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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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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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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会议信息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讲座‘新文科与大数据研讨会’

本周五线上线下同步举行 https://mp.weixin.qq.com/s/js6G7NS6Nnv294z8pka

ebQ。届时 B 站将同步在线直播，有兴趣的老师可参阅文内信息了解观看。”

图谋：“昆虫小课堂：「昆虫小课堂」2021 资源建设在线论坛，第四期讲

座回顾 https://mp.weixin.qq.com/s/X8a857bhIcw-cWRYuFrJ7A。”

会议君：“第十五届全国知识图谱和语义计算大会将于 8 月在广州召开，大

会主题是‘知识图谱赋能新基建’，大会诚邀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投审英文和中文

论文 https://mp.weixin.qq.com/s/gzZJDq9NVbsrJlngFWfj7A。”

鲲鹏展翅：“2021 年全国知识图谱与语义计算大会（CCKS 2021）征稿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1rn7cHjx1QYKCtpmbJwRDQ。”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348 期 20210108）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13646-1266293.html 史蓓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沙枣树*：“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默认选项的魔力 https://mp.weixin.q

q.com/s/tBHTs01LVUH8vl7A9aw3fA。”

雨过天晴：“原创 柯平 图书馆报：柯平：让理论阳光照耀实践之树 http

s://mp.weixin.qq.com/s/X_oK1AUa9sjOaatqKpYcXg。”

biochem：“科奖中心：学术大地震，SCI 期刊批量撤稿 199 篇中国学者论

文 https://mp.weixin.qq.com/s/JOqP1XhNsiJTbV-L4AXO2g。”

雨过天晴：“原创 李东来 图书馆报：李东来：坚守全民阅读的价值使命

https://mp.weixin.qq.com/s/YCMO60kiO5l5LL4DSK75SA。”

雨过天晴：“原创 益家人 海外益周：【实践前沿】图书馆的心理健康咨

询 https://mp.weixin.qq.com/s/_NFrWIwycMxDuaiwdPqP7w。”

雨过天晴：“原创 益家人 海外益周：【学科发展】未来的高校图书馆员

https://mp.weixin.qq.com/s/G37IIEr2ArElmcBoGfBGpg。”

大漠飞雪：“王炳乾 图情出版：新书|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2020

年卷）https://mp.weixin.qq.com/s/gOPWa8F3by3VKVs2byo2Gg。”

图谋：“《图书馆报》2021 年 1 月 1 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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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谋：“《图书馆报》2021 年 1 月 8 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10

8。”

图谋：“孟凡.开卷发布《2020 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http://www.cpin.

com.cn/h-nd-606.html#_np=2_4132020 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首次出现负增

长，同比下降 5.08%；2020 年整体零售市场前三季度降幅逐渐收窄，第四季度转

为正向增长；新书驱动力不足；线上线下折扣差异大，网店渠道 60 折；中国出

版集团、中信和新经典分别位居出版集团、出版社和出版公司层面实洋排名首位；

《红岩》成为年度总榜榜首书。”

图谋：“刘琼,刘桂锋.图书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访谈江苏大学图书馆卢

章平教授[J/OL].图书馆论坛:1-6[2021-01-11].http://kns.cnki.net/kcms/de

tail/44.1306.G2.20200706.2059.010.html.卢章平教授 2005-2017 年担任江苏

大学图书馆馆长，开展了建新馆、设学位点、创办期刊、成立公司等创新工作，

锻炼了一批高学历高层次的人才队伍，积累了丰富的创新成果，带领江苏大学图

书馆开创了图书馆事业的新局面。在此次访谈中，卢教授追忆了任职馆长之初的

心情，阐述了图书馆新馆建设、空间再造、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理念，对馆员

的科研工作提出了建议。访谈内容深入全面，既有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共性问

题，也有值得思考的学术议题，让人感慨图书馆工作的巨大机会和挑战，激励着

年轻馆员积极投身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hh：“@图谋 好文，好馆长把图书

馆变成了神奇的地方。”图谋：“近段时间，图谋自身需要面对的事情较多，能

兼顾圕人堂的时间和精力严重缩水。群里似乎冷清了许多。特此做点‘暖场’工

作。”

