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圕人堂周讯（总第 324 期 20200724）

1

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目录
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3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3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4
你提问，我回答.........................................................................................................................6

文献传递服务.....................................................................................................................6

纸质图书的数字化.............................................................................................................6

图书馆晚班值班安排.........................................................................................................7

圕人堂专题................................................................................................................................. 7

1) 圕人堂鼓励成员流动起来...........................................................................................7

2)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20 年统计数据........................................................................9

走近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多彩人生...........................................................................................11
图书馆到哪里去？...................................................................................................................12
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多彩人生...................................................................................................15
《图书馆论坛》2020年第 7期..............................................................................................16
程焕文教授《我与图书馆学》讲座.......................................................................................17
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如何更好的指导图书馆业务工作.............................................. 20
NSTL科技文献信息开放服务云论坛....................................................................................21
圕人听课有感...........................................................................................................................21
佛山市图书馆学会：图书馆精神与全民阅读服务.............................................................. 24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25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25

听图林网上直播讲座杂感.............................................................................................. 25

走近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多彩人生..................................................................................25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24 期 20200724）

2

2.2 群文件共享.......................................................................................................................25
3. 大事记......................................................................................................................................... 25
4.延伸阅读........................................................................................................................................ 26

4.1 《圕人堂周讯》辑录........................................................................................................26
4.2 圕人堂 QQ群知识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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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24 期 202007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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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图谋：“@全体成员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庆系列活动之图书馆学专
业优秀院友面对面。2020年 7月 18日 19：00-21：00 腾讯会议 ID：345 456 164。
内容：院友分享、提问与互动。分享嘉宾：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徐璟等。
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多彩人生，欢迎关注与参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庆
系列活动之图书馆学专业优秀院友面对面。这或许算是图书馆学在读学子的一份
大礼包，请笑纳！如果愿意分享参会心得，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将予以选刊并支付
稿酬（百元千字标准。尽可能精简些，别超过 1500字）。愿意加入圕人堂的在
读学子，多是期待遇见更精彩的自己。图谋没啥能耐，搭趟顺风车，借花献佛。
武大信管，百年老店。品质保证，值得信赖。院庆系列活动，精彩纷呈。322期
周讯中推介了：面向图情档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系列讲座（第一期），
https://appnpeazn3n5856.pc.xiaoe-tech.com/detail/p_5ef162c076880_LUTU

bNVM/6 。其它后续活动，诸位成员关注与参与之余，欢迎交流与分享。”
雨过天晴：“2020中国情报学年会暨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征文通知

http://url.cn/3PuawjDA。”
xuer：“NSTL科技文献信息开放服务云论坛

https://item.btime.com/f0b2q834tqp9mkojhp99gggid40。”
图谋：“2020公共图书馆数图研讨班第二期——共同聚焦传统文化发展及公

共图书馆建设
https://appmwp6omqg1078.pc.xiaoe-tech.com/detail/l_5f0808fee4b09c1412

e3f917/4?fromH5=true。”
煮酒论*：“总投资 30 亿 三甲标准建设 6 月 8 日刚开诊 | 医院急聘业界

精英 https://mp.weixin.qq.com/s/XpzL_8BDGoznllWp9SgYBQ。”
图谋：“佛山市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荣获国际图联（IFLA）营销奖第一

名.https://mp.weixin.qq.com/s/BLWUH79mwYNSGSGgTaaQ4w7月 22日，2020年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国际营销奖揭晓，佛山市图书馆邻里图书馆项目
荣获第一名。同时，这也是佛山市图书馆在继 2018年摘得国际图联‘绿色图书馆’
桂冠后获得的又一个国际奖项。2018年起，佛山市图书馆推出‘千家万户’阅暖工
程——邻里图书馆项目，将公共图书馆资源‘搬进’市民家中，帮助家庭建立‘微型
图书馆’，秉承平等、公益的原则，向社区邻里、亲朋好友开放，以邻里关系为
纽带输送阅读服务。截至目前，佛山市已建有邻里图书馆 917家，散落在城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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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落，成为图书馆深入社区的服务点，以书为媒增进邻里关系，强化图书馆作
为连接社区居民纽带的作用，助推社区文化建设及邻里和睦。刘主编分享的消息，
进一步做个摘编，期待传播效果更好。”

图谋：“2020中国情报学年会暨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征文通
知.https://mp.weixin.qq.com/s/lyCv85nPVoK363c8QTy6gw。”

山里：“【Guo家工程技术图书馆】NSTL科技文献信息开放服务云论坛暨 Guo

家科技文献保障模式研讨会的培训环节将于 24日 9时在‘腾讯会议’上准时上线，
相关培训内容及会议号请见
https://item.btime.com/f0b2q834tqp9mkojhp99gggid40，由于会议容纳人数有
限，请大家按需选择并提前进入会议。NSTL科技文献信息开放服务云论坛 会务
组（此会议现在可回放了）。”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乐：“图书馆，让生活更美好！转眼，‘读者留言东莞图书馆’故事已过去 20

天，但故事还在流传，思考仍在继续。《图书馆论坛》的‘信•念’笔谈之一和之二，
于 4日和 10日推送；今日推送之三。精彩不断，‘之四’下周见。”

图谋：“2020年 7月 17日《图书馆报》电子报，本期看点：关注公共图书馆
价值与使命；‘读者留言东莞图书馆’报告会及专家视点；湖南图书馆陈思文《大
娇小传》；山东省图书馆纪超《一线馆员学术研究之我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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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id=127&ptid=1&a=20200717。”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323期 2020071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2413.html。”
玉格格：“关于全国公共图书馆个数和从业人员，这是官方最新报告

https://post.mp.qq.com/kan/article/3376655914-1139259735.html?_wv=214

7483777&sig=c99fb697ecdb42c9d3aa5cefcfcc408d&article_id=1139259735&ti

me=1592796712&_pflag=1&x5PreFetch=1&rowkey=8155ef0260039352&cc_media_

type=10001&from=message_websearch&web_ch_id=0&keepShareUrl=1。”
图谋：“关于图书馆从业人员情况的讨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38978.html 2020年 6月 20日晚，
圕人堂部分成员就图书馆从业人员情况进行了交流探讨，图谋予以整理。昨天下
午的讨论提及图书馆从业人员人数问题，这篇讨论有一定参考价值。”

图谋：“走近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多彩人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2607.html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专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lyCv85nPVoK363c8QTy6gw
https://item.btime.com/f0b2q834tqp9mkojhp99gggid40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717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71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2413.html
https://post.mp.qq.com/kan/article/3376655914-1139259735.html?_wv=2147483777&sig=c99fb697ecdb42c9d3aa5cefcfcc408d&article_id=1139259735&time=1592796712&_pflag=1&x5PreFetch=1&rowkey=8155ef0260039352&cc_media_type=10001&from=message_websearch&web_ch_id=0&keepShareUrl=1
https://post.mp.qq.com/kan/article/3376655914-1139259735.html?_wv=2147483777&sig=c99fb697ecdb42c9d3aa5cefcfcc408d&article_id=1139259735&time=1592796712&_pflag=1&x5PreFetch=1&rowkey=8155ef0260039352&cc_media_type=10001&from=message_websearch&web_ch_id=0&keepShareUrl=1
https://post.mp.qq.com/kan/article/3376655914-1139259735.html?_wv=2147483777&sig=c99fb697ecdb42c9d3aa5cefcfcc408d&article_id=1139259735&time=1592796712&_pflag=1&x5PreFetch=1&rowkey=8155ef0260039352&cc_media_type=10001&from=message_websearch&web_ch_id=0&keepShareUrl=1
https://post.mp.qq.com/kan/article/3376655914-1139259735.html?_wv=2147483777&sig=c99fb697ecdb42c9d3aa5cefcfcc408d&article_id=1139259735&time=1592796712&_pflag=1&x5PreFetch=1&rowkey=8155ef0260039352&cc_media_type=10001&from=message_websearch&web_ch_id=0&keepShareUrl=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3897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2607.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24 期 20200724）

