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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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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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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 2015 年元旦贺卡（布克 制作） 

咱们圕人有力量 

——圕人堂 QQ群新年献词 

图谋 

    图书馆员是图书馆运作的重要资源。今年的中国图书馆年会主题为“馆员的

力量:改革 发展 进步”，图谋认为“馆员”的力量尚待开发与利用。为图书馆事

业繁荣发展计，试图推出“圕人”这一概念。 “圕人”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

关人员。这个概念比较接近美国图书馆协会成员所指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及“图

书馆支持者”，但比其更为广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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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拓展”并非毫无边界，是基于图书馆事业的现状所做的“调适”。 

    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交流群，愿

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

资源、人脉。现有成员 780名（包括高校图书馆馆员、公共图书馆馆员、专业图

书馆馆员、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图书情报专业学生、图书情报学术期刊编辑、图

书情报相关出版社编辑、图书馆相关平面媒体工作者、图书馆相关资源商从业者

等等，成员所处地域分布广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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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共发布 33 期。在这辞旧迎新之际，

盘点一下 2014 年圕人堂所发生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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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月 10日 6时许，图谋决定创设圕人堂 QQ群，并拟定愿景及使命，着

手注册 QQ会员并建立群。 

   （2）5月 16日，发布第一期《圕人堂周讯》。 

   （3）5 月 23 日《图书馆报》馆界动态版（A04 版）新闻速读报道《圕人堂

QQ群创立》。 

   （4）6月 20日 18:06:43，群成员达 499人。 

   （5）7月 4日，经在圕人堂中讨论，圕人堂启用英文名称：LibChat。同时，

《圕人堂周讯》英文翻译启用：LibChat Weekly Info。 

   （6）8月下旬，圕人堂形成并确立堂风为：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

旨在实践。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7）10 月 31 日，《圕人堂周讯》编辑组成型，共有成员 4 人：王启云，宋

晓莉，赵生让，董行。 

   （8）“圕人堂发展基金”10 月 31 日 21:24 开始接受个人捐赠，至 11 月 7

日 20：21已接受 20位成员捐赠，共计 10065元。 

   （9）2014 年 11月制定《圕人堂 QQ群规范（征求意见稿）》，2014 年 12 月 1

日 《 圕 人 堂 QQ 群 规 范 》 （ 见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47582.html）。 

   （10）2014 年 12月 26日，群成员达 771人（活跃成员 268人，占 34.8%），

圕人堂升级为 2000人群。“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4892.75 元。 

    以上的一切表明，圕人堂围绕着“愿景”与“使命”，正在有条不紊地组织

和筹划，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发展。 

    在新的一年，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做更多有益图书馆界的事：促进“两大阵营”

(来自图书馆一线实际工作单位的、来自教学科研单位的)的科研合作，形成更具

生命力的科研成果，互利互惠；促进与专业期刊的合作，专业期刊“积极参与与

配合”，乃至“引领”，意义重大；促进与《图书馆报》等媒体的合作，让更多图

书馆人看《图书馆报》；促进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成果得到更广泛、更快速的传播，

让圕人工作更舒心、生活更美好。咱们圕人有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 

    圕人堂这样的空间，主要就是发挥“微价值”或者说“长尾价值”。“意义”

这个东西，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原本无“意义”的事情，因为有更多

的人受益了，那就有意义了。“圕人堂”的灵魂是“圕”这个字，意在圕结一切

可以圕聚的力量，凝心聚力谋发展。 

新的起点，新的期待。在这万象更新的美好时刻，谨向圕人堂全体成员，向

关心、支持、参与圕人堂的建设与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2014年 12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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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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自助借还机、门禁产品的选择 

予曦：“各位老师，大家觉得图书馆自助借还机、门禁、防盗仪哪家的产品

较好？3M 的不错，我们馆都是用这个，皮实！”纳兰：“我们馆刚统计的，借书

97%是自助。”lyl：“门禁盛卡恩好像也不错。”图谋：“有关统计数据可否分享一

二？”纳兰：“可以，下周吧，今天不在馆里。”winwin：“我们的医学书比较厚

重，以前把磁条贴到书脊里的前几页，结果，上了 3M 自助借还机后，发现厚书

不能被检测到，造成自助拒借率高。”茶男：“厚书一般是贴两条。门禁系统的话，

盛卡恩的不错，便宜点的广州天意，北京龙典。”广州书童：“自助借阅不是用

RFID 标签？”winwin：“贴两条时，门禁报错啊。自助借成功时，只消掉了一条。”

圖夫：“一般馆不建议用 3M，建议选择国产的，国产的容错性好。”winwin：“我

们的 3M 机，用了 6 年，坏了。”圖夫：“个人觉得 3M 产品还是比较好的，但不

合‘国情’。”sonorous：“我们学校门禁系统、2 台自助借还机都是 3M 的。” 沧

海月明：“我馆正在建设新馆，各种设备正在选型招标，向大家咨询一些问题：1、

3M 的用于扫描普通条码的自助借还书机大概多少钱一台？2、门禁（通道机）

选哪家的品牌较好，一个通道大致多少钱？为啥说 3M 的自助借还书机不大符合

‘国情’？”广州书童：“我们馆全部是 3M 的机器、门禁。”沧海月明：“用的

情况如何？”广州书童：“还不错啊。不过 3m 的东西，还真挺贵的。”予曦：“3M

还不错，我们馆的自助借还、自助办证还有门禁都是用它。确实贵。自 2011.9

运行至今，没什么问题。”沧海月明：“哦，一台大概多少钱？”予曦：“13-14

万。”沧海月明：“呵呵，还真不便宜 3M 有用于普通条码的自助借还机吗？据说，

都是用于 RFID（射频）标签的机子。”予曦：“这个不知道呢，我们是 RFID。”

纳兰：“@沧海月明 有。”沧海月明：“哦，那我联系一下他们问问看谢谢啦！”

纳兰：“我们馆用的条码的，当时招标的时候 3M 来投标了。” 

 

（2）对“圕人堂”中圕字的解释 

Max：“可以投稿？”图谋：“参建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公益作业征稿

通知 http://t.cn/R7gFhrW 热度 1 2014-11-12 21:18 。参见整成‘参建’了。期待

圕人堂成员投稿‘常态化’。”Max：“高水平文章。”图谋：“另外下午纠结了好

一会，‘圕人堂’是否加上拼音,加了后感觉很别扭。因此发了条微博，包括以下

信息：圕字音‘团’义‘图书馆’ http://t.cn/RZhCuxM 2014/5/11 12:31:00 圕的

故 事  http://t.cn/RZhCuxJ 2014/6/16 9:06:00 杜 定 友 图 书 馆 学 之 特 征 

http://t.cn/RZhCuxi 2014/6/16 9:26:00。”Max：“征文必须都是 图书馆行业？”图

http://t.cn/R7gFhrW
http://t.cn/RZhCuxM
http://t.cn/RZhCuxJ
http://t.cn/RZhCu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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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圕人堂’不是‘图人堂’，‘圕’这个字，包括‘圕结就是力量！’是有讲

究的。”Max：“这样。I see。”图谋：“‘圕人堂’可以理解为是对图书馆学家杜

定友先生的纪念与传承。尊重过去（历史），开创未来。‘圕结就是力量’中的‘圕

结’希望传递的意思是‘圕人团结起来’。”图谋：“当前还有不少成员，将‘圕

人堂’等同‘图人堂’，特此做点说明。”Max：“@图谋 我刚刚就是。”生清：“我

也是。”图谋：“私下与我交流的时候，好几位成员也是，我也不大方便‘纠正’。”

生清：“‘圕人堂’这次记住了。感谢提点。”图谋：“我知道还有成员告诉人家网

上搜‘图人堂’加本群，恐怕难如愿。” 

 

（3）2014 年 12 月 26 日《图书馆报》和《图书馆报》的安卓、苹果客户端 

图谋：“12 月 26 日《图书馆报》http://t.cn/RZGfKaQ 看点：（1）中国图书馆

学会 2014 年全民阅读推广峰会（A10 版）；（2）关注 2014 全国高职院校图书馆

馆长论坛（A11 版），‘头脑风暴’内容更精彩；（3）人天书店集团董事长邹进专

访（A12 版）《从竞争对手到合作伙伴：联盟时代已经到来》；（4）厦门大学图书

馆新媒体运营小组《大陆地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排行（2014/12/14～

12/20）》（A15 版）；（5）2014，图书馆的那些另类记忆（A16 版）；（6）巴西公

共图书馆事业概览（A21 版）。另，该报手机读报客户端（安卓端、苹果端）读

报更便捷。每周报纸通常周四、周五可读。”图谋：“图书馆报的 apk 放到群文件

中了，感兴趣的成员可用手机下载安装。”千雪：“多谢！已安装。”图谋：“图书

馆人看《图书馆报》，挺好的。数位成员有‘共鸣’。听说有的馆还订阅了好多份。”

茶男：“我今年又定上了。”图谋：“我觉得很‘值’。有些图书馆定了不少七七八

八的报纸，根本没人看。”apple：“我们办公室有。”图谋：“有的办公室（或部

门）订了本地的晚报，没人看。”生清：“我们馆也有。”图谋：“如果一个馆有一

批人愿意看《图书馆报》，那么馆风不错；如果馆长、书记看《图书馆报》，那馆

风会是相当不错。”图谋：“那建议用手机报。直接到群文件下载 apk，安装好就

可以。”图谋：“有的时候，该报网站运行本身存在问题。我这边也常有打不开的

时候。”winwin：“手机报就是新华书目报吗。”xrr：“手机不是安卓系统的，安

不上吧。”图谋：“《图书馆报》。《新华书目报》之《图书馆报》。”winwin：“没有

电脑版吗。”图谋：“上边贴的链接就是电子报呀。”winwin：“那是手机版，域名

里以 m 开头。”xrr：“苹果商店里搜到了。”雪扬：“用手机上 QQ。下载老师发

的文件，再安装就可以了。”岚：“谢谢。” 

