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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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星星：“广州图书馆招聘|这里缺人，速来！广州图书馆、广州大典研究中
心 2020年事业编制招聘信息 http://suo.im/6fMcju。”

刘编：“新趋势与新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线上‘青年论坛’，8月 22日
上午，也就是下周六上午，火热夏天，等您交锋。此次会议属于中山大学资讯管
理学院 40周年院庆重头活动。演讲嘉宾来自北大、武大、浙大、郑大，可谓青
春风暴演绎思想盛宴，令人神往。”

会议君：“‘微融合 新常态’——第七届图书馆微服务研讨会，诚邀图书馆新
媒体服务的管理者或参与者一起讨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阅读和服务推广，共谋图
书馆的未来发展。”

图雷：“福利来了：发培训证书，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 2020年‘革命文献
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线上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29/14882.html报名方式培训班采取网上
报名方式。请通过中国图书馆学会官网（www.lsc.org.cn）右上角‘登录’，登录
进入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管理与服务平台，在‘我的首页’培训板块找到‘革命文献
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专题培训班，点击‘参加’按钮，即可报名。”

会议君：“图书情报|关于召开第七届图书馆微服务研讨会的通知
http://suo.im/6u4ry4。”

雨过天晴：“重磅来袭 | 南京理工大学张小兵馆长为你分享《赋能：图书馆
之涅槃重生》http://suo.im/5vULbF。”

乐：“参会|第六届中外高校图书馆年会（9.4 | 9.11| 9.18 在线举行）
http://suo.im/5ZZc8b。”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方建安：全流程发力，让图书馆文献资源离师生更近一
步.https://mp.weixin.qq.com/s/uYifPbw4QnVewE6-xgZBmg东华大学馆长方建
接受了《图书馆报》记者采访，从高校图书馆的定位、地位和作用等方面阐述了
yiqing期间东华大学图书馆是如何加强资源保障、创新服务模式的，并分享了
他对后 yiqing时期的文献资源建设的看法。”

Emily：“移动图书馆价值驱动力影响用户价值研究
https://www.wjx.cn/hj/9wos5kgwx0mxpoo2nqkdz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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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高校图书馆质量工程
http://www.calis.edu.cn/pages/list.html?id=ddd4925a-4dba-4cb4-8b90-3a

4c96469df3中国教育改革二十多年来，高校图书馆得到快速发展，随着生均册
数、生均经费、生均面积等一系列核心指标带动的高校图书馆评估工作的持续开
展，全国高校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全面增长。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高校图书
馆到馆率、外借量却出现严重下滑。一方面高校图书馆购买资源和服务始终处在
高校日常支出的一个大项，一方面教学、科研对高校图书馆的依赖越来越弱。高
校图书馆不论资源建设的速度还是服务都难以满足当前高校教育改革的发展需
求，更在高校图书馆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加重了学校的负担和压力。高校图书馆质
量工程就是在深化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当高校改革走进深水区的时候，高校图
书馆应对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目标 1. 高校图书馆重新成为学校教学、科研
信息资料保障中心；2. 全面优化高校图书馆资源结构；3. 全面改善高校图书
馆服务效能；4. 全面提升高校图书馆文献保障能力；5. 全面覆盖教育各阶段
图书馆；6. 全面推动出版、发行、馆配互利共赢新业态；7. 全面促进纸电同
采协同服务新模态。这是官方信息，进一步的问题，可以通过该页面上的联系方
式咨询。”

图谋：“《图书馆报》2020年 8月 14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

mid=127&ptid=1&a=20200814。”
图谋：“港城地方文献，荟聚德平书店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6754.html作为图书馆人，对书
及与相关的事物情有独钟。8月 15日，一家人到民主路步行街闲逛，发现了一
家书店——德平书店，进店转了转。我重点留意了连云港地方文献收藏，成体系
具规模，肃然起敬。这篇文字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分享至大窗，希望对图书馆
地方文献工作有所启发。”

图谋：“@全体成员 河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主任杨向明研究馆员分享了河
南省图书馆新进馆员培训报告 PPT，见群文件：做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图书馆
员.pdf 。欢迎感兴趣的成员进一步关注。感谢杨向明先生的分享！圕人堂非常
欢迎这样的分享。”

