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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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指水：“‘2020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4 月 14

日正式启幕！直播网址：http://k.cnki.net/CInfo/Index/3130。”

传奇：程焕文开讲，4 月 13 日《图书馆管理》MOOC 再度开启！

http://url.cn/5bhVJwn。”

雨过天晴：“图书情报|2020 高校图书馆线上研修班

http://url.cn/5Dszfjj。”

会议君：“图书情报|关于开展第三届江苏省“超星杯”图书馆创新服务征

文的通知 http://url.cn/5gpgRjg。”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邓咏秋.珞珈山七年求学

记.https://mp.weixin.qq.com/s/ik4jQXH-1_nAnoLxswqg1Q 珞珈山七年塑造了

现在的我，我在那里度过了最青春的年华，在学业、性格养成和做人方面都有很

大的收获。我特别感谢我在武大遇到的这些师长（恕不能一一提及）。也许仅仅

是因为我比较努力好学，老师们给了我很多鼓励，学校也会给我很多机会（比如

获奖、保研），让我自由发展、自由奔放，发挥出自己的潜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者简介：邓咏秋，湖南衡阳人，管理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

图书馆学专业，现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审、图书馆学编辑室主任，兼任中国图

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推荐书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秋：“图书馆学是最好的专业之一 http://url.cn/5iUbT72。”

biochem：“5 月 1 日起，天津将不再发放纸质职称证书人民日报 2020-04-10

11:54:57https://www.toutiao.com/a6813926518218031629/4 月 9 日，天津市

市人社局发布《关于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电子证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今

年起，天津市将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电子证书（以下简称‘电子职称证

书’），今后不再发放纸质职称证书。通知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止。”

图书馆*：“社会和谐，人人受益。阅读能安顿内心，增进才识。扶老助弱，

阅读权益保障是重要的一端。亲，来吧，我们填好这份问卷，助力精准施策。谢

谢！https://www.wjx.cn/m/70023619.aspx。”

图谋：“@全体成员 惠涓澈.图书馆学，我能否将你比作春

天?.https://mp.weixin.qq.com/s/VkG3kN2ZskmjDq5RDBNqyQ 图书馆人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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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感、职业幸福感是与读者对图书馆的知晓度、需求度、认可度、美誉度紧密

相关的，同时与自身的工作体验、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分不开。所以，智慧的图

书馆人总是能够寻找机会去激发需求、创造需求、满足需求，服务社会。随着社

会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图书馆得到重视程度的日益增强，图书馆从业队伍的素

质与追求、认识与觉悟、视野与格局也在不断向好，这些都更利于创造图书馆职

业更好的未来。作者简介：惠涓澈，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

学会大学生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社会科学信息学会副秘书长。”

图谋：“刘桂锋,苏文成,卢章平.加强战略规划 实现转型升级——‘图书馆

战略规划与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J].图书情报研究,2020,13(01):122-128.

摘要：[目的/意义]旨在分享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图书情报学科发展的最新理论动

态和实践探索,促进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协同共生。[方法/过程]本文以"

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的 25 位专家报告内容为综述对象,按照

主题从战略规划与管理体制、资源建设与电子资源、特色馆藏与学科服务、全球

社区与国际服务、公共文化与文化遗产、数字人文与数字建设、数据科学与科学

数据、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八个模块进行归纳、总结和评述。[结果/结论]战略

规划贯穿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全流程,为其他各项业务工作提供战略指导。实现

转型升级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全文见群文件。‘高大上’的会议，会

议综述‘稳准狠’（稳重、准确、有力）。值得进一步关注与阅读。”

图谋：“刘桂锋.《图书情报研究》2020 年第 1 期目

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23-1223088.html 专题研究栏目聚

焦中国情报学的发展，由北京大学李广建教授组稿，共刊发 6 篇文章，涵盖情报

学体系架构、中国的情报学特色、中国情报学研究中的分歧、情报学发展过程中

的问题和发展路径。作者认为中国的情报学有自己的特色，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

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发挥自己的优势，中国情报学大有前途。”

图谋：“北京大学李广建教授组织的"中国情报学的发展"专题研究，对图情

学子有一定参考价值。尤其是准备参加图情研究生复试的同学，进一步学习之后，

或许可以‘涨姿势’，马到成功。”

笺：“https://mp.weixin.qq.com/s/XNu3LTdiwjz0fPGa_bkAPQ 苏州大学、

中科院大学加入 iSchools 联盟。”

中国药*：“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3018-020-0035-5 求一

篇文章，期刊为 nature cancer。”

图谋：“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知多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161.html 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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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学术期刊总共为 10 家（不含已停刊），其中 5 家具有 CN 号、5 家为内刊。

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利用，特此予以梳理供参考。”

图谋：“图谋二三事 http://url.cn/5kiA9sO。”

图谋：“王启云《图书馆学漫笔》书讯 http://url.cn/51nNgGH。”

图谋：“40 年来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界学术期刊出版活动变迁与思考

http://url.cn/55SvcnD。”

123：“图书馆之未来-第一辑 http://k.cnki.net/NLive?cid=3130#。主持

老师说可以随时回看。可能会有点卡，稍微多等下就可以打开。”

扣肉：“大专院校新冠肺炎 Yi 情防控技术方案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14/content_5502169.htm。”

图谋：“朱玲,龚蛟腾.治馆、理事、治学与育人——程焕文先生如是说[J].

高校图书馆工作,2020,40(02):17-25.摘要：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先生是

杰出的图书馆学家,始终致力于推动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学教育

的发展。2019 年 6 月 1 日莅临湘潭大学,分享了担任馆长的治馆理念,展望了图

书馆事业及其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阐述了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的独特见解等。全

文参见群文件。”

惠涓澈：“老将出马 | 如何给外行人介绍图书馆学专业

http://url.cn/5zHV8Pa。”

馆员：“《山西档案》关于加强期刊建设相关举措的说明

http://www.sxdabjb.com/CN/column/item15.shtml。”

雨过天晴：“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些问题 http://url.cn/5DBjpMh。”

图谋：“一级学科改名，专家怎么看？http://url.cn/5MQUdVP。”

biochem：“王崇臣：如何准备硕士研究生网络复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29566-1228537.html1. 用心制作 PPT。2.

