”
图林新人：“柯平教授：迎接下一代情报学的诞生 ——情报学的危机与变革。

http://url.cn/5kXPztt。”
图谋：“图林语录 | 岳修志：有温度的图书馆其实还是‘以人为本’。

http://url.cn/5SWL1rI。”
图谋：“如何用卡片法写论文？http://url.cn/5VUy1vU。”
闲在心上：“三联学术 | 2020 春日书单。http://url.cn/57fjs5H。”
合川果*：“抗击 YI情 合川文艺家嘿给力（三十三）。

https://url.cn/5PP7oqS。”
tianart：“‘公益云讲堂’来啦！——面向图书馆读者服务馆员定制的培训计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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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http://url.cn/5v1VYbY。”
资深码农：“GJ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八大学部优先发展领域及主要研究方向。

http://url.cn/5UPAWhR。”
芷 芸 ： “ 线 上 研 讨 会 | 做 科 研 的 初 心 、 创 新 、 好 奇 心 。

http://url.cn/5p0KiGU。”
图谋：“e线图情.回顾与展望：《国际图联战略框架 2019—2024》实施 6个

月. https://mp.weixin.qq.com/s/C4cLVaVUGb4RymCT_iQ1kg 6 个月前的 26 日
（即 2019年 8月 26日），IFLA发布了《国际图联战略框架 2019—2024》（IFLA

Strategy 2019-2024）。在‘建立一个强大、联合的图书馆界，助力信息互通的
文明参与型社会’这样一个愿景下，《国际图联战略框架 2019—2024》既为 IFLA

提供了路线图，又为世界各地图书馆增强其社会影响力提供了框架。”
biochem：“从教师到图书馆员。http://url.cn/5i9srJz。”
图谋：“《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重印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2174.html 旨在探讨新业态环境
下如何培养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新的职业能力，以作为图书馆员职业能力指标和
教育规划的参考，针对性较强。该书 2019 年 4 月出版，2019 年 9 月重印。希
望阅读《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一书的，可以小窗告
知图谋。”

老田： “ 在线讲座 | 初景利：图情论文选题、写作与投稿。
https://mp.weixin.qq.com/s/MWXYxMyMZaZwbNOUCMbGDA。”

海天云石：“唤醒沉睡的森林。http://url.cn/5UhRu4S。”
图谋：“郑永军.木铎金声，杏花飘香。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37607-1223126.html。”
图谋：“朱晓刚.紫玉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889-1223038.html。”
图谋：“刘旭霞.关不住的春色。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21287-1222446.html。”
图谋：“栗茂腾.霓裳片片晚妆新，束素亭亭玉殿春！好艳的辛夷花！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9332-1223175.html。”
碧海潮生： “好书中的好书—— 2019 年 8 家好书榜精选书目。

http://url.cn/5TXxerM。”
※雨人※：“高水平学术论文的主要特质——图情论文选题、写作与投稿。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flash?id=1aba228bb3944037ab1e12ab8b3

3b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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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君： “这些上新的 “时令鲜食 ”，好想一口气吃掉整个春天。
http://url.cn/5qtOuUn。”

1.3 圕人问答与讨论
（1）有效环保的的图书馆除尘方法

sonorous：“想请教各位同仁：图书馆用什么方法对图书除尘即能保证除尘
效果，也能确保职工身心健康？”徐徐清风：“多花钱，请专业的保洁公司，自己
不干。”麦子：“@徐徐清风 就是这个意思，另外，这本来就不是图书馆工作人员
的事。”sonorous：“很多都不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事最后还做了。”

（2）国内数字资源馆员服务能力调查之我见

Bulb ： “ 国 内 数 字 资 源 馆 员 服 务 能 力 调 查 问 卷 。

https://www.wjx.cn/jq/59318649.aspx 调查对象：从事数字资源管理与服务

（包括采购、技术支持、参考咨询等）的图书馆员。本调查旨在了解我国数字资

源馆员服务能力现状与需求，为制定进一步提升策略提供参考借鉴。完成问卷大

约需要 5-10分钟。感谢您的关注与参与！”sonorous：“谢谢您的红包，数字资

源方面我感觉国内不同经费级别的图书馆，差别很大，比如每年 4千万电子资源

经费的图书馆，采购资源非常繁琐，采购期间会有大量的图书馆老师参与，决策

者也不止一个，而比较小的图书馆，比如经费只有 200多万的图书馆，可能一个

老师就能回答您的问卷了。其实我大概表达的意思就是，您这个问卷，如果给大

馆和小馆的老师填写，差异性会很大，但是，您问卷里并没有区分这些最重要的

内容，就是经费情况。而且不同的图书馆，经费高低，从 100万到 4000万不等，

对于图书馆采购、决策、数字资源评估方面的要求都不太一样。这是必须要区分

的我认为。像这种数据库使用统计分析工作，一般跟负责数据库培训，使用服务

的老师是同一位老师来做的。一般有负责数据库谈判，续订的老师，一般都是参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qtOuUn
https://www.wjx.cn/jq/5931864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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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咨询部的主任，他会向参考咨询部专门负责使用统计分析的老师要数据，辅助

