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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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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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芷：“图情招聘：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一线城市，高校馆，直接入编！h

ttps://mp.weixin.qq.com/s/wGLtzjTwn-pvAk2h21sETQ。”

图谋：“桂子图情微论：会议通知|第十七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

班（ADLS2020）会议通知（第二轮）https://mp.weixin.qq.com/s/GA2Ghg6n2a

qEwKVf2NAmGQ。”

图谋：“图情档 39 青年沙龙：会议报道 | 2020 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

年学者论坛 https://mp.weixin.qq.com/s/zsQSD9a7B5oZhXlfT72RCw。”

雨过天晴：“图书情报研究服务：【图情会议】第十七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

题高级研讨班 https://mp.weixin.qq.com/s/8S0wuW1I2J511YQO9nX-iQ。”

张小懒*：“重庆大学图书馆：前沿研究高级访问馆员计划（2020 年）报名

通知 http://lib.cqu.edu.cn/news/newsdetail/2659。”

会议君：“《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2020 年图情档学术论文写作与投稿

研修班’将于 11 月 25 日在线举办，欢迎全国图书情报档案从业人员、期刊编辑、

相关领域老师与学生参会。”

低调：“11 月 13 日（星期五） 9:00 讲座主题‘全民阅读与高校图书馆阅

读推广’主讲人：黄鹏，武汉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铭：“@低调 11 月 13 日

（星期五） 9:00 讲座主题‘全民阅读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主讲人：黄鹏，

武汉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请问这个讲座在哪里听。”低调：“62397885 超星学习

通。”

低调：“直播：信息素养与终身学习 https://applpyhdp099631.h5.xiaoek

now.com/v1/course/alive/l_5fa9f869e4b04db7c08d85cf?type=2&app_id=appl

PYhDp099631&is_redirect=1。”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 2020 年图情档学术论文写作

与投稿研修班 11月在线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ZAC0K07eZg3buv7ig

sTMqg。”

图谋：“ 2020 年江苏省公共图书馆馆长线上培训班 https://r.xiumi.us/

stage/v5/3ve8k/247646354。”

低调：“‘大学图书馆变革’跨界研讨会 https://www.yooc.me/group/135

4644/course/399699?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低调：“中国图书馆学会拟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至 11 日在江西省图书馆举

办‘智慧图书馆发展研究’主题研讨班。”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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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企业管理出版社 e 线图情：新书快报 | 《高校图书馆文献采编与

读者服务研究》https://mp.weixin.qq.com/s/hQ5Kh79An0XnfIO5yn8_6g。”

碧海潮生：“广州图书馆 e 线图情：国内会议 | 公共图书馆‘十四五’

规划学术研讨会将在广州图书馆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eLQDj3M1U

YoT3fkPRqdAIg。”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原创 风汐。 弘雅书房：Artlib 线上展览 | 以黑暗绘成光明—伦

勃朗绘画作品展 https://mp.weixin.qq.com/s/_MVHFPtARrK9gInt7JVsFQ。”

图谋:” 图书情报知识：青年学者新书推介 |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研

究（1887-1955）（周亚 著）https://mp.weixin.qq.com/s/xEzqtuTkAlQQ-M-e

uftzgw。“

图谋：“原创 图书情报知识：当期荐读 2020 年第 5 期 | 学科建设专题之

一：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两次高潮 https://mp.weixin.qq.com/s/7R71gw

j42Dn2qIkLKObOTQ。”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欢欢喜喜开了个会 https://m

p.weixin.qq.com/s/M8iciFkVk-YRzMEit9IgXg。”

蜀海扬帆：“澎湃新闻：图书馆测评｜近百年历史的‘海关圕’，有着丰富

的旧海关史料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8917404269976521&wfr

=spider&for=pc&isFailFlag=1。”

低调：“阳光悦读：大数据时代会对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创新产生影响吗？

https://mp.weixin.qq.com/s/axgVZNNUM0HS7-qMgvZMhA。”

图谋：“原创 江海大 图书馆 江苏海洋大学图书馆：江苏海洋大学第二届

读书节之数字资源利用系列讲座 https://mp.weixin.qq.com/s/iYXeBwk6EeuVr

BzJJkU4RA。”