熟悉复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3. 迅速成长为‘金牌主播’。”

图谋：“《图书馆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

mid=127&ptid=1&a=20200410。”

图谋：“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 http://k.cnki.net/NLive?cid=3155。”

图谋：“2020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

http://k.cnki.net/theme/Index/17 中国知网联合清华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

图书馆计划在全国高校图书馆范围内举办一期线上研修培训活动。本次活动为公

益直播，并以远程教学的形式呈现。”

图谋：“Controlled Digital Lending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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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https://controlleddigitallending.org/faq Q: What is CDL?A: CDL is

the digital equivalent of traditional library lending. A library can

digitize a book it owns and lend out a secured digital version to one user

at a time, in place of the physical item.CDL has three core principles:

A library must own a legal copy of the physical book, by purchase or gift.

The library must maintain an "owned to loaned" ratio, simultaneously

lending no more copies than it legally owns. The library must use technical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digital file cannot be copied or redistributed.

Beyond these core principles, libraries may choose to implement CDL in

different ways. Given that a fair use analysis is highly fact-specific,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ny library considering implementing CDL work with

a competent attorney to develop an appropriate program. For an in-depth

look at what factors are important to consider when implementing CDL, see

Kyle K. Courtney & David R. Hansen "A White Paper on Controlled Digital

Lending of Library Books."注：CDL=1 对 1 锁纸本借扫描版。”

图谋：“肖珑.图书馆:通过对话实现变革——国际图联 2019 年第 85 届大会

手记[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0,38(02):3-7.摘要：文章是作者参加 2019 年国

际图联第 85 届大会的手记,记录了大会的基本情况,重点介绍了会议中了解到的

国际图联战略方向、图书馆发展热点,并就国内图书情报行业人士参与国际图联

工作和会议谈了几点体会。全文见群文件。”

图谋：“ ‘2020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线上会议，

‘图书馆之未来’第二辑中，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李欣《八百万库存中的反

思》提及的‘1 对 1 锁纸本借扫描版’概念。”

123：“图书馆之未来-第一辑

http://k.cnki.net/CLectureLive/Index/3130。”

123：“《图书馆学漫笔》读书笔记

https://mp.weixin.qq.com/s/FUUSqUVyupajZhzlEBw-Sg。”

图谋：“刘欣.云参会，看直播，听报告：Yi 情宅家图书馆员的日

常.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1228616.html 规模再大的会

议，每馆也就是几个人参会，而这次，因为线上免费直播，只要你想听，全馆所

有的馆员都可以听，并可以参与提问和讨论，实在来不及看直播，也可以看回放。

公益直播，规模空前，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图林人有空可以多听听。15 日上

午两个报告。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李欣老师讲《八百万册库存中的反思》，第一次

听李欣老师的报告，声音温润，节奏和缓，从容沉静，娓娓道来，合作、共享、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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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开放，Build something better，together，对未来图书馆发展的反思，

以及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理念细节，彰显的是责任和情怀，格局和担当，令人心

生敬佩。上财朱为群馆长的报告《大学图书馆转型发展的目标定位及其实现路

径》，有理论，有实践，有思考，有探索，五个转型发展的目标，特别是学术展

示共享空间和数据资源总库的建设，以及对馆员队伍的出国培训培养等，让人真

切地感觉到差距来自四面八方，‘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相

适应，其水平是学校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这个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 年第 2 期全文（总第 232

期）.http://www.scal.edu.cn/dxtsgxb/202004041050 这是另外一种获取途径。

高校图工委网站提供全文获取。每期会在第一时间提供全文获取。比中国知网上

更新的速度会快一些。感兴趣的可以进一步关注与利用。

http://www.scal.edu.cn/bjcb/dxtsgxb/gqml。这一周，实际上是对‘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学术期刊进行了‘全推介’。详见：王启云.

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知多

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161.html 编辑部设在高

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总共为 10 家（不含已停刊），其中 5 家具有 CN 号、5 家为

内刊。10 家中有 8 家主办单位为全国或部分省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

委员会’。”

囧图-*：“图书馆业务架构与资源/平台/数据-第二辑

http://k.cnki.net/NLive?cid=3156。”

图谋：“顾烨青,陈铭.高校馆配中文电子书的现状与问题分析[J].高校图书

馆工作,2018,38(01):42-52.摘要：当前,高校馆配中文电子书的市场供给由直接

渠道中的内容出版商和间接渠道中的数字图书馆集成商、传统纸质书馆配商构

成。高校馆配中文电子书市场存在着平台众多、整合困难,电子书格式、功能与

呈现方式不一,标准的行业认可度和执行力不足,新书纸电同步率不高,定价偏低

等诸多问题。高校图书馆界应增进与供给渠道商的沟通合作,发挥 CALIS 的桥梁

纽带作用,加强电子书的阅读推广,培养师生成熟的版权意识,深入调研读者阅读

行为,制订符合馆情的纸质书与电子书协同采访方针。全文见群文件。”

图谋：“杨馆长提及的顾烨青老师关于中文电子书的文献。杨新涯馆长《学

术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的思考》报告 PPT 已分享至群文件。”

图谋：“张丹东《高校联合认证的爆发与发展》报告 PPT 见群文件。”

图谋：“拥书自雄，睥睨千古—图书馆学专业揭秘 http://url.cn/5JjwIJz。”

会议君：“一键点亮整个春天——春日女装大赏 http://url.cn/5QwVjtT。”

图谋：“2020 年中国知识图谱行业研究报告 http://url.cn/5yAEYnU 。”

http://www.artlib.cn/
http://www.scal.edu.cn/dxtsgxb/202004041050
http://www.scal.edu.cn/bjcb/dxtsgxb/gq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161.html
http://k.cnki.net/NLive?cid=3156
http://url.cn/5JjwIJz
http://url.cn/5QwVjtT
http://url.cn/5yAEY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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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海：“图情论文写作如何规避学术不端风险，做一名负责任的论文作

者 http://url.cn/5gRuKeo。”

在路上：“关于高校图书馆在编职工人数的思考 http://url.cn/5VI9UnP。”

在路上：“图情要闻 | 北京：2035 年数字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各区全

覆盖 http://url.cn/5rH23bm 。”

1.3 圕人堂

1.3.1 圕人堂成员对圕人堂QQ群感悟

鲲鹏展翅：“@图谋 刚才下载周讯中范并思老前辈的从业 50 年抒怀，令人

尊敬，让人感动，是青年馆员学习的榜样！范并思被业内人员尊称为 21 世纪初

中国图书馆界中仰望星空的第一人，被学界公认为中国十大著名图书馆学家之

一。 https://news.ecnu.edu.cn/bb/a0/c1837a179104/page.htm。”

