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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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丨征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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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年 6-7 月召开。来源：全国报刊机构索引版。

https://mp.weixin.qq.com/s/N0BtLa47JWls8wV3cywbKQ。”

图谋：“图书馆招博士啦！虚位以待，职等你来!!来源：江南大学图书馆。

https://mp.weixin.qq.com/s/nk1c3g6TsplXKgMvREsdIw。”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中国 GCD 成立 100 周年红色文化阅读推广研讨会”

6 月遵义召开。来源：全国报刊机构索引版。”

https://mp.weixin.qq.com/s/i96UnKonHsMfjtsTH7K8Og。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雨过天晴：“顾犇（原创）. 书蠹精｜图书馆采访工作随想。

https://mp.weixin.qq.com/s/KnGlnHKGe_HOljkX6t_8tg。”

雨过天晴：“图情招聘｜复试必看！2020 年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含

提名）。https://mp.weixin.qq.com/s/Vq7NqF-bxYqxDsN02EV-uQ。”

圕流：“各位老师下午好！因毕业论文需要收集相关数据，请大家帮忙填写

一 下 问 卷 ， 多 有 打 扰 ！ 谢 谢 啦 ！ 祝 2021 新 年 快 乐 。

https://www.wjx.cn/jq/100359609.aspx。”

雨过天晴：“学术志｜ 高校职称评审感受：论文仍然很重要，破四唯在非

顶尖高校意义很小！https://mp.weixin.qq.com/s/uKXTZESASz8zkhdvw9ErZQ。”

图谋：“重磅消息：2020 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发布！

https://mp.weixin.qq.com/s/53xJIZfrSe1IUjbWOf6FzA。”

图谋：“连云港市图书馆新馆参观记。2021 年 1 月 2 日上午，怀着迫不及

待的心情参观了连云港市图书馆新馆。我作为一名图书馆工作者，而且还是连云

港市图书馆的‘老读者’之一，我参观的心情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有所不同。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65391.html。”

biochem：“日前，江西省图书馆内两台服务机器人‘吵架’的视频火遍网

络，这两台叫‘图图’和‘旺宝’的机器人一时成了‘网红’。1 月 1 日，记者

走 进 江 西 省 图 书 馆 ， 采 访 了 这 两 位 新 晋 ‘ 网 红 ’ 。

https://www.ixigua.com/6912723635488686605/。”

图谋：“昨天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发布《连云港市图书馆新馆参观记》

（https://mp.weixin.qq.com/s/1N6e5SWtmmfajFtF8MzGLw），有人咨询：‘连

云港图书馆招图情的人么？’这方面的信息需要关注连云港市图书馆及其主管部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N0BtLa47JWls8wV3cywb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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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i96UnKonHsMfjtsTH7K8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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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53xJIZfrSe1IUjbWOf6F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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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发布的招聘信息。如果成员了解，欢迎及时分享相关信息。特此说明。”

图谋：“libseeke.圕人堂 LibChat｜回顾 2020 年经历的几件事。

https://mp.weixin.qq.com/s/_I7taaXsj9mUzDnNTfL2RA。”

奎奎：“沙枣树下说新语.大数据、小数据，更要重视无数据。

https://mp.weixin.qq.com/s/6gOiw9FV6fG2vMs6dCNimg。”

图谋：“龙儿的百草园.新浪博客——2020 ：专注脚下的路。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da824f40102yxrb.html。”

图谋：“《图书馆报》图谋随笔辑录（2019-2020 年）。

https://mp.weixin.qq.com/s/t9N5yXkb2Hi7J8V90LTFMQ。”

雨过天晴：“图情会.特别报道｜《图书情报工作》2021 年选题指南。

https://mp.weixin.qq.com/s/LzdN8-MRcFoyOqpKsuGqYg。”

雨过天晴：“图情会.特别报道｜《情报科学》2021 年选题指南。

https://mp.weixin.qq.com/s/8gNdYMJzJCpNo3hp9BywpQ。”

豫章故郡：“出租房里的 mini 图书馆——流动儿童社区阅读空间营造计划。

http://me.mobilefoundation.org.cn/w/share/273/764726。计划在流动儿童社

区出租屋内搭建 15 座 mini 图书馆和设立 1 座社区儿童阅览室，并基于图书阅读

开展儿童故事会、亲子阅读、工作坊和社区妈妈自组织培育等活动，营造城市流

动人口社区的儿童阅读氛围，解决流动儿童阅读‘最后十米’的问题，提高社区

儿童阅读、理解和表达能力，改善流动儿童家庭亲子关系，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秋：“邓永秋. 最新 | 图书馆学可供书目下载（2020 年 12 月更新），来

源：图情出版。https://mp.weixin.qq.com/s/ISD_k9X-GgPtuLv-BQdbAA。”

图谋：“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知多少？来源：圕人堂 LibChat”

https://mp.weixin.qq.com/s/XofSkqv-dHvZYcJrtvhINg。

大漠飞雪：“吴建中：讲好中国故事 深化国际合作。来源：图书馆报”

https://mp.weixin.qq.com/s/2SDt-o6-K2IhurRDCclPMQ。

雨过天晴：“《现代情报》2021 年选题指南。来源：图情招聘”

https://mp.weixin.qq.com/s/Gm8vsWvXg7XBJ-dv8F8BCA。

雨过天晴：“阳光阅读.‘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实现

路径探析。https://mp.weixin.qq.com/s/pMekMAUKcN6bBKYwGn0SYg。”

雨过天晴：“老衲曰.大学图书馆规程的制订与思考——以《重庆大学图书

馆规程》为例。https://mp.weixin.qq.com/s/6KuvevhkF1Cr5-01k4hh4w。”

