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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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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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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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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第十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将于 10 月 14-16 日召开.https://mp.

weixin.qq.com/s/YWERGGlxIJQN-moqnEjsAg。会议君：“本届论坛以线上线下研

讨互动、网络会议与多平台直播相结合，采用‘云参会’，通过中国知网、Gen

see 平台在线直播。敬请关注！”

会议君：“公共图书馆‘十四五’规划学术研讨会将于 11 月中旬在广州召

开，本次会议采取线下主会场、线上视频分会场直播的形式。有兴趣的老师同学

可以参阅文内信息报名参会。”

民工：“《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立项名

单》https://mp.weixin.qq.com/s/s7zF4BT55uysvgKzlQPH7w。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图书馆报》2020 年 9 月 25 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

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0925”图谋：“这一期《图

书馆报》看点有：馆建风采版《新时代新篇章 百年赣图再起航》（注：今年为

江西省图书馆建馆 100 周年）；特别关注版：你不知道的图书馆古籍人——国家

图书馆‘书山有路’直播活动主持人及嘉宾讲述职业成长与心路历程。”

麦子：“横扫清华图书馆攻略 | 科研启航篇:学科馆员在身边 hthttps://

mp.weixin.qq.com/s/EVzCo9UXc7cJ09l8L4jaAQ 文献调研不知从何入手？想看

的文章找不到全文？使用专业软件总搞不定？向图书馆荐购特需资源？……图

书馆学科馆员来帮您！学科馆员联系院系师生和图书馆的桥梁懂学科专业知识懂

图书馆资源更懂您。”

图谋：“雷水旺.《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述评[J].

科技文献信息管理,2020,34(03):51-54.对《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

职业能力研究》一书从语言表达、论文结构、援引数据资料、研究方法,以及研

究内容等角度进行述评,以期有助于重视新时期我国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

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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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邱葵.后电子书时代的美国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J].图书馆论坛,2

020,40(10):165-175+154.随着新思路和新技术的涌现,美国高校图书馆在馆藏

建设上不仅努力提高资源的广度,而且注重提高资源的深度,以顺应读者在数字

时代对图书资源的需求。文章回顾了美国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的发展过程,介绍

它们如何制定有关馆藏建设政策,并重点讨论美国高校图书馆在电子收藏已经成

为图书馆收藏主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馆藏建设。”

图谋：“江西省图书馆和江西省博物馆新馆开馆.https://baijiahao.baid

u.com/s?id=1678967852566197152&wfr=spider&for=pc 27 日上午，江西省图书

馆和江西省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江西省图书馆创办于 1920 年，一百年来，六

迁馆址，三建馆舍。新馆位于赣江之滨，建筑面积 9.6 万平方米，共分七层，北

临江西省博物馆新馆，南接江西省科技馆新馆，寓意为联系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建筑造型像一本竖立的图书，面向滔滔赣江，形象典雅大气，诗意如画。”

图谋：“揭秘江西省图书馆新馆 规模全国排名前三.https://new.qq.com/

rain/a/20200927A0EDRV00 9 月 27 日上午，位于南昌市赣江北大道 666 号的江

西省图书馆新馆二层平台，来自南昌市各单位的 1000 名朗诵爱好者用齐声朗诵

的方式庆祝江西省图书馆(以下简称为‘赣图’)新馆开放。活动当天，记者为读

者们揭秘江西省图书馆新馆。新落成的江西省图书馆，是江西省规模最大、藏书

最多、体系最完备的综合性省级图书馆，总投资近 10 亿元，设计藏书量 1000

万册，现有藏书 402 万册，阅览座位 6000 个，日最大接待能力 2万人次，规模

全国排名前三。”图书馆报.江西省图书馆：新时代新篇章 百年赣图再起航

图谋：“.https://mp.weixin.qq.com/s/7t4EW_WCIqMHSOcWR96e2w ‘一切

为了读者，为了一切读者’。岁月不居，时光如流，1920 年江西省公立图书馆

成立；1927 年更名为江西省立图书馆；1955 年更名为江西省图书馆；1995 年江

西省图书馆从百花洲迁至洪都北大道；2015 年于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洲选址

新建江西省图书馆新馆……江西省图书馆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和时代变迁，

始终坚持最初的办馆理念，秉持着‘传承文明 服务社会’的初心，为广大读者

铺就光明与梦想之路。新馆开放，文化之心起跳，百年赣图让赣江之滨既有杏花

春雨小桥流水的细腻肌理，又有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精彩对话。江西省图书馆

千人诵读活动 https://zhibo.ifeng.com/video.html?liveid=136029 视频回

放，64 分钟。”

仟书何：“图客机器人化身图书馆员 轻松打造智慧图书馆 http://ex.chin

adaily.com.cn/exchange/partners/82/rss/channel/cn/columns/6ldgif/stor

ies/WS5dfb2e2ba31099ab995f2869.html。”

徐徐清风：“图书分享：岁月深处（作者: 詹福瑞、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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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年: 2011-3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6539265/。”