会议君：“高沁云 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博利安电泡 | ‘比较那寻常灯

判若云泥’ https://mp.weixin.qq.com/s/IzMtNOwu5wfHcJ16Vf8H9g。”

口奎奎：“沙枣树下说新语：2030 技术预见：信息领域https://mp.weix

in.qq.com/s/coqR4ijIt6ruG28M9euldw。”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339 期 20201106）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1257548.html 张芸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图谋：“2020 年 11 月 6 日《图书馆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110

6&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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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2020 年 10 月 30 日《图书馆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

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1

030&b=1 两个专版报道国家图书馆‘书山有路’第二集。”

图谋：“CALIS 查收查引系统简介，见：http://www.calis.edu.cn/pages/

list.html?id=e43ebacb-0bf0-488a-a520-0ed2248b3429。”

图乐：“《论坛》小编：你好，打工人 ——《图书馆论坛》2020 年第 11

期 https://www.meipian7.cn/390lbsto?first_share_to=qq&first_share_uid

=2586735&from=qq&share_depth=1&share_from=others&share_user_mpuuid=f0

ad94dc3a6ae739669aeee9df284774&user_id=2586735&utm_medium=meipian_and

roid&utm_source=qq&uuid=24b48071c22d15b6568ff11f6e807fd5。”

图谋：“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修改著作权法决定全文来了！https://mp.

weixin.qq.com/s/RWjZNGY-GRn_PGqgPsJd7g。”

图谋：“王韫梅.高校院系资料室馆员的我在忙什么？.https://mp.weixin.

qq.com/s/sqQIpsUBehHFZaawgNHC-g 我是一名高校外国语学院资料室的资料员，

我常常在想：我每天到底在忙什么？每天背着我的黄色小米书包骑着单车穿梭在

校园上下班的路上，有时候甚至是深夜才从资料室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资料室回

家，学校很多人都认识我，但是却并没有多少人认可我。我是一个总爱做着‘异

想天开’美梦的人。”

口奎奎：“人民日报 饶权 沙枣树下说新语：现代图书馆越来越‘智慧’h

ttps://mp.weixin.qq.com/s/wbKrIKP8SRH6FPJCTNltkw。”

雨过天晴：“实秋在线：预告 || 黄鹏：全民阅读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

【桃李湖畔·名师讲堂】https://mp.weixin.qq.com/s/rDu6v8p3BFCGwdfNkb2z_

A。”

1.3你提问，我回答

（1）2020年江苏省高校图工委情报咨询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图谋：“2020 年江苏省高校图工委情报咨询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实时‘转

播’。罗老师的拍摄角度更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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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ipian7.cn/390lbsto?first_share_to=qq&first_share_uid=2586735&from=qq&share_depth=1&share_from=others&share_user_mpuuid=f0ad94dc3a6ae739669aeee9df284774&user_id=2586735&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qq&uuid=24b48071c22d15b6568ff11f6e807f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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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wbKrIKP8SRH6FPJCTNltkw
https://mp.weixin.qq.com/s/wbKrIKP8SRH6FPJCTNltkw
https://mp.weixin.qq.com/s/rDu6v8p3BFCGwdfNkb2z_A
https://mp.weixin.qq.com/s/rDu6v8p3BFCGwdfNkb2z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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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2）过刊的保存与剔除

铭：“咨询一下大家，图书馆过刊架放不下了的过刊，大家都放到哪里了。”

Fan x*：“@铭 密集书库。”节能：“ @铭 进密集书库。”铭：“@节能 进入

密集书库要重新编目吗？”节能：“我不明白。索书号还要重给？进密集书库按

密集库规则排架就行。”铭：“先了解一下，新馆建设中。”节能：“你是现在

没地方放了是吧？我觉得这不是可以拿出来能讨论的问题，每家有每家的规划，

领导想办法吧。”铭：“再请教一下，哪些可进入密集，哪些就真剔除了。”节

能：“各家自定规则。像我们这种馆，哪敢剔旧。紧着弄还不够办学标准呢，没

考虑过剔旧。”铭：“也是，下架后的过刊都堆满仓库了。”Fan x*：“我们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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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剔除，因为在我们的电脑管理系统里，剔除就是还在馆藏数据量里，算馆藏数，