雨过天晴：“原创 图情小刺猬 图书馆故事：[原创]‘图书馆员的日常’

之尴尬、困惑的‘教学馆员’（teaching librarian）https://mp.weixin.qq.

com/s/CcawjEI28UyUqKkx_16VkA。”

度量衡：“魏园 庖丁解 news：又三十余家传统媒体阵亡，有的连休刊词

都不留……https://mp.weixin.qq.com/s/gaohlZ1nnaW8CkRoJbHhUg。”

雨过天晴：“襄阳市图书馆：你羡慕的图书管理员，可能每天都想离职 htt

ps://mp.weixin.qq.com/s/E9-VBsWdmbjXNGGSh50atw。”

图谋：“原创 北京大学:北大里，最爱！https://mp.weixin.qq.com/s/YY

Uoe7iU9H5rutK782_w4Q。”

青青草：“出版人杂志：5000 万读者阅读风向有何变化｜当当 2020 阅读趋

势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6VkL-pr2enhCxEFnFhqG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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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原创 欣然读书 欣然来读书：【来读书】图书馆界的“劳模

馆长”：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庄 https://mp.weixin.qq.com/s/Cx8QWTAcfmGhkqSC

RVRVrQ。”

图谋：“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磅 | 权威发布！2020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

点 https://mp.weixin.qq.com/s/1OXPm7GvJsYDn5NYRkNOHg。”

广州书童：“图书馆杂志：全国图书馆扶贫案例集出版，编辑部赠书啦 htt

ps://mp.weixin.qq.com/s/zt5nxoyr7J6-V7KKa2gWyg。”

1.3日常讨论

（1）如何看待“尊重作者，不要随意拍照”

biochem：“张海霞：参加国际会议的基本规则 http://blog.sciencenet.c

n/blog-299-1266215.html 一、注册费二、会议报告三、报告准备和回答问题四、

尊重作者，不要随意拍照五、珍惜张贴报告机会。关于‘尊重作者，不要随意拍

照’，有的会议是严禁拍照的，墙报也不能拍照。更不用说 PPT 了 。”麦子：

“我看到这些，想到的是，既然如此，你就不要做报告嘛，如果有人很快记录下

来，你又怎样。我觉得就是个噱头。”图漾：“有国际会议不让拍照，是出于维

持会场秩序的考虑。至于怕剽窃的理由实在是可笑。你特喵的都公开讲了还怕人

剽窃。事实上，剽窃演讲人 idea 的情况偶有发生，这跟拍不拍照没关系。”节

能：“@麦子 我说的不准确，我意思是参会其他人员拿走发言人的这个东西去发

表或者盈利会侵犯到发言人的这项权利。至于我们复印去学习交流，是不侵权的。

对于用于交流学习的复制，著作权法有例外规定的。”麦子：“我觉得国内的做

法是：全面不尊重知识产权，但把知识产权的保护无限扩大。”节能：“我参加

的会议不多，级别也不高，拍照的很多，而且基本能看出来他们与学术有多远距

离～～。”麦子：“@图漾 @图漾 就是嘛，和拍照没有关系，而且这事情很难执

行的。如果你这么保密，何必做这个报告呢。@节能 国内很多会做得像秀一样，

实在是很没意思的，包括一些所谓国际会议。又是音乐又是灯光电视屏。偶尔一

次，把本来只有几个人听讲的美帝学者吓个半死，但后来发现都是这样。我每次

听到一个专业的人充满深情地通报，真是浑身鸡皮疙瘩都出来。”图漾：“这个

跟拍照有关系吗，恰恰证明如果有心剽窃，拍不拍照都能剽窃。”草长莺飞：“我

没说跟拍照有关系啊。我只是针对讲座、剽窃、论文发表及争议相关问题，提供

一个案例。”图谋：“‘共享‘的含义，原本是需要互利互惠的。你的是我的，

我的就是我的。这种‘共享‘是难以持续的。前些年，我们图书馆业界、学界提

出了非常好的愿景：共知共建共享。一时间，可谓‘如火如荼‘出现了大大小小

的区域共建共享项目，如今看来，似乎已随风而逝，几乎成遥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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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书馆工作中的感受

