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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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周讯》编辑组

主编：王启云

编辑：宋晓莉 赵生让 董行 范良瑛 曾家琳 张婵 卢娅 陈艳 史蓓 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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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单位

(贺卡由圕人堂成员“2014”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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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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第二届计算机与人文协会（AC

H2021）年会 7月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bCuRmR8AMka73GONB2OQpA。
第二届计算机与人文协会（ACH2021）年会将于今年 7月召开虚拟会议，有兴趣
的老师同学可以参阅文内信息报名投稿。”

卫大学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信息中心图书馆学科出版馆员招聘启事 h

ttp://www.psych.ac.cn/yjdw/rczp/202101/t20210129_5879207.html。”
潘*伟：“人力资源处 南师 HR：公告｜南京师范大学 2021年专业技术人员

招聘开始啦！https://mp.weixin.qq.com/s/xndEfePAO6fiE2WNwm8mBQ。”
april：“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2021年诚聘英才 http

s://mp.weixin.qq.com/s/c0Nzz3cd_cIETcF8sAkQNA。”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biochem：“中国图书馆学会 LSC: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组织动员全国图书馆联

合开展第四届‘中国阅读’ 图书推荐榜活动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

2SRtwbznI914yzb-H_gtJw。”

芸芷：“原创 李红岩 图书馆报：李红岩：后疫情时代图书馆如何开展服务
https://mp.weixin.qq.com/s/q7OsIRJ_RcyebqdoOcYnmQ。”

粉晶草莓：“新教育萤火虫新疆兵团第二师分站：《中华少年》为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 https://www.meipian8.cn/3effa9bf?first_share_

to=qq&first_share_uid=36444645&from=qq&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

share_to=qq&share_user_mpuuid=122c651e3d91feadbb9657be96386484&user_i

d=36444645&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qq&uuid=1c2b6bd1bf80

ea28c9ecbe88926e121a。”
雨过天晴：“原创 欣然读书 欣然来读书：【圕人速写】美国图书馆楷模人

物：开创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南希.珀尔 https://mp.weixin.qq.com/s/Mslgc

qg1EcgNFrJ_FN0hgg。”
老田：“拥抱数据之美 察言观数：《国际图书馆学报》 FOLIO特刊征稿 ht

tps://mp.weixin.qq.com/s/zLcCYc59cWgy04bpmw_THQ。”
望着天*：“图情招聘：又要消失一个学科点了 https://mp.weixin.qq.com/

s/5teM_xumRwHJlXV4lgNJ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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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原创 爱的力量 书舟读书会：【精读随笔】读祛心病，31本共
鸣图书你可阅读 https://mp.weixin.qq.com/s/DaTghjCZ5rQDg0iug9se9w。在当
今社会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青年学生压力巨大，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心理疾病
日趋严重，阅读疗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自助方法。”

唐义：“各位朋友好，我们是想通过该问卷了解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的情况，问卷针对的是公共文化机构（主要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
馆、美术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非物中心等）的相关从业者，恳求各位朋友
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填一下，更欢迎分享转发。各位朋友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
或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填答，问卷通过审核之后可以通过微信获得 5元红包。再
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感谢群主提供平台！https://www.wjx.cn/hj/ryp

j2u9eilv8f55jhra.aspx。”biochem：“我一朋友在博物馆工作，我转发一下。”
雨过天晴：“书香中国：观点丨徐雁：图书馆‘疗愈系’文献资源建设及阅读推

广 https://mp.weixin.qq.com/s/02WyP3-EufrfOUS6K040IA。”
沙枣树*：“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走哩，走哩，走远哩 越走呀越远了 ht

tps://mp.weixin.qq.com/s/nTtIxrkS5w6NydVr7kjXig。”
度量衡：“UPro同济尚谷设计教育：值得借鉴！2020年度十大博物馆，造型

灵感都来自哪里？https://mp.weixin.qq.com/s/iVQ5mPorLoTlvVpG35aYjg。”
雨过天晴：“图情招聘：审视数字人文：效能的边界何在？https://mp.weix

in.qq.com/s/fMaBqzoIbFXsMLVh5Fhy2A。”
雨过天晴：“原创 邓咏秋 图情出版：2020年图书馆学编辑室图书举要 htt

ps://mp.weixin.qq.com/s/k9XWiKf0b5cKxJcS-Yi_gA。”
碧海潮生：“纸书堆：纸书堆恭祝全国图书馆同仁新春快乐 https://mp.wei

xin.qq.com/s/OrIoCtJg6y-QwycGNYrSPA。”
图谋：“科学网：科研人员必备春联！总有一款适合你 https://mp.weixin.