但是就流通不了。”铭：“@Fan xiang er 直接按年份剔除吗？我刚下架 2000

年以前的。”Fan x*：“不同管理系统不同的操作。”低调：“可以联合其他

馆共建一个密集库。”节能：“@低调 联合保存并不是新概念，但做起来难度不

小。”

（3）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40年庆典

图片由云在天边提供

西北圕夫：“中山大学 InformationWorld：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风

华正茂四十年 https://mp.weixin.qq.com/s/KAAzEU3KLN0PZSfQju_HbA。”

云在天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四十辉煌再出发 https://live.photopl

us.cn/live/pc/75651839/#/live。”

云在天边：“从信息系到资讯管理学院，再改回信息管理学院。”张*彦：

“信息管理系最开始是在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下。”云在天边：“我读的时候好

像是在信息科学与计算机学院，简称信科院。”张*彦：“是啊 我只记得是信息

科学与技术 其实就是以计算机为主。”广东小*：“开始是图书馆学系，后来发

展为图书情报系，之后更名为信息管理系，1998 年与计算机系、电子系合并组

建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05 年从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独立出来，成为与学院

平级的实体系，名称叫做资讯管理系，2010 年，升级为资讯管理学院。”云在

天边：“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40 年庆典，很多大师到场。”立正稍息：“@

广东小肥羊 有直播网址吗？”云在天边：“图片直播。”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KAAzEU3KLN0PZSfQju_HbA
https://live.photoplus.cn/live/pc/75651839/#/live
https://live.photoplus.cn/live/pc/75651839/#/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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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圕人思忆 流年书香》

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管红星主编.圕人思忆 流年书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8.IS

BN 978-7-5651-4669-5 57 万字图谋第一印象： 这是一本用功甚勤，视角独到

的图书馆史佳作。”商丘学*：“现在可以买吗？”图谋：“《圕人思忆 流年书

香》一书分为四个篇章。第一篇‘岁月峥嵘’，有老馆员早年书刊文章的节选和

回忆录，也有退休馆员的口述访谈；第二篇‘同舟共济’，来自校内外领导、专

家、学者及校友赐稿；第三篇‘圕人心语’，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人的心灵家园；

第四篇‘书香满园’，记录南师学子从第一次踏进校园到满怀梦想走出校园成长

与感悟。附《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简介（1915-2017）》《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重要学术成果概览（1921-2017）》。该书为精装本。”

1.4圕人堂专题

（1）图书馆专业书籍超值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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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34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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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net.cn/blog-213646-1234655.html。”

图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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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王启云著.图书馆学随笔——图谋博客精粹._北京：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2011.12 王启云著.图书馆学笔记——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_北京：知识

产权出版社，2013.8 王启云 著.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

权出版社，2015.12 王启云 著.图书馆学短论——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

权出版社，2017.9。”

图谋：“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 http://product.dangdang.

com/28516893.html。网上书店搞促销活动，感兴趣的成员可以进一步关注。关

于‘图谋博客精粹’系列图书，实际是图谋写博客 15 年（2005-2019）的系列脚

印，每本记录的时间段不同，总体则是连续的。之前有成员咨询过，特此作点说

明。”

图谋：“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 http://product.

dangdang.com/27870560.html。当前购书优惠力度较大。”

图谋：“”

图谋：“据悉，《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一书近期加印一

次，《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一书 2019 年重印（修

订），近期加印一次。感谢关注与支持！若不嫌弃，可以作为凑单‘伴侣’，相

当于白得。”

图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图书馆学图书 http://store.dangdang.com/584

/list.html?sort_type=sort_xsellcount_desc&inner_cat=005840020003 许多

图书在搞半价促销活动，在此基础上另有优惠，满多少减多少之类。对于需要买

书的成员，值得关注。”简@约：“谢谢群主的分享。”图谋：“图谋自己选了

几本书。随手分享。现在等 8 点的礼劵，看看是否能领到。自个买了 6 本书花了

195 元。若个人需要买书，这个时间点买确实比较实惠。”dudu：“买贵了吧。”