图谋：“有一种牵挂叫文丰笔
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6964.html身为凡夫俗子，有
着七情六欲，牵挂种种。于我，有一种牵挂叫文丰笔健。”

图谋：“沙枣树下说新语.高校图书馆发展规 hua制定的保障体
系.https://mp.weixin.qq.com/s/AwJ4Pmz5K1WR3RUxvHlFDQ高校图书馆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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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的制订过程，应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一般包括组织保障、制度保障、资源
保障、交流机制等 4个方面。在战略规 hua制订过程中，不同的人员有不同的任
务和职能分工。高校主管图书馆的校领导：负责对本校图书馆战略规 hua制订的
总体指导，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图书馆(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收集
和反映师生对图书馆工作的建议和意见，负责审议图书馆战略规 hua。图书馆馆
长：领导制订图书馆战略规 hua。战略规 hua组(战略规 hua委员会)：具体负责
图书馆战略规 hua制订，完成规 hua文本撰写。其他馆领导：为图书馆战略规
hua制订提供组织保障、制度保障、资源保障和交流保障。部门主任：负责本部
门重大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为涉及本部门业务工作的发展提出建议。工作人员：
负责对本馆战略规 hua提供建议意见。读者代表：包括教职工或者学生，他们从
读者角度负责为图书馆战略规 hua提供需求建议。校外专家顾问：负责为图书馆
战略规 hua制订提供咨询和指导。”

图谋：“这本书有好多人读。图书馆学是什
么.http://product.dangdang.com/27895124.html 作者:王子舟 出版社:北京
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 06月。”

图谋：“‘2019-2020年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课题组.2019年中国出版业发展
报告.https://mp.weixin.qq.com/s/MLpEsr633gKkR0842AvSCw聚焦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新需求新期待，着力提升原创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增强供给效能，推动
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雨过天晴：“图林语录 | 刘欣：在服务读者方面，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http://suo.im/6u4s1g。”

南京大*：“图书馆战略规 hua（案例 6）http://suo.im/60JNFE。”

1.3 圕人堂专题

（1）关于圕人堂的加群审核

图谋：“关于圕人堂的加群审核。只需提供圕主题（与图书馆、图书馆学相
关）信息即可。加群审核由管理员完成，图谋只是其中一个。如果没有提供与圕
主题相关信息会被拒，并告知‘圕主题群’。这是圕人堂群的加群审核规范。圕人
堂的做法也是个性化的。一般情况下，被拒后收到‘圕主题群’提醒之后，会自己
补充相关信息。假如不这样做，人员会非常复杂，代写代发、卖各种东西、发有
色信息等人员会趁虚而入。任何人一旦加入本群便为群成员，需要遵守本群群规
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tml）。类似这样的加
群申请，圕人堂是会拒绝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圕人堂（圕人堂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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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算是公益、公开、免费的。背后实际上凝聚了诸多圕人的心血和汗水。期待
全体成员多体谅，多呵护。”

（2）关于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的观察与思考

图谋：“关于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的观察与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3648.html 当前各种各样的问卷
调查，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借助行政力量或人际关系来推动的。利用网络社群做调
查研究，其实也要稍微做些功课的，需要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事半功倍。关于
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图谋作为‘群主’角色，与部分成员进行过若干次交流
与探讨，特此予以进一步梳理，供参考借鉴。” 图谋：“问卷宣传样式：问卷名
称、网址、简短说明（包含调查对象、调查目的、大致所需时长、致谢）。这样
的好处：一是方便人家直接填答（而不是另外花时间去识别）；二是明晰调查对
象；三是清楚您想干什么，让人做决定是否参与。有的问卷，半小时也不一定能
答完。换个角度思考，偶尔为之还行，次数多了，谁都会反感。这里有另外一个
原因，就是群成员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一定比例是在读学生，一定比例是未接受
过研究方法训练的一线工作人员。”

（3）圕人堂话题：‘图书馆十四五战略规 hua’之我见

图谋：“6月份，圕人堂公告中曾发布以下内容：圕人堂话题：‘图书馆十四
五战略规 hua’之我见 （1）您是如何看待的？ （2）此类战略规 hua的重点、难
点、痛点是什么？ （3）您有何意见或建议？ 答题要求：任意选答，可繁可简。
圕人堂成员皆可以参与。不同视角会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参考借鉴价值。交
流尺度，请遵守‘ 圕人堂 QQ群规范（修订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tml）。”

