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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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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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低调：“高校图书馆用户素养的培育，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张久珍主讲，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北京爱迪科森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3 月

18 日（周四）晚 19：30 在线直播地址：https://play.yunxi.tv/pages/5d296f

56864d48fe9bbf99fb4cf3ad57?openId=oY3Tsvp15sV3saXds0vRJOoVOXTI#/。”

会议君：“图书情报 丨征文！中国档案学会 6月在沪举办“档案纪念建党

100周年”学术论坛 https://mp.weixin.qq.com/s/mZLgBPFe7Im1Th995qKFZA。”

低调：“第 16届 iConference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

2021 年 3 月 17-31 日以在线方式进行。17 日（周三）下午六点至八点（北京时

间），首场主旨报告人为上海图书馆夏翠娟女士。https://ischools.org/2021

-agenda。”

图谋：“检索高手是怎样炼成的？主进人：东北师范大学副研究馆员 谢亚

楠 时间：2021 年 3 月 18 日晚 17:30 至 21:30。线上直播地址：https://www.x

uetangx.com/live/live20210318c01/live20210318c01/7404458/10441943。”

笺：“最近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科大、上海大学等等招聘信息 ht

tps://mp.weixin.qq.com/s/WMgNNvSLieLSqIuFzmeyqw。”

徐徐清风：“中央宣传部直属单位 2021年度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https:

//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18430581139800596851&it

em_id=18430581139800596851&reedit_timestamp=1615528187000&to_audit_ti

mestamp=2021-03-12+13%3A49%3A47&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pid=&pty

pe=-1&source=share&share_to=browser。”

Pww：“馆员招聘 | 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 2021年校内外公开招聘 https:

//mp.weixin.qq.com/s/sfHsDz9wlXQGkQp_di2gCQ。”

哈哈一笑：“转招聘信息，其中有馆员、助理馆员岗位，详询 https://mp.

weixin.qq.com/s/oXn3Xv8_av_CwS60Br19Og。”

dragon96：“九江学院图书馆招聘 www.jju.edu.cn。”

Follaw：“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招聘馆员 2 名，详询 023-6137303

4.http://www.cqepc.com.cn/info/1014/6122.htm。”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图谋.关于高校图书馆印刷型馆藏的思考.http://blog.sciencene

t.cn/blog-213646-1276480.html 随着业态变化，高校图书馆印刷型馆藏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图书馆转型与升级，同样需要谋求高质量发展。受到诸多约束，

前进道路可谓亦步亦趋。笔者的认识是，印刷型图书仍是图书馆的根基之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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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印刷型馆藏仍需要尽可能地善待她，现在和以后，属于纸电并重时期，二者

需要兼顾。当前，有不少高校图书馆馆随着新的政策文件出台，感觉如释重负，

因为“图书资源总量”终于“够够的”。如果高校层面也这么想，也认为自己“够

够的”，高校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的信息服务职能及教育职能将会

受到“二次伤害”（笔者将“缺经费”“缺馆员”“缺读者”的三重现实困境视

为“一次伤害”）。”

图谋：“刘桂锋.第一个十年：与图书馆相遇[J].图书馆论坛，2021（3）：

156-160. 青年图书馆员风采展示。”图漾：“刘博士是从理工科博士转型图书

馆员的成功案例，他的博客上记录了从发表第一篇图书馆学论文到第一篇 cssc

i、第一篇 ssci 乃至现在成为图书情报专家的历程。”biochem：“刘桂锋的科

学网博客：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723&do=b

log&view=me&from=space。”

图谋：“Marshall Breeding,肖铮.2020图书馆系统市场报告：整合中的新

机遇[J].图书馆论坛,2020,40(10):155-164。美国图书馆专家 Marshall Breedi

ng 根据其 2019 年度图书馆技术公司调查报告和市场上公开的信息,撰写了图书

馆行业技术产品市场报告。报告从行业市场动态、业绩表现、公司发展、开源产

品和各类型图书馆市场分析等方面阐述各公司的产品动态和发展趋势。报告对我

国图书馆界了解图书馆技术行业发展趋势、国外各厂商主要产品信息等具有参考

价值。”

图谋：“南通市图书馆全景浏览.http://360pt.ntlib.org.cn:8010/index.

html 里里外外全方位展示。”

图谋：“2019年江苏省高校图书馆书刊外借量 TOP10 http://blog.scien

cenet.cn/blog-213646-1277548.html 图谋摘编自：管红星主编.2019 年江苏省

高等学校图书馆发展报告[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1：193-196.。”

biochem：“一位法国虚拟科学家发了近 200篇论文 作者：鲁亦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3/17 21:03:39 http://news.sciencenet.cn/ht

mlnews/2021/3/454694.shtm 1 年前，Camille Nous 首次出现在研究领域，是

一封抗议法国科学政策公开信的签署人。从那时起，Nous 已经发表了 180 篇期

刊论文，涉及天体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和生态学等不同领域，并且被引用次数越

来越多。但是 Nous 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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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EozxnOdMo0fOz9l6w_4Q。”

