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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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平：“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招聘启事 https://mp.weixin.

qq.com/s/QXD9hpn2o4k0vuljWMiApw。”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2020 年高校知识产权学术交流

会 10 月南京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_kiT_3zdJ3CaVv0-9sw3Tg。”

木木贝：“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2020 年 CALIS 中文图书编目培

训研讨会 10月合肥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TuVF5Xokmqw_oASvomrll

w。”

乐：“图情会：参会｜今晚七点半！2020 图书情报青年学者国际论坛（二）

（线上参会） https://mp.weixin.qq.com/s/FLHCamPZVPzm9al0zRQf2A。”

扣肉：“智慧、开放、包容的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研讨会 http://librar

y.gensee.com/webcast/site/entry/join-a75bb9dc7a0f48339d95386ff9cf289

2。”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提升期刊质量，且问路在何方？.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213646-1251017.html 期刊评价的指挥棒，再进一步结合科研评价的指挥棒，

期刊人、作者、审稿人、读者及其它利益相关者，时时刻刻需要保持高度警觉—

—挺胸抬头齐步走……看起来真好看，个中滋味，百味杂陈。如何有效促进学术

期刊质量提升与健康发展？任重道远，亟需有的放矢、循序渐进。或许还是要强

调双效期刊，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下任意翻开一

本学术期刊，满眼长篇大论，然而，学术批评、学术争鸣、学术书评等难觅芳踪。

长此以往，积重难返。凡事过犹不及，时下或许是时候考虑采取措施，争取又好

又快地提高学术期刊信息密度。”

雨过天晴：“原创 邓咏秋 图情出版：挖掘馆藏，让书写在文献里的文字

活起来 https://mp.weixin.qq.com/s/IMTN40I-su-ZyoplIoTEaQ。”

忆 ing：“https://m.weibo.cn/status/4550884270548603?sourceType=qq

&from=10A9295010&wm=9006_2001&featurecode=newtitle 纸质文物如古籍、书

画、碑帖的修复装裱，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技艺。本期直播，就由几位在

故纸中寻找新世界的年轻人，聊聊他们的书医人生。全民读书季约会图书馆，国

家图书馆的微博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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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图谋 摘编 圕人堂 LibChat：图书馆职业规范与职业精神 https:

//mp.weixin.qq.com/s/o-jeHryGvC4bfw6_w_fHmg。”

秋：“图情出版：【预售·10 月 10 日发货】我的读书记录本 https://weidi

an.com/item.html?itemID=3971936381&wfr=wx_qfriendh5&sfr=app&source=go

ods_home&ifr=itemdetail&state=H5WXshareOld&distributorId=1489239465&s

hare_relation=bfd2cddcf16bac30_1489239465_1。”

秋：“原创 邓咏秋 图情出版：一个笔记本拯救你的读后感写作！从阅读

到写作的诀窍都在这里了 https://mp.weixin.qq.com/s/WeZ6_z0vWYbsqDpnQid

pfg。”

雨过天晴：“原创 图情轩：未来发展中 图书馆拼的不是技术 而应是专业

馆员 https://mp.weixin.qq.com/s/G4H2qil0fPce1YmxBboWTA。”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332 期 20200918）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1251116.html 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图谋：“傅平.再谈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http://blog.sciencenet.cn/blo

g-3316383-1251215.html 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则指在学者进行的科研项目生命

周期或科研数据管理周期的任何一个阶段或整个生命周期图书馆所提供的数字

学术服务。图书馆在数字学术服务方面的可以拓展的业务很多。不仅仅局限于向

全过程使用数字技术或研究过程中部分使用数字学术做研究和发表成果的学者，

对发表在传统期刊上的以传统学术方式做研究的研究人员一样可以提供数字学

术服务。”

诲人不倦：“桂娟、史林静 人民日报：了不起！农家女自家超市办图书馆

12 年，受邀参与‘公共图书馆法’审议座谈 https://mp.weixin.qq.com/s/ht

6wcnZMJ_BK9Xjpajrlug。”

芸芷：“扬州市图书馆：2020 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扬州赛场）圆满落

幕 https://mp.weixin.qq.com/s/8QCOrvxUD_f-5ex2MIav0Q。”

雨过天晴：“原创 图情轩：未来发展中 图书馆拼的不是技术 而应是专业

馆员 https://mp.weixin.qq.com/s/G4H2qil0fPce1YmxBboWTA。”

雨过天晴：“原创 邓咏秋 图情出版：图书馆学入门必读书单 | 主题推荐

书目 001 https://mp.weixin.qq.com/s/EwE-pNJNtGNJ5Gzqhhg9ow。”

碧海潮生：“图书馆报：2020 年度全民阅读研究开放课题立项公示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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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原创 邓咏秋 图情出版：一个笔记本拯救你的读后感写作！从阅读到

写作的诀窍都在这里了 https://mp.weixin.qq.com/s/WeZ6_z0vWYbsqDpnQidp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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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圕人堂絮语录 https://mp.we

ixin.qq.com/s/bBhUQHi1ZmKZMUuzUGfWfg。”

图谋：“《图书馆报》2020 年 9 月 18 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91

8。”

广州书童：“http://www.gzlib.org.cn/bunotice/182050.jhtml 广州图书

馆关于公开征求‘十四五’规划意见的通告。”

