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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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 2021年新年贺卡

图谋：“圕人堂 2021年新年贺卡，由圕人堂成员‘2014’设计制作。”wjew：“@
图谋 贺卡上的书架不错，春节我按这设计做一个。”图谋：“这是‘2014’老师的创
意设计，造型为：牛年大吉。圕人堂贺卡，‘2014’老师连续设计制作好些年。”
biochem：“缺 2018、2019年的贺卡。”图谋：“有些年份设计了若干个版本。群文
件受制约，不能永久保存。实际上应该是有的。”图谋：“2015年是布克设计制作，
2016-2021年‘2014’制作。2017年，‘闲在心上’也涉及制作了贺卡。”

1.2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广东小*：“主题：新文科背景下的数智能力培养与数据类专业建设时间：20

20年 12月 28日（周一）10:00-11:00腾讯会议 ID：350 237 516会议密码：2

01228主讲人：赵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
图谋：“图情会：会议报道|2018-2022年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第三次工作会议

纪要 https://mp.weixin.qq.com/s/ohLrpwr89ce8EUwikcQYoQ。”
笺：“图情招聘：北京大学图书馆 2021年校招 https://mp.weixin.qq.com/

s/OPlvWePsn55KS1Cm1N5xLw。”
碧海潮生：“图情出版：征文通知 | 继承百年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红色

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8afjxep9i

qYPC_01pYYJTw。”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ohLrpwr89ce8EUwikcQYoQ
https://mp.weixin.qq.com/s/OPlvWePsn55KS1Cm1N5xLw
https://mp.weixin.qq.com/s/OPlvWePsn55KS1Cm1N5xLw
https://mp.weixin.qq.com/s/8afjxep9iqYPC_01pYYJTw
https://mp.weixin.qq.com/s/8afjxep9iqYPC_01pYYJ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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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原创 图书情报知识：当期荐读 2020年第 5期 | 学术共同体共谋：

特邀学者笔谈（二）https://mp.weixin.qq.com/s/YF3AQKkptTQtXwnOvrC_Og。”
东莞-*：“各位同仁好，我是东莞图书馆麦志杰。因课题需要就基层公共图

书馆管理模式方面进行调查，冒昧邀请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同仁百忙之中参与，问
卷地址为：https://www.wjx.cn/jq/101996518.aspx。二维码为。问卷采用匿名
方式，请您放心填写，总用时仅约 1分钟。衷心期待您的参与。本次调查结果可
与同仁分享，再次感谢。”

上海～*：“关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期刊数据库系统域名变更的通知
各位尊敬的期刊库用户：因系统调整原因，自 2020年 12月 25日起，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期刊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系统域名变
更为：www.nssd.cn。特此通知！给您带来的不变，我们深表歉意！技术支持电
话：（010）85196375 85195335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2020/12/25。”

木木贝：“人民日报：800㎡房子，他直接捐了！https://mp.weixin.qq.co

m/s/4vyWJ8HSx_5zMemVJC_87Q。近日，福建泉州一位老人毅然捐出家中 800平方
米的一层楼用于修建公益图书馆的义举引发诸多关注 27日上午，这座名为‘新起
点书苑’的公益图书馆正式开放。”

鲲鹏展翅：“图情轩：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第三次工作会议纪要 https://mp.weixin.qq.com/s/lXY1lEDwhS8-QO4apOij8A。”

图谋：“原创 图书馆报 图书馆报：业界同仁寄语《图书馆报》创刊十周年
https://mp.weixin.qq.com/s/aKOl-c77oXG4d_8mQHkEUA。”

雨过天晴：“关注杭图君☞ 杭州图书馆：好消息！杭州地区 13家公共图书
馆与浙江图书馆共享通借通还 https://mp.weixin.qq.com/s/IDrab6n9Q025A05

f_YUHfQ。”
雨过天晴：“原创 何逸竹 图情出版：一个图书馆学专业考研生的 tips htt

ps://mp.weixin.qq.com/s/9MWOarO3_yU-1faMBQFMkg。”
雨过天晴：“图情出版：蒋永福 | 你阅读，我服务：图书馆人的心语 https:

//mp.weixin.qq.com/s/ipCGPb-HZcvEOJl_MSlGvQ。”
青青草：“原创 刘青华 南邮书林驿书林杂谈 | 身体与灵魂相依伴的行走 h

ttps://mp.weixin.qq.com/s/PYeF97oU0teZpuISaUXJuQ。”
沙枣树*：“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智慧图书馆的‘智’与‘慧’https://mp.weix

in.qq.com/s/NAj0edsR89F7NmFjBywxCg。”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YF3AQKkptTQtXwnOvrC_Og
https://www.wjx.cn/jq/101996518.aspx
https://mp.weixin.qq.com/s/4vyWJ8HSx_5zMemVJC_87Q
https://mp.weixin.qq.com/s/4vyWJ8HSx_5zMemVJC_87Q
https://mp.weixin.qq.com/s/lXY1lEDwhS8-QO4apOij8A
https://mp.weixin.qq.com/s/aKOl-c77oXG4d_8mQHkEUA
https://mp.weixin.qq.com/s/IDrab6n9Q025A05f_YUHfQ
https://mp.weixin.qq.com/s/IDrab6n9Q025A05f_YUHfQ
https://mp.weixin.qq.com/s/9MWOarO3_yU-1faMBQFMkg
https://mp.weixin.qq.com/s/9MWOarO3_yU-1faMBQFMkg
https://mp.weixin.qq.com/s/ipCGPb-HZcvEOJl_MSlGvQ
https://mp.weixin.qq.com/s/ipCGPb-HZcvEOJl_MSlGvQ
https://mp.weixin.qq.com/s/PYeF97oU0teZpuISaUXJuQ
https://mp.weixin.qq.com/s/PYeF97oU0teZpuISaUXJuQ
https://mp.weixin.qq.com/s/NAj0edsR89F7NmFjBywxCg
https://mp.weixin.qq.com/s/NAj0edsR89F7NmFjBywx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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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核心期刊论文发表和出书哪
个更容易？https://mp.weixin.qq.com/s/Y5ZFSaJewdKQ-szegnZC9A。”

图谋：“介子平 期刊强国：笔谈|介子平：锄禾日当午，不如编辑苦！? ht

tps://mp.weixin.qq.com/s/zfcD7_6WQaDCw0ju70ciYw。”
雨过天晴：“原创 张海波 老衲曰：【张海波】未来图书馆个性化服务什么

