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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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湘潭大*：“娄底市公共图书馆新馆招人，有 21 个事业编待定，急需一批投

身于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志青年，优先考虑中文系、图情档、新闻传播、数字

出版、计算机类专业，具体情况请联系宁馆长:18073881977 要求本科及以上学

历，尽量先发短信或微信，直接打电话不合适。”

Me.新：“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重磅】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公开选聘

专业技术人员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zcwNTE2NQ==&mi

d=2247486995&idx=1&sn=7034326c1f5a5446b8a05fbb2489fe45&chksm=fe4e26b1

c939afa7037d647153371ebe131a83779cb234779ad22ddb140a7ef802e28dc4eac8&

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431741004&sharer_share

id=1a25d101c69b7e744c8794bf72406cdd#rd.我校图书馆招聘图书情报 档案学

图书馆学专业人员，正式编制，人数 3 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要求本科与研

究生专业相关或相近，请各位老师帮忙宣传。”

巧果：“南京工业大学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点 诚聘英才，欢迎加入！”

图穷：“本周‘图情论文写作如何规避学术不端风险’讲座圆满结束，感谢

特邀嘉宾-初景利老师的精心筹备和精彩解读&分享，相信大家一定满载而归！也

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和支持！阳光悦读组委会将继续努力为大家提供更便捷更好

的交流和学习平台！未来得及观看初老师讲座的伙伴，可以点击下面链接进行回

看：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73c2c858f0424c9dae95e2d6d39ed999

温馨提示：直播仅支持近两天回看，各位老师要抓紧时间回看哟！”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国际图联取消 2020 世界图书馆

和信息大会（IFLA 2020）http://url.cn/53PZBD9。”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2020 年国际档案大会延期至明

年召开 http://url.cn/5mngSep。”

会议君：“慧源共享：活动预告丨 4 月 23 日·“慧源共享·数据悦读”第二届

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开幕式精彩不容错过！http://url.cn/5Cd5OX0。”

会议君：“图书情报|2020 年中国索引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10 月在京召

开（征文通知）http://url.cn/5Gqu4OF。”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天天：“学术志：告诉你一个秘密！知网收录学位论文可以领稿酬 http://ur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zcwNTE2NQ==&mid=2247486995&idx=1&sn=7034326c1f5a5446b8a05fbb2489fe45&chksm=fe4e26b1c939afa7037d647153371ebe131a83779cb234779ad22ddb140a7ef802e28dc4eac8&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431741004&sharer_shareid=1a25d101c69b7e744c8794bf72406cdd%23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zcwNTE2NQ==&mid=2247486995&idx=1&sn=7034326c1f5a5446b8a05fbb2489fe45&chksm=fe4e26b1c939afa7037d647153371ebe131a83779cb234779ad22ddb140a7ef802e28dc4eac8&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431741004&sharer_shareid=1a25d101c69b7e744c8794bf72406cdd%23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zcwNTE2NQ==&mid=2247486995&idx=1&sn=7034326c1f5a5446b8a05fbb2489fe45&chksm=fe4e26b1c939afa7037d647153371ebe131a83779cb234779ad22ddb140a7ef802e28dc4eac8&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431741004&sharer_shareid=1a25d101c69b7e744c8794bf72406cdd%23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zcwNTE2NQ==&mid=2247486995&idx=1&sn=7034326c1f5a5446b8a05fbb2489fe45&chksm=fe4e26b1c939afa7037d647153371ebe131a83779cb234779ad22ddb140a7ef802e28dc4eac8&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431741004&sharer_shareid=1a25d101c69b7e744c8794bf72406cdd%23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zcwNTE2NQ==&mid=2247486995&idx=1&sn=7034326c1f5a5446b8a05fbb2489fe45&chksm=fe4e26b1c939afa7037d647153371ebe131a83779cb234779ad22ddb140a7ef802e28dc4eac8&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431741004&sharer_shareid=1a25d101c69b7e744c8794bf72406cdd%23rd.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73c2c858f0424c9dae95e2d6d39ed999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73c2c858f0424c9dae95e2d6d39ed999
http://url.cn/53PZBD9
http://url.cn/5mngSep
http://url.cn/5Cd5OX0
http://url.cn/5Gqu4OF
http://url.cn/5W8Fy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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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n/5W8FyJJ。”

惠涓*：“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公益云讲堂’图书馆读者服务系列培训学

习体会集锦 http://url.cn/5VA4nLs。”

惠涓*：“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面向图书馆读者服

务馆员定制的系列培训侧记 http://url.cn/50rSBCw。”

图谋：“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http://product.dangdan

g.com/28516893.html。”

路图：“图情出版：看看图书馆学专业学生怎么说 http://url.cn/5DRPweI。”

图谋：“圕人堂 LibChat：从图书馆学学子到图书馆员 http://url.cn/5JA

jitx。”

图谋：“持书的愚者 图书馆的世界：分清主次，守好根基：关于图书馆学

的一点反思 http://url.cn/5kYyTF5。”

图谋：“弘博网：传承中突破的中国博物馆学 http://url.cn/50Q5NY9。”

雨过天晴：“图情招聘：保安和图书管理员 http://url.cn/5ZMaWxR。”

雨过天晴：“图书馆杂志：即将开幕！第二届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精

彩不容错过！http://url.cn/5gaEDyQ。”

阳春白雪：“图情档：同一本书：纸本书一定比电子书贵吗？http://url.

cn/5o2ThmY。”

阳春白雪：“图情档：纸本书 vs 电子书，谁更受读者青睐？http://url.

cn/5v8llVQ。”

碧海潮生：“新校长传媒：公益课程 | 世界阅读日，爱在图书馆 http://u

rl.cn/5cRjQcQ。”

蔡*春：“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工作》2020 年第 8 期目录 https://u

rl.cn/59rffJP。”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点击查收，你想看的热点文章都在这里！

http://url.cn/5Tc1z50。”

奎奎：“沙枣树下说新语：数据大赛●万方●上海●南大图书馆 http://ur

l.cn/5ou5mKx。”

wjew：“图林丫枝：疫情阅读·荐三书 http://url.cn/57Oo0z4。”

图乐：“高校科研活页：社科院学者：现有体制下的学术研究不是贫家子弟

能做的！http://url.cn/5aPMZEv。”

图乐：“王波 弘雅书房：《观书沉吟轴》《春闺倦读图》: 中国古代最美

‘读书图’研究 http://url.cn/5wmxXOv。”