图谋：“顾烨青.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

0,(5):114~127http://www.jlis.cn/jtlsc/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

le_no=20200507&flag=1 图书馆史学研究是图书馆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具有探寻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内在逻辑和历史规律的价值。本文从历史

观、研究方法、史料搜集与利用、人才队伍建设和成果评价机制、研究成果传播

等方面阐述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需要改进的方向和措施,并进一步提出了值得深

化和拓展的九大研究领域:重视图书馆史学原理与图书馆史学史研究,开展图书

馆学术语史、概念史、观念史综合研究,加大图书馆学制度史和图书馆社会史维

度的研究,凸显具有图书馆学特色的阅读史研究,丰富人物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

域,跟进图书馆技术史与数字资源建设服务史研究,提高图书馆史志编纂的质量,

复兴我国古代图书馆史学研究与夯实当代图书馆史学研究,拓展地域和空间维度

的图书馆史学研究。构建与国际接轨又彰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史学理论和方法体

系,编纂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图书馆史学研究成果,增强国际话语权,是我

国图书馆史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图谋：“江南大学吴稌年、顾烨青老师今年刚出版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后期

项目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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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4.），2020 年又获

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名称为《刘国钧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性贡献研

究》。”

图谋：“邱葵系列文献[1]邱葵.后电子书时代的美国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J].

图书馆论坛,2020,40(10):165-175+1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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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0(01):86-90.[3]邱葵.圕人

访谈:收藏捐赠图书的利弊[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39(05):87-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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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9(03):

83-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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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39(06):168-175.[6]邱葵.圕人访谈:邱葵之再论学科馆员[J].高校图书馆工

作,2019,39(01):86-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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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8(07):134-1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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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6(12):1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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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5(09):95-106.”

图谋：“中国知网文献中全文中含有‘圕人堂’的文献辑录（检索时间：2

020 年 9 月 30 日）中国知网文献中全文中含有‘圕人堂’的文献共 38 篇，其中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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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 29 篇；报纸 6篇；学位论文 3篇（博士 1篇，硕士篇）。（图谋注：

中国知网收录文献有的存在更新之后，此外，存在若干文献未收录。仅供参考。）

题录见群文件：中国知网文献中全文中含有‘圕人堂’的文献辑录.txt。”

图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40 亿，较 2020 年 3 月

增长 3625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67.0%，较 2020 年 3 月提升 2.5 个百分点。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9.32 亿，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3546 万，网民

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2%。”

1.3关于高校学科馆员的讨论及其思考
图谋：“关于高校学科馆员的讨论及其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1252277.html。清华大学图书馆.科研启航篇:学科馆员在身边 htt

ps://mp.weixin.qq.com/s/EVzCo9UXc7cJ09l8L4jaAQ”麦子：“好的学科服务是

走在教学科研的前面，让人在你这里发现自己原来不知道的资源，而不是倒过来。

所谓学科委员的专业水平也就在这里，因为否则的话，学科馆员也就没有什么存

在的必要了，让一些图书管理员跟在后面按科研人员的建议和需求出去买东西就

可以了。”图谋：“他们的定位是比较务实的。”图谋：“团队成员多为文献检

索课教师，能胜任教学任务。”图谋：“开篇较为简单的几句话，说到做到并不

容易。”图谋：“时下，校情馆情差异大，各馆的资源、服务差异也大，人力资

源的配备总体上看也比较随意，工作内容或服务质量基本属于无章可循（若干规

章制度，实践中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各自好自为之或勉力为之。处境确实尴

尬。”人入迷图：“哇，清华女馆员撑起了一片天，鼓掌。”图谋：“图书馆这

个行当，‘男馆员‘始终属于少数派。”图谋：“近年，关于女馆员的研究不少，

男馆员这个群体或许更值得研究。”杜桂平：“@图谋 男馆员都是领导，女的都

是听安排的。”图谋：“实际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图谋：“路过图书馆的"

馆领导",一定比例有多重身份（不太认同自身属于‘男馆员’）。”图谋：“时

下，好些图书馆的人员配比实在没有章法，尝试总结出一个规律来，估计也确实

困难。”麦子：“我是点出这点，其他的话就看大家了。”图谋：“这块的理论

研究成果实际有不少。”徐徐清风：“学科馆员就是一个筐，可实可虚，可深可

浅，可有可无，使用灵活多变。总之，有胜于无。”图谋：“相关统计数据，也

是比较多见。从数量上，图书馆从业人员，女性占 2/3。”图谋：“具体到个体

馆，存在很多种情形。”徐徐清风：“男馆员上了年纪多佛系心态。工作上应该

不如女馆员听话，好使唤。”图谋：“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制度，从 199

8 年设立至今未走样（一个中心：文献检索与利用），这属于他们的底色、本色、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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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这是个人的一点观感。”图谋：“要给男馆员‘画像’，估计还是有些难

度的。”图谋：“圕人堂成员从人员结构上，倒是基本‘拟合‘了图书馆从业人

员构成比例。”图谋：“男性、女性馆员研究中国知网检索结果女馆员研究（9

0 篇）其中 CSSCI 来源及其扩展版收录 8篇。[1]张平.高校图书馆女馆员的不良

心理及对策[J].图书馆杂志,2011,30(03):62-64.[2]曾朝庆.新建本科院校图书

馆女馆员素质浅析[J].图书情报工作,2006(S1):236-237+231.[3]丁铃.二十一

世纪女图书馆员的素质和形象[J].图书与情报,2002(04):31-32+35.[4]弗豪

克·玛特—汤姆森,徐文晖.第一个德国女图书馆员——波拉·派塞尔(1864-192

9)[J].图书馆论坛,2002(01):113-114.[5]孙兰.构建积极心理品质 参与图书馆

人才竞争——关于女馆员成才的心理因素探析[J].图书馆学研究,1999(05):3-5.