图谋：“近两个月来，虽然未见较为热烈的讨论，但可以见到星星点点的智
慧火花。其中有种反应是：那是馆长的事情，与我无关。现实中，可以看到的，
也基本是馆长在谈战略规 hua如何制定或该如何制定。若干思考，无论是冷的热
的，有心人看到了，或许会是有益的。圕人堂成员分布各个层面。有一定比例成
员是各馆规 hua制定与实施的骨干成员。难在钱紧，人手紧，事多？难在哪，大
声说出来。各家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招。有些招是可以学习的高招妙招。”

广州书童：“大有大的规 hua，小有小的规 hua，没有不妥。”
图谋：“咱们主要是围绕图书馆职业、专业、事业闲聊几句。表面上无用，

实际或多或少会有所帮助。比如，家家户户要做的事情，有样看样，没样学样。
近期，南大沈奎林老师又搜集了一批样例，或多或少有一定参考价值。近年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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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馆的战略规 hua很给力，期待这样的馆越来越多。”

1.4 高校图书馆为教育 Bu 本科合格评估提供支持

信阳农*：“各位同行下午好！有写过《图书种类册数与学科专业匹配情况报
告》这样的材料吗？我们学校明年评估，现在准备材料。我想参考一下，谢谢了。”

图谋：“这方面的材料，估计属于个性化服务，需要配合需求方做一些辅助
支持工作。学科评估、专业评估等，需要图书资料方面的数据作为支撑材料。图
书馆方面是做辅助支持工作的。哪个层面组织的? 相同层面交流会更有针对性，
更有参考价值。”信阳农*：“教育 Bu。”

图谋：“此项工作是可繁可简的，真正要做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学科分类、
文献分类、学科交叉等的映射关系复杂。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各馆的馆
藏数据质量，实际也是良莠不齐的。回头可能还得进一步结合实际，采取相应措
施。”

徐徐清风：“这种报告应由相关学院具体撰写，图书馆按院方要求提供相关
数据就行了。”

1.5 港城地方文献，荟聚德平书店

图谋：“港城地方文献，荟聚德平书店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6754.html作为图书馆人，对书
及与相关的事物情有独钟。8月 15日，一家人到民主路步行街闲逛，发现了一
家书店——德平书店，进店转了转。我重点留意了连云港地方文献收藏，成体系
具规模，肃然起敬。这篇文字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分享至大窗，希望对图书馆
地方文献工作有所启发。”

图谋：“当前，各种禁忌或者说需要注意的方面甚多。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博
文，多是图谋‘供货’，早已意兴阑珊，勉强撑持，与初衷相距甚远。图谋从 2019

年开始想了一招，推‘圕人堂文摘’，一方面算是试图做些类科学普及工作，一方
面省点力气（相对推出纯原创文字会省点力）。实践表明，也不好做。比如 2019

年 2月做的‘图书馆领域常见名词选辑’，该摘编原本是比较受欢迎的，发布之后
被屏蔽（可能的原因出现了不能碰的字词）。冷不丁被屏蔽，或者发布时直接被
系统屏蔽，无法通过审核，屡见不鲜。”

图谋：“博文中，尤其是周讯中，部分字词需要技术处理，比如用拼音代替
或者换表述等，这样的工作基本是依靠‘直觉’，有的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找
错、纠错。之前形容周讯的发布环节为‘周考’，考试时间一小时甚至数小时是比
较经常遇到的事情。2020年，图谋没敢主动为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约稿。一方面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6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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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圕人堂化缘能力退化，稿费吃紧；另一方面是，图谋无法预料能否发布出来（需
要通过两道关：一是系统的自动检测，二是人工审核），图谋自身写的内容也存
在发布不出来的，如是约稿无法发布出来更为尴尬。”

图谋：“图谋汇报上述信息，算是圕人堂‘群务公开’范畴。期待有助于增进了
解，共同呵护，共知共建共享，让彼此更好的受益。”

1.6 图书馆各项工作的标准定义来源

小河弯弯：“请问各位同仁，哪里可以找到关于图书馆各项工作的标准定义
呢？比如什么是读者服务？什么是借阅服务？”

平湖晓色：“@小河弯弯 这个可以从吴慰慈、于良芝等学界大咖的图书馆学
概论类教材上找到相对准确的定义。”