图谋：“图谋 摘编 圕人堂 LibChat：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简介 http://u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W8FyJJ
http://url.cn/5VA4nLs
http://url.cn/50rSBCw
http://product.dangdang.com/28516893.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8516893.html
http://url.cn/5DRPweI
http://url.cn/5JAjitx
http://url.cn/5JAjitx
http://url.cn/5kYyTF5
http://url.cn/50Q5NY9
http://url.cn/5ZMaWxR
http://url.cn/5gaEDyQ
http://url.cn/5o2ThmY
http://url.cn/5o2ThmY
http://url.cn/5v8llVQ
http://url.cn/5v8llVQ
http://url.cn/5cRjQcQ
http://url.cn/5cRjQcQ
https://url.cn/59rffJP
https://url.cn/59rffJP
http://url.cn/5Tc1z50
http://url.cn/5ou5mKx
http://url.cn/5ou5mKx
http://url.cn/57Oo0z4
http://url.cn/5aPMZEv
http://url.cn/5wmxXOv
http://url.cn/5FByC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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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cn/5FByC2f。”

雨过天晴：“王波 书骨精：大疫之年，怎么读？——献给世界读书日 htt

p://url.cn/5LK4Fkm。”

雨过天晴：“光明日报：纸质书会消失吗？http://url.cn/59hNH2d。”

雨过天晴：“朝华出版社：世界读书日•阅读一小时 邀你一起共读共享 htt

p://url.cn/5RbdgA6。”

秋香：“图林丫枝：世界读书日也谈：阅读与行走 http://url.cn/5FtfnJa。”

图谋：“书目文献：王贺丨‘数字人文’视野中的目录之学 http://url.cn

/58s90wu。”

会议君：“玉玲 全国报刊索引：春日迟迟，雨生百谷——原来谷雨也可以

是‘女人节’？ http://url.cn/5WNYWdv。”

路图：“弘雅书房 图情出版：艺术与阅读 | 阅读之美——顾晓光阅读摄

影展 https://mp.weixin.qq.com/s/9624gg9p5EFExjIo_LjvCw。”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简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

1200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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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两翼’的载体是《圕

人堂周讯》。”

Artlib 张：“Artlib 弘雅书房：艺术与阅读 | 观看之道——绘画中的读

书人 http://url.cn/5gu5BTw。”

在路上：“e 线图情：图林语录 | 郭向东：图书馆有能力也有义务成为社

会各类文献信息资源的整合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aqkGQl7oK42CN

juyOBEbNg。”

在路上：“图情出版：又有一大波专业讲座来啦！而且可以回看 https://m

p.weixin.qq.com/s/TkQnN_66ARxDXpeQVl0EXg。”

在路上：“弘雅书房：艺术与阅读 | 观看之道——绘画中的读书人 https:

//mp.weixin.qq.com/s/yEsAYYcZiDKCcNBIm3EReA。”

睿智：“图书馆报：全球图书馆应对新冠疫情 http://url.cn/5x4qPva。”

图谋：“关于‘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及‘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

站’问：聂馆长，您提到的 23 所高校具有查新服务，在哪里能查到相关政策和

名单？图谋代答：聂馆长的报告中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遴选的‘首批高

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23 家。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公布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名单的通 知.http://www.si

po.gov.cn/gztz/1136548.htm。如需了解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信息(共七批，

共 102 家)，可以参考：王启云.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大全.http://blog.scie

http://www.artlib.cn/
http://url.cn/5FByC2f
http://url.cn/5LK4Fkm
http://url.cn/5LK4Fkm
http://url.cn/59hNH2d
http://url.cn/5RbdgA6
http://url.cn/5RbdgA6
http://url.cn/5FtfnJa
http://url.cn/58s90wu
http://url.cn/58s90wu
http://url.cn/5WNYWdv
https://mp.weixin.qq.com/s/9624gg9p5EFExjIo_LjvCw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
http://url.cn/5gu5BTw
https://mp.weixin.qq.com/s/aqkGQl7oK42CNjuyOBEbNg
https://mp.weixin.qq.com/s/aqkGQl7oK42CNjuyOBEbNg
https://mp.weixin.qq.com/s/TkQnN_66ARxDXpeQVl0EXg
https://mp.weixin.qq.com/s/TkQnN_66ARxDXpeQVl0EXg
https://mp.weixin.qq.com/s/yEsAYYcZiDKCcNBIm3EReA
https://mp.weixin.qq.com/s/yEsAYYcZiDKCcNBIm3EReA
http://url.cn/5x4qPva
http://www.sipo.gov.cn/gztz/1136548.htm
http://www.sipo.gov.cn/gztz/1136548.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6864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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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enet.cn/blog-213646-686423.html 。”

图谋：“肖洪,毋晓霞.知识服务产业发展背景下图书情报专业学生就业前景

探析[J].情报科学,2019,37(09):66-71.摘要：【目的/意义】随着传统知识生产

机构的知识服务转型以及新兴互联网知识服务业态的兴起,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生

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图书情报教育机构如何顺势而为优化人才培养方向、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是当下紧迫的问题。【方法/过程】本文以知识服务产业发展为背

景,全面梳理了当前知识服务产业结构,分析了知识服务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及

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优势和发展机遇。【结果/结论】在当前的知识服务

产业发展形势下,图书情报教育机构面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应扩宽思路、优

化培养体系,在服务知识服务产业发展中不断发挥更大的作用。全文见群文件。”

顽皮：“特别敬业的商务君 出版商务周报：人均纸书阅读量 4.65 本，较 2

018 年略有下降！http://url.cn/5Bsv8Jq。”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中国索引》集刊第九辑征稿

启事 http://url.cn/5n51dg9。”

wjew：“图林丫枝：世界读书日也谈：阅读与行走 http://url.cn/5n51dg9。”

碧海潮生：“图书馆杂志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2020 年《图书馆杂志》第 4

期目录 http://url.cn/5dlWiw7。”

忆 ling：“建中读书：图书馆人的自信 http://url.cn/53hUfbo。”

图谋：“忙碌的图书馆员 图书馆实证茶客：专题报告｜ 2020 美国图书馆

现状——公共图书馆篇 http://url.cn/5gZ1Xks。”

传奇：“国家图书馆：明日直播预告 | 文津图书奖 15 周年直播活动邀你一

起听，一起读 http://url.cn/5Tr7KwM。”

图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沉痛悼念贾贵荣同志 http://url.cn/58RH952。”

图谋：“原创 中国知网 公共服务在线：档案业务创新与能力提升公益大

讲堂精彩回顾 | 张斌：数字环境下我国档案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http://ur

l.cn/5TgkJL1。”

瑞哥儿：“东南大学图书馆：风雅颂·诗经丨东南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

开课暨读书节启动仪式重磅来袭！http://url.cn/5oq3pPo。”

赵*：“河南省图书馆：预告 | 书香满屏，4.23 世界读书日特别策划‘中

原大讲堂 豫图讲坛’开讲啦！http://url.cn/5jQeG8A。”

在路上：“e 线图情：新书快报 | 《未成年人图书馆与信息服务专业性研

究》http://url.cn/5NKVctd。”