图谋：“贵不贵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个人认为自己买的算是非常优惠的。对折之

后，另领了一张优惠 40 元的劵。正常情况下，作者买自己出的书，也不大可能

买得来。我自身的感受是优惠力度挺大。仅仅是个人感受。供参考。除此之外，

还有正规发票，如有报销渠道，可以正常报销。”长恩：“感谢图谋老师安利，

买了 7 本书加一本凑单的国家情报法，花了 160。”图谋：“图谋.闲话买书.ht

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7115.html。我买的书，其中有两本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34655.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8516893.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8516893.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7870560.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7870560.html
http://store.dangdang.com/584/list.html?sort_type=sort_xsellcount_desc&inner_cat=005840020003
http://store.dangdang.com/584/list.html?sort_type=sort_xsellcount_desc&inner_cat=00584002000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711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7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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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柯平教授的。”dudu：“专业书，比较贵。”图谋：“是的。而且受诸多因素

影响，还在进一步提升中。其中可能的因素是成本（书号资源、原材料、人力资

源等）提升了。对于有购书需求的，遇上这样的促销活动，是真的可以得实惠。

图谋之前所赠纸本书，基本属于购买了再送，单单是快递费一本书从 8-23 元不

等。因此之前说过，若有需要，自行在网上书店购买，很可能更省钱省事省时。”

图谋：“刘立.如何写作学术论文.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07

9-1257758.html 怎样来写一个学术论文？这是一个对我们研究生来说，以及对

我们老师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性的活。在我们读研究生期间，就应该培养自己怎样

来写作文章。清华大学在全国开了一个好的头，开设了写作课，就是说教大学生

研究生怎么来写文章，怎样来进行写作。我这里引用《10 simple rules for s

tructuring papers》这篇文章的观点，并且借题发挥来谈一下怎么来写作文章，

尤其是学术文章。图谋注：该文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科学技术与社会

研究所教授。”

（2）圕人堂服务体系

太平洋*：“群主，拉一个朋友进来，给通过一下好吗。”图谋：“圕人堂

加群审核看的是是否提供了圕主题信息（与图书馆、图书馆学相关即可），如果

提供了，管理员会予以通过，如果未提供会予以拒绝，并告知‘圕主题群’。群

成员介绍他人进群，由介绍人代提供也可以，但需要提供。这是维护群安全的一

项措施。近期新进成员较多，建议进一步了解‘圕人堂服务体系’，或许有所帮

助。圕人堂服务体系简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

html 圕人堂服务体系为一体两翼，以圕人堂 QQ 群为体，以‘科学网图谋博客圕

人堂专题’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为两翼。‘一体两翼’的载体是《圕人堂周

讯》。”

图谋：“圕人堂鼓励成员积极‘冒泡’，这样可以增进了解，再此基础上，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互利互惠。圕人堂经过了 6 年多的努力，

聚集了方方面面的圕人，期待产生更好的交流效果。”

图谋：“图谋接二连三出版博客书，用意何在？自圕人堂建群后，其中一个

目的是保存‘圕人堂记忆’，宣传与推广圕人堂资源与服务。如果真是为了图名

谋利，这个交易实在是划不来的。有许多成员实际出版过图书，可能会有更深的

体会。”

图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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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节选：第四辑

圕人堂梦想与实践 205 圕人堂‘议题式交流机制’再回首 206 圕人堂 2017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079-125775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079-125775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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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事记 207 圕人堂百人百诗迎新年——‘有缘相会圕人堂’合辑 221 有缘相

会圕人堂——圕人堂 QQ 群 2018 年新年献词 230 圕人堂梦想与实践 232 圕人

堂常见问题问答 237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38 圕人堂梦想，扬帆起航 240 关于圕

人堂微信公众号的思考 242图谋与圕人堂 244圕人堂有多牛 245圕人堂 2018

年大事记 248 逸趣横生圕人堂——圕人堂 QQ 群 2019 年新年献词 260 圕人堂

的发展经费与服务 263 圕人堂服务体系：一体两翼 265 圕人堂发展经费概况 2

66 奋发图强圕人堂，凝心聚力惠人忙——纪念圕人堂 QQ 群建群 5 周年 269

圕人堂 5 周年纪念活动‘节目单’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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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国知网全文中出现“圕人堂”的文献辑录

