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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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与活动

长财馆*：“图书情报工作的线上咨询会怎么参加？”Oscar：“腾讯会议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651265402&id

x=1&sn=aae9f19e9e08a2398aa0097b5a7dad71。”

会议君：“图书情报|2020 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竞赛 5 月 31 日报名截止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317&idx

=1&sn=e906edd346ef38c61d799b81bb834c21 。”

会议君：“图书情报|中国图书馆学会医学图书馆分会第 28 届学术研讨会暨 2020

年学术年会北海召开（征文中）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317&idx

=2&sn=2796b6718a886f1fe81ee4ee4a641c93。”

会议君：“图书情报|‘中科杯·勇往职前·大学生就业技能与知识竞赛’开赛啦！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317&idx

=3&sn=20f1324fac9ba43297bdc18e2290b7a2。”

沙枣树*：“5.19 活动预告|‘数据悦读’学术训练营之南京大学站，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UxNDIzNw==&mid=2449981945&id

x=3&sn=f3a390a17fcb1b074a1179910810cf73 。”

小木屋*：“5 月 27 日‘图情专家大讲堂’第三讲重磅来袭，欢迎老师们线上来

听！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UzMDM5Mw==&mid=2661155899

&idx=1&sn=fb52f39fb258cb84a1904b257e43f87d 。”

会议君：“【直播预告】2020 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竞赛线上宣讲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508&id

x=2&sn=e98e6b3f1c88bea1471a4ee359d0c3e7。”

图谋：“讲座主题：资源描述标准的进展与应用，特邀嘉宾：胡小菁；讲座时间：

5 月 21 日 19：30 准时开播；主办方：《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北京爱迪科森

教 育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观 看 网 址 ：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bc5e6aa81cb145cb9d908f619310a8af。”

会议君：“图书情报|第 22 届亚太数字图书馆国际会议（ICADL）11 月底线上召

http://www.artlib.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651265402&idx=1&sn=aae9f19e9e08a2398aa0097b5a7dad7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2651265402&idx=1&sn=aae9f19e9e08a2398aa0097b5a7dad7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317&idx=1&sn=e906edd346ef38c61d799b81bb834c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317&idx=1&sn=e906edd346ef38c61d799b81bb834c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317&idx=2&sn=2796b6718a886f1fe81ee4ee4a641c93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317&idx=2&sn=2796b6718a886f1fe81ee4ee4a641c93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317&idx=3&sn=20f1324fac9ba43297bdc18e2290b7a2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317&idx=3&sn=20f1324fac9ba43297bdc18e2290b7a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UxNDIzNw==&mid=2449981945&idx=3&sn=f3a390a17fcb1b074a1179910810cf7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UxNDIzNw==&mid=2449981945&idx=3&sn=f3a390a17fcb1b074a1179910810cf7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UzMDM5Mw==&mid=2661155899&idx=1&sn=fb52f39fb258cb84a1904b257e43f87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UzMDM5Mw==&mid=2661155899&idx=1&sn=fb52f39fb258cb84a1904b257e43f87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508&idx=2&sn=e98e6b3f1c88bea1471a4ee359d0c3e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508&idx=2&sn=e98e6b3f1c88bea1471a4ee359d0c3e7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bc5e6aa81cb145cb9d908f619310a8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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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509&id

x=1&sn=124efb0bfdbfbc771ed74f33d0b2798c；

图书情报|全国公共文化建设与图书馆学教育改革云会议 6 月 6/7 日下午在线直

播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509&id

x=3&sn=fc6240c37e2beeac87d4d949a4ecdeac 。一、会议主旨：近年来，伴随

数字社会高度发达，图书馆学发展瓶颈问题日益凸显，突破瓶颈的根本方式在于

实施教育改革。一方面，通过推进图情档学科融合发展深化图书馆学内涵建设；

另一方面，面向国家重大文化需求和跨行业信息需求拓展研究领域。作为连接经

济和政治的中间地带，文化在全面小康时代地位日趋重要，如何以公共文化建设

为突破口深化图书馆学教育改革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次会议

特邀华东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在文化领域颇有影响的专家

学者围绕图书馆学教育改革话题献计献策。青年学者是社会转型和改革实践的主

力军，本次会议将依托 39 青年学者沙龙继续探索图情档一级学科融合发展的可

能路径，研究在学科融合时期图书馆学未来如何更好支持国家文化战略、数字经

济和新时代乡村振兴等重大现实问题。主办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信息学会；承

办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会议时间：2020 年 6 月 6/7

日下午 14:00-17:30；会议平台：腾讯会议直播（ID：595063226）。”

图谋：“‘图情专家大讲堂’第三讲:花开无声，读书有痕——一个图书馆员的

阅读感悟，https://mp.weixin.qq.com/s/jbj72wFp4u4Th5aka19BhQ。为持续推动

山东省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提升馆员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2020 年 5 月

27 日，济宁学院图书馆、青岛大学图书馆将联合推出‘图情专家大讲堂’第三

讲，邀请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刘青华，面向全省高校图书馆员做学术报

告。本次报告继续采取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同时欢迎全国的图书馆员以及相关

学科的师生收看。电脑观看网址：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429cfe0f0acb4e71a34efd03a7f2aad7；手机观看

请扫描二维码。”

1.2 招聘信息

dragon：“ https://www.jju.edu.cn/xxfw/zpxx.htm，九江学院图书馆招聘 2 名（硕

士）。”图谋：“九江学院图书馆招聘人才 2 名,要求：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

及以上，本科及硕士专业一致或相近，且本硕均毕业于‘双一流’大学或所学专

业国内学科排名前三的院校。联系人：陈老师 18507023108，邮箱: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509&idx=1&sn=124efb0bfdbfbc771ed74f33d0b2798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509&idx=1&sn=124efb0bfdbfbc771ed74f33d0b2798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509&idx=3&sn=fc6240c37e2beeac87d4d949a4ecdea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509&idx=3&sn=fc6240c37e2beeac87d4d949a4ecdeac
https://mp.weixin.qq.com/s/jbj72wFp4u4Th5aka19BhQ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429cfe0f0acb4e71a34efd03a7f2aad7
https://www.jju.edu.cn/xxfw/zpx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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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986544@qq.com ，信息来源：九江学院 2020 年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

https://www.jju.edu.cn/xxfw/zpxx.htm 。”

