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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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I 2021（第 18届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大会）将于 20

21年 7月 12日-2021年 7月 15日召开虚拟会议，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参阅文内信
息报名投稿。https://mp.weixin.qq.com/s/jI41WDqgOz-1nUqkRsEzQg。”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2021 年 1 月 28 日为图谋博客 16 周年，起算点是在博客网开始写
博客的时间（2021年 2月 9日为科学网图谋博客 12周年）。《图书馆学漫笔—
—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目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34

655.html。”
图谋：“图谋博客 16周年.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693

95.html。”
图谋：“圕人堂 QQ群与图谋博客有何关系？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213646-863485.html 圕人堂 QQ群的‘群主’、图谋博客（仅指科学网图谋博客，
http://blog.sciencenet.cn/u/libseeker ）的博主均为图谋。图谋是谁？是
一名草根的‘法号’，含义为‘为图书馆学情报学谋，为图书情报事业谋。’（对应的
英文意思为 libseeker），图谋只是‘a libseeker’。图谋博客的核心价值：‘图谋，
为图书馆学情报学谋，为图书情报事业谋。’圕人堂的核心价值：‘圕人堂 QQ群（群
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其愿景（VISION）是：
圕结就是力量！其定位（MISSION）是：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
人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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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可以视作一个人在‘奋斗’；后者可以视作一群人在‘奋斗’
（图谋搭台，圕人唱戏）。”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简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

00758.html。”
图谋：“如何查找研究论文被国内外图书引用情况？https://mp.weixin.qq.com/s

/-I2AJcfrmevB23yVaq5Vyg。”
图谋：“公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2020 版进展看这里，别再信谣和传谣

了！https://mp.weixin.qq.com/s/V0XO-fd1jBJ5ief8Fxz8uA。”
图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研究概况.http://hxqk.lib.p

ku.edu.cn/2020/introduction。”
图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研究历史 http://hxqk.lib.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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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utputs。”
图穷：“特别报道｜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公布 2020版中文核心期刊统计源期

刊列表（附图情档中文核心期刊列表）https://mp.weixin.qq.com/s/dOJST8ID

wLyin97TEuREMw。”
长财馆睿智：“图情要闻 | 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公共图书馆启动文献共享借

阅计划 https://mp.weixin.qq.com/s/pD9BXxu5p5wBR2LkY09teQ。”
雨过天晴：“国家社科申报书的标题撰写有套路：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

主题 https://mp.weixin.qq.com/s/NL0SLK5-7lvULDEDjCHkmg。”
雨过天晴：“聚焦丨图书馆：为所有人打开“通向知识之门 https://mp.weix

in.qq.com/s/8wvjIN0u7M4gFWPvORic6g。”
雨过天晴：“柯平：新文科建设中的图情档一级学科发展 https://mp.weixi

n.qq.com/s/ndzSB5JMKg1d__7rquqs7w。”
雨过天晴：“期刊主编精彩热评十大提名热点 https://mp.weixin.qq.com/s

/O5iAn4Q78p9LADWglv-GIA。”
雨过天晴：“盘点：2021图情档期刊选题指南！https://mp.weixin.qq.com

/s/awHMelqDx3bkGeWEDQr3gA。”
雨过天晴：“2020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修订版）https://mp.

weixin.qq.com/s/eyjZF4L1QduDWYFL5P7Fuw。”
雨过天晴：“图书馆，阅读之外的价值空间 https://mp.weixin.qq.com/s/U

4RdCtfv5dbT37BUjwE0pQ。”
雨过天晴：“专题 | 马费成，李志元：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

展前景 https://mp.weixin.qq.com/s/uE5O0eaX0_ivbXONEwPo9w。”
雨过天晴：“专题 | 樊振佳：“新文科”语境下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话语、

逻辑与路径 https://mp.weixin.qq.com/s/tWhX6A2uBnA8F-CfNfzXnQ。”
雨过天晴：“专题 | 闫慧等：图书馆信息学与新文科交叉领域的关系预测研

究 https://mp.weixin.qq.com/s/-sVdjBWuqFnNqruWSrmS1w。”
沙枣树下说新语：“智慧图书馆建设之图书定位盘点机器人 https://mp.wei

xin.qq.com/s/UNAov0uOA_BWn5wB8rDbpw。”
图谋：“魏瑞斌.情报学报 2020.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3146-

1268134.html 魏瑞斌.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113146-1268224.html。”
小县城公共图书馆：“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申报公告（附

课题词云图）https://mp.weixin.qq.com/s/0OPuQewYTHs-47kb-Ylcbg。”
图谋：“关于图书馆的转型升级问题答同行问 https://mp.weixin.qq.c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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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M0XI_JKRRh2J-oq7UA-Q。”
图谋：“多所 LIS院校公布就业率 https://mp.weixin.qq.com/s/oZ4Pd1tYS

YhvZt85YuPrFA。”
图谋：“图谋.关于图书馆员职业能力的思考.https://mp.weixin.qq.com/s/

qs-GYqqxumSsxuqkRVdYYg。”
图谋：“中文学术期刊查验方法 https://mp.weixin.qq.com/s/SSgVsGl-NVf

XBx285T5Mvw。”
图谋：“沙枣树下说新语.我的触网经历 一文速看互联网发展大事件 1994-

2020.https://mp.weixin.qq.com/s/CUgZ6yg3YCWh2ZOl9mIsVA 近三十年来，人
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两千年的总和还要多。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转化为
生产力的速度也越来越快，20世纪初，需要 20~30年，60~70年代激光与半导体
从发现到应用只不过用了两三年，而现在信息产品的更新换代只有十几个月，科
学技术更新的速度日益加快。这篇力作是咱们圕人堂成员的力作。该成员为某著
名高校图书馆技术部负责人。该文的梳理有助于快速了解互联网发展史，图书馆
转型升级与此息息相关。圕人堂特此予以连接。”

图谋：“关于‘珍稀’数据库利用答疑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1269138.html在技术变革、疫情冲击等许多重要素影响下，转型发展成为
图书馆事业发展与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当前存在许多误区，数字化网络化
多元化的环境下，图书馆及图书馆员‘隐身’了，尤其是科研型用户，经常可以听
到说‘我很多年没进过图书馆’（言外之意，可能还包括我不需要图书馆了），至
于图书馆员干什么或能干什么，不了解或未在意者居多。对于图书馆提供的资源
与服务，‘具体怎么来的就不管了，只要是能用就行了’。笔者要告诉一个不是秘
密的秘密——好的大学，有好的图书馆，也有好的图书馆员。不管您信不信，我
反正是信了。”

www：“2020圕人堂参与人数最多的话题 TOP10 1.怎样看待‘网红东莞农民工

离职回武汉’一事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415 2.圕人堂

贺新年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6480 3.关于人工智能与

图书馆的讨论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6127 4.图书馆业

务外包与闲人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7968 5.花开无声，

读书有痕---一个图书馆员的阅读感悟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7854 6.图情专业毕业生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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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7805 7.如何认识图书馆系

列职称条件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7908 8.闲话图书馆

员的退休与引进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7874 9.学术推

广与学术阅读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393 10.圕缘一线

牵，薪火永相传——纪念圕人堂建群 6周年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7795。”

Fan xiang ：“铁饭碗“幸福值”排行榜，医生名次靠后，公务员未登榜首

https://kandianshare.html5.qq.com/v2/news/5263584047221473602?cardmod

e=1&docId=5263584047221473602&from_app=qb&sGuid=f60f60ac734582e520a14

b561a5d88cb&sUserId=&sUserType=-1&sh_sid=5__264897eb2aab69f1__f60f60a

c734582e520a14b561a5d88cb&target_app=kb。”

河科大图书馆专业学生：“特别报道|大学老师的月薪多少？4万多一点！

https://mp.weixin.qq.com/s/MaCJfp3rhHDjPciZYl7x5Q。”

学图-123：“新年新愿景

https://mp.weixin.qq.com/s/0iDgVT3tzCsXRmY2HnZGLA。”