QQ：“图书馆工作不乏单调、枯燥。尽管早己熟悉这一行，但真正在当今充

满欲望诱惑和浮躁的社会中，能沉下心来，一丝不苟地去做好每一样工作，真是

一件考验人的事。这不，无事之余，常拿起这本长治市档案系统编纂的《兰台人

讲档案故事》来勉励自己，学习人家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及可贵的敬业精神。

因为图书、档案、情报同属于一个学科，在大学里通常归入信息管理专业里。加

之这两天听了一些有关信息时代对于信息的加工处理和控制的讲座，想想处于信

息时代的我们，如何在信息海洋里驾驭，怎样在庞杂的信息世界里找到对的信息，

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困惑，也是包括图书馆界等信息领域共同面对的课题，所

幸的是，人类已经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逐步在信息的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一个又

一个的可喜成就，作为图书馆人，应当时时怀有紧迫感和责任心，将自己该做的

事做好，也就不负于这个岗位了。”麦子：“图书馆工作是一点也不单调枯燥，

当然，如果你和急救室和消防队员或战地记者比，那是差一些。我觉得就是钱少

了一些，如果每本书或信息的处理有钱，而且定价不同，这肯定让人觉得这是很

刺激的工作。因此我建议各个愿意创新的馆长们在图书馆里藏很多的‘激励条’：

1000 元、10000 元、一年金 XX 玉米油供应、大米 25 公斤、升职一级（临时和转

正），让大家去找，从此没人会说图书馆工作单调枯燥。我这单子是拍脑袋想出

来的，如果认真的话，可以做个问卷，看看这激励条还可以包括什么内容。因为

古人有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角度考虑一下。不过似乎操作

上有点难，即使馆长有如玉千金，也要两相情愿的。”QQ：“ 物质等正向的激

励是一方面，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去想，有怎样的追求。另外，360 行，行

行出状元，在做不了状元郎的情况下，还是得想方去平衡自己(凡事都是有利就

有弊)，去挖掘价值，既便平平常常的工作，认认真真地对待了，也会活得有声

有色来，在现实无法改变时不如改变自己，这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麦子：

“我想法似乎是反过来：这图书馆的工作本来就是有声有色的！如果你觉得这是

单调枯燥的工作，改变自己去喜欢它当然是一种选择，但人生苦短，何必委屈自

己呢？换个工作不是更好，把图书馆工作留给从一开始就从心底里喜欢它的人不

是更好吗？”QQ：“当然了，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是好，可许多人是没得选择的，

有句话说"劳动是兴趣之父"，当你在一开始感觉不太好又无奈从事的工作中日复

一日的忙碌下，也会逐步发现它的价值和美感。”麦子：“做什么都是工作而已，

图书馆工作并不比其他的更单调枯燥。”QQ：“对乐于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来讲，

会别有洞天 。”爱书人：“其实图书馆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并能够借此赢得

别人的认可和尊重。我个人认为很多觉得图书馆工作枯燥和无聊的人，只是在图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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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浑水摸鱼而已。”QQ：“@麦子 我们都是为读者服务的角色，只不过分工不

同，有在一线直接面对读者，有在后台搞资源等方面的建设，还有搞学术科研及

教学服务的，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整合尽可能多的文献信息资源，满足读者多

样化的需求。这里面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相当大的，因此，无论前台还

是后台，领导还是普通员工，所付出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

（3）关注图书馆年度阅读报告

长恩：“@书海漫步 是年度阅读报告那种吗？昨天晚上正好在看北大图书馆

的年度阅读报告，估计其他高校图书馆应该也有公开。”小亨尼：“@书海漫步

可以看下厦门大学图书馆网站主页，之前做的时候有参考一下他们学校的。还参

考过武汉大学的，可以在他们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一下。”