扣肉：“【内蒙古一‘高校浴室设休闲读书区’，单间隔断还配备吹风机[憧

憬]】@内蒙古财经大学 新洗浴中心于 8 月 31 日正式投入使用，浴室内采取单独

隔间，浴室外有休闲读书区域，3000 本书免费阅读。一男生称洗一次大概两三

块钱，感觉隐私性更好了。‘内蒙古一高校浴室设休闲区’@一手 Video http:/

/t.cn/A64uIAu5 。”

道无言：“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图书 http://wenjin.nlc.cn/wjtsj/inde

x?period=13。”

道无言：“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 http://wenjin.nlc.cn/wjtsj/index。”

碧海潮生：“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建设》2020 年第 5 期 https://mp.we

ixin.qq.com/s/l8rbWhbWHBNUF5-VxF-JDg。”

秋：“邓咏秋 图情出版：看，我们把图书馆的智慧变成了文创产品 | ‘学

习神器’索引卡 https://mp.weixin.qq.com/s/dKu3aJZ1iySCxQOjkKiByw 。”

雨过天晴：“郭金子 图情轩：转载：有魅力的图书馆专业馆员本应是这样

的 https://mp.weixin.qq.com/s/AlWq7Mp0TU9grJbm6Wexsw。”

天天：来源：福建农林大学(新版)转发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

究专项申报公告 https://www.fafu.edu.cn/2020/0826/c136a53727/page.ht

m。”

潘*伟：“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 NLSP3.0 揭幕 https://mp.we

ixin.qq.com/s/QIYriAhdlDA0W-gjHFPUOg 。” pww：“南京大学图书馆 NLSP3.

0 发布,南京大学常务副书记杨忠和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章灿共同为图书馆 NL

SP3.0 揭幕。这标志着南京大学图书馆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建设已进入成熟阶

段，也标志着南京大学智慧图书馆建设将由初级阶段进入成长阶段。”

图谋：“图书馆报：‘纪录片与口述史的文献价值——《口述国图》研讨会’

成功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fWhGvf5EQkQ2_YUHY-RrIQ 。”

瑞哥儿：“东南大学图书馆：爱上阅读，赢东南大学问鼎阅读奖学金 http

s://mp.weixin.qq.com/s/NrEXvHXXW4h2UKkxaecdOQ 。”

雨过天晴：“原创 邓咏秋 图情出版：阅读推广类图书介绍 | 主题推荐书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bBhUQHi1ZmKZMUuzUGfWfg
https://mp.weixin.qq.com/s/bBhUQHi1ZmKZMUuzUGfW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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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002 https://mp.weixin.qq.com/s/oP3-v29klhDCfPDnLwAHPw 。”

会议君：“原创 全国报刊索引 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官宣！《中国近代

图书全文数据库》上线啦！ https://mp.weixin.qq.com/s/aMzQyxFArNnKQpY-Y

V5i9g 。”

睿智：“严肃活泼国际君 国际出版周报：阎晓宏当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视

听表演北京条约》首届缔约方会议主席 https://mp.weixin.qq.com/s/wBO7OdA

kvTsuXs08UcWiyQ ”

碧海潮生：“中国新闻出版政务：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公布注销登记期刊名

单的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GqjW76JIo6-ys0Yo3jGLbg 。“

睿智：“光明网：这所大学奖学金有新规：‘公众号发文可参评’，专家解

读 https://mp.weixin.qq.com/s/0R2SqROpx2Qz4FAVRn5G-w 。”

睿智：“社科学术圈：投稿要注意！这 72 种期刊已经被国家注销！ https:

//mp.weixin.qq.com/s/olDBsmCnthBOM6AYorJLFQ 。”

低调：“吉林大学管理学院院庆 35 周年学术系列活动（三） 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学科学术论坛 http://gl.jlu.edu.cn/info/1082/15262.htm。”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建院 35

周年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创立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明日在线举行 https:

//mp.weixin.qq.com/s/PYwRCJ6WYyJkgIn2aakwfA 。”

雨过天晴：“图情轩：新业态环境下图书馆专业馆员应有哪些素养 https:

//mp.weixin.qq.com/s/c2Kputg2QuOhnGjbvyvl-Q 。”

hanna：“美国学校图书馆数量锐减，但专业馆员依旧是优质教育资源之一_

文化_好奇心日报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3845.html 去年 5 月的

一篇文章。‘过去十年，美国学校图书馆的数量急剧下降。《教育周刊》（Edu

cation Week）的文章显示，2005 年，纽约市的学校里共有 1500 所图书馆，而

现在这个数字仅仅只有 700。平均而言，每 3400 名纽约市学生，才有一名学校

图书管理员，而在纽约以外的城市，也可以看到一样的趋势。”

hanna：“这世界能上网之前，大家都会问图书馆馆员什么问题？_文化_好

奇心日报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20925.html。”