雨过天晴：“快讯！教育部：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申报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kCyGGVOFrWWTLmtLFebW9w。”

biochem：“冯大诚：教师的绩效工资与按劳分配 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612874-1269329.html在教师（无论是高等学校教师还是中小学教师）
中实行所谓绩效工资，都必定把教育引导到唯绩效考核所制定的那几个条条中
去。也就是说，若以论文为绩效那就会唯论文，以考分为绩效那就导致唯分数，
以跳舞为绩效就会引起唯跳舞，如此等等。显而易见，这些都不利于教育事业的
健康发展。很遗憾的是，教师的‘劳’不等于其‘绩效’这个道理，我们极少宣传。许
多人仍然迷茫在‘绩效工资就是按劳分配’的错误的逻辑之中，在这个问题上，我
们需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biochem：“葛素红：给大一学生的一点建议 http://blog.sciencenet.cn/b

log-279594-1269306.htmlNo.1 关于你的大学 No.2 大学教什么 No.3 目前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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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学习 No.4 静下心来。”
扣肉：“论文如何能不水？先看看 300多年前的论文长什么样 https://mp.w

eixin.qq.com/s/xI4TD60bWD4rp2_h0M6c-g。”
biochem：“喻海良：3年前录用的稿件被这样退稿，你服不服？http://blo

g.sciencenet.cn/blog-117889-630814.html首先，投稿时，采用的是工作邮箱。
工作邮箱虽然可以说明我的工作场所，同时，很多时候能够表示，我是‘教师’，
而不是学生。但，对于可能存在工作调动的我，该修改只能是暂时的。第二，邮
箱被学校关闭后，没有及时和期刊主编联系，告诉他我新的联系方式。这样，才
能够让出版商找我签署版权等事项。第三，心态不对。论文被录用后，应该让出
版商尽早出版。科研是和时间竞争的。三年前是原创，是第一次发现该问题。但，
三年后，可能有很多人也做出了相同的结果。而他们没有发现相同的报道，完全
有可能比自己更早地发表。而我为了该论文将来可能在评职称是派上用场，自己
把自己耽误了。第四，没有及时查看期刊的出版动向。有很多期刊，特别是老的
知名期刊，在新的期刊压力下，都会把自己的领域方向设置的更加明确，以保证
该期刊在去传统领域的优势。或许还有其它，也或许，这篇论文还能够投到一个
适合它的期刊。”

biochem：“牛登科：科研人员的 email，慎用单位邮箱 http://blog.scienc

enet.cn/blog-61772-630839.html为此，我建议我的研究生，有署名的论文投
稿之前，准备一个非北师大的大公司的免费邮箱。选择大公司是为了防止公司倒
闭殃及你的邮箱。目前，大公司，gmail有被政府封闭的风险，不建议使用。其
他公司的我没看出什么问题。当然，有些大型免费邮件服务器因发送的垃圾邮件
过多被一些单位拒绝接收，选邮箱应该考察该服务器的多数用户的声誉。我个人
使用的是 hotmail，感觉还行。除此之外，如果每一个人有一个永远网址或者网
络 ID，即便是邮箱变得，网页上有更新，只要是搜索引擎没有被关闭，别人就
可以找到你。科研人员的网络 ID，还有助于区分姓名相近的人。近几年，发展
很快，可以免费注册。当然，将来，如果期刊界在发表论文时，作者名字下面除
了物理地址外，加上每一作者的网络 ID就好了。科研人员的网络 ID，目前有 R

esearcherID，OpenID，ORCID等。”
biochem：“程宗明：为什么中国作者的摘要和发表的文章常常用私人邮箱做

通讯邮箱？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140979-1005297.html说怪，是
因为，学术研究的论文都是由大学或研究所的学者做的，发的，应该用公共的学
校的邮箱，因为那是代表学者的工作单位。用个人邮箱就觉得怪怪的。这里会给
人一种公私不分的感觉。在国外，至少在美国，公私邮箱是分得比较清的。和公
事相关的一般用单位的邮箱，这代表这是公事，不是私事，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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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在公司工作的人员。虽然在大学用学校的邮箱送私人邮件比较宽松，但大部
分人还是很注意的。说不怪，也不怪。我估计是因为很多单位的邮件系统是不稳
定或常常崩溃。这在 10年 20年前，也还情有可原，但现在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就觉得不可思议了。我建议中国作者每个人应该注册一个 ORCID账号。至少要用
单位的邮箱账号。这样会更有可信度。”

biochem：“郭战胜：准研究生，发邮件请认真点、严肃点 http://blog.sci

encenet.cn/blog-38547-1219777.html这个邮件第一上来就把发给别人（张老
师）的邮件，改都不改就发给我了，收到将自己姓氏写错的邮件，估计老师会很
恼火。第二，说根据信息介绍和师兄的推荐，没有具体信息的套话，没有任何价
值。莫不如写清楚哪里的具体信息和具体学生的推荐。后面的成绩优秀等依然是
空话套话，谁都可以用、可以写，没有任何特色。××有了一定的积累，最好是
具体化，什么工具什么程度等等。第三，如果说查阅了感兴趣老师的资料，就应
该具体说说哪一方面感兴趣，最好自己能有点想法更好了（真正认真读读老师的
简历、能读相关论文就更好点），涉及老师的事情一定要真实可靠。真心希望准
研究生们不要在基本礼仪环节上就可能被淘汰了，毕竟能考个好成绩不容易，能
进入复试阶段更不容易。”

biochem：“数字空间的礼貌（The cyber-politeness）和三无邮件 http://

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87179&do=blog&id=328811给
学生 1：Email要认真写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22469-1013523.ht

ml 你注意了电子邮件的书写格式和细节了吗？http://blog.sciencenet.

cn/home.php?mod=space&uid=77930&do=blog&id=214267发邮件的礼仪 http://

bbs.science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241。”

1.3你提问，我回答
（1）关于图书馆系统的内部数据的讨论。

扣肉：“我想问一下，近期浙江高校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审计，要求提交图书

馆系统的内部数据。其它省市的有类似的操作吗？。”天道酬勤：“每年都有要

上报数据，问题是您说的这个是专项还是常规？。”

（2）“圕人堂成员幸福感调查”“图书馆从业人员薪酬满意度调查”群投票与讨论
图谋：“图书馆从业人员薪酬满意度调查.https://mp.weixin.qq.com/s/4

bGMOfGsY0QO5LXIFPOOJw1 月 24 日圕人堂 QQ 群发起一个群投票，截止时间为 1

月 31 日 12:00。有成员建议通过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发布，特此尝试。敬请图书

馆从业人员关注与参与，数秒可完成。谢谢！1 图书馆从业人员薪酬满意度调查

作为图书馆从业人员，您对您现阶段的薪酬情况满意吗？（1）非常满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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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3）不确定；（4）不满意；（5）非常不满意。调查对象：图书馆从业

人员。2 圕人堂成员幸福感调查 您觉得您当前的生活幸福吗？（1）非常幸福；

（2）幸福；（3）不确定；（4）不幸福；（5）非常不幸福。调查对象：全体成

员。”图雷：“年轻时候需要用钱地方少、工资低，年纪大工龄工资跟着涨，5

0 多的高工资，反而用钱的地方相对少。”雨过天晴：“年纪大了，职称上去了，

工作家庭压力也小一点了，会比较满意。”图谋：“这道题，考虑了这方面的因

素。因此提问为：“作为图书馆从业人员，您对您现阶段的薪酬情况满意吗？”

雨过天晴：“建议群主结合年纪投票。”图谋：“个人结合自己的实际就好。”