会议君：“全国报刊机构索引版.图书情报丨又一奖项开放申请：2021 国际

图联绿色图书馆奖。https://mp.weixin.qq.com/s/WnJAYNRct1AzhZIOK2Vd3w。”

higgs：“大数据 DT.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有什么关系？终于有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_I7taaXsj9mUzDnNTfL2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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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LzdN8-MRcFoyOqpKsuGqYg
https://mp.weixin.qq.com/s/8gNdYMJzJCpNo3hp9BywpQ
http://me.mobilefoundation.org.cn/w/share/273/764726
https://mp.weixin.qq.com/s/ISD_k9X-GgPtuLv-BQdbAA
https://mp.weixin.qq.com/s/XofSkqv-dHvZYcJrtv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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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WnJAYNRct1AzhZIOK2Vd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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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讲明白了。https://mp.weixin.qq.com/s/GGcgeaw7VrEnssOZUVMWJw。”

道无言：“文旅中国.国家图书馆：填补‘数字鸿沟’让老年人乐。

http://my-h5news.app.xinhuanet.com/h5/article.html?articleId=e9dcffa8

-f822-4deb-99e5-697734cf8952&share_device_token=9fa977e2a8a14eac6519f

934ee70ef3c&share_time=1609896816800&share_type=3。”

奎奎：“沙枣树下说新语（原创）. 你敢损坏书，我就诅咒你。”

https://mp.weixin.qq.com/s/O4E35wgNp-aCINZqpsoWfg。

度量衡：“何怀宏. 真正的大学老师，是那些无需考评，也会不可遏止地要

去读书写作和上课的人。来源：语言学人”

https://mp.weixin.qq.com/s/8TFnyaihJ_FwV02Zh945pQ。

张芸：“Zhangyun.iGroup 中国技术产品经理重磅分享《全新的远程访问解

决方案—MyLOFT》 。来源：iGroup 信息服务”

https://mp.weixin.qq.com/s/MFFvkgjodGPilHF67ZK7Gg。

笺：“重磅！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公告（图情档类）。来源：图情

招聘。https://mp.weixin.qq.com/s/ojXFBPXYBy2cIXyd7XWyyg。

图 谋 ： “ 2019 年 度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阅 读 报 告 .

https://mp.weixin.qq.com/s/7ftISSfwQBYpUvFJIu6MlA。2020 年电子科技大学

年度阅读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A_DiVwxejwUFMuaQk7XpOw。据高

校图工 Wei 发布的‘2019 年 1165 所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购置费统计表’，电子

科技大学 2019 年数字资源购置费为 1941.43 万元。”

雨过天晴：“万云芳：高校馆员付出－回报失衡的组织因素与对策。来源：

圕人堂 LibChat。https://mp.weixin.qq.com/s/zwMCow4CTNWcoHrgoouHvg。”

守藏室吏：“掌上图情.2020 图情领域会议视频汇总。

https://mp.weixin.qq.com/s/HYGX1P_AtysdtQD0WwqEYw。”

我心飞翔：“我们把图书流动车开到了工厂，开到了海防，开到了监狱 | 李

东来 一席第 830 位讲者。来源：一席”

https://mp.weixin.qq.com/s/vOIU2CSU_umFaOcBdofrSw。

雨过天晴：“中国科讯.工作动态 | 《图书情报工作》入选 ‘中国最具国

际影响力学术期刊’。https://mp.weixin.qq.com/s/mTMAJPFi4lbnm8QBlRp0zA。”

雨过天晴：“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年重点选题策划与选

题指南。https://mp.weixin.qq.com/s/8NG2ZoXAWhCfSL_CEhXRvQ。”

1.3 圕人堂专题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GGcgeaw7VrEnssOZUVMWJw
http://my-h5news.app.xinhuanet.com/h5/article.html?articleId=e9dcffa8-f822-4deb-99e5-697734cf8952&share_device_token=9fa977e2a8a14eac6519f934ee70ef3c&share_time=1609896816800&share_type=3
http://my-h5news.app.xinhuanet.com/h5/article.html?articleId=e9dcffa8-f822-4deb-99e5-697734cf8952&share_device_token=9fa977e2a8a14eac6519f934ee70ef3c&share_time=1609896816800&share_type=3
http://my-h5news.app.xinhuanet.com/h5/article.html?articleId=e9dcffa8-f822-4deb-99e5-697734cf8952&share_device_token=9fa977e2a8a14eac6519f934ee70ef3c&share_time=1609896816800&share_type=3
https://mp.weixin.qq.com/s/O4E35wgNp-aCINZqpsoWfg
https://mp.weixin.qq.com/s/8TFnyaihJ_FwV02Zh945pQ
https://mp.weixin.qq.com/s/MFFvkgjodGPilHF67ZK7Gg
https://mp.weixin.qq.com/s/ojXFBPXYBy2cIXyd7XWyyg
https://mp.weixin.qq.com/s/7ftISSfwQBYpUvFJIu6MlA
https://mp.weixin.qq.com/s/A_DiVwxejwUFMuaQk7XpOw
https://mp.weixin.qq.com/s/zwMCow4CTNWcoHrgoouHvg
https://mp.weixin.qq.com/s/HYGX1P_AtysdtQD0WwqEYw
https://mp.weixin.qq.com/s/vOIU2CSU_umFaOcBdofrSw
https://mp.weixin.qq.com/s/mTMAJPFi4lbnm8QBlRp0zA
https://mp.weixin.qq.com/s/8NG2ZoXAWhCfSL_CEhXR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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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圕人堂 2021年新年献词

图谋：“@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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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圕人堂实时统计数据

图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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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062 人。”

图谋：“QQ 群有 QQ 群的诸多特点。其实麦子老师发起那份问卷，当前超过

100 人参加，那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为什么呢？活跃成员数字是指一个月内在

群中有活动记录的成员数，当前是 599 人，这算是非常好的状态。这些成员中，

实际上有一定比例不是图书馆工作人员，他们不是问卷调查对象。活跃成员的活

跃时段不同，有一定比例未能留意到该问卷信息。综上，那份问卷实际上是参与

度非常高的问卷，图书馆工作人员身份的活跃成员至少有 20%以上积极参与了，

这是难能可贵的。”

（3）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20年成绩单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20 年成绩单。来源：圕人堂 LibChat

https://mp.weixin.qq.com/s/44l8TZUvJ-b0uicVjRv0bw。”

（4）《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更新：连云港市图书馆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NK2AQwxApTZSvZtMM9UUoA
https://mp.weixin.qq.com/s/44l8TZUvJ-b0uicVjRv0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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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提问，我回答