在路上：“三联书店三联书情：世界读书日丨全民阅读发起人聂震宁老师公

益直播，与你分享阅读力决定学习力！http://url.cn/51Rrek6。”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686423.html
http://url.cn/5Bsv8Jq
http://url.cn/5n51dg9
http://url.cn/5n51dg9
http://url.cn/5dlWiw7
http://url.cn/53hUfbo
http://url.cn/5gZ1Xks
http://url.cn/5Tr7KwM
http://url.cn/58RH952
http://url.cn/5TgkJL1
http://url.cn/5TgkJL1
http://url.cn/5oq3pPo
http://url.cn/5jQeG8A
http://url.cn/5NKVctd
http://url.cn/51Rre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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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下午好，我们是《图书馆书目数据社会化应用》课题组，

为了解馆员及用户对图书馆书目数据应用的认知态度，特从图书馆工作人员及普

通用户的角度入手，针对图书馆书目数据社会化的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研。请各

位老师帮忙填写一下问卷，留下您的宝贵意见。馆员老师看这里：图书馆员对书

目数据社会化应用的认知与需求调研 https://www.wjx.cn/jq/72113899.aspx。

用户老师看这里：用户对图书馆书目数据社会化应用的需求调研 https://www.w

jx.cn/jq/72135995.aspx。”

扣肉：“【教育部发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今天，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教材发展中心首次发布#中小学生分级阅读指导目录#。涵盖人文社科、文学、自

然科学和艺术四类，《指导目录》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其中小学 1

10 种、初中 100 种、高中 90 种，详↓转存，陪孩子一起阅读吧！（人民日报记

者赵婀娜） https://weibointl.api.weibo.cn/share/141536330.html?weibo_

id=4496545506227548。”

度量衡：“橄榄戏剧 橄榄古典音乐：莎士比亚诞辰与世界读书日 | 莎翁

笔下的金句（中英对照）http://url.cn/5yzaKoE。”

睿智：“中国经济网：教育部最新发布！小学、初中、高中都要看《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 年版）》http://url.

cn/5zSt2Dj。”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世界读书日上图之夜直播 | 让我们一起

阅读，点亮这座城 http://url.cn/5mT96Xo。”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2020 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竞赛 4.23 开启

全球征集 http://url.cn/5PvPIPg。”

在路上：“看理想·读书日：一个人，的确能被书拯救 http://url.cn/5c4o

zZf。”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 年

增刊征文启事 http://url.cn/5CPdcnd。”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2020 年富媒体数字出版内容组

织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申请指南 http://url.cn/5hzDLND。”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2020 年科技期刊项目课题申报

http://url.cn/5HMhup1。”

张芸：“iGroup 中国 iGroup 信息服务开放试用 | MyLOFT 图书馆电子资

源远程访问工具 http://url.cn/54RaqsY。”

徐徐清风：“世界读书日，让我们一起好读书、读好书。开启线上读书新旅

程~https://weibo.com/tv/v/IEDKObkQ9?fid=1034:4496858513342507。”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wjx.cn/jq/72113899.aspx
https://www.wjx.cn/jq/72135995.aspx
https://www.wjx.cn/jq/72135995.aspx
https://weibointl.api.weibo.cn/share/141536330.html?weibo_id=4496545506227548
https://weibointl.api.weibo.cn/share/141536330.html?weibo_id=4496545506227548
http://url.cn/5yzaKoE
http://url.cn/5zSt2Dj
http://url.cn/5zSt2Dj
http://url.cn/5mT96Xo
http://url.cn/5PvPIPg
http://url.cn/5c4ozZf
http://url.cn/5c4ozZf
http://url.cn/5CPdcnd
http://url.cn/5hzDLND
http://url.cn/5HMhup1
http://url.cn/54RaqsY
https://weibo.com/tv/v/IEDKObkQ9?fid=1034:449685851334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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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2020 年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 http://k.cnk

i.net/theme/index/17。”

金海岸：“古典书城：世界读书日：你若读书，风雅自来！https://mp.we

ixin.qq.com/s?__biz=MjM5NTAyOTUwMA==&mid=2678981064&idx=1&sn=4d5b1bed

1e01bf666e7615f2ac67d34b&chksm=bca4695b8bd3e04df80336e27840ff85a5a8f0

d82a6732d8cf52164f278141ffbebbad5463e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

r_sharetime=1587554804183&sharer_shareid=c8185eca5ea3fcf53ecc0863afe3

43a6&key=fcccb4241fdfb8d1b973e649b2c4f10f657491f15133a3820ab8236e7cfa

5b8a05aea2cd945827ada976ac35d4a311fa3db11a55e21a1e0a48123036ccdacdf9b

9f45354ab4b502929c0ad0eb5a5686b&ascene=1&uin=MjkyMTM0NjIzNA%3D%3D&dev

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209006c&lang=zh_CN&exportkey=Ax3xPu5T1

K3Ff95oqSGiNxM%3D&pass_ticket=07%2BbGAYFBcKmKAwtKt6noN5QKFlIOI5yRaRa

i%2BrKz4jRJJmSmPvUjYi3Pu8RDzmC。”

图谋：“图书馆学漫笔 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https://item.jd.com/663214

43788.html 本书精选自科学网图谋博客的图书馆学随笔，共分为四辑：‘学海

泛舟’‘ 图林漫步’‘闲情偶记’‘圕人堂梦想与实践’。本书内容与图书馆

业界、图书馆学界的发展密切关联，多是独立观察、经过思考或分析、有感而发

的学术随笔。其中相当一部分随笔是对图书馆界人或事的真实记载，蕴含许多鲜

为人知的细节。本书力求精炼且有趣、有味、有用，可作为图书馆学相关研究人

员和图书馆从业人员参考用书。”

图谋：“图书馆建设.编委书单 Vol.8 | 张靖 赵星 周德明.https://mp.w

eixin.qq.com/s/wVJJvbrYJsAq467hepJM7A 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建设》编委推

荐 36 本好书来啦！.https://mp.weixin.qq.com/s/79EsKQt8gakeodpT_Ss1Tg。”

西交大魏：“西安交通大学 2019 年度阅读统计报告 http://news.xjtu.edu.

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50&wbnewsid=133

480。”

老田：“江苏省社科工作办 察言观数：国家社科基金两学科将试行网报网

评 https://mp.weixin.qq.com/s/LFDSWY2XbvicXbasf5QSOQ。”