图雷：“拂系生活相对满意。”图谋：“大家都可以有现阶段。”图谋：“考虑

年纪则不好办。”雨过天晴：“如果群主想得个什么数据的话，建议结合年纪、

地域等因素；如果只是好玩，就无所谓了。”图雷：“趣味题，开放题，无标准

答案。”图谋：“就是。”图谋：“也可以说没事找事。”雨过天晴：“也可以

的，投投票大家热闹热闹就好。”biochem：“估计也没多少人投票，最多一两

百人。”图谋：“期待有更多成员（这个小投票是面向“图书馆从业人员“）参

与。其实这也是提供“发言“或“冒泡“机会。”biochem：“我就不投票了。

局外人。”图雷：“没事找事，昨天跟档案局接触 才发现人家职称条件就是好，

回来学习半天，准备去转评，有转的不？”雨过天晴：“居然没有什么人参加，

目前才 9票，这速度，可比抢红包的人少太多呀！”图谋：“在圕人堂，则均是

圕人堂成员，不存在局内、局外，只是这道题是面向“图书馆从业人员”这部分

成员，也可以将是面向大多数成员。”图谋：“今后可以有适合非图书馆从业人

员群体的小活动。”图谋：“比如说也可搞“您幸福吗？“小调查，可以全员参

与。”雨过天晴：“@图雷 这条件好低。”图雷：“幸福不幸福不知道，哈哈，

但不发愁，每天过的无压力。”图雷：“@雨过天晴 94，看看领导如果评上的话

，我也以后走档案的去。”雨过天晴：“@图雷看来应该去档案馆工作。我最初

就是学档案管理的，好多年前学校档案馆组建时找我，我没去。”图雷：“我们

档案室和图书馆合围图文中心，我兼职档案员 10 年了，有资格评，先看看领导

评这个正高不，希望给我趟好路 ，我就这么臆想。”雨过天晴：“幸福链接打

不开不知道为什么。”图谋：“这样全体成员都有事做了。”biochem：“非常

幸福谈不上。雨过天晴：“打开了。”雨过天晴：“非常幸福谈不上。”雨过天

晴：“只能说‘幸福’。”图雷：“非常幸福谈不上。就幸福。”图谋：“幸福

得不要不要的。”雨过天晴：“收入满不满意只看性价比，幸福要看的东西太多

了。”biochem：“某些公务员才是幸福得不要不要的。”图雷：“背后也不容

易，某些公务员，幸福得不要不要的晚上忙。”biochem：“九分，长久幸福。”

雨过天晴：“收入方面我选了‘非常满意’，这样说吧，2020 年的绩效分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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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第一名，比馆领导还多一点。虽然和别的职业比不算什么，但辛苦了一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图书馆里，我非常满意。”雨过天晴：“‘幸福’就不好

‘非常’了，比如身体健康状况不够理想，没法‘非常幸福’,如果和拜教授一

样精神，就“非常幸福”@鲲鹏展翅。”图谋：“红包采取小额多次的策略，主

要的目的是活跃群氛围，参与的成员多多益善，感谢关注与支持！参与群投票，

参与抢红包，都对圕人堂有贡献。”图谋：“小投票活动持续一周。”图雷：“@

雨过天晴 比馆领导还多一点。树大招风，拿出来请客不？团结大多数，你们绩

效分配真创新,你是太上馆长待遇。”雨过天晴：“@图雷 可不敢这样说。”雨

过天晴：“普通馆员努力工作，能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感谢越来越公平公正

公开的社会环境。”图谋：“可以内心感觉非常幸福。”雨过天晴：“@图谋累

啊！今年把身体累垮了。”雨过天晴：“和拜教授一样身体棒棒哒，才能‘非常

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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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n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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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

ler：“也有没轨道的。”skyler：“没轨道的装不长。”如是我往：“这调查

让我想起了 CCTV 的你幸福吗的调查。”节能：“非常幸福的人感觉不到幸福，

只感到或者很充实，或者很无聊。我想象的。”麦子：“我只觉得生活中没有什

么可以改善的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幸福。也可以说这是对生活感到没希望了。”

Fanxiang er：“我觉得今年幸福感 70 分。如果打分的话。”湖北小图：“如果

不图进步，还是很幸福的。”图谋：“种种原因，圕人堂发展至今实际是处于“困

顿期”，受诸多制约，背后的管理与运营实际是比较困难，甚至可以说较为艰难

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图谋自身可以投入到圕人堂的精力日益缩水。“圕

人堂服务体系”是一个不算小的摊子，更精彩的圕人堂，需要有更多人“给力”

且能在此过程中有所获有所得。圕人堂 QQ 群作为“圕人堂服务体系”的“基本

盘”，近期是不景气的，群等级已经多次位于“LV4”。今天搞的群投票活动，

实质属于护盘举措。”图谋：“2021 年 1 月 12 日 15:00，群成员达 2957 人（活

跃成员 400 人，占 13.5%），在线 1530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6.1%），本

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128 人。2020 年 1 月 24 日 14:

00，群成员达 2643 人（活跃成员 432 人，占 16.3%），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

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3075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圕人堂 QQ 群成员数多了一

些（增加了 314 人），活跃成员少了一些（减少了 32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用户数多了 1千（增幅为 34%）。”学图：“又是一个考验本群凝聚力的时候！

我觉得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学习的快乐，和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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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起成长，这些都很幸福。当然，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健康快乐

幸福，都可以在这里聊聊。分享美好其实是一种美德。所以我愿意分享！特别感

谢圕人堂的存在，因为有了这个群，感觉自己虽身处卑微岗位却心怀天下，大开

眼界和脑洞。谢谢本群大咖的各种无私分享！”雨过天晴：“@学图-123 我有同

样的感受。”学图-123：“轻轻地一个投票之举，也表示自己对这里收获的分享

和感恩！”雨过天晴：“特别喜欢这最后一段，特别感谢圕人堂的存在，因为有

了这个群，感觉自己虽身处卑微岗位却心怀天下，大开眼界和脑洞。谢谢本群大

咖的各种无私分享！目前为止，这是我加入的我自己最喜欢的群。”图谋：“今

天的群投票有两个，其中‘圕人堂成员幸福感调查’，这是全体成员为调查对象

的，‘图书馆从业人员薪酬满意度调查’是面向群内“大多数’。”学图-123：

“投了。这个其实本群至少有 500人可以投。”图谋：“这样的活动，实际可以
理解为群游戏，也可以理解为公开实验。”学图-123：“大多数人是拿着天上掉
下来的馅饼，还觉得味道不咋地。”雨过天晴：“不参加这么好玩的投票，是损
失呢！周末休息，今天下雨降温不合适出门逛，反正我在群里玩得挺开心。”书
友：“投票还在进行吗？这个投票话题有意思。”雨过天晴：“在进行。”图谋：

“投票活动持续一周。”书友：“还没翻到。”学图-123：“我们来看看一周后
的结果。”图谋：“也就是一周内均可以参与。”雨过天晴：““幸福”有 91人
参加了。”雨过天晴：“‘收入’参加的人很少，是不是在下面好多人没看见呀？”