（1）2020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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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重磅消息：2020 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发布！

https://mp.weixin.qq.com/s/53xJIZfrSe1IUjbWOf6FzA 由人大书报资料中心

社会编辑部策划，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图情档系列刊与图情档 39 青年学者沙龙共

同举办的‘2020 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落下帷幕，备受

学界和业界瞩目的 2020 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新鲜出炉。图情档学

界十大学术热点 1. ‘十四五’时期的图书情报与档案事业发展与规划 2. 新文

科背景下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建设 3. 面向疫情防控的信息管理与数据

治理 4. 回应国家发展需求的学术评价研究 5. 中国图书馆学百年发展的回顾与

展望 6. 智能时代的图书馆发展转型 7.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情报学发展 8. 新

环境下的科技情报工作与事业 9. 面向数字记忆建构的档案开发与服务 10. 新

修订《档案法》的解读与贯彻。”

（2）关注：贵州省图书馆新馆开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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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灌员独立个性提供

（3）罗振宇：2021跨年演讲之图书管理员

叮咚：“刚看完‘罗振宇 2021 跨年演讲之图书管理员’，马上到群里翻一

下聊天记录，果然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中原劲草：“现在很多知识经济都

是在贩卖焦虑和概念，根本与这个行业就不搭界。俺知道的只有有罗*和 FD 读书

会，收割智商税的多。”沙枣树*：“罗*和 FD，两大忽悠。”诲人不倦：“忽

悠是必然的，但人家成功也是显然的。读者有痛点，人家有卖点。”中原劲草：

“FD 读书会很多时候像是个卖书不挑版本的二道贩子，我看我老婆买他们的书

就知道那些书的品味是啥了。”徐徐清风：“每次看到图书管理员，这几个字，

尤其是和收发员，锅炉工放在一起，感觉很扎心。图书管理员和收发员，锅炉工，

是一样的吗？这是李希贵的想法，还是罗胖的想法。”徐徐清风：“只要在图书

馆工作的，社会公众和媒体只知管理员，不识‘馆员’，统称为图书馆管理员，

潜在认同是和饭店服务员，收发员等是同样一类人。”

（4）哪里招聘图书情报专业硕士？

正在输*：“各位老师，有没有哪所高校馆或者公共馆招聘图书情报专业硕

士？”鹤梦：“我们想招。发了申请，一直没得到回复。”正在输*：“没到时

间？”夏花：“你们是哪个学校呀？”正在输*：“四非。”鹤梦：“@夏花 是

问我吗？”夏花：“嗯呢，是的。”鹤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海校区。”夏

花：“嗯嗯，了解了，谢谢您！”鹤梦：“不谢。我们准备转设了，应该会给进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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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了。”正在输*：“报名去考试。”

（5）有高校图书馆在门口设置双向刷卡进出吗？

小菜：“各位同仁，有高校图书馆在门口设置双向刷卡进出吗？或者 1、进

口设置刷卡进入；2、出口也设置道闸，读者通过防盗仪，假如书已借，道闸自

动打开，书没借，道闸关闭。”正在输*：“书没借的话，防盗仪响。”圖堺新

人：“@小菜 你这要将闸机和防盗仪做联动。”沙枣树*：“@小菜 有的。”

（6）哪里可以做课题研究报告查重？

夏夜星：“各位老师，有没有给课题研究报告查重过的，是不是要使用科研

成果查重系统才行。”君子兰：“@夏夜星 Zhi 网的查重就可以。”夏夜星：“嗯，

Zhi 网有这个系统。但是我不了解一般课题报告这种有没有指定的查重系统。”

煮酒论*：“一般用 Zhi 网。Zhi 网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君子兰：“@夏夜星

http://chaxin.llas.ac.cn/ 我们可以做，您直接委托就行。常规的都是 Zhi

网的查重系统。”yukisolo：“@君子兰 @君子兰 直接线上弄就行了吗。”夏夜

星：“好的，我看一下，谢谢哦。”

（7）怎么确认民国史料影印本的著录信息？

QQ：“各位老师好！打扰了！ 需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馆里有一部民国 22

年(1933 年)版的《陵川县志》影印本共四册，但从封面、封底、书名页、版权

页中仅能获取部分著录信息项目，序言目录及正文均为最初原版民国 22 年的内

容，从书名页及版权页可知该书为民国 65 年应该是 1976 年的影印本。但该部书

纸质及外观很新，本人怀疑为盗版复制本，就当作民国 65 年的正版影印本吧！

要是这样的话，麻烦老师及同行请帮助确认一下: 丛编题名是否为"中国方志丛

书·华北地方·第四 0 六号"; 编著者是否为"库增银修;杨谦纂";出版社是否为"成

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地是否为"台北市"？ 烦请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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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灌员 QQ 提供

毁人不倦：“这个出版信息已经很详细了成文本的中国方志丛书是一套很有

影响力的大型丛书影印了不少稀见方志从 1966 年出版到上世纪 80 年代，当时国

内很难买到贵馆能有这样一套很不错。”QQ：“@毁人不倦 谢谢老师！”徐徐清

风：“既然是影印，就是按需定制，当然纸张都是新的，但内容和原版一样就没

啥问题了。”毁人不倦：“这个影印和按需定制还真没啥关系，全套书 5 千多册

都是影印的。”徐徐清风：“我的意思是，首次影印的图书卖完后，如果有需要，

他们随便可以加印再卖。”毁人不倦：“上世纪 60-80 年代，台湾成文、文海几

个出版社搞了很多这种大型影印丛书像沈云龙的近代史料丛刊也都是影印这个

做法的好处就是出版速度快，很容易上规模比起当时国内校勘、点校出版的模式

速度见优很多文史研究者都是当做必备工具书用。”