5

业一流的学生分享经历及心得体会，增广见闻，开阔视野，促进学习与思考。给
我的印象是图书馆学教育大有可为，图书馆学学子前程似锦，事在人为，心想事
成。这不是‘应景’的口号，是‘写实’的触动。”

图谋：“比如可以关注马费成教授的报告《实证研究的应用及拓展》
（https://appnpeazn3n5856.pc.xiaoe-tech.com/live/l_5ef1897aba65e_HLlr

Wq14 ），该报告后半部分举例时，马教授有介绍他们在大数据研究方面的工作。”
hanna：“biochem老师扶贫的一篇文章,中国扶贫实地调研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yGOyPBjYC3ji7OXp-m4fcg。”
biochem：“81岁低保老人洪灾中坚持读书，暖心后续来了

https://3w.huanqiu.com/a/62bb6f/3z7L2vFPLOs?agt=20&tt_group_id=685110

1358095860232 7月 9日，老人从家中撤离到安置点时携带的东西不多，书却是
随身之物谈起读书，老人也颇有心得‘有的书要精读、有的粗读即可’2020/7/17
安徽铜陵枞阳新华书店核实情况后承诺：愿为老人提供购书基金另办终身有效特
殊会员卡让他自己每年挑选 20本书，费用全免书店还贴心承诺老人行动不便时
送书上门。”

雨过天晴：“2020中国情报学年会暨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征文通知
http://url.cn/3PuawjDA。”

图谋：“安小庆.葬花词、打胶机与情
书.https://mp.weixin.qq.com/s/-CeF1AEMT6vDvjlJ5Lk2bA故事为何发生在吴
桂春身上？故事为何出现在东莞图书馆和珠三角？这是一个几乎称得上完美同
时又充满耦合的故事。这又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故事。它击中了变幻时刻所有人群
的心绪和时代的情绪。或许故事只可能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吴桂春、东莞图书
馆和「世界工厂」的落脚城市之上。它只能从开放、包容、务实、温暖的物候和
土壤中长出，只能在依旧鼓呼和实践公共价值观的行业里被看见。”

图谋：“欣然读书.听课有感：大咖看行业之程焕文带你领略图书馆学的魅力
和真谛.https://mp.weixin.qq.com/s/rrGCyAmVOvIDXTbAzyz84g。”

图谋：“图谋.听图林网上直播讲座杂
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3049.html 。”

图谋：“吴建中.如何在择业中表现专业优势和专业自
信？.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86b810102z3rd.html 。”

图谋：“《图书馆学随笔——图谋博客精粹》勘误
表.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552815.html。”

图谋：“陈奎孚.红娘
鱼.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10768-1243186.html红娘鱼(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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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s)，又叫绿鳍鱼(gurnard), 是鲂鮄科(Triglidae)以底栖动物为食的蝎子
形鱼类。它们以其大型胸鳍而出名，它们在游泳时能像飞翔的鸟类翅膀一样打开
和收起。”

图谋：“‘Guo家社科基金：选题、申报、评审’讲座回放地址：
https://app0rnyhubp6335.h5.xiaoeknow.com/content_page/eyJ0eXBlIjoxMiw

icmVzb3VyY2VfdHlwZSI6NCwicmVzb3VyY2VfaWQiOiJsXzVmMTEyMzU1ZTRiMDQzNDk4

OTZjOGFkMSIsInByb2R1Y3RfaWQiOiIiLCJhcHBfaWQiOiJhcHAwUm5ZaHVicDYzMzUiL

CJleHRyYV9kYXRhIjowfQ?entry=2&entry_type=2001&pro_id=p_5f11145ee4b0ee

0b887310f5&state=4ed66fdec621e8ec6f58ea387abb13ec_Z62pDa&app_id=app0R

nYhubp6335。”
张鱼：“破例！图书馆闭馆日为 84岁老人一人开放。

https://mp.weixin.qq.com/s/XTwwBrQcJGfd8NetkvvOxg。”

你提问，我回答

文献传递服务

扣肉：“大家有人了解 XXXX的 QQ群文献传递功能吗？使用效果怎么样？”
节能：“好像不错。我看看是大部分需求满足了。不过话说回来，我看到的

是假期需求。有一些平时根本无需传递。”扣肉：“读者得事先通过某种途径搜索
到所需论文的元数据。我感觉这个比进行文献传递本身更困难。文献传递的结果，
就是通过邮件发送吗？”雨过天晴：“挺好的，我们学校一直在使用 XX。刚开始是
QQ，现在改为微信群里传递了。服务老师，就在群里。需要什么文献，自己在群
里说，里面好几个工作人员，很快就可以找到，也是发群里。工作人员发了文献，
会专门@求助者。”

扣肉：“总感觉这种群，没有办法进行绩效考核。读者到底提了多少请求，
满足率有多少。不知道花这个钱值不值得。我不太了解也没有去了解，但直觉他
做这个属于附加服务，要在其他地方获得增值。”雨过天晴：“工作人员应该有统
计。我们学校用得挺好，受到老师们的欢迎。”扣肉：“结果就是明明我的初衷挺
好的，就是对于个别我没有买的数据库，或者偏门文献，能够提供传递服务。但
是由于读者把文献传递当成参考咨询来用，反而图书馆的服务满意度有所下降。”

纸质图书的数字化

爱书人：“请教一下群里的专家，我们学校想电子化一批馆内的纸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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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0rnyhubp6335.h5.xiaoeknow.com/content_page/eyJ0eXBlIjoxMiwicmVzb3VyY2VfdHlwZSI6NCwicmVzb3VyY2VfaWQiOiJsXzVmMTEyMzU1ZTRiMDQzNDk4OTZjOGFkMSIsInByb2R1Y3RfaWQiOiIiLCJhcHBfaWQiOiJhcHAwUm5ZaHVicDYzMzUiLCJleHRyYV9kYXRhIjowfQ?entry=2&entry_type=2001&pro_id=p_5f11145ee4b0ee0b887310f5&state=4ed66fdec621e8ec6f58ea387abb13ec_Z62pDa&app_id=app0RnYhubp6335
https://app0rnyhubp6335.h5.xiaoeknow.com/content_page/eyJ0eXBlIjoxMiwicmVzb3VyY2VfdHlwZSI6NCwicmVzb3VyY2VfaWQiOiJsXzVmMTEyMzU1ZTRiMDQzNDk4OTZjOGFkMSIsInByb2R1Y3RfaWQiOiIiLCJhcHBfaWQiOiJhcHAwUm5ZaHVicDYzMzUiLCJleHRyYV9kYXRhIjowfQ?entry=2&entry_type=2001&pro_id=p_5f11145ee4b0ee0b887310f5&state=4ed66fdec621e8ec6f58ea387abb13ec_Z62pDa&app_id=app0RnYhubp6335
https://app0rnyhubp6335.h5.xiaoeknow.com/content_page/eyJ0eXBlIjoxMiwicmVzb3VyY2VfdHlwZSI6NCwicmVzb3VyY2VfaWQiOiJsXzVmMTEyMzU1ZTRiMDQzNDk4OTZjOGFkMSIsInByb2R1Y3RfaWQiOiIiLCJhcHBfaWQiOiJhcHAwUm5ZaHVicDYzMzUiLCJleHRyYV9kYXRhIjowfQ?entry=2&entry_type=2001&pro_id=p_5f11145ee4b0ee0b887310f5&state=4ed66fdec621e8ec6f58ea387abb13ec_Z62pDa&app_id=app0RnYhubp6335
https://app0rnyhubp6335.h5.xiaoeknow.com/content_page/eyJ0eXBlIjoxMiwicmVzb3VyY2VfdHlwZSI6NCwicmVzb3VyY2VfaWQiOiJsXzVmMTEyMzU1ZTRiMDQzNDk4OTZjOGFkMSIsInByb2R1Y3RfaWQiOiIiLCJhcHBfaWQiOiJhcHAwUm5ZaHVicDYzMzUiLCJleHRyYV9kYXRhIjowfQ?entry=2&entry_type=2001&pro_id=p_5f11145ee4b0ee0b887310f5&state=4ed66fdec621e8ec6f58ea387abb13ec_Z62pDa&app_id=app0RnYhubp6335
https://mp.weixin.qq.com/s/XTwwBrQcJGfd8NetkvvO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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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师生使用。请问这样会涉及版权问题吗？”
青山：“可以查查这方面的资料。”骑鹿踏雪：“简单说，自己用，不出馆，不

