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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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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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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深圳市坪山区委宣传部下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非编工作人员岗位

表:http://www.szpsq.gov.cn/xxgk/rsxx/gwyzkhsydwzpxx/content/post_8099

028.html。”

鲲鹏展翅：“关于举办 2020 年高校知识产权学术交流会的通知

http://www.cutech.edu.cn/cn/zxgz/2020/09/1598949626138712.htm。”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阅读 MOJITO》MV 欢乐上

线.https://mp.weixin.qq.com/s/mXexmg8HbYQxZf3vwirmQQ。”

图谋：“十载研究终不负，共谱华章惠学林——《 H 型指数和 H 型测度研

究》读后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0556.html 日前，科学

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圕人堂 QQ 群，先后以‘好书推介：《 H 型

指数和 H 型测度研究》’为题推介了赵星、李盛庆、叶鹰等著《 H 型指数和 H

型测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9.）一书。做这个推介，实际上背后需要做

点功课的，进行了粗略的检索，并形成较为粗浅的印象，认为那是一本值得推介

的好书。实事求是，我的研究兴趣更多的是侧重图书馆学领域，但对情报学、档

案学领域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始终保持着关注，毕竟同属‘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为了能更好的学习，我还实际从网上书店买来一本，翻阅

之后，迫不及待的写下本篇粗浅的读后感。”

图谋：“老衲曰.苏州第二图书馆印象（17-24，智能书

库）.https://mp.weixin.qq.com/s/avWA8AeH7iv1E52169mLzw 图谋荐读：中国

人民大学图书馆张丹东副馆长撰写。智能书库图文并茂，参观交流笔记分享所见

所闻所感，另有延伸阅读信息 5 条，有助于增广见闻。”

图谋：“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工作特点、问题与对策

https://mp.weixin.qq.com/s/Z3Ce66uPxwftcIEotNSTiw 摘编自：张群,惠澜,谢

东,江惜春.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基于高校国家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调研[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4):53-58，75.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激发科技创新、提高知识产权

的价值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这是新时代赋予图书馆的新使命、新挑战，

是当前图书馆转型变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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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关注高校图书馆非在编人员群

体.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928.html。”

1.3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阅读 MOJITO》MV 欢乐上线

图谋：“@全体成员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阅读 MOJITO》MV 欢乐上

线.https://mp.weixin.qq.com/s/mXexmg8HbYQxZf3vwirmQQ 一群充满情怀的师

大图书馆人一拍即合的小策划，整部 MV 都由馆员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制。图书馆

里有书有资源有故事，更有一群充满热情的图书馆人，以人为本，服务创新，来

这里读书解惑，Sunny Library 敞开大门欢迎您！馆长、馆员、读者一起 Happy。

一派欢乐祥和景象。”

图谋：“像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自制 MV、分享的图书捐赠信息，都挺好

的，部分成员可以从中切实受益的。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网站首页截图，信息来

源：http://www.library.gxnu.edu.cn/main.htm。”

1.4 《中国装饰脸谱》图书捐赠

王沛：“尊敬的各位老师:受《中国装饰脸谱》作者郭金洲先生家人的委托，

特发布图书捐赠消息，有收藏意向的图书馆请与郭长春女士联系。如有打扰敬请

谅解。谢谢！”

麦子：“中國裝飾臉譜 /Zhongguo zhuang shi lian puAuthor:郭金洲, 1932-

郭金洲, 宋秉武编著.宋秉武.;Jinzhou Guo;Bingwu SongPublisher:陕西人民美

术出版社,Xi'an Shi : Shanxi mei shu chu ban she,

2005.Edition/Format:Print book: Chinese : Di 1 banView all editions and

formatsRating:(not yet rated)0 with reviews - Be the first.SubjectsMasks

-- China.Theatrical makeup -- China.Operas, Chinese.”