图谋：“@全体成员 中国知网全文中出现‘圕人堂’的文献辑录.https://

mp.weixin.qq.com/s/D1m1fOxnwruXKyI2zy5PtQ 宋晓莉《圕人堂 QQ 群的发展历

程及其启示》发表，这是首篇明确‘以圕人堂 QQ 群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图谋

特此就中国知网全文中出现‘圕人堂’的文献作一辑录，期待有助于圕人堂资源

与服务得到更好地关注与利用。上述辑录仅限于中国知网中，实际还会有更多（比

如知网中未收录或暂未更新）。欢迎补充！中国知网全文中出现‘圕人堂’的文

献辑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8092.html 可以在文后评

论中直接补充。”

图谋：“与圕人堂相关的三本书 1 王启云 著.图书馆学散论——科学网图

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12.2 王启云 著.图书馆学短论——科学网

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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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本书中均有‘圕人堂梦想与实

践’专辑。”

图谋：“ @全体成员 宋晓莉.圕人堂 QQ 群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J].山东图

书馆学刊,2020(05):13-15，34. 本文以圕人堂 QQ 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特征

及实践发展的历程进行研究分析,认为专业性是图书馆网络社群发展的方向和动

力源泉,深度用户的积极参与、议题交流机制的形成、《圕人堂周讯》的连续发

布等都是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圕人堂网络社群的建设和发展,为图书馆学研究提

供了新的领域。 全文见群文件。”biochem：“感谢王老师提供的交流平台。感

谢周讯各位编辑。感谢各位群友。”普狐：“感谢各位老师的辛勤付出。”图谋：

“期刊、学位论文、报纸、图书等文献有‘圕人堂’的身影。圕人堂的资源与服

务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利用。”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D1m1fOxnwruXKyI2zy5PtQ
https://mp.weixin.qq.com/s/D1m1fOxnwruXKyI2zy5PtQ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80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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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摘自：王玮.文华图书科首班‘流失’学生考[J].图书馆论坛,202

0,(11):115-124.长期以来图书馆界普遍存在文华图书科‘首届六名学生’和‘首

班六名学生’说法(下文统称为‘六人说’)。2013 年《不朽的文华——从文华

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在脚注中提到‘关于文华图书科首届学生人数，

一般通称‘快乐六君子’，而实际图书科创办初始学生人数为 8 人，后有 2 名学

生退出’[3]149，又在附录《文华共同体大事记》中记载‘学生原本 8 名，后 2

名学生退出’[3]470，但未对此做更进一步探究。2015 年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

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图书馆邱葵(网名‘麦子’)在 圕

人 堂 分 享 了 他 在 美 国 《图 书 馆 杂 志》 (Library Journal)1921 年

6 月 15 日一期中发现的一篇记载文华图书科的文章 China's First Library Sc

hool《( 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校》)，当时参与交流的几位图书馆人发现不少说

法与此前常见的资料有所出入，尤其是提到首班有 8 名学生，且所附文华图书科

首班师生合影中除韦棣华、沈祖荣和胡庆生 3 位教师外，还另有 8 人。因此有人

认为，由于公认第一届毕业 6 人，那只能说明有 2 人中途‘流失’了[4]。这两

处资料均提到文华图书科最初招收 8 名学生，由于另外 2 人没有如期毕业，一说

为‘退出’，另一说为‘流失’，根源在于并不清楚这 2 人的具体状况，笔者将

之统称为‘八人说’。‘六人说’既然能得到广泛认同，自然有其依据；‘八人

说’亦有文献依据而并非空穴来风。那么，为何会有两种说法？历史的真相又是

如何？值得深入探讨。上述这篇文献算是与圕人堂‘有缘’的，利用了圕人堂的

资源与服务。圕人堂周讯（总第 47 期 20150403）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879576.html 该期有一专题‘（20）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校（文

华图专）史料’。圕人堂的碎片交流催生了王玮《文华图书科首班‘流失’学生

考》这样的大作（该文篇幅为 10 页）。据图谋了解，实际还有其它成员在进行

相关研究，或许会有更多发现。”

