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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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甘肃省图书馆学会年会将于 11 月 27 日 9:00-18:00 在线上

举办 https://k.cnki.net/mobile/CInfo/Index/11459。”

会议君：“直播预告|NSTL 支撑国家重大战略信息服务成果研讨暨发布会

https://mp.weixin.qq.com/s/JBfMuz_7zcAR9J2JIlgz_A。”

会议君：“第四届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研讨会将于 12 月 5 日在北京大学 9：

00-16:00 在线直播 http://a3.rabbitpre.com/m2/aUe1Zj3VCV?lc=10&sui=obGc

Ft_0QjrtKVWv-aL4_0Ww8c_o#from=share。”

会议君：“2020 年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学术交流会本月在京召开 http

s://mp.weixin.qq.com/s/gRTGOzCu96q8KdSRrKihdQ。”

会议君：“2020 ASIS&T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本月线上召

开 https://mp.weixin.qq.com/s/XqpUdq6a7SONRLfdMpqHrA。”

西安图情人：“2020世界学术图书馆未来论坛（WAL）第四场 在线开播！1

2 月 9 日 9：00-11:00［英文］（安排同声传译，观众可在直播平台选择中文或

英文频道进行学习）。演讲报告：1.第三代图书馆设计的亮点与难点 吴建中，

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2.图书馆转型范式：IE 商学院之实践 Belén Real，IE 大

学图书馆副馆长（西班牙）。3.政大图书馆发展支援创新教学服务之实践与成果

陈志铭，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馆长。4.世界一流学科培育与多元文化视野下的

数字资源建设：以经管学科为例 冯齐，知网国际副总经理。直播链接：https:

//k.cnki.net/CInfo/Index/11525。”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如何获取图书馆界学术会议与培训信息？http://blog.sciencene

t.cn/blog-213646-1143976.html。如何获取图书馆界学术会议与培训信息？种

种原因，国内的相关信息获取是比较困难的。时下，鲜有个人或机构愿意花时间

做这方面的整理。学术会议与培训信息本身有规模控制及其它约束（时间、地点、

参加人员等），不少是有特定范围的。更多的是半开放式的，部分人员是逐一邀

请的，另提供一定名额自由报名。信息获取渠道除本文开头介绍的途径之外，图

情学术期刊及报纸、数据库商、软硬件设备商、书商（馆配商）主办或协办的会

议有不少，也会宣传或报道会议与培训信息，也是重要的信息源。”

图谋：“图情会（LIS-Conference）微信公众号。图情会，图情荟，图情烩，

汇图情，惠图情。本公众号主要汇集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信息资

源管理等领域的会议信息，包括会议征文、会议日程、会议报道等。以期为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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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档领域师生、学者、从业人员等提供信息便利和交流平台。这是 2019 年 1

月 16 日创建的‘图情档学术会议聚集平台’（https://mp.weixin.qq.com/s/7

j3pVe08Deo7Aiq5vWmSLw），自创建以来分享了大量优质会议信息。”

低调：“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 法学期刊开放获取为您助力 https://

mp.weixin.qq.com/s/dzZjef_s1GrIiag6atxVjA。”

合川果晓红：“培养阅读好习惯，打造书香新合川”合川区图书馆万物启蒙

分馆亲子绘本分享活动 https://www.meipian7.cn/3aocqzdn?first_share_to=

qq&first_share_uid=1842545&from=qq&idfa=E10AAC85-6C69-4858-82F8-BB51

9F02E93F&isappinstalled=1&share_depth=1&share_from=others&share_user

_mpuuid=fc7a867191a25034e54941184d11a5db&user_id=1842545&utm_medium=

meip。”

图谋：“李刚,倪波.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现代性与学科建制[J].中国图

书馆学报,2002(04):13-16.”

图谋：“关于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时间（2009 年 9 月 27 日），

以及为何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2006 年 4 月成立）更名。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大会隆重召开 http://www.lsc.org.cn/co

ntents/1347/7351.html“在 2009 第四届苏州阅读节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

全民阅读论坛开幕之际，中图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工作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27 日在苏州图书馆隆重召开，来自图书馆界、学术界、出版界以及

相关行业专家学者 50 多人从全国各地汇聚苏州，参加了本次盛会。”“中国图

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在会上做了工作报告，他在

报告中回顾了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界在推动全民阅读

活动中的指导作用，2006 年 4 月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

使中图学会在推动全民阅读方面有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和指导原则。3年多来，学

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由刚刚组建，摸索性地开展了一些学术研究活动以及其

他工作，到逐步积累经验，进一步丰富日常活动内容和学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如：成功举办两届全民阅读论坛；编辑出版《书与阅读文库》、《中国阅

读报告》丛书、创办《今日阅读》会刊，积极组织各地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在

今年 7月召开的中图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有专家建议将科普与阅读

指导委员会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并被理事会认可。吴晞指出：阅读推广

委员会成立后，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图书馆学中阅读文化和阅读服务的研究，并推

进促进全国图书馆服务工作和阅读活动的开展。今后将主要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一、建立健全各个专业委员会；二、召开阅读推广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的工作会

议；三、组织中图学会年会阅读分会场；四、开办阅读网站；五、办好《今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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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会刊；六、做好学术研究工作；七、做好相关活动的策划和组织。”

图谋：“长恩老师截图中分享的一句读书笔记：‘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就可

以在图书馆一流杂志、核心刊物上发表长篇大论,在其他学科中是绝对不可能的。

降低了学术门槛,也就降低了学术地位。’实际它是有具体语境的，长恩老师的

自省或许更多的是因为熟悉语境。这一句的出处源于《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

年第 4 期刊发的李刚、倪波合著的《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现代性与学科建制》。