 

（4）大陆地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排行（2014/12/14～12/20） 

图谋：“厦门大学图书馆新媒体运营小组《大陆地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影响

力排行（2014/12/14～12/20）》http://t.cn/RZh6uCn。” 

http://t.cn/RZGfKaQ
http://t.cn/RZh6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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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科新书目》和《科技新书目》的电子版 

图谋：“http://t.cn/8FgeOPq。《社科新书目》、《科技新书目》也有电子报。”

雪扬：“谢谢老师推荐。” 

 

（6）《圕人堂周讯》2014 年全集可访问 

图谋：“@全体成员 《圕人堂周讯》2014 年全集（1-33 期）.rar (PDF 格式)

已上传至群文件。” 

 

（7）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大学创新创业基地开始孵化项目 

洞庭水手：“历经一个学期的打造，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大学创新创业基地，

在低调中，尝试开始孵化 6 个项目。”圆梦美玉：“@洞庭水手 6 个？”洞庭水

手：“嗯。集结了学校的资源。学生的想法还挺多的呢。”圆梦美玉：“图书馆就

6 个，老母鸡太厉害了。”洞庭水手：“学生项目呢，经过挑选出 6 个，继续坚持

下去。”圆梦美玉：“恩，贵在坚持。” 

 

（8）2014 年度圕人堂大事记和对统计数据的讨论 

图谋：“2014 年 12 月 26 日，圕人堂升级为 2000 人群（超级会员年会 228

元，升级 2000 人群费用 188.1 元，总计 416.1 元）。” 图谋：“2014 年《圕人堂

周讯》页数总计 757 页。.有成员提出希望出‘年度精简版’，我也希望能做成此

事，将其浓缩为 100 页以内。”图谋：“2014 年度圕人堂大事记 http://t.cn/RZzcvy3 

2014 年 12 月 26 日圕人堂升级为 2000 人群。据 QQ 群信息：（1）圕人堂现有成

员 773 名，活跃成员 268 人，占 34.7%；（2）女成员占 60%，男成员占 40%；（3）

90 后占 10%、80 后占 39%、70 后占 18%、60 后占 6%，60 前占 12%。圕人堂

大事记摘编 1-33 期《圕人堂周讯》大事记。”青荷：“——这个是咋统计出来的？

如果按 Q 资料，吾岂不是 10 后。”芝麻：“这是真的吗？”图谋：“统计功能是

系群功能。貌似为升级之后具有，此前未发现。”广东小*：“里面的年龄和性别

信息都是自己填的，可信度存疑。”图谋：“关于那个统计只是参考一下。有一定

参考价值。比如关于地域的统计失去参考价值，也就不提了。刚才那组群数据，

估计就比较准，可说是‘事实数据’。”青荷：“——具有一定的准确性，有的人

是据实填写。哈哈，但也有人，想象了一下，比如我，添的就是辛亥革命后，也

是 90 后啊。”图谋：“那组‘群数据’不包括那组关于年龄的数据，‘群数据’是

指有关‘群成员数’、‘发言人数’、‘发言条数’等的数据。前边用手机发了那组

数据。关于年龄那组情况，作为我的角度是了解情况的。而且实际也是有选择性

（或者说有目的性）的选了那组数据。”青荷：“辛苦。”图谋：“根据系统中的数

据，本身还有‘两头’的数据，我直接弃用。原始数据还包括：00 后 14%，未

http://t.cn/8FgeOPq
http://t.cn/RZzcv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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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1%。我取用那组数据的用意在于：（1）体现圕人堂的‘开放性’，老少咸宜；

（2）告知群成员中 70 后、80 后（尤其是 80 后）为‘中坚力量’。作为跑堂的，

提供一些信息，主要是尽可能地提供一些服务。部分数据本身可以作为‘研究素

材’供参考。之前，曾提供群成员各等级分布情况数据，有人认为毫无意义，其

实有心人会发现，它是有意义的，比如它较好地‘拟合’了网络社群的 1:9:90

法则。另外一个用途是，原本打算做‘2014 年圕人堂年度奖’评选（因其无法

达到评奖目的而取消），用其作为参考依据是较为靠谱的。今天，原本打算写的

是‘圕人堂 2014 年度总结’，实际动笔写的时候，认为还是‘2014 年度圕人堂

大事记 ’这种形式可能更好些。既作为对圕人堂全体成员的汇报，也作为‘圕

人堂发展史’供群内外成员参考。圕人堂群昨晚升级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原

本是计划在群成员达到 900 名之后升级，从当前的趋势看，遥遥无期。‘咬牙’

升级的用意，在于表达一种‘愿望’或‘决心’：希望圕人堂至少能再运行一年。

误入奇图：“其实不必那么急，放不下了再升也可以的。”图谋：“上周我原计划

是‘不想管’（因为我出差 3 天，本身也不大方便），观察了几天，再‘不管’，

情况不妙，2014 年最后一期周讯会很‘难看’（没啥内容）。我那么‘着急’升，

是希望群成员的扩张这块早点‘省心’。”平平：“年底大家都事多，群主别着急。”

图谋：“这与事多事少没太多关系。与没多少人当回事有关系。我的愿望是争取

多一些人当回事。为了让 2014 年最后一期周讯不难么难看，赶了不少活。比如

12 月 25 日赶了一篇圕人堂专题博文，12 月 26 日午休放弃午休做好周讯助理工

作……昨晚临睡前眼睛严重不适（应该属于用眼过度）。34 期周讯是‘跨年’的

一期周讯，这期周讯争取要好看一点（也是选择昨晚升级成 2000 人群的原因之

一）。” 

 

（9）世界各地孩子们的阅读瞬间 

图道：“孩子们的阅读瞬间，感动！http://t.cn/RZGfOQd。”该图集由“学语

文”微信平台转载自“常德图书馆”。 

 

（10）《圕人堂 QQ群简介》（音频版） 

图谋：“刚刚录了一个《圕人堂 QQ 群简介》（音频版），主要是作为一种尝

试。欢迎感兴趣的成员关注，欢迎宣传推广。” （注：圕人堂 QQ 群简介（音频

版）.amr 已上传至群文件。） 

 

（11）关于《图书馆员之歌》的讨论 

天蝎小昭：“有人听过浙江大学的教授陆宗城先生写的《图书馆员之歌》么？”

笨笨 99：“陆宗城先生已经去世。”图谋：“《图书馆员之歌》http://t.cn/RZGfl6b。”

http://t.cn/RZGfOQd
http://t.cn/RZGfl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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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图书馆员之歌》http://t.cn/RhCsgMu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明德学院图书

馆演唱（？）。”天蝎小昭：“这个视频刚看了，上面的 MP3 都打不开。谢谢了。”

图谋：“另一首：图书馆员之歌（作词：石渭利；作曲：杨玉成）http://t.cn/RZGfTT1

这首图书馆员之歌歌名是《书香飘溢的地方》，此歌为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馆歌。” 

 

（12）关于最近在国内使用 Google 产品的讨论 

天行健：“Google 彻底打不开了。”图谋：“绕路走好像还行得通。以前移动

手机可以收发 Gmail 邮件，刚试了下，说连不通。”安哥拉兔：“这次是 SMTP

被封了。”图谋：“哦。”安哥拉兔：“以前是封特定端口，这次是封了路由。”wjew：

“Gmail 要是封了，那可太惨了。”wjew：“我的最重要的东西都是用 Gmail 注册

的呀，支付宝、Kindle 电子书，各种各样。”图谋：“当前不翻墙的话，好像已经

算封了？你的手机还能上 Gmail 邮箱？”广东小*：“听说说全部封了。”wjew：

“但是平时，在单位用电脑是可以访问 Gmail，尽管访问不了 Google。”图谋：

“我自个以前常用邮箱是 Gmail 的，后来被迫换成 126 的。”wjew：“这是什么

时代。”图谋：“我单位电脑老早就无法用 Gmail。”广东小*：“我一直用 Gmail。”

图谋：“手机可以，但刚才看到天行健的信息，试了一下，发现用不起来了。”wjew：

“这个世界要疯了。”图谋：“小肥羊现在试试能用么？”安哥拉兔：“我现在除

了支付宝和一些国外的服务，其他的国内服务都改用 163 的了。”广东小*：“这

是史上最好的时代。”图谋：“网络环境方面，确实越来越不爽。”图谋：“现在网

速吹牛怎么怎么牛，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比 00 年代强。”图谋：“IPv6 据说是泡沫。”

广东小*：“这个话可不是我说的，我是引用。”图谋：“引用得注明出处，否则我

们认为是你说的。。”wjew：“据说，那是判断。”图谋：“作为不明真相的围观群

众，往往是缺乏判断力，惭愧。”广东小*：“可以判断 VPN 的生意会越看越火爆。”

天行健：“Google 学术搜索，是用不了了。”图谋：“VPN 使用 Gmail 无故障么？

我也考虑整一个。现在翻墙太费劲。”广东小*：“可以顺畅使用。”图谋：“直接

用支付宝支付就可以搞定么？”广东小*：“嗯。”图谋：“以前小辉介绍一种每月

不到 4 块钱的 VPN，不知道用的是哪家？我看到的费用均在每月 10 元以上。”