古饶：“https://mp.weixin.qq.com/s/-zYgJP_8Vyj4OtCIeN1fCA因疫情影

响，三分之二英国国家艺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将被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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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m：“武夷山：人工智能与人工愚蠢，知识经济与无知经济 http://b

log.sciencenet.cn/blog-1557-1276765.html。”英国 Interdisciplinary Sci

ence Reviews（交叉科学评论）杂志网站 2021 年 3 月 7 日在线发表了英国肯特

大学英语学院准教授 Michael Falk 的文章，Artificial stupidity（人工愚蠢）。

澳大利亚《普罗米修斯》杂志 2008 年 12 月号发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的 J

oanne Roberts 博士和英国诺森比亚大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的 John Armitage

博士合写的文章，题目是‘无知经济’（Ignorance Economy）。他俩认为，知

识经济的概念早已炒得火热，但是必须看到，知识经济同时又是无知经济。无知，

指的是缺乏知识、信息与技能。知识经济与无知经济的关系，具体表现为 8 个方

面。

Biochem：“多位国内高校负责人解答热点问题，传递改革最新风向高校教

师职称改革‘动真格’作者：储舒婷 来源：文汇报 发布时间：2021/3/15 htt

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3/454560.shtm 将思想政治与师德

师风考核作为评价首要条件，畅通各类人才多元化晋升和发展通道，职称评聘既

要防止‘一刀切’，也要避免‘无章法’。”

人生若只如初见：“教科书里被删除的经典文章，哪些让你格外可惜？htt

ps://c.m.163.com/news/a/G0L7LK7F05418260.html?spss=adap_pc&referFrom

=。”

学图-123：“清华大学为何计划取消新闻专业本科招生？|清华大学_新浪财

经_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wm/2020-05-15/doc-iirczymk18227

50.shtml。人大本科增加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撤销编辑出版学_全英文 http

s://www.sohu.com/a/453769923_120091539 对于撤销了编辑出版学，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周勇解释称，调减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是人大新闻学院根

据自身学科发展定位和战略布局，优化学科布局的一次自主行动，主动申请调减

并获教育部批准，在硕士、博士层面仍保留相关专业方向。”

河海刘祥平：“非遗传承|图书馆为专业劳动教育课程服务 https://mp.wei

xin.qq.com/s/QRpUhNSvhq7zdQVika2_ZA。”

图书商报任志茜：“剧变之下馆配形态正在重塑 https://mp.weixin.qq.co

m/s/YQiIgsHI5pSAgEaZI7dakw。”

低调：“‘论文读写入门’系列公益讲座 https://k.cnki.net/mobile/Pho

neTheme/Index/262。”

biochem：“哪些人适合读博？中南大学博导：如果符合这几条，或不适合

读博！https://mp.weixin.qq.com/s/SXIQ7k8f394f3zyCxylU8g。”

biochem：“助力乡村振兴！新华社关注云南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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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weixin.qq.com/s/nNSL3ymFKL3kDCcSGGwnjw。”

biochem：“赫荣乔：有了手机，人的记忆能力会退化吗？http://blog.sc

iencenet.cn/blog-829868-1276351.html。”

笺：“重磅！《数据安全法（草案）》全文发布！https://mp.weixin.qq.

com/s/Ui56mCtALR9AH5eX3jxDtA。”

1.3你提问，我回答

（1）关于图情专业毕业生图书馆招聘讨论。

贵州财*：“我们有一批图情专硕研究生毕业，各位哪有图书馆招人信息请

分享。谢谢！”dadada：“@贵州财大杨溢 顺着这个话题，我想咨询一下大家图

书馆不同岗位的工资水平，在哪里可以了解到呢。”正在输*：“每日一问，哪

个图书馆招聘图书情报专硕？”图谋：“关于求职，建议不是单纯的问那个馆招

聘，可以主动发布求职意向。这样或许效果更好。”图谋：“另，关于图情招聘

信息，建议关注图情招聘微信公众号，可能会有一定帮助。”正在输*：“嗯嗯。

已经关注了。”燕山大*：“每日关注，天天学习。”dudu：“现在求职比较难

了。”dudu：“35 岁以上，得有教授和博士才行。”dadada：“硕士毕业的话

一般是怎样的工资呢。”图情混子：“@dadada 4K-5K。”笺：“最近招聘蛮多

的，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科大、上海大学等等 https://mp.weixin.qq.

com/s/WMgNNvSLieLSqIuFzmeyqw。”dadada：“@图情混子 感恩~”莲雾：“@d

adada 地区间差异性较大。”

（2）关于图情专业研究生从事图书馆工作的讨论

雨过天晴：“报考图情专业的学生，至少应该把图情工作当作以后的一个重

要选项吧，如果为了考而考，那真是个人与图情行业的双重悲剧。报考图情专业

的学生，至少应该把图情工作当作以后的一个重要选项吧，如果为了考而考，那

真是个人与图情行业的双重悲剧。”cpulib2009：“我们学校最近成立三个研究

部门，大量高薪招聘药学方面的人才。疫情带来的就业机会。”飞：“估计考图

情吧，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为了考而考。”雨过天晴：“疫情改变了世界。”飞：

“估计没几个年轻人在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致力于图书馆事业。”biochem：