qq.com/s/sE3KGdOnlUjvGWq_prl1cQ。”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迎新年 https://mp.weixin.qq.com/s/GvyBvRW98

f5HAxkSp1mu3Q。”

1.3你提问，我回答
（1）《农业图书情报学报》入选《2020中国农林核心期刊》

图谋：“热烈祝贺《农业图书情报学报》入选《2020中国农林核心期刊》ht

tps://mp.weixin.qq.com/s/Rsy3j27GM_tJRQ_miAykBQ2021年 2月 4日，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联合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期刊分会、中国农学会图书情
报分会，正式发布‘2020中国农林核心期刊’遴选结果。 本届‘中国农林核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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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遴选充分发挥期刊评价的导向作用，突出行业评价、学科评价的作用，以
期刊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定量评价和学科专家的定性评价为综合评价依据，对我国
792种中、英文农林领域期刊的总体质量和发展水平进行全面梳理和科学分类评
价，共遴选出 13类 280种核心期刊。分别为综合性农业类，农业大学学报类，
农艺学与农作物类，园艺类，植物保护类，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类，农业工程与
农业信息类，食品科学与农产品加工类，林业类，畜牧、兽医与草业类，水产与
渔业类，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类和特种种植养殖类。 中国农林核心期刊评价
工作自 2005年启动，此次为第四届（前三届遴选的期刊名称为‘中国农业核心期
刊’），已成为农业信息研究所和中国农学会联合开展的期刊品牌工程。评价结
果在涉农领域的学术界和期刊界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此次评价结果的发布，将
有利于引导国内科研成果在我国高质量的农林期刊上首发，推动我国农林期刊良
性可持续发展，建设适应世界科技强国需求的农林期刊体系，助推中国农林期刊
迈向一流期刊。 同期出版《中国农林核心期刊概览 2020》一书，详细介绍
此次评价过程、结果、特点，及入选核心期刊的办刊特色与成绩。将内容贴一下，
这样或许有助于增进了解。几家专业图书馆，家家有做核心期刊评价工作。还有
个共同点，图书馆还‘去图书馆’。”biochem：“中国农林核心期刊评价工作自 20

05年启动，此次为第四届（前三届遴选的期刊名称为‘中国农业核心期刊’）。‘这
个核心从来没听说过呢’很正常。”图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简称
信息所）由原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1957年成立）、中国农业科学
院图书馆（1957年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计算中心（1981年成立）、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宏观研究室（1992年成立）等独立机构逐步整合而成。是以农业
信息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为主要任务的国家级非营利性科研机构。顺道
‘索引’了一下。某省农业科学院信息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4年 12月，由原院图书
馆、网络、多媒体制作等信息服务资源整合而成，是集信息理论研究、信息资源
建设、信息服务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信息服务机构。”

（2）Artlib线上展览 | “在路上”——中国历代经典行旅图
图谋：“Artlib线上展览 | ‘在路上’——中国历代经典行旅图 https://mp.w

eixin.qq.com/s/4qF55SqhQhrwYNEgtVNKRA春运来了，在各地车站码头的年味就
是回家的味道。无论人潮多拥挤、路途多艰辛，为了回到温暖的目的地——家，
对于在外漂泊的游子来说，路上辛苦点不算什么。相对古人来说，我们的出行已
经十分方便，迅捷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方式让天涯变成了咫尺。而古人出行却实属
不易，但其中又自有其意趣所在。今日线上展览我们便来欣赏一波古人行旅图。
感兴趣的成员可以关注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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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万寿寺*：“求助：请教各位老师，我想查 1949.10.01-1976.12之间大陆出

版的报纸和期刊的文章，不知道哪个数据库比较全？没有全文只有文章目录就可
以。先谢谢。”贵州财*：“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4）可以从哪些渠道关注图书馆行业信息？
万寿寺*：“好奇地打听一下：《图书馆报》是各大图书馆都会订、图书馆员