（4）不收版面费的图书馆刊物有哪几个？

skyler：“请问河北科技图苑是不收版面费的吗。”木木贝：“@skyler

不收。”雨后彩虹：“请问除了 C 刊，还有那些图书馆期刊不收版面费呀？”鲲

鹏展翅：“@雨后彩虹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雨后彩虹：“也收呀。”碧海潮生：

“山东图书馆学刊，河南图书馆学刊好像也不收了。”雨后彩虹：“收吧，朋友

说图书馆学刊收。”碧海潮生：“@雨后彩虹 @雨后彩虹 图书馆学刊是收版面费

的，《图书馆研究与工作》转为正式出版物后就不收版面费了。”

（5）书桌上的插座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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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碧沚东楼：“但江西馆内部还是做的非常好的。”碧沚东楼：“不能以外表

论之。图书馆关键在实用的基础上做好图书馆外部设计，不能单纯以外观论之。

只要既能放好书多放书，又能提供良好阅读环境和活动条件，满足读者需求就是

好图书馆。”迷图：“书桌上的插座，电源从哪引来的？麻烦知道的告知。”鲲

鹏展翅：“@迷图(芷芸) 地板改造过，从地面走。”迷图：“@图谋 书桌上插座

电源引自哪里？还有更好的解决读者手机电脑充电的妙招吗？各馆都是怎么做

的？。”骑鹿踏雪：“感觉很不协调啊，而且电路负荷应该压力很大。”迷图：

“@鲲鹏展翅 我馆以前装有地插，时间久了，会漏电，为防安全隐患，禁止用，

但别处也没装插座，读者充电问题解决不了。”迷图：“还有其他先进的方法，

建单独的充电吧吗？。”图谋：“那方面的问题问我，我解答不了，我只是作为

参观者，看到这个景物。新馆的家具，好像有不少有集成电路。应该是做了整体

规划与设计。”倒立的*：“一般在地板下。”图谋：“比如还有这种，方便用

笔记本电脑的。”猫爪：“桌子中间最好安装分隔板，这样桌子的利用率变高。”

迷图：“这种独制的阅览桌找家俱厂定制的吧？”倒立的*：“应该是专门的阅

读桌。不一定是定制。”迷图：“@猫爪 看到这个，参照服装厂烫熨工作台设计

的吧，多孔插座。。”罗维尔：“再等等，用无线充电。”迷图：“@ 罗维尔

无线充电怎么个充法？洗耳恭听。”倒立的*：“无线就是一个线圈。放上去就

能充电，当然需要手机支持。当然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说，有最先进的技术可以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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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日光灯的频闪充电，不知真假。”扣肉：“现在很多馆已经换成 LED 照明。”

倒立的*：“万事要考虑成本，图书馆是不是值得装。”

（6）图书的老化与保养

我徂东山：“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一本 2003 年印的书，有些语句突然就加

黑了，看内容并非是特意加黑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南理工*：“印刷问题

吧，我们也遇到过不少。”节能：“有些书的封皮颜色还有变化呢，一种书进了

三册深的浅的渐变色都有。出版社说是正版。”当时谁*：“对，封皮颜色深浅

还挺常见。”苏黎世*：“老化、氧化、潮湿等等，纸版的书就会变化，所以，

要有保养机制，尤其是那些珍贵的书籍。”我徂东山：“几十年前的书印刷的不

太好，还有很多缺页的。”碧沚东楼：“那时纸张、印刷技术都很有限。尤其是

民初、解放初、5060 年代之交的书籍。”

（7）关注《如何基于数据库评分模型辅助图书馆资源采购决策》讲座

图片由低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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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全体成员 南京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部主任汪徽志研究馆员《如何

基于数据库评分模型辅助图书馆资源采购决策》讲座，上午 9:30 开讲。敬请关

注！信息来源：昆虫小课堂.如何基于数据库评分模型辅助图书馆资源采购决策.

https://mp.weixin.qq.com/s/3oys3uxnLXuLQBxP5Ecdzw。我进去看了一下，目

前进会议室的有多位是咱们圕人堂成员。主讲嘉宾：汪徽志主讲嘉宾简介：研究

馆员，现任南京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部主任。1998 年进入南京大学图书馆，从