[6]薛昌芬.知识经济与女图书馆员[J].图书与情报,1999(03):3-5.[7]邓红巧.

谈女馆员的读者服务优势培养[J].图书馆,1999(03):3-5.[8]郭明容,韩学华.试

谈图书馆的主力军──女馆员[J].四川图书馆学报,1998(06):3-5.男馆员研究

（4篇）[1]管峰.基于 CNKI 的图书馆男馆员研究进展分析[J].西域图书馆论坛,

2017(04):25-27.[2]黄毅杰.高校图书馆男馆员工作压力分析及对策[J].湖北经

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8(05):201-202.[3]俞培宁.对图书馆男馆

员心理状态的测试分析与思考[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21(08):9-11.[4]

母艾坪,叶文伟,张天骐.高校男图书馆员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视[J].农业图书情报

学刊,2007(10):94-96.”图谋：“共有 1057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2018 年在编工

作人员的性别数据。男性工作人员有 12090 人,占在编工作人员总数的 32.8%,均

值是 11.4 人。在编女性工作人员的馆均值处于持续降低态势,主要与高校图书馆

压缩编制有关,但在编女性工作人员所占比重整体上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高

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的总人数近 5年来一直呈走低态势,男女比例正向严重失

衡方向发展,各高校图书馆在纳新时可考虑对性别结构进行干预,否则,未来高校

图书馆的男性工作人员将更为稀缺,只能分布在需要体力与技术的岗位上,比如

水电工、信息系统维护员等。（摘编自：吴汉华,王波.2018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

基本统计数据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37(06):44-50.）。”图谋：“图

片来源：吴汉华,王波.2018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J].大学图书

馆学报,2019,37(06):44-50.”广东小*：“在纳新时可考虑对性别结构进行干预，

这个很难做到，不能明目张胆搞性别歧视。”广东小*：“我们馆今年招聘，有

几十人报名，里面好像就三个男生，估计笔试之后，一个都不会有了。”鲲鹏展

翅：“咨询下同行，2016 年的时候魏则西通过百度找医院致死事件后，有同仁

通过知网来检索那个病例找到正规有效的医院，这个案例还有教学案例资料

吗？”图谋：“公共图书馆基本情况：2013 年，机构数 3112 个，从业人员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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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人；2014 年，机构数 3117 个，从业人员 56071 人；2015 年，机构数 3139

个，从业人员 56422 人；2016 年，机构数 3153 个，从业人员 57208 人。”图谋：

“我刚才试图检索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性别比例情况，暂未获得。图谋：“信息

来源：王海霞. 高校图书馆馆员职业性别隔离问题及矫正政策研究[D].福建师范

大学,2016.”hanna：“@麦子 实话中听清华这世界一流怎么学科馆员全是女的。”

图漾：“@节能 @节能 ‘学科馆员’本来就叫做 Liaison Librarian 嘛。”麦子：

“学科馆员的说法太多了：Subject LibrarianSubject SpecialistLiaison Li

brarianLibrary Liaison (这个可以是系里的老师或者是图书馆员，但前者多一

些）但最多的是把具体学科放在前面：Chemistry LibrarianArea Studies Lib

rarian。。”麦子：“我估计很快世界上 90%的学科馆员会在中国，因为美国越

来越多的大学从学科模式转成功能模式，也就是说：只有本科服务图书馆员。这

个模式下一般有三大服务： research services, teaching and leaning, aca

demic engagement.我觉得这个模式缺点不少，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麦子：

“但同时，对很多规模不大的学校这个模式的优点式明显的。当然，对国内一些

学校来说，要上就要上高大上的，学科馆员可以消耗很多有博士学位但缺乏图书

馆专业训练的图书馆工作人员。”

1.4如何发图情专业核心期刊？
大乖乖：“请问哪位专家能指点下如何发专业核心呢。”麦子：“@图谋

我是只会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所以每年也就只能写一篇。当然，这是辩解，我就

是很懒。我不知道有些每周写一篇的怎么写的，估计脑子上有个一个自来水笼头，

而且都是自己自创的思想，不需要文献检索。”图穷：“@大乖乖 现在发核心越

来越难了。鄙人不是专家但是比较热心。发过但产量很低——自我感觉就是‘多

看论文+多思考’，才有灵感才有新主题。说得都是废话但确实是切身体会。建

议你看看老踏的《发论文、拿项目，其实很简单》但是不一定管用。关于此书褒

贬不一，我按照他的指导思想来的。很多东西需要自己悟。”天涯：“@图穷老

师，老踏的《发论文、拿项目，其实很简单》是面向图书馆员的还是面向所有科

研人员的？”图穷：“@天涯 前四章谈论文写作与发表，后四章谈科研项目申请。”