都会读的行业报纸吗？百度百科说：《图书馆报》是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份也是
目前唯一的一份图书馆行业报纸。是这样吗？”扣肉：“有图书馆专业的，一般会
定。”图穷：“@扣肉 我们这从未订，好像有一次头版把馆舍放上去帮我们宣传了
一下，送了一叠那一期的报纸给我们了 ，采编部拿回来的，大家分了传阅了一
下！哈哈。”万寿寺*：“那，图书馆的行业信息，大家一般从什么渠道来关注？”
图穷：“本地日报，每个部门都有一份，可能是政治任务。”万寿寺*：“那业内消
息、动态从哪里了解，微信公众号？网站？”图穷：“我们部门只有三报：本地日
报、中国文化报、电脑报——多年一直是这样。”万寿寺*：“馆员个人，出于兴
趣或进取心，选择哪些渠道呢？”图穷：“@万寿寺路痴 干嘛必须关注动态，即使
个人关注了也不能落地实施。”万寿寺*：“我只是按常理推测，每个行业、专业
都会有交流信息的需求和平台。”图穷：“@万寿寺路痴 @万寿寺路痴 领导班子
成员+辅导部主任，每年都参加中图年会。”节能：“@万寿寺路痴 本地图工委是
一个较重要的渠道。图工委//馆领导//馆员；或者图工委会议（含年会，专家讲
座）。E线图情也是一个渠道。”图穷：“@万寿寺路痴 因人而异——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圕人堂就是非常好的渠道哈，渠道多且因人而异，我也说不全，为了
不出现‘挂一漏万’，你可以在群内发起问卷哈。@节能 E线图情，很多公共图书
馆没买此资源。中图学会网站，calis网站。都是获取最新会议，培训，研究方
向很好的渠道。”皖西学*：“这个群就不错哦。”万寿寺*：“同感，期刊是比较专
业和严肃的交流平台。不过周期略长，另外偏学术交流。所以我才想，应该会有
报纸之类周期更短、通讯性质的渠道。”皖西学*：“多加几个专业的群。”图穷：“@
节能 我也觉得应该买，图书馆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不少哈，尤其基层公共馆。
这个希望群里 E线图情的人出来说说他们有多少图书馆客户，最好有公共馆客户
数、高校馆客户数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客户数。”

1.4圕人堂专题
（1）科学网图谋博客十二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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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科学网图谋博客十二周年 https:

//mp.weixin.qq.com/s/b5D9tAI-g8nOFC55j2-FGA。”

（2）圕人议题交流心得分享
雨过天晴：“刚刚公布的国社结题优秀率仅 5.7%，每年差不多都是这个数字

吧。中国社有多难，以‘优秀’结题又有多难，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吧！对自己不
感兴趣、不能理解、不太了解的领域心存敬畏，与大家共勉。”万寿寺*：“社科
基金能申请到很不容易，是学术实力的硬核证明之一。”biochem：“没有课题，
没有论文，没有专著，晋升职称怕是难。”麦子：“@pww 看来你是看懂我说什么
了。现在很多问题根本到了不是争论不争论的地步，就是连说都不必说，因为我
知道光提出自己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另外也改变不了什么，最好是
什么都不说。”倒立的*：“这个问题只能在科学原则内讨论，超出学科的原则，
一旦触碰到价值观的问题就容易引起冲突。所以也只能说那论文说话，拿出原始
数据，当然最好是国际知名同行评审期刊，供更广泛的同行评议。”雨过天晴：“我
不这样认为。群的魅力在于自由平等、畅所欲言，大家分别发表看法呀，肉麻一
点讲，学术争鸣。只要文明用语，对事不对人，说什么都可以。我觉得要摆正心
态，在这里，没有领导，没有专家，甚至没有长者，只有一个个爱智求真的人，
大家在一起互相交流。”biochem：“@雨过天晴 都像您这样踊跃发言，本群的活
跃度肯定永远是 100%。”雨过天晴：“千万不要自视甚高、玻璃心，抱着现实生活
中的优势，以为自己说什么，别人就一定得点头称赞。”倒立的*：“阅读推广或
者疗法，要走向科学的道路，就需要严谨的科学实验。当然个人能力有限，对心
理学或者精神医学知之甚少，希望成果能给国际同行评审一下。雨过天晴：“我
为此很苦恼，坚信阅读疗法的科学性但自己水平有限，期待更多有科研素养的同
志加入。所以要加强宣传呀！让更多人知道阅读疗法，进而产生兴趣。”万寿寺*：
“这个可以跟心理学方面的学者交流一下吧。”万寿寺*：“明显是个跨学科的领域。”
雨过天晴：“@万寿寺路痴 是的，有交流。”万寿寺*：“心理学专业有很多这方面
的采样调查和实证的经验，借鉴过来，多一点论据也会更有说服力。”雨过天晴：
“@倒立的魏小狗 自己相信后，才能去证明。反正我是相信的，只是水平有限，
还在学习中。”biochem：“布里斯托尔大学精神分裂症及抑郁症专家钱晓晓推荐
的自我帮助类书籍：《伯恩斯新情绪疗法》作者：(美)伯恩斯《走出抑郁》作者：
(英)吉尔伯特著，施承孙译《轻松告别抑郁症—森田养生法》作者：(日)中村敬
《生命的重建》作者：(美)路易丝《构建生活》作者：大卫·雷诺兹《趟过忧郁
那条河》作者：(韩)金慧楠 著，李源泉 译《少有人走的路》作者：(美)M·斯科
特·派克《忧郁》作者：安德鲁·所罗门《顺应自然的生存哲学》作者：(日)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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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男《自我训练：改变焦虑和抑郁的习惯》作者：卢斯亚尼(Joseph J.Luciani)