1.5图书馆藏书架移动的方法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957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795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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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麦子提供

番茄炒蛋：“请问各位大佬谁有图书馆书架平移的经验。连书架带书一起推

可行嘛。”biochem：“推得动吗？书架下面有轮子？”番茄炒蛋：“没有。就

是想问问人多的话是否可以。”节能：“太伤架子。”扣肉：“书架一般是固定

的吧。如果要搬书的话，得用书车。”夏花：“我们是人力接。”日月：“山东

建筑大学加固所，可以平移高楼大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平移书架应更容

易些吧。”守藏室吏：“要是不上下楼梯，不过门槛，可以用大推车，否则还是

老实的下架打包图书，拆书架，搬走，装书架，上架图书。”守藏室吏：“不过

现在的书架太软了，没搬两下就很容易坏了。”日月：“拆书架可找搬运公司，

比馆员专业。”守藏室吏：“我这几天正在拆书架，累。”日月：“这是重体力，

馆员干太慢了。”图谋：“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书架规格、型号、材质等

各式各样，书架上的书型号、规格、重量等也各异。实际搬迁的轨迹，亦大不同。

通常情况下，整体移动的可能性不大。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人的安全、书

的安全、书架的安全，均需要细思量。胡以涛,任化梅,叶慧.印刷型馆藏架位调

整方法研究与实践：图书按架分段测量法∗[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第 6 期).

摘 要 : 当前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配置比重不断加大,但印刷型文献仍然占据

着重要位置。印本馆藏书库的阶段性调整是传统图书馆管理中的一项常见工作。

书库调整的常用方法有特定厚度打捆法、平均长度上架法、数据统计与小类划分

法。书库调整中,入库图书、目标书库、架位分配比例三大因素较为关键,如果考

虑周全、测算准确,基本可保证有效实施。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用于各种类

型的印刷本书库拆分合并调整的"图书按架分段测量法"。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采

用该方法,在非闭馆状态下,成功实现 3 个书库的拆分合并调整,移库更加精准高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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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值得各类型图书馆印刷型馆藏调整参考借鉴。”猫幺幺：“@番茄炒蛋 还是

老老实实打包图书，拆装书架吧，一是书架质量没咱们想的那么好，二是整体移

动有可能有安全隐患。”图谋：“关于图书倒架（或者说馆藏调整），有大量实

践与探索，有部分正式刊发了，可以参考借鉴。可平移的书架，有一种是轨道式

书架，比如密集书库采用的书架，通过机械装置实现一定范围内开合（平移）。

以前还见过麦子老师分享的书车，书车上装的是一个个装满书的书架，这可能是

一种类似积木式的可拆卸书架。”麦子：“@番茄炒蛋 @番茄炒蛋 这个问题几年

前群里讨论过。我们搬过一次，是用这种，当然都是让专业搬家公司的体力，然

后由工作人员监督两头。我们的书架是铆入地面，在大地震的情况下都不会倒的，

当然也就没可能搬。之前是下面不铆，但上面链接，但发现这是最危险的，因为

会大片倒下压死在书架中的读者。”

1.6装饰用书墙

图片由圆梦提供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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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圖堺新人提供

如是我往：“那么高的书架怎么取书？做装饰吗。”Z：“就是，这么高，

这么多的书也不怕倒下来？”骑鹿踏雪：“曾经我们就是这个，整面墙书架。”

如是我往：“这墙上的书架感觉都很高了高。”煮酒论*：“看着挺壮观，应该

是不普通借阅的书籍，要不太麻烦了。”低调：“这应该 2-3 层高。”旱旧人：

“这么高的一般都是装饰吧。”圆梦：“这书能够得着吗？”圖堺新人：“@圆

梦 @圆梦 这是他们的中间楼梯书墙。”图谋：“上边的书，主要是起装饰作用，

不打算让人够得着。我不清楚图片中的是实体书还是书模。有部分新馆中，陈列

的是书模。”圖堺新人：“他们大厅的报刊有梯子其他位置没有见到梯子应该是

装饰为主。”图谋：“不少馆采用了这样的’特效‘。群相册’镜头下的图书馆

模样‘中会有不少照片。”檸檬：“@圆梦 那个照片是我拍的捐赠图书那里都是

真书的。去年带学生去深圳比赛，顺道去该校参观了下。效果确实看上去很好。”