洞庭水手：“我们图书馆也在招聘，非事业编制，

https://mp.weixin.qq.com/s/abQTrkVb4Wnv6kXvn4BvJw。湖南理工学院 2020 年

公开招聘非事业编制辅导员和管理岗位专技人员工作方案（摘录）：3、硕士研

究生毕业（本科、硕士均为全日制高水平大学或国（境）外知名大学毕业，音乐、

美术、体育类专业为高水平专业院校）；4、身心健康，年龄在 35 岁以下；报名

时间：即日起至 6 月 1 日 17：00 结束。”

1.3 圕人分享

图坛刘编：“时光浅夏，见字如面——《图书馆论坛》2020 年第 5 期。石榴红

的五月，前浪随后浪，散发着蓬勃，张扬着奔放。《图书馆论坛》第 5 期，凝一

脂时光的记忆，携一缕浅夏的清香，穿过春雨霏霏的四月，掠过清风萦绕的枝头，

停留在有您的地方。也许我们千里迢迢，一行行文字让彼此牵挂……”梦随风：

“诗意图书馆论坛，诗意刘编！”贵中医*：“好美的文字。”图坛刘编：“是

我们刊史江蓉老师创意。谢谢。”

图谋：“《新世纪图书馆》2020 年第 3 期目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NzAxNTgzOQ==&mid=2247484184&id

x=1&sn=710ef98543d96ce6e2d3548117a16ad5。”

古饶：“关于开展 2020 年江苏省图书馆学会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http://www.jstsgxh.org/njlib_xhgg/202003/t20200310_172901.htm。”

惠*澈：“课题申报与论文撰写 http://k.cnki.net/CInfo/Index/4336 。”

图谋：“《图书馆报》2020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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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ptid=1&a=20200515 今天的《图书馆报》，可以免费阅读全文。理论园

地版有上海师大蔡迎春副馆长《后疫情时代图书馆‘云馆配’的实践与思考》，

杭州图书馆何妨《公共图书馆活动品牌建设对活动团队综合能力的要求》；业务

探讨版有延安大学图书馆肖玲聪《高校图书馆搬迁工作的过程与思考》；海外馆

情版有南京大学谢欢《德克萨斯州登顿郡图书馆掠影》等，可谓精彩纷呈。”

图谋：“王波：图书馆学论文写作与投稿全攻略（2：怎么创新？），原创：王

波，图情出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90167&

idx=1&sn=aee9a525d2f502fd9d1bf6aeb0e641a2 。”

图谋：“‘荔园图志’博客 7 周年记/老衲曰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jju.edu.cn/xxfw/zpxx.htm
https://mp.weixin.qq.com/s/abQTrkVb4Wnv6kXvn4BvJ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NzAxNTgzOQ==&mid=2247484184&idx=1&sn=710ef98543d96ce6e2d3548117a16ad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NzAxNTgzOQ==&mid=2247484184&idx=1&sn=710ef98543d96ce6e2d3548117a16ad5
http://www.jstsgxh.org/njlib_xhgg/202003/t20200310_172901.htm
http://k.cnki.net/CInfo/Index/4336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515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51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90167&idx=1&sn=aee9a525d2f502fd9d1bf6aeb0e641a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490167&idx=1&sn=aee9a525d2f502fd9d1bf6aeb0e64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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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8167&i

dx=2&sn=05cc76d818373000392ff9a2c3091052 。”

图谋：“什么是情报学？什么是信息检索？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TYzNjY3NA==&mid=2247483698&idx

=1&sn=2b01270471fd043715ff639390669453 。”

图谋：“陈建龙：大学图书馆现代化转型发展之我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33759.html 或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973&id

x=1&sn=fd91906d65ae86c5362347f243b5823e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 年

第 1 期刊发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先生《大学图书馆现代化转型发展刍

议》，该文探讨了大学图书馆的价值体系、转型发展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和方向、

大学图书馆现代化的含义和路径、大学图书馆的态度等问题。特此予以摘编。”

学图：“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疫期工作随笔/图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967&id

x=1&sn=ac5e5939b99e5e05d5cdfd054407adf0 。”

图谋：“当期荐读 2020 年第 3 期 | 卷首语 青年与学术‘时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TAxNTQ2OQ==&mid=2247485720&i

dx=1&sn=69cf746ba9110a5b7fc28cf233862cc6，图林后浪宣言。”

图谋：“这座隐秘于大山的图书馆，下月将出现在读库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5331&i

dx=1&sn=c71d559434de3d195ddb742b9eda2250 。”

会议君：“开报界‘社会服务’先河的《益世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508&id

x=1&sn=8b9a2553ff26add3ad6cf32021fbbe3d 。”

国图出版社-秋：“爱学习的图书馆人，你的资源宝库

https://mp.weixin.qq.com/mp/homepage?__biz=MzUyMzg5ODM3Nw==&hid=

1&sn=d593bbaed7ab715b94a5e69e2fabefee。”

笺：“两会|建议遴选单位牵头建设国家级科技文献数据资源中心/图情招聘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90182&i

dx=4&sn=bef7434f21258213175d6449f4c249fa。”

沙枣树*：“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图书馆员怎么回答。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UxNDIzNw==&mid=2449982452&id

x=2&sn=7e7ff622be141a452b7b7d69ab1d1c23 。”

沙枣树*：“现在，为什么要致力于开发人工智能？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8167&idx=2&sn=05cc76d818373000392ff9a2c309105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8167&idx=2&sn=05cc76d818373000392ff9a2c309105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TYzNjY3NA==&mid=2247483698&idx=1&sn=2b01270471fd043715ff63939066945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TYzNjY3NA==&mid=2247483698&idx=1&sn=2b01270471fd043715ff63939066945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3375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973&idx=1&sn=fd91906d65ae86c5362347f243b5823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973&idx=1&sn=fd91906d65ae86c5362347f243b5823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967&idx=1&sn=ac5e5939b99e5e05d5cdfd054407adf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967&idx=1&sn=ac5e5939b99e5e05d5cdfd054407adf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TAxNTQ2OQ==&mid=2247485720&idx=1&sn=69cf746ba9110a5b7fc28cf233862cc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TAxNTQ2OQ==&mid=2247485720&idx=1&sn=69cf746ba9110a5b7fc28cf233862cc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5331&idx=1&sn=c71d559434de3d195ddb742b9eda225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k2MDk4Nw==&mid=2650535331&idx=1&sn=c71d559434de3d195ddb742b9eda225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508&idx=1&sn=8b9a2553ff26add3ad6cf32021fbbe3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3508&idx=1&sn=8b9a2553ff26add3ad6cf32021fbbe3d
https://mp.weixin.qq.com/mp/homepage?__biz=MzUyMzg5ODM3Nw==&hid=1&sn=d593bbaed7ab715b94a5e69e2fabefee
https://mp.weixin.qq.com/mp/homepage?__biz=MzUyMzg5ODM3Nw==&hid=1&sn=d593bbaed7ab715b94a5e69e2fabefe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90182&idx=4&sn=bef7434f21258213175d6449f4c249f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IwNjQ0MQ==&mid=2247490182&idx=4&sn=bef7434f21258213175d6449f4c249f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UxNDIzNw==&mid=2449982452&idx=2&sn=7e7ff622be141a452b7b7d69ab1d1c2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UxNDIzNw==&mid=2449982452&idx=2&sn=7e7ff622be141a452b7b7d69ab1d1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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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UxNDIzNw==&mid=2449982523&id

x=1&sn=0fa66d7167a7843cc0302f41c0628fc1。”