译者：普早垒《别了，灰色心灵风暴——走出抑郁的泥沼》作者：徐光兴《噩
梦醒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作者：侯俊阁《神秘的潜力——论抑郁》作
者：美国.弗利德里希·弗拉赫博士《别了，忧郁》作者：(爱尔兰)加雷斯《陷入
忧郁：你如何摆脱——心灵自助套餐丛书》作者：肖峰《一颗找回自我的心》作
者：克利福德·比尔斯《拉自己一把》作者：司晶《心灵 7游戏》作者：毕淑敏
《人最高的是头颅》作者：(爱尔兰)加雷斯·奥卡拉罕《陷入忧郁：你如何摆脱
——心灵自助套餐丛书》作者：肖峰等编著《远离灰色——谈抑郁情绪管理》作
者：袁勇贵《释怀——不再为抑郁孤独烦恼》作者：(日)大野裕译者：陈诚《专
家解答抑郁症》作者：陈福国《追逐阳光：抑郁问题完全解决方案》作者：米歇
尔·奥勒斯金 《快乐是一种选择：走出抑郁完全手册》作者：(美)米勒·米尔。”
万寿寺*：“要求各个阶段的学生写规范的论文，其实根本意义就在于思维训练，
并非单纯为了发表或者文字游戏。思维训练后获得的能力会决定思考所能到达的
深度。”倒立的*：“科学素养其实也是公民素养。”万寿寺*：“保护自己独立思考
的能力，维护自身的根本权益。”麦子：“@万寿寺路痴 这事情说的容易做起来太
难了。首先，我很难证明我自己的思考是独立的，因为我独立思考能力不是凭空
形成的，一定有一个来源，如果这个来源不是自由独立的，我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其实也是不存在的。”万寿寺*：“@麦子 没有绝对的独立，但是可以尽可能去接
近，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局限，通过逻辑自洽来调整，还是可以有改善的。无论如
何，总比放任现状放弃反思好一点。我是这么看的。”万寿寺*：“@雨过天晴 我
建议您多关注心理学。心理学的合法性常被诟病，也在于过于主观，实验和证据
的欠缺，这一领域的学者一直在为之努力。我觉得您遇到的问题会跟他们相近，
可以参考他们的解决应对思路。”麦子：“@雨过天晴 学无止境，但现在学习未必
局限在书，我是很久不看书了，但每天能学新东西。”雨过天晴：“@麦子 确实如
此，比如与人交流就挺重要。不仅与图情专业的老师们多交流，以后我还要加强
与相关学院老师们的交流。”

图谋：“圕人堂群，是圕主题交流群。闲暇时段，圕人日常生活、兴趣爱好
等亦欢迎交流与展示。之前有成员展示过自己养的花花草草，欢迎进一步展示。
且不仅限于花草，虫鱼、猫狗等，同样欢迎。”

麦子：“@biochem @biochem 这个问题我在前几天的自语中已经点了一下：
对话的两方的信息不等产生的结果。各自以为各自掌握了真相，然后为了自己的
目的对这部分信息进行控制，而对方也了解这点。这类做法的结果是，对方自己
事先把可能有争议的问题删掉，以便取得一定的平衡点，让对话能进行下去，如
果仔细想：这个过程中，信息接受者的损失最大，因为失去了了解争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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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不能举具体的例子，因为这样就会陷入这个漩涡中去。这个问题在目前
网上的各种博客和群里是常事，我想大家也一定遇到过。通常的结果是：一个群
只有一个看法，有不同观点的人，要么离开，要么不说话。我个人在现实中，遇
到很多听上去是和自己观点很不同的东西，一般开始也会比较郁闷，但我往往先
听了，再去用其他部分查证。但我的体会是：这个过程其实是独立思考的基本一
步。另外，听和自己观点相同的东西尽管舒服，但对自己往往是没有帮助的。我
人生中做的很多好的决定都是因为听了很多令我不很舒服甚至讨厌的建议的结
果。”万寿寺*：“@麦子 深有同感，不同的观点往往带来更多启发，也便于反思
自己的盲点。”麦子：“ @pww @万寿寺路痴 多谢鼓励，我也实在没人听我絮叨。
现实中认识的，理工为主，而且兴趣也不同，所以很难谈什么。我自己的兴趣太
杂，和自己的年龄也不符合，所以只能自娱。对了，现在的理工的人和以前不同，
似乎兴趣很狭窄，很多电视剧也不看。”