有上下文，上文为‘1949 年以后到 70 年代有七八种,到 1998 年有 56 种之多,和

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学术杂志可谓多矣。但是,多并不意味着好。一个重要的

负面影响是降低了筛选功能,不管什么人都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

纯粹是学术垃圾。 因为刊物多, 稿源有限,只有用垃圾。下文为 20、30 年代的

图书馆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有许多是鼎鼎大名的大学者如蔡元培、梁启超、刘

国钧、姚名达等。目前仍有中文系、历史系许多专家学者非常重视这些学术资源。

而今天的图书馆学术刊物,外系的学者根本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几十年之后了’。”

图谋：“不用去邮局，扫码即订！2021 年《图书馆报》征订开始啦.https:

//mp.weixin.qq.com/s/AmbzJByakAsXmDCCkpZ5PA。《图书馆报》由中国出版集

团公司主管、新华书店总店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协办、新华万维国际文化传媒

（北京）有限公司承办，于 2010 年 1 月正式独立出版发行，是国内图书馆界唯

一一份行业报，致力于打造出版商、中盘商和图书馆上、中、下游沟通与交流的

信息平台。《图书馆报》由每周 1期（年出版 48 期）每期 24 个版面，先是调整

版面（降为 16 个版面），再是由周报调整为旬报（每两周一期）。《图书馆报》

亟待圕人关注与支持。”

国图外采人：“‘挖藕人’张志清：从西周到现代，你想了解的图书馆‘干

货’都在这儿 https://mp.weixin.qq.com/s/HYU8Os9U0tMmtpYw6jD5tg。”

biochem：“光明日报|苏培成：生活中有语文，语文中有学问 https://mp.

weixin.qq.com/s/BW_GSIhxTIj3y_Zx5Fnmog。”

图谋：“最新 MLIS 报告：招生显著增长，就业状况良好 https://mp.weixi

n.qq.com/s/gw8-gEqoFapSeblt_7adUA。”

会议君：“‘宝典’已集齐！《全国报刊索引》使用指南，看这一篇就够啦

https://mp.weixin.qq.com/s/yHOCdMap42nEWENxv0c0fQ。”

图谋：“赣图简介.http://www.jxlibrary.net/channels/39.html 江西省

图书馆创办于 1920 年，一百年来，六迁馆址，三建馆舍。凤凰洲新馆东临赣江，

建筑面积 9.6 万平方米，设计藏书量 1000 万册，阅览座位 6000 余个，信息节点

4000 余个，无线网络全覆盖，每天可接待读者 2万人次。新馆依托大数据分析、

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无感借阅和精准服务推送，增设古籍体验区、智慧阅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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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色图书馆等特色空间，为读者提供便捷、智能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图谋：“江西省图书馆百年馆庆系列活动.http://yuyue.jxlibrary.net/a

show.aspx?id=96 2020 年 12 月 8 日，江西省图书馆将迎来百年华诞。从百花洲

畔的一座小楼到赣江之滨的巍巍广厦，江西省图书馆历经百年，终成为如今建筑

面积 9.6 万平方米、设计藏书量超过千万册、汇聚诸多先进技术的国内一流公共

图书馆。回首往昔，有草创的艰辛，有平凡的坚守，有不懈的奋斗，有积极的创

新，这荣耀的百年，为江西省图书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百年馆庆

期间，江西省图书馆将举办大量读者活动，其中既有展现馆藏底蕴的珍贵古籍特

展，也有与文化“大咖”的面对面交流，还有跨界研学的馆校合作课，精彩纷呈，

绝对让每一位读者不虚此行。”

图谋：“图书馆报.江西省图书馆：新时代新篇章 百年赣图再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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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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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川果晓红：“【志愿服务】感恩故事汇：汇聚青春力量 竖起时代脊梁 ht

tp://www.cqyti.com/info/1029/15838.htm。”

低调：“百度直播 | 新使命 新内涵——谱写图书馆发展新篇章 http://mb

d.baidu.com/webpage?type=live&action=liveshow&room_id=4072578071。”

图小锐同学：“我体会的文华精神 | 共读好声音——初景利朗读 m4a http

s://mp.weixin.qq.com/mp/audio?t=pages/audio_detail&scene=23&__biz=MzU

yMzg5ODM3Nw==&mid=2247501135&idx=3&sn=8a87559691ec7f8916f5d9d6a081ee4

b&voice_id=MzUyMzg5ODM3N18yMjQ3NTAxMTI2&_wxindex_=0#wechat_redirec

t。”