图谋：“这样的公开实验，实际是有实验目的的。比如可以是：（1）活跃氛围；
（2）提供“冒泡”或“发言”机会；（3）可以为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等活动提
供参考借鉴（比如“发红包”，它是有讲究的，需要尽可能地恰到好处：有效吸引
注意力，提升参与度)。”学图-123：“图谋老师发起了投票活动，欢迎大家积
极参与！方法：点击应用——群投票——最上面的 2个正在进行中的就是。”图
谋：“此外，投票结果可以有深度应用。成员可以合理使用。假如到截止时间，
参与投票的成员超过 700位。那可以说是咱们圕人堂成员创造了一个“奇迹”。欲
知成效如何，一周后（2020年 1月 31日）揭晓，敬请关注！。”今夕何夕：“刚
找到投票位置。”图谋：“这一个小调查是麦子老师 2018年 9月发起的。这样
的小调查，其实也可看作是咱们群成员的共同财富，可以加以关注与利用。简单
易行的方式是顺着别人连接参与。1456人在线，已有 119人参与圕人堂成员幸
福感调查，占比 8.2%。这是非常棒的表现，感谢！圕人堂“连接”图情图书、期刊、
报纸、数字资源、图书馆软硬件产品与服务……圕人堂的成员，来自出版社、期
刊社、报社、数字资源商、图书馆软硬件产品服务商……均有“代表”。圕人堂大
窗的“活跃”，有助于小窗交流的“红火”。对于成员来说，更为切实受益的属于成
员间小窗交流等“衍生”交流。圕人堂的交流，有明线与暗线。明线是大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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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线是成员间小窗交流及其它形式的交流。两条线均很重要。表面上是明线为主，
实际上是以暗线为主。重视的是成员切切实实的获得感、成就感。圕人堂还有两
个“面”：一“面”是圕人堂群中的成员，另一“面”是群成员之外的圕人。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开通之后，开辟了一条“辅线”，借助新媒体营销手段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圕
人堂的活力。圕人堂这样的网络社群，主要就是发挥“微价值”或者说“长尾价值”。
“圕人堂”的灵魂是“圕”这个字，意在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凝心聚力谋发展。
期待的是圕人切实受益！圕人堂 QQ群，乃至整个“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运转，其
背后是需要投入的。建群至今，试图以较小的投入（或者说最小的投入），产生
较好的效益，让更多圕人切实受益。当前的工作重心是维持，努力让圕人堂保持
一定活跃度，让《圕人堂周讯》保持有一定活力，努力让成员有不同程度的获得
感，这样圕人堂便具有存在的价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瓜无滚圆，人无
十全。择善而从，其乐融融。有缘相聚圕人堂，圕人圕结话短长。有缘相聚圕人
堂，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彼此可以收获更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圕人
堂的核心价值是——圕人给力。有不少人认为那是客套话，实际属实事求是的。
图谋无论有多大能耐，总归是且仅是一个图谋（a libseeker）。咱们圕人堂是
有趣有味有力量的一群人，要不然，圕人堂不可能从 2014年坚持到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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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给力，未来可期，感谢有您！”哈哈一笑(94577787

2)：“两个问卷都参与了。虽然对薪酬满意，但并不确定是否幸福，因为幸福与
否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薪酬只是其中一个。那算是误读吧？那并不是标
准呀？优势体现在若干方面，专业服务能力也是体现在若干方面，排序靠前的认
同度高一些。如果感兴趣建议读原文。群投票的两个问卷是相互独立的。”雨过
天晴：“@图谋 是要看原文，只言片语容易断章取义。”图谋：“你幸福吗，这
个群投票是主要是给非图书馆从业人员，提供参与机会。受 biochem老师的启发，
临时加了这么一道题。两个小投票，目前的参与情况看，图书馆从业人员薪酬满
意度调查 84人参与，圕人堂成员幸福感调查 129人参与。幸福感调查参与者更
多一些。这次的公开实验（群投票活动），实际是有实验目的的。比如可以是：
（1）活跃氛围；（2）提供“冒泡”或“发言”机会；（3）可以为利用圕人堂开展问
卷调查等活动提供参考借鉴（比如“发红包”，它是有讲究的，需要尽可能地恰到
好处：有效吸引注意力，提升参与度）。”倒立的魏小狗：“@雨过天晴 职称的
因素 就又要看投票的分布了。”雨过天晴：“@倒立的魏小狗 是的。”倒立的
魏小狗：“如果和职称无关的话 那就有趣了,地域、家庭环境、性格爱好……”

图谋：“关于红包，昨天 100个拼手气红包（总金额 10元），4个多小时还在。
最后是因为发了大红包，小红包亦被顺走。假如发每个 1毛（100个），图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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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肯定，大概率会有剩余，而且剩不少。”倒立的魏小狗：“@雨过天晴 也就是
说，这种幸福感的提高不是职称的收入带来的，那是什么因素呢。”图谋：“图
谋介绍这个信息，实际是在为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时采用的“红包策略”提供
参考信息。”汉堡猫：“收入虽不富贵，但也体面，工作压力也相对其他行业低。”
雨过天晴：“@倒立的魏小狗 幸福感来自综合因素吧。”图谋：“@全体成员 时不时
有人问：圕人堂有没有微信群，特此公开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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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种种制约，圕人堂没有另搞微信群，成
员若有需要，可以自行建群。”雨过天晴：“@倒立的魏小狗 性价比不错。”图谋：
“圕人堂服务体系简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

l‘圕人’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它包括图书馆员、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和学
生、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资源商、硬件商、平面媒体等
等）。圕人堂目标规模为 3000人群，欢迎所有圕人加群（也可以作为‘游客’参观），
加群便捷，建议每位成员只使用一个 QQ号加群。每期周讯第一时间通过群邮件
推送给所有成员。每期周讯提供了 pdf版，网页版、微信版三种利用方式。每期
周讯可以说是群成员的共同劳动成果，较好地体现了：共知、共建、共享。”图
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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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立的*：“@雨过天晴 这就有点复杂了，因为满意是一个主观感受，性价比也是
和这个感受有关，性价比就和预期相关了，这样的话调查还需要前测一下图书馆
群体的预期有多高。”图谋：“‘圕人堂 QQ群知识库’（http://lib.nbt.edu.cn/tu

an）是圕人堂成员 www老师对圕人堂的特别奉献。期待成员进一步关注与利用！”
雨过天晴：“@倒立的魏小狗是的。”雨过天晴：“@倒立的魏小狗 如果想写成论文，
需要考虑的地方比较多。”图谋：“圕人堂表面上看啥都没有，倘若留心，其实圕
人堂从 2014年 5月 10日建群至今，还真有不少东西，欢迎圕人去探索与发现。”
倒立的*：“@雨过天晴 我其实想知道如果对收入不满意，又有很高的幸福感，这
种幸福感到底来源于何处？这里说的是群体，不是个人。”麦子：“其实这个幸福
的投票和图书馆未必有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太泛，因为幸福的来源未必来自职业。
应该问：你做图书馆员幸福吗？”图谋：“假如改成‘你做图书馆员幸福吗？’，那 b

iochem老师有意见了，说是局外人。当时加那道题，就是为了实现，全群 100%

成员可以参与。”学图-123：“@麦子 这个问题不能界定的。界定图书馆员幸福的
话。我觉得我不算幸福。因为没有现在的国情和物质背景做支撑，以及家人的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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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我的幸福感并不能确定。”图谋：“圕人堂成员，真正属于图书馆员的，占的
比例比较大。 圕人堂对‘圕人‘有定义。‘圕人’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它
包括图书馆员、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和学生、图书馆利益相关者。biochem老师属
于‘图书馆利益相关者’范畴。”学图-123：“在圕人堂的成员里面，你问我幸福不，
我也是打折扣的。因为当里面有吃瓜人或者卖茶人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幸福的。
但是当象麦子老师和图谋老师还有一些期刊的编辑等大佬们发言的的时候，努力
的学习和发现，那时候是有些小幸福的。”图谋：“当然，通过长期努力，bioche