图谋：“规范用词 英文名学科 公布年度 读者服务 reader service 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 2019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_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_一般概
念定义：图书馆以各类文献资源、设施为依托，提供适合和满足读者知识、信息、
空间需求的各种服务活动，是图书馆读者工作的核心。主要包括：文献借阅、文
献检索、参考咨询、阅读指导、资源推荐、文印服务、自习与研讨等。见载：《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

图谋：“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可以通过检索术语在线
（http://www.termonline.cn/index.htm）获得答案。信息来源：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_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9.8. 图书馆领域常见名词选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2548.html图谋按：图书馆领域
常见名词选辑，共选录 45个名词。名词释义源自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事务中心术语在线网站（http://www.termonline.cn/）中《图书馆·情报与文献
学名词》第一版。先选录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事业等‘基础名词’，
再将图书馆分成五大要素（空间、资源、服务、管理、人员）进行编排。注：该
文当前处于被屏蔽状态，可以尝试通过百度缓存阅读全文。”

图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是一本很好工具书，可以在线免费查
阅。圕人堂曾多次予以宣传推广。”

1.7 新馆规 hua 中的痛点与经验

天天：“如果有新馆规 hua的，最好不要有中庭，实际使用面积减少不说，
图书馆都变成了水帘洞。如果实在要中庭，种树、造假山、盖大池塘都行。别问
我为什么，你就实地探访下有几家有中庭的现在不漏，以后也不漏。”

http://www.artlib.cn/
http://www.termonline.cn/index.ht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2548.html
http://www.termonli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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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关于新馆规 hua，对部分馆可能是个痛点，因为碰上了‘交钥匙工程
的’，如果图书馆方面深度参与的，问题可能会少一些。前一段时间吴建中馆长
的一篇博文也提及中庭问题。不过图书馆的漏雨问题，较为常见，许多图书馆为
此头大，不仅中庭漏，其它地方也漏。让操心的操心去就好。无论啥事，总得有
些人如操心。这段时间好多地方暴雨，图书馆漏雨的可能会有不少。更糟糕的是，
书库泡水。关于图书馆漏雨的问题，实际上也大有文章可做。不如总结一下有多
少种漏法，探析一下原因，给出多少种对策……”

图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活动，最初的想法，包括展示这类发现。实际
会有很多很多情况。图书馆与图书馆的情况也可能大不同。刚才天天提及的中庭
设计是其中一种情形。或许还可以有玻璃幕墙、图书馆选址、防水材料与技术应
用等等。”

图谋：“密集书库选址，防雨防潮除湿，也存在许多需要操心的问题。图书
馆员参与抢救或保护被水泡水淹的图书，是份苦差事。”

天天：“还是找根儿吧。如果图书馆方方正正，四面有窗，上打橡胶顶，它
就不可能漏。追求造型独特的所谓高大上，外表光鲜，内在痛苦不堪，窗户都没
有。为了解决采光问题，只好在中庭上建玻璃窗顶，才会漏，就会漏。”

1.8 书与饮食文化

刘建平：“【李白图书馆餐厅】博地中心｜把菜做成诗！真正的好味道不一
定只在街边小巷，也可以出现在大雅之堂 http://suo.im/5KWHOT。”

Jinn：“我有个疑问，书放在餐厅里，会不会吸收菜味，特别是石锅这类味
道重的菜？”

图谋：“‘李白图书馆餐厅’，‘图书馆’嵌入到饮食文化中，以图书（及书模）
代指‘图书馆’。好些茶餐厅有类似的做法。书更多的是作为道具或装饰而存在，
真正去那样的营业场所翻书（或读书）的，非常少。候餐的过程中，一般低头看
手机的居多，会选择翻书的挺少。”

常宏-*：“@图谋 俺的 4万多册艺术图书如何实现价值呢？”
图谋：“近期我自身在一家新华书店大楼内的茶餐厅观察体验了。那家茶餐

厅，摆放的书不少，且取用较为方便，邻近位置可随意取用，多是较为受欢迎的
娱乐休闲或成功励志类图书。被翻动的痕迹不甚明显。我自身在那用餐过程中，
除了我翻阅了书本书之外，未见第二人翻阅。茶餐厅供应牛排、中餐等，未发现
书有味道。”