图谋：“2020 美国图书馆现状忙碌的图书馆员.专题报告｜ 2020 美国图书

馆现状——大学图书馆篇.https://mp.weixin.qq.com/s/HJkeI8- 8vtEcY1tETw

ARSw 本文根据 American Libraries 2020 年第四期（特刊）编译，点击文章结

尾‘阅读全文’查看英文原文。忙碌的图书馆员.专题报告｜ 2020 美国图书馆

现状——中小学图书馆篇.https://mp.weixin.qq.com/s/NlJp6XPGInG2bZr0z-g

n-w 忙碌的图书馆员.专题报告｜ 2020 美国图书馆现状——公共图书馆篇.http

http://www.artlib.cn/
http://k.cnki.net/theme/index/17
http://k.cnki.net/theme/index/1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yOTUwMA==&mid=2678981064&idx=1&sn=4d5b1bed1e01bf666e7615f2ac67d34b&chksm=bca4695b8bd3e04df80336e27840ff85a5a8f0d82a6732d8cf52164f278141ffbebbad5463e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554804183&sharer_sh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yOTUwMA==&mid=2678981064&idx=1&sn=4d5b1bed1e01bf666e7615f2ac67d34b&chksm=bca4695b8bd3e04df80336e27840ff85a5a8f0d82a6732d8cf52164f278141ffbebbad5463e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554804183&sharer_sh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yOTUwMA==&mid=2678981064&idx=1&sn=4d5b1bed1e01bf666e7615f2ac67d34b&chksm=bca4695b8bd3e04df80336e27840ff85a5a8f0d82a6732d8cf52164f278141ffbebbad5463e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554804183&sharer_sh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yOTUwMA==&mid=2678981064&idx=1&sn=4d5b1bed1e01bf666e7615f2ac67d34b&chksm=bca4695b8bd3e04df80336e27840ff85a5a8f0d82a6732d8cf52164f278141ffbebbad5463e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554804183&sharer_sh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yOTUwMA==&mid=2678981064&idx=1&sn=4d5b1bed1e01bf666e7615f2ac67d34b&chksm=bca4695b8bd3e04df80336e27840ff85a5a8f0d82a6732d8cf52164f278141ffbebbad5463e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554804183&sharer_sh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yOTUwMA==&mid=2678981064&idx=1&sn=4d5b1bed1e01bf666e7615f2ac67d34b&chksm=bca4695b8bd3e04df80336e27840ff85a5a8f0d82a6732d8cf52164f278141ffbebbad5463e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554804183&sharer_sh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yOTUwMA==&mid=2678981064&idx=1&sn=4d5b1bed1e01bf666e7615f2ac67d34b&chksm=bca4695b8bd3e04df80336e27840ff85a5a8f0d82a6732d8cf52164f278141ffbebbad5463e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554804183&sharer_sh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yOTUwMA==&mid=2678981064&idx=1&sn=4d5b1bed1e01bf666e7615f2ac67d34b&chksm=bca4695b8bd3e04df80336e27840ff85a5a8f0d82a6732d8cf52164f278141ffbebbad5463e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554804183&sharer_sh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yOTUwMA==&mid=2678981064&idx=1&sn=4d5b1bed1e01bf666e7615f2ac67d34b&chksm=bca4695b8bd3e04df80336e27840ff85a5a8f0d82a6732d8cf52164f278141ffbebbad5463e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554804183&sharer_sh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yOTUwMA==&mid=2678981064&idx=1&sn=4d5b1bed1e01bf666e7615f2ac67d34b&chksm=bca4695b8bd3e04df80336e27840ff85a5a8f0d82a6732d8cf52164f278141ffbebbad5463e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554804183&sharer_sh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yOTUwMA==&mid=2678981064&idx=1&sn=4d5b1bed1e01bf666e7615f2ac67d34b&chksm=bca4695b8bd3e04df80336e27840ff85a5a8f0d82a6732d8cf52164f278141ffbebbad5463ee&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7554804183&sharer_sha
https://item.jd.com/66321443788.html
https://item.jd.com/6632144378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wVJJvbrYJsAq467hepJM7A
https://mp.weixin.qq.com/s/wVJJvbrYJsAq467hepJM7A
https://mp.weixin.qq.com/s/79EsKQt8gakeodpT_Ss1Tg
http://news.xjt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50&wbnewsid=133480
http://news.xjt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50&wbnewsid=133480
http://news.xjt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50&wbnewsid=133480
https://mp.weixin.qq.com/s/LFDSWY2XbvicXbasf5QSOQ
https://mp.weixin.qq.com/s/HJkeI8-%208vtEcY1tETwARSw
https://mp.weixin.qq.com/s/HJkeI8-%208vtEcY1tETwARSw
https://mp.weixin.qq.com/s/NlJp6XPGInG2bZr0z-gn-w
https://mp.weixin.qq.com/s/NlJp6XPGInG2bZr0z-gn-w
https://mp.weixin.qq.com/s/_HOBmMFatsdnU06bG_lG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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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p.weixin.qq.com/s/_HOBmMFatsdnU06bG_lGpg 原文获取网址：The State

of America's Libraries 2020: Academic Libraries.https://americanlibra

riesmagazin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SOAL-2020v3.pdf。”

1.3业务探讨

（1）我拆你思之读城记

图片由囧图-123 提供

图小锐*：“@囧图-123 我听得还好，您看能不能换个信号好的地方呢，今

天拆读《坚守与逆行》和《潇湘家书》两本书，直播武汉、长沙的文旅资源（风

土人情、旅游美食等），让更多的人领略他/她的美。展示武汉、长沙两地迥异

的文化氛围，也增进两座城市里图书馆的读者们之间互通和交流。”囧图-123：

“蛮有意思的。”图小锐*：“我们欢迎各个图书馆和我们联合‘我拆你思’活

动，一起参与拆书。”囧图-123：“我没有登录。用的游客身份。只能看直播，

不能看评论。你们的阅读活动很不错的。”图小锐*：“5 月 10 日，‘阅读疗愈，

书香战疫’读城记系列活动的第二场。”囧图-123：“主持人是你吗？” 雨过

天晴：“莲藕汤确实好吃，湖北人民的最爱。”囧图-123：“我长在荆江边。刚

才听了拆书。现在看看枕上书。然后和群友聊聊美食，蛮好。”

（2）高校图书馆的出入管理

图谋：“时不时会有，群里有 xx 图书馆的同行吗？有此问的，有一定比例

是想参观，临时求助的。人多力量大，此言不虚。好些图书馆群里有人（有的馆

甚至有不少人），有些图书馆虽然没有人在群里，但大多数是可以通过群成员联

系上的。”迷图：“@图谋 矿大图书馆有认识的人，她在老校区图书馆，不在新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_HOBmMFatsdnU06bG_lGpg
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SOAL-2020v3.pdf
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SOAL-2020v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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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南湖图书馆，我告诉保安大爷认识他们馆的范玉红老师，大爷说认识范老师，