样？https://mp.weixin.qq.com/s/cVv5v-o9xGLfSPtX4oThpA。”
粉晶草莓：“原创 郑舒尹妈妈 书里书外故事会：华山中学书里书外故事会

第 204期：童话说理 寓言明志 https://mp.weixin.qq.com/s/507VScA0M_X4iNc

oJYRpjQ。”
沙枣树*：“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从 2021开始，信息技术会有哪些趋势？

https://mp.weixin.qq.com/s/ozMGMl9oXmCbgkSWEtXlsg。”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傅雷：往何处去？……往深处去！https://mp.we

ixin.qq.com/s/KZl8pJvkGgw-nvo0bKufTg。”
wjew：“原创 图林丫枝 图林丫枝的裸读时光：2020：不确定性中对生活的

掌控 https://mp.weixin.qq.com/s/PH43uXfyh0V0_smckhv27A。”
笺：“大家好，我们做了一个学科平台，上面提供各个‘核心期刊目录’的下载，

以及常用投稿网站的链接，每周自动检测失效链接。 目前正在测试，带宽还不
够，很欢迎大家提出意见。网址：http://www.newwenke.com/tg.php。感谢群里
的老师提供了一些期刊目录的下载。”Nippur：“很实用。”槐云影：“非常实用。”

图谋：“2020年 SCI新收录中国大陆期刊及简析 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408109-1264074.html2020年，载入史册的，已经很多很多。挤出一点
点地方，给中国新被 SCI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们吧。宁笔的博客，历年新收录的有
汇总与简析。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08109&d

o=blog&view=me&from=space&searchsubmit=yes。”
长财馆*：“期刊投稿指南：2020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发布！https://m

p.weixin.qq.com/s/DNK1ZIX8-xZavh50wIC6bg。”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关于高校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的

观察与思考 https://mp.weixin.qq.com/s/dW3wUhzPmHwzwZa0nvbp-Q。”
雨过天晴：“原创 刘兹恒 图书馆报：刘兹恒：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过去

和未来 https://mp.weixin.qq.com/s/mXihKqIB95rU3l7nqrd21Q。”
Suky Hu：“东南大学图书馆：来啦！第一个在图书馆的跨年夜！https://mp.

weixin.qq.com/s/Egerabzj1kRlaJsZxkgdUg。”
青青草：“邀请您参加腾讯会议会议主题：39沙龙年会&十大学术热点发布会

会议时间：2021/01/01 08:30-18:30 (GMT+08:00)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Y5ZFSaJewdKQ-szegnZC9A
https://mp.weixin.qq.com/s/zfcD7_6WQaDCw0ju70ciYw
https://mp.weixin.qq.com/s/zfcD7_6WQaDCw0ju70ciYw
https://mp.weixin.qq.com/s/cVv5v-o9xGLfSPtX4oThpA
https://mp.weixin.qq.com/s/507VScA0M_X4iNcoJYRpjQ
https://mp.weixin.qq.com/s/507VScA0M_X4iNcoJYRpjQ
https://mp.weixin.qq.com/s/ozMGMl9oXmCbgkSWEtXlsg
https://mp.weixin.qq.com/s/KZl8pJvkGgw-nvo0bKufTg
https://mp.weixin.qq.com/s/KZl8pJvkGgw-nvo0bKufTg
https://mp.weixin.qq.com/s/PH43uXfyh0V0_smckhv27A
http://www.newwenke.com/tg.php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08109-126407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08109-126407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08109&do=blog&view=me&from=space&searchsubmit=yes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08109&do=blog&view=me&from=space&searchsubmit=yes
https://mp.weixin.qq.com/s/DNK1ZIX8-xZavh50wIC6bg
https://mp.weixin.qq.com/s/DNK1ZIX8-xZavh50wIC6bg
https://mp.weixin.qq.com/s/dW3wUhzPmHwzwZa0nvbp-Q
https://mp.weixin.qq.com/s/mXihKqIB95rU3l7nqrd21Q
https://mp.weixin.qq.com/s/Egerabzj1kRlaJsZxkgdUg
https://mp.weixin.qq.com/s/Egerabzj1kRlaJsZxkgd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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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https://meeting.tencent.com/s/XvFVa0zFhFGx会议 ID：725 540 500

会议密码：210101。”
www：“热书发现系统 2020年度榜单 http://hotbook.nbt.edu.cn/?#bangda

n。”
图谋：“顾犇.图书馆采访工作随想.https://mp.weixin.qq.com/s/KnGlnHKG

e_HOljkX6t_8tg我做了 30多年采编工作，对采访工作的体会深刻。值此《图书
馆报》 创刊十周年纪念之际，往事、感想油然而生。采访工作，是图书馆最基
础的工作。图书馆藏书的质量，就取决于采访馆员的水平。虽然大学有图书馆学
专业，但是采访馆员往往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图书馆知识是一个方面，对图书
的热爱，对各种学科的熟悉，还有对完美的执著追求，才造就了优秀的采访馆员。”

雨过天晴：“原创 图书情报知识：当期荐读 2020年第 5期 | 学术共同体共
谋：特邀学者笔谈（五）https://mp.weixin.qq.com/s/c5vpCHjjngkcrrflipla

Cw。”
守藏室吏：“南昌晚报：江西省图书馆这两个机器人吵架！网友乐了。https:

//mp.weixin.qq.com/s/iqmLPG46oYrJxqDwTZdpzQ.”

1.4你提问，我回答
（1）图书馆的招聘和就业

麦子：“我们 5年前开了医学院，只能每年 30个学生样子，招了两个医学馆
员，期间费了不少劲。他们的招聘会和讲演我都去听了，但说的东西对我完全是
陌生的。另外，找这两个馆员之前，医学院的是临时认证，类似临时营业，这两
个人的招聘是完全认证的条件之一，没有的话，这个医学院也没法算正式的。”
biochem：“大陆如果按美国的标准招聘各类人员，估计大部分人没有饭吃。”图
漾：“招聘人员都是全球招聘，不管拿什么元都一致。国内招教授可都是看齐甚
至超过国外待遇的。”麦子：“我就是说其实门槛、职称、薪水、地位、背景其实
只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方式罢了。”顾健 ：“@图漾 @图漾 国情不同，我国图
书馆的事业编制，这个优势，足以解决问题。”武汉体*：“但是现在图情专业还
是扩招。以后进图书馆太难了。”雨过天晴：“能进图书馆工作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而且也比较难。有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居然还说不好。”雨过天晴：“带编制的
图书馆岗位很珍贵。”skyler：“很多学图情的毕业也不到图书馆工作啊。”