事图书馆资源建设工作，主持项目 4 项，发表论文十余篇，专著 1 部。讲座内容：

1.后疫情时代，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策略变化及发展 2.数据库评分模型的构建方

法 3.数据库评分模型的实施步骤 4.数据库分析报告案例。”wjew：“数据库的

评分体系。挺好呀，只是那些数据，如何获得？@图谋。”图谋：“作为实践与

探索，构建这样的体系，应该是立足实际，高于实际。直播过程中，有听众提出

这方面的问题。报告人说可以私下与他交流。透露确实不易，图谋估计会是技术

活加体力活。这个报告据说会有录播。”

（8）如何查阅中南大学的学位论文

天外来客：“我想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中南大学的学位论文自 2015 年起，

在知网和万方都检索不到，还有其他方式能下载到吗？”-39732*：“国图三分

之一。不涉密情况下。”skyler：“到他们学校研究生院或者档案馆有。有些学

校的论文是不上知网的。”天外来客：“那这种情况就没有公开获取渠道了？除

了和学校的档案馆或研究生院联系之外，但问题是档案馆或研究生院也没有义务

提供了，人家不一定帮忙。”哐当：“有学校只能内部看了,国图收的也不是很

全。”天外来客：“谢谢前辈们的指点。”诲人不倦：“中信所看看。”

1.4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营销

图谋：“圕人堂 2021 年新年献词，当前是 402 人确认阅读（2020 年 12 月 3

1 日发公告信息）。这条公告设置成员反馈，且多次提醒未反馈成员，主要的目

的是为了进行‘圕人堂营销’，期待成员增进对圕人堂的了解，更好地关注与利

用。圕人堂这样一个草根网络社群，坚持与坚守，得益诸多圕人各种形式的支持

与帮助，来之不易，且行且珍惜。”洞庭水手：“谢谢王老师。”

（2）《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再思考》置顶科学网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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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 biochem 提供

biochem：“王启云：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再思考 http://blog.scienc

enet.cn/blog-213646-1266848.html 图书馆‘职业能力’‘核心竞争力’‘转

型与发展’等方面，一直在观察，在学习，在思考。过程中疑惑重重。比如‘高

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思考过多少回。我自身所做所为，

实际上属于‘越界’的。显而易见的是个人休息时间做工作方面的事情。此类服

务，偶尔为之还好，不大可能‘常态化’‘规范化’‘标准化’。”民工：“能

上科学网的推荐，厉害了~ 看到好几次了。”biochem：“这不是一般的精选，

是头条。”图谋：“感谢关注！这篇文字被头条置顶，算是意料之外。”楫舟人：

“王老师，每篇博文都是用心在写，被置顶是必然。”图谋：“实际属于言犹未

尽，匆匆搁笔的一段思绪。期待能进一步促进相关实践与思考。”I：“佩服群

主王老师。”

1.5图书账目的清点与核对

当时谁*：“问下，群里有没有自己做编目的，想请教点问题。有没有馆对

帐会用订单金额和数量和编目系统里的金额和数量对，看数字是否完全一致？”

苏黎世*：“这是必须的，这是采访人员的工作重点之一。”当时谁*：“数量不

一致的话咋办。”我徂东山：“Alma 系统，可实现图书管理系统 he 财务系统对

接，资产对账就是一致的。”苏黎世*：“账和物对不上，是严重的工作失职，

算是国有资产流失。”当时谁*：“刚入馆一个多月，把帐交给我了。比如，书

单上 10 本书，20 块钱，系统里做了 12 本书，25 块钱，这个咋办。”苏黎世*：

“建议把老的账目全部整理出来，并向领导汇报，这是前面人的责任，不报，就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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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的责任。”木木贝：“@当时谁共少年游 以实物价格为准。书商送货的册数、