123：“我现在每天也会忍不住看看本群的聊天记录。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

这些聊天的习惯了。大都屏蔽了。只有@ 全体的时候我才看看。今年我特别喜欢

看本群的聊天。虽然也还是有那么些聊天不太真实的人。真性情的人待在一起才

舒服。周末早晨，看看圕人堂，听着自己喜欢的歌，看看《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

赏析》,很美的早晨。”

路图：“终于找对组织了,和大家聊天和看大家聊天都很快乐且长知识,为图

谋老师点个大大的赞。”

123：“随便翻翻本群的聊天，你会每天兴高采烈地。特别是群文件分享。

很多专家分享的日常你也会喜欢的。那天有位老师说献血的事，默默的看，就很

感动。还有群里老师们分享的身边美景也值得一看。各种文献让你目不暇接。图

谋老师的目的就是为图情专业同仁提供共享平台，指引此专业的年轻人更有目标

和动力。让我国的图情专业发展得更好！我以前都是孤军奋战的感觉，偶有几位

同行朋友也只是偶尔聊聊自己的职业。现在好像每天都有人在提醒我，我是图书

管理员了,我觉得不孤单了。”

1.3.2 圕人堂加群审核的一个重要原则——圕人

123：“我加了几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入群。都是学英语的。我给他们说本群

图书情报专业大佬云集。”

图谋：“圕人堂群定位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交流群。您提及的英语

专业在读学生，最好是不要加进来，如果对圕人堂感兴趣，可以关注圕人堂微信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gRuKeo
http://url.cn/5VI9UnP
http://url.cn/5rH23bm
https://news.ecnu.edu.cn/bb/a0/c1837a179104/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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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那里没有容量限制。敬请谅解！圕人堂加群审核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欢迎

‘圕人’加群。”

123：“@图谋 收到，马上发给他们微信公众号。我特别主张现在大学生考

研可选择哲学专业和图情专业。前年我这里有个专业第一名的商务英语男同学就

考的图情专业。还考取了。这几天看到我们群里提到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和我的

读者群里的孩子们分享了一下。特别是看了关先生的一些思想后。没想到我们群

还是有门槛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加进来的时候群公告里面好像说过，自由加群，

自由退群，可以退了再加。所以我今天就有点急于求成了。我这人说话很直接。

做事有点过于较真。我也不是想解释什么？我只是很希望孩子们能看到其实有很

多想团结一切的人，想为孩子们未来铺路的人，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大有人在！

不。孩子急需有人带路。要不有时候真的会迷路。即使我们这么大年纪都还迷路。

而且我即使到了这个年纪，我也引导孩子们考研。但是真的考了好学校，然后独

立自主，然后独身的时候我又换了一个着急的点。女同志其实在生活中还是很累

的。特别是事业有成的女性。象关先生那样一辈子那样成功的女性，背后肯定还

不知道有多少心酸。只是不与人言而已。”

Ankerl*：“做你的学生真好。不急。真正有想法的，会自己找到组织的。”

123：“所以我今天确实有点着急了。有时候随意的聊天才能真正的感动人。

就比如今天雨过天晴的态度。真的很打动人。要是学生看到这样真性情的人在说

真话，其实比在课堂上的大道理来的好得多。我就喜欢这么看似随意的聊天。然

后带来震撼的永远。这也许就是此群我一直有点啰啰嗦嗦的原因。我人笨口拙。

所以我看到图谋老师的建议后，我给孩子们道歉了。但是一个下午我都在想我该

怎么把这件事做好。图情专业如果做得好。可以真正改变一批人，甚至一代人。

带给人们美好阅读选择。一心向善、一心向上。也许会少很多忧伤。只要我们在

认真做，就好了。2000 多人的团体。要带动起来确实需要劳心劳力，特别感谢

图谋老师。”

1.3.3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与选刊辑录

123：“刚听完图书馆之未来的讲座，王老师就上传了这篇文章，真是及时

雨。”路图：“在群里呆了几天已经小有收获，我要写一篇日志记录下来，再次

感谢解答问题的各位老师。”123：“本群有个从业抒怀。你可投稿。”路图：

“你咋知道我还确实是有这个小心思的呢。我看看写的效果吧，自觉得还不错的

话，我就发出来抛个砖。”123：“找到组织的人都有这些大心思的，等你的砖。”

图谋：“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2495.html 征稿对象：图书馆及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24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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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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圕人堂 2020/1/2。”

图谋：“该通知中附有‘2019 年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辑录’。”

1.4 邓咏秋.珞珈山七年求学记

图谋：“邓咏秋.珞珈山七年求学

记.https://mp.weixin.qq.com/s/ik4jQXH-1_nAnoLxswqg1Q 珞珈山七年塑造了

现在的我，我在那里度过了最青春的年华，在学业、性格养成和做人方面都有很

大的收获。我特别感谢我在武大遇到的这些师长（恕不能一一提及）。也许仅仅

是因为我比较努力好学，老师们给了我很多鼓励，学校也会给我很多机会（比如

获奖、保研），让我自由发展、自由奔放，发挥出自己的潜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者简介：邓咏秋，湖南衡阳人，管理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

图书馆学专业，现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审、图书馆学编辑室主任，兼任中国图

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推荐书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国图出*：“感谢群主转发推广，实在没想到小文有这么多人看、转。只是

做一点图书馆学科普，为专业宣传。 上海一位同行告诉我说，馆长转发给全馆

学习了[捂脸]看来说出了馆长想说的话。浙图周公旦学弟评曰：真敢写，真感谢。

如果写出了大家的自信，也是我的荣幸[抱拳]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院长张靖

老师：现成的招生宣传资料[鼓掌][鼓掌][鼓掌]。”

国图出*：“这是 2020 版，加了馆长题词。”

rabbit：“@国图出版社-秋 前辈，那些老师都是图书馆学的拓疆者啊！”

biochem：“珞珈山七年求学记逐字逐句地刚刚读完第二遍。程砚秋、王吟秋、

迟小秋。秋字辈。”国图出*：“不敢。”

1.5 CSSCI 委托查询服务

小溪流*：“请问有没有老师能给开两个检索报告？进这个数据库收索，请

问这个库如何注册？”

图谋：“得是所在机构购买使用权。所在机构如果没有购买该数据库，可以

自行委托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出具检索报告。CSSCI 委托查询服

务（025 83595841）http://cssrac.nju.edu.cn/a/zlxz/20160330/2735.html。”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ik4jQXH-1_nAnoLxswqg1Q
http://cssrac.nju.edu.cn/a/zlxz/20160330/27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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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溪流*：“有数据库在家里没法注册，。”