图谋：“王沛提供的信息，算是一项福利。”

1.5 高校图书馆的评估指标的讨论

煮酒论*：“咨询：关于对高校图书馆的评估指标里面生均满足一百册以上

图书这个条件，包含电子图书吗？还是说光指的是纸质图书要达标？如果包含电

子图书的话怎么折算的呢？谢谢！我们学校每年都要填两个表，一个高基表，一

个基本状态数据库，里面都涉及到图书馆的资产等，不知道群里有没有填的，据

我所知有的学校图书馆说从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让教务处等部门直接代劳了。”

图谋：“这块之前的讨论很多。首先，你要看是哪里组织的评估，有没有专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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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规定。其次，高校图书馆，高职高专馆的评估，电子图书有折算办法。非高职

高专馆尚无电子图书折算办法。王启云.闲话高校基本办学条件与文献资源建

设.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36886.html。这篇文字可以参

考。”骑鹿踏雪：“电子图书有折算标准，但是只是指导意见，还没有具体实施。”

图谋：“据《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 年第 1 期朱强主编新年寄语中透露：

‘协助教育 Bu 规划司完成《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生

均图书’指标的修订，与时俱进地将电子图书纳入统计范围，高等学校教学评估

指标体系也将做相应修改。’这次指标修订，没能最终形成正式指导文件。”

图谋：“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教育 Bu 制表，国家统计局批准）。高基

522 为’信息化建设情况‘表，表中需要填写’数据资源量‘，包含：电子图书

（册）；电子期刊（册）；学位论文（册）；音视频（小时）。”二木：“高基

关乎学校生存，基本可以认为反映真实数据。”

煮酒论*：“电子图书（册）：指统计纳入馆藏目录可供使用的电子图书的

数量，包括以全文电子图书数据库形式和按单种挑选订购的电子图书。电子图书

1 种算 1 册，不同数据库包含的同种书分别计算。电子期刊（册）：指统计纳入

馆藏目录可供使用的全文电子期刊的数量，包括以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形式和按

单种挑选订购的全文电子期刊。中文电子期刊每种每年算 1 册，外文电子期刊每

种每年算 2 册，不同数据库包含的同种期刊分别计算。”

少林：“一年一度的数据填报工作又开始了，群主的话题真及时！关于朱强

馆长发的那篇文章刚一发布我就拜读过，目前电子图书在状态数据平台中个明确

了可以纳入馆藏！计算生均藏书量和年进书量不知道有没有正式下文将电子图书

计算在内？”

煮酒论*：“还有生均年新增图书一项，我看群主推荐博客里面文件写的是

在校生超过 30000 的，年新增图书 9 万以上就算达标，如果按这个折算生均新增

4 册，在校生 2.3 万到 3 万之间的是不是这个 9 万也适用？要不这个区间的不公

平。我们之前评估也是要求两项指标都要达标，这两年扩招，总册数就吃紧了。”

广东小*：“年度新增图书指标有两种算法，一种是算总册书，一种是算生均册

书。二者达到其中之一就可以了。”二木：“从我们学校评估办的反映，总册数

跟生均册数都要达标。”

少林：“关于高校合格评估中专家访谈，图书馆应该怎么应对专家的访谈，

作为评估专家，一般会关注图书馆的哪些问题，请同行们给些建议！合格评估的

哪两个主要指标肯定要达标的，就看专家在实地考察及访谈环节还会关注图书馆

的那些问题？”

图谋：“这个指标体系后来是否形成正式文件，不了解。圕人堂群 2017 年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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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讨论过，如果有进一步的信息，期待分享。”顾健 *：“高职高职图书馆的

评估指标体系是深职院牵头，没有形成正式文件。这个有北大图书馆章

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tjpg/huihan.pdf。”

小菜：“国外数据库基本都是订阅性质，假如不续订或订购，有些订阅年的

数据也不能访问，这些电子期刊，应该不算馆藏的吧？iGroup 的库，大部分是

订阅式。”

图谋：“圕人堂群中，确实是‘有’一些的东西。部分是真的已经‘有’，

还有部分是真的‘可以有’。如何盘活资源？是一个说难就难，说易也易的问题。”

图谋：“有一定比例的问题，曾经有交流与探讨，且形成了可资参考的信息。

还有一定比例的问题，实际上圕人堂的每一位成员均可以视作‘真人图书’，可

以通过‘真人图书’获得参考答案。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http://lib.nit.net.cn/tuan/各期周讯

http://lib.nit.net.cn/tuan/issue.php 热门议题

http://lib.nit.net.cn/tuan/subj.php。关注‘过去’的信息，www 老师研发

的‘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有帮助。”

1.6 关注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升级改造

图谋：“刚从《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 年第 4 期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图

书馆建于 1920 年，现有两座独立馆舍和建筑分馆，总面积为 3.9 万平方米。2020

年初，完成两个校区馆舍的升级改造，新增解压体验室、全新激光影院、微课录

播室、3D 体验空间、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读者体验空间， 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