（3）愿圕人堂成员能够从招聘信息中受益
图谋：“圕人堂中有一部分成员是在求职中。因此，专门用‘大喇嘛’广播了

一下，希望有所帮助。这也算是一种圕成员福利。’比如成员‘安大出版专硕’好
像是正在求职中，不知道是否对这条招聘信息感兴趣？’圕人堂欢迎图情招聘
供、需各方发布或分享相关信息。’求职者，以适当形式表达求职意向，或许会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圕人多是活雷锋。”

（4）圕人堂新年祝福
雨过天晴：“八十年代的春晚，歌曲、小品……甚至演员的服饰，都能带动

新一年的流行。”骑鹿踏雪：“现在的春晚节目速成型比较多，可能是大环境变化
吧。”cpulib*：“传统手艺。”雨过天晴：“糖年画。糖人？”cpulib*：“是的。”雨
过天晴：“挺有趣的，娃娃们喜欢。”猫爪：“以前春晚的好歌都会唱，最近两年已
经不知道春晚有啥好歌流传开了。”图谋：“圕人堂过年，期待能有些节目。秀各
地年俗，展各馆风采。可以体裁之一。”biochem：“大家可以晒各地的风景、年
俗、民俗、美食等。”雨过天晴：“正常情况下，大年初一街上会有民俗表演，汉
江上有龙舟表演，今年好像都取消了。”图谋：“评选圕人堂好声音，这也是个好
节目，期待 ing……。公共馆及专业馆的同行，方便的话，期待展示一下贵馆的
过年氛围。”

图谋：“圕人堂新年祝福红包，是咱们圕人堂的‘年俗’。”烟台杨*：“恭祝群
主和各位新年快乐，阖家安康。”图谋：“难得欢聚一堂，一堂难得欢聚。圕人吉
祥，圕人安康！。图谋想起成员‘2014‘老师设计的圕人堂专属贺卡可以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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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哥：“恭祝群主和各位同仁新年快乐、阖家安康！”王*：“新年快乐这一年在群
里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知识，围观了各式讨论，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万寿寺*：
“新春快乐！感谢群主，感谢各位分享观点和信息的老师，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新的一年，祝大家生活如意、事业顺遂、心想事成。”图谋：“难得欢聚一堂，一
堂难得欢聚。圕人吉祥，圕人安康！。”KK：“新年快乐。”图谋：“@全体成员 祝
愿全体成员:日日吉安，个个安福，年年大余，家家泰和，八朋安义，老人万载，
子孙都昌，福如星子，事业永新，心情宜春每日新余，治安武宁，财通婺源，吉
祥万安，幸福万年，家国乐安，普天同庆！”图雷：“2021新春即将如约而至，祝
福大家在奋斗进取的牛年里牛气冲天，牛劲十足，一切顺遂～～。”

123：“请问大家最近搜索图人堂的知识库正常吗？我搜索后一直处于查找状
态。”biochem：“圕人堂的知识库上班时间才开放。@123。”

1.5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信息中心图书馆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引起的思考
卫大学问：“http://www.psych.ac.cn/yjdw/rczp/202101/t20210129_58792

07.html。发布一则招聘启事，欢迎各位老师推荐，自荐，转发。”麦子：“@卫大
学问 虽然简短而且语言也不是太好，这肯定是我见过的国内最好的招聘广告：
具体说明了一个（这是最起码的把图书馆工作人员当人看的做法）岗位的要求，
而且这些要求比较正常，没有废话。我甚至觉得有必要写个邮件给他们赞他们一
下。我们总说一些海阔天空在特色下永远也做不到的东西，但职业的提升其实就
是从小的地方开始的。看了这个所的其他招聘广告，都是同一的格式，所以之前
一定是有一个明白人定过调子。”卫大学问：“@麦子 谢谢您肯定。您不说我还没
感觉出与其他图书馆的差异呢。中科院系统的馆员招聘启事大抵都是这样。”图
谋：“@全体成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信息中心图书馆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学
科出版馆员 1人。http://www.psych.ac.cn/yjdw/rczp/202101/t20210129_587