论坛刘编：“【《图书馆论坛》第十期，美篇剪映，下午绽放】9 月 25 日

上午提前半月出版。随国庆中秋飘来的，有南国秋季的紫荆花香。【《图书馆论

坛》第十期，美篇剪映，下午绽放】9 月 25 日上午提前半月出版。随国庆中秋

飘来的，有南国秋季的紫荆花香。 - 美篇 https://www.meipian.cn/361nhl3

u?share_from=self&user_id=2586735&uuid=24b48071c22d15b6568ff11f6e807f

d5&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2586735&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oP3-v29klhDCfPDnLwAHPw
https://mp.weixin.qq.com/s/aMzQyxFArNnKQpY-YV5i9g
https://mp.weixin.qq.com/s/aMzQyxFArNnKQpY-YV5i9g
https://mp.weixin.qq.com/s/wBO7OdAkvTsuXs08UcWiyQ
https://mp.weixin.qq.com/s/wBO7OdAkvTsuXs08UcWiyQ
https://mp.weixin.qq.com/s/GqjW76JIo6-ys0Yo3jGLbg
https://mp.weixin.qq.com/s/0R2SqROpx2Qz4FAVRn5G-w
https://mp.weixin.qq.com/s/olDBsmCnthBOM6AYorJLFQ
https://mp.weixin.qq.com/s/olDBsmCnthBOM6AYorJLFQ
http://gl.jlu.edu.cn/info/1082/15262.htm
https://mp.weixin.qq.com/s/PYwRCJ6WYyJkgIn2aakwfA
https://mp.weixin.qq.com/s/PYwRCJ6WYyJkgIn2aakwfA
https://mp.weixin.qq.com/s/c2Kputg2QuOhnGjbvyvl-Q
https://mp.weixin.qq.com/s/c2Kputg2QuOhnGjbvyvl-Q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3845.html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20925.html
https://www.meipian.cn/361nhl3u?share_from=self&user_id=2586735&uuid=24b48071c22d15b6568ff11f6e807fd5&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2586735&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0ad94dc3a6ae739669aeee9df284774&utm_source=qq&from=qq&first_share_to=qq
https://www.meipian.cn/361nhl3u?share_from=self&user_id=2586735&uuid=24b48071c22d15b6568ff11f6e807fd5&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2586735&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0ad94dc3a6ae739669aeee9df284774&utm_source=qq&from=qq&first_share_to=qq
https://www.meipian.cn/361nhl3u?share_from=self&user_id=2586735&uuid=24b48071c22d15b6568ff11f6e807fd5&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2586735&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0ad94dc3a6ae739669aeee9df284774&utm_source=qq&from=qq&first_share_to=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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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e_user_mpuuid=f0ad94dc3a6ae739669aeee9df284774&utm_source=qq&from=

qq&first_share_to=qq。”

1.3你提问，我回答

（1）《中国装饰脸谱》作者捐赠信息

王沛：“尊敬的各位老师: 西安美术学院图书馆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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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第一次发布信息后，已

为全国 23 所高校图书馆和 2 家公共图书馆寄出赠书 100 余册。目前还有少量图

书可以继续捐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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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图情出版”

雨过天晴：“推荐关注微信公众号‘图情出版’，第一时间获知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的新书信息，有好书可以赶紧买了学习，从中受益哦！”

（3）图书上架的艰辛

雨过天晴：“为每位在馆里需要时能够踏踏实实做体力活的馆员点赞。如果

没有流通阅览，图书馆可能就不是‘图书馆’了；而流通阅览之类岗位，体力活

是必须的。”Fan x*：“公共馆上架简直是，我都肩膀贴风湿膏。”Fan x*：

“现在好的馆上架外包。前提是经费充足。”cpulib*：“有就多干，没有就少

干。”Fan x*：“开架管理上架，理架，面对一天 500 个 14 岁以内的读者，乱

架，赔书，超期罚款。”梓慎：“日常断腰腿，累胳膊。以及蹲蹲站站……体力

活儿是必须的。大馆可以志愿者，外包。我们这种中小型，只能自己干。”F：

“我们这有时候搬运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我感觉图书馆的‘历史遗留问题’

永远解决不完。”梓慎：“以前以为自己在图书馆工作可以看很多书，后来发现

（顶多只能杀杀书头）想看书的都是下班看。”Fan x*：“图书馆员工是干活

的。”

（4）图情图片信息分享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meipian.cn/361nhl3u?share_from=self&user_id=2586735&uuid=24b48071c22d15b6568ff11f6e807fd5&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2586735&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0ad94dc3a6ae739669aeee9df284774&utm_source=qq&from=qq&first_share_to=qq
https://www.meipian.cn/361nhl3u?share_from=self&user_id=2586735&uuid=24b48071c22d15b6568ff11f6e807fd5&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2586735&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0ad94dc3a6ae739669aeee9df284774&utm_source=qq&from=qq&first_share_to=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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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低调提供

图漾：“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

498130&idx=1&sn=f061ed7182771dd31c30ff53a5e40f77&chksm=eb2ce5dcdc5b6c

http://www.artlib.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8130&idx=1&sn=f061ed7182771dd31c30ff53a5e40f77&chksm=eb2ce5dcdc5b6ccae12fdbeab20d401bb5760c45ef2fa7bb9827165d4c9721ece95e6f2fe70e&mpshare=1&scene=23&srcid=0923o0SWJDBzeMA47cvws2zI&sharer_sharetime=1600824142566&sharer_shareid=e95f51aa1506baded2802b85dcc06baf%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8130&idx=1&sn=f061ed7182771dd31c30ff53a5e40f77&chksm=eb2ce5dcdc5b6ccae12fdbeab20d401bb5760c45ef2fa7bb9827165d4c9721ece95e6f2fe70e&mpshare=1&scene=23&srcid=0923o0SWJDBzeMA47cvws2zI&sharer_sharetime=1600824142566&sharer_shareid=e95f51aa1506baded2802b85dcc06baf%2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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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12fdbeab20d401bb5760c45ef2fa7bb9827165d4c9721ece95e6f2fe70e&mpshar

e=1&scene=23&srcid=0923o0SWJDBzeMA47cvws2zI&sharer_sharetime=16008241

42566&sharer_shareid=e95f51aa1506baded2802b85dcc06baf#rd。上图 folio

研讨会，即将开始直播。”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术脉络（信息来源：万方选题数据库）图片由图