提升图书馆服务内容与服务水平，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智能舒适的阅读服务。

改造后的图书馆将建成以读者为中心，以服务为基石，促进学习、协作和研究的

全新服务模式，为学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高效管理、社会服务等方面提供有

力支撑。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正朝着建设‘现代化、研究型、开放文明的世界

一流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目标扎实奋进。”

图谋：“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全景展示

https://720yun.com/t/f75jzseOtO4?scene_id=8864740。”

图谋：“信息素养培训教室。全景展示中，目前好像还没有展示‘解压体验

室、全新激光影院、微课录播室、3D 体验空间、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读者体验

空间’。《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 年第 4 期封底刊登了"解压体验室"的一张照

片。”

图谋：“期待有成员方便时系统分享一下‘高科技读者体验空间’模样。”

图谋：“图谋‘参观’了一下，感受是：别人家的图书馆真漂亮。”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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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aw：“别人家的图书馆一直精彩生活着我们家的图书馆还在努力生存

着。”图谋：“@Follaw Follaw 馆长那也挺漂亮的,等着 Follaw 馆长分享你家

的，好像还没见到？”Follaw：“这是个宣泄室，心理咨询中心有@图谋。”

1.7 “全景图书馆”辑录

图谋：“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通过各馆的‘全景展示’游览图书馆，也是

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全景图书馆’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0434.html 特此辑录部分图书馆

所制作的作品形成一个专辑供学习与借鉴。图谋建议有条件的馆，尤其是新馆提

供这样的展示，这样的展示属于‘图书馆营销’范畴，对‘内塑内涵，外塑形象’

有所帮助。7 月份图谋起了个头，欢迎大家增补。谢谢！”

图谋：“‘解压体验室、全新激光影院、微课录播室、3D 体验空间、智能

机器人等高科技读者体验空间’，适合做全景展示，估计比较吸引眼球。图书馆

与图书馆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点。”

图谋：“重庆三峡医药高等学校图书馆全景展示

https://720yun.com/t/d5vkueqeO1w?scene_id=38259329。”

图雷：“@Follaw 解压体验室听名字就有想象去体验的冲动，不错。是你们

自己做的还是通过外面第三方公司？取经。转发到我们图书馆群 同层次的学校

我们学校经费跟你们差距不小。你们规划配置的不错，值得学习。”

Follaw：“三方公司。新馆建设子项目下面的一个小内容。机缘巧合促成这

一切，恰巧我对这个有兴趣有敢说，恰巧没有人比我更懂，恰巧领导放手，恰巧

学校经费勉强凑合。”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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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重庆三峡医药高等学校图书馆太棒了！为 Follaw 馆长点赞!”华农

李*：“这个在新生入馆教育里面很有用。”中原劲草：“至少这个解压室和当

下要求高校新生入校做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相适应的，挺好的。”

图谋：“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相册，初衷是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图书馆，条件

好的，条件不那么好的，甚至条件比较糟糕的，均欢迎交流与分享。有条件做全

景图书馆的，大多是比较养眼的，欢迎更多成员参与探索、发现、分享。前边说

的‘全景图书馆’辑录，已辑录了近 20 家不同类型图书馆。好像科学网的评论

功能当前放开了。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增补。”Follaw：“@图谋 还有很多不足，

要费很多心思。”

1.8 圕人堂“新人”从业抒怀

图谋：“深圳市坪山区图书馆，新馆启用时间不长。印象中最早见到的是刘

洪主编的分享。点滴分享，彼此受益。浏览了前边的讨论。图谋有一些感慨。我

的印象是，当下这一批图书馆员，总的来说太拼了，‘性价比’老高了。有点隐

忧是，好些图书馆的人真的快‘拼光了’，长此以往，似乎不大‘自然’，事业

需要传承与发展，每念及此，有几分不大自在。圕人堂群近 6 年新入职的图书馆

从业者不知道有几位？是否愿意冒个泡？”

咯咯：“举手,六年。”秋香：“ 今年入职图书馆三年 +1。”那些花*：

“五年半。” 华南师*：“一年。”图穷：“七年零两个月。”图谋：“资深新

人。在圕人堂建群（2014 年 5 月 10 日）之后入职图书馆的，叫‘新人’。”图

谋：“看来新人不少呀。期待进一步分享入职感言。较为规整的，科学网圕人堂

专题予以选刊。主题可以是：圕人堂‘新人’从业抒怀。”