自己的决策，大馆都是这样。”

图片由 sonorous 提供

Bulb：“感谢老师提出的意见。”sonorous：“采购数字资源不是小事，大馆一
年 2-4千万的经费，不是一两个整体素质高的老师就能完成的，但是您这个问卷
确是面向个人填写的。毕竟拿了您的红包钱，就多少几句。”Bulb：“电子资源工
作在每个馆的情况不一样，小馆一人负责，大馆流程多些，涉及的馆员也可能分
布在各部门。”sonorous：“我觉得可以按照经费划分吧，经费在 300万以下的，
一个老师就可以填您这个问卷，要是 2千万经费以上的图书馆，您这个问卷适合
以部门或者团队为单位填写。”Bulb：“本来是想做访谈的，按经费级别或馆级别
来，后来又改了普遍性调查了。您的意见很好。”麦子：“我们每年采购电子资源
大概 400万美元，但就是 4个人做的，这其实和金额多少关系不大。和涉及的学
科多少很有关系。”sonorous：“我要表达的是，一个老师填这个问卷，结果肯定
是片面的。这不像个人收入支出调查之类的问卷。400万美元，按照刚才我查的
汇率，相当于 2700万人民币的经费，如果对应《3-2018年 960所高校图书馆电
子资源购置费统计表.pdf》，相当于浙江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经费的水平了。”
ἀπό*：“工信部院校的电子资源购置费可查吗？”麦子：“我这大概是排到北美 120

位以后的。”sonorous：“数据库商特别迷信《3-2018年 960所高校图书馆电子资
源购置费统计表.pdf》这个数据。经常是领导往群里一发，然后 at了一下全体
下属销售，大家努力吧！言外之意就是你们赶紧去找老师卖资源啊，这么多经费，
钱多的都花不出去。”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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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高校有采购非文字类的数据库吗？

麦子：“我有个问题：国内高校的数据库里，有没有学校采购，非文字类的，

比如：JOVE, anatomy.tv, BNA 等视频三维动画和音响为主的数据库。”扣肉：“jove

有一些馆订了。我们订了 alexander street出版的一些乐谱和音视频数据库。

不过，音视频数据库在国内互联网的严格管控制下，受到政策限制，不太好大肆

宣传。目前仍处于政策不明朗的状态。”sonorous：“@麦子这您就不了解国内国

情了，视频里都得经过图书公司严格审读，非常严格，不是想买就能买的。Vimeo

在国内都给屏蔽了。《JoVE 实验视频期刊》南京大学图书馆买了，还在周期范

围 内 （ 2019 年 11 月 13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

http://lib.nju.edu.cn/info/1012/2728.htm。”麦子：“@sonorous 这南大的是

不是像试用一年的意思？”sonorous：“不是，人家都写了，正式订购。”

cpulib*：“@麦子 我们早买了 JoVE，这个是实验方面的视频。”sonorous：“用
量高吗？”麦子：“@sonorous 实验室事故率很高，有了这类视频，可以一开始就
用最标准的方法做实验。当然，价钱蛮贵的，我们是买了 8种。不光是化学实验。”
sonorous：“感觉没啥学术价值。搞科研的看实验搞科研，不可能的。比如我研
究艾滋病疫苗或者试剂，我看视频看别人做实验，拿小白鼠做实验就算成功了，
我自己做一遍也不一定能行的。”麦子：“@sonorous@sonorous 这就是见仁见智
了，在我看，国内买的图书里有大量的没有学术价值的闲书。”

图谋：“JoVE为科研视频数据库，‘以视频方式展现生物学、医学、化学、物
理、工程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过程与成果，使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帮助全
球的科研工作者节省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足不出户便可共享全球顶尖实验室的前
沿实验成果、现有技术的创新型应用以及经典实验方案。’是受相关领域科研工
作者欢迎的。国内高校的数据库，各式各样，各种载体类型，或多或少有所涉及。
Primal Pictures的 Anatomy Tv是以真实人体的 MRI扫描数据为基础，建立全
面准确的三维立体模型为依托。该系列全面汇集了超过 6500个偏重于特定独立
器官、身体部位或解剖系统的高精度三维动态互动式解剖模型。使用者通过数据
库自带的三维动画即可查看精确的人体解剖模型，详细了解其结构与功能、生物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ju.edu.cn/info/1012/27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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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特性及治疗与手术操作过程等信息。浙江大学图书馆购买了该数据库。”
图谋：“麦子老师说的 BNA数据库，不知道这三个字母是什么的简称？”麦子：

“birds of north America。马上要变成 birds of the world。这套东西也是比
较复杂，所有的鸟都有声音，分布图等。对了 JOVE是有 20多种语言的，可自己
选。”图谋：“JoVE国内有好多用户。Anatomy Tv估计比较少。BNA，我粗略看了
看，还没发现。”麦子：“@图谋 JOVE时间比较长，好像有 10年多了。”