9207.html报名时间截至 2021年 02月 26日（周五）17:00（以收到有关材料为
准）。一．岗位职责 1. 负责心理学预印本系统的平台建设、内容管理与宣传推
广； 2. 负责研究所知识成果的挖掘、组织与传播；3. 负责图书与期刊出版的
咨询、培训与支持；4. 负责心理学相关特色专题数据库的建设；5. 完成所领导
和部门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 岗位要求 1.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有心理
学或相关学科教育或研究背景；2. 了解并热爱图书馆工作，有出版相关工作经
验者为佳；3. 具有较好的团队意识，踏实肯干，对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自
律性强，善于沟通。信息来源：http://www.psych.cas.cn/jgsz/。”

图谋：“‘学科出版馆员’岗位，是图谋前所未闻的岗位之一。具体到岗位职
责与岗位要求，属于高度‘复合型’需求。心理学+出版背景，有一颗热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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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jerrycat：“岗位名称可以创新，但要求真高，平台建设 数据库建设、
数据挖掘、出版培训，都硬实力，热爱图书馆属于软实力。”图谋：“那个岗位有
点接近‘数字学术馆员’的意思。关于热爱图书馆，这一要求确实越来越高了。
首当其冲的是，‘图书馆’的位置越来越边缘化了，许多机构，已经难觅图书馆踪
影了（即便存在，被改组或优化了）。”虚怀若海：“确实。”图谋：“图书馆学、
情报学教育，一大功用是为图书情报机构输送人才。然而，种种原因，早已是相
互瞧不上的处境。”麦子：“@卫大学问 看来中科院的确是胜人一筹。 当然，文
字上还需要改进，我们这样的征聘广告往往是要反复看和修改的。”biochem：“中
科院的待遇也胜人一筹。”biochem：“我们写工作计划的时候，也要写上‘完成上
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图雷：“教授能者多劳， 还好说话，顶锅大侠。”雨
过天晴：“@图谋 @图谋 没看见招聘中有工资待遇，收入和付出匹配，热爱就有
了。”biochem：“中科院的待遇不会差。”卫大学问：“@麦子 请您多指导！我们岗
位比较稳定，七八年才会招聘一次。没有太多经验。中科院不同地区不同体制不
同岗位不同学科的研究所待遇差别比较大。所内部都差别都非常大。劳务派遣待
遇不会很高，的确是几千块，但是我们这个岗位属于临时性岗位，未来可以转为
长期聘用，待遇会有提高。@图谋 有意向欢迎各位老师给我投简历。”

1.6面向大学生常见心理困扰的对症书目
雨过天晴：“爱的力量 书舟读书会：【全民阅读】面向大学生的常见心理

困扰对症书目 https://mp.weixin.qq.com/s/9Nfgi2xTTsva-sSKo_ZZnw。”
雨过天晴：“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阅读与心理健康分委员会成立

后，学会内部和社会各界希望我会能集中专家智慧，结合阅读疗法的理论和实践，
推出一个对症的书目，广为刊发，一来指导各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二来让广
大读者直接受益。本书目所选图书遵循以下标准：一、以泰山医学院图书馆提供
的验方为主；二、在验方中尽量筛选经过时间考验的名著，酌收价值观端正、获
得一致好评的畅销书，而有些书虽然影响极大，但价值观多元、社会争议也大，
则不收；三、根据验方中图书的内容，以内容相近的名著替换部分时新图书；四、
为保证信息正确，书名、作者名优先录自封面，见不到书籍实物和封面照片的，
则优先录自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以上途径均找不到的，
则录自"豆瓣"网。五、考虑到所收图书不少是名著或畅销书，有多种译本，曾由
多家出版社出版，内容大同小异，选择何种版本不甚影响对其中营养或者说是"

药性"的吸收，为避免替出版商做广告之嫌，也为了读者找书方便，本书目只列
原著者，不列译者和出版社，广大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合适的版本。”
雨过天晴：“使用方法：为扩大读者选书余地，本书目的开列采取宜多不宜少的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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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每一类中的各书作用大体相当，具体使用时可根据精力、时间、条件自由
挑选，不必全部读完。这些书籍的作用的确定，是根据图书馆员的自身体验和开
展阅读疗法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所得，适用于大部分人，但不能保证不会给个
别读者带来不适或副作用，因此无论是图书馆推荐给读者阅读，还是读者自选阅
读，若发现对身心带来不良影响，均宜随时停止阅读或换书阅读。广大读者在读
书时，如发现具有心理调节功能的书籍，亦欢迎推荐给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
委员会阅读与心理健康分委员会(mailto:shujiandao@gmail.com)。”biochem：“看
过《决裂》《春苗》《红雨》《青松岭》《铁道卫士》《秘密图纸》等电影的一
般都过过苦日子，知道改革开放来之不易。《邓公的遗产》读过几遍。”