QQ：“@草长莺飞 这个应是原版书，非影印本。”毁人不倦：“这个绿皮的

是丛书的原貌。”草长莺飞：“是呢，我们有文海和成文的丛书。”QQ：“@徐

徐清风 有可能，我老板路子广，可能还有其它路子。”毁人不倦：“但由于出

版周期长，80 年代是否有这种软皮本的不太清楚但参照文海的近代史丛刊，基

本都是硬皮的当时呆湾的文化人在这几套书上下了不少功夫。”徐徐清风：“现

在很多古书是：影印的影印版。”毁人不倦：“孔夫子上有专门影印旧书，仿线

装出版的业务。”QQ：“妥妥地科普了一下文献方面的知识。谢谢各位！@毁人

不倦 谢谢老师！”毁人不倦：“不客气，我知道的只是皮毛图书馆界不少研究

古籍的大家，他们才是大学问。刚才看图不仔细，从书签上看妥妥的大陆再影印

版，用的全是简体字。”QQ：“@毁人不倦 谢谢老师！”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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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贵馆还延续订购纸本外文期刊吗？

he：“请教各位，贵馆还在延续纸本外文期刊订购吗？我们馆经费少，中文

数据库主要知网，超星及几个视频，考研等小库，没有外文类数据库，但纸本外

文刊一直延续订购，19 种约 20 万，关键是利用率也不高，个人总觉得这种现象

不合理，请各位指教。”倒立的*：“作为中小馆 确实可以考虑不订纸本。也没

有保存的必要。”笛子：“@he 我们图书馆就订购了七种外文期刊。”徐徐清风：

“图书馆订外文刊，一般都是有来头的，要找到要求订此刊的老师，看他们是否

还需要用。”笛子：“我们没有来头一直订购的这七种。就算有也是很多年前的

了。”徐徐清风：“有些纸本外文刊，是因为没有数据库收录，又是专业所需要

的核心或重要刊物，老师才要求订纸本刊的。”he：“主要是我们的刊利用率太

低了，总想着 20 万花在外文数据库上，更能满足需要。@笛子。”徐徐清风：“外

文刊不可能没有来头，老师若不推荐，图书馆一般不会想当然去订某种高价外文

刊。”笛子：“我们的外文刊看的人也很少。但是要有，可以说是一种‘门面’

吧。”he：“感觉我们不是‘门面’的缘由，是不负责任，瞎整。”图林颂：“@he ，

这是很多高校馆面临问题，不订购吧，失去馆藏连续性，订购吧利用率确实很低！

是不是征求阅读外刊老师们建议再做定夺能心里踏实点。”倒立的*：“还是要

看保持这种连续性的代价有多大。是不是承担的起。对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统一标

准，都是凭经验。既没有退出机制也没有进入机制。”he：“@图林颂 把这些外

文刊数字化，通过平台只在校内使用，可以吗？”

（9）报刊阅览室有制作内刊的必要吗？

笛子：“各位老师，有个想法想问问大家，就是针对报刊阅览室制作内部期

刊，从各学院所推荐购买的期刊中，遴选学术价值较高的各学科专业文章，每月

月底推出，制定成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内部期刊，向各学院推送。这个想法不知可

不可以，请各位指教。”青鸟：“个人认为可以，我们馆以前曾从国内主流媒体

和网络中搜集出有关高校建设与发展、教学与科研以及大学生成才就业等方面的

文章经过加工整理之后编辑成电子版的内刊《高教信息参考》，每月出版一期。”

笛子：“多谢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图书馆也有一种电子内刊。但没有针对各学院

专业而专门设置栏目。所以我就想针对学校的专业来设置，作为报刊阅览室的内

刊。”青鸟：“是的，可以编辑各专业学科前沿与发展动态之类的内刊。”

雨过天晴：“但是，有老师希望看吗？做过需求调研吗？这学期我一周会去

资料室 3 天，学院有钱，订了很多本专业期刊，但我发现并没有多少老师来看。”

雨过天晴：“现在的知识、信息获取途径太多了，图书馆还需要多此一举吗？”

笛子：“哎，我就是在报刊阅览室，说实话，的确很少有老师来，大多数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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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一周能见到两三个就不错了。”雨过天晴：“如果事先进行过调研，确定老

师有需求，另当别论。”笛子：“您说的有道理，但是报刊阅览室想要推陈出新，

总要向前迈进一步来试试。”雨过天晴：“可以先调研一下，在这里问大家，真

不如直接问目标用户。”笛子：“多谢老师，您说的有道理，的确可以发起一个

调研吸取经验。”雨过天晴：“做份调查问卷，发放给老师们就知道了，线上线

下调查都可以。”碧海潮生：“如果时间充裕，也想发挥本部门的工作优势，可

以对所在单位各院系做一个问卷，了解下各学院的教学科研需求，在听取各方意

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整理一个报告呈缴给你的上级领导或馆长，如果对图书馆发

展和师生教学工作有益，不放可以尝试开展，这项工作坚持下去肯定会有所收获，

关键在于馆领导和各院系的协调配合，还有就是团队人员的付出了。”

雨过天晴：“建议线下，直接送到一些老师手上，线上的调查很多老师不理

的，线下发放一般人不好意思不理。做这件事情需要一定的人力等资源，长期坚

持比较麻烦的，如果没什么人看，得不偿失。总不能图书馆自己作为档案，自娱

自乐。”笛子：“@碧海潮生 我们报刊阅览室就是很多年都没有一点创新，所以

想发挥一点报刊的优势，起码让各学院老师知道报刊阅览室有了什么东西，推出

来了。”碧海潮生：“可以借鉴一些典型的案例，结合本馆的实际和师生需求，

明确刊物的目标定位和特色，长期坚持还是很容易出成果的。”笛子：“@雨过

天晴 现在图书馆大多数都要硕博，而学历高却不能推出一些新的东西，尤其是

学术方面的，那样的话何必找硕博呢，所以我们馆长就想要报刊阅览室弄些新东

西，我想到的就是制作内刊。”笛子：“@碧海潮生 既然要做，那就肯定是要长

期坚持下去，一直推行下去，就怕是没人看，然后其他老师再有说道。”

雨过天晴：“@笛子 如果你们馆人才比较多，可以做这个事情，事先做好需

求调查，找准定位后是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对馆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一般