谋提供

http://www.artlib.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8130&idx=1&sn=f061ed7182771dd31c30ff53a5e40f77&chksm=eb2ce5dcdc5b6ccae12fdbeab20d401bb5760c45ef2fa7bb9827165d4c9721ece95e6f2fe70e&mpshare=1&scene=23&srcid=0923o0SWJDBzeMA47cvws2zI&sharer_sharetime=1600824142566&sharer_shareid=e95f51aa1506baded2802b85dcc06baf%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8130&idx=1&sn=f061ed7182771dd31c30ff53a5e40f77&chksm=eb2ce5dcdc5b6ccae12fdbeab20d401bb5760c45ef2fa7bb9827165d4c9721ece95e6f2fe70e&mpshare=1&scene=23&srcid=0923o0SWJDBzeMA47cvws2zI&sharer_sharetime=1600824142566&sharer_shareid=e95f51aa1506baded2802b85dcc06baf%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cxNTA0MQ==&mid=2247498130&idx=1&sn=f061ed7182771dd31c30ff53a5e40f77&chksm=eb2ce5dcdc5b6ccae12fdbeab20d401bb5760c45ef2fa7bb9827165d4c9721ece95e6f2fe70e&mpshare=1&scene=23&srcid=0923o0SWJDBzeMA47cvws2zI&sharer_sharetime=1600824142566&sharer_shareid=e95f51aa1506baded2802b85dcc06baf%2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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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前沿（信息来源：万方选题数据库）图片由图谋提供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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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茵陈提供

雨过天晴:“阳光悦读大咖讲座重磅回归！讲座主题：图书馆学术研究与论

文写作投稿；特邀嘉宾：王波讲座时间：9 月 29 日（下周二）19：30 准时开播。

观看链接：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10a153fb3a62414da1024a1869

affec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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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新书推荐《阅读引领未来》

http://www.artlib.cn/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10a153fb3a62414da1024a1869affec9
https://play.yunxi.tv/livestream/10a153fb3a62414da1024a1869affe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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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军：“拙作 阅读引领未来 新华与网络上市了。请朋友们多多关注，推

荐。非常感谢 https://search.jd.com/Search?keyword=%E9%98%85%E8%AF%BB%E

5%BC%95%E9%A2%86%E6%9C%AA%E6%9D%A5&enc=utf-8&suggest=1.his.0.0&wq=&pv

id=2414ecf881074408b317b2fa85e0e542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

=%D4%C4%B6%C1%D2%FD%C1%EC%CE%B4%C0%B4&act=input。”

1.4圕人堂专题

（1）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推文《提升期刊质量，且问路在何方？》

论坛刘编：“最根本的问题，是学术质量与期刊数量的关系。学术书评，也

有与书评的要求不相衬的原因。篇均多少字意义不大。所以，密度的这个测度还

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我认为，没有一定的篇幅，谈不上规范研究。”图谋：

“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提升期刊质量，且问路在何方？.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1017.html 期刊评价的指挥棒，再进一

步结合科研评价的指挥棒，期刊人、作者、审稿人、读者及其它利益相关者，时

时刻刻需要保持高度警觉——挺胸抬头齐步走……看起来真好看，个中滋味，百

味杂陈。如何有效促进学术期刊质量提升与健康发展？任重道远，亟需有的放矢、

循序渐进。或许还是要强调双效期刊，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时下任意翻开一本学术期刊，满眼长篇大论，然而，学术批评、学术争

鸣、学术书评等难觅芳踪。长此以往，积重难返。凡事过犹不及，时下或许是时

候考虑采取措施，争取又好又快地提高学术期刊信息密度。这篇是本周科学网圕

人堂专题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深度’文字。欢迎进一步关注，或许会有

些许帮助或启发。圕人堂没有经济效益，看重的是社会效益。尤其是期待让更多

圕人受益。截至目前，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圕人堂 Libchat)用户数为 3732 人。

http://www.artlib.cn/
https://search.jd.com/Search?keyword=%E9%98%85%E8%AF%BB%E5%BC%95%E9%A2%86%E6%9C%AA%E6%9D%A5&enc=utf-8&suggest=1.his.0.0&wq=&pvid=2414ecf881074408b317b2fa85e0e542
https://search.jd.com/Search?keyword=%E9%98%85%E8%AF%BB%E5%BC%95%E9%A2%86%E6%9C%AA%E6%9D%A5&enc=utf-8&suggest=1.his.0.0&wq=&pvid=2414ecf881074408b317b2fa85e0e542
https://search.jd.com/Search?keyword=%E9%98%85%E8%AF%BB%E5%BC%95%E9%A2%86%E6%9C%AA%E6%9D%A5&enc=utf-8&suggest=1.his.0.0&wq=&pvid=2414ecf881074408b317b2fa85e0e542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D4%C4%B6%C1%D2%FD%C1%EC%CE%B4%C0%B4&act=input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D4%C4%B6%C1%D2%FD%C1%EC%CE%B4%C0%B4&act=input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101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1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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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以自慰的是，2018 年 6 月 12 日开通至今，关注人数保持持续增长。” 独

立个性：“@图谋 潜水受益者，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升华，感恩遇见，谢谢同仁

的辛苦付出。”

（2）以《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目录为线索查找博文原文

图谋：“《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目录 http://blog.sci

encenet.cn/blog-213646-1234655.html 本文分享《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

谋博客精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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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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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一书属于较为小众的图书，