m老师早已是圕人堂群的深度贡献者‘冠员’之一。”麦子：“从两个投票看：尽管
总体的幸福感比较高，大家对收入是不满意的，所以，要么群成员的幸福感和收
入的相关性不大，要么大家的幸福感来自其他地方，比如家庭。要么就是大家其
实并不缺钱，因为自己的图书馆收入不是家庭主要经济收入。这后一点倒是可以
再做一个问卷：你的图书馆工作收入是家庭主要收入吗？但不知如何定义这个
‘主要’。大家怎么看？”biochem：“月入一个亿也不一定对收入满意。”麦子：“这
个不对，你可以对收入很满意，尽管这不是你的主要收入。”扣肉：“我觉得群里
的大部分人，家里的主要收入都是工资。”biochem：“看收入跟谁比。”扣肉：“只
不过由于中国社会的内卷式发展，工资增长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或者
跟不上工作强度的增长速度。”麦子：“@扣肉 @扣肉 你没有仔细看我的问题：我
觉得并不如此，因为可能是家里的补充收入。”biochem：“‘家里的补充收入’，对
本群大多数人来说，肯定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biochem：“同意扣肉的说法。”
biochem：“麦子老师不一样啊，基金、股票等等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工资条的
收入可有忽略不计。”扣肉：“我这个想法来自于我身边的朋友。她本人是辅导员，
老公是公务员，儿子上小学。实际上工作都很忙，收入相对来说也不是高收入。
然而她仍然有经济实力购买一定数量的准奢侈品。”麦子：“当然一定不是大多数
人。有两点：有其他收入（比如房租投资），另外就是配偶收入高。”麦子：“@b
iochem 这些收入都是纸上的，我觉得应该说可支配收入。这么下去，这个问卷
成了理财讨论了。”biochem：“‘家里的补充收入’应该是工资以外的收入。”麦子：
“@biochem @biochem 有道理。”涂：“幸福感和钱本来就不是那么相关。”猫爪：“幸
福其实也是一种心态吧。有的人喜欢和高收入的比，却忽视了自己的学历、能力、
工作年限、工作强度。只觉得工资不如人家，所以不幸福啦。”涂：“比如说
穷快活。讨论幸福感属心理学范畴。”biochem：“本群有‘房租投资’的应该不多，
10%不一定有啊。”扣肉：“尤其是过去一年，我觉得大家的幸福感普遍有所提升。”
麦子：“@猫爪 的确如此。活着就是幸福。活着就是成功。”boner：“幸福感当然
于钱有关，能满足自己的爱好，提高幸福感，也是靠钱支撑的。”涂：“物质带来
的幸福感，支撑的时间超不过半年，而且会随着财富的增加，收入提高带来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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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的边际效用是下降的。”麦子：“@boner @boner 是，但到了一定的数字，两
者的相关性就大大减弱。”猫爪：“财务自由肯定是相对幸福的。但是当财务不是
那么自由的时候，那就取决于心态，所谓知足常乐。”涂：“比如说，我换一辆新
车，也就开心个半年，后面就得更大的物质刺激，才能换来同一量级的幸福感。”
boner：“对的，所以我现在尽量培养跟钱关联度小的兴趣爱好。”麦子：“@涂 会
有半年吗？我看一周差不多。”biochem：“那就每周换一辆新车。这个开心，我
觉得跟外界关联度比较大，需要发自内心的，那样时间会比较长。”涂：“@麦子
一周也是有可能的，实际和拥有的财富有关系，一辆车就能幸福半年，暴露了我
的余额不足的尴尬。”麦子：“@涂 买车能感到幸福这幸福也是太容易了一些。”
涂：“直觉假设：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很可能是个倒 U型，可以假设，财富和
幸福感起先正相关，财富超过一定值的时候，对物质带来的幸福感越淡漠。”bon
er：“这是大多数事情的规律。”涂：“我的幸福很容易。”麦子：“我 16年没买新
车，最近买了一辆，但就新鲜了一周吧。当然，我对车极其满意，但短期内不想
买车了。”涂：“每天穷开心。”biochem：“等活到 100多岁，身体还很健康，没有
大病，这也算幸福吧。”涂：“@boner 所以，没准有道理。”麦子：“@biochem 这
要求搞了一点，而且对身体不利，因为好像是 100岁没活到之前就想：我还没活
到 100，还不能算幸福。”麦子：“@涂 开心在 99%的情况下的确和钱没关系，但
拿走你现在 99%的钱，你肯定难受。”boner：“我觉得每天生活着，就是很幸福了。”
刘建平：“对普通人而言，快乐幸福与物质财富紧密相关。”雨过天晴：“当初参与
投票 1400多人，现在我估计也就是 300多人，为什么？群人数越来越多，参与
度越来越低？现在的朋友们都这么忙，这么内向吗？这个问题，我觉得比‘投票’
本身更有意思，更值得关注。”麦子：“@雨过天晴 @雨过天晴 我记得你昨天还说
过：不发言也没关系的。”麦子：“@涂 是啊，我理解。”雨过天晴：“@麦子 是的，
确实没关系。我只是在思考这个现象。为什么现在的一批没有过去活跃。”麦子：
“@雨过天晴 @雨过天晴 我觉得有关系，因为参与和不参与毕竟能体现你是否关
系这个群体。关心。”biochem：“@雨过天晴 原因是多方面的。”雨过天晴：“@麦
子 嗯，好像有道理。”图谋：“圕人堂发红包，主要的作用是‘吸睛’，试图提升参
与度。需要提醒的是：在圕人堂大窗发红包是‘见者有份’，要么就别发；任何人
别指望领红包‘发家致富’，也千万别提供这样的机会。各类问卷，不必指望他人
帮你转发，找人填答是需要占用他人时间，欠人情的。圕人堂之所以有人愿意参
与，部分原因是出于互助考虑。‘圕人’这个群体，总的说来热心助人。红包策略，
用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圕人堂发红包，相当于放鞭炮，吸引注意力，提升参与
度。适当互动，会有助于提升参与度。要做最好是一鼓作气完成，不然会让人反
感。红包的封皮，可以是：敬请关注与支持问卷调查。如想效果好一点，比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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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元分成 50个或者 100个普通红包（金额相等，不要搞拼手气，领到几分钱可
能会不高兴，影响参与度）。按照圕人堂的做法，问卷实施方发红包的钱，算是
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圕人堂大事记中将会予以记录。（摘自：关于利用圕人
堂开展问卷调查的观察与思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23

648.html）。”图谋：“根据群消息，稍微梳理一下：2021.1.24 11:46 调查 2发
起、12:06调查 1发起。12:12 发放了 100个拼手气红包（总金额 10元），
12:12发放，16：22被领完。（这个红包是被‘顺带‘领走的，假如没有 16:21分
的‘大红包’，很可能是领不完的）。2021.1.24 16:21 调查 1为 88票。发放了 1

00个 1元红包（大约 1分钟内被领完）。2021.1.25 14:25 调查 1为 151，调查
2为 100。（50个 1元红包，大约 6秒被领玩。）。2021.1.24 16:24有位成员
发了 100个 1分红包，被领走 75个，其余过期退回。据之前的实践与观察，无
论是图谋发还是其他成员发，结果（或效果）几乎是‘雷同’的。”麦子：“@bioche
m 所谓幸福可能就是：家庭和睦、事业兴旺、夫妻顺遂恩爱、家人安康、学业有
成、财源广进。如果不幸也是这几个范围的事情。当然，这东西很主观，就是自
己怎么感觉的。如果说不幸福，换了一个人未必是这么理解的。反之亦然。@bi

ochem。”草长莺飞：“晒幸福容易，勇敢表达自己的不幸福难。愿面临困境的同
仁早日走出泥潭，未来可期，加油。”雨过天晴：“我觉得，幸福感与一切外在条
件都没有关系，就是一种心理感受。感觉‘幸福’，或‘不幸福’，这是一个复杂的个
性化的心理过程。”

（3）关于图书馆员职业能力的思考讨论。
图谋.关于图书馆员职业能力的思考.https://mp.weixin.qq.com/s/qs-GYq

qxumSsxuqkRVdYYg 关于图书馆员职业能力，这些年，笔者作为一名图书馆员可

以说是在“干中学、学中干”，在积极实践与探索，同时也一次又一次梳理相关

思考，期待于人于己均有益。雨过天晴：“按照这个标准，能达标的恐怕不多，

包括我，我们馆恐怕就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这个标准，研究发现，图书馆学专业人

才的优势体现在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意识三个方面；图书馆工作人员所需

要的能力包括专业服务能力、个人能力、技术能力、社会能力和其它能力，这些

能力都需要广泛的知识做基础。图书馆工作中图书馆专业人才的优势：良好的服

务意识；信息意识强；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不断获取新知识, 接受专业新事物

快；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过硬的专业技术工作能力；实践能力强、能适应不同岗

位的要求；良好的团队精神；良好的心理素质；掌握图书馆学研究方法, 科研能

力强；宽广的知识面；计算机水平较高；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外语水平较高。

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专业服务能力：熟悉图书馆各类型信息资源, 掌握数据库检索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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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能够提供相关的参考咨询服务；了解读者信息需求与信息行为；针对变化