或许也是大爷放我们进去的原因吧。”图谋：“门卫见多识广。”图谋：“高校

馆，好些有多个校区，知道谁谁在哪所高校，具体了解在哪个校区上班上哪个时

段的班，这比较困难。”迷图：“去年 11 月 5-8 日在苏卫培训，徒步走到苏大，

想去苏大校园走走，顺便去参观一下苏大图书馆，好不容易找到那儿，结果门卫

好说歹说，就是不让进，当时挺失望的。苏大管得挺严的，不让外人进，遗憾至

极。”图谋：“我自个转悠一些高校馆，如果实在找不到同行帮忙，通常只在可

活动区域溜达溜达，比如绕馆一周，拍几张照片。身在高校，相对好理解。他们

是在履行职责。”木木贝：“如果一进去就能看到图书馆流通部的值班老师，和

他们说明情况就好办。”刘*平：“到过国外高校图书馆，大部分出示身份证件

就可以入馆。”木木贝：“如果进去只是看到保安，要先过保安这关才能进去，

就比较麻烦。”图谋：“门禁管理，应用越来越广。有些学校已经是刷校园卡或

刷脸进校园。”迷图：“19 年暑期去成都旅游，去了川大望江校区，有心想去

图书馆转转，在里面瞎转悠就没看到图书馆，因急着赶路，只好悻悻而归。”木

木贝：“校园都进不了，那就没办法了。”图谋：“自从 2011 年之后开始，进

公共馆，大多可以大大方方进。这点挺好。”迷图：“高校馆难进，特别是苏大

校园都不让进，真是不理解。”图谋：“那是您只关注到这个阶段的苏大校园，

实际远不止。”广东小*：“这次疫情之后，高校基本上都会转向封闭式管理，

这会成为常态。不要说去图书馆，就是校门都进不了。”图谋：“如果这个阶段

想进，估计哪个校园都不好进。进自身所在的校园也是指定哪进哪出，进门前先

来一枪，刷校园卡。”迷图：“这个阶段，特别是公共场所，请我进，我还不愿

去瞎转悠，为自身安全，还是窝家里，安全！。”图书馆林：“@图谋 我们现在

就跟您说的一样！在门卫眼皮子底下进出拿个快递也得来一枪查看校园卡！。”

路图：“我出门也会去图书馆和博物馆看看，以前就是漫无目的的溜达一下，现

在知道除了书刊外可以看点什么了。学校图书馆门卫真的没得说，我一般人家不

让进就不去了，哈尔滨工大那次有点拧，他不让进，我就特别想进去，一个大学

生也挺好的，借给我借阅证刷，还是被门卫老先生看到给我打发出去了。”bio

chem：“图书馆门口就不要设卡了。”路图：“我一般会主动问让不让没有办卡

的人进去参观，后来又觉得有点多此一举，问了可能不让进，自己是正经去学习

的，不会有多余的要求，后来看能进去就会很自然的跟着人进去，可是门卫们真

的是火眼金睛，就算把身份证工作证都拿出来给他看他也不看，反正不是我们学

校的人就不让进。”

（3）新书推荐：《谋利而印：11至 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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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 http://product.

dangdang.com/27934479.html 该书主要考察 11—17 世纪福建建阳商业出版（刻

书）的传承与变化，提出并回答了建阳这个地处偏远的小城何以能成为商业出版

中心，且历时如此久远的问题。通过审慎考证及大量书籍版本印证，厘清了福建

建阳书商从宋代兴起到 18 世纪初稍歇的历史演变过程。英文版出版以后，在海

外书籍文化史研究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是海外汉学研究的力作。 贾晋珠(Lucil

le Chia)，美籍华裔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博士（1996），现任美国加州大

学河滨分校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华帝国后期书籍文化史、东南亚华人史等。

译者：邱葵，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馆员；邹秀英，美国克莱蒙特•麦肯

纳学院图书馆馆员；刘倩，美国阿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馆员；柳颖，加拿大维

多利亚大学图书馆馆员。校：李国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图书馆中/韩

文部主任。”图林新人：“这个书可以学习一下。”图谋：“@我徂东山 《谋利

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一书，麦子老师为译者。那本书当

当网搞促销（满 100 元减 50 元），非常合算。”我徂东山：“谢谢图谋老师。”

麦子：“@我徂东山 刚看到，不过她写的真不错。做研究就是她的爱好。”图谋：

“麦子老师那本书，我自身是第一时间在网上买的，好像花了 90 元左右。”麦

子：“@我徂东山 她说，当时有人劝她不要做这个课题，但因为没人做，她反而

觉得有魅力，但看了这书后，你会完全改变看法，因为麻沙本里有很多不错的版

本。”我徂东山：“近几年出现的‘武汉书’，情况应该更复杂，所以找来跟麻

沙本比较一下。当时建阳是全国的印刷中心，其实是福建偏僻的地方，我 12 月

份去的时候，当年的书林现在就是一个很破旧的镇，但当时鼎盛时有 300 家印坊。

麻沙本自宋朝就有，但到了后来到了明朝，顾产量不顾质量，错误也多，就坏了

名声。”图谋：“‘武汉本’与‘麻沙本’不是一回事，相同点均是‘牟利而印’。

粗略浏览以下文字的体会：你们知道什么是 ‘武汉书’吗？.http://www.guan

http://www.artlib.cn/
http://product.dangdang.com/27934479.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7934479.html
http://www.guanggoo.com/t/4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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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o.com/t/46710 。”图谋：“ 《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

版者》这本书的质量很好，原著是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贾晋珠教授代表作，英

文版于200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于2019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邱葵等翻译，书中有贾晋珠女史撰写的《中译本前言》《致谢》及中译本统校者

李国庆先生撰写的《译后记》全文。2019 年 9 月 1 日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曾予以

推介。新书推介：贾晋珠《谋利而印：11 至 17 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中

文版出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6104.html。”

（4）高校图书馆：无惧疫情当道，全力确保平安

cpulib*：“第一天开学，校长视察图书馆。”飘扬：“@cpulib2009 你们

开学了？是哪里呢。”pww：“@cpulib2009 限制入馆人数的吧？”cpulib*：“座

位预约。”pww：“工作好细致，不让坐的位置还贴张纸提示。读者借书还书正

常开展吗。”cpulib*：“还书不用进馆，外面有 24 小时自助。那是我们网红自

习室，平时包括寒暑假应该是爆满的，现在控制人数了。”pww：“怎么识别进

馆的是预约过的，没约的不让进，座位预约是通过门禁签到吗？”cpulib*：“门

口有查岗的啊。查看手机，测体温。我们有馆员巡视，看到乱串的不戴口罩的就

制止。”pww：“有个别学生，在阅览室会把口罩摘掉的。”cpulib*：“嗯，所

以要巡视。”

（5）知网培训班达到多少学时能拿到研修班证书

小桔灯：“请问大家谁知道：知网培训班达到多少学时能拿到研修班证书

呢？”图谋：“据悉：‘将今晚 24 时的截止学习时间延后，明天中午 12 点后，

可在个人中心查看自己是否符合发证要求，不符合的系统会提示继续修完哪些课

程或几个学时，大家在周末的时间补休，然后下周可以拿证。’。”图谋：“‘一

共 22 节课，需要听够 20 小时左右，今天可以回看补学时。’供参考。”雨过天

晴：“@小桔灯 之前报名成功，每天都从头到尾看了的就有证书。知网统一 22

学时。”骑鹿踏雪：“怎么知道有没有学习完知网课程呢。”雨过天晴：“@骑

鹿踏雪 @骑鹿踏雪 1. 我们会将今晚 24 时的截止学习时间延后，明天中午 12

点后，各位可在个人中心查看自己是否符合发证要求 2. 不符合的系统会提示继

续修完哪些课程或几个学时，大家在周末的时间补修，不要影响下周拿结业证 3.