印数不大。据了解，2020 年 8 月 20 日出版社剩 35 册未售出。目前，估计已售

完。如果有希望阅读该书的成员，请于今明两天小窗告知。近年，图谋出版博客

书，其中一个目的是‘顺带’进行‘圕人堂服务体系’营销，‘圕人堂梦想与实

践’是‘压轴专辑’。感谢圕人关注与支持！图谋若干后续行动，或许算是一种

答谢方式。”学图-123：“谢谢！”图谋：“圕人堂群建立之后，科学网图谋博

客实际上亦是‘圕人堂服务体系’的一部分。”

图谋：“文献求助类请求，建议成员之间私下通过 QQ 邮件提供文献传递。

对于已满足的，最好能及时反馈（比如告知文献需求已解决）。对于已解决的，

圕人堂群消息中撤回。圕人堂群不是文献传递群，成员之间私下互相帮助问题不

大。倘若较大范围公开（比如通过群文件分享，且频率过高），可能会带来不必

要的麻烦。敬请理解与支持！较为个性化的、私密的问题，成员间私下交流为宜。”

袁*超：“请问哪位好心人有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图谋：“关

于‘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圕人堂群文件中，已有成员分享过。群文

件有检索功能。圕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文档（比如参考文献著录规范、建筑设

计规范、服务规范等等），群文件中很可能会有。建议成员进一步关注与利用。”

图谋：“圕人堂经过 6 年多的积累，‘圕人堂服务体系’（http://blog.s

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 中，圕人关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或多或少有所涉及。有一部分内容，可以直接检索与利用。”

（3）关注《图书馆职业规范与职业精神》摘编

图谋：“图书馆职业规范与职业精神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1251214.html 摘编自：王子舟,吴汉华.图书馆职业的发展前景[J].中国图

书馆学报,2008(02):16-23. 图书馆职业规范的内容主要涉及馆员与读者、馆员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3465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34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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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献、馆员与图书馆、馆员与社会等几个关系范畴。纵览英国、美国等公布的

图书馆职业规范，提炼出 10 条较为通行的职业规范内容。图书馆职业精神是指

在一定历史环境下由图书馆人形成的一种职业信念与价值追求。这个摘编算是昨

天圕人堂群交流内容的延伸。文章是 2008 年发表的，但内容并未过时，或许值

得‘重温’。比如第 10 条图书馆职业规范：‘图书馆员应意识到自己所有的服

务行为都是非常专业的，而力求到达专业的优秀，就要与职业的发展相适应，进

行终身学习，时刻让自己保持知识渊博，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技能水平。

同时要鼓励同事的职业发展，激发潜在职业人员的职业意向，尽力使本职业保持

卓越。’图谋颇有共鸣。其中的‘同时要鼓励同事的职业发展，激发潜在职业人

员的职业意向，尽力使本职业保持卓越。’，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圕人堂试图

做些微努力的。”杜*平：“@图谋 谢谢你的分享。”图谋：“我在摘编这篇文

字的过程中，留意到杜老师对女性高校图书馆员职业生涯与发展有过深入观察与

思考，曾发表过《从可持续发展看高校图书馆女性馆员的职业前景》《工会要帮

助高校图书馆女职工提升职业幸福感》。。图谋花时间和精力做这方面的摘编与

分享，一是给自己一个学习机会，二是希望能够于圕人有所帮助。那篇文字不是

直接复制粘贴的，是图谋一个个字重新输入的（注：知网下载的 pdf 文档不不支

持直接复制粘贴，我知道如果下载 caj 版很可能就可以直接复制粘贴）。重新输

入完之后，先后在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发布，这也是需要花些

功夫的。图谋分享这样一个‘小细节’，一方面或许也算是一种交流与分享，一

方面期盼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圕人堂这样的社群，一路走来，来之不易。”

杜*平：“@图谋 我的能力很弱，只能默默支持你哦。”

（4）期待更加有趣有味的圕人堂

图谋：“麦子老师的分享，给我们带来了更为生动逼真的‘西洋景’，确实

有助于增广见闻。圕人堂这样的社群，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属于圕人的一处港湾，

一方精神家园。有人用《孔乙己》里的话，拿图书馆造句：‘图书馆就是这样的

应当‘可爱’和需要'被爱'，可是没有它或者不去图书馆，人们也便这么过，尤

其是在访问互联网、利用手机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去图书馆的情况下。”韩红：

“贴切。”图谋：“圕人堂就是这样的应当‘可爱’和需要‘被爱’，可是没有

它或者不去圕人堂，圕人也便这么过，尤其是在访问互联网、利用手机等各种途

径完全可以代替去圕人堂的情况下。这样仿写，不知道是否可以及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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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比图书馆员、图书馆人、图书馆从业人员等概念要宽泛得多。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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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样的拓展，实际算是一种调适，期待圕人堂更加有趣有味有力量。”Fan

x*：“@图谋 总结的不错，就是身在其中有那么点迷茫。”F：“前辈说得太好

了。身在其中，心态已崩，正在努力调整。@图谋 。”Fan x*：“@F 看来也是

同道中人。”图谋：“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图谋的‘絮叨’，特别

是属于‘原创’的部分，囿于个人学识、经历、阅历，有部分内容经不起推敲，

甚至有部分可能是荒谬的、错误的，还有部分确实是为了活跃氛围或制造话题，

带有调侃性质，还需要‘明察’。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此外，有部分言辞，所

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不当不周之处，恳请海涵。”姜*峰：“图谋老师

谦虚得很！您的点睛之笔，言辞恳切，有一线图人之心得，有图书馆理论者的思

考，是图书馆实践者的真知灼见啊！”图谋：“如果说天堂是一个‘意象’，殿

堂则是一个‘具象’。我更心仪：图书馆，殿堂的模样。再进一步具体化，这是

一个用‘书心’换舒心的殿堂。 懂书、爱书、护书；有心、精心、专心。懂爱

护，有精专。有心干事，精心谋事、专心成事。”