的图书馆恐怕心有力而力不足。”笛子：“@雨过天晴 多谢您的意见，我想还是

想您说的那样，先做一个调研，要是十个老师七八个不同意那就真的无法开展

了。”雨过天晴：“@笛子 如果老师们大多不同意，那就没必要做了。”雨过天

晴：“这半年深入学院，和很多老师交流，发现图书馆能服务老师的地方真不多，

人家素质高，自己会做很多事情。服务学生比较靠谱。”诲人不倦：“老师一般

不会直接说不同意，而是会委婉的表达支持你们的工作，但这些可能对他们无意

义。”雨过天晴：“那还是宣传后线上调查吧，看有多少人参与就知道人家需不

需要了。”笛子：“多谢老师了。”

（10）图书检索系统中有聚合豆瓣读书的标签（tag）吗？

民工：“想问个问题，各类图书馆发现系统的检索结果中，有聚合豆瓣读书

的标签（tag）吗？有吗？”笛子：“@民工 我们图书馆没有。”民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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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ウチテキ 。”笛子：“客气。”长恩：“我们学校图书馆图书检索结果页面

会有这本书的豆瓣链接，但是没有单独聚合豆瓣标签@民工 。”民工：“@忆 ling

谢谢~学习了。那个图书馆啊？我去看看截图啊？我就是很感兴趣，豆瓣会不会

有图书馆的借阅记录。。”长恩：“湘潭大学图书馆。不知道校园网范围外检索

要不要 VPN，如果不能检索的话我可以截图给你。”民工：“@忆 ling 果然啊兄

弟，vpn。我觉得湘大的各类二级门户都是经常不让外面访问，包括研究生院的

等等。”长恩：“有时候甚至 VPN 也不好使。”

图片由长恩提供

长恩：“检索结果页面，右边有豆瓣的链接。点开就是这本书的豆瓣读书的

页面。豆瓣读书页面右边有个这个在哪借这本书，不过没有我们学校。而且讲道

理应该是很多图书馆都没有。”民工：“哦哦，这样的。我以为会直接把内容嵌

入到图书馆发现系统结果之中@忆 ling 感谢了~哈哈。”长恩：“是的，只有简

单的链接。和你设想的有差距。”中原劲草：“某省图的网页检索部分全文链接

了超星的电子书，特别对于民国时期的文献，感觉还是方便了不少读者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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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获取的是古籍文献，基本上还多是目录格式的。”民工：“国内的部分领导

们拿着自有的博物和古籍资源当做 Zheng 绩和噱头呢，别指望他们开放了。”

毁人不倦：“Zheng 绩和噱头恰恰需要开放和传播更多的是不敢或怕承担责任，

干脆一锁了之。”民工：“国家政府开放平台，说 18 年上线。到 20201 年了都

没个信儿。 国内所谓的’开放数据‘ 就没土壤。”

1.5 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图情档类）

图 谋 ： “ 2021 年 度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申 报 公 告 。

http://www.nopss.gov.cn/n1/2021/0106/c219469-31991309.html2021年 01月

06 日 15:56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课题申报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6

日至 2021 年 3 月 15 日。各地社科管理部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规划办、在

京委托管理机构须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前，将汇总并认真校对后的《申请书》中

‘数据表’数据发至我办邮箱（npopss@vip.163.com），并确保电子数据和《申

请书》中‘数据表’一致；3 月 20 日前将纸质版《申请书》和《活页》、电子

版《申请书》、统计表报送至我办，逾期不予受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安排如有变化，我办将第一时间另行通知。”

2021年度课题指南（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技术时代作为“场所”存在的图书馆研究

*2.开放数据环境下图书馆转型发展风险识别及其规制研究

*3.协同共治视角下图书馆推进开放科学的服务模式构建及其实现路径

*4.专业图书馆面向区域创新发展的服务机制研究

*5.社会化媒体时代有声阅读对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影响研究

*6.数字资源知识共享与知识再利用模式与方法研究

*7.中国 GCD 进步期刊的变迁、规律与当代价值研究

*8.中国社会科学论文国际化进程与影响因素研究

*9.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手稿整理与研究

*10.基于图模型的社交媒体错误健康信息识别和控制方法研究

*11.基于异构信息融合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行为干预模式研究

*12.信息贫困群体健康焦虑问题及其疏导行动研究

*13.情报刻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4.多源数据驱动的产业竞争情报智慧服务机制与模式研究

*15.新时期产业技术情报服务方法体系研究

*16.面向创新生态链的科技报告管理模式与服务体系创新

*17.“区块链+数字内容”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18.区块链中用户数据的合规利用与隐私风险研究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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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电子商务智能推荐中的用户隐私风险与保护机制研究

*20.知识社区资源的自组织模式及动力学机制研究

*21.基于论证结构的科技文献语义组织研究

*22.时间感知的个性化引文推荐模型研究

*23.新《档案法》背景下综合档案馆文化功能及其实现研究

*24.档案数据管理体系构建研究

*25.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跨机构集成研究

*26.建党百年特色馆藏档案专题研究

*27.东北抗联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利用研究

*28.革命战争时代英模档案资源开发与研究

*29.中国古代家训中的阅读史料整理与研究

*30.《黑图档•档案房》档案整理与研究

*31.数据科学与技术在图情档学科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32.新时代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论研究

*33.面向用户需求的图书馆空间服务研究

*34.图书馆阅读服务转型研究

*35.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研究

*36.图书馆智慧服务职能体系与模式构建研究

*37.阅读推广人培育的机制创新与制度建设研究

*38.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深化创新研究

*39.数据科学在学科咨询服务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40.区域性文献保护中心管理机制研究

*41.开放科学环境下的数据馆员发展路径研究

*42.少年儿童图书馆员培养机制研究

*43.数据驱动的学术评价范式研究

*44.新型科研影响力评价方法与数学机理分析

*45.地方科研机构科技创新能力和影响力指标体系研究

*46.“破五唯”背景下科技人才定量评价问题研究

*47.跨学科科研合作运行机理与保障策略研究

*48.大数据时代健康信息质量治理研究

*49.数字医疗时代老年人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50.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与决策研究

*51.社交媒体情境下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52.信息迷雾的感知与识别研究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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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医诊疗知识组织研究