（4）求助力学专业方面的 sci国外收录期刊表

风萧萧：“求助，有个读者需要力学专业方面的 sci国外收录期刊表，不知

大家有没有可以提供的。谢谢啦。”图谋：“@风萧萧 这道题公开解答一下，供参

考。圕人堂群文件中有：2019年发布最新 SCI影响因子.xlsx 再结合：Master

Journal List .http://mjl.clarivate.com/ Journal Lists for Searchable

Databases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这两个东西一结合，有着较高参考价值。影

响因子表了解‘全貌’（获取刊名信息及了解影响因子），Master Journal List

了解‘细部特征’。至于具体学科分类，交给专业用户自行把握。还可以进一步结

合 ： 最 新 力 学 领 域 SCI 期 刊 查 询 及 投 稿 分 析 系 统

http://www.letpub.com.cn/index.php?page=journalapp&fieldtag=39&firstl

etter=三者相结合，亦正亦‘斜’（既有较为官方的参考，又有来自较为民间的参

考）。”图谋：“假如图书馆员自身‘不辞辛劳’去编撰一份专门的期刊表，很可能是

既不全面又不准确，相关用户还不见得满意。大致原因：‘学科分类’很多时候是

见仁见智的（上位类、下位类，还有大综合类）；SCI来源期刊是动态变化的；

用户需求实际是不确定的（眼光高高低低都有，有的瞄准高精尖，有的盯着短平

快）。”风萧萧：“@图谋 谢谢王老师专业解答，向您学习啦！”

（5）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简介

http://www.artlib.cn/
http://www.letpub.com.cn/index.php?page=journalapp&fieldtag=39&firstletter
http://www.letpub.com.cn/index.php?page=journalapp&fieldtag=39&first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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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简介。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Spage/view.action?pagecode=gylm。高校图

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是由中国部分高等学校图书馆共同发

起成立的，由成员馆、理事会、秘书处组成。英文名称为Digital Resource

Acquisition Alliance of Chinese Academic Libraries，缩写为DRAA。联盟的宗

旨为：团结合作开展引进数字资源的采购工作，规范引进资源集团采购行为，通

过联盟的努力为成员馆引进数字学术资源，谋求最优价格和最佳服务。高校图书

馆、其他图书情报机构自愿参加联盟，自主决定是否参加联盟组织的数字资源集

团采购。 DRAA主页：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DRAA 还有一个

品牌活动，每年搞‘CALIS 引进数据库培训周活动’，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七届，

成为图书馆界有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得到参会代表和数据库商的一致认可。会议

资料（包括会议 PPT、培训 PPT、会议视频）第一时间提供开放获取，让许多

圕人，切实受益。详见：历年培训周网站.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Spage/view.action?pagecode=lnpxzwz。”

（6）个人如何申请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

图谋：“有成员小窗咨询：个人如何申请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中国图

书馆学会网站上有清晰的揭示。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入会指南 .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260/1887.html 中国图书馆学会简介 .

http://www.lsc.org.cn/cns/channels/1297.html 本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图书馆

学会（以下简称本会）。英文译名为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缩写 LSC。本

会前身是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于 1925年，1927年成为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http://www.artlib.cn/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Spage/view.action?pagecode=gylm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Spage/view.action?pagecode=lnpxzwz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260/1887.html
http://www.lsc.org.cn/cns/channels/12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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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的发起单位之一。1979年 7月 9-16日，本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

表大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同年 8月加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1981年 5月，本会

恢复了在国际图联（IFLA）的合法席位。本会是由图书馆及相关行业或机构科技

工作者自愿结合、依法登记成立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是党

和政府联系图书馆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引导图书馆行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

观，科学管理，推动科技进步，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社

会力量。”

图谋：“我自身是依据网站上的指引提交申请，缴纳会费，成功成为会员的。

有成员关心成为会员有什么好处。图谋以为，这个问题不同人不同阶段会有不同

的感受。对于图谋来说，已切切实实得实惠的是，成为会员后观看了会员学习中

心（http://course.lsc.chaoxing.com/classify.html）里面的数场专家视频讲

座。花一张电影票的钱，享用这么多优质资源，性价比老高了。中国图书馆学会

精选了 2016-2019年专题培训中由知名专家授课且深受学员欢迎的百余门专业

课程，系列精品课程涵盖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与现代技术’‘图书馆与行

业政策’‘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图书馆与社会公众’‘图书馆与评估定级’‘民国时期文献

保护’‘全国县级馆长培训’‘图书馆员专业培训’‘‘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图书馆行业

特色项目’等 11个大类。”远方：“可下载‘会员学习中心’APP。”图谋：“这些内容是

非常好的，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专业知识与服务技能。我自身近期是在电脑上学习

的,很流畅。手机安装的 APP，近几天有故障（无法顺利下载视频，之前曾看过

是较为流畅的）。”图穷：“这些内容一直是可以用的。我馆是集体会员，馆员自

己申请后自家的集体会员单位的管理员点击同意即可。集体会员更划算。大家可

以建议自家馆加入集体会员。”图穷：“关于收取 201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会

http://www.artlib.cn/
http://course.lsc.chaoxing.com/classify.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05 期 20200313）