“疫情改变了世界，那多来几个疫情吧。”飞：“其实这个不用看研究生。”天

天：“图情招的少，MBA、MPA 招的多。专硕不直接单科考数学，分流进一批信

管学硕。”飞：“看本科生就行。图书馆学，档案学的本科，他们后来的就业方

向等。”雨过天晴：“@飞 还是有的。”图漾：“本科专业有时是没有选择的，

研究生专业是自己选择的，没有可比性。”天天：“今年分家，图情专硕国家线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nNSL3ymFKL3kDCcSGGwnjw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868-127635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868-127635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Ui56mCtALR9AH5eX3jxDtA
https://mp.weixin.qq.com/s/Ui56mCtALR9AH5eX3jxDtA
https://mp.weixin.qq.com/s/WMgNNvSLieLSqIuFzmeyqw
https://mp.weixin.qq.com/s/WMgNNvSLieLSqIuFzmey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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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高，证明考生底子不错，群里大神好好培养培养吧。”雨过天晴：“学硕呢？”

飞：“可本科的基础教育才是根本。更具有现实意义。”天天：“学硕变化不大，

考数学呢。持平或降了吧。文学还是教育学涨了一点。”图漾：“@飞一些图情

招生机构还来，骗，可怜的考生，说我们毕业生将来不一定去图书情报机构。”

雨过天晴：“@天天 有的学校不考数学。”图漾：“本科是通才教育，将来方

向未必是本专业，研究生是专才教育，决定你的发展方向。”飞：“不用招生机

构骗，考上图情的人也没打算干这行。”学图-123：“@图漾 确实如此！”飞：

“可能名校图情的毕业生，会从事这一行吧。”贵州财大杨溢：“我们学校第一

届图情专硕毕业生，进图书馆的有 10 几个。”飞：“包括进大学当老师的？”

图漾：“@飞 所以说是个人和图情行业的双重悲剧。”飞：“哎，确实。看个人

怎么想吧。有的的确是为了个学历。”贵州财大杨溢：“很多学生在选方向时瞧

不起图书馆方向，在毕业时又挤破脑袋想进图书馆。特别是去年疫情使图书馆职

位热了起来，毕竟是事业单位，有保障。”dudu：“是的，压力不大。”图漾：

“倒回十几二十年还好，现在研究生都臭街了，不对口的研究生文凭，哪怕是名

校的，能有多大作用。”贵州财大杨溢：“进大学当老师必须是博士。”dudu：

“一些老师也想来图书馆。”贵州财大杨溢：“而且现在图书馆学的博士进图书

馆学专业教书很难，岗位太少。大多去了档案学、公共管理、传播学、管理科学

等相关专业。情报学相对好当老师。大多图情学院要的是情报学博士。”dudu：

“博士扩招也太厉害了。”学图-123：“@dudu 不用担心，再多也比研究生少。

一博难求肯定还是现实的。术业有专攻，博士毕业后再怎么转行也离不开本专业

的基础的。博士生再扩招也比硕士少很多很多。到目前为止，我认识的读研的孩

子我知道的只有一个读博毕业的。现在的硕士研究生很好就业的。不管什么专业。

如果真的就业很难的话，早都读博去了。我知道的这位读博毕业的孩子本科阶段

成绩并不是很理想。可是读硕后特别自信了。”贵州财大杨溢：“本科的考试和

读硕后做研究是不同的思维模式，读本科时成绩好未必读研后会做研究。”学图

-123：“这个就仁者见仁了。”麦子：“@贵州财大杨溢 不怪这些人，因为这是

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图书馆没有门槛嘛，反正其他的专业都能进，我何必一上来

就读这个很窄的领域。本来图书馆的行业问题已经很大，这样做进一步的结果就

是图书馆总也没法专业化（里面什么人都有，而且只要其他地方有更好的活，就

跳了，导致图书馆进一步的边缘化。”贵州财大杨溢：“我说的是图情专硕的学

生。图书馆也比较烦这些人，面试时一问三不知，连图书馆的职能、部门分布及

职责等说不清。”人生若只如初见：“@麦子 老麦，世界上哪个国家图书馆或者

馆员地位最高？文献情报意识最强？可能也就是日本了吧？”贵州财大杨溢：“进

来全部要重新培训。”麦子：“@贵州财大杨溢 那就要问这个图情教育本身，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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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可以少一点人。”贵州财大杨溢：“上课都讲过，这些人上课要么睡觉，要