牟利。满足以上条件就是就不怕。”图谋：“除了版权问题，或许还有其它问题值
得思考。商业公司数字化馆藏，那么成熟，单个馆做这方面的工作是否值得？（是
否有必要？是否有实用价值？是否可持续？）。旧书，人家早就数字化了；新书
（纸电同步图书），也有较为成熟的商业服务模式。单馆去做这方面的工作，需
要相应的投入（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等等），很可能会是力不从心、得不偿失。
个别有条件的馆，对古籍或特藏做一些数字化工作，另当别论。”万寿寺*：“有
道理。如果不是近期出版的纸质书，大部分都可以从网上购买，很便宜，部分甚
至可以免费获得。淘宝上这样的店多如牛毛。”

爱书人：“谢谢几位老师的解答。我们学校属于地质类院校，曾经继承了一
批民国时期地质调查局的外文资料，应该还算是比较珍贵的。”

图书馆晚班值班安排

极限 *：“咨询一下近两年建新馆或馆舍面积比较大的老师，馆里晚班是如
何值得？流通是如何值班的？是总服务台值班？还是流通老师值班？还是一起
值班？”

热心肠：“我们 12年搬入新馆，阅览室三班倒，从早 6点开到晚 10点，无
周未，法定假休息。晚 10点关馆，无值守人员。服务台。借书处早 8点到晚 10

点。比流通阅览室早上时间短。其实，流通功能弱，自习功能强。”
袁琴 *：“我们是公共馆，早班 9点至 15点，晚班 15点至 21点。馆里有餐

补，节假日轮休。总服务台和流通部。两个班次，六小时一个班。”

圕人堂专题

1) 圕人堂鼓励成员流动起来

图谋：“成员邀请他人加群，请代提供圕主题信息，可在大窗代介绍，方便
管理员审核，谢谢！圕人堂入群审核，主要看是否提供了圕主题信息（图书馆、
图书馆学，及其相关均可）。‘圕人堂服务体系’，每周信息量不小，有圕人堂原
生信息，也有‘连接’信息（各种媒介中与圕主题密切相关信息，经成员分享至群
中）。此举，意在方便成员各取所需，各有所获。圕人堂群成员在遵守群规范框
架（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tml）前提下，加群自
由、退群自由。鼓励成员流动起来，确实有需要请留下，无需要请离开。”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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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友情提醒。圕人堂，不图财，不谋利，图谋的是
让圕人切实收益。当群成员达到 2950名时，将采取末位移除法，依据 QQ群高级
管理功能，移除‘最后发言’记录处于‘末位’的成员 50名。被移除者，如需加群，
欢迎随时重新加群（加群时请提供圕主题信息）。2020年 7月 17日检索，36

个月以上无发言记录者近 200名。圕人堂自 2014年 5月 10日建群以来，真正属
于‘踢人’（严重违反群规范）者，在 10人以内。因管理需要（受群规模限制，且
需保鲜，给新成员留空间），将长期无发言记录者移除出群人数较多，累计 200

人左右（其中，有较小比例重新加群）。圕人堂当前成员数为 2807人，经观察，
有 40%左右属于长期不在线（有可能是相关成员已经弃用的 QQ号）。”

图谋：“圕人堂从未‘清理’，管理即服务，只是为了让有限的资源，更好地发
挥作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图情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下个学期会有一批在
读学子加群。年内很可能会出现群成员数超过 2950人的情形。”

图穷：“能不能把人数权限提升一下。”图谋：“没有必要。即便可以提升，提
升是进一步的资源浪费。”图穷：“全国馆员估计有好多万。”图谋：“实际上，圕
人堂群 2000人规模已够用。无论多少万，实际在用圕人堂 QQ群的，不超过 2000

人。圕人堂服务体系，还有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及科学网圕人堂专题，这两个服务
不限人数。圕人堂这样的一个平台是来之不易的，且行且珍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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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2018年 10月 18日,圕人堂升级为 3000人群。之前为 2000人群，群
容量告急，采取的是滚动式移除法（群成员达‘阈值’1980时，移除群名片或昵称
不规范者及部分长期无发言记录者）。移除成员操作是大事中的大事，前后需要
做大量工作。2018年共执行 5次移除操作。也就是从 2018年升级为 3000人群
之后至今，尚未执行过这样的移除操作。”

图谋：“发布@all消息提醒，主要的目的是帮助消除不必要的担心。对于觉
得圕人堂对自己有帮助的成员，完全不用担心自己被移除。需要的时候，随时重
新加入就好。方便的时候冒个泡（参与交流、参与群投票、参与分享照片或文件
等），实际是一种对圕人堂的行动支持。冒冒泡对自身可能会有潜在的福利，比
如有助于结交同好、有助于获得成员帮助等等。圕人堂的‘明线’与‘暗线’，交相辉
映，相辅相成。圕人堂大窗，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基础平台而存在。诸位成员在此
基础上进行拓展应用，会有更多收获。”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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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20 年统计数据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0日。”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20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29日。”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20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7月 19日。”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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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上述截图，分享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20年统计数据（因统计功能受
限，分段统计）。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18年 6月 12日创建，已运营两年，当前
总用户数为 3494。综合印象，较为小众，渠道构成中朋友圈占比较大。也就是
仍处于依靠‘朋友圈’扶持阶段。”

图谋：“对于从不关注群消息，从不参与群交流的成员，图谋建议关注圕人
堂微信公众号（微信号：LibChat）就好，不必留在群里。”

图谋：“2019年 12月 16日-2020年 7月 19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收到赞赏
情况：收到赞赏 13笔，累 计金额 402.66元，其中 ym 5笔累计 160元，图乐 2

笔累计 200元。2020年 7月 19日将赞赏所 得转入圕人堂发展经费，圕人堂发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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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费结余 1134.63元。 （注：2018年 6月 12日-2019年 12月 15日,累计收
到赞赏 583.32元,之前已转入圕人堂发展经费。）特此向给予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赞赏’的用户致谢！”

走近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多彩人生

资深码农：“这个应该理解为学生 ganbu的发展，不是普通图情学生的发展。”
低调：“最后一个是纯学霸，不是学生 ganbu。8090后逐步走上舞台。”