图谋：“常总的艺术书，高档的茶餐厅可以考虑配置一些。据个人了解，好
些商业场所配置的实际是书模。也就是可以考虑兼营书模。时下倡导文明城市、

http://www.artlib.cn/
http://suo.im/5KW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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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城市。艺术图书书模，好多场所会选用。许多新建图书馆（或者馆舍空间改
造），也有选用书模做效果。还有一个体验，印刷型艺术图书实际上有其独到的
用户体验，是有市场、有价值的。艺术类电子书或网络图片等，与印刷型艺术图
书，两者的阅读体验有较大差异。”

图谋：“家庭装修（书房或客厅布置），有条件的，配置一些印刷型艺术图
书，可能也是一个运用场景。另外还有一个小建议，常总的艺术图书，如果方便，
做些营销推广工作（比如提供总体介绍、书目信息等），或许会有助于价值实现。
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家庭装修、商业场所（购物环境）等属于潜在的目标
用户群。”

广州书童：“@常宏-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 拍卖。”
pww：“@常宏-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 常总，拜读过您的大作《图说美学》，

华文出版社的，是您吧？年龄越往上走，越觉得美学对于愉悦生活的重要性。世
界艺术鉴赏库曾免费开放，谢谢常总！”

图谋：“根据群消息，进一步搜了常总的书，发现有好多本，比如这本，算
是畅销书了。图说美学（彩图精
装）.http://product.dangdang.com/23618941.html作者:常宏,朱珂苇 编著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 12月 本书上篇采用直观的图文呈现
手法，用故事性的叙述语言讲述美学的发展历史，记录美学大师的人生历程，阐
释美学的重要理论；下篇将美学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灵活地联系起来，将美学
学习根植于实际生活的土壤中，让读者在轻松的氛围中明白深奥的美学理论。”

pww：“常总太低调了，也不推荐我们学习一下，提高一下美学修养。”

1.9 多所图书馆发展规 hua

图谋：“2016-2020年广州图书馆发展规
hua.http://www.gzlib.org.cn/devplan/index.jhtml2015年 11月发布，可以
下载全文。广州书童展示十四五规 hua征求意见稿截图之后，有两人次咨询是否
可以分享。图谋‘抢答’一下。广州书童的展示，主要用意可能是告知该馆已形成
了‘征求意见稿’，这类文本通常是面向特定对象特定范围，一般不属于公开分享
范畴。如果成员间比较熟悉，进一步私下交流与分享是有可能的。”

图谋：“东莞图书馆战略规
huahttps://www.dglib.cn/dglib/sswghzt/zlghlist.shtml。”

图谋：“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十三五’规
huahttps://www.zslib.com.cn/jingtaiyemian/zwgk/%E5%B9%BF%E4%B8%9C%E7%

9C%81%E7%AB%8B%E4%B8%AD%E5%B1%B1%E5%9B%BE%E4%B9%A6%E9%A6%86%E2%80%9C%

http://www.artlib.cn/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618941.html
http://www.gzlib.org.cn/devplan/index.jhtml
https://www.dglib.cn/dglib/sswghzt/zlghlist.shtml
https://www.zslib.com.cn/jingtaiyemian/zwgk/%E5%B9%BF%E4%B8%9C%E7%9C%81%E7%AB%8B%E4%B8%AD%E5%B1%B1%E5%9B%BE%E4%B9%A6%E9%A6%86%E2%80%9C%E5%8D%81%E4%B8%89%E4%BA%94%E2%80%9D%E8%A7%84%E5%88%92.pdf
https://www.zslib.com.cn/jingtaiyemian/zwgk/%E5%B9%BF%E4%B8%9C%E7%9C%81%E7%AB%8B%E4%B8%AD%E5%B1%B1%E5%9B%BE%E4%B9%A6%E9%A6%86%E2%80%9C%E5%8D%81%E4%B8%89%E4%BA%94%E2%80%9D%E8%A7%84%E5%88%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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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D%81%E4%B8%89%E4%BA%94%E2%80%9D%E8%A7%84%E5%88%92.pdf可以下载 pdf