么看其他的书，根本不听。”麦子(2560763736)：“@人生若只如初见 我一来没

想过，二来说了也有偏见，所以没资格说。”贵州财大杨溢：“醉心于大数据等

其他热门领域，对图书馆的认识和一般的读者差不多。”人生若只如初见：“前

些天还看了群里分享的那篇图书馆学科也来发展方向的文章，里面提到了有人所

谓的边缘化和消亡论。真心觉得既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浅薄、无奈。”贵州财

大杨溢：“有时候他们还找我推荐去某个图书馆，我一概拒绝。”人生若只如初

见：“@麦子 你现在咋越来越保守了。唉。”麦子：“@贵州财大杨溢 有大佬忽

悠中毒了。而图情教育又没有教实践上的基本东西，因为图情教育的课程设置和

实际是脱节的。”飞：“设立图书情报专硕，是不是参考美国的 MLIS。”贵州

财大杨溢：“现在一些毕业生已经进入图书馆工作了，被分到了采编部，让他们

制定高职院校文献编目体系，他们还到处找人问怎么去做。”飞：“那美国那边

是怎么培养的。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贵州财大杨溢：“差不多，偏实践。

实践我们是通过专业实习来教的。我的学生要在各种图书馆的各种岗位上轮一

遍，通过实习就深入知道怎么做了。”麦子：“@人生若只如初见 我一向很保守，

不过从收入上看，美国的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这点我是问过的。其他地方最好的

可能是美国图书管理员的水平。”飞：“如果这个专业在录取时，设置相关门槛。

可能会好点。”人生若只如初见：“@麦子 很无奈，毕竟我们翻身做主人的历史

还太短，翻身之前祖祖辈辈基本文盲，不识字不爱学习。整体怼文献的重要性和

地位基本没有应有的概念，意识薄弱。至少跟当年的侵略者还有很大差距。”贵

州财大杨溢：“录取时大多是跨专业的，什么都不懂。”麦子：“@飞 借鉴美国

的东西往往很少借鉴实用的，因为实用的东西听上去不是很高大上。”贵州财大

杨溢：“从头开始，第一学期往往要求他们补本科时的基本课程。概论、分类、

编目、信息资源建设等。”麦子：“@人生若只如初见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你这几

句话说得让我觉得应该另外补中学（当然再补也没用，因为这课本问题，唉）。”

飞：“图情设置 2年、3 年，照这样看的话，可能没大有什么区别。”人生若只

如初见：“@麦子 毕竟是发达国家，意识层面超前，总能走在前列。钱是最直接

的表现。”麦子：“其实美国的图情硕士里的教学内容分的很细，你读的时候知

道自己大概会做哪种工作的。另外要找实习的（这是毕业的要求之一），所以有

时就在实习的地方待下了。”贵州财大杨溢：“这个我了解过一些，国内比较粗，

比较细的课程如儿童图书馆工作等都开不出来。社区服务等。”麦子：“@飞

我自己读了 9 个月，上了 10 门课。基本就是编目和文献检索。”人生若只如初

见：“因为整个社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小时候想看书是基本没有，只有课本。

下乡扶贫时候遇到这种事儿，有的村里九几年的图灰尘大厚，摆在书架上，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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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讯（总第 358 期 20210319）

9

还是新的，就没用过，甚至不少还没拆包。一直到村里的学校撤销。。。。@人

生若只如初见 其实，我从小就泡在图书馆里看书，但我的年龄差不多是你的一

倍，所以想到这个问题：中国的资源分布的不平均。我觉得中国美国最大的差别

是：美国各地在各方面都比较平均，差别不是很大。”人生若只如初见：“是的。

跟当年的侵略者对比一下，看看那些从情报学、统计学角度对中国做的深刻剖析，

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哪怕只是一个来到中国旅行的，也要出版旅行日志，其他各

种机关团体情报机关之类搞的研究调查报告就更不用说了。相对来说，西方传教

士更注重从个人情感，感受层面描述关于在中国的经历。”麦子：“过去的事情

就算了，问题现在是不是真的认识到了。”图漾：“@贵州财大杨溢 跨专业也没

什么，学两三年够了，关键是能认真学下来。”

（3）关于哪个学校近期准备停订 SD的讨论

冰豆豆：“有没有哪个学校近期准备停订 SD 的？我们正在搜集相关支撑材

料实在负担不起了。”biochem：“Elsevier 一年卖数据库要收入多少啊。怕是

有几百亿、几千亿美元吧。”冰豆豆：“荷兰人比美国人还狠。”cpulib2009：

“一般不会随便停的，利用率太高。美国贵的也很多哦。”冰豆豆：“难道只能

为了买它而把其它所有小库都停了。”cpulib2009：“科睿唯安的产品试试，我

们为了无并发 SciFinder，停了 Reaxys。”徐徐清风：“图书馆购买数据库，多

数表现为‘畏强欺弱’的现象。图书馆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涨价的强数据库反

而得到保护，但往往以牺牲不涨价甚至降价的小数据库为代价。”

徐徐清风(79362698)

图书馆一边大骂那些涨价的强数据库不地道，又‘哀求’人家不要涨太多，

同时无情地下狠手停掉弱小的数据库，这样更是助纣为虐，让强者更强，弱者更

弱。。”红苕花：“爱思维尔以后还会涨，它的数据驱动战略比较成功。”广东

小肥羊：“@徐徐清风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图书馆能够决定的。”