图穷：“@天涯 是面向社会科学的，没有谈自科。”图穷：“@碧海潮生 这两本

书我也有，但是都是只看了第一章。”图穷：“个人感觉老踏的书，实操性蛮强

的。”图穷：“仅仅是个人感觉——按照老踏的书上建议，我一人操刀的本子中

了——小小课题，见笑了。”图穷：“老踏的书，我感觉需要有点经验的看，很

多没经验的看会有感觉全是废话。”图穷：“人文社科，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同。”

倒立的*：“图情在学院专职教师，写论文选题可以更加宽阔。这种宽阔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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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与相关学科和其他职业的联结更密切；从深度上说，更容易从更高的维度

进行抽象，总结理论。在图书馆工作，由于工作领域狭窄，且时间不能保证，更

为重要的是，过于具体的工作导致想象力的限制，又有行政权力的掣肘，难以达

到理论的充分归纳或演绎。发文就自然显得困难。”

1.5自习室的管理
秋雨：“请问大家自习室都是怎么管理的，尤其是对占座，不知道有没有

什么好的办法？”秋雨：“我们天天接到投诉。”秋雨：“每天晚上专人清理自

习桌上的书书籍，都还是杜绝不了。”一片汪阳：“我们每天晚上 10：30 下班，

直接清理书桌上的书籍和物品，放在旁边的书架上。”闽农林*：“@秋雨 你们

可以考虑引入座位管理系统，并请学生馆员参与管理。”Shirle*：“我们馆每

天晚上物业都清理，然后统一保存，每天规定时间段才能取回。”秋雨：“@一

片汪阳 但我感觉这么做没用，我们也是这样的。”李侠安*：“我们的老师加学

生志愿者排班，宣传后进行闭馆前的清理，第二天在固定位置凭存根取回。效果

良好。”二木：“一段时间坚持会有些用的。”一片汪阳：“只要工作人员和勤

工学生负责就没问题。关键还是监管的问题。”二木：“碰到学生丢失物件就比

较麻烦。”闽农林*：“@秋雨 目前我们两个图书馆的一楼自修厅，日常管理主

要由学生馆员负责，且运行效果比较平稳。当然，我们同时还提供了一批寄包柜

给有需求的读者预约使用（每个学期开学在线预约，学期末清柜）。”秋雨：“@

一片汪阳 凭存根取回？还给他们发存条吗？”李侠安*：“是的。”一片汪阳：

“自己的物品如果不拿走，丢失的话自己负责，图书馆不管。”一片汪阳：“学

生知道每天会清理的，所以贵重物品他们也会自觉拿走了。”图治：“同意‘一

段时间坚持会有些用的’@二木 和‘只要工作人员和勤工学生负责就没问题。关

键还是监管的问题。@一片汪阳 ’。”秋雨：“我们每晚也收，但感觉作用不大。

可能工作人员监管力度不大吧。”秋雨：“但我们没有学生帮忙。”图治：“记

得我们之前也是占座位，后来有一个工作人员特别有原则性，后来就好多了，甚

至开馆后放在桌子上占座位，她发现半小时以上一直都没有人坐，而外面有人在

等座位，就拿走东西，再来找占位东西的人进行教育。”一片汪阳：“这工作一

定要有学生协助。”图治：“我们自习室面积小，就一个值班人员，就特别有效，

她巡视。”图治：“不过只管自习室的。”木木贝：“我们每个月清理一次占座

物品，馆内设置了一个架子专门放置占座物品，学生自行认领。清理物品前几天

先发通知。”秋雨：“@闽农林大圕-李林 关于寄包柜感觉也很多问题，很多人

长期占用柜子。什么东西都带到图书馆来了。”一片汪阳：“我们的面积超大，

三层楼都是。”秋雨：“我们有八个自习室。”图治：“那是，我们只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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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治：“我的感觉是，只要来自习的一看真是来真格的了，还是会有效果的。”

秋雨：“有专门有工作人员晚上搞卫生，等晚上闭馆才开始搞，要搞到凌晨二三

点。”秋雨：“这是我们昨晚一个自习室的卫生情况。”闽农林*：“@秋雨 太

正常了 1我自己在自修厅值班过，占座之后有离座去背书的、吃饭的、拿快递的、

谈恋爱的……总之就是，东西在但是人能够几个小时不在。”秋雨：“有同事建

议包给物业。”秋雨：“@闽农林大圕-李林 是的，学生把自习室当家了。自习

室的卫生也特别难搞。”闽农林*：“@秋雨 所以我们目前引进了座位管理系统，

在线预约、到场打卡，离场必须刷卡签退。”秋雨：“好用吗。”闽农林*：“@

秋雨 如果违约累计三次，系统将自动禁止他预约未来一周的座位。”秋雨：“听

我们领导说好象也有什么弊端。”一片汪阳：“如果座位名胜，不建议用座位管

理系统。”闽农林*：“@秋雨 实际使用效果还可以，但是需要学生馆员不断巡

视——否则就没有效果了。”闽农林*：“@秋雨 弊端就是需要人工强干预啊。”