麦子：“@顾健 @顾健 我是比较同意你说的这些观点。 另外，还有就是一
个行业保护问题，这我好像在一片文章里专门写过：门槛其实涉及很多东西，但
最主要的是不让任何人都能进来，让其他读了高学位（比如又博士的）转行有成

http://www.artlib.cn/
https://meeting.tencent.com/s/XvFVa0zFhFGx
http://hotbook.nbt.edu.cn/?#bangdan
http://hotbook.nbt.edu.cn/?#bangdan
https://mp.weixin.qq.com/s/KnGlnHKGe_HOljkX6t_8tg
https://mp.weixin.qq.com/s/KnGlnHKGe_HOljkX6t_8tg
https://mp.weixin.qq.com/s/c5vpCHjjngkcrrfliplaCw
https://mp.weixin.qq.com/s/c5vpCHjjngkcrrfliplaCw
https://mp.weixin.qq.com/s/iqmLPG46oYrJxqDwTZdpzQ
https://mp.weixin.qq.com/s/iqmLPG46oYrJxqDwTZdp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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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这样这些人可能就会改主意不入你这行，从而保护原来就想在图书馆工作的
人的利益，这事的好处是相当深远的。当然，这事只能事行业内人做的事情，你
不可能让其他人来替你做。你说这不行，我们现在太多没图情学位的。这太简单，
可以老人老做法，新人新做法。或者让老人在一定的期限里通过函授得到学位过
门槛。当然，你如果认为麻烦，而且这工作本来就鸡肋，那么改行就可以了。中
国文化比较喜欢一种含糊和模棱两可的状态，以不得罪人，但代价是那些一心想
做图书馆的学子：一毕业发现：你的工作给其他人占了，而且这个图情学位就是
和其他学位一样，就是一个万金油一样的东西，可以到处抹。《美国高校图书馆
的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2017年 08月 23日 08:56 来源：《图书馆论坛》 作
者：邱葵 http://www.cssn.cn/glx_tsqbx/201708/t20170823_3618222.shtml。”
徐徐清风：“中国目前整个大的文化环境就是这样，门槛主要体现在学历和学位
上，对具体专业的要求反而是宽松的。图书馆人喊着要以自己的专业学历门槛来
限外，别的行业同样也可以这么做，要干，都这样干。不是图书馆人能单方面做
到的。” 雨过天晴：“估计我退休前都不会实现职业门槛，这就是国情。”

（2）闲话图书馆的建设及其发展
雨过天晴：“浙江图书馆真棒！江浙沪地区的文化水平高，图书馆工作好像

也经常走在前面。想起好多年前著名的让乞丐进图书馆阅读的事件，人文精神的
真正体现啊！”书小弟：“@图穷 公共图书馆里面，说到锐意改革少不了广州图书
馆的方家忠馆长。”图穷：“@雨过天晴 只谈图书馆建设及其服务。”哈哈一笑：“图
书馆不一定非要高大上，只要读者喜欢就说明图书馆建设的好。”欣然读书：“徐
州市馆和镇江市馆跟同等规模城市的图书馆相比，勉强只能算一般。其实他们的
资源无论历史底蕴还是特色都是大有可为的。”cpulib*：“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与
地方经济实力有关系，徐州这几年发展还是不错的，地铁都有 2条了，3号在建。
镇江发展缓慢，苏北部分城市已经远远超越。”学图-123：“未来的智慧图书馆到
底是一个啥样子？图书馆就像具有‘智慧的人’一样给读者提供服务。当然，这个
‘人’，不可以简单的认为就是一个馆员，或者是一个/多个优秀的馆员，而是在图
书馆内部实体空间、虚拟空间、甚至实体周边全方位的一个存在，并尽其所能随
时随地对馆员做到‘我帮你’，对读者做到‘我懂你’。在这个层面上，智慧图书馆最
终会进化到就像神一样的存在也未不可。”

麦子：“至于未来的智慧图书馆，可以设想一下，举几个场景例子，仅是一
个场景，不是全貌。第一个场景，比如一位普通高校教师，登录图书馆的门户，
是否可以把他的研究方向、兴趣爱好的资料自动的推送给他？这些资料可以是最
新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成果、可以最新的与其讲课有关的参考资料、也有他喜欢

http://www.artlib.cn/
http://www.cssn.cn/glx_tsqbx/201708/t20170823_36182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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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等等。再深一步第二个场景，假如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开始申请了，
他登录后能否给他提供申请的几个题目供其选择？同时提供相关的国内外参考
文献资料？更深一步第三个场景，是不是可以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书的
格式给他提供一个或几个范本？唉。。。。”QQ：“@雨过天晴 @雨过天晴 未来
图书馆的愿景值得期待！可以想象得到搞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的人员得有多累啊！
一方面要熟知相关学科，这样才能精准地加以揭示文献内容特征；另一方面还要
精通计算机信息技术。工作量巨大，估计得需要组团持续进行才可以将这一工程
完成。但这对于提高文献的利用率，加快文献的推送大有益处。”

（3）美国德州农工及德州一社区图书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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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麦子提供

麦子：“德州农工，现在很少看见图书馆宣传这 600万册藏书之类的东西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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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门口是本月每天奇奇怪怪的节日，其中有杜威日，另外配了一个书的打印
封面。”学图-123：“@麦子 麦子老师早上好！这样的社区图书挂一般怎么分布呢？
经费哪里来呢？”麦子：“目前所有还书都是可以在车里把书投入墙上的还书孔。”
学图-123：“手工借还书吗？地理位置一般怎么设置呢？”麦子：“@学图-123 基本
是房产税和市政府收的销售税，相当多，大约是 3万人一个。我自己所处的地方，
30万人有 10几个点。一般住户去这类的图书馆比较多，主馆一般在‘市区’，很
多地方市区图书馆流浪人士比较多。主要在居民区。”学图-123：“麦子老师，谢
谢您的不厌其烦，谢谢您的认真解答。”麦子：“特点是多，小，和国内的反过来。
@学图-123 光看照片没有背景介绍也不行。”学图-123：“就应该，多！小！负责
任！”麦子：“@学图-123 去的人一般是幼儿家长和退休认识比较多。”学图-123：
“有读者就是有意义。”麦子：“一般是幼儿图书什么的。”学图-123：“哦，专门为
未来花朵设立的社区图书馆吗？”麦子：“这次他们是做了这个把 10本书放在一
个书包里出借：在读幼儿园前读 1000本书。”学图-123：“还有老小们。”麦子：“@
学图-123 没有见过。但幼儿服务的确是重点。”学图-123：“对周边儿童有阅读
数量要求吗？”麦子：“5岁吧，美国基本是 13年义务教育，在 1年级前有个学前
班。学前班是和小学在一起的，免费的。平时说 K12就是中小学。13年免费，
但很多州允许在读了 10年，11年，或 12年后不想读下去的人，在家长同意的
情况下离开。”