11

费 的 通 知 _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会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29/14288.html。”

today：“谢谢。”图穷：“@today 好像也可以连续缴多年，我不直接管这项工
作。我馆是每年交一次，上次听业务辅导部说‘挺费事的，一次交两三年多好，
馆里钱每年做预算的，没办法哦’。”图雷：“@图穷 你们单位应该选择 1 3000常
务理事 还能够享受不少权利。”图穷：“如果贵馆预算好操作，建议一次多交几
年。反正都是要交的@today 。@图雷 有什么福利？每年交一次，有时候会出现
空档期，馆员用不了学会的资源。”迷图：“@图穷 前段时期我申请了单位会员，
但单位当前还不是会员，也没人管这事，未缴费成会员，所以会员学习中心也看
不了，只能干着急。”图穷：“先申请单位会员，再个人注册由单位管理员点击才
行哦。不过，我们有的用，大家也不这么用。没有业务辅导部的馆，可能是办公
室管理。”迷图：“@图穷 不过我们是江苏省图会员。”

图穷：“图书馆三大业务：流通、参考咨询、业务辅导。有些地方不叫业务
辅导部了。乱七八糟的名字都有。”迷图：“@图穷 我们各部的责则不是太明朗。”
图穷：“具体缴费事项，直接电话中图学会管理会员资格的相关部门。不用小窗
我，因为我不在业务辅导部工作。我只是业务辅导的铁杆用户而已。业务辅导部
的图情书籍和期刊，基本上只有我在借用——至少是用户量最大的客户。或者看，
谁催你向中图学会年会征文投稿的那个人。催投稿者十有八九就是贵馆单位会员
的管理员。这一点上海财大气粗，每年年会不收钱还送午餐。适合穷游学术一族
地级市的图书馆学会更穷，没几个有钱能搞学术活动的。”图书馆林：“我也申请
了，个人申请的，也是不能交会费，要等分支机构代收取？三、交费方式 1．个
人会员申请和管理由各分支机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会归口
负责，个人会员会费由各分支机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学（协）会代
为收取。”图谋：“建议是按照其程序做，做好了之后，静心等待一段时间。”麦子：
“这会员的收费结构里我看出了太多的信息：就是希望几个东主出钱，然后没有
小民的事了, 所以这是一个机构性的协会，而不是个人的协会，所以，个人参与
性比较差，这 5块 10块的会费便宜是便宜，但有点对待街道儿童读者的味道。
相比之下 ALA 是个人为主的协会，个人会费很贵。”

（7）馆内最耗费时间的是哪项工作？
图情焕炜：“有个小问题，请问各位馆员在平时工作中。最浪费工作时长的

工作是哪几个？能否可能有所改进？”节能：“感觉这问题太大了点。浪费，就是
不值当那么多时间的意思，是吧？”图情焕炜：“可能我说的有点含糊，这是因为

http://www.artlib.cn/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29/142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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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了解， sorry。有啥说啥就行~就是比较费事费时间
的工作。”节能：“我抬杠了哈，对不起。”图情焕炜：“抬杠也是回复的一种，哈
哈 这算互动。”节能：“选书培训。”骑鹿踏雪：“最耗费工时的工作环节。”节能：
“写学科分析报告。”中原劲草：“有时候抬杠其实也是督促发问者问问题要严谨些，
不要含混不清。”图情焕炜：“确实。”节能：“总体上，我觉得采编和咨询最费工
时。”图情焕炜：“谢谢~节能~~”节能：“采编里选书费时更多。咨询里替老师做事
费时，我说的是替。”skyler：“咨询里回答密码是什么，网页从哪里打开，这些
弱智的问题最费时。我曾经帮一个老师找期刊投稿方式，知网找，主页找，微信
公众号找。那是个学校学报，后来从学校的主页进去找到了。”清凉桐影：“给你
一个关键词几千篇相关文献要求下载全文的，这种最费时。”节能：“选书要改进
依赖技术进步，比如智能选书系统。咨询替人工作要改进，感觉要求更好。@清
凉桐影 其实这就牵涉到咨询业务水准问题。”

图情焕炜：“这都属于和我最初提问一个水准，提问的人就不懂该问啥。提
问不具体。”节能：“给一个关键词查资料，完全不该做。坐下来沟通好，帮忙查
资料，完全没问题。就是有效的咨询工做必须以有效沟通为前提。”清凉桐影：“@
节能 理论和实践不一样的。”节能：“无效服务，所以要改进嘛。”图情焕炜：“感
谢 skyler回复。”图情焕炜：“感谢 清凉回复。”123：“@图情焕炜 我觉得是采编
和读书活动。”图情焕炜：“嗯，采编我能理解。读书活动为什么呢？”123：“这两
项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策划，以及后期的梳理。真正吸引读者还是用活动告
诉他们我们有多少好书需要你来借阅。”图情焕炜：“嗯，活动是为了实现短期目
标。”123：“真正想办好读书活动，吸引来更多的读者的话。需要花很多时间想
主题以及怎么宣传。活动是长期目标。不断延续，一传十，十传百。”图情焕炜：
“那么对读者人群做个人群画像吗？”123：“但是好像这两项工作不符合你的问题
的答案。”123：“这不算浪费时间。只是费事。”图情焕炜：“都是工作中的具体场
景，很重要。”123：“采编的图书质量高地取决采编人的整体水平。”图情焕炜：“还
有预算？”123：“费事但是是很有意义意义的付出。我们学院读书活动领导很支
持。”