叶子随风：“翻过墙才发现原来还有另一个世界。”娜娜*：“126 可以收发 Gmail，

163、qq 只能发不能收。”娜娜*：“国内不知推特含义，特意改成社交网络。” 

sonorous：“用 http://hi18.cn 上就好了~访问 Google 还挺稳定的。” 

 

（13）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图书馆的热门图书推荐系统 

www：“@洞庭水手 http://t.cn/RhSEjrV。”www：“第一本书，可以给孩子看，

第二本，余秋雨的，大家可以假期看看。”www：“这个貌似图书馆人感兴趣，《噪

http://t.cn/RhCsgMu
http://t.cn/RZGfTT1
http://t.cn/RZGfTT1
http://t.cn/RhSEj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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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书》一个很新颖的提法。”洞庭水手：“不错，书刊推荐的不错。”洞庭水手：

“程序是自己开发的吗。”www：“是的。”洞庭水手：“强啊。”www：“我经常

闲下来有空的时候看看那些书名，算是快速阅读，长长视野，也了解下当下大家

都看什么书。”洞庭水手：“牛。内容做的不错。你们也是汇文图书系统啊。”www：

“是的。豆瓣的一些评价很有意思。其实是摘录。”洞庭水手：“摘录的好。”向

日葵：“@洞庭水手 http://t.cn/RhSEjrV 十大热爱的书。”  

 

（14）关于使用磁条管理图书馆期刊报纸的讨论 

革命黄牛：“请教各位，各馆是如何管理期刊报纸阅览室的，如何防止报刊

丢失的，如安磁条等防盗设施成本核算太高，有无高招？”平平：“磁条也才 2

毛一条吧，就是设备贵点，十万左右。我们报纸就没安磁条，能做的就是加强巡

视。”茶男：“期刊贴磁条成本也不高啊。”革命黄牛：“这个价格我知道，就是每

期都安磁条，有点忙不过来，想询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平平：“哦，你是人手不

够哦。”革命黄牛：“目前来说人手确实不够。”茶男：“报刊阅览室本来就是所有

窗口里面最忙的。我们这里报刊部最忙，但是最不赚好。”生清：“贴磁条的工作，

现在我们这边都已经外包了。”革命黄牛：“你们报刊的丢失率怎么样。外包也是

一种途径，价格如何？”茶男：“基本上没有丢失，年底合订的话，没有回来的

都是借出去没还的，少有丢失的。”生清：“和图书采购一起，外包跟图书公司。”

茶男：“这也是一种办法。”生清：“统一采购，价格还是挺优惠，书商也很乐意。”

革命黄牛：“你们的期刊磁条和图书磁条是一样的吗，还是有所区别。”生清：“有，

期刊用的永久磁条。”平平：“一样的。都是可以充消磁的。我们期刊还要外借，

用的都是充消磁的。”革命黄牛：“是不含数据的吧。生清：“我们的期刊不外借，

图书用的是可充消磁的。请问期刊外借，借阅期是多久。”平平：“一周。”茶男：

“图书为什么是复合型的呢，用永久型的不是更方便么。”平平：“一次可以借 2

本。”革命黄牛：“我们图书安的是芯片。”茶男：“哦，RFID。”平平：“要是期

刊按芯片就贵了，一块左右一本。”生清：“哦，那确实成本挺高的。”革命黄牛：

“还有好办法吗。”生清：“估计您们订的期刊，含金量挺高。”平平：“以前学习

都是在知网上下点文章来学，感觉不全面。” 

 

（15）关于社会研究方法和内容分析法的讨论以及相关书籍推荐 

图谋：“关于研究方法，全球范围影响深远的是《社会研究方法》（(美)艾尔·巴

比著）。真正只介绍一种‘方法’的书，我认为其方法不靠谱。”平平：“靠不靠

谱都要看看，不看怎么知道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鱼雷：“许静，王颖，庞楠

著. 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综合理论及应用.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4.07.”平平：“这本书如何，你看过了吗。”鱼雷：“还没看过。太新了。”鱼

http://t.cn/RhSEj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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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邱均平，王月芬著. 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10.”平平：“李钢，蓝石等人 2007 年出版的书《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方法:

理论与应用》。http://t.cn/RZGM82v。”鱼雷：“内容分析法各个领域都有。最早似

乎是传播学中的。后来被其他学科借用，形成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分析方法。”

图谋：“内容分析方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分析与描述

的研究方法。拉斯韦尔曾在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研究中大量使用这一方

法，传播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也曾于 1952 年发表了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内容

分析：传播研究的一种工具》。内容分析法对于所有可以记录与保存而又有传播

价值的讯息内容都能适用。它是一种实证性的方法，因而与具有一定客观性的调

查程序联系在一起的。来源于网络资源。”平平：“我们图书馆书少，遇到好书还

得自己买。”图谋：“也随手搜了一下。”鱼雷：“是的，最早就是源于传播学。”

图谋：“鱼雷说那几本，读秀上有信息。”鱼雷：“后被其他学科借用。”平平：“我

们连读秀都没有。”鱼雷：“传播学的读秀上有全文。文献计量学的没有全文。”

图谋：“邱均平，王月芬著. 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10. 本书将文献计量方法与内容分析法结合，形成新的文献研究方法，在文

献分析方面对原本两种方法有很大提高，对于文献情报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

用。这本的影响力貌似不错。”图谋：“两本书可以做个比较研究。”鱼雷：“王伟

军，蔡国沛主编. 信息分析方法与应用.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10.”

平平：“群里太给力了。”鱼雷：“卢泰宏著. 信息分析方法. 广州：中山大学出

版社, 1993.04. 。”鱼雷：“这两个是目前可见的在信息分析中以专门章节介绍

内容分析法的图书。”鱼雷：“其实，信息分析的大多数方法都是内容分析法。” 图

谋：“同时发现了以前有成员分享的《社会研究方法》一书的电子版，该书堪称

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方法图书之经典，世界范围享有盛誉，特此分享。”天外飞仙：

“最新版本是 11 版，读秀中有。现读秀的文献传递能另存为 pdf，是一进步。”

图谋：“那可以分享的话，最好能分享。”天外飞仙：“现在只下了一部分，还没

下完，下完了可以分享。读秀的文献传递限制，大家可以合力，一人传递一部分

就可以弄完了。”图谋：“刚分享那本，正好我有纸本。”天外飞仙：“纸本也不错。

读起来比电子版有感觉。”图谋：“经典图书就应该有纸本。”天外飞仙：“就是。”

图谋：“个人每年都会有意识地买几本书。”天外飞仙：“应该这样，准备向你们

学习。”图谋：“一方面是自己用的方便，另一方面也算是感谢作者。这个‘感谢’

也许很不够，但也算略表心意。说得‘高大上’一点，或许体现的是对知识产权

的一种尊重或敬重。”天外飞仙：“就是。”生清：“感谢分享。”（注：社会研究方

法﹒第 10 版（美）艾尔﹒巴比著.pdf 已上传至群文件。） 

 

（16）关于圕人堂宣传的讨论以及成员对圕人堂 QQ 群好处的归纳 

http://t.cn/RZGM82v


圕人堂周讯（总第 34 期 20150102）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12 - 

图谋：“欢迎大家帮助宣传圕人堂，我的能力非常有限，算是已经‘尽力’

了。”XH：“我在努力宣传啊，图谋。那天还给图书馆报又写了篇‘软文’，不知

道何时发。”图谋：“我一直在‘琢磨’圕人堂的营销，种种原因，似乎效果不甚

理想。谢谢！”XH：“搞定馆长们。”生清：“感觉精神的凝聚更重要。”鱼雷：“馆

长们加入就完蛋了。”生清：“同感。”XH：“不是，馆长帮宣传。”图谋：“城市

天空、Lee 等为圕人堂的宣传推广，做了大量工作。作为跑堂的，非常感谢！”

鱼雷：“这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刘方*：“一般的馆长不要随便拉，免得麻烦，有

时候话说大了，可能还伤了他们。”图谋：“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圕人堂在努

力营造一个较为‘安全’的氛围。”生清：“感觉到了。”图谋：“圕人堂当前其实

已经有一些馆长在。”鱼雷：“这正是不欢迎馆长们加入的重要原因。”生清：“所

以敢说话，畅所欲言。”图谋：“馆长在圕人堂不享受 VIP 待遇。呵呵。”鱼雷：

“有个别馆长在不怕。”生清：“当然也不排除开明包容的领导。”图谋：“任何人

到圕人堂均是圕人堂成员。”XH：“对头。”图谋：“愿意加入圕人堂的大小领导，

需要理解这点。”生清：“向好馆长们致敬。”鱼雷：“应该说：任何人到圕人堂只

是圕人堂成员。”生清：“感谢各位高人指点。”Lee：“@图谋 王老师客气了，我

们仅仅是顺手扩散而已。就像刘老师说的这个群的创建，第一，让很多馆员有了

归属感，第二，业务交流让很多馆员收益，第三，学术交流让很多馆员收益，

第四，还有就是信息的交流，中外信息，图书馆学界业界的最新信息，还有论

文投稿信息，还有招聘的信息。”鱼雷：“如果要进行定位的话，那可以说‘圕人

堂是图书馆员工作、学习、生活的空间’。”图谋：“作为我自己，昨天有成员叫

我‘群主’，我‘纠正’到我只是‘群仆’——个人认为这点是符合实际的。”图

谋：“关于‘鱼雷’老师这点，我还得‘纠正’。”生清：“群主是尊称，因为很感

谢您为大伙做的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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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当