（4）连云港市图书馆新馆正式开放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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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连云港市图书馆新馆 12月 30日正式开放.https://mp.weixin.qq.c

om/s/EbWtTf3WLYm-G96W6emYww这座投资约 5.2亿元,建筑面积 3.5万平方米,设
计总藏书量 150万册,阅览坐席 1800个的图书馆新馆,日均可为 2万市民提供阅
读和活动服务,2020年 12月 30日正式开放。文中有若干新馆风貌图片。”

图谋：“创新服务新理念 打造文化新地标 ——连云港市图书馆正式开馆 ht

tps://mp.weixin.qq.com/s/V6is4uMr0CxnKknD1uJfBA12月 30日上午，连云港
市图书馆新馆启用仪式在市图书馆新馆书香大厅举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晏辉主持启用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滕雯，副市长陈书军，南京图书馆副
馆长许建业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连云港市图书馆新馆以及高校志愿
者服务基地揭牌仪式，宣告新馆正式启用。部分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图书馆业界
代表、文化名人、非遗传承人、读者及建设单位负责人共约 150余人出席启用仪
式。。”

（5）圕人的 2020年阅读与生活小结
wjew：“https://mp.weixin.qq.com/s/PH43uXfyh0V0_smckhv27A我的 2020

年阅读与生活小总结，算是献给群主@图谋 响应一年一度的年底总结季。”月出
孤舟：“学习的榜样，读了这么多书。”图谋：“图林丫枝.2020：不确定性中对生
活的掌控.https://mp.weixin.qq.com/s/PH43uXfyh0V0_smckhv27A整理 2020，
写下阅读与生活的那些过往。入乡随俗，‘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年终岁末，
总还是少不了一篇回顾与展望的文字。即便城乡结合部（小合台村）的我。吴伯
凡说：‘不放弃，不执着。’曾国藩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居守口，独居守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EbWtTf3WLYm-G96W6emYww
https://mp.weixin.qq.com/s/EbWtTf3WLYm-G96W6emYww
https://mp.weixin.qq.com/s/V6is4uMr0CxnKknD1uJfBA
https://mp.weixin.qq.com/s/V6is4uMr0CxnKknD1uJfBA
https://mp.weixin.qq.com/s/PH43uXfyh0V0_smckhv27A
https://mp.weixin.qq.com/s/PH43uXfyh0V0_smckhv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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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说：已然过上了想过的日子（至少在读书的渴求这一方面）。不足之处，
仍需强化，即‘用我阅读的长期主义，去对冲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对生活的掌
控感’。图林丫枝说：‘2021，不做阅读的貔貅，做点阅读的输出。（**暂定：每
周一篇阅读与生活日志，以本微信公众号方式发布）’图林丫枝的微信公众号：
图林丫枝的裸读时光（微信号：tlyz2019）。值得关注与期待。”

图谋：“沙枣树下说新语.告别 2020，今年看了 160多本书，梳理一下.http

s://mp.weixin.qq.com/s/211bHiQZYEpG5jU7AtrMMA 我的读书目的就是专业技
术学习、新理念的吸收、提升自己的思想、感受别人的经历、了解山川风物、从
历史中体验当下，所以，我看书比较杂，除了看不懂的那些专业书外，其他的书
我都有翻一翻得冲动，看看这些书究竟在讲啥。我读的 160多本书的出版年份，
明显新书多，多为计算机类、互联网、图情类的书，这些书肯定要读新一些的，
早期的多为文学、历史和考古类的。所以看得出，每周要去新书角翻一遍的。(图
谋注：该文运用了知识图谱进行了总结梳理，有图有真相，更形象、更生动，更
富有内涵。)。”

（6）Artlib线上展览 | 年画话新年
图谋：“Artlib线上展览 | 年画话新年.https://mp.weixin.qq.com/s/GXh

8YL0gF9CCJlnGvLBM-g年画，就是过年时张贴的画，年画古称“门神画”。我们希
望通过本次线上多个主题的年画展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民间年画艺术，并在艺
术的熏陶中感受新年的祝福。本展览主要是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以及哥伦比亚大学
图书馆、中国美术馆馆藏的民国门神画像为主。浙大所藏民国门神画像为上世纪
初之江大学队克勋教授团队以江南地区为主收集的宗教画像中的一部分，哥伦比
亚大学收藏的则是北京及周边地区为主的马张中的一部分，可以说，此次展览东
西合璧南北汇流。同时有十七个民间风俗年画故事展出，让观者在艺术作品鉴赏
中更加了解年画。”

1.5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 2020年大事记

图谋：“圕人堂 2020年大事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

264126.html依据《圕人堂周讯》大事记版块汇编。”

（2）圕人堂 2021年新年献词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圕人给力，未来可期，感谢有您！

——圕人堂 2021年新年献词 https://mp.weixin.qq.com/s/NK2AQwxApTZSvZtMM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211bHiQZYEpG5jU7AtrMMA
https://mp.weixin.qq.com/s/211bHiQZYEpG5jU7AtrMMA
https://mp.weixin.qq.com/s/GXh8YL0gF9CCJlnGvLBM-g
https://mp.weixin.qq.com/s/GXh8YL0gF9CCJlnGvLBM-g
https://mp.weixin.qq.com/s/NK2AQwxApTZSvZtMM9UU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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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UUoA.”