圖堺新人：“是的，这个是他们的新馆。”图谋：“我将图片放大看了看，’香

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赠书‘牌子下方位置的书贴有书标（估计是实体书），其它位

置的没发现书标（很可能是书模——泡沫制品）。”圖堺新人：“手能够着的地

方是真书，高点地方估计都是书模。”图谋：“假如是实体书，那是有问题的。

有安全隐患。一是承重问题；二是一旦有地震这类突发性危机，高处的书便成了

‘飞砖’；三是取用不便，即便配专用梯子，也是缺乏安全保障的。”

1.7关于《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的公告

图谋：“文化和旅游 Bu 办公厅关于《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

http://www.artlib.cn/
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2011/t20201112_902576.html?keywords=&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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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t20201112_902576.html?keywords=&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

d=0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有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共图书

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文化和旅游 Bu 组织起草了《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

息处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

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一、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北京市东城区

朝阳门北大街 10 号文化和旅游 BU 公共服务司事业发展处（邮编：100020），请

在信封上注明‘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字样。 二、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 ggssyc@mct.gov.cn，邮件主题请注明‘公共图

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两个附件分享至群文件中：1.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2.关于《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图谋粗略浏览了。给我的印象是：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操作起来

是不容易的。通常情况下，倾向选择稳妥的、最省力、避重就轻的。如果是‘多

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无错’，那么会选择啥也不做，这样的话，可能事与愿

违。这个管理办法，需要刚柔并济，进一步提升指导性及可行性。其一，有关评

估指标的达标或合格标准，不能采用一刀切标准。在不能达标或合格的前提下，

‘文献信息处置’不敢进行馆藏剔旧等常规业务，而是想法设法去‘凑数’，去

买特价书、去寻求获得捐赠凑数…… 其二，有关评估指标，应增设馆藏质量评价

指标，对于应该处置而未处置的，应该减分。比如‘内容陈旧过时的文献信息；

复本量过多的文献信息；流通服务过程中损耗的文献信息，如破损严重、无法修

补继续流通、丢失等’，可以采取抽查法，抽查 100 本，如果有 50 本属于该处

置而未处置，需要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其三，‘文献信息处置’宜分类分级，有

轻重缓急，循序渐进。其四，‘文献信息处置’宜有相应的奖惩机制，鼓励创先

争优，鼓励交流与协作，惩处不作为乱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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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知网全文中出现“圕人堂”的文献辑录

2020-11-12 15:46

中国知网全文中出现“圕人堂”的文献辑录 图谋按： 2020年 11月 12日，获悉

宋晓莉《圕人堂 QQ群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发表，这是首篇明确“以圕人堂 QQ
群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图谋特此就中国知网全文中出现“圕人堂”的文献作一辑

录，期待有助于圕人堂资源与服务得到更好地关注与利用。 宋晓 ...

http://www.artlib.cn/
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2011/t20201112_902576.html?keywords=&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2011/t20201112_902576.html?keywords=&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80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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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圕人堂|400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欢欢喜喜开了个会

2020-11-8 22:54

11月 6-8日，欢欢喜喜开了个会——2020年江苏省高校图工委情报咨询专业委

员会学术年会暨情报咨询成果交流会。 今非昔比，非常时期，非常办法。时下

若干学术会议主要以线上会议形式进行，线下会议不多见。实事求是讲，若干线

上会议效果很有限，主要是时间无法保障，注意力难以集中。人在心 ...

个人分类:圕人堂|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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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文件。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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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20 年 11 月 12 日，获悉宋晓莉《圕人堂 QQ 群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发

表，这是首篇明确“以圕人堂 QQ 群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图谋特此就中国知网

全 文 中 出 现 “ 圕 人 堂 ” 的 文 献 作 一 辑 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8092.html），期待有助于圕人

堂资源与服务得到更好地关注与利用。

（2）2020 年 11 月 13 日 14:00，群成员达 2952 人（活跃成员 449 人，占 15.2%），

在线 1584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8.3%），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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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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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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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