1.7关注图书馆学前辈：刘纯甫、昌彼得
杯葛：“插一个前段时间的话题，前些天提到刘国钧哥哥刘纯甫的来源是 台

湾的中央图书馆馆庆特刊，王省吾的《追忆在中央图书馆》。”麦子：“@杯葛 谢
谢，很好的故事，他的一生也很丰富。”杯葛：“因为本篇文章主角不是他。”麦子：
“@杯葛 这篇东西有相当大的信息量，而且把这些事当平常事来叙述。”biochem：
“涉及到诸多人物。”杯葛：“就我知道的一点点刘纯甫的资料供大家参考 大约生
于 1895，南京人，金陵大学毕业，1921年参与金陵大学与美国农业部的合作项
目编制中国古代农书索引，1926年与万国鼎合著《本馆中文地理书目》、1929

年编著《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地理书目》、1930-1931年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任
职，1933年起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任职.1920年代和 1930年代在中华图
书馆协会会报上有多篇文字，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上有多条提案。1949年之后
信息不详。”麦子：“其实，我更熟悉的是下一篇的昌彼得，这人因为他的索引对
国学的贡献巨大，我觉得从图书馆角度看，他绝对可以排到前 5名内。在没有计
算机的年代，他的索引在汉学研究中被大量使用，当然，我估计国内知道他的人
不多。”中原劲草：“昌老的几部索引让人受用匪浅，确实是老一代学人服务图书
馆的代表。国内搞儒学与宋至清代史学的绝对会用到昌老等人编的索引的。”杯
葛：“看徐森玉和屈万里的文章时，里面多次提到昌彼得。只望那山，还不知彼
山。”图林新人：“在 Taiwan的国家图书馆馆讯上有看过昌彼得的回忆录节选。”
麦子：“没有这些索引，这些东西你也就不要研究了。我当初白手起家建汉学馆
藏，他的索引是核心中的核心，其他书可以慢慢来。”中原劲草：“虽然现在计算
机检索快捷方便，但台湾图书馆界编的这几部纸书索引至今仍造福学界。真心感
谢这些学人的付出！”麦子：“@图林新人 你这个是新叫法，以前叫国立中央图书
馆馆讯，英文的名字倒是一直没换。我每年拿他们不少的书。”中原劲草：“他们
好像有个汉学研究通讯，上面文章都不错的。我在印度看到过，大陆很多馆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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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万寿寺*：“昌彼得的书，大陆少见有藏的。”图林新人：“最早是在《台
北故宫》纪录片里看过昌老相关的信息，以后有机会再多多了解学习。”草长莺
飞：“昌先生也是文献学大家，代表作是《说郛考》，关于陶宗仪的研究，考证
很细。”麦子：“尽管我是在几年前贴了那个武昌文华学校的照片，当时我只是看
到这些中国人的照片而已，但对这些人没有什么认识，但后来在群里会有这么多
对当时细节的讨论感到十分意外，因为我只知道昌彼得这类的人。@中原劲草 @

中原劲草 是，另外汉学研究中心现在还有很多高质量的免费数字资源。”万寿寺
*：“一直在找昌彼得先生编的《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至今无果。”
麦子：“@草长莺飞 是，我想这个索引可以说是他研究的副产品。”草长莺飞：“袁
同礼先生编的索引也很好我翻过一点。麦子老师说的很对，这些前辈值得后人敬
仰，其工作值得我们学习。”willa：“原来刘纯甫是刘国钧先生的哥哥，谢谢@杯
葛 分享的资料。”biochem：“不该今天才知道‘刘纯甫是刘国钧先生的哥哥’。”bi
ochem：“【馆员】杯葛 2021/1/29 星期五 22:25:50@图谋 叫刘纯，也叫刘纯甫，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可以看到他的部分信息。我是看台湾《传记文学》上某篇
文章上写的，说他是刘国钧的兄弟。”

图谋：“刘承干著；陈谊整理.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 3辑 嘉业堂藏
书日记抄 下[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6：544。”