秋雨：“还是离不开人工。”闽农林*：“@秋雨 读者离开座位不签退，就需要

学生馆员登记、核实、上报，然后我们每天值班的老师就会将上报读者打上违规

标记——累计三次违规，计算机系统就会自动禁止读者预约座位了。”闽农林*：

“@秋雨 不要过于指望座位管理系统来解决一切问题——本质上，这还是读者的

问题。目前的计算机系统还没那么智能。”一片汪阳：“如果座位够用，不建议

用座位管理系统。”

扣肉：“群图书资源共享、互帮互助请问哪个同仁馆收有‘9787540467951’

D 商调小提琴协奏曲红河音诗 这本书。”扣肉：“这本书所附光盘，是否存在

故障。”aspire㊣：“明天帮你看看。”玉格格：“对的。”图谋：“当前，公

共图书馆大多可以大大方方地进馆参观。”

玉格格：“。”图谋：“不过需要注意开放时间（开馆时间），碰上闭馆了，

只好行注目礼，绕馆一周，拍照若干，以示到此一游。”玉格格：“这个可以先

联系一下就解决了。”图谋：“先联系得看缘分。”玉格格：“我们巴南区图书

馆就这样的，包括临时过来的，一样接待。”图谋：“我自身数次得益于圕人堂

成员或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受益匪浅。”玉格格：“只要是诚心诚意到图书馆的，

不管是同行或者其他行业的，我们都热情接待。”图谋：“圕人堂这样的社群，

这样的‘小福利‘，多多益善。”图谋：“总的来说，图书馆人挺热情大方。许

多馆同仁，与你的态度一样一样的。”玉格格：“所以特别感谢您发起建立了这

个群，把大家聚集到一起！并让大家能够很好的交流、分享！”玉格格：“天下

图书馆是一家呀！”图谋：“联系馆际交流，也是一样。因工作需要，不少馆有

馆际交流的需求。这实际也是圕人堂社群一个方面的应用价值。”玉格格：“明

白。”图谋：“圕人堂的价值是诸多成员共同营造的。我算是其中一名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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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受益者。”玉格格：“正常的业务就需要馆际交流，这个文旅部已纳入

了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是一项重要指标呢。”玉格格：“我平常主要是在群里

默默学习，很少发言，谢谢老师没有把我开除！”图谋：“圕人堂看重的是‘长

尾效益’。”图谋：“少数人的显性分享，多数人的隐性受益。显与隐是可转变

的，随心所欲的。”玉格格：“具有包容性，挺好的这个群！”图谋：“我的观

察与体会是，绝大多数成员是觉得圕人堂于己是有帮助的，否则会选择随时退

群。”玉格格：“我认为能够成为这个群的成员是非常荣幸的！”图谋：“各种

群不少，圕人堂这样‘烦人’的群不多。没日没夜不消停，每周还有周讯推送至

邮箱。时下，算是比较稀奇的。”玉格格：“感恩老师们的辛勤付出！”

1.6硕博连读，有没有硕士证书？
图穷：“请教一个问题：硕博连读，有没有硕士证书？谢谢。”图穷：“是

一下子那硕博士两种证？还是只拿博士证？”张文彦*：“应该是没有的。”张

文彦*：“必须一步到位。”张文彦*：“读不完只能给硕士肄业。”图穷：“如

果博士证拿不到呢？可以拿硕士证么？”极限：“有的。”极限：“先有硕士证。”

张文彦*：“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身边好像有人是这样 压力特别大。”极限：“像

协和的八年长学制，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证书。”广东小*：“硕博连读的，

一般是只有博士学位证书，只有读不下去被分流的，可以拿到硕士学位证书先毕

业。”广东小*：“如果最后拿不到博士学位，那就很可能什么都没有。”张文

彦*：“@广东小肥羊 @广东小肥羊 这个回答全面 又专业。”图穷：“谢谢各位

解答。”

1.7有关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教材专题讨论
图谋：“有关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教材专题讨论” 少林：“各位老师打扰了，

有谁有图书馆学本科和硕士的专业课教材目录？急需采购！”图谋：“关于‘图

书馆学本科和硕士的专业课教材目录‘，其实各个教学点均会结合自身实际选用

教材，而且均是较为个性化的。倘若需要进一步了解，进一步考察各个学位授权

点，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收获。可进一步参考：何逸竹.全国开设图书情报与档案

管理类专业的高校名单（第 2 版）——本科部分.https://mp.weixin.qq.com/s

/TCdFxmz83BzVc3M_cFPV6Q 本科阶段开设图书馆学专业的高校 22 所；开设档案

学专业的高校 34 所；开设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的高校 20 所。何逸竹.全国开设图