（3）圕人堂摘编
图谋：“王新才：图书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https://mp.weixin.qq.com/s/

PyiGOZo6Bmn4xK-sOZynbA《图书馆建设》2020年第 6期刊发武汉大学图书馆王
新才先生《图书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从图书馆具体招聘、图书馆活动开展
情况、采访馆长和部门主任了解对于图书馆人才的要求、具体图书馆学教育等 5

个角度阐述图书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圕人堂服务体系’提供的资源与服务，欢
迎圕人关注与利用！”雨过天晴：“我第一个点了赞。”图谋：“这篇文字关注度比
较高，发布不到 4小时，已有 521次阅读。”雨过天晴：“确实是好文章。”雨过天
晴：“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推送了很多好文章。”图谋：“2020年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关注度较高的是摘编类信息。”图谋：“单篇阅读次数超过 1000 的，只有 3篇。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属于小众的。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或许还算不错的。”华农
李*：“不错。”图谋：“这篇摘编文字推出后，受到欢迎。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版，
逾千次阅读。科学网圕人堂专题版，676次阅读。”

图谋：“2020年 12月 27日，与《图书馆建设》编辑汇报与交流内容备忘。
像‘圕人堂摘编’这类摘编，出发点是好的。按照版权法，原则上需要征得版权方
许可，否则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原本应该是事前汇报。我的初衷是希望更
多圕人一起来做摘编工作，后来发现好心不见得能做好事，摘编者的水平也不一，
有时版权方会不高兴。我自己做的一些摘编，相关刊物还是挺支持的。圕人堂的
受众是面向圕人的，也算是精准服务，如能形成良性互动是非常有益的。摘编一
定程度算是导读。我一直认为，编者、作者、读者等是利益共同体，理想境界是：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烟台杨*：“好文章，学习了。”图谋：“关于圕人堂年度总
结与梳理，算是例行群务工作。昨天群成员刘老师问起，今年的情况也确实在进
行粗略梳理。图谋个人的总结，也已在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分享了一部分。图谋比
较期待更多圕人参与分享，彼此增进了解，以利更好地交流。种种原因，呼吁过
好些年，但实际参与的情况不甚理想。”

（4）加入圕人堂，感受群力量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NK2AQwxApTZSvZtMM9UU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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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圕人堂成员邀请他人加群，烦请代提供圕主题信息（与图书馆、图
书馆学相关就好）。圕人堂虽为非实名群，但必须得有相应的安全机制。”贵阳
护*：“@图谋 群主好，这里是新群员，图书情报硕士+图书馆员。”图谋：“圕人堂
群，一旦入群便为群成员。对于入群后，发布不良信息者，请群成员及时反馈，
以便及时移除。圕人堂依靠的是圕人共同呵护。”水中的鱼：“好的呢，我提醒她
们加群的时候备注上相关信息呢。”图谋：“邀请方式，可以邀请者代介绍。主动
加群者，可以自行提供。只要提供了圕主题信息，管理员通常会及时审核通过。”

图谋：“2020年 7月 20日至 2020年 12月 26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收到赞
赏情况：收到赞赏 8笔，累计金额 205 元，其中张文萍 2 笔共 100 元，长生 3

笔共 60元。2020年 12月 26日将赞赏所得转入圕人堂发展经费，圕人堂发展经
费结余 1349.44元。（注：赞赏功能开通至 2020年 12月 26日，累计收到赞赏
为 1398.98元。）特此向给予圕人堂微信公众号‘赞赏’的用户致谢！进一步检索
了，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第一笔‘赞赏’是 2018年 6月 17日 9:13分收到的。” 学图
-123：“感谢本群的管理者，建设了一个如此祥和的专业群，还有《圕人堂》周
讯的编辑和校对们，你们的付出让作为图书馆专业的小白的我收获甚丰。2020

年没有虚度！。”
图谋：“2020年 7月 27日，新关注人数 85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2020年

1月 1日累计关注人数为 3027,2020年 12月 25日累计关注人数为 4042人。202

0年净增关注人数为 1015人。”
图谋：“2020 年 1月 3日 14:00，圕人堂 QQ 群成员达 2625 人；2020 年 12

月 25日 14:30，群成员达 2926人。群成员数净增 301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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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此因素，圕人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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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2020年净增新成员大约为 400人左右。由此可见，假如不采用末位移除法，
群成员已呈‘饱和状态’。近期，‘圕人堂服务体系’在陆续进行‘盘点’，第一时间将
盘点结果公开，以利圕人更好地共知共建共享。” 学图-123：“我今天收获真多！
谢谢群主！谢谢所有信任我、给我帮助的群友。”

图谋：“科学网圕人堂专题.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

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from=space。”独立个性：“@
图谋 已阅读。”图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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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群是载体之一。关注‘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或‘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实际上属于用户分流。籍此形成开放性、多层次、多元化的圕人堂服
务体系。圕人堂提供 QQ、博客、微信三种形式的服务。近期，新成员较多。算
是面向新成员对‘圕人堂服务体系’作一集中推介。”

（5）圕人堂知识库换新域名
www：“各位老师，圕人堂知识库换了新的域名（http://lib.nbt.edu.cn/tu

an），其它没有变化，原来老的域名（http://lib.nit.net.cn/tuan）将并行运
行一段时间。感谢您的使用和关注！祝您新年愉快，工作顺利！。”图谋：“@www
谢谢！www老师为‘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这个特色库，默默付出了许多心血。由
衷致谢！期待诸位成员更好地关注与利用！”梓慎：“哇偶，辛苦了。”

（6）圕人堂文化
图谋：“咱们圕人堂，自 2014年 5月建群至今，点点滴滴已汇聚成‘圕人堂文

化’。” 学图-123：“幸福满满的圕人堂。”
图谋：“圕人堂百人百诗迎新年——‘有缘相会圕人堂’合辑 http://blog.sci

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2017年 12月 24日，圕人堂欢迎群成
员以‘有缘相会圕人堂’开头作一首诗，迎接 2018年的到来。圕人堂 2016年新年
寄语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7179.html 展示圕人堂相
册‘2016年新年寄语’中的部分内容。“圕人堂‘春暖花开，否极泰来’成语接龙游戏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6135.html2020年 1月 30日图谋
发起，50个红包（总金额 50元）。游戏规则：以‘春暖花开’起头成语接龙游戏，
这个游戏，答对一次得红包，得过红包的再答无效，要注意下一个接龙词语的拼
音提示。超过 50人参与，16分钟内游戏结束。圕人堂元宵节‘平安喜乐，福寿齐
天’成语接龙游戏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17690.htm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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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 8日 10:25图谋发起。值此元宵佳节之际，窗外鞭炮声声，咱们圕人堂来
一个成语接龙游戏（100个红包，总金额为 100元）。祝愿所有成员：平安喜乐，
福寿齐天！biochem：食全食美——圕人堂群成员昵称串烧 http://blog.scienc

enet.cn/blog-213646-1080222.html2017/10/11 19:39:00。聊举数例，往事可
回味，明天会更好。”