前的圕人堂事实上也只是图书馆员占的比例比较大。”娜娜*：“谁管理群谁就是

群主，可以多个。” 

 

（17）关于连续出版物的出版周期代码和办刊收入的讨论 

刘方*：“各大期刊的年刊用 N 表示，增刊用 Z 表示，S 表示什么？请教各位。”

鱼雷：“从字面看，是一个提供小说下载的。”尚·勤：“S—副刊。supplement。”

生清：“出版周期代码为一位字母：w——周刊，s——半月刊，m——月刊，b——

双月刊，q——季刊，f——半年刊，a——年刊。”鱼雷：“S 有时也表示增刊。”

尚·勤：“嗯，附刊。”鱼雷：“@生清 方方问的是在参考文献中的标示符号。”

尚·勤：“那双周刊呢？”刘方*：“谢谢@生清 但是不是出版周期的意思。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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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尚·勤 说的副刊。谢谢各位！”生清：“感谢，又涨知识了。”尚·勤：“我

在收录期刊的时候，有的时候正刊外面的小册子什么的，后面有个 S 的码。”

尚·勤：“有个图书馆在外文数据库中列出，链接打开时 EBSCO Host 的检索平

台。”尚·勤：“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尚·勤：“@刘方方 年刊用 N 表示，增刊

用 Z 表示，这两是中文的首字母，S 要是副刊，supplement 的话，是英文的首字

母，好像不太和谐的样子呀。”鱼雷：“名字是这个图书馆昨晚站的人想出来的。”

尚·勤：“我是负责外文期刊收入的，外文期刊中的 S 表示副刊的，中文不太清

楚。”鱼雷：“有时表示增刊。”图谋：“是有用 S 表示增刊的。”刘方*：“再次谢

谢@尚·勤 @鱼雷 各位！”图谋：“增刊或年刊。”尚·勤：“客气了呀，我只是

感觉好像不太科学，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图谋：“‘标准’本身在发展变

化的。”尚·勤：“有道理。”刘方*：“有些刊物太不负责任了。某教育学类的 C

刊，原来发两期 S，去年发 4 期，现在发 6 期。”图谋：“‘生财有道’。呵呵。”

娜娜*：“补贴正刊的亏损。”平平：“还会亏损啊。我看是暴利。”鱼雷：“正刊一

点也不亏空。副刊纯是福利。”娜娜*：“编辑们都保持沉默。图书馆办的刊物没

有增刊吧。”鱼雷：“正看每期按 30 篇算，每篇 1200 元版面费。一期就是 3.6 万，

双月刊全年 21.6 万，月刊 43.2 万。”圆梦美玉：“感觉两位老师在做图书馆刊物

的焦点访谈。”菩提：“这是要颠覆编辑业的节奏吗？”平平：“你们这些完全是

补刀的。”娜娜*：“不是说纸媒生存艰难么。”鱼雷：“一些核心刊版权没给三家

数据库商。”娜娜*：“43.2 万除以 10 个人，每人年薪 4 万元。”鱼雷：“这些刊都

是公家订，一般不会断订。”平平：“他们是国家财政拨款的。”鱼雷：“卖版权、

卖期刊，一年也得十几万吧？”平平：“不是年薪 4W。”沈奎*：“年薪 4 万？怎

么算的。”鱼雷：“而且版权卖给数据商，这钱没作者啥事儿。@沈奎林 我刚才

给算了一下，一本月刊期刊，每期按 30 篇计，每篇按 1200 元版面，一年版面费

最少收入 43.2 万。”沈奎*：“年薪 4 万，谁去当编辑呢。”娜娜*：“所以要增刊

啊补充。”菩提：“增刊不承认啊。” 

 

（18）图书馆事业的历史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于 2014 年年底在河南师范学院召开 

天天书香：“五到斋 2014 年 12 月 29 日 的博文 图书馆事业的历史与未来学

术研讨会诗记 http://t.cn/RZGfuGJ。” 同时可参见河南师范学院 12 月 29 日发布

的官方报道 http://t.cn/RZGMRFV。 

 

（19）Library View 博客: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图书馆的睡眠舱 

图谋：“埃迪斯科文大学图书馆引进 2台产品名称为 energy pod 的睡眠舱，

他们称之为 NapPod，意思是供师生及职员小睡片刻，据说「研究发现 20分钟左

右的睡眠能提高人们的能量水平，让学生们能精力充沛地返回学习之中。睡得时

http://t.cn/RZGfuGJ
http://t.cn/RZGMR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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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过长就会带来更多的倦意。信息来源：Library View 2014 年 9 月 28 日博文

http://t.cn/RZGfdaz。” 

 

（20）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 Joondalup 校区图书馆的虚拟导览（virtual 

tour） 

图谋：“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 ECU 的 Joondalup 校区图书馆的 virtual 

tour http://t.cn/RZGfkIl。” 

 

（21）关于利用图书馆用户借阅系统数据实现社交功能的方式和可行性的讨论 

汪松兴：“我一直有个想法，比方说我一年之内在图书馆借了好多本书，我

想知道，学校之内哪个人借的书与我最相似，那么我和他/她应该是最有共同语

言的，最可能成为朋友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基于图书馆用户借阅数据的

开发利用，相当于利用这些数据开辟了一种社交方式。”琼琚：“就像淘宝网里面

的‘看过这个的人也看过其他’功能。”汪松兴：“最近 我想对这方面的内容作

一下研究，各位老师、大牛、同学对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可以给我。类似那个是

相似推荐，我觉得利用 ILS 中的读者借阅数据匹配起来会更准确。大家觉得这么

样，我这个想法，觉得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不是个共性的需求。”琼琚：“我觉得

挺好的~”汪松兴：“还有我不太熟悉图书馆的用户数据，哪位老师熟悉图书馆集

成系统的，觉得实现起来如何。谢谢。说大一点，就是对图书馆的数据进行大数

据的开发利用。我有一些理论和技术基础，但对图书馆的数据存储和利用格式不

太熟悉，也查不到相关的文献资料。”图谋：“有想法是好的，但是该想法是考虑

欠周的。”老玲子：“会不会牵涉到读者隐私问题？”图谋：“从‘以书会友’这

个角度，也不适合选取它作为出发点。先不说读者借的啥，就算借一样的东西，

每个人读了多少读的怎么样，这都无法知道，也无法认定‘志趣相投’。读者隐

私肯定会涉及。这也是棘手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当前的 ILS 主要的是

信息管理系统，而且是纸质文献信息管理系统。可资利用的信息非常少。当前，

纸质文献的利用率整体来说是相当低的。再加上流阅一体化，也就是有些书可能

利用了，但并未外借，可操作性就更糟糕了。目前图书馆的 ILS，有的在尝试拓

展社交功能，比如可以通过 opac 链接豆瓣，理论上可以写评论，但愿意写评论

者寥寥无几，高质量的评论更为罕见。寄希望于 ILS 做‘大数据’分析的可行

性较差，做点‘小数据’运用，倒相对更靠谱一些。”洞庭水手：“不能动不动就

是大数据。我们现在的工作都只是做一些数据方面的小小研究而已。那个关联的

算法有点复杂，个人感觉亚马逊的推荐商品算法就做的很好。”娜娜*：“呃，你

们说的这些，我这边社科书的原因，很多男生女生借过 s.e.x 的书，他们头都不

敢抬也不敢看我，这个怎么社交联系啊共同爱好。”图谋：“重庆大学图书馆的‘我

http://t.cn/RZGfdaz
http://t.cn/RZGfk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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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斋’，似乎有点那方面的味道（重视社交功能），不大了解现在进展如何。”

洞庭水手：“对，隐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做图书馆 APP 的时候，曾经把身

边的人借的书展示了出来，结果引起投诉，只好下了这个功能。”娜娜*：“还听

说日本是当读者面销毁借阅清单的。”洞庭水手：“社交很难做。”图谋：“大家都

看考研英语书，也不好成为交友的理由。”娜娜*：“预先把读者想成圣贤乖乖学

生了。”洞庭水手：“大家看看我开发的 QQ 空间应用 K 歌房，还碰到一些奇怪

的问题，呵呵。什么样的人都有，抱有各种想法的奇人。”娜娜*：“考研也是竞

争对手是吗。”图谋：“我在瞅汇文的 OPAC 功能。”洞庭水手：“他们的 OPAC

做的不错。就是源代码不公开。我每次得自己去看数据库，找表。”图谋：“感觉

想法是不错，就是欠缺必要的‘解读’，对用户的帮助甚微。实际上‘热门评论’、

‘热门评价’的参与度也是相当低。”汪松兴：“个人数据隐私的话，我觉得可以

这样解决，就是参考现在的 QQ 微信等。基于 LBS 的社交的一些设定，就是要

给你明确的选择，如果你选择利用这个功能，那么你的一些信息将会被这个‘推

荐好友’系统给收录，然后可以与他人的借阅信息进行匹配。就是要用户同意，

我要利用这个功能，那么将我的借阅信息的使用交给了图书馆的这个推荐系统，

也就是说 可以看到他人的信息，。不知道你们明白没有，比如 QQ 有查看附近的

人的功能，你要使用这个功能，那么你的位置信息同样可以被别人看到。”图谋：

“这样的功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借阅信息本身无法说明问题。”汪松兴：

“我觉得这个说明问题，要看你怎么看。我觉得不能 100%说明问题，但可以在

某种程度上说明问题。”图谋：“读过的人，不一定存在‘借阅信息’；有‘借阅

信息’的不一定真的读过。”汪松兴：“You are what you read!（你是你所读的东

西！）”图谋：“问题是就在于它完全不能说明问题。”汪松兴：“当然，你说的这

种情况肯定是普遍存在的，但我还有两点，。一）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功能，就是

让读者添加提交他哪些书没有借阅过，但是阅读过，相当于补充自己的书单。”