（8）闲话馆内部门领导和馆员的工作差别
麦子：“@123 简单重复的工作其实是无法避免的。但这也可能就是管理员和

馆员的区别。我自己是从来不做重复以及体力工作的，因为这不是我的职责范围。
我们管理员其实也不做什么体力活，重新上架的活都是学生做的，如果遇到要翻
书架，馆里会让管理几个工人做。”123：“这些活我还是要做的。”biochem：“麦
子老师动口不动手，只需一句话，所有的活儿下面的人全干了。”中原劲草：“国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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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别啊，国内你要是不动动，马上就会有人举报你了。”123：“就我这样做，
背后说闲话的人还是很多的。”biochem：“麦子老师是大领导，不一样的。”123：
“我时刻担心饭碗被端掉。”麦子：“@biochem 我就只是个馆员，其实还是人工费
用问题，一个馆员的薪水是管理员的三倍。我以前闲着没事，顺手做了一些比较
简单的事，上面的副馆长知道后特别跟我说，以后千万不要做此类的事情。”
biochem：“分工明确啊。各负其责，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

麦子：“@biochem 所谓 job description，另外我们是有工会的，如果做了
这些分外事，工会会找馆方的麻烦。你只要做你分内事就可以了，否则有太多麻
烦。”徐徐清风：“国情太不同了。”骑鹿踏雪：“熟悉书架的过程也是了解馆藏图
书和借阅状况等方面的过程，同时也能拉近和同学，同事关系的过程。也能适当
活动身体，放松心情。”biochem：“这样好，否则有越俎代庖之嫌。””徐徐清风：
“国内设岗位职责时，一般最后有条值得玩味的文字：完成馆领导交给的其他任
务。就这句话，领导让你去倒架，你必须去。”图情焕炜：“@徐徐清风哈哈 你说
的对，可以多说说。”徐徐清风：“这条成了某些领导压榨员工，随意增大工作量，
乱安排工作的合法合理借口。”麦子：“@徐徐清风 这句话我们也有，但因为岗位
职责的叙述极其详细，其他的事不是很多。只要不开各种委员会和 task force

的会，一般事情很少。此外的事情可能就是遇到数据商来，两人谈谈。”
麦子：“我以前在做部门主任时代理过另外一个部门的主任，因为那里只有 3

人，我说可以，但需要给我另外一份津贴。后来发现其实最实际的是不做任何职
务，不做管理岗位，因为事情可以少四分之三，另外不需要调节婆婆妈妈之间的
纠纷。那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当面哭诉对身体极其有害。另外我最怕和任何女的
独处。”天涯：“这真是无官一身轻，嘿嘿。”麦子：“@天涯 其实工资结构也不是
很合理，管理其实是最费事的，我们很多年部门主任是没有津贴的，后来有了，
还是钱不多。所以现在常见管理岗只能从外面招人，工资可能是这个部门的馆员
里最低的，尽管有津贴。”图书馆林：“女馆员事多，但是真要干起工作来不比男
同志差，我们经常是嘴里念叨着，自己的工作或者馆里临时派的任务都干好！”
cpulib*：“国内不缺主任，恨不得当一辈子。”雨过天晴：“男人一般来说大方爽
朗一些，当然也见过很多大方爽朗的女人，这里只是说一般来说。”123：“我也
觉的领导的格局和男女无关。”

麦子：“@雨过天晴 我做过 15年的部主任，人缘都很好，因为我从来不偏袒
谁，但这活太没意思。你真不知道美国人有时会直接说很隐秘的事情。”雨过天
晴：“馆领导确实与男女无关。”123：“美国人不是很讲究保护隐私吗？”我是一*：
“部主任男女无所谓，有合作精神有胸怀就行，还有一点就是会做点思想工作，
别做影响团结的事；书记什么的就图书馆而言还是男同志较好，要不也影响工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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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雨过天晴：“部主任一级可能工作比较琐碎，男女差异就比较明显。”123：“看
来还是中国人好，做啥事都很讲究底线。”麦子：“因为部主任实在太难招人，我
们有个部主任 7月退休，现在就开始招人，但能不能招到，谁也没把握。”