的需求不断提高信息服务水平；提供图书馆利用和信息素养教育；了解、分析和

评估不同读者需求的参考咨询能力；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宣传

和推广；信息服务与读者服务的理论及应用；提供以读者为导向, 符合成本效益

的信息服务；分类编目、索引文摘与信息组织的理论、技术与应用；符合图书馆

或者读者需求的学科专长；信息资源评价理论与应用；读者阅读辅导；预算编制

与经费管理。期待本文有助于让图书馆专业人员或图书馆从业人员，知责于心、

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4）求教图书馆系列专业问题答案？
图林逸事：“求老师们赐教 1.书院藏书逐步形成于哪个朝代？是唐朝还是

宋朝？2.我国的中小学图书馆真正形成于什么时候？3.可以看出读者需求变化

的倾向怎样等情况的统计是不是叫读者统计？4.馆藏图书独一无二的标识是索

书号还是财产登录号？5.目前国内大多数图书馆主要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业务

流程？6.真正提出建立图书馆网络思想的是谁？7.文献信息计算机检索网络，是

将许多计算机检索系统联结成网络中的什么？8.按馆藏文献载体形态，我国图书

馆可以划分为（）多选 1.书目数据库，文摘数据库，全文数据库，专题数据库，

这四个数据库哪些不涉及版权问题？2.图书馆学研究的宏观对象是什么？图书

馆系统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与环境的关系图书馆的各要素 3.中小学图书馆特性是

（）服务性教育性学术性社会性 4.图书馆管理的规范化指的是（）规章条例化

业务技术标准化业务工作计量化工作人员专业化。”学图-123：“@图林逸事

我国图书馆的分类有哪几种?_360 问答 https://wenda.so.com/q/1367453022

066386 在我国，通常使用的划分图书馆类型的标准主要有如下几种：1、按图书

馆的管理体制（隶属关系）划分。如：文化系统图书馆，教育系统图书馆，科学

研究系统图书馆，工会系统图书馆，共青团系统图书馆，军事系统图书馆等。2、

按馆藏文献范围划分。如：综合性图书馆，专业性图书馆等。3、按用户群划分。

如：儿童图书馆，盲人图书馆，少数民族图书馆等。4、按图书载体划分。如：

传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等。5、我国图书馆的类型

主要有：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科学图书馆，专业图书馆，技

术图书馆，工会图书馆，军事图书馆，儿童图书馆，盲人图书馆，少数民族图书

馆等。”学图-123：“@图林逸事 同学，我给你一个建议！真正的这些专业的学

习你抛一个问题出来可能会有专业的老师回复你一下。然而你抛出这么多专业上

的常识问题出来就是开玩笑了。这些问题需要你自己一本本看书或者查找资料去

学习的。而不是在这里面复制粘贴寻找答案的。”

（5）馆员上班时间看视频、打游戏、炒股，您如何处理？

http://www.artlib.cn/
https://wenda.so.com/q/136745302206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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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人：“我相信群里一定有图书馆馆长，请问各位馆长，您看的您的馆员

上班时间看视频、打游戏、炒股，您如何处理？”扣肉：“上班炒股，本质上是

工作时间安排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保持长时间精力集中的工作。所以实际上

都是有休息的时间，不可能所有工作时间的每一分钟都用来工作。”扣肉：“你

想想，你小时候写作业，是一样的。你明明只是偷一会儿懒，你妈妈就进来看见

了，批评你不好好写作业就知道玩。”万寿寺*：“有道理。评价工作，看结果

就好，过程不好管，也没必要管。”雨过天晴：“我不这样认为，李佳琪他们直

播‘上班’时买别家的东西，这种‘开小差’和馆员上班炒股什么的不一样。”

扣肉：“李佳琦上班是不会买别人东西的，都是买他自己卖的。”雨过天晴：“因

为李佳琪他们是自营，自己对自己负责，而图书馆员拿的是国家、学校的工资，

有规范的岗位职责，要对岗位职责负责。”雨过天晴：“也就是说，个体户上班

时干什么都可以，而国家公职人员不能随心所欲。”万寿寺*：“开小差这种现

象，如果要追责主要还是管理者的问题，工作分配不合理、考核制度失效等等。”

雨过天晴：“休息是必要的，但炒股这种营利行行为显然不是休息。”扣肉：“炒

股大部分是赔钱的，不是盈利。”雨过天晴：“但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没有人想

赔钱去炒。”万寿寺*：“苦口婆心讲道理、目不转睛地盯着人，这种管理方式

只能说明管理水平有问题。”骑鹿踏雪：“炒股是为国家韭菜事业贡献力量。”

扣肉：“这个问题，要讨论起来，是国际给你发工资，是购买了你的什么能力。”

扣肉：“现实中，大部分馆员都是专技人员。”雨过天晴：“可以‘开小差’，

任何人都不可能不休息。”扣肉：“也就是国家购的实际上是你的智力。”雨过

天晴：“但‘开小差’时干什么，就有个界限的问题了。”扣肉：“然而，有些

人把智力当做了体力，认为国家出工资是为了让你坐班。”系统消息：“万寿寺

路痴撤回了一条消息。”万寿寺*：“一针见血。”图林逸事：“想向老师求问

几个问题。”雨过天晴：“我同学是公务员，在行政服务中心上班，她说上班时

手机都不敢随便碰，电话都不敢随便打。图书馆员居然在讨论，上班炒股行不行，

太可怕了。”扣肉：“那你坐班的时候，有没有真正把每一分钟都卖给国家，也

是值得讨论的。”扣肉：“你那个同学的工作状态，跟他的考评方法有关。”雨

过天晴：“国家公职人员，要有最起码的仪态、形象，这是常识吧。”扣肉：“因

为政务服务中心是窗口部门，市民谁不高兴都可以把视频发到微博上。”扣肉：

“现实情况下，大多数图书馆的馆员都很少接触读者。”麦子：“@扣肉 是啊，

只要不是大多数时间都是炒股和玩就可以了。”万寿寺*：“公务员的确是不能

干别的，公务员的工作很多无法量化，他们提供的就是上班时间，随时待命是他

们的职责。公务员不是专业技术人员，工作性质不同。”扣肉：“对，公务员大

部分是管理岗，走的是职级制。国家购买的是他们的工作时间。绝大部分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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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要付出比八小时更多的时间。对于一天到晚炒股的同事，我一般不发表意

见。但是年终总评或者评优，我会投反对票。”麦子：“@碧沚东楼 既然晚上或

周末可以作科研，上班时炒股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碧沚东楼：“那不行，工

作时间不能做工作以外。”麦子：“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应该分的很清，但条件是

你下班后不能做上班的事情。”闲在心上：“规章制度约束的是老实人。”碧沚

东楼：“我做的是科研，不是单位任务。”扣肉：“如果领导想管，那就定好考

核标准就行了。”麦子：“我现在一般工作的事情是晚上做，把事情都弄好了，

而且我一向是很有效率的，白天就是看电视和炒股的。当然，现在是特殊一点。”

扣肉：“因为现实中，领导定的标准是为了方便日后他自己来打破。”扣肉：“而

不是为了规范工作。”麦子：“国内可能不一样，我们馆员是很随便的，没有硬

性的时间限制。我以前每天下午三点要接孩子回家（不能走路的距离），然后完

了再回去上班，有时晚了也就算了。另外，如果其他有什么私事，即使有我主持

的会，我会通知一下，我有事，是不是改时间？这都是很正常的，而且这是在工

作时间内的，没有补时间这一说。但如果是管理员，你要请假，就是一个小时，

也要用你自己的假期。而且职员的收入是馆员的 1/2 到 1/3，但制度就是这样：

馆员是学术编制，不算时间，而管理员是职员。”麦子：“我们有好几个人每天

10 点来，下午 4点离开。我还算是自觉的。你没法让人 8小时一直在’工作‘，

要做的事情做完了，就行了。”碧沚东楼：“国内从去年开始，就鼓励文博图书

馆延长开放时间，每天开放 12-24 个小时。一方面促进夜光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晚上也提供给读者借阅、休闲的场地。”闲在心上：“投机取巧，阿谀逢迎之流，