图谋：“这个分享很好,适合在读学生群体关注与学习。圕人堂群有较大比例
为图情本硕博层次在读学生。圕人堂对‘圕人’有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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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成员属于狭义
的图书馆从业人员（在各级各类从事全职图书馆工作），可能不会超过七成。图
书馆从业人员中，高校图书馆较多，其次为公共图书馆，再次为专业图书馆，还
有学校图书馆、企业图书馆等等。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和学生，可能接近两成。图
书馆利益相关者，其中资源商、硬件商、馆配商，可能占到 0.5成。平面媒体（包
括图书、期刊、报纸等）从业人员，也是一支重要力量。与图情联系较为紧密的，
有‘代表’在圕人堂，有的很活跃，有的是‘潜伏’。圕人堂期待的氛围是，无论何种
身份均能够获得交流与分享带来的乐趣。当前，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及其应用，密
切相关。图书馆从业人员中，有一支队伍是从事信息技术研发与服务工作。”

图谋：“@全体成员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庆系列活动之图书馆学专
业优秀院友面对面。2020年 7月 18日 19：00-21：00 腾讯会议 ID：345 456 164。
内容：院友分享、提问与互动。分享嘉宾：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徐璟等。
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多彩人生，欢迎关注与参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庆
系列活动之图书馆学专业优秀院友面对面。这或许算是图书馆学在读学子的一份
大礼包，请笑纳！如果愿意分享参会心得，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将予以选刊并支付
稿酬（百元千字标准。尽可能精简些，别超过 1500字）。愿意加入圕人堂的在
读学子，多是期待遇见更精彩的自己。图谋没啥能耐，搭趟顺风车，借花献佛。
武大信管，百年老店。品质保证，值得信赖。院庆系列活动，精彩纷呈。322期
周讯中推介了：面向图情档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系列讲座（第一期），
https://appnpeazn3n5856.pc.xiaoe-tech.com/detail/p_5ef162c076880_LUTU

bNVM/6 。其它后续活动，诸位成员关注与参与之余，欢迎交流与分享。”
图谋：“圕人堂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成员的微努力微贡献之累积，让彼此多受

益得实惠。图谋自身的微努力微贡献，有些时候，属于做做样子。比如今天这条

http://www.artlib.cn/
https://appnpeazn3n5856.pc.xiaoe-tech.com/detail/p_5ef162c076880_LUTUbNVM/6
https://appnpeazn3n5856.pc.xiaoe-tech.com/detail/p_5ef162c076880_LUTUbNVM/6


圕人堂周讯（总第 324 期 20200724）

12

@all消息的样式，可能会比单纯分享图片的效果好一些。短时间类，出现了多
次，但实际关注的人（或注意到了的人）可能比较少。简单编辑之后，可能会更
有帮助。”

南京艺*：“图谋老师太谦虚了！”LIS_Gi*：“ 谢谢王老师分享。”图谋：“@广
州书童 感觉在征下联。”杨思洛：“感谢图谋老师。”图谋：“客气了，乐意尽份绵
薄之力。

广州书童：“武大武大，根深叶茂，家大业大！”
图谋：“广州书童的那句，谁给个下联？”
中原劲草：“團人團人，业界翘楚，五洲联心。”
刘莎莎：“圕人圕人，家和业兴，育人暖人。”
木木贝：“信管信管，源远流长，国强图强！”
图雷：“文华文华，开拓先河，图林第一！”
朗月孤舟：“图情档学，人才辈出，深情倾情！”
图谋：“广图广图，书山学海，知图识图。
图谋：“广州图书馆的简称叫‘广图’么？如果不叫，那就指‘广大图书馆’吧。

木木贝，那一联，建议杨老师那边装裱起来。图雷那一联，可以心里美、偷着乐。
中原劲草、刘莎莎对的，咱们圕人可以一起心里美、偷着乐。朗月孤舟对的，惠
及一级学科。对了，咱们圕人堂，实际上亦有档案从业人员及档案学师生。部分
高校，图书馆与档案馆已是一家。图书情报一体化的典型代表，公共图书馆有上
海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对联，欢迎接着对，回头看看
谁对的最精彩。”

图书馆到哪里去？

热心肠：“图书馆从哪里来，从历史文献中图书馆史中可以找到，图书馆将
去哪里？同仁们探讨结果如何？”

图谋：“关于图书馆到哪里去？这道题，其实各家图书馆都在思考。比如图
书馆战略规划，许多图书馆已经做过好几轮 5年规划了。这样的规划，实际上属
于探讨最近 5年‘到哪里去’。种种原因，很多图书馆身不由己，一次次的努力，
一次次的从头再来。”热心肠：“知识信息记录数字化，存储数据库化，并被数据
商 long断，个人有账号，不需要图书馆，这是期刊论文现状。图书电子化，电
子图书满天飞，读书平台众多，不仅有有声读物还有讲解老师来推广阅读图书，
比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效果还好。专利文献，标准文献有专门的机构服务。官网
邮箱可以传递得到。如果把数据库 zheng用，免费让合 fa公民使用，各类图书
馆还能起什么作用？图书馆是技术为用的单位，研究各种信息技术，本来就是弱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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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现由计算机专业代劳。但这次 yi情启示，医院不能 si有化，图书馆也不能
数据商或出版机构 si有化。正如程焕文老师所言；数据商会 si，图书馆将永存。
但存在的使命是什么？如何发展实现使命，好像又回到当初图书馆运动上了！不
知对否？请批评指正。”

boson：“我认为都不着调。”热心肠：“欢迎指导。”boson：“不是我不肯讨论，
我觉得没法讨论，我们的‘公理体系’就不一样。好比我是欧式几何，你是罗氏几
何。”热心肠：“@boson 看来需要桥梁来助力了。高大上带带底层人员，学习提
高应该是本群宗旨。底层人见识短，感谢群主，借助平台能提升自己。”

图谋：“圕人堂 QQ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
交流群，其愿景（VISION）是：圕结就是力量！其定位（MISSION）是：专业讨
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没有那么高大上的宗旨。

图谋：“关于开展较深层次的交流与探讨，确实非常不容易。圕人堂这样的
草根社群，更是鞭长莫及。关于圕人堂群的议题式交流机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8873.html2014/7/4 8:01:00圕人
堂‘议题式交流机制’的五要素：组织者（可以是一人或团队）、参与者（要有一
定规模）、有意义（具备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有影响（形成理论成果或可以
学以致用的讨论成果）、激励机制（必要的经费支持）。圕人堂‘议题式交流机
制’的作用：圕人堂保持一定活跃度的‘保鲜剂’或‘防腐剂’。‘议题’可大可小，可以
是封闭式（如实名讨论组形式）、半封闭式、开放式；‘议题’讨论周期可以是‘短
期’的，也可以‘长期’的。‘议题式交流机制’是实现圕人堂核心价值的重要手段。
初期，圕人堂有这样的梦想，2018年之后，鲜有提及。大窗的交流与探讨，可
以作为进一步深入的预演或线索。成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组队或组团进行，
这样效果会更好。”

向前进：“@热心肠 讨论行业面临的挑战，你的问题太大。现在是以信息科
技为引领的科技大突破、大变革时代，绝大多数行业都在受到深刻冲击，处在大
调整、适应、变革，图书馆行业应该还不是生存危机最显著的。静观其变，乐观
看待未来趋势，咱们行业应该能够调整、适应、受益。”

热心肠：“图书人如果能做到高出除提供资料的智库服务外的能力，图书馆
会放不下的。文献检索或信息素养能力的培训，随着整体文化的提升，这些通识
知识也用不着专门培训了。科学研究不会停止，只要有科研就离不开信息资源。
随着资源载体数字化，提供信息资源途径也多样化了。但图书馆还是中心，这也
许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吧。个人理解，请指正。看看书架上厚厚的无人翻动的灰
尖，少的难看的数据库使用统计，经费的使用心庝了。如果不是有人打扫，书尘
真的很多。如果常常有人翻动书，不会有很多尘埃的。”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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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ew：“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也确实迷茫了。”资深码农：“@热心肠 悉
数观点，我赞同！换个角度思考:如果高校馆不提供免费的 ZW等数据库服务，那
么图书馆是否就是大学生自习室？我觉得核心是独特的能力，转化为服务，而不
是做二传手。”