图谋：“同时欢迎‘新人’继续冒泡，闪亮登场，花式登场……随心所欲。”

麦子：“图书馆要存在下去只能靠馆藏极其和馆藏有关的服务，因为如果没

有馆藏，图书馆的房子在漂亮也不能成其是图书馆。现在学生区的生活空间比图

书馆舒服太多，而且有大量的阅读场地，所以我们的读者来馆人数一直是下降的，

但也无所谓。”

1.9 新书快报 | 《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

图谋：“新书快报 | 《金恩晖图书馆学文

集》.https://mp.weixin.qq.com/s/Fk6DOxKTwhM8K66BFHLiEA 作者：金恩晖出

版社：长春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 年 09 月国际标准书号 ISBN：9787544560276

编辑推荐金恩晖先生治图书馆学研究 60 载心血之作内容简介本书主要收集了金

恩晖先生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面的文章 130 余篇。分别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研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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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图书事业史，图书馆事业建设，图书采访、分类及其他业务工作，图书

馆学教育与学会、刊物工作，图书馆的读者阅读指导，文献工作、文献学及文献

检索，目录工作、信息管理与目录学、信息学，记述与评论图书馆界师友的研究

及其著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是金恩晖先生图书馆学研究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文

集。北京大学王子舟教授作序。作者简介金恩晖，曾用名金恩辉，1938 年生，

吉林市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图书馆学，兼及地方史志、古籍文献及文艺理论等。

196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1 至 1998 年，在吉林省图书馆先后做过

中外文分编、业务指导、参考咨询、学会活动、专业刊物编辑等工作。历任吉林

省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图书馆学报》编委、《图书馆

学研究》主编、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吉林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1984 至 2004

年，任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撰写文章 400 多篇，出版著作 40 余部，

著有《金恩辉图书馆学文选》《〈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等，主编

《图书馆学引论》，与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胡述兆教授联合主编大型工具书《中

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1.10 图书馆员职业生涯与发展讨论

Fan x*：“请问群里哪个高职高专开办图情管理专业的。”

图雷：“高职高专开办图情管理专业的国内没有吧？”中国药*：“图情专

科根本没法找工作，专科还是以学技术为主。”低调：“高职出来好就业吗？”

麦子：“这似乎离入职门槛的努力更远了。白话就是：现在图书职业发展大

概有 3 个做法：一个是逐渐正规化，引进门槛，把硕士变成是起码条件。二是继

续目前的做法，照顾学校家属的就业，反正都可以进人，继续稀释这个行业，让

想做这行的科班出身的继续绝望。三是，淡化图书馆职业，压缩人员编制，然后

把活包给外面公司和物业。如果我这个看法多少靠谱的话，我觉得高职专开办图

情管理其实是顺应这上面的第三种做法的。很想看看大家的看法。”

曲师大*：“@麦子 这个总结太棒了，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三者共存，三者基

本对应双一流，普通高校，高职。”

图谋：“这个话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话题。麦子老师总结的 3 个做法，我觉

得结合当前实际，需要和谐共生共存。对于研究型图书馆，需要进一步强调入职

门槛，强调图书馆员队伍专业化。对于教学与研究并重型图书馆，专业馆员与辅

助馆员探寻一个自洽比例。对于应用型职业技能型，需要侧重辅助馆员的培养。

高职高专培养辅助馆员也应是‘新常态"。图书馆学教育体系，缺少专科层次，

实际上是不够完整的。种种原因，当前图书馆这一行，从业人员队伍实际上是严

重失衡的。”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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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如果我是国内大佬的话，一定会推广第一种，让真正想献身这个行

业的下一代图人能够从自己的选择上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最

基本的要素：公平。这其实和图情教育可以形成一条龙的整合，因为有了门槛，

可以大大提高图情硕士学位的地位，而且也可以保证这个行业的薪水水平。当然，

我说了这些，也就说明我是永远不可能在国内做大佬。”

图谋：“我前边那句话，我在输入过程中，诲人不倦老师先行一步，算是不

谋而合。还是种种原因，许多事情，大佬同样力不从心。”

谈天：“说到吃饭问题，很赞同，哈哈。要不图谋在群里号召号召，呼吁呼

吁。想办法看看怎么推动一下。”

麦子：“做不到，起码说说总可以吧。连说都不说，要做是不可能的。我觉

得这第三条路最可能的结果。”