http://www.artlib.cn/
http://yuyue.jxlibrary.net/ashow.aspx?id=96
http://yuyue.jxlibrary.net/ashow.aspx?id=96
https://mp.weixin.qq.com/s/7t4EW_WCIqMHSOcWR96e2w
https://mp.weixin.qq.com/s/7t4EW_WCIqMHSOcWR96e2w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967852566197152&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967852566197152&wfr=spider&for=pc
http://www.cqyti.com/info/1029/15838.htm
http://www.cqyti.com/info/1029/15838.htm
http://mbd.baidu.com/webpage?type=live&action=liveshow&room_id=4072578071
http://mbd.baidu.com/webpage?type=live&action=liveshow&room_id=4072578071
https://mp.weixin.qq.com/mp/audio?t=pages/audio_detail&scene=23&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501135&idx=3&sn=8a87559691ec7f8916f5d9d6a081ee4b&voice_id=MzUyMzg5ODM3N18yMjQ3NTAxMTI2&_wxindex_=0
https://mp.weixin.qq.com/mp/audio?t=pages/audio_detail&scene=23&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501135&idx=3&sn=8a87559691ec7f8916f5d9d6a081ee4b&voice_id=MzUyMzg5ODM3N18yMjQ3NTAxMTI2&_wxindex_=0
https://mp.weixin.qq.com/mp/audio?t=pages/audio_detail&scene=23&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501135&idx=3&sn=8a87559691ec7f8916f5d9d6a081ee4b&voice_id=MzUyMzg5ODM3N18yMjQ3NTAxMTI2&_wxindex_=0
https://mp.weixin.qq.com/mp/audio?t=pages/audio_detail&scene=23&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501135&idx=3&sn=8a87559691ec7f8916f5d9d6a081ee4b&voice_id=MzUyMzg5ODM3N18yMjQ3NTAxMTI2&_wxindex_=0
https://mp.weixin.qq.com/mp/audio?t=pages/audio_detail&scene=23&__biz=MzUyMzg5ODM3Nw==&mid=2247501135&idx=3&sn=8a87559691ec7f8916f5d9d6a081ee4b&voice_id=MzUyMzg5ODM3N18yMjQ3NTAxMTI2&_wxindex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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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2020 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开始投票啦！h

ttps://mp.weixin.qq.com/s/rCQorM4bc_v9_vv254zVxw。”

图谋：“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四变’https://mp.weixin.qq.com/s/

wTgn139hP5bVI7y3iQ12rA。”

图谋：“郑建明.图书馆电子书资源建设的新趋势：新概念与新举措.https:

//mp.weixin.qq.com/s/9V_9sPcJCnyO4lau5WcKAA 目前，国内各高校图书馆主要

以“使用权”而非“所属权”方式引进数字资源，一旦图书馆停止采购或者遭受

天灾人祸等其他原因，都会造成图书馆丧失对数字资源的使用权，影响相关教学、

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甚至导致停滞。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电子书数据库资源长

期存取问题如何解决？更加契合中国本土特色的 PDA 方案是怎样的？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的郑建明教授在本期的“畅想·畅谈”栏目中，分享了他的思考。”

图谋：“东莞市大岭山图书风采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

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1204&b=1《图书馆

报》2020 年 12 月 4 日电子报。“湾区明珠 文化殿堂——大岭山图书馆打造新

馆新气象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

id=26&Itemid=127&ptid=1&a=20201204&b=9 2020 年 12 月 4 日的《图书馆报》

较为立体地展示了大岭山图书馆的‘大气’。大岭山图书馆堪称“镇馆之宝”。

她是一座 2019 年 10 月对外开放的乡镇级新馆，建筑面积 4万平方米，一年多一

点时间，进馆人次达 42.4 万，借出图书 18.2 万余册。大岭山图书馆建筑面积 3

9884 ㎡，设计藏书量 30 万册，报纸刊物 500 余种，阅览座位 1133 个，设有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少儿借阅室、绘本馆、玩具阅览室、红色书屋、地方文献专题

区，以及新型阅读体验区、微农业园等特色区域。此外，还设有美术展厅、大岭

山展览馆、工人文化宫、购书中心、咖啡厅、社会机构培训区等配套服务，为市

民提供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大岭山图书馆现有职工 48 人，女职工 33 人，占总

人数的 68.8%，在窗口服务部门，如借阅服务部、活动部、采编部的女性比例达

到 98%以上，在其他的后勤部门也遍布巾帼身影。黎少玲作为女性副馆长，统筹

图书馆筹建工作，牺牲了大量个人休息时间，付出了巨大努力，顶起了大半边天。

借阅部主任黄舒连是读者熟悉的“知心姐姐”，精通业务，熟悉掌握读者需求，

不断改进服务工作，推动了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服务的深化。活动部主

任何苑洁是阅读推广活动的创意者和组织者，带领她部门的全女性团队，丰富了

岭图的活动形式，创立了“岭”字品牌特色系列活动，内容涵盖绘本故事、快闪、

讲座、朗读、手工及绘画等，构筑书香岭邑蓝图。还有其他女馆员各司其职，以

“展巾帼英姿，树公仆形象”为目标，打造独具特色的“巾帼文明岗”。（信息

来源：http://www.dg.gov.cn/dalingshan/jjdls/dlsxw/content/post_302399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rCQorM4bc_v9_vv254zVxw
https://mp.weixin.qq.com/s/rCQorM4bc_v9_vv254zVxw
https://mp.weixin.qq.com/s/wTgn139hP5bVI7y3iQ12rA
https://mp.weixin.qq.com/s/wTgn139hP5bVI7y3iQ12rA
https://mp.weixin.qq.com/s/9V_9sPcJCnyO4lau5WcKAA
https://mp.weixin.qq.com/s/9V_9sPcJCnyO4lau5WcKAA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1204&b=1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1204&b=1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1204&b=9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01204&b=9
http://www.dg.gov.cn/dalingshan/jjdls/dlsxw/content/post_30239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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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ml）”

扣肉：“国家图书馆第十六届文津图书奖正式启动 https://mp.weixin.qq.

com/s/Y5_7Xo-u3rftx4ivqJafuA。”

biochem：“傅平：介绍一下美国的大学体系 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3316383-1067975.html。第一类是全国性研究型大学，National Univers

ities 根据 USNEWS， 这样的大学有 310 所。分 tier1、tier2 和不参加排名的。

这样的学校基本每个大学有医学院法学院，几乎每个学科授予博士学位。https:

//www.usnews.com/best-colleges/rankings/national-universities。第二类

学校全国性的人文艺术类学校，National Liberal Arts Colleges 大概 239 所。

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rankings/national-liberal-arts-c

olleges。这些学校基本只注重本科教育，美国有一半的人文艺术学位来自于这

239 所学校。有些学校的专业可以和常春藤大学媲美。第三类学校是地区 Regio

nal Universities 综合性大学 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ranki

ngs/regional-universities。第四类属于地区性学院，https://www.usnews.c

om/best-colleges/rankings/regional-colleges。了解了美国大学体系就知道

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体系的区别。美国四个大学体系为美国根据行业需求培养不

同层次的人才。不要把苹果和桔子一起比。本科教育全国性人文艺术大学地区性

大学不比全国性大学差。所以中国大学在对外交流时侯不要一味看全国性大学。

而应该选择和自己学科相关可以合作的学校。”

1.3你提问，我回答

（1）关于世界图书检索目录的讨论

smile *：“各位大神们，现在 worldcat 世界图书检索目录都用不了嘛。”

smile *：“继续求教大神，这样的书是原版外文还是影印版本。”烟大圕*：“应

该是光华版。”烟大圕*：“国内影印。”smile *：“好的，谢谢。”广东小*：

“@烟大圕张廷广 @烟大圕张廷广 严格的讲，就是盗版。”烟大圕*：“其实就

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产物。”上善若水：“回答问题：各位大神们，现在 worldca

t 世界图书检索目录都用不了嘛，全世界都可以用，只是在这里，由于网络问题，

（你明白的）看不了。不过一些图书馆用 ip 的完全可以看的，一点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很重要，WorldCat 对采访编目以及给校内教师提供最新书目信息

大有好处，有不清楚的可问我。”

（2）图书馆密集库书架样式

Lynncc：“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能不能推荐和分享一下贵馆图书馆密集库书

架样式。不需要那种轨道的，最好是那种简易方便多放书的。”极限：“@Lynn

http://www.artlib.cn/
http://www.dg.gov.cn/dalingshan/jjdls/dlsxw/content/post_302399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Y5_7Xo-u3rftx4ivqJafuA
https://mp.weixin.qq.com/s/Y5_7Xo-u3rftx4ivqJafuA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06797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067975.html
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rankings/national-universities
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rankings/national-universities
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rankings/national-liberal-arts-colleges
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rankings/national-liberal-arts-colleges
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rankings/regional-universities
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rankings/regional-universities
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rankings/regional-colleges
https://www.usnews.com/best-colleges/rankings/regional-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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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密集书架好像都有轨道吧？”Lynncc：“嗯，我们以前也安的那种，现在因

为换了个库室，不能安轨道。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其他样式的密集架。”skyler：

“也有没轨道的。”skyler：“没轨道的装不长。”

（3）关于图书馆学科包容性讨论

渔歌子：“图书馆大概是最有学科包容的地方，各种学科背景的都能在图书

馆谋得一席之地。”小天：“但是，毕竟也是专业性很强的地方啊。”低调：“图

书馆是个筑巢引凤的地方。”长恩：“关于图书馆同时作为‘最有学科包容的地

方’和‘专业性很强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杜定友先生的一段话很有启发意义。”

长恩：“研究图书馆学的入手方法，就是多读书。对于普通各门科学，都要涉猎

一点，有广泛的兴趣。读图书馆学者，要有读书的习惯，有读书的兴味和服务的

意识。所以在图书馆界的人，学问贵博而不在精，不过对于自身的学问，是要精

益求精的。——杜定友《图书馆学之研究》。”QQ：“非常欣赏本群的魅力，就

像上面刘编讲到的生态的问题，说的非常客观实际，所谓生态(我的理解)是自然

而然，遵循规律，不苛求别人也别勉强自己，追求一个"真"字，即:真情、真心、

真理，外加满满的真心实意的干货。我们每一个群友都要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

容，对于不赞赏的内容，只要是下违背伦常的都可以一略而过，对于精彩的言行，

也不吝点赞！让我们在群组织的领导，共同追求真、善、美!谢谢！”

（4）图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生源形成的原因有哪些？

图穷：“图书情报硕士跨专业生源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是准入门槛低，

2是学制短，3是图书情报专业冷门性，4是专业相关性，5是学历‘镀金’”鸢

尾：“学制也不一定短吧，南大就是三年。”图穷：“MLIS 是两年制为主，有

些高校是非全就读三年制，全日就读是两年制，可能与 MLIS 开设的初衷背离。

很多跨专业来的，毕业大多数不在图情行业，我感觉有违初衷。有退化为国民提

供仅仅为了提升学历的硕士学历教育的‘风险’。由于是管理类联考+英语二，

很多图书馆员想考却能力不及，考不上。我身边有好几个这样的馆员朋友。能否

提高报考条件，如从业工作多少年等，让那些会计应届生报不了 MLIS？完全是

胡思乱想，若有不对，欢迎拍砖。或者非全 MLIS 要求从业年限，全日制不限。

分开划分招生名额”破晓时分：“图书馆工作一年以上经验报考资格。”

（5）图书情报专业培训

小鱼：“请教一下各位，现在有没有针对在职人员的，至少在三个月以上的

图书情报专业培训（非学历教育）？”tom：“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6）编程语言，哪些是属于算法语言类型？