码洋和编目系统的册数、码洋不一致时，要找差错。册数不一致可能是实际多书

或少书，或上下册、套装书、附赠别册等导致，码洋不一致可能是编目数据的价

格和实物价格不一致导致。结账前一般都要制作验收报告，可以在报告上面记录

清楚差错，结账以图书馆的实际验收为准。”苏黎世*：“如果账目上的金额比

实物多，那就要小心了。”当时谁*：“这个这么详细，是到书就拆包验数吗，

还是怎么做到的@木木贝 。”木木贝：“有些馆为了省事，直接按照书商的发货

码洋来结账。”当时谁*：“我们是要按系统做书的来结帐，现在数量和金额都

有差。多个书商，多个编目团队，帐还挺乱的。”木木贝：“@当时谁共少年游

很多做法的，每个馆都不一样。有些是每一包书做进系统就核对一下金额。有些

是先在验收系统先验收，再做编目，有些是直接做编目。”当时谁*：“我们是

一批做完验数，据同事说之前没有汇总对过帐。一批用一个批号。”木木贝：“找

差错也不难，供应商提供电子版发货清单，你在编目系统导出一份清单，2 个表

合并进行匹配就知道哪里有问题。”当时谁*：“这样试过一次，用了 vlookup

函数，表格上是 128 本的差距，实际是 98，系统的 isbn、题名，和书商的单不

完全一致。”骑鹿踏雪：“数量不一致的原因一般就下面三种 1、多卷册图书出

库统计方式的差异 2、书商出库疏漏，没有计入某种图书数量 3、图书馆验收疏

漏，没有计入某种图书数量。”当时谁*：“感谢各位慷慨解答，我再去对下单

看下@苏黎世精灵 @我徂东山 @木木贝 @骑鹿踏雪 。”木木贝：“所以选择一个

好书商是很重要的，好的书商不会频繁更换员工，他们会记住每个客户的具体要

求，比如上下册分开 2 条数据做，提供的编目数据差错率极低。”苏黎世*：“1.

采访属于采购工作范畴，图书算固定资产，是管理要求最高的资产，自然要用最

高标准去做，否则，责任重大 2.对账、财产登记和报销属于采访业务范畴，不

属于编目业务 3.要做得严谨，就要把各项业务的规范和流程都搞清楚，形成自

己的业务模式。”骑鹿踏雪：“RT 的上下册都是一条数据的，1 种 2 册，3 种 6

册这种。还有一种验收不一致的状况，就是一种书带的附件小册子比较正式，图

书馆可以作为一种图书进行著录，这样就又多出几册复本。”当时谁*：“@骑鹿

踏雪 提醒我了，有这种情况。”图客机*：“需要盘点机器人实时盘点和定位图

书。”木木贝：“@当时谁共少年游 附赠的习题册、实训报告之类的，价格可以

标为 0，主书价格按套装书价格标记。对账时，系统导出清单，按价格一排，价

格为 0 的就是多出的册数。”当时谁*：“@木木贝 好，我去系统看下。”skyl

er：“作书的时候编目人员会问你，老师这种要如何做。有些馆是不编目的，有

些馆做成复本。”南理工*：“我们也经常遇到。价格不一致的还有一种情况就

是再次印刷的，可能书定价变了，MARC 数据中还是老价格，编目人员录入时没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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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核对。我们加工外包，若系统价格不一致，就踢給书商找，找出问题再结账。”

节能：“一切以到货实书验收后为准。因为采访数据有些不准确是正常的。附件

算不算册数各馆自行规定。因为它一般无价格。有的附件甚至没啥意义。”sky

ler：“我们都是 2000 本一个批次验收。实物和系统对照，有问题到馆就找不出，

不会说年底才找。”当时谁*：“刚问了编目人员，册子算价格了。挑不出来。”

节能：“ @当时谁共少年游 一般附件册子上不标价格，把主书价格分开给它点？

是按套书处理？”节能：“@skyler @skyler 就是实物到馆验收后才付钱，何止

是年底，都可能到来年。”当时谁*：“@节能 一个按 0 算，另一个是小册子和

书对半价。两家做的不一样。”节能：“应该你们定统一做法吧。”当时谁*：

“是应该我们，之前不清楚，后来馆长说分开做，但是价格没跟我们说，可能直

接跟编目人员说了。”苏黎世*：“呵呵，你们自己内部都没有理清楚，怪不得

编目的人。”苏黎世*：“业务的整体架构、模式、规则都不清不楚的，细节就

更经不起推敲了。”