（4）关于编目输入窗口字体问题

QQ：“求教：编目输入窗口，不论选用宋体或其他字体也好，录入典藏后，

都能正常转换成MARC数据，就是不知道这些文字格式是否影响MARC数据的格式，

请各位老师赐教！。”碧沚东楼：“系统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明白这个意思。”

QQ：“@碧沚东楼 就是无论我选用何种字体，系统都能接收，能将录入信息保存，

能典藏存档，能转换 MARC，只是担心后期将这些 MARC 数据拿给别人分享或使用

时会不会出现问题？ 在《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新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

手册中》并无没发现有规定著录字体要何种字体，只有中西文一说。”碧沚东楼：

“我们自行规定统一用规范字体（简体）著录，没有对楷宋什么的字体有规定，

因为前者影响查重，后者没有任何影响。繁体在图创系统查重中查不出，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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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号取用。”QQ：“@碧沚东楼 可以理解，规范操作！！！编目规定中只有中

西文格式，字样没限制！应该是我想的多了。进一步想，不论何种编目系统，只

要录入的数据能正常导出 MARC 数据，而后又能导入到正规的别的编目系统，就

应该没问题。”

（5）数据库后台使用量

skyler：“请问大家，我们领导让我跟数据库使用商要后台使用量，要求一

定要进后台去看数据。不给进就不买。”冰豆豆：“外行领导内行。”skyler：

“如何说服啊。”冰豆豆：“不过这倒是个砍库的思路。”skyler：“还是都不

买了。知网可以进去。只买知网。”OutlooK：“用户能够自行查看数据库访问

统计，这个要求很合理啊。”skyler：“是啊，自己付费多少，使用量多少都不

能看吗。”万寿寺路痴：“可以跟数据商要求，这不是什么大事，数据商可以限

制访问权限，只让你查特定 IP 的访问量，彼此都没什么风险。”skyler：“意

思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是数据库商那边咬死不给。”万寿寺路痴：“倒是有些

用户怕麻烦，直接让数据商定期提供一下访问数据就完了。”skyler：“就是不

让他们提供，我们要进去看。现在情况是他们提交的量很假，几百万都有了。我

们不怕麻烦。”万寿寺路痴：“技术上可以单独给你们开个访问账户，权限设好

就行了。拦着的话，反而觉得有问题。”riff：“应该和外文库一样 可以收割

counter 数据才相对准确。不出 counter 报告的基本等于作假。”

（6）有关建议婚恋教育设为大学必修课讨论

湛然：“最近，建议婚恋教育设为大学必修课冲上热搜第一！这个话题也引

起了网友的广泛热议。”Follaw：“#建议婚恋教育设为大学必修课#我在上《文

献检索》和《心理学》课的时候，都会穿插婚恋教育的内容，以引导学生思考婚

恋观为主。这是值得终生修的一门课程。家庭还是中国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的

稳固和良性发展，对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甚为有利。”biochem：“#建议婚恋教

育设为大学必修课#，教育部要统一发文才能执行吧。建议从下个学期全国高校

统一开课。”中原劲草：“貌似大学里通识课越来越吃香了。”biochem：“上

通识课教师的课时费越来越高了。”

（7）关于图书馆整体发展规划讨论

黄紫橙：“请问大家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图书馆整体发展规划呀？比较有创新

性的。”图谋：“关于图书馆战略规划，实际有非常多的信息。”图谋：“已公

开发表的或者公开报告的，可以进一步关注与参考。至于‘创新性‘的判断，需

要个人去评判。粗略检索了一下，2020 年、2021 年已发表的图书馆战略规划文

献，辑录如下：[1]黄燕娟.美国图书馆合作推进服务均等化的战略与实践——《奥

比斯级联联盟 2019—2024 年战略规划》解读[J/OL].图书馆建设:1-25[2021-03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58 期 20210319）

11

-1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3.1331.G2.20210218.1444.010.htm

l.[2]史智慧.美国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核心体例与编制特点分析[J/OL].图书馆

建设:1-11[2021-03-1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3.1331.G2.2021

0218.1512.016.html.[3]赵艳,涂志芳,刘雅静.战略规划视角下学术图书馆转型

路径研究[J/OL].图书情报工作:1-10[2021-03-17].https://doi.org/10.13266

/j.issn.0252-3116.2020.24.002.[4]王宇,谢朝颖,初景利.学术图书馆战略规

划编制十大关键问题[J/OL].图书情报工作:1-9[2021-03-17].https://doi.org

/10.13266/j.issn.0252-3116.2020.24.001.[5]曾宪付.社会时空观视角的公共

图书馆‘十四五’规划与发展[J/OL].图书与情报,2020(06):93-97[2021-03-1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2.1026.G2.20210207.1022.024.html.[6]

贾申利,邵晶,时莹.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框架[J].大学

图书馆学报,2021,39(01):21-23+27.[7]李玉海,龚丽华.服务‘双新全金’的高

校图书馆‘十四五’规划探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01):24-27.[8]关志

英,王波.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深入研讨,科学制定高校图书馆‘十四五’

发展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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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01):8-14.[9]高凡.高校图书馆战略

规划编制中的几个问题[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01):28-31.[10]王新才.