1.4 日常讨论

1.4.1 好领导与好员工

陈*伊：“对公共馆来说，遇不到一个好的馆领导，一切都是白搭。”小丑独白：

“怎么样才算一个好的馆领导。”陈*伊：“鼓励馆员想活动，为馆创活力，让

年轻馆员做有所获、让老馆员得而有享，而不是专治一刀切。”秋香：“你可以

从另外一方面想，做个好馆员工，能够很好的处理好跟领导的关系，让领导支持

你的想法和工作。”陈*伊：“年轻人要学会多面手么？”秋香：“那倒不是，

只是遇到一个支持你的领导很难得，但是如果只是因为领导不支持，你就不做事，

不做活动，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陈*伊：“那倒不是，年轻人做事还是要做的，

做着做着就不再是年轻人了。”

1.4.2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研究

sonorous：“好奇全国每年能毕业多少图书馆学研究生。”图谋：“这方面其实

期刊中可以找到参考答案。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相关研究不少。有的提供有数字。

只不过这个数字，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因此只是‘参考答案’。”

图谋：“肖希明,吴庆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前瞻[J].

图书馆论坛,1-10.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 40 多年信息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巨大变

化，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也在与时俱进，不断革新。通过梳理总结我国图书

馆学研究生教育在学位授权制度、学科归属、培养目标、教育内容、人才培养贡

献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提出新时代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守正拓新，深化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内容的改革，要主动融入‘图情档’

一级学科群,要国际化与本土化融合与互补。”图谋：“肖教授文中的注释，背

后是有故事的。”

图谋：“王启云.我国首届图书馆学研究生——侯汉清和鲍世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231018.html。个人认为首届图书馆学研

究生是侯汉清和鲍世均，这是没有争议的。到了 1980 年，根据教育部的文件，

承认他们们 1967 年研究生毕业，并发给研究生毕业文凭。侯汉清先生有两张北

大图书馆学研究生毕业证书，一张是 1967 年的，一张是 1981 年的。1981 年还

多了一张硕士学位证书。‘文革’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较为落后，到 1966 年总

共才招收过两名研究生——侯汉清和鲍世均，培养单位为北京大学，1964 年入

学，侯汉清的导师为刘国钧，鲍世均的导师为王重民。因文革中断学业。根据教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UxNDIzNw==&mid=2449982523&idx=1&sn=0fa66d7167a7843cc0302f41c0628fc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UxNDIzNw==&mid=2449982523&idx=1&sn=0fa66d7167a7843cc0302f41c0628fc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231018.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15 期 20200522）

8

育部的文件，1980 年方承认他们 1967 年研究生毕业，并发给研究生毕业文凭。

鲍世钧后来在邯郸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侯汉清 1979 年在陕西省图书馆第二次报

考研究生，考取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研究生，其时王重民已经在文革中（1975

年）含冤去世，刘国钧重病在床，因此当时侯汉清的导师为刘国钧和关懿娴（时

任系主任）。1981 年 7 月侯汉清被允许提前毕业，拿到了第二张研究生毕业证

书和硕士学位证书，并留校执教。因为侯老师提前毕业，成了第一位图书馆学硕

士学位获得者。”cpulib：“最爱侯老师的课。”sonorous：“不容易啊。”

图谋：“张厚生先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 1978 级研究生之一，1981 年 11 月毕

业（第 000181 号），1983 年 1 月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证书编号 810147。”

sonorous：“我还是觉得 2000 年没扩招之前的本科和研究生含金量高。”

图谋：“【程焕文】资源为王 服务为本 技术为用 ——程焕文谈高校图书馆管

理的理念/老衲曰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8124&i

dx=1&sn=956ff368ab5f2830821e701e7da62b3d 。”

图谋：“读钱亚新《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一封信》有感,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961&id

x=1&sn=84fc6aefd3294b6f3508bed58f7cc4be 。”

书友：“谢谢您的分享！程老师的‘资源为王，服务为本，技术为用’精辟、实

在、贴心。”

图谋：“[分享文件]张厚生先生与图情教育三十年_王启云.pdf。”

图谋：“图谋与张厚生先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966&id

x=1&sn=9ef7cd0cdf6071d73782b8d9cffdbec7 。”

1.4.3 圕人堂分享与共享的理念

图-~：“咋你的信息随手拈来，记忆这么好。” 图谋：“圕人堂自建群一来，

一直在努力‘连接’期刊，期待与期刊形成良性互动。”梓慎：“追了下群记录，

感谢各位老师前辈的分享。”

图谋：“我做的一些分享，大都是随手分享。形变神未变。圕人堂‘连接一切‘。

圕人堂建群 6 年来，努力构建开放的生态，促进协作与共享：圕人堂尽可能开放

自己的资源；用开放的心态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跨界融合，促进协作与共享；

连接一切，通过圕人堂网络社群强化人、资源与服务之间的连接。”

青青草：“已一一拜读！学不完的资源，看不完的文章，上班沉浸在忙碌的阅读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8124&idx=1&sn=956ff368ab5f2830821e701e7da62b3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g1MTU0NA==&mid=2247488124&idx=1&sn=956ff368ab5f2830821e701e7da62b3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961&idx=1&sn=84fc6aefd3294b6f3508bed58f7cc4b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961&idx=1&sn=84fc6aefd3294b6f3508bed58f7cc4b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966&idx=1&sn=9ef7cd0cdf6071d73782b8d9cffdbec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g4NzIxNg==&mid=2247485966&idx=1&sn=9ef7cd0cdf6071d73782b8d9cffdbe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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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里，现在都感觉下班的时间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呢？休假在家可就没有这独立

完整的世界了……时间好珍贵。”