不用按时上下班，啥也不会做，工作总结抄别人的。中级职称文章是老公写，评

职称开会，填表，每年的年终考核表都是老公代办。只要巴结好部主任就可以无

功受禄。新换的部主任在流通部（14—18 年），他就给她连着四年省先进（用

别人的工作总结帮她填上报材料），馆先进，馆骨干，校优秀。19 年部主任换

走了，到了另一部门，又要克扣员工的绩效奖金，说是用来请领导吃饭。有一点

点权就要搞特权，搞腐败。图书馆摊上这种部主任，其部门员工很无奈。说也没

用，上面的情况都反映过，领导说这也不能开除他，不用他。所以，这个部主任

特。”麦子：“@图漾 这个事情说了 N 年了，但每次都是对不同的人，所以反

复说。”cpulib*：“如果校长看到上班坐那炒股，其后果就是图书馆闲人太多，

无需再进人，从此只退休不进人。”雨过天晴：“尤其是流通、阅览岗位，坐那

里炒股，太可怕了，虽然事实上不少。”扣肉：“为什么不买基金呢，炒股太辛

苦了。”雨过天晴：“我们现在从理论上说，如果理论上也人人习以为常，那真

无药可救了。”雨过天晴：“那种上班盯着曲线图的行为，非常难看。”麦子：

“@扣肉 @扣肉 遇到内行，我就是开玩笑，我不炒股。炒股辛苦不说，也不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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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投是很简单而且很赚钱的办法。”麦子：“另外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到了一

定的阶段，炒股是很难不大亏的：比如有 1000 万，你要看多多少股票买进卖出？

如果放在一个两个上，风险极大。我有个表哥整天给我说买软件用 4个屏幕看，

每天赚几百上千就收了，我觉得这个办法太雷人/累人，这怎么赚钱？”

（6）请教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三个校区相关问题？
碧海潮生：“@麦子 老师好，请教您个问题，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分三个校区(厄

巴纳-香槟分校（UIUC）、芝加哥分校（UIC）、伊利诺伊大学斯普林菲尔德分校），
那位于芝加哥市的东伊利诺伊大学是其中之一分校吗？谢谢。”麦子：“@碧海潮
生 查了一下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ystem is a system of public u

niversities in Illinois consisting of three universities: Chicago, Sp

ringfield, and Urbana–Champaign. Across its three universities, the U

niversity of Illinois System enrolls more than 90,000 students.[2] It

had an operating budget of $6.97 billion in 2020.[3]答案：不是。”碧海
潮生：“谢谢麦子老师@麦子。”麦子：“这分校的说法真不是太好，因为分校的概
念是在是很难解释的。其实，一般是一个系统下面有几个校区，但其位重有些系
统是一样的（比如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但有一些系统是不一样的学校绑
在一起的。等于是清华和一个专科是一个系统。”麦子：“Eastern Illinois Uni

versity is a public university in Charleston, Illinois. Established i

n 1895 as the Eastern Illinois State Normal School, a teacher's colle

ge offering a two-year degree, 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gradually

expanded into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with a broad curriculum, inc

luding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s in education, business, arts,

sciences, and humanities.”麦子：“这就是一个师范大学。似乎不属于什么系
统。”图漾：“@麦子 faculty和 staff的区别。你不设置准入门槛，就别谈什么
专业性，专业性的待遇也就别提。高校里面坐班制度是很反人类的。”碧海潮生：
“刚百度了一番，伊利诺伊大学和东伊利诺伊大学，两者的介绍上存在一些差别，
不清楚这是两所不同学校还是同一学校分校。”麦子：“8600个学生，小学校。”
图漾：“上百度有啥用，不是应该上该学校官网吗。”碧海潮生：“比照官网和百度
了解的。”麦子：“https://en.wikipedia.org/wiki/Eastern_Illinois_Univers
ity。”麦子：“维基比较清楚，如果是属于一个系统，会解释清楚。”碧海潮生：“谢
谢。”

（7）有关于中小学图书馆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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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护*：“想问问各位老师，怎么看待中小学图书馆？”贵阳护*：“@麦

子 @麦子 看过一些相关文献，也去实地调研过，真心觉得中小学里的图书馆可

以直接取消。一点用都没有。”雨过天晴：“对于中小学图书馆，我的想法是要

能与教学相结合，走进课堂，如果只是独立存在，意义不大。”dudu：“中小学

图书馆没啥意义，基本上都是摆设。学生大部分时间在上课和刷题，哪有时间去

图书馆看书呀。”雨过天晴：“@dudu 是的，如果不能与教学相结合，几乎没有

存在意义。”dudu：“无法与教学相结合。”雨过天晴：“中小学生不是有阅读

任务嘛，抓住这个服务。哪有时间，课都是排得满满的。”雨过天晴：“寒暑假

有阅读任务。”dudu：“许多学校不具备条件。”雨过天晴：“国家对阅读越来

越重视了，尤其是中小学阶段。阅读任务是个形式。重视啥呀，高考指挥棒不变，

其它再改意义不大。”雨过天晴：“@dudu 可以不是形式，就看怎么服务了，

毕竟多阅读可以提高语文成绩。放假基本上机构的天下。”雨过天晴：“甚至，

对于理解数学题目都有帮助。”dudu：“我觉得没有必然联系。”雨过天晴：“我

觉得有呢，阅读量多的孩子，语文成绩不会太差。当然前提是阅读经典作品。不

是乱七八糟的地摊文学，心灵鸡汤。”biochem：“读中小学的时候，老师让我

们自己买书（主要是小说之类的图书），写读书笔记、警句摘抄，当时也买了一

些小说。”雨过天晴：“就说社会上的补习班吧，作文补习班不少，那么，我们

图书馆员有没有信心能辅导阅读，帮助学生写作？当然，这对馆员素质提出了要

求。也不用多有水平，中小学语文老师也不需要太高水平。和中小学语文老师差

不太远就可以了。很多社会上的作文班老师水平其实也就那样，一样门庭若市，

就看图书馆员想不想做事了。”草长莺飞：“中学图书馆我了解一点，多数是摆

设，学生没时间读课外书，尤其是高中。农村孩子或是家庭条件差的偶尔会借，

大部分孩子有必读书目要求的，都会自己买书来看。高中评省级示范性高中时有

要求，书和人员必须达标。高考阅读作文应试性很强，术业有专攻，不研究语文

教学，是难以满足学校和学生要求的。馆员若是想融入教学活动，需要下一番功

夫。”