雨过天晴：“@图谋 @图谋 并不知道红包里多少钱呀，抢到了才知道。”bioc
hem：“@雨过天晴 那次大家都知道了红包只有一分钱，成语接龙成功后，可以收
到一分钱红包，所以大家的参与度就不高了。”雨过天晴：“一分也是爱啊！抢红
包不就是图个热闹吗？反正我不介意。”biochem：“是设计红包时出现失误。本
来 100个红包，每个一元，结果整成了每个一分。”雨过天晴：“以后就发一分，
我觉得也不错。”biochem：“当时我参与成语接龙太积极，说是影响其他人，还
被禁言半个小时。即便这样红包还是剩了十几个。”李*蔚：“应该不是吧，没抢
哪知道红包大小？”

（7）圕人堂群务问答
图谋：“圕人堂志愿者问：由您个人或者一个企业赞助，能走多远？把五千

人的担子一肩挑？比贡献吗，五千受益者会怎么想，他们也希望能为群里做点儿
什 么，为什么不给他们点儿机会，哪怕一年就是三两块。自愿就好。图谋答：
实际上还需要想想，谁去操作这事？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敢做，也不能
做。早期，我算是实际尝试过的。您可能不知道，圕人堂社 群依托的任何一个
平台，都是非常脆弱的。比如 QQ群，如果出现危险言论，随时有可能被解散。
科学网、微信发布东西，均是有审查的，许多东西不 能碰。目前，科学网对我
算是特别关照，其实他们也承担很大压力。主要是有上述这样的不确定因素，我
难以给出具体承诺，要不然，依靠企业赞助 是一种办法。当前，企业给我钱，
我也不敢要，因为我无法预知能给企业多少回报。像 2020年，我是真的不知道
圕人堂可以存在多久。我经常要参加 各种学习，甚至领导还会时不时地敲打敲
打。当前做的事情，它是有意义的。近几年我都不敢轻易说解散或放弃。边走边
看吧。作为我的角度，我自 身受点委屈能承受，但确实不愿意看到连累了您们(圕
人堂自愿者，包括编辑团队成员等)，常年跟着受苦受累，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编辑补助实际上 属于最基础的，初衷是希望形成相适应的激励机制，让更多圕
人各尽所能出工出力，增添彼此的获得感、成就感。公益活动，它同样需要一些
基础投 入。以较小的投入取得较好的成效。”学图-123：“还是那句话，期待因
为我们的出现，让身边人觉得有意义。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不需要去想到底走
多远。仔细想想，地球没有我们的时候，它照样在转。跟着感觉走，不累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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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也不会觉得苦的。”图谋：“圕人堂日复一年，年复一年的坚持与坚守，目的
是为了让圕人堂服务体系形成的资源与服务惠及更多圕人。”阿莲的*：“来图人
堂这个图书馆员的家园已有数月，学习得到了很多，感谢各位同道！2020年今
晚就要翻篇，过去的一年有灾难但更多是感动，我在湖北武汉恭祝大家新年健康
平安喜乐！。” I：“多年前看到图谋的博客，深受感动。作为图书馆界的一员，
我对图书馆业界的现况深有感触。图谋和他一直坚持做圕人堂的默默奉献付出感
动着我，也影响着一批同行默默无闻地付出着。感谢你们，愿 2021 圕人堂更加
美好! 愿群主和群友们 2021 元旦快乐！生活幸福!

1.6关注图书馆年报
学图-123：“我特别想知道国内公共图书馆每年的借还书量。还有每天的读

者流量，数字资源使用情况。”图谋：“这方面的数字，有部分公共馆是做得相当
好的。图书馆网站上会发布年报，很详细。可以公开获取。”学图-123：“我说的
是对老百姓开放的图书馆的使用情况。”图谋：“广州图书馆年报 http://www.gz

lib.org.cn/gzlibYearReport/index.jhtml。”学图-123：“反正我去过的图书馆
重庆主城的利用率都蛮高的。城市书房去过一个，没啥人。”图谋：“广州图书馆
年度报告(2019).http://www.gzlib.org.cn/downdoc.jspx?cid=183401 该链接
可下载电子书。2020年 11月广州出版社出版。”学图-123：“好的，下载好了。
谢谢！其他所有公共图书馆都有这样的年报吗？我去找找看看。”图谋：“广州图
书馆于 1997年开始编撰年报。2012年广州图书馆理事会成立，制定实施《广州
图书馆章程》，章程规定广州图书馆应真实、完整、及时地公开年度计划、年度
工作报告、服务数据统计资料、馆藏及读者服务等信息。2013年新馆全面开放
后，广州图书馆年报进入规范化编撰、常规化发布的新阶段。为系统、客观、准
确地反映 2019年度图书馆事业发展基本情况，促进图书馆事业科学、有序、健
康地发展，广州图书馆吸收往年经验，对年报体例重新做了梳理：第一章简要介
绍 2019年广州市以及广州市公共图书馆基本情况，重点介绍广州图书馆组织架
构及年度工作概览。第二章按照更细化的分类统计口径，多视角展示服务效益、
社会影响、文献资源、人力资源、经费使用、设备设施等六个方面的数据。第三
章对 2019年文献流通服务、公共交流服务、数字图书馆服务、示范性服务体系、
媒体报道、文献资源建设、专业馆员队伍建设、馆员学术科研产出以及新馆开放
以来的公共服务做了详细的分析，解读数据背后的事业发展规律、组织措施、存
在问题及提供建议。第四章选取了部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服务管理案例，总结其
经验，以供相关工作者参考。（摘自该书前言。）。当前已有不少图书馆有发布
年报。可以自行到图书馆网站查找。”学图-123：“@图谋 谢谢指导！甚是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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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http://www.nlc.cn/dsb_footer/gygt/ndbg/nj2018/‘上海图书馆（上海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年度计划和年报 https://library.sh.cn/#/index/annua

lplan。”草长莺飞：“《中国图书馆年鉴》可以参考。”图谋：“点有活链接的地方
打开相应文档就好。链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学图-123：“好的，谢谢！”书友：
“@学图-123 比如，广州市白云区图书馆年报（网上公布），也有相关服务数据，
包括对周边老百姓服务的镇街分馆情况。”