*54.知识组织应用工具建设研究

*55.知识供应链协同机理与创新模式研究

*56.“两化融合”中的决策与优化研究

*57.国家科学数据融合体系及实施水平研究

*58.科技资源深度融合与协同服务研究

*59.政府数据管理能力评估研究

*60.医疗健康大数据资产管理模式与再利用机制研究

*61.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研究

*62.数据要素市场化背景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研究

*63.智能媒体时代出版企业的服务策略创新研究

*64.面向开放科学的科技期刊产业链整合研究

*65.新时代我国档案服务能力建设研究

*66.新《档案法》背景下档案开放研究

*67.国家档案治理体系建设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68.整体国家安全观与档案安全治理理念和实践研究

*69.行政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档案局馆协同机制研究

*70.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施行条件与技术研究

*71.区块链技术在电子文件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72.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资源数据化整理与开发研究

*73.大数据背景下多源档案资源的语义互联研究

*74.开放共享视角下科学数据存档研究

*75.档案馆虚拟展览平台构建与标准规范研究

*76.面向智慧档案馆的档案数据管理研究

*77.人工智能技术在档案鉴定中的应用研究

*78.少数民族档案整理与研究

*79.数字缩微胶片在电子档案长期保存中的应用研究

*80.纸质档案仿真复制技艺及其传承研究

1.6 怎么定位高校图工 Wei的项目？

雨过天晴：“看见‘高校图工 Wei’，我想问问，在高校的老师们，请问你

们馆对于‘高校图工 Wei’的项目是怎么定位的呢？算项目吗？是什么级别呢？

谢谢！”Rainbow：“跟学校走，学校基本不认。”图情混子：“没项目。”雨

后彩虹：“一文不值。图书馆永远是边缘化的。”雨后彩虹：“昨天发现学报都

不要图书馆文章了。”二木：“纵向课题我们基本不会让图书馆报，优先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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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总第 348 期 20210108）

18

行政。图情混子：“行政比图书馆优先报项目？”图米兔：“往前挪一个月，总

的都是一年时间差别不会太大。”二木：“图书馆不是排在最后，而是没排。”

广东小*：“@雨过天晴 @雨过天晴 严格讲，属于横向项目，没有级别。”雨过

天晴：“@广东小肥羊 。看见大家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二木：“在高校图

书馆，报项目是大难题。”雨过天晴：“是的，弱势群体。同等条件下，教师优

先。而且各院系对需要申报的老师呵护备至，帮忙请专家指导什么的，而图书馆

员只能孤军奋战，甚至还受到领导的打压。刚好看见这篇文章，值得思考。”雨

后彩虹：“领导自己说‘图工 Wei’项目只是给图书馆爱个面子而已。横向项目

是要经过学校科研处的。谁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jerrycat：“安徽大学鼓励申报，学校统一组织专家对所有申报材料审核指

导，一次次退修，笔者 2020 年申报，前后退修 3 次，从格式到内容。至于图工

Wei 项目，初衷是鼓励馆员进行学术研究，因为其他项目图书馆员是很难申请的，

地位一方面，自身实力也是原因之一。安徽高校图工 Wei 的项目视同市局级，至

少校级。前面的项目有资格推荐省教育厅省级质量工程，14 年推荐了 13 个，但

很遗憾，部分老师不能按时按质结项，后面又申报成功 4 项，有 2 项至今未结项，

15 年的。图工 Wei 推荐到省教育厅的项目，立项结项由图工 Wei 独立组织完成，

省教育厅认可结果。2020 年安徽省高校图工 Wei 立项 63 项，重大选题 3 项，每

项 1 万元，重点课题 10 项，一般课题 50 项。18 年的课题结项 40 项，发表成果

达 100 篇，其中 C 刊近 20 篇。著作一部。”雨后彩虹：“我们领导直接说科研

不算。”biochem：“‘重大选题 3 项，每项 1 万元’，资助额度偏低。”书小

弟：“科研不算是什么意思，没有听懂。”jerrycat：“图工 Wei 的项目，就是

鼓励，我个人觉得对于图书馆员，服务第一，科研第二，能两手抓最好。”

jerrycat：“安徽省教育 Ting 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就这经费，其实鼓励科研

小白，大佬不需竞争这个。”图穷：“@雨后彩虹 @雨后彩虹 。”图穷：“@jerrycat

@jerrycat 有啥好事，带我一起飞！科研大白飘过。”biochem：“‘重大选题

每项资助 1 万元’，有出成果的要求吗？”既然是‘重大’，一两本专著怕是太

少。”jerrycat：“有，论文 3 篇，其中 C 刊一篇或者《大学图书情报学刊》发

文一篇。1 万元的重大没您想得那么厚重，鼓励第一。”biochem：“跟自然科

学方面的‘重大项目’完全是两个概念。自然科学方面的‘重大项目’都是千万

级别的。”jerrycat：“那当然。”biochem：“深圳大学 2020 年有三项，直接

经费分别为 1800 万元、1792.1 万元和 1100 万元。”jerrycat：“图书馆员地

位低是事实，但压力小也是事实，看大家怎么自我包容吧。”深圳大学没有任何

可比性，钱是个好东西高等教育发展当前阶段最好的证明。”

1.7万云芳：高校馆员付出－回报失衡的组织因素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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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万云芳：高校馆员付出－回报失衡的组织因素与对策。来源：

圕人堂 LibChat。https://mp.weixin.qq.com/s/zwMCow4CTNWcoHrgoouHvg。”

海月：“@雨过天晴 这篇文章写出的，馆员心声和图书馆现实，看来全国高校图

书馆都差不多。”雨后彩虹：“说了等于没说，写了等于没写。图书馆领导自己

都是学校边缘人。”日月同辉：“学历比后勤的人高，地位比后勤的人低。”图

情混子：“大家都这么贬低图书馆吗？”闲在心上：“通常人们都称图书管理员。”