雨过天晴：“讲真，能当馆领导的，一般智慧与胸怀都异于常人，女性和男
性各方面差别不大了。”cpulib*：“国内没听说招不到部主任。”雨过天晴：“部主
任一级恐怕被抢疯了。”麦子：“@123 美国是极其讲底线的，但是：如果我和某
人是上下级关系，她的隐私我当然要保护，但她自己要告诉我她的隐私，我除了
当场说，这个细节和我们现在的讨论没关系，你还有什么办法？”雨过天晴：“有
的人专业上不去高级，就指望当部主任扬眉吐气。部主任待遇和高级差不多，哪
怕本来只是初级。”麦子：“我知道目前有 10个部主任的位子在美国，而且已经
很久了。@雨过天晴 。”雨过天晴：“@麦子 国情不同。”我是一*：“部主任不是不
好挑选，有的能担当，但不愿意离开目前清闲的岗位，因为未来是未知数。”麦
子：“@雨过天晴 是啊，但很多国内理解的美国和事实差很远。”雨过天晴：“@麦
子 期待您给我们多讲讲。麦子：“@雨过天晴 这也是群的作用嘛。”123：“我觉得
加入圕人团真是获益良多。”雨过天晴：“@麦子 谢谢您这几年让我们开了不少眼
界。”……

（9）美国高校的院系资料室都是个什么样子的？
123：“那美国高校的院系资料室都是个什么样子的？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在哥

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他说有资料室，但是基本不去。日本的一个朋友也说资料
室就是他们教授的书屋。其他师生一般是不能进的。”麦子：“@123 基本在都没
有了。以前有的时候是放一些期刊，平时当会议室用，经费是系里的，让一个系
里的秘书管，但后来都上网了，也就没人看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上次经济危
机时，系里的人员编制受到很大的冲击，而图书馆用减少买书来应变，所以我们
一个人都没裁减过。”

1.4 调研：区块链下公共图书馆知识共享的版权问题

木 立 ： “ 区 块 链 下 知 识 共 享 的 版 权 法 问 题 调 研 。

https://www.wjx.cn/jq/50067266.aspx 该问卷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9CTQ003）课题组就区块链与版权法开展调查研究。调查对象：图书馆工作

者、相关研究人员以及对区块链与版权法感兴趣的人员。完成问卷大约需要 10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wjx.cn/jq/5006726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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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感谢您的关注与参与！附术语说明：1.区块链：指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

维护一条由持续增长的数据记录列表构成的链。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智能合约、

透明化与不可篡改等基本特征。区块链能够追踪版权作品使用情况，实现版权保

护的可追溯化，目前，已经在出版行业有所应用。2.版权：指作者或其他主体(包

括法人) 依法对文学、艺术、科学作品享受的专有人身和财产权利。3.知识共享：

又称知识分享，知识以各种方式由知识源转移、扩散到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其所

理解、掌握的过程。包括个人知识让群体、团队或组织了解的过程以及群体、团

队或组织的知识让其他群体、团队或组织了解的过程。4.合理使用：是指根据著

作权法的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等目的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同意，

也不向其支付报酬。5.通知-删除规则：是指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

利人有权通知网络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平台接到通

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应承担连带责任。”

sonorous：“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与图书馆完美结合。”

木立：“感谢您的参与，说的好极了。对于区块链与版权相关问题，我们的课题

组特别关注区块链下图书馆版权数字管理。”诲人不倦：“应用没有，但相关研究

不少了。”文华秋木：“已填，非常好的选题，点赞。”木立：“谢谢您。”木立：“稍

后与各位分享我们项目组已经发表的期刊论文，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节能：“对区块链刚有一点点皮毛认识，做题还得想想才能作答。”sonorous：“图

书馆学确实能追热点。本该是 4 月 23 日的版权日，图书馆却当成阅读节过。”

木立：“版权与阅读关系甚密，版权法保护作品的初衷，也是激励作者创作，最

终增进公有领域作品容量，阅读节亦可呢。@sonorous。”

sonorous：“就拿最近上网课这事来说。”木立：“其实大规模网课涉及很重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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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个问题，即版权清算和管理，以及促进作品开放。”sonorous：“作品开放？”

木立：“对，有很多教师愿意将自己的慕课资源开放版权。”sonorous：“京东的

大学教材就 3月 9月有销量，其他月份基本没销量。”图穷：“@sonorous 我们

这边新华书店开门，今年首度把教材放到货架上买，据书店工作的朋友说：卖得

不错。”木立：“教材确实是一个问题，有了慕课，教材的销量可能会减少

@sonorous。”sonorous：“我对国内版权市场还是比较悲观的。京东的大学教材，

每年就 3 月 9 月开学季，卖的还行，其他月份销量极差。看每天群发的上柜大

表就能看出来。有每本书销量本数的数据。”图穷：“@sonorous 新华书店之前

卖教材都是通过学校批发，我们这第一次出现零售。”木立：“@sonorous 确实，

版权侵权成本还比较低，司法诉讼获得的赔偿也还不高。数字版权侵权比较广泛，

但是区块链可能成为一剂良方。”sonorous：“主要是法律法规没限制好，要是侵

权界定更加严格，侵权罚得公司或者个人倾家荡产。”Bulb：“已填写。了解一些

版权知识 但对区块链不是很了解。”