图谋：“没有提供 VPN 访问？牛校的校外访问（VPN 服务等）普遍做得较好。”

小溪流*：“找到商家给检索了，谢谢图谋。”

1. 6 关于职称证书、职称与工作贡献的讨论

biochem：“5 月 1 日起，天津将不再发放纸质职称证书人民日报 2020-04-10

11:54:57https://www.toutiao.com/a6813926518218031629/4 月 9 日，天津市

市人社局发布《关于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电子证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今

年起，天津市将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电子证书（以下简称‘电子职称证

书’），今后不再发放纸质职称证书。通知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止。” biochem：“看文后的评论，大家还是希望有实实在在的本

本。”

广东小*：“广东从 2019 年就开始推行职称电子证书。新生事物的接受是有

一个过程的，自己需要的话，也可以打印出来的，还有鉴别真伪就更容易了。个

人也不怕证书丢失了。广东的电子职称证书不像之前会盖省 renshi 部门的公章，

搞得大家觉得权威性缺失。有电子版的职称证书至少还有一个东西，有些学校根

本就没有职称证书了。”

二木：“个人比较保守，还是觉得电子跟纸质一起发心里比较踏实。”

biochem：“学位证、学历证、教材、论文，专著等等，也许未来只有电子

版。”

天天：“职称制度本意是实践根基上产生理论浓缩，鼓励大家从感性到理性

的升华。但现在承载的其它东西太多了。前段喊不以论文论，可又找不出更好的

替代品，因为只有文字才能留下来。”

雨过天晴：“没有证书，感觉好不靠谱啊！我连电子版都不喜欢。职称不能

取消，但是，专业馆员制应该铺开。不是所有在图书馆工作的人都是专业馆员的，

还有辅助馆员，辅助馆员不用评职称。”

广东小*：“对新进人员分为专业馆员和辅助馆员有一定的可行性，对于目

前在岗人员划分操作性不强。我们的主管校领导要我们把人员划分为专业馆员和

辅助馆员，我们讨论标准讨论了很久，考虑过采用《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里面

的提法，马上就有人接受不了，说自己为图书馆贡献了一辈子，到头来还只能算

是一个辅助馆员。虽然当时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虽然这样划分了，但是对于目前

在职的人员待遇没有任何影响，只是新入职的会有区别和不同的发展轨道，但是

这个事情在职的人员在心理上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图谋：“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法。现在的一桶 jiang

糊式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名份也算是一种隐形待遇，要平衡好不易。”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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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莲：“对于没有职称的人来说，纸质电子都喜欢，形式并不重要。名分

确实有较大合理性，原来不服职称制度，后来看到越来越多高职称图书馆学家、

学者、实践家的成就和贡献，越来越叹服了。”

图雷：“没有功劳有苦劳 ，在图书馆工作 30 年+的老人 ，容易说为图书馆

贡献了一辈子特别是邻居退休的老人。我也经常听到这话，从图书馆老人那里快

退休的。还有个进校基本在图书馆干 ，工作 20 多年的 50 岁大姐也爱说为图书

馆贡献了一辈子。本职工作做得好，也算贡献阿，完成工作，推动图书馆完成部

门整体工作，申报得了校级先进奖，上级集体奖，也算奉献。”

广东小*：“图书馆事业是一代代传承的，老同志对图书馆有很深的感情，

他们的努力不能抹杀。”

雨过天晴：“今年是我在图书馆工作的第 28 个年头，尤其是前些年，确实

亲眼看见一些混日子的人，上班炒股网购迟到早退……干活拈轻怕重欺软怕硬，

那些人一把年纪如果谈‘贡献’，我呸！”

123：“何为贡献呢？做着本职工作，我不觉得是贡献。完成本职工作才端

得稳饭碗。我就觉得我做的所有都是为了端得稳饭碗，不是贡献。我也觉得我是

被岗位养活的，那些说自己为图书馆做一辈子贡献的人我也觉得很可笑。@雨过

天晴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所以我要改变。即使五十了，也要尽力把本职工

作做好！本职工作做得再好也不是贡献。有本事就在自己工作上做出特色，影响

周围的人走进你，走进阅读。刚才说到五十岁以上的人就是准备养老的。我还是

不太赞同。但是事实上好像又是这么个事实。我甚至看到五十岁以上有些人就准

备等死了。所以有时也想，这世界到底怎么了？我的前辈有的 70 多岁了，还天

天看新闻联播，天天关心国家大事。我有时候就想，我们到底怎么了？做的再多

好像图书馆的工作在现实中并不被认可，只有发表了论文和课题的那些人才被真

正的重视。现在物质条件好，其实身体好并不是说说的。好像图书馆的工作没啥

做不动的。书又不重，而且没啥传染源，读书活动也很好玩，爱看书的孩子就没

有不乖的。分享一个故事。刚才在一个孩子群里看到的。有个老木匠即将退休，

老板舍不得他，要他再建一座房子再走。老木匠虽答应，但心已不在工作上，用

的是差料，出的是粗活。当房子建好，老板说这就是他退休的礼物。没想到建的

竟是自己的房子，他既羞愧又后悔。其实，人生每一件事都是为自己而做，要做

就做到最好。”

雨过天晴：“不谈贡献，要对得起自己的工资吧。拿人钱财尚且替人消灾，

又不是志愿者免费，何谈贡献？真的勤勤恳恳工作了好多年，就是没有特别的成

绩，大家也看得见的。我们馆有位老同志，多年前换了肾，身体不好所以一直是

初级职称，但她工作特别认真踏实。这两年谈定岗，她高中毕业初级职称，本来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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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有一些东西了，但从领导到同志们大家都愿意给她设专岗，保留原有待遇。

人家平常也不叫唤什么‘贡献’，确确实实在馆二三十年认真工作，不用叫唤大

家知道，叫唤的反而大都是……也不能以年龄论，事实上很多 50+的同志还是工

作认真踏实的，也有二三十年轻轻的就天天想养老。”

凯瑟琳：“过了五十，就会明白踏实工作的老实人到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因

为但能踏实，往往心气平，性温和，就算待遇上可能会差一点点，但有没有发现，

这些人人缘好，身体棒，自在开心。”

图雷：“吃亏是福，年轻人能够多干点就多干点，在超出岗位以外不算太离

谱太重的，太多的我也要抵抗叫唤下。做的再多好像图书馆的工作在现实中并不

被认可，只有发表了论文和课题的那些人才被真正的重视。----工作是本职，人

人都有的，年底部门考核需要论文课题加分，申报各种荣誉帽子都需要这些加分。

干的工作加不上分。”

麦子：“@雨过天晴 我也是 28 年了，这就是个工作而已，我觉得是社会贡

献了资源来养我们，使我们不必风餐露宿在野外打猎来为生，不必成为老虎野兽

的口中餐。不过，这也造成老虎濒临灭绝，这点倒是有歉意。”

123：“因为有您们这些专家的各具特色的贡献，才成就了更多更好的人。”

1.7 惠涓澈：图书馆学，我能否将你比作春天?