1.4.4 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和中图法的区别

湘大图*：“请问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和中图法区别在哪？我一直对国外分类法不

是很了解。”sonorous：“也有好多论文对比过，区别挺大的。十进制只有 0

到 9，中图法是按照字母加数字给图书分类编号。”湘大图*：“这是一个很大

的区别，请问还有其它的吗？”sonorous：“我感觉就没啥关系，可以去知网查

查研究的论文。”万寿寺*：“一两句话说不清，建议查知网研究论文。最大的

区别大概是，中图法 A 类其他外国分类法都没有。”皖西学郭*：“对知识体系

的认知不同。”麦子：“我对杜威十进制和中图法都没有了解，只粗粗看过一眼。

但这类东西关系到设计者对总体知识的的理解和分布以及知识产出量，也就是

说，某一个分类法里占了显著位置而且给予大容量的编号，在另外一个里可能是

容量很小的编号，所以如果把它们比较，差别肯定巨大。另外有一点要说明的是，

我估计国内很多人觉得美国的分类号就是杜威十进制，我从业快 30 年，但在工

作中连一次杜威十进制都没见过。我唯一的一次接触其实是读书的时候，编目课

里介绍过一次。最后，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政治化的议题。”

图谋：“关于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和中图法，还可以参考科学网圕人堂专题之前梳

理的一篇博文。两相比较，可能会有更为直观的体会。如何查询学位论文中图分

类号、UDC 分类号？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5953.html. 为

了规范学位论文的收藏管理和建立学位论文数据库, 我国有关部门要求博士生

和硕士生在其学位论文的封面左上角注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类号(第4版)和UDC

分类号。有研究生及研究生导师存在困惑，比如它们是什么意思？分类号该填到

哪一级?如何快速检索？笔者稍事梳理，供参考。”

筱澄：“韩国大学图书馆一般用杜威十进制(DDC)，多数公共图书馆是使用根据

杜威十进制改编的韩国十进制分类法(KDC)。”sonorous：“日本也是十进分类

法。”

1.4.5 教材求索

37 度男人：“求《2019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谢谢！”图谋：“那

是高教社教材。[当当网有]。” 37 度男人：“谢谢！已买纸质版。开始以为是

非图书，发现是图书后，已购纸质版。”

图谋：“圕人堂群中传递教材，相关权益人是会有意见的。著作权专家赖名芳指

出‘任何网络平台和教育培训机构是不能免费提供大学教材电子版下载的，因为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59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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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特此提醒一下。之前曾经遇到过，相

关权益人就在群里。”

1.4.6 王启云与圕人堂相关的 3本书

图谋：“王启云与圕人堂相关的 3 本书，如有希望阅读的，欢迎告知（通过小窗

给图谋发消息或通过 email 告知，37825775@qq.c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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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 王启云 著.图书馆学

短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9.3 王启云 著.图书馆

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12.。延伸阅读：1 刘

洪：图谋‘不轨’——《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序.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2603.html，2 《图书馆学漫笔——科

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前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557.html，

3 新书速递：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553.html。”

图谋：“上述 3 种书中均有‘圕人堂梦想与实践’专辑。博文与正式结集出版还

是有所不同的。正式结集出版，还凝聚了出版社、外审、序言作者等方面的智慧

与劳动。3 种书均可以以目录为线索，通过科学网博客中‘按标题搜索’搜索功

能，找到相应博文阅读全文。书中内容是以博文为基础进行了进一步编排与修订。

假如原始博文被屏蔽，可以试着通过百度缓存阅读。原始博文被屏蔽多是由于个

别字词被平台设为敏感词，自动予以屏蔽。

1.4.7 读书之美

梓慎：“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拍的，觉得很不错的图书馆照片，分享到群相册么？”

图谋：“圕人堂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主题活动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圕人堂自 2015 年 1 月起全

年面向群成员征集图书馆照片。目的是为了让群成员走近/进图书馆，更好地了

解图书馆、关注图书馆，同时希望有助于促进图书馆间的‘共知共建共享’。照

片要求如下：拍摄主体：各地图书馆（含各种类型）。拍摄角度：正面。看得清

楚馆牌为佳，一张无法反映全貌的可以多张（3-5 张）补充。图片大小：1M 以

上（不超过 10M。JPG 格式高清照）。摄影器材：不限。拍摄说明：请做简单文

字说明（包括拍摄时间、馆名、拍摄者）。有关照片仅供圕人堂成员交流与分享，

不作任何商业用途（征得有关权利人许可的情形除外）。有关照片分享需注意知

识产权及肖像权问题，且最好为‘原生态’的。该活动长期有效。欢迎关注与参

与！”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260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55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055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7286.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15 期 20200522）

11

图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中，不仅有‘最美图书馆’，还有‘最真图书

馆’，可亲可近。群相册空间不受限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与支持。群相册中分

享的，需要注意避免侵权问题。”

万寿寺*：“拍了两年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如今他们戴口罩读书的样子真美，

原创：朱利伟，澎湃翻书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yODQ4NA==&mid=2456793889&i

dx=1&sn=5d7bda629a1da63e187597d7f5b4d1a3。其实，我还想看图书馆里读

书的人，以及他们读的什么书。之前看有人经常拍地铁上的读书人和读的书系列，

当时就想，图书馆拍一个这种系列多好。”图谋：“群相册中读书图实际不少。”

万寿寺*：“那可能我关注不够。上文中拍照的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她的照片

除了拍人还会点出读书的人读的书。可能是看到了很多自己读过的书，感觉很

暖。”图谋：“刚才稍微浏览了一下就有许多张。个人认为，比地铁上的读书人

中的图片，更为赏心悦目。Leo 陈分享的有好多张读书图。这些画面都美美哒。

群相册中还会有更多，等待诸君去探索与发现。”万寿寺*：“期待看到更多图

书馆日常中的读者阅读的照片，以及他们读的书和他们与手中书的故事。”

1.4.8 图书馆之美

图谋：“一位中年失业男，留下十万个最美小图书馆，疫情下希望在继续。

原创：罗新，陌上美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zU4NzM2NQ==&mid=2247499137&i

dx=1&sn=402bebf8d50c324751a62815c55248c2。” 学图：“他说：‘我只希

望这个事业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街区，一个城市，一个世界。’小小图书馆。”