版全文。”
图谋：“上图情报所‘十三五’发展规 hua（2016年 3月 14日馆所五届二次职

代会通过）
http://www.library.sh.cn/dzyd/rdsm/images/%E4%B8%8A%E5%9B%BE%E6%83%85

%E6%8A%A5%E6%89%80%E2%80%9C%E5%8D%81%E4%B8%89%E4%BA%94%E2%80%9D%E5%8F

%91%E5%B1%95%E8%A7%84%E5%88%92%EF%BC%882016%E5%B9%B43%E6%9C%8814%E6%9

7%A5%E9%A6%86%E6%89%80%E4%BA%94%E5%B1%8A%E4%BA%8C%E6%AC%A1%E8%81%8C%E

4%BB%A3%E4%BC%9A%E9%80%9A%E8%BF%87%EF%BC%89.pdf可以下载 pdf版全文。”
图谋：“Guo家图书馆‘十三五’规 hua纲要

http://www.nlc.cn/dsb_footer/gygt/ghgy/可以直接浏览网页版，也可以下载
docx版全文。”

图谋：“这是‘高校图书馆规 hua要三严三实’文后评论中的内容，文字单独贴
一下。北京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认为：‘每一个图书馆的规 hua都应该是不一样
的，因为其所服务的对象和要达成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因此，关键是对于自身所
处环境和自身状况的深入理解以及对于趋势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发
展目标，以及为达成目标所需要采取的措施，这些写清楚了，就可以说是一个好
的规 hua了。’。”

图谋：“图书馆的战略规 hua于圕人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广大圕人或直
接或间接参与其中。圕人堂作为草根社群，实际上是自 2015年开始（2014年建
群）就在做相关信息服务工作。圕人堂成员，实际是由学界、业界、教育界及其
它图书馆利益相关者构成。圕人堂的一些行动，实际是在兼顾不同层面的需求，
努力让圕人各取所需、各有所获。圕人堂所做的微努力，或多或少是会有所帮助
的。比如：一次次的相关信息梳理与分享，实际可以节省相关人员的时间和精力；
大窗交流与分享，促进成员之间的小窗交流与分享；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相关
理论研究成果开花结果；某种意义上还起着监督作用，若干馆信息公开的战略规
hua执行效果如何，圕人堂成员在‘注视着’……。”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图书馆界的“17 年”研究果实熟了

2020-8-21 12:05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zslib.com.cn/jingtaiyemian/zwgk/%E5%B9%BF%E4%B8%9C%E7%9C%81%E7%AB%8B%E4%B8%AD%E5%B1%B1%E5%9B%BE%E4%B9%A6%E9%A6%86%E2%80%9C%E5%8D%81%E4%B8%89%E4%BA%94%E2%80%9D%E8%A7%84%E5%88%92.pdf
http://www.library.sh.cn/dzyd/rdsm/images/%E4%B8%8A%E5%9B%BE%E6%83%85%E6%8A%A5%E6%89%80%E2%80%9C%E5%8D%81%E4%B8%89%E4%BA%94%E2%80%9D%E5%8F%91%E5%B1%95%E8%A7%84%E5%88%92%EF%BC%882016%E5%B9%B43%E6%9C%8814%E6%97%A5%E9%A6%86%E6%89%80%E4%BA%94%E5%B1%8A%E4%BA%8C%E6%AC%A1%E8%81%8C%E4%BB%A3%E4%BC%9A%E9%80%9A%E8%BF%87%EF%BC%89.pdf
http://www.library.sh.cn/dzyd/rdsm/images/%E4%B8%8A%E5%9B%BE%E6%83%85%E6%8A%A5%E6%89%80%E2%80%9C%E5%8D%81%E4%B8%89%E4%BA%94%E2%80%9D%E5%8F%91%E5%B1%95%E8%A7%84%E5%88%92%EF%BC%882016%E5%B9%B43%E6%9C%8814%E6%97%A5%E9%A6%86%E6%89%80%E4%BA%94%E5%B1%8A%E4%BA%8C%E6%AC%A1%E8%81%8C%E4%BB%A3%E4%BC%9A%E9%80%9A%E8%BF%87%EF%BC%89.pdf
http://www.library.sh.cn/dzyd/rdsm/images/%E4%B8%8A%E5%9B%BE%E6%83%85%E6%8A%A5%E6%89%80%E2%80%9C%E5%8D%81%E4%B8%89%E4%BA%94%E2%80%9D%E5%8F%91%E5%B1%95%E8%A7%84%E5%88%92%EF%BC%882016%E5%B9%B43%E6%9C%8814%E6%97%A5%E9%A6%86%E6%89%80%E4%BA%94%E5%B1%8A%E4%BA%8C%E6%AC%A1%E8%81%8C%E4%BB%A3%E4%BC%9A%E9%80%9A%E8%BF%87%EF%BC%89.pdf
http://www.library.sh.cn/dzyd/rdsm/images/%E4%B8%8A%E5%9B%BE%E6%83%85%E6%8A%A5%E6%89%80%E2%80%9C%E5%8D%81%E4%B8%89%E4%BA%94%E2%80%9D%E5%8F%91%E5%B1%95%E8%A7%84%E5%88%92%EF%BC%882016%E5%B9%B43%E6%9C%8814%E6%97%A5%E9%A6%86%E6%89%80%E4%BA%94%E5%B1%8A%E4%BA%8C%E6%AC%A1%E8%81%8C%E4%BB%A3%E4%BC%9A%E9%80%9A%E8%BF%87%EF%BC%89.pdf
http://www.library.sh.cn/dzyd/rdsm/images/%E4%B8%8A%E5%9B%BE%E6%83%85%E6%8A%A5%E6%89%80%E2%80%9C%E5%8D%81%E4%B8%89%E4%BA%94%E2%80%9D%E5%8F%91%E5%B1%95%E8%A7%84%E5%88%92%EF%BC%882016%E5%B9%B43%E6%9C%8814%E6%97%A5%E9%A6%86%E6%89%80%E4%BA%94%E5%B1%8A%E4%BA%8C%E6%AC%A1%E8%81%8C%E4%BB%A3%E4%BC%9A%E9%80%9A%E8%BF%87%EF%BC%89.pdf
http://www.nlc.cn/dsb_footer/gygt/ghgy/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72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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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9日从 Guo家图书馆出版社微信公众号获悉《“17年”图书馆事业与学术思想