骑鹿踏雪：“各位询问一个专业的问题，C 语言，BACIS,java，这些编程语

言，哪些是属于算法语言类型。”倒立的*：“这不都是吗？”芝麻狐：“@骑鹿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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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 @骑鹿踏雪 C 语言 算一个。”骑鹿踏雪：“谢谢。”小菜：“basic，现

在用得不多吧。”小菜：“算法基本都是用类 C 是表示。”小菜：“java 是面

向对象的。”骑鹿踏雪：“最近遇到好多 TP321.8C/JA，感觉不太对劲。”❀喵

喵*：“我怎么感觉 C 语言的书应该分在 TP312 里。”新生学习：“我也感觉 C

语言的书应该分在 TP312 里。”

（7）有关于图情核心期刊审稿速度专题讨论

图情混子：“图情核心期刊，哪个审稿比较快啊，有推荐的吗，老铁们？”

图谋：“这类问题很难获得靠谱的或者说自己想要的答案。”图谋：“审稿速度

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同一家期刊，不同稿件的审稿时长不同。那么多种期刊，谁

也不太可能有总体把握。”倒立的魏小狗：“@图情混子 其实都很快。”图谋：

“同一家期刊，不同质量的稿件，经历的审稿时长可能是大不同的。特别糟糕的

稿件，审稿时间可能比较短，初审环节就退稿了；特别优秀的稿件，审稿时间也

可能会比较短，很快通过外审，甚至很快录用刊发。还有一部分稿件可能会是经

历过数次退修后录用刊发，《图书馆论坛》刘洪主编近期曾私下分享一个个例：

“我刚刚录用一篇文章，是 1 月投来，5 分钟前才录用，反复修改 11 个月，对

作者，对外审专家，对我们编辑，都是一个巨大的折磨，但大家都没有放弃，互

相坚持，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做到满意，结果基本达到，大家都很高兴。”图情

混子：“11 个月感觉确实太长了。”图谋：“这只是个例。”毁人不倦：“《图

书馆论坛》的编辑老师很严谨，很负责，有一种培养作者，刊物与作者共同成长

进步的使命感。这个在目前很多图情类的核心期刊中凤毛麟角，为刘编点赞。”

诲人不倦：“修改 11 个月确实另人惊讶，这期间从初审到录用前的任何时间，

编辑都可以退稿的，为啥反复不停的修改呢？biochem：“正常啊。”图谋：“不

抛弃不放弃。”biochem：“有时改来改去又改回原来的样子。”毁人不倦：“1

1 个月，肯定是大修，基本算是重写了，这样看起来，初审完全可以退稿的。有

些文章选题还是有价值，但写作可能不得力，很多刊基本都是一退了之，但论坛

有很多时候还是愿意为作者提供一个进步升华的空间，所以会反复修改，就是那

句话好文章靠打磨，这个过程对作者可能会很痛苦，但也会有成长。也许是为了

提携作者，或者是对文章质量的精益求精。这样的期刊相当于作者的导师了。”

骑鹿踏雪：“有焕然一新的观点？令人眼前一亮。”毁人不倦：“嗯，论坛是@

诲人不倦 你这种诲人不倦型的，多数是我这种毁人不倦型的。”图谋：“图谋

“索隐”了一下，这篇大作的作者貌似就在群里。”毁人不倦：“论坛确实诲人

不倦，退稿信都那么热情，洋洋洒洒一大堆，还以为是审稿意见呢,其实作为作

者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编辑和外审意见，不行到底是哪里不行，但刊物就两字“退

稿”，这个很让人抓狂，即便我是渣男，拜托你也告诉我哪里渣好不好。”骑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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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退稿就是没新意，没理论，没深度。”倒立的魏小狗：“@毁人不倦

这一点外刊就很不同，就是直接退稿也是主编给的一封邮件。基本都能说几个点，

要是外审后的，那就会把外审意见都给你。图情国内刊能到外审意见的其实不

多。”诲人不倦：“刘编多次苦口婆心，一直强调的就是“学术性”！！你搞明

白了什么是学术，什么是科研了，问题就有答案了。这个的确很中肯，我看过学

校生物学科老师发外刊得到的反馈，那个意见很细致，很专业@倒立的魏小狗。”

倒立的魏小狗：“@毁人不倦 其实有些也不一定对，都是比较主观的意见，但至

少自己能看的到，权衡都在主编判断，其实判断错的情况也很常见。但宁错勿疑

也是科学出版的基本规则。”毁人不倦：“的确，良药苦口，意见也不一定入耳，

但最起码可以提供一种观点，有的放矢，连意见也看不到这个矢就不好发，除了

学术大牛，多数作者的观点和视野都是受到一些局限，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期刊能

点拨一下。所以好的期刊是作者的导师，不为过。”图穷：“@诲人不倦 可能是

选题前瞻，题好一半文。”图穷：“@倒立的魏小狗 我收到过《图书情报工作》

的外审意见后退稿，我按照外审意见修改后来中了另一图情 C刊。”倒立的魏小

狗：“@图穷 这种情况虽然没有人统计过，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情况很多见。我

自己也有类似的情况，被一个期刊拒了，有的甚至不用改，就可以被另一个刊录

用。这礼不能说哪个对或者哪个错，而应该说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期刊出现，给

出给多元的竞争机会。尽力消解单一期刊主观的偏见。增加期刊之间的竞争关

系。”图穷：“原来我是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图穷：“@倒立的魏小

狗 每个期刊有自己的期刊定位和发展方向，甲刊退稿后乙刊录用——我觉得很

正常。我还有普刊初审直接给枪毙了，C刊却录用了。我觉得投稿有点像相亲。”