麦子：“最近没出去，所以也没有拍图书馆的机会。大约 10 年前，我遇到一个

加大图书馆的一个日本前辈，他在退休后去日本秋田国际大学（一个按美国文理

学院建的本科学院）图书馆做了一年多的馆长，他说这个图书馆是不错，但秋田

冬天实在太冷（他是圣地亚哥加大做了 30 多年退的休，那是一个很多人都家里

没空调暖气的地方），我当时也动过退休后去国外这类大学做一两年的算盘，所

以对这个图书馆的确是很感兴趣，我是很喜欢这种风格的图书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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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香：“设计的真漂亮，空间充分的利用起来了。”筱澄：“图书馆设计的很好

看！感觉在那阅读是一种享受。”麦子：“不过，话要说回来，图书馆的公共空

间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空间往往是两回事，去过太多漂亮的图书馆，但办公空间很

可怕。”秋香：“确实，图书馆的公共空间设计应该考虑很多因素，最主要的是

考虑读者的体验，以方便读者为主，而工作人员的办公区域的合理性和舒适度很

容易忽视。”

1.4.9 个人存档困境调查

图谋：“个人存档困境调查 https://www.wjx.cn/m/77541965.aspx，云南大学‘个

人存档困境调查’课题组开展的调查。完成问卷大约需 3-6 分钟。个人存档是指

个人手机和保管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证书、日志、照片、音视

频、文档等文件材料的行为。该问卷是圕人堂成员在开展的一项调查，我偶遇了，

随手转发至群里。圕人堂建群以来，一直在积极推动这方面的事情。”

海边：“个人档案，指自己的吗？还是指单位成员的？表中开头对这个词定义还

不够明确。”图情牛牍：“是指自己保存与自己相关的档案，而不是单位的人事

档案。档案学这边的全宗理论，就希望以一种方式收集全、保管全所有的档案材

料。事实上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希望将自己在网络平台上的个人档案留给后代，

但是对能否留存表示担忧。谢谢您的建议！感谢各位同仁的帮助！！！”

biochem：“有好几题‘我找不到一个......’，非得是用一个方法做完全部的事情？

一般不会涉及继承给子孙后代的问题吧，人死了，所有的微博、QQ、微信就永

远关闭了。”梓慎：“账号密码可以传承，换个手机号绑定就好了（毕竟手机号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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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的是身份证）……三代以后，如果还有后人定期维护这些信息，感觉就像一

个小宗庙似的……。” 扣肉：“社交账户本身不能继承，这个在用户协议中已经

注明。至于其中的个人档案，如果权利人要求注销账户，则可以全部删除。”

biochem：“四、五年就有代沟了。”梓慎：“有代沟是好事儿，证明时代赋予

的特点比较鲜明……”biochem：“没有共同语言。”梓慎：“没有代沟才可怕

吧？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思维模式，所见所闻，所用所学完全一致，想想还是挺恐

怖的……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总是有变和不变，平衡‘变’与‘不变’确实很

难。‘变’的太多，没有共同语言，‘变’的太少，社会没怎么进步。”biochem：

“看调查结果吧，有多少比例的人会选择继承账号密码。”

图谋：“图情牛犊老师这份问卷，我浏览到之后，随手填写了一份。图谋认为是

轻松愉快的。参与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空的成员，尤其是图情档在读学

子，不妨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参与一下。圕人堂群中的人是比较多元的。‘圕人’

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它包括图书馆员、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和学生、图

书馆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资源商、硬件商、平面媒体等等）。

其中，档案学及档案工作者也有一定比例。‘个人存档困境调查’调查对象是社

会公众。近年，有部分学校将档案与图书馆放在一起。若干方面有交叉。”

1.4.10 个人存档困境理论研究

图情牛牍：“各位同仁，本人正在开展一项个人存档困境的问卷调查，前几天已

经委托图谋老师在群里发过，因群内成员活跃时段不同，现再叨扰大家，烦请帮

忙填写一下，感谢支持和帮助！ https://www.wjx.cn/m/77541965.aspx。完成问

卷大约需 3-6 分钟。个人存档是指个人手机和保管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

中形成的证书、日志、照片、音视频、文档等文件材料的行为。”

苏黎世*：“做整个调查是想做什么事情？”图情牛牍：“学术研究。想验证之

前质性研究所得出的个人存档困境的基本结论，核心还是发现问题。”如是我往：

“要么提供产品要么做研究供立法。”苏黎世*：“我看到这个调查，就想到是

知识管理范畴。信息时代，怎么管理好信息是一个很大的痛点，图书馆的一个研

究方向就是知识管理，是基于信息管理之上的上层建筑。”图情牛牍：“跟个人

信息管理密切相关，我们的研究主要想从档案学和档案管理的角度做一些探索。”

苏黎世*：“我觉得范畴应该是一样的，角度不同。归档的价值是什么，有什么

作用，如果只是为了整理而整理，显然价值太低，还费时，无法有效推动起来。

如果拉升到知识管理的高度，背后的高价值就可以被挖掘出来。知识管理的高阶

价值，是为了创新，高效积累（归档），是为了创新建立基础。”图情牛牍：“关

于价值，学界有研究，大致包括凭证，再利用，纪念和记忆，身份认同，传承家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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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文化等等。”

1.4.11 知识管理服务

苏黎世*：“我比较关注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理论，这样价值才高，才有实际意义，

就像企业里的知识管理，华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万寿寺*：“深有同感，知

识管理应该成为图书馆重点挖掘的优势。”苏黎世*：“互相探讨，互相学习，

用户的需求，其实要先能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带来实际价值。”万寿寺*：“知

识管理对于信息爆炸的现实来说，将会是刚需，这方面图书馆专业大有可为。”

苏黎世*：“知识管理是大势所趋，学科服务其实也是包含在里面。”万寿寺*：

“同感。”苏黎世*：“已经是刚需了，只是大部分用户没有意识到，整天被垃

圾信息淹没。”倒立的*：“‘用户的需求，其实要先能解决实际问题’这句话

是非常正确的，解决问题。‘用户没意识到’这个就有点问题，逻辑出发点不太

对。”苏黎世*：“知识管理的基础是信息管理，微信其实是信息管理的最大反

面例子，大家都被它绑架了，尤其是工作挂钩后。谢谢指点！”万寿寺*：“我

觉得逻辑没问题。用户的需求是需要服务者去发现的。用户可能单纯觉得信息繁

杂时间不够用，而服务者应该学会去总结归纳用户的困境及其原因，提炼为真实

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苏黎世*：“所以，垄断就会带来问题，企业是以

盈利为导向。”倒立的*：“对服务者[用户的需求]去发现，但刚才说的是用户自

己不知道，有时候用户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苏黎世*：“其实根源在于如

何培养用户的信息素养，而重点不是方法和技巧。”邹*林：“初景利教授在一

次讲座中提出，用户的需求有时候需要专业人员去挖掘出来，并告知用户。不是

一味的去调查用户。”倒立的*：“这样的想法是有问题的 我们以前的逻辑都是

这样走的。学科馆员服务的逻辑基础就是用户自己不知道需要什么。”万寿寺*：

“用户通常只有感受，理性归纳还要靠专业的服务方。”苏黎世*：“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很多难点，需要拉高到专业理论去分析。