图谋：“圕人堂 2014 年 5 月 10 日建群，12 月 1 日确定群规范，总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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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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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 QQ 群一

周交流信息，对圕人堂全体成员公开（通过 QQ 群邮件推送），同时亦对社会公

开（当前主要通过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公开）。’。”

图谋：“圕人堂的显性输出，主要是每周一期《圕人堂周讯》，目前已发布

332 期。圕人堂的‘收入’，近几个月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广告收益大约 30 元

左右。除此之外，是面向圕人堂成员募集的‘发展经费’，早年（2014-2015 年）

是面向全群公开募集，（2016-2020 年）是面向个人（企业赞助，周讯冠名致谢，

赞助方代表实际也是圕人堂成员）。募集的‘发展经费’主要作用是解决周讯劳

务补助（可以说是象征性的）。若需进一步了解，可以浏览《圕人堂发展经费概

况》（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4596.html）。”

（5）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图谋：“关于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曾有多位成员提出希望开放评论功能，实

际上，因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是 2018 年 6 月 10 日以个人名义申请的，那时开始

已经关闭评论功能了。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基本源自科学网圕人堂博文，

博文有段时间评论功能受限（超过一定时间不让评论），目前好像宽松一些。新

媒体平台，受到的约束也是比较多的，谁用谁知道。9 月 17 日，科学网圕人堂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74596.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33 期 20200925）

16

专题发布过一篇长文，《提升期刊质量，且问路在何方？》（http://blog.sci

encenet.cn/blog-213646-1251017.htmln ），这篇文字试图传递的信息有不少，

其中有一条是：时下论文发表是真难。潜台词是需要另辟蹊径。”

图谋：“暂时不会考虑去开通。当前的‘圕人堂服务体系’，许多事务性的

事情是图谋亲力亲为的，头绪太多，实在是顾不过来。许多人不理解图谋图啥？

意欲何为？简单说，或许算是一种‘执念’，图谋认为它是一件有益的事情，需

要有人去做。圕人堂的坚持，得益于一群圕人（这里的‘一群’，主要是指圕人

堂志愿者团队，人数并不多，累计不会超过 100 人）的支持与坚持。”

图谋：“进一步查看了一下流量主‘财务管理’。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19

年 6 月开通‘流量主’（更早时间无资格）。2019 年 6 月-2020 年 9 月 20 日已

结算金额 232.51 元，未结算金额 49.23 元，累计收入 281.74 元。。”

图谋：“圕人堂絮语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1394.

html2020 年 9 月 20 日，图谋在圕人堂群中说了不少话，大多算是有感而发，且

或许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圕人堂，走近/走进圕人堂。特此将其做一‘汇编’。”

（6）分享至圕人堂的信息请尽可能谨慎

图谋：“分享至圕人堂的信息，需要尽可能的谨慎一些，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若发现明显存在侵权行为的，不宜扩散至圕人堂。敬请理解与支持！分享进圕人

堂群后，若成员发现问题，欢迎及时批评指正。”

图谋：“圕人堂大窗讨论，涉及具体的个人或组织机构（包括图书馆、数据

库商、期刊社、出版社等），需要慎之又慎，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够准确、不

够客观的信息，会涉嫌侵权。且相关人员很可能就在群里。”

1.5中美图书分类法的比较

天天：“我问个基础性问题，你们别笑我:为什么图分类法里没有 LMWY？”

Z：“预留的。”天天：“能再详细说下吗？”徐徐清风：“LM 为人文社科预留，

WY 为自然科学预留。”倒立的*：“国会图书分类法也有类似的设置 但没说为

哪个留。”麦子：“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入门与实习 https://darkwin

g.uoregon.edu/~lrobare/SCTLCClassification.pdf。”徐徐清风：“国内图人

对美国分类法了解的就不多，精通的极少。因为工作中基本用不上。” 麦子：

“@倒立的魏小狗 @倒立的魏小狗 我觉得两者没有可比性，国会分类是两位字

母，而且后面加 4 位数字，这后面还有 cutter，所以容纳量要大得多。我们在

电子时代之前是用那蓝皮册子，有 70 厘米长。现在是一个专门的数据库，每年

要收 5000 美元。”倒立的*：“@麦子 我一直觉得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有点模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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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意思。具体的容量没有太注意。只是说 有类似的 lost letters 的情况。

这种体系分类法本身就有 这种先天的缺陷。很难应对新知识的和学科分类。”

麦子：“另外还有 Subject Headingshttps://bkso.baidu.com/item/美国国会

图书馆标题表 这是最后的一版是 6 大本，大约 50 斤重。里面像词典一样，密密

麻麻的。LCSH 在出印刷本的同时，还发行缩微胶卷、缩微平片、计算机磁带版

和光盘版。自 1989 年第十二版起，将每版新增删的标题单独抽印，排在前言与

主表之间，以便查阅。LCSH 的前言介绍各版的标题分类统计数字、发展简史、

标题结构以及示范标题表等；主表由众多的规范化的标题及各类参照按字顺排

列，许多标题后附有《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的分类号；附录是一个专门用于

儿童读物的标题表。LCSH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应用最广泛的标题表，在检

索语言的发展史上和当今图书馆主题编目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国会图书

馆自 1984 年起出版《主题编目手册 (标题部分)》，1991 年已出至第四版，它

是使用 LCSH 的最主要的辅助工具，其中除介绍主题编目工作的基本规定外，还

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各种复分标题及其使用方法。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人类对自己知