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专业的高校名单（第 2版）——研究生部分.https://mp.w

eixin.qq.com/s/K8hE6zXMfkxqrwjd4NJfAA 硕士研究生阶段开设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专业的高校 13 所；硕士研究生阶段开设图书馆学专业的高校 36 所；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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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阶段开设情报学专业的高校 38 所；硕士研究生阶段开设档案学专业的高

校 23 所；硕士研究生阶段开设图书情报专业的高校 49 所；硕士研究生阶段撤销

或停招图情类专业的高校 28 所；博士研究生阶段开设图情类专业的高校 13 所。”

图谋：“假如梳理一个书单出来，有一定现实意义，但会是一个体力活。”图谋：

“此外可以参考近十年图书馆学教育课程设置研究论文，比如：[1]吴兆文.图书

馆学信息组织课程建设与发展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04):76-80.[2]

吴汉华,王琛.韩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简史[J].图书情报工作,2017,61(10):22-29.

[3]王小云.图情档专业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7(06):2

2-26.[4]黄梦琪.美国国际与比较图书馆学课程之鉴[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

6(02):50-53.[5]王协舟,罗小宁.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课程资源建设研究

(四)——课程建设的具体对策思路[J].档案学通讯,2015(02):71-75.[6]王小云.

海峡两岸图书馆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研究[J].现代情报,2014,34(01):137-142.[7]

谈大军,王金茹.美国高校图书情报学专业信息伦理课程设置研究[J].情报理论

与实践,2013,36(12):119-123.[8]杨清,洪秋兰.国内八所高校图书馆学本科课

程设置合理性分析[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22(04):33-43.[9]郝伟龙,李晓菲.

美国高校图情专业硕士生课程设置特点[J].图书情报工作,2012,56(01):68-72.

[10]司莉,刘剑楠,张扬声.iSchool 课程设置的调查分析及其对我国图书馆学课

程改革的启示[J].图书馆学研究,2011(21):21-26.[11]张德,赵俊杰,雷同玲,吴

运高.图书情报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调研与实践(Ⅱ)[J].情报科学,2011,29(01):

136-140+149.[12]邓玉.关于新时期图书馆学本科教育课程设置的建议——以安

徽大学图书馆学专业为例[J].情报杂志,2010,29(S2):239-241+246.[13]张德,

赵俊杰,雷同玲,吴运高.图书情报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调研与实践(Ⅰ)[J].情报

科学,2010,28(12):1896-1900+1907.”图谋：“假如有人进行深度挖掘，可以是

一个不错的选题，可以是：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教材研究。”图书馆*：“这个选

题不错。”少林：“@图谋 非常感谢群主！”

图谋：“美国高校图书馆研究现状系列约稿，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美国高校图

书馆，并从中获得启示与借鉴，有着较高的关注度。”图谋：“具体到麦子先生

的文章，立足高校图书馆工作实际，不仅信息密度大，且中西合璧，具有很强的

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图谋：“倘若不信，可以进一步关注与阅读。”图谋：

“《图书馆论坛》这些年很给力！信息密度大，且兼顾不同层面读者，学术性、

知识性、可读性兼顾，且在宣传推广方面不遗余力，难能可贵！”图谋：“具体

到麦子先生的文章，立足高校图书馆工作实际，不仅信息密度大，且中西合璧，

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图谋：“倘若不信，可以进一步关注与阅读。”

草长莺飞：“像《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论坛》这样的杂志，既有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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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引，又有专业知识的传递，还有情怀，我们普通图书馆员读了受益匪浅。感

谢王主编、刘主编等编辑老师带给我们的学术大餐。”麦子：“@图书馆论坛刘

编 谢谢两位，很可惜的是，我觉得很多国内文章是为了文献数量而引用，而且

很喜欢引用国内作者关于美国图书馆的内容，但很多内容都不是很正确。另外，

最喜欢用中国思路看美国图书馆问题：立法，政府，ALA 指导下，大家一起搞图

书馆项目。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办法，大家都忙，所以，快快把各种作料配齐了，

一锅炒了就可。”麦子：“我不是说我自己写得有多好，问题是：我做这是没有

什么太大的动机，每次一篇往往花 9到 12 个月，反正两位编辑也不催我，我也

就是写得好玩。当然，动机还是有的：我很多文章的基本动机是对某种状态实在

看不下去了。”麦子：“如果要引用国内作者关于美国的文章，我建议是引用一

些图书馆学的研究人员的文章比如武大的一些老师，我自己看过福州傅文奇老师

写的关于国外的内容，很中规中矩，而且叙述很系统。”广东小*：“就我自己

的观察而言，有些国内学者写的有关国外特别是美国的东西，就像麦子说的那样，

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的，很多时候只看到现象，甚至第对现象根据自己的理解

进行了加工而扭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是短时间无法做到或者是根本不想去做

的。”麦子：“写文章对从业人员真是很大的负担，而且国内杂事太多，又要上

班又要接送孩子，然后下班写两篇核心，谈和容易。”麦子：“@广东小肥羊 @

广东小肥羊 而我写的，可能因为没法放在这个既有的思路和框子里，所以很难

入人法眼。”麦子：“图谋总说我文章的引用很多，但我看了似乎都是充数的，

所以，即使引了，也没什么帮助的。”麦子：“所以，这些文章也就停留在看故

事的水平上，当然，如果是有娱乐性，也蛮好的。”广东小*：“麦子文章最大

的价值就是深度，不光是描述了大家看到的东西，而且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背后

的逻辑说的很清楚。”广东小*：“对高校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参考价值非常大。”