图谋：“@全体成员 惠涓澈.图书馆学，我能否将你比作春

天?.https://mp.weixin.qq.com/s/VkG3kN2ZskmjDq5RDBNqyQ 图书馆人的专业

自豪感、职业幸福感是与读者对图书馆的知晓度、需求度、认可度、美誉度紧密

相关的，同时与自身的工作体验、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分不开。所以，智慧的图

书馆人总是能够寻找机会去激发需求、创造需求、满足需求，服务社会。随着社

会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图书馆得到重视程度的日益增强，图书馆从业队伍的素

质与追求、认识与觉悟、视野与格局也在不断向好，这些都更利于创造图书馆职

业更好的未来。作者简介：惠涓澈，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

学会大学生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社会科学信息学会副秘书长。欢迎各抒己见。” 惠涓澈：“欢迎大家直

抒己见。”

老田：“天天都说图书馆学是春天，然而现在学生分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选

图书馆学了，都去了档案学和信息资源管理了。说白了，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还

在劝读图书馆学本科的有点……图书馆学本科从 03 年的 33 个，到 07 的 26 个，

到 19 的 22 个，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图书馆学持续萎缩已成为事实，要不然近期

越不能议论一级学科改名了，主要就是为‘图书馆学’量身打造的。热爱图书馆

事业，和图书馆学是两回事。当然，我自己也是图书馆学。”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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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惠老师这篇稿件，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亦打算采用，未料到邓咏秋

老师捷足先登。邓老师那边发布更好，影响更大。圕人堂特此予以进一步推介。

无论图书馆学未来走向如何，作者的从业抒怀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图书馆学百年，

可谓：百年好合，可亲可敬。期待图书馆学的明天会更好！冷思考、热思考，均

是欢迎的。”

万寿寺*：“同感。先读其他学科本科，硕士博士阶段读图情专业，这种情

况多不多？跨专业背景，对理解图书馆学会不会有特别的助益？毕竟图书馆是个

海纳百川的知识中转站。”123：“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行业真实的想法抒发出来，

引领更多的人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或者将它变成自己喜欢的未来。我们所在

的事业是一个像春天一样美好的存在，为之终其一生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能打动

2000 多人。我想肯定能打动更多的人。其实单单看本群人数，就值得为图情专

业而骄傲！我今天就看到有几个以前都不怎么在群里发言的好像也发言了。这就

是让人高兴的事情。如果本群年轻人多，本群的聊天内容对他们有帮助。”

图谋：“图书馆学百年，可以说是与图书馆事业相依相伴。未来，图谋希望

他们继续相伴相随。圕人堂群，图情在读本硕博学子，比例不小。据个人观察，

圕人堂冒泡的比例很小，不清楚成员间小窗交流是否还好？圕人堂主要作用是基

础平台，大窗交流其实是作为辅助的，核心价值在于成员之间的小窗交流及其它

衍生交流（包括成员间互加微信好友、线下交流等）。”老田：“80、90 后微

信是主流。00 后玩 qq，但是还没读图书馆学呢。”123：“qq 可以分享群文件。”

1.8 图书馆学的命名来源

罗维尔：“我有个奇怪问题:为什图书馆学这门学科以建筑或空间命名？而

其他学科基本不是这样。比如学校(教育学)、医院(医学)、工厂等。”

图谋：“这个问题已经不用奇怪了。翻翻教科书或浏览一下期刊文献，讨论

得已经非常多了。现在倒是可以思考一下，其它学科有 100 年历史的有多少？图

书馆学经历了 100 年，肖希明,倪萍总结了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七大成就（参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5579.html）。”

天天：“图书馆学百年实在是国人心中之痛，我国近两千年的藏书基业至今

仍名分按续不上近代仅一百年的图书馆学。其实有时候想想，孔老夫子学富五车，

天天凄惨的拖着车四处游说、有教无类，算不算移动图书馆的雏形呢？”老田：

“百年的成就结果是图书馆学学科点持续萎缩。不得不说是讽刺。”秋水：“个

人看法：从现在的就业形势看，图书馆学本科实在不该保留，应该让愿意去图书

馆工作的人读图书馆学研究生。图书馆也不需要那么多以图书馆学为专业的人。”

中国药*：“科技发展，行业肯定有所变化。”

1.9 “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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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刘桂锋,苏文成,卢章平.加强战略规划 实现转型升级——‘图书馆

战略规划与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J].图书情报研究,2020,13(01):122-128.

摘要：[目的/意义]旨在分享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图书情报学科发展的最新理论动

态和实践探索,促进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协同共生。[方法/过程]本文以"

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的 25 位专家报告内容为综述对象,按照

主题从战略规划与管理体制、资源建设与电子资源、特色馆藏与学科服务、全球

社区与国际服务、公共文化与文化遗产、数字人文与数字建设、数据科学与科学

数据、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八个模块进行归纳、总结和评述。[结果/结论]战略

规划贯穿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全流程,为其他各项业务工作提供战略指导。实现

转型升级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全文见群文件。‘高大上’的会议，会

议综述‘稳准狠’（稳重、准确、有力）。值得进一步关注与阅读。”

图谋：“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由江苏省图书馆学会、江苏省高

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江苏大学图书馆承办的‘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学科发

展’国际研讨会在江苏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的综述论文，分八个主题模块进行归

纳、总结和评述。”

1.10 《图书情报研究》聚焦中国情报学的发展

图谋：“刘桂锋.《图书情报研究》2020 年第 1 期目

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23-1223088.html 专题研究栏目聚

焦中国情报学的发展，由北京大学李广建教授组稿，共刊发 6 篇文章，涵盖情报

学体系架构、中国的情报学特色、中国情报学研究中的分歧、情报学发展过程中

的问题和发展路径。作者认为中国的情报学有自己的特色，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

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发挥自己的优势，中国情报学大有前途。”