认清形势、明确目标、集思广益、务实创新——武汉大学图书馆‘十四五’规划

编制的经验与思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01):15-17.[11]程章灿.‘四大

资源’建设实践与展望——对南京大学图书馆‘十四五’规划制定的思考[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01):18-20.[12]尹怀琼,杨陵宇,高凯.香港高校图书

馆最新战略规划分析及其启示[J].图书馆,2021(01):24-30.[13]田丽梅.基于 P

EST 分析的高校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编制环境分析与应对[J].图书馆,2021(01):

18-23.[14]马丽娜.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的解读与启示——基于‘十三

五’发展规划的文本分析[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1(01):122-130.[15]柯平,

王洁,包鑫.促进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战略规划理论与实践[J].图书馆论坛,2021,4

1(01):3-11.[16]曾宪付.社会时空观视角的公共图书馆‘十四五’规划与发展[J].

图书与情报,2020(06):93-97.[17]肖铮,黄国凡.ACRL 2020 年学术图书馆趋势

报告解读及其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的启示[J].图书馆学研究,2020

(24):2-7+21.[18]冯玲.制定注重战略实施的‘十四五’规划——东莞图书馆规

划编制实践研究[J].图书馆论坛,2021,41(01):45-50.[19]王冰.深圳图书馆‘十

四五’规划编制实践与思考[J].图书馆论坛,2021,41(01):34-38.[20]方家忠.

广州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问题[J].图书馆论坛,2021,41(01):29-33.[2

1]杜希林,王宇,吴瑾.关于公共图书馆‘十四五’规划制定的思考[J].图书馆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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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2020,39(12):29-34.[22]薛霏,叶鹰.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十四五’规划合议:

学术图书馆视角[J].图书馆杂志,2020,39(12):35-42.[23]陈亦伟.‘十四五’规

划下的公共图书馆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思考[J].新世纪图书馆,2020(11):17-21.

[24]柯平.图书馆未来 2035 与‘十四五’规划编制[J].图书馆杂志,2020,39(10):

13-17.[25]曹玲静,陈云伟.国际研究型图书馆战略规划及对我国的启示[J/OL].

图书情报工作:1-7[2021-03-17].https://doi.org/10.13266/j.issn.0252-311

6.2020.18.016.[26]曹玲静,陈云伟.国际研究型图书馆战略规划及对我国的启

示[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8):146-152.[27]邹娅一.美国公共图书馆战略

规划编制特点与启示[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0(09):48-53.[28]蔡思明,孙绍伟.

‘十四五’规划背景下公共图书馆阅读空间发展策略研究：以广东为例[J/OL].

图书馆建设:1-14[2021-03-1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3.1331.g

2.20200924.1052.006.html.[29]周德明.编制图书馆‘十四五’规划时的一些思

考[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0,40(05):1-3.[30]肖珑.‘十四五’规划之外:升维

思考，降维行动[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0,40(05):4-7.[31]党跃武.收官之年布

好局，攻坚克难谋新篇——四川大学图书馆关于‘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初步思考

[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0,40(05):8-11.[32]杨新涯.学术图书馆‘十四五’规

划的思考[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0,40(05):12-15+33.[33]蔡迎春.高校图书馆

‘十四五’规划发展环境扫描[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0,40(05):16-19.[34]王

勇,薛小婕.高校图书馆‘十四五’规划影响要素再思考[J].高校图书馆工作,20

20,40(05):20-23.[35].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联合南开大学柯平教授团队启动

‘十四五’发展战略研究与规划编制工作[J].图书馆论坛,2020,40(08):179.[3

6]孟银涛,于倩倩.美国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分析及启示[J].图书馆学研究,2020

(14):84-90.[37]刘容超.美国中小学图书馆战略规划体系研究：国家、地区与行

业的联动模式[J].图书馆论坛,2021,41(01):141-152.[38]何亚丽,赵庆香,肖鹏.

数据驱动时代的图书馆战略规划及其实施策略[J].图书馆论坛,2020,40(11):98

-104.[39]韩卫红,杨秋宇,于成杰.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2018-2022 年战略规

划》解读与思考[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05):122-128.[40]谢燕洁.基于‘十

三五’规划的我国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趋势研究[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0

(04):10-16.[41]张洁.《国际图联 2019-2024 年战略规划》分析及启示[J].图书

馆工作与研究,2020(04):14-18+24.[42]吴敏.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分

析与启示[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0(03):66-72.[43]尚晓倩.《美国国会图书馆

2019-2023 年战略规划》分析及启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01):73-79.[4

4]方家忠.中国公共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的战略任务及其实现——兼论广州市

近年来的探索实践[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01):32-42. 图谋.关于图书馆战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58 期 20210319）