此次研修班一共 22 学时 4. 请大家完善登录账号的个人资料，将手机号填入，

以便我们后台做数据统一，避免影响证书的发放。”

1.4圕人堂专题

http://www.artlib.cn/
http://www.guanggoo.com/t/4671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6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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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圕人堂 QQ群知识库

图谋：“@全体成员 2020 年 5 月 10 日为圕人堂建群 6 周年。欢迎关注与利

用‘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http://lib.nit.net.cn/tuan/

www 老师研制。内容源自 300 余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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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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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周讯（总第 311 期 20200424）

14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11 期 20200424）

15

图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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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主实际的作用是‘群辅’之一。得益于诸多圕人的关注与支持，2004 年 5

月 10 日至今，一直在积极探索与实践。”

图谋：“圕人堂群成员加群审核的依据为是否提供了圕主题信息（图书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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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及其相关均可），包含了一个小测试，是否认识‘圕‘这个字。若是成

员邀请他人加群，可以转告，代介绍亦可。”

（2）王启云（图谋）书单

图谋：“感谢对拙作的关注与支持！拙作书单：1 王启云著.高校数字图书

馆建设评估研究._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9.9.2 王启云著.图书馆学随笔—

—图谋博客精粹._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2.3 王启云著.高校数字图

书馆建设评估研究._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9 （修订再版）.4 王启云著.

图书馆学笔记——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_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8.5 顾

建新,袁曦临,王启云编.书海一生击楫忙——图书馆学家张厚生纪念文集._南

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9.6 王启云 著.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

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12.7 王启云 著.图书馆学短论——科学网图谋博客

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9.8 王启云 等著.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

员职业能力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4.9 王启云.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

图谋博客精粹[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

图谋：“《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知识产权出

版社，2019.4）社会效应和评价(1) 本书由《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王波研究

馆员作序，题名为‘你是专业图书馆员吗?这本宝典告诉你’，《高校图书馆工

作》2019 年第 4 期刊发。(2) 本书 2019 年 4 月第 1 版，201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3) 雷水旺副研究馆员核心期刊（教育与职业,2020 年第 4 期）发表书评。(5)

本书被《图书馆报》2019 年 5 月 10 日馆界动态版（07 版）和《中国出版传媒商

报》官网 2019 年 5 月 24 日报道宣传。(6) 本书部分成果在江苏省高校图工委情

报咨询专业委员会 2019 年学术年会和 2019 年 12 月 11 日‘Elsevier 电子书 20

19 年线上研讨会—图书馆员职业能力专场’做专题报告。（注：本书‘江苏省

高校图工委情报咨询专业委员会 2019 年学术年会’由主办方作为会议资料提供

给参会者。）(7) 本书部分成果（CSSCI 源刊 8 篇，CSSCI 扩展版 3 篇），依据

‘中国引文数据库’，总被引 90，总他引 77，篇均被引 8.18，篇均他引 7。(8)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研究成果。(9) 其它社会影响和

社会效益。本书部分成果获市级以上学术成果奖。”

图谋：“《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图书馆学短论——科

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三种书均有‘圕

人堂梦想与实践’专辑。”

（3）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从图书馆学学子到图书馆员

图谋：“ *圕人堂从业抒怀征文选刊*从图书馆学学子到图书馆员 http:/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9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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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954.html 一名普通的图书馆学专业的

毕业生从业之路，兜兜转转多年，我还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图书馆工作人员，但我

相信只要是有心，在图书管理这个普通的岗位我们也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圕人

堂微信公众号推文：从图书馆学学子到图书馆员 http://url.cn/5JAjitx。”路

图：“看文章能感觉到作者是一位特别热爱图书馆事业的人。”图雷：“作者 2

017 年 10 月 30 日加入到‘圕人堂’社群，开启一场人生的奇妙旅行。（现在想

起来我都有点点小后悔，为什么没有能够早点加入到‘圕人堂’这个社群。）同

感。”秋香：“谢谢图情界的同仁的支持和鼓励，这里我非常感谢‘图谋’先生

对我的文章的完善和修改。昨天晚上我大致写完这篇从业经历，今天我要参加高

中学校组织高三的高考适应性考试，时间比较紧，没有时间再完善和补充我的工

作经历和学习方面的感悟，今天早上在去监考的路上就匆匆忙忙提交文章。‘图

谋’老师敬业精神和高效的工作效率让我敬佩，更值得我去学习。今天的终于监

考结束，我在这里再次感谢群里的伙伴。我因工作需要加入‘圕人堂’这个社群，

在这个群里我第一次求助高中图书馆的开馆时间问题，大家伙的意见和方向给我

的工作开展做出了指导，每天我有时间就会及时关注大家会讨论什么话题，有什

么图情方面的热点……工作忙的时候，我会通过群里的周迅来了解信息，通过群

里的信息我收到过 3 次赠书，2019 年报名参加一次相关专业培训，购买了推荐

专业的优秀图书，这些是能够细细道来的，还有很多是隐形的知识，总之，我在

这群里的收获满满。”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89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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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秋香提供

秋香：“分享一些我们图书馆的照片。”雨过天晴：“中学图书馆这么漂亮

啊！厉害。”囧图-123：“高大上。”雨过天晴：“最主要是看上去比较大，装

修得也不错。”骑鹿踏雪：“是的，素质教育地区，其他地方没法比。”雨过天

晴：“所以，有时候看讲座、参观学习时会‘绝望’，不同地区或级别的图书馆

硬件差别太大了，基本没有可复制性。”雨过天晴：“没法学习，只能看看，呵

呵。”秋香：“主要是我们学校也算是新学校，2012 年新建的，图书馆是我进

去以后开始筹建和布局，加学校领导的支持，目前基本的图书馆设施设备和基础

条件搭建平台，上学期开始正式投入使用。疫情延期送过来的报纸和期刊，我们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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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忙不过来的时候找学生帮忙。”雨过天晴：“我越来越关注‘馆员’这个层