麦子：“所以字数多，废话多。”广东小*：“有些事情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

图谋：“我说的引用多是相比较而言的。实际还可以说是阅读量比较大的。时下

均属于难能可贵的。”麦子：“@广东小肥羊 是啊，这是我生活中遇到的很大

的问题，你一旦提出了一个观点，但对方不是很清楚，这后面的解释可以说几个

小时。”图谋：“言外之意，两位主编的约稿，确实是有眼力的，值得更多读者

关注。”麦子：“如果你要一个不愿做这事的人心甘情愿做，不是很容易的事。”

麦子：“@广东小肥羊 @广东小肥羊 昨天一个朋友，要我看他的退休理财情况，

说很快，10 分钟就可以。结果和他视频了 2个半小时。”广东小*：“看来您对

理财很有经验呀。”麦子：“美国的退休理财实在太复杂，因为和雇主的退休计

划，个人税务，收入等很有关系，有很多专业做的，我是自己很有兴趣，但平时

极少和人提起，因为这是很自找麻烦的事情。@广东小肥羊。”麦子：“这个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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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也因为是 15 年前偶尔提到过，他按我当时的建议做了 15 年，但其间再也没有

说过，当然我也没主动提过。现在年纪都到了，在家闲着，所以才想起。”麦子：

“其实也是借了图书馆的光：美国的公立机构的退休项目相当复杂，而且各个机

构都不同，最后涉及到退休待遇差别巨大（大的甚至可以工作时拿的收入还重

要），以前有两个同事，对这些很有研究，另外也听到一些可怕的错误，所以一

直比较注意。后来，这两人都不到 60 退休了，所以个别知道这个情况的后来会

问我。”麦子：“但这个问题的确复杂，我一般告诉对方，我可以做建议，但一

定要对你的财务问题了解得很仔细，否则没法弄。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很难做到，

而美国人如果要问你，他会把所有材料都打印好了，给你看。我一直不太懂中国

人的隐私观。”

1.8图书馆试用数字资源
天津中*：“各位老师、各位同仁：下午好！不好意思，打扰大家提个问题。

各位老师所在图书馆有试用的数据资源吗？一般试用期是几个月？试用期满后，

数据上是否出具使用数据资源的使用情况统计报告？谢谢老师们！提前祝各位老

师、各位同仁国庆节、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美满！”图谋：“通常情况下，

试用数字资源是数字资源采访馆员工作内容之一。试用期多长？何种方式试用？

这需要与相关数字资源商（或代理商）协商。引进资源的试用期限有较为严格的

限定，1个月、2个月、3个月不等。国内资源试用期相对长一些，多为 3个月，

也有 6个月，甚至 1年的。使用情况统计报告，可以要求数字资源商提供；如果

图书馆自身有相应统计软件，也可以进一步监测。”图穷：“使用情况统计报告，

可以要求数字资源商提供@图谋 会不会被‘放水’？”上善若水：“OCLC 最多

两个月。”上善若水：“我们可以提供统计数据，图书馆自己可以查，无法造假。”

/kf 港湾：“123123。”图穷：“@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 怎么查？？？我们馆之

前试用过 51CTO，我想去查查。谢谢。”天津中*：“@图谋 谢谢王老师的指点。

我们馆领导要求试用数据资源，试用期满之后，要进行使用情况的统计，以作为

今后购买数据库的参考依据。”图谋：“关于试用数字资源管理与服务的文献：

[1]张银玲.高校图书馆试用数字资源采购决策研究——以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

为例[J/OL].晋图学刊:1-8[2020-09-30].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

4.1022.G2.20200702.1127.004.html.[2]彭春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图书馆试

用数据库的调查与思考[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07):159-161.[3]鲍甬婵,

高峰.图书馆试用数据库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探析[J].现代情报,2016,36(03):97-

100.[4]王燕.安徽省高校图书馆试用数据库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大学图书情

报学刊,2016,34(01):49-52.[5]尹小红.广东省高校图书馆试用数据库管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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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分析与对策思考[J].图书馆论坛,2011,31(04):63-66.[6]杜莹琦.高校图书