倒立的魏小狗：“就是这样的，同感，就是要多试几个。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

自己要对文章质量有个衡量。这个能力需要具备。不然就是浪费时间和资源。图

穷：“对，文章主题是否是拟投期刊的选题或曾经有这方面的文章被发表。”倒

立的魏小狗：“本来不是高富帅非要找白富美可能有点难。”图穷：“这一点，

我觉得蛮重要的，绝不能大海捞针，不急着出刊和发表，也可以把 40 余种图情

期刊都试试也无妨。毕竟期刊数量也不多，当然也需要毅力和抗挫力，逐个试完，

估计要好几年。以上几句纯属调侃，还是要有选择的去投稿。”

（8）关于《公共图书馆》的专题讨论

飞扬天下：“大家觉得深圳图书馆主办的的《公共图书馆》刊物如何？我只

知道这本刊物应该是内刊，知网收录，里面也有一些图书馆业界的大咖发的文章，

感觉他非常鼓励业界年轻人的文章，我自己也在上面登载过文章，并且有稿费 3

00 元还没有版面费，这个确实不错。但不知道在上面发表文章拿来申报职称是

否不会认可呢？这个刊物算什么级别呢？不知业界对它是如何定位的呢？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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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发表各自看法，也希望有同仁就图情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进行各自的吐槽

和谈自己的感受。”湖商陈焕之：“内刊再好都没用呀，主要是指评职称。”十

七岁故我：“内刊大概评职称一般都不认吧。”武汉体院圕-江城子：“发内部

刊物不能算公开发表吧，评职称要求公开发表本专业论文。”广东小肥羊：“@

武汉-武体圕-江城子 @武汉-武体圕-江城子 当然是公开发表，但是要求国内期

刊必须要有 cn 号才能算数。”图穷：“@飞扬天下 @飞扬天下 副高级以上职称

一般不认可，少数地方初中级职称认可。热爱学术有感而发，也可以发表，权当

是兴趣爱好使然。”九月：“高校图书馆馆员。”图穷：“但是发文章不仅仅是

为了职称，有时觉得“不吐不快”但又难登“学术性”“高庙堂”，可以发发也

无妨，至少锻炼了写作能力@飞扬天下 是吧？。”李海燕：“是的，写了的都不

会白写。”飞扬天下：“@图穷 说的很有道理，宁可在专业刊物上写东西进行锻

炼，也不在一些所谓的公开出版物上发表文章。”飞扬天下：“@李海燕 深有同

感！。”飞扬天下：“@武汉体院圕-江城子 @武汉体院圕-江城子 这个是明白的，

职称文件都是要求公开发表的才作数。”雨过天晴：“那么多普刊，不吐不快也

不用在内刊上发呀。”图谋：“《公共图书馆》是经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登记

[准印证号:(粤 B)L017010042 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由深圳图书馆、深圳

图书情报学会主办的图书情报专业刊物,旨在为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特别是关注

公共图书馆事业、从事公共图书馆职业以及科研人员提供一个理论问题探研、学

术思想碰撞、实践经验交流与分享的园地。《公共图书馆》2003 年 4 月创刊,原

名《深图通讯》,2009 年启用现刊名。”飞扬天下：“我只是更想知道《公共图

书馆》这本刊物的水平如何？”❀喵喵爱吃鱼`~：“公开发表+本专业的期刊才

作数。”飞扬天下：“@雨过天晴 图情专业普刊虽多，但对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同

仁来讲恐怕也是僧多肉少。”❀喵喵爱吃鱼`~：“http://www.eshukan.com/jd

ianping.aspx?jid=15935 这里面有一些投稿人的评价，仅供参考。”飞扬天下：

“我个人感受宁可在《公共图书馆》这种专业图情内刊上发文章，也不愿意在那

种有正式刊号的水刊上发表东西，当然对我们基层图书馆而言，能在专业图情专

业普刊上发表文章当然更理想了。”飞扬天下：“@❀喵喵爱吃鱼`~ 谢谢，之前

也是了解过的，评价都还是很中肯的。《公共图书馆》作为图情专业内刊而言，

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回复快、尤其是有稿费，且不歧视作者，这点都是很棒的，

对图书馆新人而言有时候会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可以很好的锻炼人。”图谋：“《公

共图书馆》旨在为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特别是关注公共图书馆事业、从事公共图

书馆职业以及科研人员提供一个理论问题探研、学术思想碰撞、实践经验交流与

分享的园地。这样的园地，时下尤为难能可贵，值得圕人进一步关注与呵护。”

图穷：“@雨过天晴 当然，能发图情普刊自然就发了。有时有些选题与期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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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对路，普刊也不是太好发！再说“学术”这东西也不好明确界定，见仁见智

的的东西。”雨过天晴：“@图穷 如果任何专业期刊都不要，这篇文章也许就不

用要了，或者需要继续打磨，别着急发表。《公共图书馆》是当前非常优秀的图

书情报专业刊物，难能可贵。下午花了较多力气进行介绍。种种功利性因素，有

部分人可能瞧不上，因为是‘内刊’，在若干场合不算数。一份不收版面费还给

稿费的专业刊物，“旨在为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特别是关注公共图书馆事业、从

事公共图书馆职业以及科研人员提供一个理论问题探研、学术思想碰撞、实践经

验交流与分享的园地。从 2003 年 4 月创刊至今，不忘初心，积极进取，这是非

常值得敬佩的。”飞扬天下：“@图谋 深有同感，不想我抛出对《公共图书馆》

这本图情专业刊物如何定位的话题，得到大家的积极回应，非常感谢！也希望图

书馆业界同仁给予像《公共图书馆》这样虽然还是内刊的专业刊物更多的支持！

是他们给了很多基层馆员开展学术研究和撰写论文的勇气和信心！呼吁更多地方

认同这些专业刊物，虽然它只是内刊，但客观讲它的质量又哪里比一些个别图情

专业普刊就差呢？无非就是少一个名份。”