1.11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 2029 年发展前景研究

曲师大*：“通过 54 位受访专家的访谈，大致如下：三个专业话语权排序，

总体来说，情报学大于图书馆学，图书馆学大于档案学。受访者对三个专业的前

景总体判断是:对图书馆学最悲观，对档案学最乐观，对情报学相对乐观。进一

步地，论文梳理了三个专业在 2029 年基本生存状态、发展规模等方面的最乐观、

最悲观和最可能实现的场景。2029 年最乐观的前景：受访者对情报学的预测最

为乐观，对档案学的预测次之，对图书馆学的预测可以说是带着悲观的乐观预测。

2029 年最悲观的前景：图书馆学面临更为让人担心的各种悲观的生存前景，情

报学存在失去独立性的更大可能，档案学最有可能出现保持现状或相对乐观一点

但依然悲观的前景。三个专业面临的各方面悲观前景存在明显差异，各有各的难

处。2029 年最有可能实现的前景：有关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预测在保持现状和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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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之间基本持平，受访者对于二者的乐观程度略低于档案学，后者在保持现状

和发展上的观点占据明显上风。对于发展规模，三个专业的前景均被认为是略微

悲观。研究和教育领域，受访者对情报学的乐观程度超过档案学和图书馆学，图

书馆学相对更悲观一些。来源：闫慧 韩蕾倩 吴萌 韩艳芳.图书馆学、情报学

与档案学 2029 年发展前景研究[J].图书与情报, 2019(06): 1-17.。”

1.12 一级学科改名，专家怎么看？

图谋：“一级学科改名，专家怎么看？http://url.cn/5MQUdVP。”

资深码农：“别的学科，研究前沿热点，解决棘手问题，寻找经济利益。咱

们学科，琢磨改个名，怎么好听，怎么活下去。”

广东小*：“改了名，但是如果内容没有实质性的调整吧，到时候负面效应

会更大，更多地学生和家长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说点个人的感觉吧，现在讨论一

级学科的问题，视角以保住目前在这个学科从业的老师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

主，但是高校的主要功能是人才培养，为社会输送人才，当然很多时候还停留在

口头说说为主，我们应该将视角调整到让我们培养的人才更具有竞争力，能够为

社会认同，从这个视角来更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

图谋：“我赞同广东小肥羊的观点。不折腾是上策，只是换个标签，于事无

补。加强内涵建设，外塑形象，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路上：“前些年也听到说了类似的看法，说图书馆没有可研究的工作了……

因为我自己还没扎根下来所以无法具体反驳（惭愧），可并不能接受这样的声音，

我觉得图书馆情报档案都是很有趣的学科，可研究的工作也很多，因为他们既可

以是工具，本身也是很有内容内涵的学科。不知道我的看法有无道理，各位多提

意见和建议。如果没有生活上的顾虑，工作和爱好结合起来挺好，如果有的话可

以找有钱的工作，来培育图书馆这一项爱好，想想这样的人就是人生赢家啊。”

1.13 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知多少？

图谋：“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知多

少？.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161.html 编辑部设在高

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有几家？种种原因，知悉的人并不多。笔者认为，为数不多，

且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利用，特此进一步梳理供参考。”

木木贝：“@图谋 会不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的《法律

文献信息与研究》不知算不算。”图谋：“@木木贝 如有遗漏可以，进一步补充

完善。梳理这个东西，种种原因，实际上是难度系数不小。那篇文字已说的比较

清楚，该刊已停刊。”

雨过天晴：“内刊算吗？想起一个，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里有个。”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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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贝：“高校图书情报论坛, 可能是知网不收录了。”雨过天晴：“是的，

那次去参观学习，看见了编辑部的牌子。”图谋：“已停刊的未列举。不同年份，

先后停刊的有若干家。”木木贝：“换维普查一下可能还是有收录的。”图谋：

“欢迎进一步查证后补充完善。”

图谋：“内刊： 高校图书情报论坛 《高校图书情报论坛》编辑部设在武汉

理工大学图书馆。 基本信息 曾用刊名：湖北高校图书馆;高校图书情报学刊 主

办单位：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 出版周期：

季刊 出版地：湖北省武汉市 语种：中文 开本：大 16 开 创刊时间：1985。”

图谋：“高校图书馆办非图情领域期刊的估计也有一些，如果知晓的，也欢

迎提供相关信息。若还有其它的遗漏的欢迎补充完善。高校图书馆办非图情领域

期刊的估计也有一些，如果知晓的，也欢迎提供相关信息。”

满哥：“《文献信息论坛》是由福建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承办的期刊。”图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陈建龙等主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_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8.12:692-694.）,‘G25 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期刊共 74 种。包含

《文献信息论坛》《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等。中国知网中没有《文献信息论

坛》信息，如未停刊，欢迎补充完善。《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看来亦没有停

刊，该刊编辑部是在高校图书馆么？《文献信息论坛》中国知网没有信息，维普

中缺 2019 年刊期，欢迎核实，便于补充完善。”满哥：“维普有收录,应该是没

有停刊，我落实一下。正在问福建师大图书馆的同仁。《文献信息论坛》据说应

该是停了，可能跟刊号有关。正在等确切回复。”满哥：“@图谋 《文献信息论

坛》确定已停刊。”图谋：“谢谢告知！”

在路上：“这就是信息情报工作者的风采和魅力。”

图林新人：“钱学森研究，应该是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图谋：“关于

《钱学森研究》，进一步查询了，它是 2016 年创办的学术辑刊，出版周期半年，

主办单位是‘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编辑部可能是设在上海交通大学

钱学森图书馆（现为‘科学家纪念馆’，见：

http://www.qianxslib.sjtu.edu.cn/）。也就是说，不属于‘高校图书馆’范

畴。与‘李政道图书馆’有所不同， 也是‘科学家纪念馆’，2014 年 12 月 28

日落成，由实体图书馆和‘李政道数字资源中心’两大部分组成。李政道图书馆

实现包括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技馆和艺术馆在内的‘五馆合一’的功能

定位，并承担着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理学分馆的功能。’李政道图书馆‘在上海

交通大学图书馆组织机构框架内，"钱学森图书馆"不在。（信息来源：

http://www.lib.sjtu.edu.cn/f/content/detail.shtml?id=1827&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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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知多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161.html 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

馆的学术期刊总共为 10 家（不含已停刊），其中 5 家具有 CN 号、5 家为内刊。

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利用，特此予以梳理供参考。综合圕人堂成员木木贝、满哥、

哈哈一笑等提供线索，进一步修订完善。特此致谢！徐晖、罗钧《40 年来江苏

省高校图书馆界学术期刊出版活动变迁与思考》（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 年第 2

期）：‘就全国而言,目前由高校图工委发起创办仍在出版的期刊有 8 种,仍以内

刊方式运作的有 4 种(3 种季刊、1 种半年刊),分别来自浙江、上海、陕西、湖北。

这些刊物都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都以学术为主导,以应用为方向,立足地区、

行业,经过不懈的深耕,形成各自的办刊特色。同时积极推动本地区的学术交流活

动,成为青年学人展示才华的平台。’。”