13

略规划的思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62266.html 这篇

文字，信息量较大。截取该文中两段文字。 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朱强先生

认为：‘每一个图书馆的规划都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其所服务的对象和要达成

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因此，关键是对于自身所处环境和自身状况的深入理解以及

对于趋势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发展目标，以及为达成目标所需要采

取的措施，这些写清楚了，就可以说是一个好的规划了。’公共图书馆可以进一

步细分为若干层级（比如：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乡镇社区），高校图

书馆实际也存在若干层级（划分方法与公共图书馆有所不同，按办学层次办学规

模划分是一种分法）。作为高校图书馆的战略规划，难点及痛点是：高校图书馆

只是所在机构的一个二级职能机构。所为、所能为，空间受限。当前的问题是，

不缺规划，有的馆的规划，可以复用若干回，规划在纸上。高校图书馆做战略规

划，比较理想的也是具备一定开放性的，不是关起门来应付一下差事，而是主动

让利益相关者参与与监督。假如有这样的魄力，收效不会太差。 几轮战略规

划的实践，实际不难发现：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均有战略规划

做得有模有样，‘心想事成’的。种种原因，占比偏小。一种简易观察法，就是

将考察对象近几轮公开发表的（或展示的）规划对比阅读（纵向横向两个维度）。

每一个图书馆的规划都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其所服务的对象和要达成的目标是

不一样的。各自立足实际，逐层立榜样，逐层学习榜样并努力超越，或许也可以

是一种较为务实的、接地气的举措。图书馆战略规划，‘创新性‘不是那么重要

的，重要的是‘对于自身所处环境和自身状况的深入理解以及对于趋势的把握，

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发展目标，以及为达成目标所需要采取的措施，这些写

清楚了，就可以说是一个好的规划了’。”QQ：“@图谋 提起规划，往往是上下

的恰当地结合，即立足本馆实际，一方面把上面的指标要求搞清楚，另一方面要

搞好读者及用户调研，摸清读者需求及建设的重难点，制定出有前瞻性、科学性、

系统性，又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方案来。当然你完全可以做出两个方案来，一个

上交，一个自己用。”QQ：“以前我所在单位搞院校教学评价，对图书馆软硬件

建设，各项指标要求相当严格，但像生均借阅量等项指标都走了形式，所以，在

本馆的发展过程中，步子过大，求全求快，都脱离了实际，实际工作中，不但需

要一个有责任心的馆长和几个得力的骨干，还需要校领导的有力支持！”小麦：

“现在好多图书馆馆长都是学校教授，总是想创新。”QQ：“想推陈出新，谋出

业绩可以理解，但总该踏踏实实地将图书馆工作往前推一推吧。”

（8）江苏高校图书馆馆舍面积

图谋：“江苏高校图书馆馆舍面积 TOP20 信息来源：管红星主编. 2019 年

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发展报告[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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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96.馆名 馆舍面积 正式职工数（2019 年）1、苏州大学图书馆 80831.26

平方米 117 人 2、扬州大学图书馆 76819.12 平方米 121 人 3、南京大学图书

馆 73100 平方米 121 人 4、东南大学图书馆 66900 平方米 115 人 5、南通大

学图书馆 64512 平方米 74 人 6、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60000 平方米 72 人

7、河海大学图书馆 59000 平方米 100 人 8、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 54440 平

方米 53 人 9、江南大学图书馆 53417 平方米 88 人 10、盐城工学院图书馆 5

3000 平方米 41 人 11、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 49581 平方米 44 人 12、江苏大学

图书馆 48358 平方米 104 人 13、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 48350 平方米 83 人 1

4、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 46000 平方米 55 人 15、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45

000 平方米 87 人 16、徐州工程学院图书馆 44701 平方米 37 人 17、盐城师范

学院图书馆 43500 平方米 44 人 18、金陵科技学院图书馆 41056 平方米 18 人

19、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40349 平方米 57 人 20、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3990

0 平方米 69 人

其它面积超过 3万平方米的馆 常州工学院图书馆 39898.86 平方米 47

人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39705 平方米 88 人 23、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图书

馆 38994 平方米 24 人 24、南京工学院学院图书馆 38900 42 人 25、南京理工

大学图书馆 38392 平方米 59 人 26、淮阴工学院图书馆 38213 平方米 48 人 27、

泰州学院图书馆 36800 平方米 12 人 28、南京大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图书馆

36800 平方米 15 人 29、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 34411 平方米 42 人 30、江苏理工

学院图书馆 33800 平方米 48 人 31、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图书馆 32660 平

方米 16 人 32、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32595.78 平方米 50 人 33、南京农业大

学图书馆 32000 平方米 92 人 34、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32000 平方米 65 人 35、

宿迁学院图书馆 30704 平方米 27 人 36、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图书馆 30510 平方

米 10 人 37、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图书馆 30214 平方米 11 人。

特意花了点时间梳理上述信息。《2019 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发展报告》

出版时间具体为几月忘了，网上搜了一翻未获得。上述信息，或许可以有助于理

解高校图书馆对‘创新‘的渴望。”