（8）关于农家书屋、城市书房建设专题讨论
J味：“各位老师，对城市书房建设怎么看呢。”biochem：“农村的农家书屋

目前只是摆设，上级配的那些书根本就没人借阅。”麦子：“@贵阳护院杨曜宇 @

贵阳护院杨曜宇 这么说吧：毕竟让图书馆能刷存在。我每次回上海，往往住在
音乐学院对面一个有花园的宾馆（离家就 300米），晚上还是多年前的老规矩，
荡淮海路，但基本从来不买东西，然后在陕西南路角上的环贸进去看看，再从另
外一端出来。每天经过 Prada，但从来没见过有人顾客，这 Prada就是个刷存在
的，肯定是赔钱的。这中小学图书馆啊，城市书房啊，就是一个道理。看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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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 一定又会批评我了。我承认，今天你批评的可能是有道理的。”雨过天
晴：“对于城市书屋，我比较看好，应该比农家书屋有前途。毕竟有些城市的图
书馆数目有限，还建在比较偏的地方，而城市居民素质较高，精神文化需求在提
升。”图漾：“农家书屋我以前了解一点。有些地方没专人管理，书都被村民哄抢
回家了（倒是没有站在爱书人的对立面），其实也不是多爱读书，主要是有便宜
不占***。有些地方为了防止被抢光，这东西上级发放的，金贵得很，丢了可不
了得，于是大门一锁，谁也别进来。”图漾：“当然不是所有地方都这样，但这两
种情况很有代表性。”雨过天晴：“农家书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好像很失败。
城市书房应该会好一些。”biochem：“本村委会的农家书屋有两处，一处在一村
民小组的文化室里（该文化室离村委会几百米），有几百册，上次我去看借书记
录，最近的一次借书记录还是 2014年的。另一处在村委会大会议室，书不多，
就一个柜子。我还翻看了一些书，其他人从来不看。这种摆设不搞也罢，劳民伤
财。”雨过天晴：“城市书房设在繁华商业区，或者大型居民区里，应该还不错。
如果不在这两个位置，也前景堪忧。”biochem：“虽然没人借书，还要应付各级
检查。准备各种材料。”麦子：“社会的能量都在这种地方消耗了。”万寿寺*：“城
市书房也不一定，只看各种小书店门可罗雀的情况就可知。书早已不是知识和精
神生活的主要来源了。”biochem：“这些书都是县上配给各村委会的。同样，只
是摆设。”雨过天晴：“@万寿寺路痴 @万寿寺路痴 所以要开在繁华商业区，逛街
的时候累了，有人会去歇一歇，顺便看看书。或者开在大型居民区，环境好一点，
会有人愿意去阅读，特别是学生会去，好像高校图书馆里做作业、自习。”雨过
天晴：“@万寿寺路痴 空间服务。”biochem：“手机上啥都有，一部手机拥有全世
界。”雨过天晴：“别忘了图书馆的空间服务功能，可以吸引不少人。”万寿寺*：“空
间服务的话，其实很难和咖啡馆、书店有区分度了。后二者的服务精神显然优于
图书馆。”biochem：“日前报道，下雨天，有人要躲到图书馆，还被赶出来。”雨
过天晴：“@biochem 真的是摆设，形式主义。@万寿寺路痴 @万寿寺路痴 所以，
强调图书馆的服务性，什么时候都不多余。”万寿寺*：“精心选择主题的咖啡馆、
书店，在精神上也会给访客以知音的亲和感，而图书馆没有特定目标群体，服务
也难以做出特色。”雨过天晴：“可以设定呀。每个城市书房因地制宜，各有特色。
事在人为。”万寿寺*：“因地制宜，并非因人群制宜。有的书店，我进门看一下
书架，就知道气味相投。图书馆是泛人群的公共设施，感情链接不好做。”雨过
天晴：“图书馆如果想做好，有优势，就怕人浮于事，形式主义。”万寿寺*：“而
且图书馆普遍自我心理定位高，以文化推广者自居，老实说，不讨喜。”biochem：
“报纸也是，虽然没人看，但必须订。这些报纸都没有打开过，过段时间当垃圾
处理掉。大大小小的刊物十几种。”万寿寺*：“文化信息来源多元化的今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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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其实是需要竞争来争取读者，早已不复当年文化向下输出的地位，继续端着
居高临下的姿态是可笑的。”雨过天晴：“@万寿寺路痴 @万寿寺路痴 同意，所以
要调整心态，图书馆员就是‘服务员’。”雨过天晴：“做服务的，满足用户的几乎一
切要求。举个例子，我们部门一个人服务两个学院，有的人做活动基本没什么学
生参加，而我做活动，需要多少就能来多少，甚至我要提醒辅导员控制人数。为
什么呢？因为我注意和人家联络感情呀，平常好好服务，需要时候人家愿意合
作。”cpulib*：“大多书屋都是买点书放那，连农民爱看什么书都不知道，估计
连买的人都不爱看。”雨过天晴：“比如给学院送报纸，学校收发室人员说我是拿
得最勤的，恨不得天天拿。有些是捐赠的，捐的是啥书？”万寿寺*：“要想在同
类的文化服务提供者中脱颖而出，或者至少分一杯羹，还是要多想想有什么服务
是其他文化服务机构所不能提供或不能完全满足的。有独特性，才有存在的价值，
也才能赢得读者的心和尊重。”雨过天晴：“拿回去还整理上架等等，但我知道，
有的人拿回去就往那里一放，不管了。因为图书馆只要求帮忙拿。”
（9）《河北科技图苑》线上投稿

阳春三月：“河北科技图苑线上投稿了？”雨过天晴：“河北科技图苑 h

ttp://hbkjty.hbu.cn/CN/1006-9925/hom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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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博客 16 周年

2021-1-28 12:02

2021年 1月 28日为图谋博客 16周年，起算点是在博客网开始写博客的时间（2021
年 2月 9日为科学网图谋博客 12周年）。每逢周年，写几行文字，既算回顾总

结，又算宣传推广。由衷感谢科学网！感谢所有给予图谋博客关注与帮助的机构

和个人！ 2021年 1月 28日检索中国知网“文献”：（1）全文中含“ ...

个人分类:圕人堂|37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珍稀”数据库利用答疑记

2021-1-26 22:30

所在高校当前为博士点建设单位，据 2020年 11月更新的数据，专任教师中现有

博士 441人。近年每年大约引进 70名博士，有不少是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

从“双一流”建设高校低就至“双非”，甚至“四非”高校，存在若干方面的“不适”，
其中一个“不适”就是数据库利用方面，尤其是较为“珍稀”的数据库。笔者 ...

个人分类:圕人堂|129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中文学术期刊查验方法

2021-1-25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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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作为一名从事参考咨询工作的馆员。经常会遇到关于学术期刊查验方面的咨

询。种种原因，学术期刊存在许许多多乱象。其中一个乱象是不少学术期刊网站，

真假难辨，假的更像真的，真的更像假的。千奇百怪，经年累月，见怪不怪。尽

管如此，这方面的咨询并不好解答，需要慎之又慎。 简单介 ...

个人分类:圕人堂|72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图书馆员职业能力的思考

2021-1-24 09:48

关于图书馆员职业能力，这些年，笔者作为一名图书馆员可以说是在“干中学、

学中干”，在积极实践与探索，同时也一次又一次梳理相关思考，期待于人于己

均有益。 近期，为了解答一位老师的咨询，笔者做了系列努力，梳理了 《如何

查找研究论文被国内外图书引用情况？》（ http://blog.scien ...

个人分类:圕人堂|56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图书馆的转型升级问题答同行问

2021-1-23 19:07

有在专业图书馆工作的同行提问：“单位希望将现有的纸质图书馆升级为数字图

书馆或智能图书馆。由于我在这个圈子里学习时间少吧，总认为数字图书馆的概

念提了十多年了，还没有发现很好的样版或成熟的方案。不知道王老师这边是否

有好的方案或案例提供给我参考学习一下？感谢！”特此摘录部分“答问”内容。...

个人分类:圕人堂|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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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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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1 月 24 日图谋发起“图书馆从业人员薪酬满意度调查”“圕人堂成员幸福

感调查”小投票。为提升参与度，图谋累计发放红包 160 元，敬请关注与参与“圕

人堂成员幸福感调查”“图书馆从业人员薪酬满意度调查”群投票活动，一分钟

内可完成，谢谢！投票方法：群“应用“-“投票”-参与；顺着其它成员参与的

蓝色链接，点击并参与。这次的公开实验（群投票活动），实际是有实验目的的。

比如可以是：活跃氛围；提供“冒泡”或“发言”机会；可以为利用圕人堂开展

问卷调查等活动提供参考借鉴（比如“发红包”，它是有讲究的，需要尽可能地

恰到好处：有效吸引注意力，提升参与度。）。

（2）2021 年 1 月 28 日为图谋博客 16 周年，起算点是在博客网开始写博客的时

间（2021 年 2 月 9 日为科学网图谋博客 12 周年）。图谋在圕人堂 QQ 群发 100

个口令红包（口令：“图谋博客 16 周年”；总金额 100 元）。感谢所有给予图

谋博客关注与帮助的机构和个人！

（3）1月 28 日，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发起“圕人堂成员幸福感调查”小投票，截

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 14:40，502 人阅读，228 人参与投票。

（4）2021 年 1 月 29 日 14:40，群成员达 2956 人（活跃成员 490 人，占 16.6%），

在线 1464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33.5%），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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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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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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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