陕科大*：“个人感觉不是贬低图书馆 只是感叹图书馆在高校中的存在。”图

情混子：“这还不是贬低？”海月：“只是大家认识现实，不忘初心，仍然在努

力。”日月同辉：“客观描述，不是贬低。”雨后彩虹：“还有更残酷的，拆回

来了，不说了。”闲在心上：“不是贬低，本来就低。”草长莺飞：“有的单位

图书馆员，在大家眼里地位确实比财务、办公室人员低，甚至不如后勤的保管、

出纳，还兼做领导的收发工作。有些普通高校图书馆，别说学校了，其他二级单

位也不重视图书馆，学院领导参加馆里的调研沟通工作，除了闲一点的学院，相

当一部分不愿参加，只是为了面子和表示支持工作才来的。所以，所有图书馆人

更应该团结起来，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盲目自信，更不要相互 shanghai，把我

们的工作做得更好，更专业，突显我们工作的价值，树立良好形象。”

图谋：“万云芳：高校馆员付出－回报失衡的组织因素与对策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66058.html《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20 年第 6 期刊发万云芳《基于付出-回报失衡模型的图书馆职业倦怠实证分

析》。该文的研究表明：由岗位晋级与考核引发的馆员付出与回报失衡是产生图

书馆职业倦怠的组织因素。本文特此摘编该文中高校馆员付出－回报失衡的组织

因素与对策内容。”cpulib*：“很多是图书馆自己糟蹋自己，别怪别人，马上

又评优了，优的真优？每年学校给几百万，几千万用于服务，学校还有几个部门

学校给这么多钱？”biochem：“任何单位、任何部门的评优，名不副实的多的

是，搞平衡、轮流坐庄的现象是常态。我们扶贫工作队员年度考核也是一样。有

的驻村工作队员应该被召回，还不是照样评优？习惯了就好。”cpulib*：“估

计大多数图书馆员看破红尘。”雨后彩虹：“那也不是，人除了工作，还有家庭。”

cpulib*：“自我安慰。干工作就对得起工资。”biochem：“‘干工作就对得起

工资’，必须的。”

图妍：“为优秀的馆员是不公平的，有失公平的考核对馆员积极性的挫伤体

现在工作的方方面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馆员情绪衰竭与玩世不恭。”闲在心上：

“关键在部主任是否正直。就有这么一个无专长无技能、不学无术，投机取巧，

专会巴结部主任的混混就可以频频无功受碌。某流通部主任一而再，再而三树立

这样一个标杆，就是告诉人们，你表现再好，干得再多，你不会巴结部主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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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是白忙活儿。”槐云影：“@闲在心上 @图妍 一个馆风气正不正，关键在领

导，馆长欣赏什么样的部主任，部主任就欣赏什么样的员工，就会有什么样的业

务，什么样的馆，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屡试不爽。”闲在心上：“有几个

专业水平，业务能力，工作效率都很棒的得不到重用，倒是那个只会唱歌跳舞的

却是直线上升。”biochem：“这种情况任何单位都有。”

图妍：“我们没必要非要讨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合理的组织制度，必然是

授权与监督同时存在的，既相信你的能力，又怀疑你的本性。我要用制度来激发

你性格中天使的一面，还要用制度来威慑你恶魔的一面。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本

性的好坏也是随时而变的，只有在明晰了名分之下的责、权、利，再有一套组织

制度去监督，才能人尽其能，才会有一一个真正意义上和谐的环境。”诲人不倦：

“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所谓合理的组织制度，也会因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

谓和谐也是相对的，动态的。”skyler：“我们馆都是投票，流通的几个一拉票，

其他人都没份，关键领导也觉得很正确。职业倦怠就是怎么来的。”图谋：“解

铃还须系铃人，。”Nippur：“不错了 我们馆今年已经合并到学院后勤处了，

没有任何组织架构，全馆工作人员才三人。”biochem：“还是独立好，三分之

一的概率优秀。”图谋：“按比例 5%或 15%，再来个四舍五入，也挺尴尬。”skyler：

“.13。”圖堺新人：“3 个人真可以安心搞自己的专业了，别想太多了。”biochem：

“本县某镇的驻村工作队员只有 2 人，给了一个优秀的指标，50%的概率评优秀。

全县驻村工作队员的优秀比例是 20%。”

草长莺飞：“评不评优无所谓，最烦心的是有些人自我感觉良好，选她几次

或一次，一年不选还拉个脸。面对被拉票，真想弃权。”二木：“评不评优无所

谓，对得起工资就行，何必在意。”Nippur：“两年内就要退休两个，也不补充，

领导意思是有学生去开门就行。评优评先也是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了，已经看淡

了。”hanna：“看开点。”雨后彩虹：“千人一面。”biochem：“如果工作确

实做得好，实至名归、名副其实，大家都没有意见。”闲在心上：“对。有意见

的是对这种不正之风。与自己得不得没关系，得不得该做的事还是坚持做下去。

都不说，社会的正义和良知，谁来维护？任由某些势力小人胡作非为，劣币驱逐

良币。”骑鹿踏雪：“提意见还被扣帽子。”闲在心上：“是的。还要找你谈话，

而不去找营私舞弊的部主任。”

1.8 如何让学生参与阅览室开放值班？

若水青纱：“@Nippur 麻烦问下你们这边是怎么让学生参与阅览室开放值班

的？我这边眼看着人越来越少，进人也不大可能，学习一下。”闲在心上：“招

勤工生。”煮酒论*：“建立学生组织，我们图书馆组建了一个学联，下属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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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义工性质的组织，目前有六七百成员。”Nippur：“我们是勤工助学学生招了

11 个，每人每月 450 元。基本上每月工作时间在 40 小时以上。”安康李*：“@

煮酒论英雄 学联组织的学生有没有物质激励。”若水青纱：“@Nippur 哦，你

说的这个我知道。我们这有几个，就晚上两小时。”煮酒论*：“@李侠安康学院

图书馆 没有。”安康李*：“@Nippur 学生必须是建档立卡贫困生吗？ @煮酒论

英雄 这么庞大的组织，管理机制是怎样的呢？”Nippur：“我们周末和晚上全

是学生负责开放，有问题电话联系。还搞了企业微信打卡，不然无法监督到岗情

况。要求是建档立卡或者孤儿。”