长恩：“我觉得图书馆不应该被框定在建筑里面，当然这不是否定建筑所具
有的价值的意思。图书馆保存文献的意义在于使用，但我认为这里的‘使用’不能
完全等同于‘立刻/马上有人使用’，保存文献更多是为了满足使用的可能性，只要
有人用，存在使用的可能，我们就应该保存好文献。文化传承的需要，应该保存。
这是杜定友先生遗著《百城生活·治书生活》里的一段。最近读的，深有感悟。
杜定友先生自从事图书馆事业以来，受到过封建士绅、民国官僚等等的排挤，又
遭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最后对图书馆还是‘兴奋万状、倍加努力’。我觉得这是我
们作为后来人要深刻领悟和学习的。这也算是最近的读书感悟吧，有什么不当的
地方请大家多批评。”

热心肠：“但载体数字化，保存空间和方式变了。南杜北刘中高品，这些都
是图书馆脊梁。我们群主也会后人传颂的。如何发挥图书馆使命？图书馆未来走
向何处？离不开 zhengce支持。”

资深码农：“我个人观点是图书馆人员技术化，或者必须引入技术流，技术
引领创新。我的观点比较极端。现有的体 zhi肯定实现不了。我们 it圈的技术，
生命期就几年，学习的压力和动力特别大。热点技术必须了解，甚至掌握。”

麦子：“看到前面说人才引进，想到今天开大会，主持的没见过，看上去很
能干，开场白说多关照了，我才来 5个月。马上查了一下，60多了，但在超级
牛校做了 30多年，而且做的都是新东西。我们招的人里起码有 1/3是其他地方
退休后来的，我遇到年纪最大的是 67，到 78退了。过后居然还让我写推荐信，
要申请外地一个馆长的位置。退休年龄的限制其实对人力资源的利用是很浪费
的。人的年龄其实不是一个因素，因为遇到太多 40多的就不想做了，但很多 60

多的还在继续学新的东西。当然，如果你限制了年龄，往往过了 50就不想做了，
因为做了也没用，只想在心理上转入退休模式了。和 40的时候比，我现在的干
劲还大一些，因为最近几年，没有什么压力，完全是兴趣。我只做有兴趣的事情。
另外，待遇是第一的动力，我们这里这类人太多，但极少从我们这里退休的到其
他地方去的。”

刘建平：“@麦子 只做有兴趣的事情自在快乐。”资深码农：“@麦子 同感，兴
趣是最大的动力。我现在做图情的公益技术培训，搞了半年了，还是很有热情，
很有动力。不过，我发现没有什么会议、讲座需要我。估计我不是教授、也不是
什么专家，就是 IT圈的码农而已。这个圈子，足够封闭。”刘建平：“@麦子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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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第一动力，只做有兴趣的事情自在快乐。基本是最高级的炫耀。辛勤耕耘的码
农每一分耕耘 都会有收获。只是很多人耕耘中看不到收获，就减少了对耕耘的
坚持，更降低了自己感受收获的努力。”麦子：“@刘建平 是啊，尤其是现在，每
天自然醒，然后就是种东西，股票，午觉，做家务，看电视，6点后走路。上班
的事情是在空隙中做的。”kyler：“很多人打算一辈子在图书馆做，可是做得好
就会被弄到教务处、科研处、学工处。到了中层，你就是流动的。”

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多彩人生

图谋：“@全体成员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庆系列活动之图书馆学专
业优秀院友面对面。今晚 19：00-21：00 腾讯会议 ID：345 456 164。内容：院
友分享、提问与互动。分享嘉宾：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徐璟等。图书馆学
毕业生的多彩人生，欢迎关注与参与！”

Sunny：“怎么进会议？”图谋：“先下载腾讯会议，再输入腾讯会议 ID：345 456
164。会议能容纳 300人，陆续有圕人堂成员加进来。图谋觉得这样的分享挺好。
其实算是阅读‘真人图书’。”

↑由圕人堂图谋供图

他说他*：“好厉害，这位小姐姐。本科直博伊利诺伊香槟 6到可怕。” 节能：
“我也全程看了，受益良多。其实我本来已经是一位几乎没有激情的看衰图情专
业的从业者，却被这些年轻人又撩动了一点。”

图谋：“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庆系列活动之图书馆学专业优秀院友
面对面活动，刚结束，历时 3小时。图谋全程参加了，受益匪浅！感谢分享！这
篇文字，图谋侧重的是‘记略’。圕人堂视角应该是不一样的视角。属于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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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透露一个细节，通过“记略”或许可以看到，昨天的分享是武汉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提供给圕人堂的特别福利。关于‘抢了人家的风头’这事，资深码头算是友
情提醒，谢谢！其实，图谋也会存在这方面的顾虑。有时需要‘冒险’。就这篇文
字，图谋冒了两次险：一是抢先报道（抢在武大之前）；二是，抢先分享（圕人
堂微信公众号通常是在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审核通过之后发布，这一篇尚未审核通
过便发布了，且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及圕人堂分享）。图谋是一睁眼便梳理这
篇‘记略’，9:06分之后吃早餐。走近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多彩人生，科学网圕人堂
专题已通过审核了。转发一下链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2607.html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专
业一流的学生分享经历及心得体会，增广见闻，开阔视野，促进学习与思考。给
我的印象是图书馆学教育大有可为，图书馆学学子前程似锦，事在人为，心想事
成。这不是‘应景’的口号，是‘写实’的触动。”

热心肠：“当仁不让，本领不够。计算机专业是强项。”图谋：“其实那是认识
误区。图书情报领域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万寿寺*：“我不觉得图书馆
专业人员的本领不够，在这方面不断努力并做出成绩的大有人在，也有出色的与
世界接轨、响应时代需求的图书馆在。想做总有办法，不想做也总有理由。”

图谋：“这位是昨晚的一位分享嘉宾，分享过程中有介绍她所做的工作。刚
入职不久的新人，后生可畏。图书馆从业人员中，也有不少技术研发与应用佼佼
者。‘圕人堂 QQ群知识库 ’研发者，www老师是其中一位。当前的问题，受到种
种制约。一方面，现有人力资源效益未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存在有劲使不上情形；
另一方面，求贤若渴，‘青黄不接’。”

万寿寺*：“以后不管哪个专业，计算机技术都是标配技能，计算机编程已是
许多大学的全校公共课。真是很现实的问题，现役的图书馆员大概也只能先自己
行动起来了。我最近刚好关注这方面，发现高校在本科阶段纷纷开设了 Python、
R语言的课程，问了一些非计算机专业的在读学生（经管、中文等），基本都学
了，通常是大二。都是零基础开始学的，感觉编程技术已经属于前些年的 word、
excel，算是基本技能。年纪越长，越要勇于尝试学习新的东西，否则怕也难得
到年轻人的尊重。”资深码农：“我这么多年，学的技术，更新好几茬了。”

《图书馆论坛》2020 年第 7期

刘编：“下半年第一期，姗姗来迟，《图书馆论坛》。迟到，也许是为了更
好。不曾完美，唯有奔流。——《图书馆论坛》编辑部 图乐。”

图谋：“@全体成员 王龙.图林耕耘四十年[J].图书馆论
坛,2020(7):177-185.回望 40年走过的路程，虽然有过困惑和彷徨，但始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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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读书与思考；虽然有过生活与事业的低谷，但总算没有蹉跎岁月；虽然前行
的步履蹒跚，但始终没有停下脚步；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从来未敢忘忧国。无
论是从事图书馆工作实践，还是潜心理论研究，抑或投入专业教学，图书馆事业
既是我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我灵魂的寄托之所。全文见群文件。”