识结构的理解，十分复杂。尽管国会的把重点放在英语世界，但对其他的并没有

歧视。你想，国会图书馆里面 4 个大楼，3000 多个人，但说好是只为国会的 53

5 人服务，没有太多的读者服务，里面有大量的博士和各国的人士，总要捣鼓一

些东西出来。”倒立的*：“这分类法里面，阮氏的冒号分类法却是与众不同。”

麦子：“@倒立的魏小狗 当然，说到底，我觉得这些都是过时的东西，只是为了

legacy collection （遗留的纸本书籍）而服务，因为电子书其实是不需要这些

的，但现在在电子书里还用这些索书号，其实是为了能和纸本书兼容而已，美国

人对所有要涉及大规模人口的新东西一直很谨慎，因为你毕竟不能放弃以前的东

西，要完全整合，这是很费事的。”徐徐清风：“国会图书馆发明的 MARC，极

其复杂和精准，但生命力仍然强大，并没被取代。” 麦子：“之前的 OCLC

检索的各种数位搭配实在是天才的设计，当然，后来电脑发达了，也就不用了。”

徐徐清风：“美国研制的 RDA 编目规则，又领先全球，我们又跟着仿效。”麦子：

“@倒立的魏小狗 未必，很多东西是有前后因果关系的，要创造新的东西，是一

个过程问题。如果跳过了，你的整个知识结构里是有空缺的，以后早晚还是要吃

这个的亏。这种例子在生活中太多了。”天天：“未来有没有可能分类法会消失。

分类的目的也是为了精准找到图书，包括阅览室分文社自科也是此目的。未来读

者一进馆用手机查下 OPAC，就会显示未借出书的位置，即使书处于移动中。还

用整架倒架吗？”倒立的*：“@天天 分类的最大作用是知识共识。类似一种认

识规则，这种规则不一定完全对，但如果大家都这样利用，社会成本就很低。如

果你有一套、我有一套，互相不通，就有较高成本。这分类法本身就是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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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有其他的规则来替代。”阳春白雪：“RDA 虽然也有缺陷，但已经很成熟了，

国内完全没必要在弄一套新的自己的体系。”

1.6麦子先生作品及分享

青青草：“@麦子 期待麦子老师很长一段的分享。”麦子：“@青青草 谢谢，

有时我是需要反馈的，毕竟我不是那种需要一个树洞倾诉的人。如果没人听，我

实在没有必要自作多情说故事，你说是不是。当然，我是自知自明的：这里讨厌

我的人不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pww：“我表白一下，我喜欢麦子。”天

天：“@麦子 我们都很喜欢听你分享，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加油你是棒棒的。”

天天：“麦子老师和秋葵老师是同一个人吗？”图穷：“@麦子 很期待您的故事。”

图谋：“麦子：光阴的故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8

111.html 作者简介：邱葵，河滨加州大学图书馆馆藏建设部主任（注：圕人堂

群昵称为麦子。）。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获得希腊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后来回到母

校教希腊语。来美国以后，分别获得了希腊文学硕士和图书管理硕士学位。在 1

992 年，他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属下的加州报纸项目项目的编目员，勘查、整理、

编目了南加州的很多报纸收藏，其中包括不少在美国出版的华文报纸。此后，他

成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首位亚洲学馆员，并陆续担任了馆内其他职务，包括学

科馆员、参考咨询馆员、馆藏建设馆员以及图书保存和保护部的代理主任。这些

经验使他在图书编目、馆藏建设、参考咨询、公共服务以及图书馆管理等方面取

得了宝贵的第一手经验。此外，他积极参与加州大学大学图书馆员协会内活动，

做过该协会的秘书长，他还多次担任了河滨加州大学图书馆员协会里多个委员会

的主席，并两次担任职称评定委员会主席，十分熟悉美国大学图书馆员的招募和

晋升。他还致力于图书馆专业方面的研究，除了在国际图书馆专业杂志上发表文

章之外，他还曾在美国国内和和 IFLA 在内的国际会议上讲演论文，多次在中国

国内图书馆做巡回报告介绍美国学术图书馆。他是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的终身

会员，并曾担任该协会在加州和南加州的分会主席。”青青草：“ @麦子 我一

直在静静地听，很受启发。”天天：“麦子老师一直无偿和无私的与我们分享观

点和思想，令人敬佩和感动。”北极：“为麦子老师点赞！”天天：“反正我是

一听麦子老师的分享，我就马上产生中外图情发展现状与差异比较的想法。希望

麦子老师和吴建中教授一样公开博客，写论文现在对引网络文字已经很宽容了。

可如果不引别人会认为你在胡说。”图谋：“圕人堂成员麦子作品辑录.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2137.html 麦子老师在圕人堂中分享的

信息，表述很清晰，很规整，且见解深刻，予人启迪。特此辑录中国知网中麦子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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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中国知网中麦子作品（2015-2020 年）[1]邱葵.圕人访谈:加州大学与

爱思唯尔决裂到底是怎么回事[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0,(01):86-90.[2]邱葵.

圕人访谈:收藏捐赠图书的利弊[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05):87-94.[3]邱葵.