馆试用数字资源的选择与评价策略[J].图书馆建设,2011(07):13-15.[7]徐芳,

高丽.高校图书馆试用数据库管理现状调查与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0

(01):30-33.”图谋：“关于数字资源使用统计，不同资源商（或者图书馆自身

自制或购买）的统计模块，因涉及的变量较多（计量方法、访问方式、采用技术

等），并没有采用统一标准或规范，信度与效度有所不同，仅供参考。引进数字

资源，有的有统计模块，用户方管理员有查看权限。丘先生说的 OCLC 提供统计

数据，图书馆可以自己查，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国内的数字资源，不少数字资源

商也会有统计模块，有个别也给用户方管理员提供查询账号。统计模块中的信息，

需要规范管理，有些信息是涉密的。至于担心数字资源商提供的数据‘放水’，

如果觉得有必要，可以自己上一套数字资源访问统计系统，这需要相应的人力物

力财力投入，实践中，确实有部分图书馆有这方面的应用系统。”天津中*：“@

图谋 收到！十分感谢您的指点和帮助。”图谋：“哦，那条信息实际是在答图

穷的质疑。”洞庭水手：“现在的各个统计系统之间偏差很大的。”图谋：“是

的。”图谋：“这块已经形成了不少标准规范，部分数字资源商这方面下了不少

功夫。”如是我往：“腾讯传文件现在越来越严格了。”如是我往：“像 PDF

的文本内容能够实现在线审查吗？”碧海潮生：“高校图书情报论坛知网都不更

新了，前面显示停刊，以为真的停刊了呢。”图穷：“@图谋 @图谋 谢谢。”

1.9在知网上可以浏览下载《图书情报工作》上的文章吗
雨过天晴：“请问在知网上可以浏览、下载《图书情报工作》上的文章吗？

我这里最近不能了，想知道是因为自己学校没买，还是知网没收录了。谢谢！”

Cpulib：“欠钱了吧”雨过天晴：“别的期刊都可以正常使用，就这一个不行，

所以很奇怪”cpulib：“我试下可以下载”图谋：“《图书情报工作》属于数纸

版个刊统发期刊，需要购买了个刊库才能用。”雨过天晴：“@图谋 哦，原来如

此，谢谢！”诲人不倦：“投稿网站可以直接下载全文”雨过天晴：“@诲人不

倦 往年的都可以吗？谢谢！”诲人不倦:“可以试一下，18.19 年都可以”雨过

天晴：“试了，真不错，谢谢！”图漾 ：“@雨过天晴 《图书情报工作》是极

力倡导 oa 的机构，自身做的也很好，全文可以在其官网下载”雨过天晴：“@

图漾 是的，刚刚看了确实不错。”图漾：“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以张晓林为代

表的一批学者一直在推进开放获取工作，旗下的期刊如《图书情报工作》、《数

据分析与知识发现》等也一直身体力行。反观有些机构和个人，“开放”、“共

享”喊得山响，连个 ppt 也舍不得分享，ppt 拍个照跟窃取了他多大核心机密似

的。”阳春三月：“@图漾 真性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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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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图谋絮语实录

2020-10-2 08:17

图谋按： 国庆中秋同一天，21世纪共有 4次，分别是 2001年，2020年，2031
年，2077年。圕人堂算是组织了“中秋国庆特别节目”，本周周讯会予以梳理。

梳理当天“图谋絮语实录”，或许可以视作一个“子节目”，似乎有点节日大酬宾“买
一送一”的意味。 7:19 圕人堂祝全体成员：节日愉快，家庭和美，工作顺利，

心想事成 ...

个人分类:圕人堂|15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试用数字资源管理与服务的讨论

2020-10-1 08:30

9月 30日，圕人堂部分成员参与了图书馆试用数字资源管理与服务的讨论，图

谋特此予以整理，供参考。 某高校馆员纪老师提问：“打扰大家提个问题。各位

老师所在图书馆有试用的数据资源吗？一般试用期是几个月？试用期满后，数据

上是否出具使用数据资源的使用情况统计报告？” &nb ...

个人分类:圕人堂|27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高校学科馆员的讨论及其思考

2020-9-27 10:54

2020年 9月 26日，圕人堂麦子（河滨加州大学资深馆员）分享了清华大学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推文：科研启航篇:学科馆员在身边.
https://mp.weixin.qq.com/s/EVzCo9UXc7cJ09l8L4jaAQ 。随后，展开了讨论，多

位成员参与，辑录如下： 麦子：“我起码有两个观感：都是女的，图书馆的确女

性比较多 ...

个人分类:圕人堂|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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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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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20 年 9 月 26 日，圕人堂部分成员就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展开讨论。详

见 ： 关 于 高 校 学 科 馆 员 的 讨 论 及 其 思

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2277.html 。

（2）2020 年 9 月 30 日，圕人堂部分成员参与了图书馆试用数字资源管理与服

务的讨论，图谋特此予以整理，详见：关于试用数字资源管理与服务的讨

论.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2823.html 。

(3) 2020 年 10 月 1 日，圕人堂组织了“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参见：圕人堂

中 秋 国 庆 特 别 节 目 — — 图 谋 絮 语 实

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2912.html 。

(4) 2020 年 10 月 1 日，图谋发红包 200 个（总金额 200 元）庆祝中秋国庆双

节。

（5）2020 年 10 月 2 日 15:00，群成员达 2884 人（活跃成员 492 人，占 17%），

在线 1489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33%），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总用户数 3769 人。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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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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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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玮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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