1.7由麦子发起的群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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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忽然想到这个图书馆人的流动情况，不知现在多少人是在‘外地’/非
出生地/非最终学位取得地的图书馆工作的，可以在做一个问卷。”学图-123：“估
计是百分之九十九。”麦子：“有这么多吗？”学图-123：“@麦子 很期待您的问卷。
肯定对我们馆员很有启发！”图谋：“这个调查确实不好做。原因是情况确实非常
复杂。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差异很大，对于‘图书馆工作’，人员构成是格外复杂的，
人员流动性也比较大。还有就是，不同时段的差异挺大。”谈天：“应该比较多。”
图谋：“随着教育水平的进步，交通条件的改善，异地就业的比例越来越高。”谈
天：“双向选择，哪适合去哪里。”图谋：“时下，‘乡土意识’越来越淡了。”学图-1

23：“我现在只有家乡，不知道哪里是故乡。”图谋：“第 4项的内涵实际是不一样
的。”学图-123：“最后一项应分成两项。”麦子：“@学图-123 @学图-123 我特意
写成一项，因为比较会有人有顾忌。”学图-123：“因专业招聘，因配偶调入。没
什么好顾忌的。”图谋：“家属安置，是图书馆的一项功能。”学图-123：“但是一
混合就失去调查的意义了。”麦子：“我们是想知道异地和和本地，不是要知道这
些人是怎么来的。”学图-123：“恰恰是这一项才能看出图书馆专业和服务的区别。”
麦子：“我是很少做问卷的，但有一点：一定要简单简单再简单，不问任何和原
来的意思每关系的问题。”学图-123：“今夜无眠，可在圕人堂好好聊。”煮酒论*：
“我们馆三十多人，应该只有一个算是本市的。”麦子：“@煮酒论英雄 @煮酒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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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不知道这和其他的同龄人的地域流动是否相同，比如如果没有读大学的人，
如果进公司的话，他们的情况是否会相似？”煮酒论*：“@学图-123 好像是她父
母来这边工作安家，两代人，也算是本地人吧。”麦子：“@学图-123 @学图-123

我想你说的是对的，过去同事都是一个城市的。”谈天：“现在基本上来自五湖四
海。”麦子：“@谈天 @谈天 是这样。”煮酒论*：“@麦子 国内流动太复杂，同龄人
应该多数是在省内流动。”谈天：“@煮酒论英雄 @煮酒论英雄 一线城市和区域中
心城市挺容易吸引人的。”学图-123：“照顾父母，陪伴家人可能是中年人的选择。”
麦子：“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你今后要换工作的话，可能出于哪个原因：职
位上升？更好的薪水？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好气候人文环境？更好照顾父母？
由于配偶和孩子的原因？”图谋：“麦子老师发起的小调查，欢迎在图书馆工作的
成员积极参与。”麦子：“@谈天 @谈天 这个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为了家
庭的原因换个低薪而轻松的工作的可能还是很大的。”学图-123：“我就陪我爱的
人而来。”谈天：“每个人肯定不一样。”麦子：“@学图-123 @学图-123 这个回答
赞。”学图-123：“简单的做一做。”谈天：“我现在换的工作是因为，2.3.4.6.”麦
子：“其实我自己倒是没法填第二个，因为不找工作不是一个选项。”陕科大*：“细
化标准感觉能出一篇文章。”学图-123：“我脑海中真的在酝酿文章，也很期待数
据。”瓶子：“为什么不是更好的收入呢 目前收入是真低。”陕科大*：“图书馆清
水衙门 投入不多收入不高是常态。”麦子：“@学图-123 @学图-123 最后一个其
实也看不出。我也想过用距离：出生地 100公里内外。”麦子：“第二个问卷答案
都是比较平均。看来满意图书馆工作的同行还是很多的。”图谋：“愿意加入圕人
堂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总体来说，对图书馆可能会有较高的归属感。实际上 QQ

有许多功能，大部分功能我不熟悉，或者从未用过。当前圕人堂群 1570人在线，
其中在图书馆工作或许会超过半数。假如有十分之一的愿意参与，也可以有近 1

00人。参与群投票，实际也是一种‘发言’形式。之前有些成员说，没机会‘发言’。
圕人堂发言的机会还是相当多的。参与群投票，参与问卷调查、参与抢红包、参
与‘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分享等，都可以是发言机会。”麦子：“最多的选择似乎是：
我就是为了这个工作来的，我对工作很满意。”图谋：“既来之，则安之。”麦子：
“这对这个职业来说是很正面的。”图谋：“也不见得有多满意，但是一种随遇而安
的态度。”学图-123：“欢迎群友参加群投票活动，为图书馆岗位上的圕人们增加
一些达成共识的话题。毕竟，家乡、故乡、告别、离别、团聚、欢笑、眼泪很多
时候并不能诉与人听。一个小小的问卷，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同仁，是群友！轻轻
一点，你就能告诉我们：你是圕人堂成员之一！操作办法：点击应用——群投票
——第 1.2投票！。”图谋：“愿意加入圕人堂群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大多是对图
书馆有归属感的。如果没有归属感，或许不会主动入群。加入圕人堂的图书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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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属于绝对少数。这也是一个实际情况。”麦子：“@图谋 @图谋 随遇而安
本来就是一种满意，因为人都会有梦想。”图谋：“有道理。”麦子：“因为不可能
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所以，也就没法达到十分满意。”学图-123：“欢迎群友参加
群投票活动，为图书馆岗位上的圕人们增加一些达成共识的话题。毕竟，家乡、
故乡、告别、离别、团聚、欢笑、眼泪很多时候并不能诉与人听。一个小小的问
卷，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同仁，是群友！轻轻一点，你就能告诉我们：你是圕人堂
成员之一！操作办法：点击应用——群投票——第 1.2投票！。”图谋：“当前这
个参与度，已算是非常给力！” 图谋：“方便时参与适合的话题，实际上也是对
圕人堂社群的实实在在的贡献。圕人堂社群原本是啥也没有的，因为有了诸多圕
人的微努力、微贡献，彼此可以拥有更多获得感与成就感。”学图-123：“欢迎群
友参加群投票活动，为图书馆岗位上的圕人们增加一些达成共识的话题。毕竟，
家乡、故乡、告别、离别、团聚、欢笑、眼泪很多时候并不能诉与人听。一个小
小的问卷，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同仁，是群友！轻轻一点，你就能告诉我们：你是
圕人堂成员之一！操作办法：点击应用——群投票——第 1.2投票！。”麦子：“请
大家继续投票，有两个。关于工作地点的那个，选靠前的就可以了，多谢！这纯
是好玩，希望有人会用这写个什么东西。”