（9）日本古籍和西文古籍的划分标准？

暨大：“请教各位老师，是否了解日本古籍和西文古籍的划分标准？所在馆

是否有相关规定？非常感谢！”扣肉：“@暨大 only 这个当然主要是看文献的

语种。”

（10）关于图情类期刊载文量下滑的讨论

图谋：“注意到了吗？从载文量的角度，图情期刊近年下滑的多么厉害？载

文量大幅下滑的同时，近年图书情报研究生教育规模在扩张。图书馆业界，感叹

发文难？能不难吗？

《中国图书馆学报》年度出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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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工作》年度出版情况

《大学图书馆学报》年度出版情况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年度出版情况

图谋：“载文量大幅下滑的同时，近年图书情报研究生教育规模在扩张。图

书馆业界，感叹发文难？能不难吗？”李海燕：“都在减少发文量，发的文章篇

幅是越来越长。”图谋：“截至 2019 年 12 月，图情档各层次学科点共计 95 个，

其中本科 44 个、硕士 76 个（学硕 63 个、专硕 49 个）、博士 13 个、博士后设

站 14 个，另有专科 3个。招生数据显示：图情档各层次招生人数每年为 4,500~

5,000 人左右，其中本科教育为 2,229 人左右，硕士教育为 2,370 人左右（学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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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人，专硕 1,416 人），博士教育为 169 人左右。”图谋：“图书馆业界应更

好地呵护《公共图书馆》。”图书馆论坛刘编：“这个问题无解。关键是高质量

文章不多。编辑四处找稿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图谋：“《公共图书馆》为季

刊，年载文量也就 70 篇左右。李海燕：“嗯嗯，支持。”图谋：“差异化发展。

业界评职称之类应该争取给予《公共图书馆》这样的专业期刊更多的认可。这或

许是一种自救途径。当前为数不多的数种专业内刊，实际均是非常优秀的。”张

芸：“图谋老师介绍和分析的很棒。”图谋：“图书馆业界确确实实该好好珍惜

咱们圕人自己的图书情报专业刊物。真的已经不多了。旨在为广大图书情报工作

者特别是关注公共图书馆事业、从事公共图书馆职业以及科研人员提供一个理论

问题探研、学术思想碰撞、实践经验交流与分享的园地。“这样的一方园地，需

要圕人呵护。”图穷：“@飞扬天下《公共图书馆》难能可贵。”脂砚斋：“@

图谋 嗯，《公共图书馆》内容很好，水平也很高，我还荣幸的得到过一点点稿

费，只是评职称的时候不认。”

（11）数据分析在图书馆管理和服务实践中作用专题讨论

福建-*：“为什么我越看英文论文，越觉得发英文文章更容易。”

福建-*：“感觉他们很认真做一件事情就可以写一篇论文。比如关于某类软件的

使用，问卷调查做了一所大学几本份，回来简单用 Exel 一分析，论文出来了。”

福建-*：“用户的年龄层次、使用习惯、不同软件的市场占有率，就欧了。”

福建-*：“我昨天和一个做硕导的同学聊这个问题，他让我用回归模型，最难的

是数据的取得，数据有了，还要调整变量……我听的直接懵圈了。”麦子：“他

们是有一套系统常规做的。”雨过天晴：“@福建-图学新人 越来越侧重于数字

模型，图情专业明明是文理兼收，却越来越没有文科生的立足之地。”陕科大*：

“理论研究又很难有深度创新 结果就是大量建模数据报告职称文章。”雨过天

晴：“大量建模数据报告与图书馆工作何干？比如，读者要求找书，馆员说：‘来，

让我给你讲讲图书馆的图书有多少本？每年的借阅数据是多少……’。而事实上，

读者有他自己的个性化需求，需要馆员从情感上沟通才能准确把握吧！”骑鹿踏

雪：“有用，只是不属于我们可用。”骑鹿踏雪：“大数据，行为预测，个性化

推荐。”雨过天晴：“图书馆工作是有温度的工作，语言交流、情感沟通……这

些是冷冰冰的建模数据无法代替的。”倒立的*：“数据本身无措，图书馆的工

作要精细化要分工就必须有数据支持。只是现在图书馆对数据的利用需求还完全

达不到应该有的强度。”雨过天晴：“我觉得，‘服务性’是图书馆工作的根本。

不是说不能建模数据，而是导向不应该是建模数据。”倒立的*：“很多工作都

是经验化的，很难复制。”雨过天晴：“建模数据要能为实际工作服务。”李海

燕：“有些理论研究确实不知所云。”雨过天晴：“而不是闭门造车，玩数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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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图书馆*：“周围同事写文能手都去搞建模搞计量了，因为只有这样才显