面，这是有机会学习，甚至复制的。”秋香：“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

我们就先从自己能够着手的地方入手，能够争取的就努力争取。”雨过天晴：“图

书馆就好像一个人，你看别人了不起，珠光宝气满身名牌，再学习都没用，人家

有钱你没钱；只能学习比自己强的人的精神气质层面的东西。”路图：“先看的

在中学图书馆任职的老师写的文章，也很有感触，引发了一点思考，和中学图书

馆书目有关，去年和在中学上班的同学聚餐，咨询了他们学校图书馆藏书情况，

被告知由于是高中部，一切以分数和著名大学为主，图书馆里堆的都是复习资料，

和仓库差不多。”秋香：“您说的对呢，图书馆的建设上级部门和领导的支持很

重要。说实话吧，我们图书馆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比如我们图书馆一楼和三楼的

部分地方也被学校征用了，建了禁毒教育基地和心理健康中心，现在因为有这两

个功能的模块，我们图书馆就成了领导参观检查的必走的校园一景。”路图：“可

惜，但是因为在场的还有其他老师就没说出心里想的话，从上学开始培养读书兴

趣很关键，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调剂方式，可是到底藏什么书，读书究竟会不会

导致分心减少学习时间，这也不是一时之间说的好的。”秋香：“图书质量的问

题，我也有很多感触，我开始接手图书馆的图书有点不好意思给学生推荐，但是

这两年图书质量的审查工作一直在开展。”路图：“只能默默感叹，被一切向分

数看齐控制着的孩纸们太不容易了。”秋香：“是呢，只看学生的作息时间表，

他们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少。”路图：“@秋香 向中学图书馆老师致敬。”囧

图-123：“我和雨过天晴老师有同感。图书馆就好像一个人，你看别人了不起，

珠光宝气满身名牌，再学习都没用，人家有钱你没钱；只能学习比自己强的人的

精神气质层面的东西。我在想秋香老师肯定在他们学校图书馆的建设上做了很多

努力。”雨过天晴：“是的，能感受到秋香老师对工作的热爱。”路图：“@秋

香 期待您有时间了多讲讲中学图书馆的建设，把隐性知识呈现出来，让我们一

饱眼福。”雨过天晴：“圕人堂是个很放松的地方，可以轻松谈工作。”

秋香：“其实我的心态也曾纠结和低沉过的，领导的不支持，其他部门的不

配合，图书馆的同事工作态度不积极……很多问题，但是群里有看到你们这些同

仁的积极态度，还有负责任的敬业精神，特别是@雨过天晴 这位老师，她说我们

要对得起这份工作，我很受启发的。”雨过天晴：“@秋香 一起努力！”囧图-

123：“@秋香 是的。图书馆工作做好了大有可为的。从馆藏建设到开展活动。

很有意思的。”秋香：“@囧图-123 嗯，我们的馆藏建设还有硬件的设备，日常

的服务工作现在已经正常运营了，下一步计划多开展活动，做阅读推广方面的工

作。”雨过天晴：“@秋香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学图书馆比高校图书馆更有意义，

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培养得越早越好。但是同时，可能工作难度反而更大，加油！”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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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感谢秋香老师分享的图书馆照片！已移动至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

中。期待更多成员参与分享。这样的分享，一定意义上汇聚成圕人堂成员共知共

享的财富。”

图谋：“当前群相册中已有一定规模的各级各类图书馆照片。这些成片均是

2015 年至今圕人堂成员分享的，涉及数十个国家。”

图谋：“我留意到前边有成员在议论图谋的‘能耐’。其实，‘图谋’的能

耐非常有限。圕人堂群的背后，还有许许多多志愿者贡献了智慧与力量。图谋自

身在圕人堂大窗‘冒泡’较多，实际上那只是表面功夫，背地里还需要做不少功

课，包括‘安保’、‘化缘’、‘营销’等等。”秋香：“我就是其中一个受益

者，图书馆现在的位置，原来计划是做食堂使用，后面因为各种原因，食堂的位

置放在其他地方了，学校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我们图书馆就放在这里，图书馆筹

建前，当时我按照《中小学图书馆的规程》中图书馆的要求，参考查看了群里的

各种图书馆照片还，图书馆部门机构设置等，提出了意见，最后是由学校落地实

施的。其实我就是想偷个懒，觉得自己缺乏设计方面的知识，这应该是我在我们

社群中收获的一种隐形知识。”图谋：“那些照片确实有多种用途。‘有图有真

相’，可以从中获得种种启发。图谋知道，有的成员找馆际参观交流对象是群相

册中获取线索，有的成员所在馆空间改造与布局从群相册获得启发,有的成员从

群相册发现了别人家的图书馆居然这么别致……。”秋香：“还有一种被细化的

图书馆服务，比如您之前到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图书馆参观时候，在群里分享

图书馆里面的小凳子。”图谋：“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秋香：“因为是母校，

格外上心啦。”cpulib*：“我们规定不能出省。”图谋：“东北师范大学净月

校区图书馆的馆舍改造做得很棒，图谋认为刘青华老师可谓用心良苦，系列图片

或许可见一斑。”满哥：“我就说看着好眼熟嘛。”图谋：“这张小凳子看起来

寻常，实际不寻常。它是实木的，沉重（不宜随意移动）。结实、耐用、实用。”

雨过天晴：“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下面可以放小凳子，读者可以抽出来坐。”

雨过天晴：“没有人坐时不占空间，有人时方便读者，我觉得特别好，印象深刻。”

图谋：“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图书馆是旧馆改造后配置的。给我的印象也很深

刻。那样的凳子，再过数十年也跟新的似的。比较惭愧的是，中国矿业大学图书

馆，我也参观过（群相册中有若干照片），没有发现这个细节。刚才浏览照片时，

我留意到好些信息技术设备。比如有成员关注图书杀菌机、门禁、自助打印复印、

展示屏等等，其实群相册中均有‘线索’可循。”满哥：“中大东校区图书馆书

架底层也是座凳。”图谋：“图书馆工作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可以相互学习借鉴。”

1.5 2020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之线上研修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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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囧图-123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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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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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 tianart 提供

天涯海角：“上午的课程现在还不能看回放吗？”图谋：“@天涯海角 可以。

http://k.cnki.net/CLectureLive/Index/3156。”迷图：“@天涯海角 可以看

回放，我快看完了。”图谋：“我留意了，看回放信息，‘需登录’。登录以后，

贴上：http://k.cnki.net/CLectureLive/Index/3156 省得找半天。”

鲲鹏展翅：“今日直播间链接：http://k.cnki.net/NLive?cid=3157。”图

谋：“9：00-10：00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馆员业务能力提升 聂鸣 馆长 华中

科技大学图书馆 10：00-11：00 疫情中在线教学视野下的高校图书馆 唐承秀

馆长 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图雷：“放出来这么多好吃的。”图谋：“昨天

张馆长那张现场演讲PPT存在一个错别字，公开分享的PPT中已更正。特此说明。”

cpulib*：“知网进得去？”图谋：“直播正常进行中。”wjew：“进的早，先

让网络运行着，然后自己再阅读其他文献做笔记之类。我是这样。”鲲鹏展翅：

“@cpulib2009 最好用 PC 端访问。”图谋：“看讨论区的信息也挺有趣。”囧

图-123：“我听了。不过，今天上午迟到了。”cpulib*：“看回播。”囧图-1

23：“会的。”

图谋：“图书馆服务-第二辑 http://k.cnki.net/CInfo/Index/31589：00-10：

00 大学图书馆信息资源应急保障体系建设 蔡迎春 副馆长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

馆 10：00-11：00 完善分类评价体系 有效支撑学术发展 范家巧 馆长 华南理

工大学图书馆。”雨过天晴：“开始了，蔡馆的讲座特别精彩，大家快去听啊！”