图谋：“昨晚完成的‘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知多少？ ’梳理，

与今天读到的《40 年来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界学术期刊出版活动变迁与思考》相

关信息，正好‘互补’。40 年来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界学术期刊出版活动变迁与

思考 http://url.cn/55SvcnD。”

图谋：“据顾烨青，提供的信息。《中国索引》现为学术集刊。期刊停刊之

后，转为学术集刊，以书代刊持续出版。编辑部设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另据中国

知网显示：基本信息目前状态：停刊主办单位：中国索引学会出版周期：半年出

版地：上海市语种：中文开本：16 开创刊时间：2003 中国知网有 2003-2015 年

信息。”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161.html
http://url.cn/55Sv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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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图书馆专家有话说

1） 治馆、理事、治学与育人——程焕文先生如是说

图谋：“朱玲,龚蛟腾.治馆、理事、治学与育人——程焕文先生如是说[J].

高校图书馆工作,2020,40(02):17-25.摘要：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先生是

杰出的图书馆学家,始终致力于推动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学教育

的发展。2019 年 6 月 1 日莅临湘潭大学,分享了担任馆长的治馆理念,展望了图

书馆事业及其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阐述了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的独特见解等。全

文参见群文件。”

2） 杨玉麟：如何给外行人介绍图书馆学专业

惠涓澈：“老将出马 | 如何给外行人介绍图书馆学专业

http://url.cn/5zHV8Pa 我的老师发声了。有学问的人说起专业满是学问。”

biochem：“意犹未尽，戛然而止。”在路上：“看完觉得自己真的是外行。

多谢指对道路。”

123：“‘我在公共管理学院教书’。图书馆是什么？你知道图书馆吧？图

书馆是一个搜集古今文献资源，经过加工整理后按照图书馆的专业方法组织起

来，让去图书馆的人能方便地找到他所需要的文献，比如图书、期刊、报纸、古

籍，等等，等等。图书馆学专业研究什么？学些什么？而图书馆学专业，就是研

究和学习文献信息资源（纸质的、非纸质的、数字的）的搜集方法、组织方法的，

还有就是提供读者服务的各种方法的专业。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不仅仅可以在

图书馆工作，还可以在其他类似文献信息处理机构工作，比如档案馆、情报所、

数据公司等等。当然，这是给你的一个最简单的解释，至于更高深的说法，多了

去了。比如：你知道图书馆在整个知识传播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吗？你知道图书

馆和知识创造者（图书、论文作者，专利发明人等）、文献生产者（出版社、书

店等）、文献利用者（读者、用户）之间的关系吗？你知道文献搜集保存的理论

模型吗？构成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体系的各个子系统是什么吗？你见过现代化

文献集散系统吗？你知道图书、期刊、数字出版物等文献资源的信息组织方法

吗？你知道文献分类法吗？你知道分类法所有大类之间的逻辑关系吗？你知道

表征文献信息资源外部特征和内部特征的元数据是什么吗？除了百度，你还懂得

多少文献检索的方法？说到百度，你知道百度与图书馆学的渊源吗？你知道图书

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工作原理吗？你知道该如何评估图书馆的社会效益水平

吗？你知道什么叫‘智慧图书馆’吗？你知道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档案学、目录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zHV8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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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版本学、校勘学、校雠学的关系吗？你知道图书馆学

和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公共经济学、美学、社会学的关系吗？你

知道图书馆学和计算机科学、信息管理学科之间的关系吗？你知道什么是图书馆

哲学吗？这些，只是一部分，你肯定不懂，就不和你们这些外行人说了。而图书

馆学专业，与这些都有关系。如果你真有兴趣大致搞懂所有这些问题，那么，就

来学习（或者叫你们的孩子来学）图书馆学专业吧。”

1.14 图书馆在线服务与服务资源集锦

图谋：“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 http://k.cnki.net/NLive?cid=3155。”

图谋：“知网线上研讨会，今天的两场讲座。感兴趣的可以进一步关注。”

倒立的*：“张军老师的讲座。讲图书编目。有兴趣可以参加。”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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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立的*：“浙大图书馆 张军老师。张军（CALIS 资源建设专家组副组长

‘DRAA’谈判代表 浙江大学图书馆资源总监）讲座主题：智慧采访的理论与实

践。大家各取所需，先选自己需要的，结合工作需要。在电子文献的时代。纸本

编目工作并不是无意义。甚至是有差异化的一个切入口。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中小馆更需要提高图书的利用效果。”

鲲鹏展翅：“这样的在线会议的方式很不错，足不出户的零成本在家聆听专

家课程，开阔思路，收获颇多！”

图谋：“2020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

http://k.cnki.net/theme/Index/17 中国知网联合清华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

图书馆计划在全国高校图书馆范围内举办一期线上研修培训活动。本次活动为公

益直播，并以远程教学的形式呈现。”

图谋：“ ‘2020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线上会议，

‘图书馆之未来’第二辑中，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李欣《八百万库存中的反

思》提及的‘1 对 1 锁纸本借扫描版’概念。”

蜗牛不*：“东南大学图书馆在喜马拉雅 App 开设的‘好书推荐_为自己讲书’

专栏。目前已经推出 10 期《我心归处是敦煌》导读，由东南大学孙莉玲老师撰

稿，太原电视台杨剑涛主播。欢迎爱读书的人儿关注交流[玫瑰]。”

图谋：“圕人堂近期信息量比较大，主要考虑是兼顾各方需求，期待诸位成

员各取所需、各有所获。”

图谋：“殷环环,李亚平,张路路,顾烨青.第十二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

坛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第 2 期). 见群文件。”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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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 年第 2 期全文（总第 232

期）.http://www.scal.edu.cn/dxtsgxb/202004041050 这是另外一种获取途径。

高校图工委网站提供全文获取。每期会在第一时间提供全文获取。比中国知网上

更新的速度会快一些。感兴趣的可以进一步关注与利用。

http://www.scal.edu.cn/bjcb/dxtsgxb/gqml。这一周，实际上是对‘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学术期刊进行了‘全推介’。详见：王启云.