1.8 2021年新年祝福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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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扣肉：“欢迎各馆转发自己的微信推文到本群。看看各馆特色的新年祝福。”

独立个性：“关合实‘鼠’不易，起航 2021在即。祝各位同仁新年快乐！。”古饶：
“——罗振宇 2021「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 https://mp.weixin.qq.com/s/ESy2E

VmIpVPmEivHrSpH7g，举了一个图书馆的案例。最近几年一直把罗振宇「时间的
朋友」跨年演讲作为元旦阅读第一事。”扣肉：“国家图书馆馆长 2021年新年贺
词 https://mp.weixin.qq.com/s/DLfPu_vIevkPmtQyYNhRyw。”会议君：“感谢各
位老师同学小伙伴过去一年的支持。在新到来的 2021年，祝各位学研顺利，身
体健康。《全国报刊索引》将继续与各位一起＂阅尽百年历史变迁＂https://m

p.weixin.qq.com/s/boG1D9mpD9AyT9-9zE8mAQ。”广东小*：“中山大学图书馆：
中山大学图书馆|2021新年贺词 https://mp.weixin.qq.com/s/nq95wlh00br_1C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ESy2EVmIpVPmEivHrSpH7g
https://mp.weixin.qq.com/s/ESy2EVmIpVPmEivHrSpH7g
https://mp.weixin.qq.com/s/DLfPu_vIevkPmtQyYNhRyw
https://mp.weixin.qq.com/s/boG1D9mpD9AyT9-9zE8mAQ
https://mp.weixin.qq.com/s/boG1D9mpD9AyT9-9zE8mAQ
https://mp.weixin.qq.com/s/nq95wlh00br_1C01viNm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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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viNm1A。”草长莺飞：通辽市图书馆 2021新年致辞 https://mp.weixin.qq.co

m/s/XVM2ZkqXaYYgLFogpt-LEA。”沙枣树*:“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元旦随笔，迎
接纪年 https://mp.weixin.qq.com/s/n16Hs_kf__Xt-FMzRUBy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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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给力，未来可期，感谢有您！——圕人堂 2021 年新年献词

2020-12-31 14:43

圕人给力，未来可期，感谢有您！ ——圕人堂 2021年新年献词 图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掐

指算来，圕人堂即将步入第 8个年头。“圕人堂的每一个人都在创造历史”，是耶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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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分类:圕人堂|34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高校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的观察与思考

2020-12-30 11:04

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理论上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了解用户需求，因需而变，与时俱进，提

供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或许算是一种理想图景。笔者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长

期试图从多角度多维度去观察与了解用户需求。“用户需求”是个说大就大，说小可小的概念，本

文侧重高校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 ...

个人分类:圕人堂|44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圕人堂 2020 年大事记

2020-12-28 17:11

圕人堂 2020年大事记 图谋 整理 依据《圕人堂周讯》大事记版块汇编。 （ 1 ）圕人堂从业

抒怀征文选刊了图人默默《图书馆人 , 无悔青春》。真情实感 , 自然流露。这篇稿子 2019 年 12
月 30 日 17 ： 30 收到投稿， 20 ： 10 发布，随后被科学网精选 ...

个人分类:圕人堂|509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数字资源荐购故事

2020-12-28 14:25

从 2015年 5月起，本人为所在馆参考咨询部负责人，且具体承担数字资源采访馆员工作。所在

馆与其它高校馆有所不同的是，资源与服务的宣传推广工作也是由参考咨询部负责。因此，关于

数字资源荐购方面的故事，可以有许许多多。其中有个故事可谓“与众不同”。 2019年 5月，我

曾解答过 Z老师的荐 ...

个人分类:圕人堂|58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核心期刊论文发表和出书哪个更容易？

2020-12-27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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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职称话题，是需要参与专业技术职称评聘群体的一个“抬头不见低头见”“才下眉头，却上心

头”的热门话题。几乎人人都期盼能够顺风顺水，心想事成。理想的状态是，以最小的付出，获

得最大的回报。最好是能够精准发力，指哪打哪，弹无虚发，又快又好。现实有许多无奈，一方

面需要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另一 ...

个人分类:圕人堂|84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王新才：图书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020-12-26 15:57

圕人堂文摘 图谋摘编自：王新才.图书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图书馆建设,2020(06):15-17. 《图

书馆建设》2020年第 6期刊发武汉大学图书馆王新才先生《图书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从

图书馆具体招聘、图书馆活动开展情况、采访馆长和部门主任了解对于图书馆人才的要求、具体

图书馆 ...

个人分类:圕人堂|671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回顾 2020 年经历的几件事

热度 1 2020-12-26 09:07

2020年经历了不少事情，全年笼罩在疫情防控的阴霾氛围之中，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似乎更

加不同寻常。“图谋”了一年又一年，今年的忙碌情状似乎进一步加剧。其中一个原因，今年我

45周岁了，该是正经的中年人，需要开启一段新的旅程了。于我，2020年是告别“青年”、拥抱“中
年”的“转折点”之年，简略回顾 ...

个人分类:圕人堂|2522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热度 1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6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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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 1 ） 2020 年 12 月 30 日 ， 圕 人 堂 知 识 库 更 换 新 域 名

（ http://lib.nbt.edu.cn/tuan ） ， 原 来 老 的 域 名

（http://lib.nit.net.cn/tuan）将并行运行一段时间。感谢使用和关注！

（2）2020 年 12 月 31 日，圕人堂发布 2021 年新年献词《圕人给力，未来可期，

感 谢 有 您 ！ — — 圕 人 堂 2021 年 新 年 献 词 》

（https://mp.weixin.qq.com/s/NK2AQwxApTZSvZtMM9UUoA ） 期待圕人堂的明

天会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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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感谢！祝君：牛年大吉，心想事成！

（3）2020 年 12 月 31 日，图谋发放红包 100 个（金额 100 元），主题：圕人给

力，感谢有您。

（4）2021 年 1 月 1 日，图谋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 1万元，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11349.97 元。

（5）2021 年 1 月 1 日，支付 322 期至 347 期（累计 26 期）《圕人堂周讯》编

辑补助，合计 7800 元，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3549.97 元。

（6）2021 年 1 月 1 日 15:00，群成员达 2943 人（活跃成员 599 人，占 20.35%），

在线 1467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40.8%），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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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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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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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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