馆员需要把握发展趋势，加上收集用户的各种问题，综合分析，层次才能上去，

找到问题的根源去解决。如何引导也很重要。”万寿寺*：“赞同。”苏黎世*：

“如果没思路、没经验的话，找对标。”万寿寺*：“我觉得图书馆不能被‘图

书馆-读者’的框架束缚住，而是要把自己定位为全社会的信息服务者来思考自

己的功能，否则随着纸质图书的边缘化，图书馆的边缘化就不可避免。”苏黎世

*：“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趋势：1.图书资料业务趋势是建设特色馆藏体系，2.情报

业务是学科服务。”万寿寺*：“公共馆现在好像也很热衷于特色馆藏体系建设，

这个其实挺考验馆员水平的。‘特色’要做精、做亮、做专业，馆员对相关领域

得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才能做到吧。”邹*林：“特色馆藏是不是还得结合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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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呢？不然会不会没有抓手？”万寿寺*：“结合起来比较好，如果特

色馆藏带动学科的研究，研究的推进也会反哺馆藏的整合，双方都有了发展空间。

文献这个东西，有人用、用得越多，价值才会实现得越充分。这和普通的文物、

文化产品很不一样。”苏黎世*：“高校的特色馆藏就是为学科建设服务的，公

共馆应该是侧重地方特色文献，其实也属于学科服务的范围内，只要能把特色馆

藏做起来，经费和资源都不会是问题，反之，就会被削减和边缘化。”万寿寺*：

“是的，图书馆需要向公众证明其馆藏的价值，有价值、能解决公众的问题，自

然会有人买单。”

茶男：“知识管理个人觉得有两点最重要，第一，是个人知识结构，是基于职业

或爱好形成的知识结构，比如一个财务，如果有自己的财务知识结构，那么他不

管看到啥信息，都会从财务的角度去分析信息，都会往自己的知识结构里面套，

也就是装篮子的过程。第二，是对信息背后的本质进行探究，思考信息背后的信

息，而不是对信息进行接受式存储，当然思考信息背后的本质也是建立在知识结

构基础上，拆解信息同时也是完善知识结构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今下午带着

技术团队打了一下午游戏，因为有个算法实在想不通，技术人员也不打游戏，我

也是在打游戏的时候思考了一下游戏引擎的算法，今天突然想起来我们需要的算

法和游戏的算法有相似的地方。这其实就是打游戏的时候对游戏信息的拆解，然

后装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说不定哪一天就用上了。”

1.4.12 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1903-1975））

万寿寺*：“1975 年，太可惜了。”

你幸福*：“坚持真理的一位学者！”

麦子：“1975 年，正处于‘丑类们’最后的疯

狂阶段，让王重民做出极端行为的是‘儒法斗

争’中的一件事。1974 年，福建泉州发现一本

李贽的《史纲平要》，据说是海内孤本。这引

起以法家自居的‘四人帮’的极度亢奋。为了

宣扬此书价值，煞灭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把

王重民请去作‘鉴定’。王重民以他老到的功

力，不单指出此书并非孤本，还认定此书乃他

人托伪之作，根本不是李贽的作品。人生在世，

很多情况下，说真话是要有勇气的。在那帮丑

类的淫威之下，如果想说真话，想有尊严有体

面地活着，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王重民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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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以死抗辱，以死维护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尊严。‘士可杀不可辱’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中原劲草：“王重民的目录学著作《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

志》，今天依然是做古籍特别是明版本学离不开的必备书之一。不由得想起前几

天的新闻，清华大学取消新闻学本科专业引起的学界讨论，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学

科，非要往高大上的理论研究上去引，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了。”

1.4.13 图书馆管理系统应急预案

寒潮：“求助：求一份图书馆管理系统应急预案，不知道哪位同仁有？”中原劲

草：“可以根据教育部的防控预案去制定啊，那个是结合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传

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扣肉：“不是吧？图书馆管理系统，说的是汇文吧。”中原劲草：“不

好意思，没看清楚，不过贵州省法学会新编了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法律法

规及支持性政策（选编）》，感觉还是很应景的。”寒潮：“针对的是图书馆管

理系统：比如有些馆用的汇文，我们用的金盘。主要是系统安全，如果被攻破了 ，

该如何处理？网络安全攻防演练，需要完善相关制度！”骑鹿踏雪：“常规的应

急管理就是异地备份。最近勒索病毒又比较多。”扣肉：“我们的服务器安全，

由网络中心负责。数据安全的话，我们是每两小时备份一次，异地再备份。”寒

潮：“我们的服务器都在信息中心关托管，就是信息中心要求各系统制定自己的

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备份这项措施肯定的，我们还不是一个备份。”扣肉：“那

你参照网络中心的，自己定。www 肯定是网络中心负责。校内的邮箱系统、一

卡通系统，都和图书馆管理系统类似的，还有教务系统。”寒潮：“我们只制定

自己系统的，[这是]网络中心提的要求。他们没有提供相应的模板。教务系统与

我们一样。”

1.4.14 著录疑问：责任方式——“参著”

马奇：“ 请教大家：现在的教材中有‘参著’这种责任方式吗？如：张 XX 著，

李 XX 参著；如果有，可以不在图书在版编目（CIP）里写么？”瓶子：“参编很

常见，CIP 未必全部给出。”

1.4.15 开馆通知与通告

卢图小魏：“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最近公共图书馆在陆续开馆，有的馆发布的

是开馆公告，有的馆发布开馆通告，有的馆是恢复开馆通知，我们是县级馆，应

该用哪种文体？”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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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劲草：“个人感觉似乎通告更好一点。公告适用于国图这种国家馆，通知一

般又具有上级通知下级的意味，而通告则对应于不确定性的对象。”扣肉：“通

告，可参见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广州书童：“通告是没错的。”

1.4.16 学科排名

dragon96：“图书馆学科排名有最新的吗。”

图谋：“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出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高校排名.