曲师大*：“目前图情行业鱼龙混杂的局面，但仍时不时的有社会曝光度，

显示出其重要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功能，因此我觉得领导们认为这种模式是可

行的，自然不会想着改变。”

图谋：“看来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我们的‘大佬’，其实与您有相类似的

看法。应该说想法是有的，但是‘做法’方面，很多时候属于心有余而力不足。

图谋能做的或正在做的，某种意义上算‘草船借箭’，冷的热的均欢迎，但最好

不要是‘火箭’，来把火，前功尽弃。我认为，不是他们不说，实际上这方面说

的还真不少。图情期刊中，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有人说，有些内容还是千万次地说。

比较尴尬的是，说了跟没说差不多。因此，许多事情，一次次重头再来。现在确

实是‘一锅粥’。当前，连‘双一流’建设高校这个层次的人力资源都相当尴尬。”

麦子：“@谈天 你比我这个外人还外行，问题是，坦白讲，群里起码有很大

比例 50%的群友是没过这个门槛的。这样讨论起来就会变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

分。但我觉得，只要想做，而且早做，还是有办法的。第一条：大赦之前的，新

人新门槛，过去的，如果继续要做图书馆员，需要在 5 年内都硕士或认证、考试。

另外，一定要有管理员和馆员的区分，因为图书馆里有太多的不需要太多技术含

量的活。”

谈天：“最直接简单的，下次修改高基指标的时候要求一科班出身的/每万

册，做梦都笑醒了。先硬的一刀切。提升地位。然后再改。”麦子：“@谈天 10

万册吧，否则人太多了。@图谋 如果真是大佬，起码可以自己的馆里先做起来。”

谈天：“所以必须要有硬性指标来保证地位。真正的把铁饭碗镀成金饭碗才靠谱。”

清凉桐影：“估计要是没有指标压力，N 多图书馆连续 N 年的纸质图书进书

量为 0，不是梦。之前见过文章里面有专家对广东省所有县级以上图书馆的藏书

量进行过统计分析，从 1949 年到 1989 年期间，一半以上的图书馆，藏书数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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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增长。”

图谋：“图书馆学教育还是需要考虑如何为图书馆业界输送人才，守住基本

盘。彻底放手、撒手，‘去图书馆化’不可取。理想的图景是：专科、本科、硕

研、博研，各个层次，各尽其能，各尽其才。”

1.11 关注高校图书馆非在编人员群体

图谋：“关注高校图书馆非在编人员群

体.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928.html。非在编人员群体

的职业生涯与职业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因为这个群体已经是图书馆这

一行的重要力量。非在编人员群体有不少优秀的从业人员，需要给予他们相适应

的待遇。”

雨过天晴：“不能一概而论家属就差，我们馆今年新进的博士太太里有两个

素质就挺高，人家飞速融入图书馆，干活比很多‘老人’还强。科班出身干活不

行的也不是没有。愚见强调入职门槛是对的，但不一定非要强调科班出身。图书

馆工作本身就具有多元化特点，海纳百川更能奔腾澎湃。强调科班出身不如倡导

职业精神。”

图雷：“强调入职门槛是对的，但不一定非要强调科班出身。同意，虽然是

我科班出身，强调职业精神更好，目前图林活跃的大咖还是科班多。”

图谋：“圕人堂群中，有一定比例是图书馆非在编人员。非在编人员又可细

分为很多种类型。即便是非在编人员群体自身，他们也很难弄清待遇问题。非在

编人员多是引进人才家属，要看引进时与学校是怎么谈的。也就是说这块人员的

管理挺不规范。至于‘出路’问题，不好说。我们学校有部分岗位说是同工同酬，

比如辅导员岗位，符合其要求可以去应聘。非在编人员大多没有归属感。比较能

干的，会随时离开图书馆到学校其它更有吸引力的岗位。关于同工不同酬或许算

是屡见不鲜。具体到图书馆，我知道有些学校比较支持图书馆工作，有给同工同

酬。当前编制紧缩，但干活还得有人干。部分关键岗位，比如科技查新、学科服

务等，有些学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同工同酬。待遇需要馆领导出面帮争取。各

个机构的人事政策是大不同，受诸多因素影响，参考价值并不大。更可取的做法，

进一步了解所在高校及邻近高校政策，采取适当方式为自身争取更好的待遇。具

体待遇方面，涉及的变量非常多（比如地域、学历、工作年限、工作岗位等等）。

有些内容还涉及隐私，人家不见得愿意交流。非在编人员适当冒冒泡，为自身的

职业生涯与职业发展做些努力是有益的。上述一大段内容，算是对‘关注高校图

书馆非在编人员群体’的补充思考。”