图谋：“王龙老师《图林耕耘四十年》（《图书馆论坛》2020第 7期），讲
述了在图书馆领域学习和工作经历（1978-2018），抒发了对图书馆事业的尽心
尽力的真挚情感（‘无论是从事图书馆工作实践，还是潜心理论研究，抑或投入
专业教学，图书馆事业既是我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我灵魂的寄托之所。’），全
文近 2万字。可喜可贺，可亲可敬。”

图谋：“王龙，1958年 12月生，内蒙古包头市人。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
院教授、原图书馆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阅读文化和图书馆学理论，已发表
论文、译文 60篇，出版著作 4部。其中代表性著作有《阅读研究引论》（2003）、
《阅读文化概论》（2014）、《阅读史导论》（2017）；论文有《开展我国阅读
学研究浅论》（1986）、《阅读史研究探论》（2001）、《阅读文化研究论纲》
（2004）、《元代女性读者及其阅读活动论略》（2015）等。2011年至 2014年
主持 Guo家社科基金项目《阅读史写作研究：边界、视野、材料和方法论》。”

韩红：“《图书馆论坛》2020第 7期，有这篇原文吗？”图谋：“群文件中已
有。群文件中，刘主编已分享该期电子刊（中国 ZW中目前还没有），图谋分享
了王龙老师《图林耕耘四十年》中国 ZW上的‘网络首发’版。群文件、群相册，均
是圕人堂 QQ群重要的资料库，有一定参考价值。近年，《图书馆论坛》每期的
电子版几乎均在第一时间分享至群文件，值得关注与阅读。”

图谋：“《图书馆论坛》2020年第 7期。《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的两篇
序言。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 http://product.dangdang.com/28556697.html

作者:王蕾等 著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 04月 本书是中
山大学图书馆在馆藏 40余万件徽州文书基础上，对其进行整理、归户、定名、
分类、保藏、管理等的实践的理论总结，论及民间历史文献的概念界定、民间历
史文献的典籍与收集状况、徽州民间历史文献的分类体系、民间历史文献元数据
规范与著录规则、民间历史文献的保护与修复、民间历史文献数字化加工与管理、
民间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与数字人文导向等，并附录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整
理民间历史文献过程中行之有效的多种工作表单，对于相类似的民间历史文献的
收集、整理将起到良好的借鉴之功，可为从事民间历史文献收集、整理与初步研
究提供积极的参考，有助于为进一步规范、提升民间历史文献整理的科学性、学
术性、有效性。”

程焕文教授《我与图书馆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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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程焕文教授带您领略图书馆学的魅力与真谛。”
图谋：“武汉大学图书馆学 79级 柯 平 江 春 万大东 吴 平 吴有

必 李继生 阚元汉 罗 刚 刘俊瑞程焕文 黄金龙 刘正福 甘友斌 朱元
发 黄太送 练小川 付小随 余敏友彭传新 王端廷 王 亚 黎 萍 彭
仕雄 陈 秋 向功艳 张木早 裴金铃徐恩元 黄晓新 吴振华 张玉意
曹树金 陈传夫 吴跃伟 徐春和 汪东波刘 祯 金吉武 孙永祥 肖希明
赵梅生 田国庆 白 华 杨励忠 刘广普张建军 黄文田 王国强 农朝幸
邓小夏 卢 骥 李 琼 杨 虎 刘意成李 韵 郑 奋 周建华 潘杏仙
肖德洪 汪菊平 李云帆。”

刘编：“Happy Six与 7901班：中国图书馆界的美谈佳话程焕文 Happy Six

与 7901班：中国图书馆界的美谈佳话程焕文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00410.1639.002.html?ui

d=WEEvREcwSlJHSldRa1FhdXNzY2Z2V3haK0duYmU4c1lrdmFnUmh3bGVFRT0=$9A4hF_

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QyODc3VDNmbHFX

TTBDTEw3UjdxZForWm9GQ2prVzcvTkkxYz1NVDdNWXJHNEhOSE1xNDlDWk9zUFl3OU16b

VJuNmo1。”
图谋：“当前程教授的讲述，属于‘口述史’范畴。群文件中有:中国图书馆学

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 OCR.pdf。程焕文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
电子书。韦棣华（1861.08.22～1931.05.01），近代女图书馆学家、图书馆事业
家、教育家、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的倡导者。纪念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的奠基者韦
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女士
http://www.doc88.com/p-1148606201654.html纪录片 韦棣华 Trailer 宣
传片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zcyMTc2MTMy。”

biochem：“韦棣华，之前本群热烈讨论过。”图谋：“其实就是检索群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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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00410.1639.002.html?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zY2Z2V3haK0duYmU4c1lrdmFnUmh3bGV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QyODc3VDNmbHFXTTBDTEw3UjdxZForWm9GQ2prVzcvTkkxYz1NVDdNWXJHNEhOSE1xNDlDWk9zUFl3OU16bVJuNmo1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00410.1639.002.html?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zY2Z2V3haK0duYmU4c1lrdmFnUmh3bGVF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QyODc3VDNmbHFXTTBDTEw3UjdxZForWm9GQ2prVzcvTkkxYz1NVDdNWXJHNEhOSE1xNDlDWk9zUFl3OU16bVJuNmo1
http://www.doc88.com/p-1148606201654.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zcyMTc2MT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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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消息是可以检索的。还有圕人堂知识库.http://lib.nit.net.cn/tuan/。”学
图-123：“听着程教授的讲述，看着图谋老师的文字推介。真是神级课堂。万分
感谢！”

图谋：“图书馆学家文库部分图书：[1]周和平著.周和平文集 下 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2]周和平著.周和平文集 上 图书
馆事业[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3]周和平著.周和平文集 中 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4]胡述兆著.胡述兆文集 下[M].广
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5]胡述兆著.胡述兆文集 上[M].广州：中山大学出
版社.2014.[6]谢灼华著.谢灼华文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7]李德
竹著.李德竹文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8]李华伟著.李华伟文集 上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杜定友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
书馆编.杜定友文集 第 1册[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注：共 22册）。”

图谋：“《彭斐章九十自述》（Guo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将于年内出
版，Guo家图书馆出版。”欣然读书：“四年前去过广州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
都是名不虚传，都属于‘飞机中的战斗机’系列。”

图谋：“程焕文，王蕾编. 竹帛斋图书馆学论剑：用户永远都是正确的[M]. 广
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01.图书馆 2.0时代的一场
较为持久的‘论战‘。除了那本书之外，还有续集：铁冰战图林，持续半月之久。”

图谋：“程教授讲了一个小时，好像没有发现看讲稿？”雨过天晴：“流畅自然，
太厉害了。”小丸子：“程老师在各种场合的讲座基本都不用讲稿。”欣然读书：“不
写讲稿的秘诀：高频思考，讲我所做。”图谋：“沈祖荣评传，群文件中有。”

图谋：“《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收录 1909至 1999年中国发表的图书
馆学专著 103种，加一册序录，共装为 95册。1909年是中国图书馆学著作发端
之年，在图书馆学百年发展中，涌现了很多创造性的著作，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多经典著作由于难以见到而失去了其应有的影响。89.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
——沈祖荣评传 程焕文。篇书讯若想看全文，可以通过百度缓存阅读。书讯中
有全部图书列表。”

xuer：“程教授是图书馆学人文典范，他经常被学科存在价值感动，他也经
常因执着图书馆学精神而感动后辈。”雨过天晴：“在充斥着各种技术的当下，这
种精神格外可贵。”图治：“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看回放？”图谋：“还没结束。一般
回放得是在结束之后才开始。”湖商陈*：“听了程教授的《我与图书馆》，教授
从一个青涩的小伙，成长为万人瞩目的大牛，话语行间，饱含着对母校的挚爱和
对青春的怀念，娓娓道来，让我深受感染，深受启发，深受鼓舞！图书馆学史是
一切图书馆学研究之基础，是大树之根，大厦之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就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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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其宗旨是智慧与服务，其研究应以致用为目的，这些朴实的大白话深入人
心，广为传播。程教授是母校的骄傲，图书馆人的偶像，感谢程教授对图书馆学
卓有成效的研究和行之有效的工作。准备花时间好好学习教授的慕课。期待精彩
纪录片，感谢圖人堂提供这么好的平台！”