安康李*：“我们的学生志愿者，无任何物质奖励，也有奔着学分来的，但

各院情况不同，有学院不认图书馆的章，加不了学分，好多学生都不干了或积极

性不高，也头疼。那就相当于学生馆员，对其工作要求与普通馆员一致吗？”正

在输*：“我们学校图书馆的岗位都抢着干，助管岗位几乎都是推荐内定。”Nippur：

“学生能按时到岗守在那，然后机器会用就行。每个一个岗位七八个报名，不过

基本上班干部和学生会的都被筛去了，这些学生太忙 之前用过几个表现倒是很

好，可惜事情太多。”安康李*：“参加活动加学分既是阅读推广活动的推手也

是障碍。”骑鹿踏雪：“图书馆岗位相比其他部门岗位，报酬一样，劳动强度却

大很多，。”安康李*：“学生都愿意去行政管理部门当助理。”骑鹿踏雪：“我

们之前图书馆岗位同学比其他部门同学报酬高 50%。”安康李*：“学生会和班

干部都是学院的大忙人。”Nippur：“行政部门方便摸鱼，图书馆主要还有倒架

和上架，很多学生以为只是来看书，所以现在面试的时候都是直接和他们说明

了。”安康李*：“素质相对高一些，但当图书馆工作与学院工作同时进行的时

候，学院的事情是优先考虑的，所以图书馆留不住这样的学生。”

正在输*：“所以不要考虑学生干部。”煮酒论*：“@李侠安康学院图书馆 一

方面成立了一个学联，另一方面把这些学生分到各个岗位，让各岗位老师管理。”

安康李*：“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图书馆管辖的学生组织的激励措施，无法作

为勤工助学学生对待，给不了物质奖励，只发证书口头表扬，加不了学分积极性

不高。”煮酒论*：“我们学校思品课学分一部分是上课考试得分，一部分是这

样一些义工类的活动加分，所以学生还是很积极，表现优秀的可以进入学联，当

做学生干部，学校认可，而且我们也给所有的学生记录档案，毕业时统一装入档

案，有的学生也会受益，好些学生说面试时说在图书馆干过，有单位有小型图书

室的就要他们去监管。”安康李*：“这是一个好办法，记录档案，毕业作为就

业支撑材料。”若水青纱：“@正在输入。。。 请问是什么样的机制推动了这样

的效果，这么火爆的学生助理馆员。”煮酒论*：“我们每年纳新报名人很多，

一般都会淘汰一半。”皖西学*：“厉害。”biochem：“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都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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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正在输*：“学校助管岗位一般设在咨询台，工作不是很忙，主要负责

超期罚款，咨询服务。提供水电暖网，很舒服的一个学习位置。”安康李*：“物

质奖励谈何容易。”正在输*：“精神奖励可以加素质学分，或者综合测评分数

吧。”煮酒论*：“平时让他们策划一些读书相关的活动，小孩子们都很积极，

通过组织各种活动增强他们的凝聚力，然后定期给他们开会，讲讲形势政策，讲

讲学习方法，讲讲做人道理等等，学生们也觉得受益。”安康李*：“培训要加

强。”

1.9 区域内高校馆藏通借通还

新生学习：“请教各位老师大陆有无案例：1，区域内高校馆藏通借通还？2，

高校低利用率文献联合存储？”图走：“@新生学习 我只知道前几年吉林省做

过一个图书馆联盟，可以进行馆藏的通借通还，目前运行情况如何，群内若有吉

林大学的馆员您可以问问。第二个还真没有听说。”新生学习：“@图走 谢谢您。”

守藏室吏：“@新生学习 西安几所高校有馆际互借。”至于是不是通借通还就不

太清楚。”新生学习：“@守藏室吏 谢谢您。”图谋：“这方面的实践与探索，

早些年非常之多。正式发表的文献，为数不少，可以自行检索看看。”哈哈一笑：

“陕西省高校有通用借书证，但不是通借通换。”新生学习：“谢谢各位！@图

谋 @哈哈一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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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云芳：高校馆员付出－回报失衡的组织因素与对策

2021-1-7 09:29

圕人堂文摘 图谋摘编自：万云芳.基于付出-回报失衡模型的图书馆职业倦怠实证

分析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0,38(06):51-56.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0年第 6
期刊发万云芳《基于付出-回报失衡模型的图书馆职业倦怠实证分析》。该文的

研究表明：由岗位晋级 ...

个人分类:圕人堂|27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辑录

2021-1-4 16:43

图谋按： 连云港市图书馆新馆 2020年 12月 28日开馆，图谋对其介绍为“江苏

设区市中建筑面积位居第二的大型图书馆”较为好奇，特此结合百度搜索结果及

相关图书馆网站信息进行了一番搜索，在此基础上进行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建筑面

积辑录。本辑录不够完整，主要搜集了省级馆、地级市馆、县级市馆信息。少儿

图书馆及其它类型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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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圕人堂|59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书馆报》图谋随笔辑录（2019-2020 年）

2021-1-3 18:40

图谋按：图谋是《图书馆报》专栏作者之一，自 2006年与《图书馆报》结缘至

今，坚持以每月两篇稿子的频率履约。年终盘点原已成“惯例”，不知何故 2019
年中断了，特此续补，可能不全面。 中国知网可以检索到的(2020年) 图谋. 闲
话高校图书馆科研支持工作 . 新华书目报,2020-11-27(010). 图谋. 关于高校馆

在 ...

个人分类:圕人堂|64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连云港市图书馆新馆参观记

2021-1-2 17:12

2021年 1月 2日上午，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参观了连云港市图书馆新馆。2020
年 12月 29日连云港下了一场大雪，这场雪是白天下的，是我在连云港生活 21
年来最大的一场雪，且从 2020年 12月 29日下午开始至 2020年 1月 1日，因许

多路段有积雪、冰冻，外出均为步行，不敢骑行，前所未有。因连续数天为晴好

天气，且有关方面积 ...

个人分类:圕人堂|676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4个文件。

3.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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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周聚焦连云港市图书馆新馆，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发布《连云港市图书馆

新馆参观记》，圕人堂 QQ 群群相册中分享大量照片。

（2）2021 年 1 月 8 日 15:00，群成员达 2952 人（活跃成员 564 人，占 19.1%），

在线 1571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35.9%），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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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蓓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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