图谋：“从 ILS 系统本身来讲，它也只是文献管理集成系统（主要是用来管理图

书的），在内容管理方面很欠缺。”汪松兴：“二）我预想如果推出这个社交功能

后，会反过来促使学校的学生等更多地借阅图书馆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更多地利

用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阅读爱好，同时有社交需求的人来说。”

图谋：“其实这方面的想法是有实践的。”汪松兴：“就是说，读者借阅信息这方

面吗。当然，现在 OPAC 有评论的功能，设计初衷是是一种两方面的交互，用

户与图书馆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包括加入豆瓣、微博等网络评论，但是对于

高校图书馆用户来说，用这个的动力什么的基本没有，有点形同虚设。”洞庭水

手：“去做了，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你觉得该如何去做，能否出个原型来讨论

下？”广东小*：“我们学校的网络管理规定，如果有读者交互功能的，必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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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审核之后才能发出来，所以我们读者在我们 OPAC 里面的书评，我们一直没

有放出来。”广东小*：“在岗位职责没有明确之前，也不敢大规模宣传和推广。”

洞庭水手：“我在 APP 里，自动获取了豆瓣的相关信息，实现了豆瓣登录互动，

但可以说是鸡肋。”汪松兴：“这个对于用户来说没有多大的需求和动力。我这个

的实现可能与评论还不一样，不公开展示，只是用户之间的交流。”娜娜*：“也

许用个折中办法，利用微信功能晒书单活动，邀请读者晒，把自主权交给读者。”

洞庭水手：“先做出原型，我们再来讨论吧。”娜娜*：“读者愿意晒啥是啥。”洞

庭水手：“这个好。”娜娜*：“因为图书系统毕竟是实名制的。和我们匿名群友不

同啊。因为豆瓣都是匿名的，其它更别说啦。”洞庭水手：“广告一下，邀请图书

馆同仁一起开发 APP ，微信公众平台哟已经开发了一些原型，试运行了。目前

第一阶段，是在汇文图书系统上开发，我利用业务时间开发，你们提需求，开发

好了之后，对参与者代码公开，可以放到你所在馆使用。免费进行移动互联网技

术指导呵呵。”汪松兴：“晒书单怎么实现，人工吗？”洞庭水手：“可以自动。

自动获取。然后形成一张图片，可以分享到各个社交网站上去。”梦随风：“需要

编程基础的。”洞庭水手：“零基础都可以，大家都有分工，需要团队精神强的人，

能吃苦。有图书馆思维的人，更好。提供想法，我们一起实现。可以分开小项目，

做你们的论文，项目。”梦随风：“这么说，零基础的话我倒是感兴趣。”洞庭水

手：“首先去‘多看’，分析系统。”梦随风：“假期好好研究一下。”洞庭水手：

“嗯。”叶子随风：“‘多看’不错。” wu：“@洞庭水手 @汪松兴 我想过是不是

可以组织几个微信群组比如‘战拖延’、‘训练记忆力’等把微信群二维码放在

相关图书的检索结果旁让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扫码入群，参与交流。”中民大谢：

“有想法，呵呵。” 

 

（22）新周刊：揭秘国家社科课题申报术 

梦里不*：“http://t.cn/RZGfsCH。广东新周刊杂志社 - 揭秘国家社科课题申

报术。”青荷：“国家社科规划办通常在每年年底发布 23 个学科的‘课题指南’，

意味着申报课题只能是‘规定动作’。从去年起，有自选项目了。”广东小*：“以

前也有自选的呀。”青荷：“师弟硕士毕业后去北京读博，刚毕业就申请到国家社

基金，羡慕嫉妒恨啊。”青荷：“——以前没注意过——现在新闻为博人眼球，以

偏概全，不好。”哒哒哒：“这么腻害~” 

 

（23）《中国室名大辞典》（中华书局，2014 年 10 月第 1版） 

hero8151：“18.《中国室名大辞典》（中华书局，2014 年 10 月第 1 版）该书

是一部收录我国文人室名并对其含义、源流、相关题记等文献资料进行梳理集结

的大型工具书。全书 200 余万字，共收录室名 11127 条，时代下限截止到清末民

http://t.cn/RZGf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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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释文分主释文和附目两部分。主释文以 8000 余篇历代题记和古今相关工具

书作为直接来源，搜罗丰富，主要介绍室主人的朝代姓名、著作文集，室名命意

及其语源，文献题记等内容。与主释文相关的其他室主室名、题记、诗赋、书画

等以‘附目’的形式简要列于其后。全书按笔画排列，附词目音序索引及室主人

名索引，方便读者查询。作者孙书安，盐城师范学院图书馆管理员，长期从事图

书文献工作，已出版著作《中国博物别名大辞典》《江苏艺文志》（盐城卷）等多

部。” 

 

（24）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2014 年学术年会 PPT 

巧果：“http://society.library.sh.cn/node/670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2014 年年会

PPT，不知哪位同仁能下载。”栀子花开：“稍等哈。”生清：“感谢分享。”栀子

花开：“2014 上海市图书馆年会 PPT 已上传（见：群文件），里面有 30 多个 PPT，

内容相当丰富。”巧果：“谢谢。”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2014 年学术年会已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举行。 

 

（25）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数字报：出版商 2014 馆配市场布局与收获、2013 高校

馆电子资源采购费连年攀升 

任志*：“出版商 2014 馆配市场布局与收获 http://t.cn/RZGIzKk；2013 高校馆

电子资源采购费连年攀升 http://t.cn/RZLjbDN 发一下我们的版面~传播一下~”图

谋：“谢谢任记者分享！” 

 

（26）关于圕人堂宣传、成员数量、经费资助和捐赠情况的讨论 

图谋：“圕人堂当前还处于宣传推广阶段，希望早日跨越该阶段。”子晗：“我

也是在图书馆报上看到的群号。”守望者：“平台搭建的不错，浏览了以前的信息。

感觉好东西很多。”图谋：“当前的宣传推广工作，还是相当‘费劲’的。原因有

很多，其中一条可能还是知音少，‘势单力薄’。”sonorous：“其实图谋老师也别

太注重成员的数量了，能在交流中共同提高才是最重要的，哪怕群成员只有 100

个人呢。”图谋：“按照跑堂的的设想。第一阶段之后，还有好些工作待做，比如

‘圕人堂发展基金’的化缘问题。sonorous 的观点，还是没能理解跑堂的用心之

处。”sonorous：“好吧，我只是偶尔进来看看。”图谋：“我注重的不是成员的数

量，而是让圕人堂持续发展，惠及更多的人。‘人多力量大’。”守望者：“有您的

大力付出，一定会惠及更多的人。”sonorous：“可是知识的传播应该不限于某一

固定的渠道啊，比如这个群里的很多东西经过大家的讨论我由原先的不知道变为

知道，然后告诉了周围的人，他们不一定都加入这个群，但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啊。”图谋：“而且划定的‘圕人’，不到两千人，这个人数还是相当少的。”菩提：

http://society.library.sh.cn/node/670
http://t.cn/RZGIzKk
http://t.cn/RZLjb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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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福利。”守望者：“基金问题可以在堂上呼吁，也可以堂下筹谋。”图谋：

“理想模式是让圕人堂具备吸引资助的能力。”图谋：“靠成员自掏腰包的模式是

下下策。我可以设想：假如圕人堂向成员收费，即便是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1

元，很可能大多数成员‘轻轻地我走了，不带走一丝云彩。’。圕人堂未曾指望‘牟

利’，但最起码的运营需要有‘经济基础’。如果圕人堂能发展至 1500 名左右成

员，‘人力资源’便是圕人堂的财富之一，也是吸引资助的资本之一。”十七岁*：

“确实。”图谋：“上述‘假说’尚有待时间去验证。”十七岁*：“我觉得不错的

想法。”图谋：“我从 5 月份开始折腾圕人堂，绝非‘临时起意’，可以说是有所

考虑的。发展至今，圕人堂运营花掉的钱是 5 千元出头。个人认为，这个‘性价

比’是相当高的。由衷感谢诸位成员的支持！作为跑堂的，特别感谢《圕人堂周

讯》编辑组成员，圕人堂管理员团队，圕人堂发展基金捐赠者及麦子、飏、Nalsi、

城市天空、Lee 等等成员！”十七岁*：“图谋今天好感性啊。”图谋：“如果我满

足于数十人的群（不追求扩张，不那么‘自以为非’），最正确的选择可能是‘不

折腾’（啥也不做）。”河边草：“年终岁末了，图谋肯定作为圕人堂的发起者，肯

定有很多感怀嘛。”图谋：“圕人堂‘老成员’都知道，我时不时‘感性’泛滥。”