1.6刘青华学术报告会：花开无声，读书有痕—一个图书馆员的阅读感悟

biochem：“刘青华学术报告会：‘花开无声，读书有痕—一个图书馆员的

阅读感悟’信息来源： 图书馆 发布日期: 2020-05-29https://lib.jnxy.edu.

cn/info/1043/5343.htm。刘青华主要从‘为什么阅读、如何阅读、何以坚持阅

读及阅读什么’四个方面，畅谈了阅读的作用、意义、方法以及个人的体验和感

悟。他认为，一个人只有不断地通过阅读，才能够创造世界、解释世界、理解世

界；阅读能够改变命运、使人克服不确定性、抵抗狭隘、扩展移情、体会人生、

提升道德境界。为了读懂书，必须读更多的经典书籍；让阅读，养成为一种习惯。

同时，他还分享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成果和经验，以及馆员在做

阅读推广工作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改进的途径；并在线与广大馆员就阅读方

面的热点话题进行了互动。两个半小时的线上直播，刘青华一气呵成，他旁征博

引、收放自如，仅本次报告，参考引用的图书、电影就达 80 余种，足见其阅读

的宽度与深度。他对图情事业的执着追求、对阅读的深度诠释、对作品的独特见

解、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深深感染、感动着在线听讲的广大图书馆同仁。”

图漾：“特别邀请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

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数字出版与推广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吉林省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这么多人做一个报告，可

见重视程度。”biochem：“刘青华研究馆员提出，阅读不仅让我们在迅速发展

的科技时代获得平静，而且重启大脑深入思考的功能；他还指出阅读是能够帮助

人们抵抗狭隘、抵抗思想控制和舆论支配的有效方式。刘老师言语幽默、引经据

http://www.artlib.cn/
https://lib.jnxy.edu.cn/info/1043/5343.htm
https://lib.jnxy.edu.cn/info/1043/53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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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形象生动的阐述了阅读对人一生的重要意义，并且鼓励同学们一定要通过多

读书来提升自我，丰富人生。”春暖花开：“今天 423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邀请

刘老师给我馆来一场线上报告，可否？”wjew：“@春暖花开 您不怕砸了自己的

牌子，我是不怕的。”春暖花开：“@wjew 刘老师抬举我了，你是名牌，我无牌。”

春暖花开：“@wjew 一言为定哦，和您相约 2021 年的 423。今年春暖花开的日

子与您相约。”wjew：“@春暖花开 好的。大不了，我再丢一次面。我的题目叫：

一个图书馆员脸皮厚度的增长经验分享。”biochem：“线上报告好，大家都有

机会一睹刘老师的风采。”雨过天晴：“期待能再次聆听刘老师的线上分享。”

青青草：“五月份因为听了刘老师的讲座，今年居然读完了 30 本书，感谢群主，

感谢刘老师。”wjew：“应该感谢您自己与出版社@青青草 。”青青草：“期待

刘老师公众号里，分享更多的好书。”图漾：“我觉得 Y 师、K 师、雨师这些师

最可贵之处在于拥有图书馆员的初心。”广州书童：“初心不改，绿水长流。”

图林颂：“拥有图书馆初心，更满怀图书馆情怀！”

1.7关注新文科与大数据研讨会

图片由刘建平提供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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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片由 biochem 提供

图谋：“@全体成员 新文科与大数据研讨会，今日上午 8：30-12:00 举行，

线上线下同步。敬请感兴趣的成员关注与参与！。”幸福的*：“网址呢？”图

谋：“微信扫一下二维码就好。新文科与大数据研讨会直播网址：https://liv

e.bilibili.com/22210794?share_source=wechat。”幸福的*：“收到。”图谋：

“会议名称： 新文科与大数据专题研讨会时间： 1.15 8：30 - 12：00 线下地

点：华师大科创园 上.海普陀区金沙江路 1006 号 15 楼 指导单位：上海市高等

院校海外交流联谊会主办单位：「新文科专业委员会」协办单位：上海和今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语义（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媒体支持：人民论坛网 央.广.