图谋：“学习、休闲两不误。昨天直播讨论区的信息量很大。看讨论区的信息也

挺有意思。可以了解图书馆员关心啥？关注？”鲲鹏展翅：“这个讲座很有借鉴

性，实用性！”

图谋：“图书馆服务-第三辑 9：00-10：00 数字图书馆发展及其对开放教

育影响研讨 牛振东 馆长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10：00-11：00 知识服务让图书

馆走进高光时刻 储节旺 馆长 安徽大学图书馆 11：00-12：00 基于世界知识大

数据的一流学科知识服务肖洪 总经理 同方知网高等教育事业本部 http://k.c

nki.net/NLive?cid=3159。”

囧图-123：“‘2020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之线上

研修班会议 http://k.cnki.net/theme/Index/17。”图谋：“图书馆服务-第

四辑 9：00-10：00 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员情报胜任力的培养 邵波 副馆长 南

京大学图书馆 10：00-11：00 高校图书馆服务人才培养的问题与思考 王喜和

馆长 井冈山大学图书馆 http://k.cnki.net/CInfo/Index/3160。”囧图-123：

“图书馆服务-第四辑 http://k.cnki.net/NLive?cid=3160。”

http://www.artlib.cn/
http://k.cnki.net/CLectureLive/Index/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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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cnki.net/CInfo/Index/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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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图书馆研究成果与实践案例分享-第一辑 9：00-10：00 图书馆疫

情期间的运行与服务——以厦门大学图书馆为例 钞晓鸿 馆长 厦门大学图书馆

10：00-11：00 再谈图书馆数字化转型 窦天芳 副馆长 清华大学图书馆 http:

//k.cnki.net/CInfo/Index/3168。”

1.6聂鸣《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馆员业务能力提升》问题辑录

图谋：“聂鸣《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馆员业务能力提升》问题辑录：图谋

辑录报告过程中讨论区出现的问题。（1）聂馆长好，想请教您对地方普通高校

开展知识服务有什么建议？应该首先从哪个方面入手？谢谢（2）聂馆长好，贵

馆的有特色知识服务有哪些？对机构和社会组织提供知识服务，是否收费，收费

标准如何制定？想学习，谢谢。（3）聂馆长，请问贵馆在精准服务上有哪些举

措，是怎么推进的？（4）能否考虑图书纸质版与数字版同时出版？这样就可以

更好地解决文献资源的利用与版权问题，而且丰富了馆藏资源类型（5）图书馆

至少有一个无法替代的功能，某些重要领域或特殊领域所需要的特殊资料在任何

地方都找不到的，而在图书馆可以找到。图书馆就相当于人体的肝脏，沉默的器

官不可缺少，怎么能没有了？（6）大家都在谈大数据，就目前国内大学图书馆

到底有多少人懂啊？！大数据很时髦（7）图书馆针对现存馆员的素质及能力发

展有什么新的要求？随着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势，馆员是否一定会被淘汰，又会

以什么人员聘用要求去吸纳优秀工作者？（8）请问聂馆长：图书馆能否将馆藏

图书制作成电子书，尤其是一些年代久远，富有价值的图书，扫描后电子书就没

有那种霉味了。您认为如何？（9）聂馆长：电子书与纸质图书等值，扫描后的

图书，如果涉及版权，图书馆就不提供下载，只提供在线阅读，这样不是很好吗？

请谈谈您的意见。（10）非图情专业从事图书馆，本身就觉得困难重重，以现在

的发展趋势，作为馆员，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来化解危机，适应当前的变化

（11）请教聂馆长，贵校学科服务涉及哪些方面，是有专业团队在做吗？（12）

知识服务？学术服务？（13）能否考虑图书纸质版与数字版同时出版？这样就可

以更好地解决文献资源的利用与版权问题，而且丰富了馆藏资源类型（14）聂馆

长，请问贵馆在精准服务上有哪些举措，是怎么推进的？（15）聂馆长好，贵馆

的有特色知识服务有哪些？对机构和社会组织提供知识服务，是否收费，收费标

准如何制定？想学习，谢谢。（16）聂馆长好，想请教您对地方普通高校开展知

识服务有什么建议？应该首先从哪个方面入手？谢谢（17）请问聂馆长，您提到

的 23 所高校具有查新服务，在哪里能查到相关政策和名单？（18）外包，机器

化，被取而代之的我们该去哪里？（19）怎么说呢？全班 51 个同学，目前继续

在图书馆工作的 8 个。是图书馆不需要图书馆专业人员？还是图书馆已经被其他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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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占位（20）请问聂馆长您在培育知识型馆员有哪些构想和具体措施？（21）

提到馆员的能力结构和核心竞争力，在中西部地区，一些高职院校的图书馆，人

力资源结构相对很不合理，图书馆服务提升的道路还是任重而道远，请问聂馆长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22）对于非图情专业的馆员，除了平时的学习外，在哪里

进行专业系统的培训较好呢？还可以在哪里进行自习，是否提供几个学习平台？

（23）高校师生信息素养的普及培训和学习，人的检索速度和知识储存量真闹不

过机器人，书馆人真不知道该怎么定位呢？（24）聂馆长：您好，您认为建设国

内某一领域的专业资源，比如应急管理方面的数据库，要建好建成需要哪些方面

的努力？尤其是打算建设的院校是国内普通本科院校（25）就算现在的这个在线

学习，好多都是领导要求，才加进来，而进来的有不少仅仅是挂网，听没听、听

多少、做没做笔记?（26）非图书专业的的图书馆员能在那些平台学到专业图书

情报知识？（27）知识型馆员服务是否太高端？现实中大众读者对馆员需要的也

只存在基础服务（28）聂老师讲得很实际，请问您对现近图书馆传统纸本报刊的

收藏有建议？（29）聂馆长辛苦了，想请教一个问题：面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的

技术突破，图书馆知识服务还有多大空间？（30）聂馆长，请问服务型学科馆员

最好从哪来？对现有馆员进行学科培训，还是从各个学院招聘兼职或全职学科馆

员？（31）高职院校定位不同于本科院校，请问聂馆长对高职院校的学科服务有

什么样的建议。谢谢！（32）聂馆长，您馆是否对学科馆员进行绩效考核？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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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简介

2020-4-21 11:26

“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为文化行业标准（推荐标准），2019年 9月 4日发布、

实施。该标准可以在官方网站公开获取。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利用。 公共图书馆

是由各级人民 Zhengfu投资兴办、或由社会力量捐资兴办的向社会公众开放的

图书馆,是具有文献信息资源收集、整理、存储、传播、研究和 ...

个人分类: 圕人堂|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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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213646-1229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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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40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940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940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2940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2940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2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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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本周圕人堂群继续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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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0 年 4 月 18 日，支付科学网圕人堂专题 190 元，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3819.48 元。

（3）2020 年 4 月 24 日 14:00，群成员达 2716 人（活跃成员 385 人，占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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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rtlib.cn/
http://k.cnki.net/theme/Index/1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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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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