图谋：“多少还是感觉有些‘孤独’。”图谋：“前边有成员提到的《图书馆报》上

的圕人堂信息，好像全部是我提供的？关于‘圕人堂发展基金’，背后的工作，

其实还是相当‘艰巨’的。可以说见了成效的工作只是一部分。” 图谋：“圕人

堂这样的空间，不大可能有数据库商或书商赞助，但可以有别的途径获取资助。

比如上次接受捐赠，有的成员是将稿费所得捐赠给圕人堂，有的是认为圕人堂

对自己有切实的帮助，有的是认为圕人堂‘有意义’……。还有一项，我认为

可以做但目前尚未做起来的一种途径是——利用圕人堂资源开展研究（比如开

展调查研究等），有关项目负责人酌情予以回馈。”小伊：“恩，如果能提供科研

教学类的服务就可以收费了 。”图谋：“圕人堂所得全部用于圕人堂的发展。比

如此前有成员提及的视频公开课，群成员可以主讲，但应予以补助或补贴，哪

怕是象征性的。”小伊：“会员等级制，可以针对收费会员开展一些服务，一般聊

天性质的普及收费貌似也不太合理。”图谋：“时机成熟，也可以利用圕人堂的资

源，提供一些服务。我们是成员制，不是会员制。”小伊：“是。”图谋：“但凡加

入圕人堂，均是成员。”平平：“群主怎么晚了还在思考这些，辛苦了。”图谋：

“‘会员制’操作起来是要命的。” 小伊：“是的 操作很难。”图谋：“我之前提

的‘圕人堂好声音’，没人响应；自己‘示范’了一回，还是没人响应；昨天拜

托 zZ 了，不知道是否有空。”小伊：“群主可以在右侧通知公布一个支付宝账号

接收捐赠，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小伊：“年底都好忙，理解。”图谋：“上一次是

通过支付宝接受捐赠，我的操作办法是：先表达意愿，再告知账号，限额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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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伊：“这样会错过很多机会额。有时候正好在用支付宝就可以捐了啊。”图谋：

“圕人堂目前不接受捐赠。财物无小事。”风的回忆：“王老师为本群倾注了很大

的心血，谢谢您！”图谋：“‘安全’第一。”小伊：“支付宝转账很安全的，捐赠

时通知可以挂在右边侧边栏支持。”娜娜*：“有些论文题目就是用大白话词汇，

可以改成‘行政管理人员防止权力滥用或寻租’类似这样，就像‘男生追女生数

学模型研究’那样。”洞庭水手：“大白话，多直接啊。”小伊：“也是啊。”娜娜*：

“那篇论文可以断定是关系稿，摘要都写了自相矛盾，前面说领导欺骗别人，最

后结论是领导要谨防上当受骗。”小伊：“嘿嘿，娜娜很仔细。”图谋：“小伊说的

情况，倒不是说支付宝不安全，作为管账方，公开一个账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后遗症相当多。比如有的款项你很可能不知道捐赠人是谁，也有可能会出现支付

宝的第一笔进账那样（只有几分钱），回头理账目的时候会相当‘伤脑筋’的。”

小伊：“每天把支付宝转到余额宝，就安全了 还有利息赚。支付宝现在可以化名

转账的了，如果不想用真名的话。”图谋：“你说的‘安全’同我说的‘安全’不

是一回事。”小伊：“账号被盗的风险？”图谋：“我觉得留意一下大事记，可以

知道个脉络。”小伊：“OK。”图谋：“第一次的账目不多。捐赠人署名需求多种

多样，还有的是他人代捐。公示过两回（第一回遗漏了一名）。”图谋：“丝毫马

虎不得。”小伊：“支付宝的交易记录，是否有留言记录，我不了解这一点 。群

主也可以这样操作：在淘宝上挂出链接，就是拍下付款的那种，以 10 元为单位，

举例啊。买家自己按照实际拍下，然后你发货，卖家收货、确认交易完成。这样

的话很方便的，而且可以增加信用。因为都可以批量处理。更不用公开支付宝账

户。我在淘宝上转卖过东西。熟人买的，也很方便的。”图谋：“暂无这方面的考

虑。”小伊：“理解理解。”图谋：“我希望今后有志愿者承担‘圕人堂发展基金’

管理工作。我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探索。在探索中进步。”小伊：“以后

会有那一天的 发展起来。”图谋：“《圕人堂周讯》就是在探索中发展成目前的模

样，希望明天会更好。”小伊：“支持。”图谋：“zZ 曾在湖南卫视展示过。我是

专门看过的。”小伊：“那很牛咯。” 

 

（27）图书馆营销：高校图书馆员们的歌舞和话剧 

图谋：“关于娱乐资源，其实当前有更多‘新鲜’的资源。咱们圕人多才多

艺。在优酷上搜到一点：华北科技学院图书馆——甩葱舞 http://t.cn/S6Snxb；杭

州图书馆——Nobody 舞蹈 http://t.cn/hG8NZk；武汉工业学院图书馆——图书馆

欢迎你（歌曲）http://t.cn/hT26T；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微电影《图书馆

那些事》http://t.cn/8FzugFA；《图书馆那些事》是由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

馆自行策划、创作剧 本，由在校学生及图书馆员联袂主演的一部作品。天天向

上[131011]中国大学最美图书馆 http://t.cn/zRqbOsc；南京大学杜厦图书馆、汕头

http://t.cn/S6Snxb
http://t.cn/hG8NZk
http://t.cn/hT26T
http://t.cn/8FzugFA
http://t.cn/zRqbO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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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联欢会开场歌伴舞《欢聚一堂》（ 2011 年）

http://t.cn/RZGIGuG；东北大学图书馆《打靶归来》http://t.cn/RZGIqOc；湖北大

学图书馆舞蹈《溜溜的康定，溜溜的情》http://t.cn/zOL3Anr。” 图谋：“所在的

图书馆，印象中，以前曾搞过校园十佳歌手比赛 3 人是图书馆的；学校的舞蹈比

赛、合唱比赛等，图书馆是一等奖得主。那种情况，不少图书馆有类似表现。”

小伊：“那是，文艺人才很多有一些图书馆工作需要直接引进了归国的音乐人才。” 

洞庭水手：“@图谋 我馆也有一个‘图书馆欢迎你’的视频，改天给你做整理哟。” 

 

（28）《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 年日历 

王*：“祝堂主、堂客们新年快乐！”芝麻：“大图这个日历好哦。是不是发表

论文的作者能获得一本日历呢。”千雪：“@王波 是模仿古代名画的那个吗。”

wjew：“要高清图，要下载，要下印张贴。”许继*：“能否看到。”天外飞仙：“只

有音频？”许继*：“重新搞。现在有视频了吧。”天外飞仙：“现在可以了。”素

问：“我们本地土话，堂客就是老婆的意思，堂客们泛指结了婚的女子，而且这

种说法有点粗鲁，大概语气类似于北方的‘老娘们’。比如，我曾经听到有个人

说：‘某某某不就管着图书馆一帮堂客们’，这个人现在位高权重了。”芝麻：“，

这个主意好哦。”芝麻：“刘老师，是跟王主编说的吧？要是能有原图就好喽，我

们自己打印了做日历，每天都能看到。”清华陈*：“波波主编的日历不错。每人

来一本吧。”老田：“求下载。”芝麻：“快递，到付也行哦。” 芝麻：“快递，到

付也行哦。” 王*：“日历原图已上传。彩打张贴上墙后，请发照片给我。”王*：

“2 月日历月底再发。”城市天空：“这个图谋会比较感兴趣。”菩提：“这个封面

可以投稿不？我对摄影感兴趣。”芝麻：“我已经打印好了，放在 2014 年台历的

架子上了。”城市天空：“打不开，可否上传到群文件？”日月潭：“在群文件里

了。” （注：《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 年 1 月日历.jpg 已上传至群文件。《大学

图书馆学报》2015年历请到此处下载： http://t.cn/RZGiDDY  ） 

http://t.cn/RZGIGuG
http://t.cn/RZGIqOc
http://t.cn/zOL3Anr
http://t.cn/RZGi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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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 年日历 

 

（29）《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 年第 6期目录 

王*：“《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 年第 6 期 目录（总第 200 期） 新视野 哈佛

大学图书馆：重组失败后的再重组/王亚林,张耀蕾（5） 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联

盟战略规划的内容、特点及启示/高波,邝婉玲（10） 美国大学的‘共同阅读’活

动考察分析/鄂丽君（18） 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 面向泛在信息社会的国家战略

及图书馆对策研究（上）/朱强等（25） ‘985 工程’高校图书馆馆长的教育背

景与职业背景/景晶（35） 科技查新流程的优化设计——以提高立项质量与国家

科研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的研究/庞佳（40） 从‘套娃馆员’到‘创感馆员’/

罗小刚,郭海林（45） 理论研究 高校图书馆图书推荐系统中的稀疏性问题实证

探析/张闪闪,黄鹏（47） 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 2B2C 原则/肖鹏（54） 文献资源

建设 民航高校图书馆的特藏资源建设/徐楠等（57） 信息组织 面向语义网的书

目框架（BIBFRAME）：功能需求及实现/夏翠娟（61） 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 打

造融入互联网资源生态圈的服务产品——以南京大学个性化图书馆 BOOK+项目

为例/翟晓娟（70） 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微博的比较分析/龚雪竹（78） 基

于集客力理论的移动式读者服务/赵雪松（83） 学科服务与阅读推广 基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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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评价模式/楚存坤等（86） 阅读疗法的‘离身认知’

与‘具身认知’原理/鞠鑫（91） 信息素养教育 ‘翻转课堂’应用于信息素养

教育课程的实证研究/隆茜（97） 图书馆史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对刻书版片的保

护/刘洪权（103） 明代的学术流变与江苏私家刻书之关系/王桂平（113） 严遨、

严谷声父子在藏书和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袁红梅（120） 图苑传真 封面照片简