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知多

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161.html 编辑部设在高

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总共为 10 家（不含已停刊），其中 5 家具有 CN 号、5 家为

内刊。10 家中有 8 家主办单位为全国或部分省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

委员会’。”

图谋：“徐晖、罗钧《40 年来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界学术期刊出版活动变迁

与思考》（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 年第 2 期）：‘就全国而言,目前由高校图工

委发起创办仍在出版的期刊有 8 种,仍以内刊方式运作的有 4 种(3 种季刊、1 种

半年刊),分别来自浙江、上海、陕西、湖北。这些刊物都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

都以学术为主导,以应用为方向,立足地区、行业,经过不懈的深耕,形成各自的办

刊特色。同时积极推动本地区的学术交流活动,成为青年学人展示才华的平

台。’。”

囧图-*：“图书馆业务架构与资源/平台/数据-第二辑

http://k.cnki.net/NLive?cid=3156。”

图谋：“顾烨青,陈铭.高校馆配中文电子书的现状与问题分析[J].高校图书

馆工作,2018,38(01):42-52.摘要：当前,高校馆配中文电子书的市场供给由直接

渠道中的内容出版商和间接渠道中的数字图书馆集成商、传统纸质书馆配商构

成。高校馆配中文电子书市场存在着平台众多、整合困难,电子书格式、功能与

呈现方式不一,标准的行业认可度和执行力不足,新书纸电同步率不高,定价偏低

等诸多问题。高校图书馆界应增进与供给渠道商的沟通合作,发挥 CALIS 的桥梁

纽带作用,加强电子书的阅读推广,培养师生成熟的版权意识,深入调研读者阅读

行为,制订符合馆情的纸质书与电子书协同采访方针。全文见群文件。”

图谋：“杨馆长提及的顾烨青老师关于中文电子书的文献。杨新涯馆长《学

术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的思考》报告 PPT 已分享至群文件。”

图谋：“中国人民大学张丹东馆长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微信公众号是可以推

介的，至于加个人微信是不适合推介的。”

http://www.artlib.cn/
http://www.scal.edu.cn/dxtsgxb/202004041050
http://www.scal.edu.cn/bjcb/dxtsgxb/gq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161.html
http://k.cnki.net/NLive?cid=3156


圕人堂周讯（总第 310 期 20200417）

23

图谋：“上述群号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 QQ 群。”

图谋：“张丹东《高校联合认证的爆发与发展》报告 PPT 见群文件。”

123：“阮冈纳赞提出的定律是图书馆开展所有工作的基本遵循，每个时代

都有每个时代的解读，永远都不落后！沈阳师范大学王宇教授上次讲座也提到。

http://www.cssn.cn/ts/ts_zsys/201403/t20140316_1030318.shtml?COLLCC=3

127041347&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及其现实意义。书是为了用的。每个读者

有其书。每本书有读者。节省读者时间。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概括的

真好。”

http://www.artlib.cn/
http://www.cssn.cn/ts/ts_zsys/201403/t20140316_1030318.shtml?COLLCC=3127041347&
http://www.cssn.cn/ts/ts_zsys/201403/t20140316_1030318.shtml?COLLCC=312704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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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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高校图书馆在编职工人数的思考

2020-4-16 11:18

“2020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线上会议，“图书馆之未来”
第二辑中，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李欣《八百万库存中的反思》开篇中提及一

组数据：2.4万学生，800万册馆藏，15分馆，375名馆员。图谋对此，颇为“敏
感”，这组数据引发笔者的思考。 通过河滨加州大学邱葵先生 ...

个人分类:圕人堂|28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知多少？

2020-4-13 16:58

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有几家？种种原因，知悉的人并不多。笔者认

为，为数不多，且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利用，特此进一步梳理供参考。 依据《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陈建龙等主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年版._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2:692-694.）,“G25 图 ...

个人分类:圕人堂|484 次阅读|4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图书情报类 CSSCI 收录期刊咨询的解答

2020-4-12 16:21

关于论文撰写与投稿是经久不衰的热门关注话题。图谋时不时会解答来自熟悉的

或不太熟悉的圕人提问。解答了一起咨询，因其有一定“代表性”“典型性”，特此

进一步梳理供参考。 问： 图书情报类期刊从出刊到开出 CSSCI检索证明一般

需要多长时间？《情报理论与实践》呢？有没有 ...

个人分类:圕人堂|47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谋二三事

2020-4-11 23:57

图谋，不是在图谋，就是在图谋的路上。这种表述或许是实事求是的。曾有师友

调侃图谋为“网红”“大咖”，近期有位老师对我说“你是名人，容易忘事。”，我的

回答是：“哪门子名人？俗人一枚，俗事缠身。不当不周之处，恳请海涵！”头绪

多了之后，确实存在“忘事”的可能。梳理一下近期的“图 ...

个人分类:圕人堂|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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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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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22864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864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864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864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864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864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1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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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8161&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816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7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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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99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7999&op=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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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本周圕人堂对“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学术期刊进行

了“全推介”。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总共为 10 家（不含已停刊），

其中 5家具有 CN 号、5家为内刊。10 家中有 8家主办单位为全国或部分省份“高

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详见：王启云.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馆的学

术期刊知多少？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161.html

（2）本周圕人堂群聚焦“2020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

http://k.cnki.net/theme/Index/17）中国知网联合清华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

图书馆在全国高校图书馆范围内举办线上研修培训活动。本次活动为公益直播，

并以远程教学的形式呈现。圕人堂群成员踊跃参加，并就部分场次展开线上互动

交流。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161.html
http://k.cnki.net/theme/Index/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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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 4 月 17 日 14:00，群成员达 2708 人（活跃成员 369 人，占 13.6%），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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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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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it.net.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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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圕人堂成员对圕人堂QQ群感悟
	1.3.2圕人堂加群审核的一个重要原则——圕人
	1.3.3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稿通知与选刊辑录

	1.4 邓咏秋.珞珈山七年求学记
	 1.5  CSSCI委托查询服务
	1.6 关于职称证书、职称与工作贡献的讨论
	 1.7 惠涓澈：图书馆学，我能否将你比作春天?
	1.8 图书馆学的命名来源
	1.9 “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
	1.10 《图书情报研究》聚焦中国情报学的发展
	1.11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2029年发展前景研究
	1.12 一级学科改名，专家怎么看？
	1.13 编辑部设在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期刊知多少？
	1.14 图书馆专家有话说
	1）治馆、理事、治学与育人——程焕文先生如是说
	2）杨玉麟：如何给外行人介绍图书馆学专业

	1.14 图书馆在线服务与服务资源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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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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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