碧海潮生：“技术在图书馆中的研究与应用花样繁多，越来越看不懂，看来
是落伍了。”sonorous：“问题是，图书馆地位一直也没提升啊。也没看出来跟十
年前相比有啥大的突破。”碧海潮生：“图书馆被技术给主宰了。2010 年，图书
馆不也这样吗？我觉得图书馆技术方面是次要的，主要是能提供哪些资源给师
生，内容为王。”碧海潮生：“是的。”木立：“@sonorous 您说的特别对，内容为
王。区块链应用层面图书馆比出版行业，稍显滞后。”sonorous：“内容为王，不
是我说的，是国内的图书馆馆长说的。”sonorous：“如果这句话算‘版权’，应该
属于那位馆长。”boson：“资源为王服务为妃技术为婢对应国际象棋还差不多。
资源是王，地位最高，也最没用；服务是后，能耐最大也最重要；技术是小兵，
没人当回事，别忘了一旦取得突破（升变），就是颠覆性的。”

1.5 分享书评：《新时代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建设》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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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灌员 123 分享

1.6 部分市区图书馆回复对外开放
图雷：“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20-03/11/c_1125695854.htm。

长春：复开图书馆，市民品书香。”
biochem：“长春市图书馆恢复对外开放，迎来首批读者原创。吉报调查

2020-03-12 05:58:50https://www.toutiao.com/a6802838671201403395/3月 11

日，长春市图书馆正式恢复开馆，上午 9：00，馆内迎来了首批读者。长春市图

http://www.artlib.cn/
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20-03/11/c_1125695854.htm。
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20-03/11/c_1125695854.htm。
https://www.toutiao.com/a6802838671201403395/


圕人堂周讯（总第 305 期 20200313）

18

书馆馆内公共区域每天早晚进行至少两次喷洒雾状式消毒和擦拭消毒，每天通风
3次以上，每次通风不低于 30分钟。阅览室内设置安全阅览坐席，读者就座在
有安全标识的座椅上，间隔距离达到 1.5米以上。一楼大厅专门设置了统一消杀
还书处，所有书刊、光盘集中归还，进行杀菌处理后再送至阅览室上架流通。”

biochem：“成都部分图书馆开馆：局部开放，提供现场借书还书服务红星新

闻 2020-03-11 13:05:36https://www.toutiao.com/a6802812170653401607/武

侯区图书馆已于 10日开放了一楼大厅的图书借还服务台，为读者提供借书还书

服务，时间为上午 9点至下午 5点。成华区图书馆馆长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读者

还回的书会统一消毒，然后上架。‘馆内有图书自助消毒设备，建议读者借书之

后去设备上消毒，现场也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四川曾海：“我们这边还没开放。”

我是一*：“我们也没开，但网络系统方面一直忙碌，推出各种学习。”

1.7 优质在线课程等你来学
老田： “ 在线讲座 | 初景利：图情论文选题、写作与投稿。

https://mp.weixin.qq.com/s/MWXYxMyMZaZwbNOUCMbGDA。”

心似莲花：“电子科技大学李泰峰教授:针对目前国内高校教学参考资源建
设、服务特别新冠肺炎出现后，本报告从教参资源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持
续性出发，结合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实践，探讨了基于多元数据融合的新型教
参资源服务模式，融合新技术及学习社区理念，提出了系统的需求方案，并以电
子科技大学教参资源学习系统为例，详述了该系统的功能框架以及关键技术和难
点，总结了系统的拓展式服务模式、多方位服务能力与效果。欢迎广大同仁共同
学习交流。”

※雨人※：“高水平学术论文的主要特质——图情论文选题、写作与投稿。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flash?id=1aba228bb3944037ab1e12ab8b3

3b495#/。”

1.8 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周讯（总第 304期 20200306）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toutiao.com/a6802812170653401607/
https://mp.weixin.qq.com/s/MWXYxMyMZaZwbNOUCMbGDA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flash?id=1aba228bb3944037ab1e12ab8b33b495#/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flash?id=1aba228bb3944037ab1e12ab8b33b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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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谋 ： “ 圕 人 堂 周 讯 （ 总 第 304 期 20200306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2127.html 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目录 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1.2 链接资源、分享
推荐 1.3 圕人堂 1）圕人堂 QQ群‘群主’抒怀 2）圕怎么读？3）圕人堂所有成员
均享受着 VIP待遇 1.4 Artlib线上展览 | 山水之乐——走进齐白石的山水世界
1.5 图书馆应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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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线上研讨会 | 信息时代如何做好‘远距离’科研？1.8 《图书
馆报》图书馆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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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刘桂锋：图书馆未来可期 1.10 研究性图书独立建立馆藏的借阅库区
命名意见征集 1.11 苏全有:‘圕’字的发明与使用史探析 1.12 2019年本科专业
调整结果公布 1.13 赖茂生：信息管理学科发展如何破解瓶颈悖论?1.14 聚焦图
情专业学生毕业去向 1.15 湖北省图书馆学会联动响应积极战‘yi’1.16 阿久的旅
记. 墨尔本网红打卡点：澳大利亚最美图书馆 1.17 关于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
界的思考 1.18 图书推介——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全九册）1.19 《图书馆建设》
编委书单 Vol.4 | 李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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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的思考圕人堂 QQ群‘群主’
抒怀论文多重要？我是一枚高校图书资料员新书推介：《从相互依赖到协同认知
——信息化环境下的协作学习研究》3.大事记 4.延伸阅读 4.1 《圕人堂周讯》
辑录 4.2 圕人堂 QQ群知识库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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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单位世界艺术鉴赏库 弘雅科技 图创软件。