介：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39）。”《大学图书馆学报》第 6 期下载地址 教育部高

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网站 http://t.cn/RZGIcW9。 

 

（30）American Libraries 2015 年 1-2 月刊和 2014 年全年刊物 

城市天空：“American Libraries 2015 年 1-2 月刊精彩看点：1、Midwinter's 

must-see events, speakers, and forums 2、2014: The year in review 3、Tips on legally 

screening films at your library 4、A report on libraries serving individuals with 

dementia 5、A roundup of national library referenda from 2014 6、A look inside the 

workings of seed libraries。”城市天空：“American Libraries 2014 年 12 期已上传，

有兴趣的可以下载看看。” （注：American Libraries 2014 年全刊.rar 和 American 

Libraries 2015 年 1-2 月刊.pdf 已上传至群文件。） 

 

（31）程焕文：全国高校图书馆联合抵制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数据库 

暨大李*：“推荐竹帛斋主（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  2014 年 30 日博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ve4r.html 全国高校图书馆联合抵制英

国皇家化学学会数据库。” 

 

（32）咱们圕人有力量——圕人堂 QQ群新年献词 

图谋：“@全体成员  咱们圕人有力量——圕人堂 QQ 群新年献词 

http://t.cn/RZyYzjn 新的起点，新的期待。在这万象更新的美好时刻，谨向圕人

堂全体成员，向关心、支持、参与圕人堂的建设与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Max：“但愿明天有好兆头。”风的回忆：“发挥圕人潜力，争取更大进步！”apple：

“2014 的最后一天，谢谢王老师这一年的努力。来圕人堂时间不久，吸纳的知

识不少，获取的信息量也是其他地方不能媲美的。预祝来年圕人堂有更好的发

展。”水晶合子：“+1。”sonorous：“+1。”浮云：“群，就是一个家，心灵的港湾，

知识的海洋，休闲的驿站！虽然大家天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祝福！几句言词，几

声问候！但它却代表着群友间真诚地祝福和无尽的友谊。天有多高，地有多深，

路有多远…我不知道，但只要有朋友的牵挂和祝福就是永远的幸福！祝群里的家

人们天天快乐健康！财富不是一辈子的朋友，朋友却能成为一辈子的财富！缘来

是你，有你真好！”圆梦美玉：“1。”山人常宏：“祝大家新年快乐。” 

http://t.cn/RZGIcW9
http://t.cn/RZyYz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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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圕人堂 2015 元旦贺卡的制作 

图谋：“不知道有没有成员愿意为圕人堂制作一张贺卡，包含元素：圕人堂

Logo,圕人堂 QQ 群号，圕人堂愿景与使命。”图谋：“用途：献词及 34 期周讯采

用。”图谋：“贺卡上保留制作者署名或签名。”天外飞仙：“贺卡应该懂 ps 的才

好做。有懂的可以做一个呀。”图谋：“希望有成员可以抽空帮做一个。”天外飞

仙：“就是，群中做网页的应该全一些 ps 吧。”麦兜：“祝福。”洞庭水手：“我抽

空模仿一个贺卡吧。”误入奇图：“有好多学校已经不订阅纸本了。”布克：“感觉

好温暖 。我也试试贺卡~”图谋：“谢谢水手！好，欢迎 PK。 对了，贺卡最晚

时间为 1 月 2 日上午，下午周讯要发布。图谋：“圕人堂 Logo，我刚才放群相册

中了。愿意制作贺卡的成员请留意一下。圕人堂是否能‘长存’还不清楚，但‘图

谋博客’自 2005 年 1 月 28 日至今，即将为‘10 周年’。”布克：“贺卡已做好 哒

哒哒~”图谋：“谢谢！”布克：“应该哒`。”图谋：“布克这个版本，各要素组织

还不大理想。”布克：“你理想中的啥样啊~我改改。”图谋：“缺了‘使命’。”布

克：“额。我只找到了 vision。使命找不到原文呀。”图谋：“圕人堂贺卡，包含

元素：圕人堂 Logo，圕人堂 QQ 群号，圕人堂愿景与使命。”布克：“使命的内

容是啥？有原文吗 我加上去~ 之前没找到。”图谋：“新年献词、周讯、群简介

诸处均有。”布克：“又找了一遍，还是没看到你说的使命~”图谋：“愿景(VISION)：

圕结就是力量！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

脉欢迎加盟，欢迎推广！”图谋：“最好是将加群二维码一并放上。。” 布克：“那

不是定位吗。。”图谋：“那是为了‘通俗化’。”布克：“我通俗了~”圆梦美玉：

“咳咳。”布克：“最后一个欢迎加盟 欢迎推广一点都不高大上 好像小广告啊~

能不放上去嘛。” 布克：“补充完整啦~。” 图谋：“谢谢布克！布克制作的贺卡

已放入圕人堂新年献词。咱们圕人有力量——圕人堂 QQ 群新年献词 

http://t.cn/RZyYzjn。许继新老师的字很漂亮。亲笔题写的贺卡很有味道，。感兴

趣的成员，近段时间可以秀一秀。”许继*：“不好意思，声明一下，不是手写，

电脑做的。”图谋：“手写体呀？”许继*：“找的字体。”图谋：“愿意秀手写的，

很期待。我倒也知道，有个性化的手写体字库。我见过数位成员的字，挺给力。”

许继*：“咱是都要忘了怎么写字的人了。” 

 

（34）关于图情专业期刊开放存取的讨论 

小花儿：“现在大学图书馆学报都开放了，不用纸质了吧。”图谋：“其实纸

质的与电子的，还是有所不同的。个人读一些文献会打印出来读。”小花儿：“电

子的获取更加便捷，总觉得纸质的到手里太慢了。”图谋：“那是另外一回事。”

小花儿：“大学图书馆学报更新得比较及时，每次纸质到手时，电子都已经看完

http://t.cn/RZyYz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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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图谋：“那就‘看’是怎么看的。”三番：“电子是在哪看，是 CNKI 吗。”

小花儿：“不是，他们的官网上哈。每期都能下载全文的哈。”sonorous：“这会

影响到纸质的销量的……。”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http://t.cn/RZGIx0J。”三

番：“呀，这么好。”小花儿：“本来现在就在推行开放获取运动嘛，我觉得像图

书情报工作，中图学报这样的期刊都应该向大学图书馆学报学习呀。及时开放，

更能促进学术交流。”图谋：“《图书情报知识》做得更好。”小花儿：“现在图情

领域的信息变化太快了。”图谋：“可以提前看。”小花儿：“恩，图书情报知识也

非常好。”三番：“图书情报知识也开放了吗。”小花儿：“现在国外都有专门的预

印本网站啦。”图谋：“那三家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在社科院那个数据库中，

大家也可以看。”小花儿：“我觉得国内如果能多弄一些预印本的平台，对科研人

员来说，又何尝不是好事呢。”沈奎*：“国科图每年都开开放获取推荐周系列会

议。”图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http://www.nssd.org/。”三番：

“去哪获取这些开放获取的信息。”沈奎*：“这当然是好事，做起来真不容易。

百度就可。”小花儿：“百度现在也在开始做学术搜索这一块了。”图谋：“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是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建设，中国

社会科学院承建的国家级、开放型、公益性的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平台，具体责任

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数据库旨在建设成为我国国内最大的公益性社会科学精品期刊数据库，最大

的社会科学开放获取平台，为学术研究提供有利的基础条件。”小花儿：“但是现

在还不是很成型。”三番：“到这个群，真是太长见识啦，都是强人哈。”apple：

“所以希望圕人堂能长存。”小花儿：“http://www.nssd.org/ 图谋老师是这个数据

库吗？”Max：“大家都是资深前辈。我真是学不完的知识，太有帮助了。” 

 

（35）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2015 年度教学科研岗人才招聘公告 

巧果：“转发我馆的一个招聘公告。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2015 年度教学科研

岗人才招聘公告 2014 年，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与校经管院联合自主设立了‘信

息服务与创新管理’二级学科硕士授予点，该二级学科点是管理学、信息科学、

图书情报学等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而形成，是理论和应用紧密结合的综合性交叉

学科。根据图书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图书馆相关服务开展的需求，现面向国

内外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    具体招聘信息：（1）专业或研究方向：图书情报

学科（2）招聘人数：2 人（3）详细要求：能独立承担省级以上图书科研项目，

掌握知识管理与服务理论与方法，发表 CSSCI 论文 2 篇以上，要求博士学位，

有教学经验者优先。（ 4）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金洁琴， 025-83172303，

jinjieqin@njtech.edu.cn。    热烈欢迎有志之士加盟！详情可见校人才资源部网

站 ： 南 京 工 业 大 学 2015 年 度 高 层 次 人 才 招 聘 公 告

http://t.cn/RZGIx0J
http://www.nssd.org/
http://www.ns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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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czyb.njtech.edu.cn/view.asp?id=698&class=184 南 京 工 业 大 学 图 书 馆

2014.12.31。”图谋：“‘详细要求’中‘能独立承担省级以上图书科研项目’，这

个表述有问题。‘图书’俩字删除为宜。”巧果：“有道理。多余的两字，谢谢王

老师。” 

 

（36）借宿斋主人和纳兰的 2014 年总结博文 

图谋：“刚才瞅到两位成员的总结博文，分享一下： 借宿斋主人.我的 2014. 

http://t.cn/RzsvD7R；纳兰.回首 2014，展望 2015. http://t.cn/RZUBIDb。”XH：“都

看了。各有特点，总之比我的年度总结精彩多了。” 