网创新是推动文科领域发展必不可少的主题，学术与大数据结合是新文科的发展

方向。为了推动大数据及其实践应用在新文科领域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大数据基

础设施的建设，全面提升文科发展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华东师范大学联合新文科

http://www.artlib.cn/
https://live.bilibili.com/22210794?share_source=wechat
https://live.bilibili.com/22210794?share_source=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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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委员会与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开展新文科与大数据专题研讨会。旨在把握当

前国内新文科背景下文科大数据研究的动态、进展，加强国内各高校以及人文社

科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大数据与新文科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发展。”幸

福的*：“我上了 B 站了，不能分享到电视机的大屏，我的手机在办公用，在线

看就好多了。”

图谋：“新一轮科技 Ge 命与新文科发展 http://m.cssn.cn/skjj/skjj_xmc

g/202008/t20200828_5175647.htm2020 年 09 月 06 日 21:16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静。”

图谋：“https://live.bilibili.com/22210794?share_source=wechat。”

刘建平：“会议在准备开始。”图谋：“特殊时期，准备这样一场研讨会不易。

第一场报告是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刘炜先生《数字人文能为新文科带来什么？》报

告。”biochem：“新文科、新理科、新工科。‘其二’一闪而过。”陕科大*：

“辛苦了。”万寿寺*：“后面这个发言有点空洞。”biochem：“文献综述。”

图谋：“那是误会了。实际上人家是作为组稿人做的导读。”万寿寺*：“明白

了。”hanna：“@biochem 感谢拜老师现场直播。”图谋：“感谢 biochem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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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书，一片心

2021-1-13 08:52

图谋按 ： 《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究》（知识产权出版

社，2019.4）出版近 2年，图书出版之后，从作者角度围绕“书是为了用的”“为人

找书”“为书找人”曾做过一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本文稍事梳理，一是回顾

与总结，二是感谢与感恩。由衷感谢所有给予我们关心与帮助的人！ 成果名

称： ...

个人分类:圕人堂|56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再思考

热度 1 2021-1-12 11:31

一般性参考咨询事例。周一晚上 18:37有老师通过 QQ咨询问题：“我想问一下

最新的 SCI和 EI期刊库有哪些？”（实际应是咨询 SCI收录来源刊、EI收录来

源刊）“评职称的文件里有提到‘中文权威期刊’，您知道学校有对‘中文权威期刊’
做出过界定吗？”。我是先回答第二个问题。首先告知，这方面的信息建议看学

校科 ...

个人分类:圕人堂|2279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http://www.artlib.cn/
http://m.cssn.cn/skjj/skjj_xmcg/202008/t20200828_5175647.htm
http://m.cssn.cn/skjj/skjj_xmcg/202008/t20200828_5175647.htm
https://live.bilibili.com/22210794?share_source=wechat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669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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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696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6962&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696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6696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696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6696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668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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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684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26684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684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684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6684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6684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66848


圕人堂周讯（总第 349 期 20210125）

17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3个文件。

3.大事记

（1）本周聚焦南京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部主任汪徽志研究馆员《如何基于数据

库评分模型辅助图书馆资源采购决策》讲座。讲座内容：后 YI 情时代，图书馆

资源建设的策略变化及发展；数据库评分模型的构建方法；数据库评分模型的实

施步骤；数据库分析报告案例。

（2）本周圕人堂聚焦新文科与大数据专题研讨会，2020 年 1 月 15 日上午 8：

30-12:00 举行，线上线下同步。圕人堂进行了实况“转播”。

（3）2021 年 1 月 15 日 15:00，群成员达 2955 人（活跃成员 503 人，占 17%），

在线 1549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32.5%），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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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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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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bt.edu.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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