得高大上，才能投中核心。”雨过天晴：“是的。”骑鹿踏雪：“是的，具体实

践工作难以提高你的论文光环。”图书馆*：“所以，不懂建模不懂数据的小白

人只能是踏实服务一线读者。”武汉体*：“基础研究太难，图书馆员搞不了，

得名校教授搞。”倒立的*：“有些文章读的不好不是建模等研究方法本身有问

题，很多时候是研究的问题本身有并不深刻。”草长莺飞：“有的洋洋洒洒一两

万字，研究方法合理，但不知道文章想表达什么，读到最后，结论是一个普通老

百姓都知道的常识，感觉有点困惑。”李海燕：“对，这种还不少，绕来绕去的

云里雾里。”书小弟：“其实，数据分析在图书馆管理和服务实践中作用是很大

的，比如资源采购、座位预约、读者个性化服务等，只是这个技术性比较强，很

多图书馆工作者并不擅长，所以觉得距离自己工作很遥远，作用不大。”倒立的

*：“@书小弟 是的，首先不能觉得数据就是玄而无用，也不能觉得是灵丹妙药。

数据就是电子信号，二进制的编码，一条磁力线或者电子位，怎么看待数据才是

最重要的。 这才是研究者的能力。”骑鹿踏雪：“数据在资源采购时作用大不

大？理论上讲是很大的，但是多少图书馆会具体用数据指导采购呢。”诲人不倦：

“数据肯定很重要，要不然不会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具有同等重要

性的市场要素。但我们需要的是分析，发现和基于数据的创新创造，而不是被数

据绑架，更不能完全用经验和直觉来替代数据。”

（12）对国内流行的一种学术期刊文章模式的讨论

刘建平：“傅平科学网博客 http://wap.sciencenet.cn/blog-3316383-1258198.

html?mobile=1 对国内流行的一种学术期刊文章的模式的质疑。”李海燕：“@

刘建平 谢谢刘老师分享。”biochem：“傅平教授这篇科学网博文之前读过，不

记得当时有没有分享到本群。傅平：写文章请用规范术语不要随意翻译 2017/4/

2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050983.html

我应数字图书馆论坛编辑的邀约写第一篇中文论文‘新一代图书馆管理集成系统

对美国图书馆联盟的影响分析’专门查询了中图分类号 G250.71, Integrated L

ibrary Systems(ILS)中图分类号用的是图书馆管理集成系统 G250.71，所以我

全文用的都是这个术语,但是 GOOGLE 了一下国内的论文,五花八门。有图书馆管

理系统, 图书馆信息系统, 图书馆信息业务系统,图书馆集成系统,图书馆自动

化系统....感觉国内是随意按自己想叫啥就叫啥,你让外国人懂中文的怎么知道

你讲同一件事情,更有甚者,国内学者随意翻译成英文词汇,把 ILS二次翻译成LI

S (Library information system),你翻译是可以的,怎么和国际同行交流?这种

随意的翻译在很多国内学者的论文里出现,以至于审搞人不知所云。”麦子：“@

刘建平 这个问题我在群里谈过，我的观察和傅的极其相似，而且动辄就是‘美

http://www.artlib.cn/
http://wap.sciencenet.cn/blog-3316383-1258198.html?mobile=1
http://wap.sciencenet.cn/blog-3316383-1258198.html?mobile=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0509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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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书馆’（然后用机器翻成英文，好家伙：Libraries in America，美洲图书

馆，把南北 30 多个国家都包括了）。关于这点，科普一下，美国是 U.S.。很多

人喜欢说北美，但这又有一个说法：说这个的大多是从加拿大来的，在美国的没

人说：兄弟是在北美如何，余下的大家就自己去想了。但是今天再加一点：主要

是大标题的一个的实际原因是，如果写一个小的限定范围，能找到（想去找的）

东西不多，如果只能用可以写 10 卷书的题目写一篇文章：杀一千只鸭子，即使

其中 900 只鸭子没有舌头，做个鸭舌羹是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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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大岭山图书馆

2020-12-11 10:41

圕人堂文摘 图谋按：2020年 12月 4日《图书馆报》展示了大岭山图书馆风采。

大岭山图书馆堪称“镇馆之宝”。她是一座 2019年 10月对外开放的乡镇级新馆，

建筑面积 4万平方米，一年多一点时间，进馆人次达 42.4万，借出图书 18.2万
余册。本文稍作辑录，以便更好地走近大岭山图书馆。 ...

个人分类:圕人堂|9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四变”
2020-12-8 08:16

圕人堂文摘 摘编自 ：李淑敏.“后疫情时代”大学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海外动态

与趋势分析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4):41-46. 高质量的信息资源是大学图书馆为

用户提供优质服务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既受到全球范围内图书

馆事业发展整体趋 ...

个人分类:圕人堂|58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圕人堂的核心价值是——圕人给力

2020-12-6 15:34

圕人堂的核心价值是——圕人给力 图谋 整理 图谋按： 2020年 12月 5日晚上

及 12月 6日上午，圕人堂部分成员就圕人堂近期交流氛围，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图谋特此以“圕人堂的核心价值是——圕人给力” ...

个人分类:圕人堂|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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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文件。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6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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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01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201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201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6201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201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6201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61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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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56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156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156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6156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156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6156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613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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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36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136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136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6136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136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6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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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20 年 12 月 5 日，图道老师完成《圕人堂周讯》总目录（第 1-343 期）

更新。敬请感兴趣的成员关注与利用，见群文件：圕人堂周讯总目录（更新至

343 期）.pdf。

（2）2020 年 12 月 9 日，圕人堂末位移除法移除 43 个月以上无发言记录成员 113

名。

（3）2020 年 12 月 11 日 15:00，群成员达 2882 人（活跃成员 480 人，占 17%），

在线 1537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31.2%），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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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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