 

（37）西北老汉：珠三角公共图书馆取经 

风萧萧：“推荐西北老汉于 2015 年 1 月 1 日的 QQ 日志 http://t.cn/RZGIaHO。” 

广东小*：“刚看完这篇。” 

 

（38）关于圕人堂的数据、价值和愿景的讨论 

图谋：“公布一组群数据 2014年 12月 25日-2014年 12月 31日群成员数（人）：

772、773、774、775、779、782、785；发言人数（人）：64、42、18、18、60、

37、65；发言条数（条）：398、306、74、147、893、193、260；近七天发言排

行（条）：447、167、98、96、91。（前五名）。顺带‘解释’一下，2014 年跑堂

的为何经常性地、间歇性地‘捉急’。关于‘群成员’，据个人推算‘圕人’数据，

高校馆+公共馆馆员人数超过 10 万人，延伸至‘圕人’之后人数应超 100 万人。

在这 100 万人中，希望有 1500 人左右愿意加入圕人堂，这个‘愿望’似乎不太

离谱。关于发言人数，我能理解‘沉默的’永远是大多数，当前的境况（日均发

言人数不到足 50 人），再进行‘分流’之后，议题式交流机制难以进行或者说开

展的意义非常有限。圕人堂这样的空间，看重的是‘微价值’，虽然与目标有距

离，但依然相信其有意义。有成员曾多次好意宽慰我，说是年底大家忙所以冷清。

作为跑堂的是这么理解，对于超 500 人的群，时时刻刻均是有人忙有人闲。此外，

从个人角度来讲，从表征上看，也许属于最闲的一个，而实际是因为对圕人堂有’

所期待’，多数时间可能属于‘忙里偷闲’。对于 2015 年的愿望，希望圕人堂有

更多知音（早日达成群成员发展至 1500 人左右），议题式交流机制可以真正开展

起来。2014 年圕人堂人员规模达成‘一半’，基础工作或许也算打下了‘一半’，

希望 2015 年可以找到另一半。大家加入圕人堂，各自有各自的愿望。作为跑堂

的编织‘大’愿望的出发点，或许是为了更好地圆个体（包括我自身）的‘小’

愿望。”生清：“全力支持群主提议。”生清：“祝各位群友，在新的一年，心想事

成。”gffdsg*：“希望群越来越好。”芝麻：“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图书馆界的群，

http://t.cn/RzsvD7R
http://t.cn/RZUBIDb
http://t.cn/RZGIa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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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目前加入的同类群里最活跃的了。”茶男：“根据统计数据来看，图书馆从业

者大致有十万人，王老师说往外扩能扩到百万人，在这个基数中达到 1500 人的

规模。其实我个人觉得，可以这么想，十万人的基数，其中不仅仅拿这份工作当

一份职业，有一点情怀，有一点职业自豪感和使命感的可能不足十之一。”茶男：

“万人之中再有十之一强在这个群的话，这个群应该是相当了不起了。目前还有

个问题，高校馆和公共馆是有很大差别的，可能高校馆考虑读者的少考虑文献的

多，所以话题偏向于技术问题或者理论问题，以方便文献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

所以说到这些问题公共馆直接插不上嘴。公共馆呢，考虑读者的多，考虑文献的

少，更多的是怎么吸引读者，扩大影响力，或者改革工作流程之类。这些东西高

校馆的又没法插言。我觉得这个群达到了目前七八百人的规模了，话题、参与度、

活跃度之类是应当主要考虑的问题了。”芝麻：“其实我觉得无论群大小，重要的

是活跃与否的问题。”茶男：“对呀。这是以群的形式在讨论交流，有很多不同于

其他兴趣交流群的地方。”芝麻：“这个群活跃度很不错啊。”图谋：“茶男说的情

况，从我的角度是有所考虑的。”茶男：“举个例子吧，我有几个经常逛的兴趣论

坛，有茶道类书法类收藏类计算机类乱七八糟几个。” 图谋：“圕人堂群‘明线’、

‘暗线’交织，‘明线’可以视作群主题，‘暗线’部分可以视作分主题也可以是

无主题。大群基础上可以自行组若干小群。小群可以通过向《圕人堂周讯》提供

信息保持联系，也可以毫无联系。”茶男：“其实这么说的话就有点类似于论坛的

形式了。” 图谋：“圕人堂从建群开始就有‘愿景’与‘使命’，有所为有所不为，

而且特别重视《圕人堂周讯》。群本身有论坛等功能，只是若干功能有待进一步

利用。”茶男：“周讯的基础是话题。”图谋：“当前延伸到博客、微博，微信之类，

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进一步拓展。我们是‘多功能’的群。‘周讯’可以视作圕人

堂电子报。圕人堂的持续发展，个人兴趣是一个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形成有一

定实效的激励机制。比如，《圕人堂周讯》当前除我之外，其它的成员都有一点

象征性的补助（虽然有的成员坚持不要，但我坚持必须得给）。这样做的目的，

体现的是对劳动成果的尊重。”苏州—罗：“图谋老师节日好！图谋老师做的事情

很有意义。”图谋：“‘圕人堂发展基金’的面向个人募集，对我来说，那真是一

个艰难的决定。在此此前，其实个人为化缘做了些努力，或许可以说尽力了。面

向个人募集，其实也算做了些功课，比如‘前期调研’，采纳成员建议学习使用

支付宝等。募集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这点个人充满感激与感动。谢谢！我相信

它是有意义的。近年我对图书馆史及图书馆学史学习与感悟，对我搭建圕人堂这

个平台是有影响的。从‘圕人堂’这个名字，到‘愿景’、‘使命’、‘堂风’之类，

一方面算是对先贤的纪念与传承，另一方面或许也算一种学以致用。” 茶男：“不

好意思，手机死机了，刚才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手机上说话不太方便，我是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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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现在群的规模，话题类是最主要的，如何调动话题的产生和成员的参与是最

主要的，人数已经不是很重要了。2，群这种方式如何即做到类似 BBS 的分类讨

论，又可以有群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资料的分类和保存等等，3，微信和微博之

类是一种推广手段，但是落到根本上，如何丰富周讯的内容，还是依赖于话题的

产生，如何让博客的分类、资料保存等功能和群、周讯等形成一个互动互补性的

机制是可以考虑的。”图谋：“现在当前令我困扰的是，有些话我在反复得说。似

乎说得越多，效果越糟糕。比如第 1 点，我反复说明过，反复强调其重要性。还

多次公布相关数据。”茶男：“所以咯，1.定好规矩，大家要讨论什么范围内的话

题，2，无为而治，参与就好，3，别再纠结什么数据了，这个说明不了什么。”

图谋：“为什么我那么看重群规模？简答是：1、对圕人堂争取获得资助有一定帮

助（凭借其关注度、影响力）；2、有一定规模方能保证议题式交流机制开展。”

茶男：“呵呵，我只是看今天晚上王老师又在纠结数据，所以说说自己的想法，

这个规模已经超乎预料了。”图谋：“正式因为有类似的想法的人，还有不少。所

以还在做工作。可能看懂那个数据的人，也少。我表达的意思是，当前那个‘规

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需要激发。”茶男：“晚安了，脑子已经停滞。”图

谋：“作为跑堂的还是要作点说明。圕人堂目前算是已有大规矩，那就是《圕人

堂 QQ 群规范》；‘无为而治’的背后是得‘有人为’，参与的形式及深浅度是自

由的（游客围观也是一种参与），圕人堂的理想模式是成员‘流动’起来，想来

就来想走就走；至于纠结数据，我确实很纠结，而且希望有人同我一起来‘纠结’，

绝大多数人是真的不必纠结的。我纠结的原因，是需要拿数据去‘化缘’，有关

数据首先能‘打动’自己方可能打动他人；‘化缘’的目的是试图构建圕人堂发

展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作后盾，真会是‘行而不远’。我一开始就盼望能

早日‘无为而治’，希望在折腾一年之后如愿，因为我自个也确实没见过第二个

自己那样做‘群主’的，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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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圕人有力量——圕人堂 QQ 群新年献词  

2014-12-31 09:54  

咱们圕人有力量 ——圕人堂 QQ群新年献词 图谋 图书馆员是图书馆运

作的重要资源。今年的中国图书馆年会主题为“馆员的力量:改革 发展 

进步”，图谋认为“馆员”的力量尚待开发与利用。为图书馆事业繁荣

发展计，试图推出“圕人”这一概念。 “圕人”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

相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58 次阅读|没有评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5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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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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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圕人堂 QQ 群常见问题（FAQ）解答  

2014-12-29 14:35  

圕人堂 QQ群简介(音频版).a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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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35 次阅读|没有评论 

分享 2014 年度圕人堂大事记  

2014-12-27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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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25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8个文件。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54752&handlekey=lsbloghk_85475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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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75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share&type=blog&id=854283&handlekey=lsbloghk_85428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54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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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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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14 年 12月 26日，圕人堂升级为 2000人群（超级会员年会 228元，升

级 2000 人群费用 188.1元，总计 416.1元）。“圕人堂发展基金”结余 4892.75

元。 

（2）2014 年 12月 27日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发布了《2014 年度圕人堂大事记》；

2014年 12月 29日发布了《圕人堂 QQ群常见问题（FAQ）解答》。 

（3）2015年 1月 2日 12:00，群成员达 786人（活跃成员 282人，占 35.9%），

本群容量为 2000人。 

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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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
应网址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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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蒙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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