圕人访谈:美国大学图书馆员是如何招聘的?[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03):83

-91.[4]邱葵.数字环境下的美国高校图书馆纸本资源管理[J].图书馆论坛,2019,

(06):168-175.[5]邱葵.圕人访谈:邱葵之再论学科馆员[J].高校图书馆工作,20

19,(01):86-91.[6]邱葵.从美国学术图书馆协会年度工资调查统计看美国高校

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J].图书馆论坛,2018,(07):134-143.[7]邱葵.美国高校

图书馆的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J].图书馆论坛,2016,(12):13-23.[8]邱葵.我看

‘圕人堂’[N].新华书目报,2016-04-01(016).[9]邱葵.从美国未来图书馆中心

的社会趋势研究看图书馆的发展方向[J].图书馆论坛,2015,(09):95-106.”天

天：“工会在中美图书馆内影响力与作用差异性探析，表面说工会，核在图书馆，

这样多跨也增图书馆影响力。学科不应封闭而应外延。”麦子：“谢谢大家捧场。

我觉得我已经过了所谓用论文写东西的阶段，有几点：1）承蒙两位杂志看得起，

发了这些文章。我觉得这写的东西对图书馆研究没有什么帮助。很多引用也就是

因为想多引一篇文章而已。起码我自己没见过我所想的那种引用。2）中美的很

多交流其实就是一种幻觉，我自己参加过一次，在 09 年，但后来发现这个交流

的本身就是让美国的一些华人馆员按自己设想的美国谈所谓美国的内容（收到题

目后到网上看文章，然后写课件）。另外就是被邀请的也乐意顺着主人的要求说。

实在很没意思。于是后来我就不参加任何正式的报告会，因为没意思。3）不过，

如果按我的办法真的说我的版本，实际上也不行，因为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因为

是不一样的系统。4）我不想开博客，一是有约束，有义务，而且这样一定对一

些事情有隐瞒。另外少了沟通。我又不想做堂主然后自己夸夸其谈。5）我的真

实做法是：我做过这行，里面有些有趣的事情，拿出来，让愿意了解一些事实的

朋友看看，讨论一番。同时，知道世界上的很多事其实并不是像原来想的那样，

事实往往是以胡说八道的形式出现，因为它离开你现有的认知太远，如果承认这

些不是胡说，那会怀疑自己的是非观。” 中原劲草：“这和鲁迅的叫醒屋子

里睡的人异曲同工，这工作更有意义！。”麦子：“谈话的条件很重要：任何约

束或利益都会是发言的人没法说真实的想法，这里相对接近，我还是有很多想说

而没说的东西，因为我平时是比这里说话要直接了当得多。对了，我是是传说中

的那种不想上海人的上海人。这句话蛮好笑的，因为估计说这话的人是在电视剧

里见过上海人。”豫章故郡：“看到麦子老师和各位老师的分享，受益良多。”

图谋：“关于博客，时下，写博客，看博客的人都少了，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东西

太多了。而且，写博客也并不见得能够畅所欲言，自吹自擂招人嫌，锋芒毕露生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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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讲情怀讲奉献，甘寂寞，难持久。毕竟，没有回报的付出需要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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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获取国外学位论文？

2020-9-25 10:33

时不时有用户咨询：有没有可以检索下载国外的学位论文的网站？ 关于国外学

位论文获取的网站，主要有商业数据库及部分机构（比如国外高校）的开放获取

网站。ProQuest Dissertations Theses（PQDT）是世界著名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收

录有欧美 2,000余所大学 270多万篇学位论文的文摘信息， ...

个人分类:圕人堂|22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一无所有，心神不宁

热度 2 2020-9-23 16:56

近期，国家级基金项目先后“放榜”，我更多的是作为旁观者之一在围观。我的关

注点是：了解概况；了解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立项情况；有哪些熟悉的

同行“金榜题名”。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总数 5125项，其中文献整理与研

究类 250项，占 4.9%。“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领 ...

个人分类:圕人堂|572 次阅读|4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2

圕人堂絮语录

2020-9-20 21:44

2020年 9月 20日，图谋在圕人堂群中说了不少话，大多算是有感而发，且或许

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圕人堂，走近/走进圕人堂。特此将其做一“汇编”。 种种

原因，许多图书馆馆内部的组织氛围挺糟糕。先后有好些同行向我表达苦闷，包

括有一些名头比较大的馆。如果眼界局限在一馆一时，确实是会 ...

个人分类:圕人堂|655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书馆职业规范与职业精神

2020-9-19 09:32

圕人堂文摘 摘编自：王子舟,吴汉华.图书馆职业的发展前景 .中国图书馆学

报,2008(02):16-23. 职业是人的社会属性，它既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也是个人谋

生的基本方式。职业不同于工作，它是指人们以其为生的某种事业活动。由于图

书馆是组织出来的有序知识集合，其目的是消除知识长期保存 ...

个人分类:圕人堂|655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5个文件。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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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02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202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202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5202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202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5202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1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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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78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25178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1781&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1781&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5178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1781&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5178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13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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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39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139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139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5139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5139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5139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1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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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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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20 年 9 月 25 日，图书馆论坛刘编分享《图书馆论坛》2020 年第 10 期电

子刊。

（2）2020 年 9 月 25 日 14:00，群成员达 2876 人（活跃成员 385 人，占 13.4%），

在线 1599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4%），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总用户数 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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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it.net.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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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业务学习、日常工作、科研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功能特点：1.具备检索功能；

2.提供对话模式和原文模式两种浏览方式；3.点击具体某一期《圕人堂周讯》可

以下载 PDF 版全文。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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