韩红：“Claireclear谢谢韩红现有图书馆学理论一盘散沙，任何人都 可以
构建一个图书馆学体系，这是不对的。韩红同意，一直感觉很痛苦，原来是因为
这个因素韩红突然有了‘鸿蒙’的感觉，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谢谢程老师提醒！”
江富军：“信息组合是我们的看家本领，程教授说得太好了。”

图谋：“程教授的回放播放网址，还没有公布。据悉，腾讯直播没有回放功
能，会议主办方在考虑的是把录制的视频上传到云盘中，供有需求的师生下载。
就绪之后，会将相关信息分享至群里。”

图谋：“关于程焕文教授《我与图书馆学》讲座，已获得消息，目前尚未完
成后期工作，就绪了会及时告知。”

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如何更好的指导图书馆业务工作

图谋：“刚才这个问题是刘桂锋老师提的。刘桂锋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成果
如何更好的指导图书馆业务工作？刘老师算是学界与业界双栖学者。刘老师从业
10年，硕果累累，其从业抒怀见群文件：2020-第一个十年_与图书馆相遇.pdf

《图书馆论坛》网络首发版。”
青山：“ 记得我评职称的时候，专家也提了类似问题。”欣然读书：“刘桂锋

老师关注科学数据管理，有理论也有实践，听过他的报告，青年才俊！”
图谋：“刘桂锋简介：江苏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所长，硕士生导师，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图书情报研究》执行
主编，《情报工程》、《农业图书情报》杂志编委，《图书馆论坛》《情报杂志》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新世纪图书馆》《农业图书情报》等杂志审稿人。发表
学术论文 30余篇，著述 2部。主持 Guo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基金项目等 5项。
获江苏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第四届图书馆学情报学
学术成果一等奖，江苏省第六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二等奖，镇江市第十一
届、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二等奖，2018年江苏省教育科学
研究成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类）三等奖，2017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咨询工作先进个人，2018年度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先进工作者。2018年度《情报
杂志》优秀审稿人，2013-201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优秀会员。信息来源：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723。”

图穷：“《图书情报研究》是不是刘老师信息研究所主办的哈？有 ISSN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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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号和 ISSN号，哪个更重要？”图谋：“刘桂锋老师该刊的执行主编，同行评审
期刊。《图书情报研究》是内刊，但其学术价值比许多具有 CN号的期刊要高。
没有 CN号，就是内刊。”图穷：“有 ISSN号，不算内刊吧？有些单位是这么规定
的‘ISSN号或 CN号’。出了单位大门，是不是需要双刊号？”图谋：“比如美国认同
行评审期刊，封面需要注明，只要是同行评审期刊就 ok了。”

NSTL 科技文献信息开放服务云论坛

图谋：“NSTL科技文献信息开放服务云论坛 Guo家科技文献保障模式研讨会
即将召开 https://item.btime.com/f3nbff97d6h90sq1mrmaju2i4vc为了更好地
满足全国教育、科研人员的文献信息需求，增强教育、科研人员文献获取的信息
素养。Guo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在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与 Guo家图书馆、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将于 2020年 7月 22-24日共同举办 ‘NSTL
科技文献信息开放服务云论坛暨 Guo家科技文献保障模式研讨会’（以下简称‘论
坛’）。本次论坛聚集了我国专业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三大系统，
是今年我国图书文献领域规模最大的会议论坛之一。论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组织领域权威专家对文献信息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挑战、新趋势等进
行研讨；第二阶段面向全国大众开展文献信息获取途径、使用技巧、研究方法等
的信息素养培训。论坛第一阶段特邀的主旨报告都直击我国科技文献领域最前沿
和最受关注的话题。既有从战略层面，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科技文献保障面临风
险、挑战的深度剖析；我国科技文献开放获取的国际博弈与策略；也有具体层面
的诸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报服务，以及数字出版、信息组织的相关内容。论
坛特邀报告专家都是在相关领域深耕多年，在图书情报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
者。报告将让大家了解到，科技文献领域并非世外桃源，也深刻受到客观环境制
约，充满诸多挑战和困难，要真正实现科技文献资源的 Guo家战略安全保障，需
要每个文献机构的共同参与、努力和团结。”

北极：“这个会议可以看回放吗？”图谋：“不知道。有可能可以。因为下方有
好多其它节目的回放。这个直播是依托 BTV。”热心肠：“上传图片这涉及网络信
息传播权了没？”图谋：“这种面像公众的直播，以学习交流为目的的小范围传播，
应该无碍。如果有违碍，敬请知识产权所有者及利益相关者及时批评指正！之前，
有成员问我，说录制的讲座视屏是否可以分享至群文件中，我的建议是需要慎重
（征得许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圕人听课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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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欣然读书.听课有感：大咖看行业之程焕文带你领略图书馆学的魅力
和真谛.https://mp.weixin.qq.com/s/rrGCyAmVOvIDXTbAzyz84g本次报告是武
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庆系列活动‘专业素养提升计划 2020’---大咖看行业
之云课堂，今天的报告人是程焕文教授，报告题目是‘我与图书馆学’。因为程焕
文教授的个人魅力及其在学界业界的影响，许多人早早等候，会议室开放不久即
被挤满，好在另有直播通道无门槛对外开放，除武大学子外，能让更多的人聆听
报告，享受武大信管院百年院庆带给大家的这份福利！刘欣馆长的参会感悟。青
年学子、青年馆员的心得体会，期待分享。”

图谋：“图谋.听图林网上直播讲座杂
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3049.html 图林网上直播讲
座格外多，此起彼伏。图谋实际听过若干场，有所见闻，有所感想。图书馆学界
与业界是命运共同体。王波对我说过一句话：‘都在这一行，大家彼此呼应、帮
助、交流，携手度过职业生涯吧。’我觉得挺朴实、挺暖心、挺受用。杨思洛教
授说：‘专业人才培养和行业需求的对接，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统一。这一行
业荣辱与共，发展兴旺要一起努力 。’我非常赞同，任重道远，循序渐进，事在
人为，心想事成。”

图谋：“这篇文字是我一早起来写的，8:13分在科学网发布，估计存在敏感
词被屏蔽，中午通过审核。我发现存在一处错误，漏了一字，修改提交，被再次
屏蔽，经反馈后，再次获得通过。”

且图：“‘专业人才培养和行业需求的对接，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统一。这
一行业荣辱与共，发展兴旺要一起努力 。’入群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每天爬楼和
看各位老师分享的内容，感觉比工作后所有这些年的领悟都多，体会都更深刻，
每天都有新收获，受益匪浅！谢谢群主！”

图谋：“这一句是杨思洛教授说的，他的头衔可以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学系副主任……圕人堂的交流与分享是较为纯粹的，
是真心实意期待圕人切实受益的。图谋作为‘群主’自身也是受益者之一，所作
所为也只是尽一份绵薄之力，实际上圕人堂切切实实是诸多成员共同给力的。感
谢有您！其中的‘您’是圕人堂 QQ群的成员之一，还有可能‘您’是并未在 QQ群
的圕人。”