史研究》（吴稌年,顾烨青.“17年”图书馆事业与学术思想史研究 .Guo家图书馆

出版社，2020.4.）正式出版了，已启动了图书营销工作。笔者立即在圕人堂进一

步宣传推广（发@all信息），并附加评论：“《“17年”图书馆事业与学术思想史

研 ...

个人分类:圕人堂|16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有一种牵挂叫文丰笔健

2020-8-19 11:28

身为凡夫俗子，有着七情六欲，牵挂种种。于我，有一种牵挂叫文丰笔健。 我

最早知悉这个词，印象中是大学时代投稿收到编辑回信中出现的。《天津日报》

肖秋生先生给我回信，鼓励我写随笔，文末的祝愿语中出现，署名是秋子。我试

图找出这封信（应该还保留着），结果只找出了两封回信的信封 ...

个人分类:圕人堂|44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港城地方文献，荟聚德平书店

2020-8-17 18:37

作为图书馆人，对书及与相关的事物情有独钟。8月 15日，一家人到民主路步

行街闲逛，发现了一家书店——德平书店，进店转了转。我重点留意了连云港地

方文献收藏，成体系具规模，肃然起敬。 8月 16日进一步通过网络了解该书店

及店主，果然事迹不凡。通过网络获取的信息加了店主的微信，并告 ...

个人分类:圕人堂|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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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文件。

3.大事记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24728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728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728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4728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728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4728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6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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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96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696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696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4696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696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4696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67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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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75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675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675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4675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4675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46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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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推介吴稌年、顾烨青《“17年”图书馆事业与学术思想史研究》一

书。该书为 Guo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图书馆界的“17年”研究果实

熟了！个大味美，香甜可口，解渴生津，滋补良品。倘若不信，不妨亲口尝一尝。

见 ： 图 书 馆 界 的 “ 17 年 ” 研 究 果 实 熟 了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7283.html

(2) 8月 18日，河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主任杨向明研究馆员分享了河南省图

书馆新进馆员培训报告 PPT，见群文件：做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图书馆员.pdf 。

欢迎感兴趣的成员进一步关注。

(3) 8月 19日，圕人堂聚焦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主办的“彰显图书馆学新担

当 实现守正创新新作为 新时代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学术

论坛”，“转播”了学科建设专场及人才培养专场。

(4) 2020 年 8 月 21 日 14:21，群成员达 2835 人（活跃成员 313 人，占 11%），

在线 1516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0.6%），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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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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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728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it.net.cn/tua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28 期 2020082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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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