https://kaoyan.eol.cn/nnews/201712/t20171228_1577117.shtml。不知道是否指

这个？2020 年搞第 5 轮学科评估。”

1.4.17 图书馆双面书架排列

极限：“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新馆书库这样布局摆书时候如何摆放？是横向长条

摆还是 U 形摆放呢？”扣肉：“双面书架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蛇形排

布。反正学生也不懂，他们都要看书架侧面贴的指示牌。蛇形排架，符合读者在

找书时的心理预期，万一断号需要另起一架。”

1.4.18 数据创新研究

刘*平：“2020‘慧源共享·数据悦读’第二届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报名

参赛赢大奖！报名时间到 5 月底

http://www.huiyuan.sh.edu.cn/competition/#/welcome 。”

学图：“刘老师，看着这个好高大上，而且好陌生。不知道怎么指导学生报名。”

刘*平：“先查看一下数据集，然后组队，队伍中有数据分析、数据模型建立，

数据可视化等特长的人员组成。大赛提供了丰富的数据集，可以有多视角研究和

利用，对参赛师生数据创新利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多高校师生在大数据学习

和研究中常常缺少真实数据集，这次大赛提供了丰富的数据集。”学图：“只要

参加就可以下载所有数据库吗？”闽农林李*：“刘老师，如果是像我这样啥都

不会的萌新小白，应该如何入手呢？”刘*平：“先看看上一届的比赛 和这一届

比赛的数据集，http://www.huiyuan.sh.edu.cn/home/#/poster，海报也可以了解

到视角和流程，组队参加大赛。”

1.4.19 圕人堂成员介绍——图情牛犊

图谋：“图情牛犊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图书馆学硕士、档案学博士。

已在《档案学通讯》 发文多篇。曾在《档案学通讯》发表《我国个人档案管理

研究述评》。”

http://www.artlib.cn/
https://kaoyan.eol.cn/nnews/201712/t20171228_1577117.shtml
http://www.huiyuan.sh.edu.cn/competition/
http://www.huiyuan.sh.edu.c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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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图：“他很厉害。云大读书，云龙工作，云大读博，云大任教。”

图谋：“图谋爆那么多料，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更多成员关注与参与。尤其是图

情档在读学生，参与实际也是一种学习途径。”

图谋：“牛犊.也说学术论文撰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275410100d0aj.html 。图情牛犊是 2008 年上

研究生的，这篇论文，是 2008 年 10 月 12 日投稿的。算在本科阶段也没错。”

图林新人：“太优秀了。”书小弟：“牛犊确实厉害，我等学习的榜样。副教授，

硕导。赞同图谋老师的观点，作为在读学生，填写问卷报告的过程，开拓了自己

的眼界，也让我了解到专家学者们的最新研究，受益匪浅。”秋香：“多接触优

秀的人、多加入优秀群体、多关注领域发展和创新；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格局

大了，路就宽了。”

图谋：“2009-03-18 18:16:07，图情牛犊更名图情牛牍。（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275410100ctb7.html ）图情牛犊的博客，首

篇博文为 2007 年 6 月 2 日发布，最近一篇为 2019 年 12 月 17 日。内容挺丰富

的，顺手推介。博客记录了从牛犊成长为大牛（牛牍）的简史。”图情牛牍：

“谢谢图谋兄的关照和支持。更感谢圕人堂各位同仁！现在博客用的少了，学

术上也是没多少长进，惭愧惭愧！”

长财馆*：“课题团队的调查问卷设计得很科学，智能化程度较高。当我交卷提

交时，问卷自动告诉我有一道题还没选答案，问卷自动转到那道题处。”

图谋：“这份问卷的调查对象适合所有成员参与。以往本群出现过的多是针对特

定群体（部分成员为调查对象）。”图情牛牍：“感谢帮助！”

闲人：“牛牍老师赛高！不仅学术成就颇丰，为人也低调谦和，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纪纪：“同意。”

1.4.20 图情基础理论知识

湘大图*：“请问学习情报学基础理论知识，有没有好的书籍推荐呀？”陈*钢：

“叶鹰《情报学基础教程 》第三版。”

湘大图*：“请问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与研究客体的关系？”徐老师：“看看王子

舟老师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的说法。八十年代的苏联学者就喜欢区分客体与对

象。多数人喜欢混为一谈。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甚多，但在本体论意义上只

能有一个终极存在，类似哲学里的物质或世界之类的范畴。”sonorous：“这些

问题，网上都有答案。不行搜搜知网论文也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研究客体有

很多不同角度的描述，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最近也在重新看吴慰慈老

师主编的《图书馆学基础》。好多知识点更新了，现在已经出第二版了，吴慰慈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275410100d0aj.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275410100ctb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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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还有本更新的书 2019 年 3 月第一版，可以参考下。在第 5 页有对于图书馆

学研究对象的阐述，要是觉得还不详细可以去知网搜搜论文。”

1.4.21 彩印图情期刊

婷婷：“各位同仁，请问图情期刊里 有彩印的吗？”倒立的*：“有。”婷婷：

“请问是哪个期刊 。”图雷：“《图书情报工作》。”婷婷：“《图书情报工

作》现在从投稿到刊发大概需要多久？”图雷：“《图书情报工作》现在从录用

到刊发算是的快，2-3 月，一般情况下。” 薪樗：“《图书馆论坛》和《图书

馆建设》也都有彩印。”婷婷：“《图书馆建设》不是全部都彩印吧？去年我那

期是黑白的。”薪樗：“对，跟编辑部提。”

1.4.22 圕人堂建群六周年发言与话题之 TOP20

有关圕人堂知识库的两个统计结果

www：“2020 年 5 月 10 日是圕人堂群建群 6 周年，我基于圕人堂知识库做了一

个统计，有效发言（被周讯收录）TOP20（下图左），建议授予‘群柱’奖章，

是他们撑起了圕人堂的一片天。”

寿曼丽：“果然是 top20，都很眼熟。”

www：“高书记太忙，很少能看到他了，甚是想念他以及曾经活跃在我们这片天

下的圕友们。”

www：“最长话题 TOP20（下图右），体现了我们在一起，围绕‘圕’时不时

会产生深度共鸣。”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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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如何访问最长话题：方法一：在网址后面加上表格中的 id 号

http://lib.nit.net.cn/tuan/detail.php?id=；方法二：去圕人知识库中根据标题内容

搜索 http://lib.nit.net.cn/tuan/ 。”