（2）圕人堂知识库假期中暂时无法使用
123：“@图谋 图谋老师，知识库好像打不开。”图谋：“关于圕人堂知识库，

假期中，www 老师所在学校服务器关闭了。这个服务是 www 老师提供的，是
其个人对圕人堂的特别奉献。”

（3）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

图谋：“*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版：刘建平.从教师到

图书馆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3145.html 图书馆工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212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31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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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激发了我的潜能和另一种工作热情，发现了从教师到图书馆员的明显优势—

—改善图书馆服务和水平的优势，个人在另一个平台上提升自己的优势。教师选

择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吸引更多教师的加入，实在是一件双向有益的事情

圕 人 堂 微 信 公 众 号 版 ： 刘 建 平 . 从 教 师 到 图 书 馆 员 .

https://mp.weixin.qq.com/s/HdnnXAWU0247W1bM3ZLmgA 图书馆工作激发了我

的潜能和另一种工作热情，发现了从教师到图书馆员的明显优势— —改善图书

馆服务和水平的优势，个人在另一个平台上提升自己的优势。教师选择图书馆工

作，图书馆吸引更多教师的加入，实在是一件双向有益的事情。”

（4）圕人堂春色秀

图谋：“郑永军.木铎金声，杏花飘香。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37607-1223126.html。”

图谋：“朱晓刚.紫玉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889-1223038.html。”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HdnnXAWU0247W1bM3ZLmgA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37607-122312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889-1223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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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刘旭霞.关不住的春色。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21287-1222446.html。”

图谋：“栗茂腾.霓裳片片晚妆新，束素亭亭玉殿春！好艳的辛夷花！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9332-1223175.html。”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21287-122244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9332-12231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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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花花世界，不负韶华。方便的成员，不妨参与展示。主题：圕人堂
春色秀。家里的小盆栽、门前屋后的花草树木等等均可以。科学网上的几篇春光
图，一方面为圕人堂增色，一方面权且算作’引子‘。期待这个’小节目‘有趣有味，
参与者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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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教师到图书馆员

2020-3-12 14:10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 从教师到图书馆员 作者：刘建平 我的家乡是江苏南通，近代实

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故乡，南通是中国近代纺织实业与教育的发源地之一，我大学就读是纺织

工程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4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关于高校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

2020-3-9 11:16

关于高校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考察高校图书馆事业史或发展史，

也可以发现始终是关注与思考的焦点之一。我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至今天，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存

在的问题是比较严峻的。 近期读了中山大学程焕文先生为《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全九册）》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1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关于数字资源利用方式的思考

2020-3-7 11:01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3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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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14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314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314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314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314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314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25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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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53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253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253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253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253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253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22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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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资源利用方式是一个令许多人困惑不已的问题。笔者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员，实际从

事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工作数年，一直在“学中干，干中学”，尽管如此，在解答用户或同行咨

询时，经常感到“力不从心”。我的解答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个人努力

的目标，恰恰是希望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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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文件。

3.大事记

（1）2020 年 3 月 6 日，王韫梅将圕人堂从业抒怀稿酬 630 元回捐给圕人堂发展

经费；2020 年 3 月 12 日，刘建平将圕人堂从业抒怀稿酬 156 元回捐给圕人堂发

展经费。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4001.55 元。

（2）2020 年 3 月 9 日，图书馆论坛刘编分享《图书馆论坛》2020 年第 3期电子

版。

（3）Bulb 利用圕人堂群开展“国内数字资源馆员服务能力”问卷调查，3月 7-9

日发放红包 3 次，累计金额 250 元。圕人堂群成员积极参与，3 月 11 日完成调

查任务。

（4）区块链下知识共享的版权法问题调研

https://www.wjx.cn/jq/50067266.aspx

该问卷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CTQ003）课题组就区块链与版权法开展调查

研究。调查对象：图书馆工作者、相关研究人员以及对区块链与版权法感兴趣的

人员。完成问卷大约需要 5-10 分钟。感谢您的关注与参与！

（5）2020 年 3 月 13 日 14:00，群成员达 2667 人（活跃成员 372 人，占 13.9%），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16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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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23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2231&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2231&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223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2231&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2231
https://www.wjx.cn/jq/5006726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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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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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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蓓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it.net.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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