图谋：“对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的非在编人员群体中，有的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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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出身’（比如具有图书馆学硕研学历），种种原因，‘职业生涯与职业发展’

方面存在困惑（较在编人员更甚）。”

图雷：“非在编人待遇各个学校政策不同，我们这边人事代理和在编工资待

遇一样，可能退休时候会有不同，而有的学校人事代理跟在编差异较大。我们图

书馆在编的和劳务派遣，去年增加 1 个合同制用工，现在 3 种用工形式。劳务派

遣最低 2000+,合同制的 7000 左右，每月。合同制的去年学校搞的 ，考试+面试

录取，面向原来的劳务派遣，内部选拔，领导解决部分关系户？今年合同制二次

转没有动静，不具连续性。”

中国药*：“我们学校最近招了一批科研助理，全部是劳务派遣。”图雷：

“科研助理是研究生吧？你们的劳务派遣可能薪水高点。职业准入制度，跟会计，

必须持证，图书馆职业化，准入制度未来之路还有很多阻力。”中国药*：“有

本科生有研究生，3500 左右。前面也招过财务助理，均分到各个学院。” 图雷：

“本科生 3500 左右还行，研究生，待遇很难长久啊。”

图漾：“别说博士太太，就是博士、院士，不符合门槛也不应该让上岗，这

是专业性的体现。好比一个医学权威，没经过训练照样干不了护士。麦子说的门

槛不是指这种持证上岗制度，这一点，很多人有误解。”

麦子：“我说的门槛和素质什么的没有关系，我们招聘时在第一波初选筛掉

博士是常事：我的基本门槛就是图情硕士，你有 10 个博士也没用。道理很简单：

这个行业的规矩就是这样，如果要了你，对有图情硕士的就很不公平，因为他是

一开始就决志做这个，而且也过了合格门槛。当然，如果你要图书馆工作也是可

以的，做管理员，那个门槛是高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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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期刊质量，且问路在何方？

2020-9-17 23:29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年第 4 期刊发了俞立平先生《载文量异常下降背景下

期刊有效信息密度测度研究——期刊信息密度因子》，我浏览之后，联系科学网

近期关于学术期刊的热烈讨论（参见：中文期刊 PK外文期

刊.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9469.html），该文部分文字引发了我

的思考。 ...

个人分类:圕人堂|13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工作特点、问题与对策

2020-9-16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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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文摘 摘编自：张群,惠澜,谢东,江惜春.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及发展

对策研究——基于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调研 .大学图书馆学

报,2020(4):53-58，75.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年第 4 期刊发张群、惠澜、谢东、

江惜春《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基于高 ...

个人分类:圕人堂|41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十载研究终不负，共谱华章惠学林

2020-9-14 20:07

十载研究终不负，共谱华章惠学林 ——《 H 型指数和 H 型测度研究》读后 日

前，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圕人堂 QQ 群，先后以“好书推介：

《 H 型指数和 H 型测度研究》”为题推介了赵星、李盛庆、叶鹰等著《 H 型

指数和 H 型测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9.）一书。做这个 ...

个人分类:圕人堂|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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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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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9 月 13-14 日，圕人堂宣传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阅读 MOJITO》MV 欢乐上

线，见：https://mp.weixin.qq.com/s/mXexmg8HbYQxZf3vwirmQQ 。一群充满情

怀的师大图书馆人，一拍即合的小策划，整部 MV 都由馆员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制。

图书馆里有书有资源有故事，更有一群充满热情的图书馆人，以人为本，服务创

新，来这里读书解惑，Sunny Library 敞开大门欢迎您！

（2）9月 14 日，圕人堂宣传赵星，李盛庆，叶鹰等著《 H 型指数和 H 型测度

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9）见：十载研究终不负，共谱华章惠学林——《 H

型指数和 H 型测度研究》读后.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0556.html

（3）2020 年 9 月 18 日 14:00，群成员达 2868 人（活跃成员 390 人，占 13.6%），

在线 1587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4.6%），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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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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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mXexmg8HbYQxZf3vwirmQQ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055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it.net.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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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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