图谋：“@杯葛 另有一说，刘纯甫是刘国钧的叔叔。看来尚待进一步考证。”
杯葛：“受教，昨天晚上又查了金陵大学教务处 1944年编写的同学录，1928年前
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他毕业学校暂未查到。”图谋：“圕人堂群里潜伏着许多图
书馆史研究高手。我算是业余的，捎个信。顾烨青.刘国钧先生在金陵大学及中
学的学习情况——基于学籍档案等材料的解读 http://m.chaoxing.com/mqk/re

ad_38502727e7500f26f907dc69a3c0ca374507a52068d1e3541921b0a3ea255101fc

1cf1fbb4666ae69dd2bc1105a9afafc594494ce49a6e704753274586189c00ea85d85

dabdda7b23ede6d18287b7fb8?uid=44052984&aid=768&appId=1000。刘国钧有个
胞弟叫刘国荣。刘国钧先生的长子刘家祜，90岁了。上述信息供参考。”

图谋：“王省吾(Wang Singwu)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

rseas/oc_wsw.htm王省吾，一九二零年生于浙江温岭。一九四四年获浙江大学
史地系学士学位，一九五九年赴美深造，进入俄亥俄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攻读，
一九六零年获图书馆学学位。一九六九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论文为《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1888 with specia

l reference to Chinese emigration to Australia》，此论文经修改后于一九
七八年以专书出版。”杯葛：“顾老师的文章拜读完，受益匪浅。”

图谋：“关于史的问题，种种原因，很难进行‘历史还原’。比如王省吾 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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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忆文字中说他年轻时的同事‘刘纯甫老先生’是刘国钧的弟弟，有专门研究者
告诉我应该是叔叔。国内研究刘国钧的人很多，他的儿子仍健在。”
图谋：“关于王省吾那段文字，我转帖是便于进一步分析他和刘纯甫的年龄。是
新加坡国立大学网站上的华人图书馆员研究信息，2000年首发，2008年修订。
王省吾是 2004年去世的。总体上有较高参考价值，但可能确实存在不够准确甚
至错误之处。麦子老师分享的 Facebook上的信息可以相互参照。”biochem：“@
麦子 @麦子 麦子老师说的我有同感，即使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实际上论文的
参考文献部分错误多的是，有的是完全错误，作者、文题、期刊名、发表年代等
的引用可能都是错的。我有多年的审读经历。”图谋：“这方面的问题实际是有深
层原因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其中一个原因，可以归因
为信息不对称。盲人摸象故事中的盲人，各自以为各自掌握了真相，实际上是以
部分代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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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网图谋博客十二周年

热度 3 2021-2-5 17:23

2021年 2月 9日为科学网图谋博客十二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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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科学网

图谋博客在“博客总排行”居 43位，“已有 7409571 人来访过”，已发博文为 2241
篇，其中 352篇为《圕人堂周讯》（图谋为“主编”角色，2014年 5月至今，每

周一期），另有 ...

个人分类: 圕人堂|1156 次阅读|9 个评论 |编辑| 删除 | 置顶 热度 3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5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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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07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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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79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27079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079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079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7079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079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7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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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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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 2 月 9 日为科学网图谋博客十二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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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科学

网图谋博客在“博客总排行”居 43 位，“已有 7409571 人来访过”，已发博文

为 2241 篇，其中 352 篇为《圕人堂周讯》（图谋为“主编”角色，2014 年 5 月

至今，每周一期），另有少量“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博文作者为圕人堂成员（注：

博文中注明）。图谋原创博文估计在 1500 篇以上（不含摘编类博文）。

（2）本周圕人堂成员关注图书馆学前辈刘纯甫先生、昌彼得先生。（讨论内容

见周讯正文。）

（3）圕人堂红包雨。圕人堂新年祝福红包，是咱们圕人堂的“年俗”。2月 11

日（除夕）：图谋发红包，主题为“圕人堂祝全体成员除夕吉祥”（金额 100

元）；西北圕夫发红包，主题为“祝大家新春快乐”（金额 100 元）；胡*玮 2014

级发红包,主题为“愿咱们群越来越好！”（金额 60 元）；图书馆论坛刘编发红

包，主题“牛年更牛，让我们做一头牛吧”“新年快乐吉祥”（总金额 100 元）；

杨*洛发红包,主题“祝大家新春快乐，牛年大吉”（金额 100 元）；2月 12 日：

图谋发红包，主题为“牛年吉祥，福寿康宁”（金额 100 元）。数百名成员参与

“年俗”活动，“红包雨”中辞旧迎新，一张张喜庆图片，一声声祝福祝愿。难

得欢聚一堂，一堂难得欢聚。圕人吉祥，圕人安康！

（4）2021 年 2 月 12 日 15:00，群成员达 2960 人（活跃成员 496 人，占 16.8%），

在线 1427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34.8%），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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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bt.edu.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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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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