图谋：“吴建中.如何在择业中表现专业优势和专业自
信？.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86b810102z3rd.html 昨天参与了
徐亚男主任和王丹老师组织策划的直播节目。我是第一次直播方式授课，平时在
讲台上站着讲习惯了，坐在那里老觉得提不起劲来，但这也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回答问题的环节，有听众提到了一个如何在择业中表现专业优势和专业自信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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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大概是这样回答的：由于没有职业资格认证或准入制度，一个人的专业
优势是很难体现出来的。图书馆界为此呼吁了很久，但现在的趋势是向相反方向
发展，也就是撤销和放开。这样的话，在大部分事业单位招聘中，每一个求职者
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无论你有没有专业能力，先要通过统考这一关。只有到
了面试环节，你才有了表现自己专业能力的机会。而面试时间很短，表现的机会
也是很有限的。我的经验是，无论你到哪里求职，履历和推荐很重要。要让人一
看就知道你有专业功底和发展潜力，对于研究生来说，跟着导师多做课题，多写
文章，争取一点能见度。研究生阶段处于人生重要的出发之前，最好是有一点能
体现自我实力的记录。昨天我也谈到了传播力。要善于将自己的所知所想表达出
来，就不要怕摔跟头。笔头是练出来的，一开始写得不好没关系，我从大学毕业
起就开始大量投稿了，大致数了一下，在 1996年第一本书出版之前已经写了 54

篇文章了。当然成名作很重要，是一个人的学术名片，第一本书写得好一点，以
后就觉得踏实了。”

图谋：“吴馆长这篇博文不长，全文转贴进来。”雨露：“很赞成：笔头是练出
来的，看多，写多，久而久之就有了自己的文采。”天天：“吴建中教授的行文很
有季羡林老师的风格，娓娓道来，让你读得进去，感同身受，产生共鸣，让读者
很舒服。”图谋：“吴先生的话语非常平实，现身说法。吴先生是一位令我非常敬
服的‘学者大家’。我与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结缘，一定程度上是受吴先生的影响。
2004年江浙沪晋四省图书馆学会年会在山西省图书馆举办，我是在那次会议上
首次听吴先生作报告。回来之后，还冒昧向吴先生请教心中的困惑（青年图书馆
人如何做学问？），吴先生热情予以解答，让我备受鼓舞。2011年吴先生在百
忙中为拙作《图书馆学随笔——图谋博客精粹》（Guo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2）
题写书名，令我深为感动。”

猫爪：“信息检索，去伪存真。”

书

天天：“以前的大师专一则矣。现在的大师，还得学贯中西。吴建中教授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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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了我国谦虚、谨慎的儒学之风，又出国留洋得开放、分享之心态。这样的胸
怀与才华，只有历经铅华才能历练、沉垫出来的。”

图谋：“我从 2005年 1月 28日写博客至今，对吴先生说的一番话，深以为
然。《图书馆学随笔——图谋博客精粹》勘误
表.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552815.html。这个勘误表也顺道
贴一下。图谋算是不才、不济的，自认为是切实受益的。”

天天：“谦虚谨慎、待人以诚、国际视野、胸怀开阔看长远，这些从吴教授
行文中就可以慢慢熏陶出来的。余秋雨老师写了很多书后，有人专门挑错竟也成
书一册，这样的情况，金庸、卫斯理也是经受者。吴建中教授当时尝试从史学切
入图书馆学，意图光大门楣以求拓展，但高处招风马上就有人质疑，你反不反击
呢？这就是高处之烦扰，要没这些人鼓噪，吴建中教授说不定成就更多更大。木
秀于林，人皆意摧之，只有慎独低调，方得始终。”

图谋：“当前是徐拥军教授讲，档案师生及从业人员，可能参考价值更大。
徐教授这句话，我没听全，大意是：档案学作为应用学科，把论文写在实践中，
写在行业发展中。谁能补全？小学科，大作为。徐教授现身说法，很有说服力。”

biochem：“关键词 3-8个。题目一般不超过 25字。”
图谋：“下一位演讲嘉宾，青年才俊闫慧博士。主持人介绍是：青年翘楚。”
图谋：“感谢窗外的海。”窗外的海：“举手之劳，群主客气了。”

佛山市图书馆学会：图书馆精神与全民阅读服务

木木贝：“今天上午佛山市图书馆学会邀请范并思老师在佛山市图书馆举办
《图书馆精神与全民阅读服务》的讲座，欢迎观看。”

sbiochem：“范并思：仰望星空，足履实地
https://news.ecnu.edu.cn/bb/a0/c1837a179104/page.h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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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不喜欢阅读的人喜欢上阅读，让不会的人学会阅读，让
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是范并思致力于阅读推广的目标。对于不同
阶段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同学，他能因材施教，用心去引导他们，力求他们做
到‘事业要有胸怀，自身要有实力，为人要有榜样’。系里的每一次学术讲座，
范并思都会参加，每次都坐在第一排认真听汇报的他让不少人深受感动。他还常
告诫学生：不仅要在学校读好书，更要在社会大课堂中增长学识，做到‘善思考，
会研究，有成就’。范并思在教学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根据时代的变化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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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对自己、学生提出新的要求。他讲课生动、有激情、有思想，“虽然是坐在
教室里面，范老师可以带你游历整个世界”是学生对范老师讲课的评价，他的教
学考评一直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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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图林网上直播讲座杂感

2020-7-22 08:13

受 Yi 情影响，图林网上直播讲座格外多，此起彼伏。图谋实际听过若干场，有

所见闻，有所感想。 我将图书馆学界、业界，包括图书馆学会（协会）、数据

库商、图情领域学术期刊等组织的网上直播学术讲座统称为图林网上直播。对于

听众，大部分属于公益、免费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主要集中于 ...

个人分类:圕人堂|33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走近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多彩人生

2020-7-19 08:44

走近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多彩人生 ——圕人堂关注武大图书馆学专业优秀院友面

对面活动记略 图谋 2020年 7 月 18 日 ...

个人分类:圕人堂|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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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文件。

3.大事记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3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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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04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304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304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4304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304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4304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26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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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60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260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260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4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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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7 月 19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收到赞赏情况：

收到赞赏 13 笔，累计金额 402.66 元，其中 ym 5 笔累计 160 元，图乐 2笔累计

200 元。2020 年 7 月 19 日将赞赏所得转入圕人堂发展经费，圕人堂发展经费结

余1134.63元。（注：2018年 6月 12日-2019年 12月 15日,累计收到赞赏583.32

元,之前已转入圕人堂发展经费。）特此向给予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赞赏”的用

户致谢！

（2）2020 年 7 月 20 日,圕人堂推介:王龙.图林耕耘四十年[J].图书馆论

坛,2020(7):177-186. 回望 40 年走过的路程，虽然有过困惑和彷徨，但始终没

有停止读书与思考；虽然有过生活与事业的低谷，但总算没有蹉跎岁月；虽然前

行的步履蹒跚，但始终没有停下脚步；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从来未敢忘忧国。

无论是从事图书馆工作实践，还是潜心理论研究，抑或投入专业教学，图书馆事

业既是我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我灵魂的寄托之所。全文见群文件。

（3）本周圕人堂宣传、推介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庆系列活动之图书馆

学专业优秀院友面对面；程焕文教授《我与图书馆学》，带您领略图书馆学的魅

力与真谛；青年能力提升计划讲座，“求学求职：需求、选择与规划”专题 ；

“Guo 家社科基金：选题、申报、评审”专场等图林网上学术会议，参与者众。

（4）2020 年 7 月 24 日 17:00，群成员达 2810 人（活跃成员 405 人，占 14.4%），

在线 1531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6.5%），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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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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