Follaw：“曾经活跃的我，如今也列入不说话群体了。”图谋：“能理解。馆长

挺忙的。期待百忙中抽空冒泡。圕人堂期待的局面是大窗交流与小窗交流的良性

互动。大窗交流是明线，小窗交流是暗线，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1.4.23 普通读者服务之省级公共馆与同城市级馆的差异

木子：“作为一名省级公共馆的馆员，最近一直在思考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定

位问题，特别是读者服务方面，与所在城市的市级图书馆如何为读者提供差异化

服务，抑或是提供同质化服务？请各位同行赐教。”Follaw：“你们城市的定位

是什么？”木子：“因为我们最近打算做的一些服务好像市级图书馆也在积极推

进，例如城市书房，就一直在思考，省级馆是否也要做这些服务？就是该如何体

现一个省级馆的价值，特别是在为普通大众服务方面，感觉研究型服务做得不如

高校图书馆，而对普通大众读者的服务又不及市级、县区级图书馆接地气。”书

图同归：“这个我同样有疑惑，个人认为省馆虽然可以全面开放，但是定位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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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周讯（总第 315 期 20200522）

21

应该作为普通公共图书馆那样。那些布点、铺开一线读者服务的工作应该让市馆

和县馆去做，省馆去做这些有点越俎代庖了。”图谋：“木子提出的问题，馆际

间的交流与互动很重要。《图书馆报》是一个窗口，可以由此获得线索。”万寿

寺*：“省馆在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上是不是可以做更大贡献？这对地方文化保

存、旅游开发都挺重要的。”木子：“这些是一个方面，但在普通读者服务方面，

省级图书馆该有何作为？”万寿寺*：“我觉得开发地方文献资源就是为了普通

读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地方文化会有兴趣的也主要是当地人吧。区县级小

馆在整理发掘推广的能力方面应该远不如省馆吧？资金人力都有跟大差距。”

图谋：“理论思考，可以与期刊上已公开发表的文献‘连接’起来；实践交流，

可以结合具体的实践与探索提出问题，视情况选择大窗交流或小窗交流。适度冒

冒泡，有助于群成员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圕人堂成员因‘圕’结缘，从茫茫

人海中‘移步’群中。目前圕人堂成员 2700 余名，举目四望，依然是人海茫茫。

相聚相逢不相识，有缘相会圕人堂，相识相知有得忙。”

1.4.24 图书消毒

扣肉：“我们周一开了馆务会，有人提出要买图书消毒柜。然而主管校长听说一

台几万块，就瞬间说不着急买。看来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雨雪：“是

计划把馆藏图书全部消毒还是针对读者还回来的图书？”踏歌而来：“一台图书

消毒柜大概三万多。实际还是有部分需求的，有些读者借书的时候还是愿意消消

毒在拿回去看的。” 广财大余：“消毒，其实买个紫外线灯不到 100 块就可以

搞定了。”

1.4.25 招聘非全日制图书情报硕士

张鱼：“图书馆在招聘时，接受非全日制图书情报硕士的应聘吗？”学图：“肯

定接受。只是会有比较。”天天：“南方好一点儿，好多地方招聘硕士就行，北

方不行，大都要全日。另教育部联合六部门刚下了文，2017 年以后非全纳入统

考的，与全日一同对待。南方好几个点儿又改了招聘设置，将全日制硕士更改为

硕士要求。”中原劲草：“感觉就跟当下风行的以刊评文一样，要改变需要假以

时日。”天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喜稳，都往体制挤，要求就水涨船高。

南方反之，要求就佛性很多。”

1.4.26 圕人新作

图谋：“[图片(重庆市中医古籍目录，四川大学出版社)] ,Follaw 馆长主编。” 闽

农林李*：“地方典籍，厉害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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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7 校名简称之中外差别

www：“我们是谁——NITLIB 数字资源建设志愿者团队宣传片

http://lib.nit.net.cn/show/showdetail.php?id=2427 。” 筱澄：“请问 NIT 是什

么？ NITLIB。” www：“NIT 不是 MIT，和 MIT 就差那么一点点，哈哈，自我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it.net.cn/show/showdetail.php?id=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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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下。NIT 在教育部的官方名称是：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全国用学校简称作为

官方正式校名的，我知道的只有两个：浙大城市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麦

子：“这不是很多吗？”www：“国外是不是很多？ 官方正式名称，那都是公

章上的名称的，银行账户都是这个名称。” 麦子：“关键是我不知道这是如何

定义的，因为美国是没有公章的，而且银行账户用的名称好像和对外的是不同的。

比如，在我们学校，尽管各个大学是完全独立的，但如果任何人要写支票给学校

（比如付学费或其他任何事情，比如捐钱），你只能用 UC Regents 或者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因为这加大校董会是法人。但是，除此之外，这

类东西的变化比较多，当然这些东西我估计都是注册的，包括学校的颜色，因为

这是很大的生意，尤其对比如 Harvard，他们的学校商品每年是赚很多钱的，所

以对此商标保护很好。任何学校/学院名字的写法和变化都这样。”www:“我说

的正式名称就是法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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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防控期科研观察与思考

2020-5-21 17:45

来势汹汹的疫情，伴随着漫长的防控期，诸多方面受到了深浅不一的影响。疫情防控期科研受到

什么样的影响呢？笔者有所观察有所思考。 笔者自身作为“科研爱好者”，或许也可以描述为“不
是在科研，就是在科研的路上”。近 3个月（1.23-4.10）时间，我自身的科研，算是按下了暂停

键。没有在 ...

个人分类:圕人堂|17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陈建龙：大学图书馆现代化转型发展之我见

2020-5-18 17:13

图谋摘编自：陈建龙.大学图书馆现代化转型发展刍议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01):5-12.《大学

图书馆学报》2020年第 1期刊发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先生《大学图书馆现代化转型发

展刍议》，该文探讨了大学图书馆的价值体系、转型发展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和方向、大学图书馆

现代化的含义和路径、大 ...

个人分类:圕人堂|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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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文件。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34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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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28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34286&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34286&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3428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34286&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3428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337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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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75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3375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3375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3375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3375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3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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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圕人堂成员利用圕人堂群开展问卷调查。个人存档困境调查 （

https://www.wjx.cn/m/77541965.aspx） 云南大学“个人存档困境调查”课题

组开展的调查。完成问卷大约需 3-6 分钟。个人存档是指个人手机和保管生活、

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证书、日志、照片、音视频、文档等文件材料的

行为。

（2）2020 年 5 月 22 日 14:00，群成员达 2739 人（活跃成员 416 人，占 15.2%），

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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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wjx.cn/m/77541965.asp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it.net.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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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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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