骑鹿踏雪：“这个人数是在编，不是在岗吧。”图谋：“如果再结合文献资

源经费及书刊外借量，或许更能理解。”图谋：“书中的表述为‘正式职工数’。

各馆的情况可能会存在差异或误差。”短歌：“应该是在编，以后图书馆在编只

会越来越少。”图谋：“关于‘在编‘与‘在岗‘，有些馆在编与在岗实际是相

同的。”短歌：“又看了，估计各馆理解不一致，上报的还是有问题。”图谋：

“共有 1332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2019 年度有效的在编工作人员数据。在编工作

人员的总人数为 41978 人，馆均 31.5 人（2018 年是 34.7 人），中位值为 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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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值为 15 人，标准差为 29.9 人。这些表明：各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的数量

差异较大，但在编人员的馆均人数继续呈减少态势。在编工作人员最多的是吉林

大学，共有 321 人，2018 年度是 341 人，呈减少趋势；其次为武汉大学图书馆，

共有 239 人，近几年一直呈现减少态势。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

学院图书馆的在编工作人员人数依然为０，表明这所高校图书馆的馆员无事业编

制。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提交了 2019 年度基本业务数据，在编人员也为０。在编

工作人员的极差较大。依照各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的多寡进行排序，排名前

５位的是：吉林大学图书馆 321 人（2018 年为 341 人），武汉大学图书馆 239

人（2018 年为 247 人），中山大学图书馆 227 人（2018 年为 229 人），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 211 人（2108 年为 217 人），浙江大学图书馆 183 人（2108 年为

175 人）。除了浙江大学图书馆外，其他４所高校图书馆的排名和 2108 年基本

保持一致。（信息来源：吴汉华,王波,古永洁.2019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

数据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06):49-54，70.）。可以结合起来看。

有些数据的统计口径，确实很难‘统一’。关于编制问题，各机构的政策可能存

在较大差异。当前，有一个实际是，图书馆从业者人数缩减比较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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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江苏省高校图书馆书刊外借量 TOP10
2021-3-19 08:55

圕人堂文摘 图谋摘编自：管红星主编. 2019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发展报告 .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11：193-196. 馆名 书刊外借量（万册） & ...

个人分类:圕人堂|13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江苏高校图书馆馆舍面积 TOP20
2021-3-17 20:53

信息来源：管红星主编. 2019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发展报告 . 南京：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20.11：193-196. 馆名 馆舍面积 正式职工数（2019年） 1 苏

州大学图书馆 80831.26平方米 117人 2 扬州大学图书馆 76819.12平方米 121
人 3 南京大学图书馆 73100平方米 ...

个人分类:圕人堂|434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磕研”人员有感

热度 1 2021-3-14 20:38

近期，我打算写一篇关于科研感受的文字，左思右想，想到了一个词组“磕研人

员”。我的随笔还没动笔，浏览了秦四清先生《以笨功夫做科研才可能出卓越成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7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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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54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754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754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7754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754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7754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7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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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精选博文，颇有共鸣。有所不同的是，我大致属于“以笨功夫做科研”者，我

的理想是追求更好点的成果，我没敢奢望“卓越成果”。很惭愧，我不是名正言

顺 ...

个人分类:圕人堂|828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关于高校图书馆印刷型馆藏的思考

2021-3-13 10:10

随着业态变化，高校图书馆印刷型馆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图书馆转型与升

级，同样需要谋求高质量发展。受到诸多约束，前进道路可谓亦步亦趋。 近期，

教育部连续发布多个文件与高校图书馆印刷型馆藏未来发展态势密切相关。2020
年 12月 23日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 ...

个人分类:圕人堂|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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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文件。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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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71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27671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671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671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7671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671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7671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6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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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48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648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648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7648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7648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7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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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21 年 3 月 14 日，圕人堂 QQ 群移除 40 个月以上无发言记录成员 100 名。

关于圕人堂“末位移除法”。圕人堂欢迎圕人加群，当群人数达到警戒值（2000

人规模时为 1980,3000 人规模时调整为 2980）时，采取“末位移除法”，移除

长期无发言记录的成员（100 名左右），以此“辞旧迎新”，保持群活力。无论

是新成员还是被移除后重新加群成员，加群申请时，敬请提供圕主题信息（与图

书馆、图书馆学及其相关信息）。

（2）圕人堂群聚焦青年图书馆员刘桂锋老师。“刘博士是从理工科博士转型图

书馆员的成功案例，他的博客上记录了从发表第一篇图书馆学论文到第一篇

cssci、第一篇 ssci 乃至现在成为图书情报专家的历程。”（图漾 语）“刘桂

锋老师也是圕人堂的老成员，2014 年圕人堂发展经费第一次筹资时，曾慷慨捐

助 2000 元。”（图谋 语）圕人堂群分享刘桂锋《第一个十年：与图书馆相遇》

（图书馆论坛，2021（3））全文。

（3）2021 年 3 月 17 日，图书馆论坛刘编分享《图书馆论坛》2021 年第 2、3

期电子刊。

（4）2021 年 3 月 19 日 15:00，群成员达 2891 人（活跃成员 341 人，占 11.8%），

在线 1503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2.7%），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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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ib.nbt.edu.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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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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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