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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白纸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计量学（杨立英研究员）科研流

动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2 人。”
https://mp.weixin.qq.com/s/W8mzXdBcqQ8cQ1I4iek1Iw

自由的*：“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公开引进博士研究生公告。我校
计划引进 22名博士，欢迎转发。”

http://slt.sc.gov.cn/scsslt/gsgg/2021/5/8/bad4821b0b674200b75fddd

989044440.shtml

会议君：“第三届“慧源共享”全国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启动报名！来源：
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https://mp.weixin.qq.com/s/hikAgQ7jdZssGZAPtlc1tQ

会议君：“征稿中！第十二届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国际研讨会（DADH2021）
12月彰化召开。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https://mp.weixin.qq.com/s/W3YUVwDcyKC7n9ee6UTKYQ

会议君：“2021年全国师范院校图书馆联盟理事会暨师范院校图书馆开启“十
四五”新征程学术研讨会 6月湖州召开。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本次会议
主题为‘师范院校图书馆‘十四五’规划：展望与实施’，欢迎业界同人积极参与，额
满为止。业务案例同步征集中！”

https://mp.weixin.qq.com/s/pZ9IiTYkkSz3qoRtgkLmuA

公图小范：“讲座预告丨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十四五时期公共图书馆发
展方向与重点。来源：郑州文旅云。”

https://mp.weixin.qq.com/s/itX__zoYsTpbe73XqkybkQ

低调：“上海教育云直播平台丨第三届“慧源共享”全国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

大赛之“数据悦读”学术训练营@南京大学站。”

http://zhibo.shec.edu.cn/play/277

图谋：“十四五时期数字资源开发与利用研讨会暨 CALIS第十九届引进数据
库培训周日程安排。
http://calis19.calis.edu.cn/Home/Menu/A0A6B9FA-0693-4015-AC90-B8F5851

7BBF3。”
虫声：“讲座预告丨阮立：图书馆新媒体服务运营实践与思考。”
https://mp.weixin.qq.com/s/GlkdN2L64Uaz-qefBbXoJQ

低调：“图片直播：2021第五届全国未来智慧图书馆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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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ve.photoplus.cn/live/6118444?uniqCode=JP8h2X243Y&access

From=live&from=groupmessage&state=STATE&isappinstalled=0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青青草：“关于如何发核心期刊的问与答。来源：圕人堂 LibChat”
https://mp.weixin.qq.com/s/gsDrwIOOv1LDkRW31Myblg

图谋：“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来源：学术规范与
评价”https://mp.weixin.qq.com/s/qkAGUYi-pOOstrlVAEMbdw

fan:“CSSCI（2021-2022）来源期刊目录 （9），来源：CSSCI”
https://mp.weixin.qq.com/s/rvfvkq3-6IQM1-iOVqeZjw

笺：“最新 CSSCI目录（图情档类），来源：察言观数”
https://mp.weixin.qq.com/s/K8pKWDydAbTknEoTJZjLhQ

奎奎：“从数据到智慧。 来源：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
https://mp.weixin.qq.com/s/2jLinhKnp8FE1pZQWmAZKw

苍海笑：“全名单！CSSCI（2021-2022）期刊目录与情况分析。来源：爱知
学者。”https://mp.weixin.qq.com/s/UgnxDaXHsuqXt_hGuh84AQ

雨过天晴：“花钱买自律的付费自习室火了，是图书馆自习不香了吗？来源：
图书馆报”https://mp.weixin.qq.com/s/3ZI8NJ4Bl8LfmupRKOlplg

学图-*：“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CSSCI（2021-2022）来源刊及扩展版来源
刊（网址）CSSCI来源刊：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20种）

大学图书馆学报（双月刊）：
http://www.dxts.cbpt.cnki.net/WKE/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dxts

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国家图书馆学刊
http://gtxk.nlc.cn/ch/author/login.aspx

情报科学（月刊）：
http://journal12.magtechjournal.com/jwk3_qbkx/CN/1007-7634/home.shtml

情报理论与实践（月刊）：http://www.itapress.cn/CN/volumn/home.shtml
情报学报（双月刊）：http://qbxb.istic.ac.cn/CN/volumn/home.shtml

情报杂志：http://www.qbzz.org/

情报资料工作：http://qbzl.ruc.edu.cn/CN/1002-0314/home.shtml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月刊）：
http://manu44.magtech.com.cn/Jwk_infotech_wk3/CN/2096-3467/home.shtml

图书馆建设（双月刊）：
http://www.tsgjs.org.cn/CN/volumn/current.shtml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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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论坛（月刊）：http://tsglt.zslib.com.cn/CN/volumn/home.shtml

图书馆学研究（半月刊）：http://www.jlplib.com.cn/tsgxyj/

（投稿邮箱：tsgxyj@vip.163.com）
图书馆杂志（月刊）：

http://www.libraryjournal.com.cn/CN/1000-4254/home.shtml

图书情报工作（半月刊）：
http://qbzl.ruc.edu.cn/CN/1002-0314/home.shtml

图书情报知识（双月刊）：
http://dik.whu.edu.cn/jwk3/tsqbzs/CN/column/column192.shtml

图书与情报（双月刊）：http://tsyqb.gslib.com.cn/CN/volumn/home.shtml
现代情报（月刊）：
http://221.8.56.50:90/Jwk_xdqb/CN/volumn/home.shtml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双月刊）：
http://jirm.whu.edu.cn/jwk3/xxzyglxb/CN/2095-2171/home.shtml

中国图书馆学报（双月刊）：http://www.jlis.cn/jtlsc/ch/index.aspx

说明：没有变化。
CSCCI扩展版来源刊（5种）：
数字图书馆论坛（月刊）：http://www.dlf.net.cn/dlf/ch/index.aspx

图书馆（月刊）：http://www.library.hn.cn/gbkw/tsgzz/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月刊）：
http://bjb.tjl.tj.cn/CN/volumn/current.shtml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双月刊）：
http://www.libedit.cn/WKA/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lsgl

新世纪图书馆（月刊）：
http://newcentury.jslib.org.cn/xsjtsg/index.html

说明：减《高校图书馆工作》。有个别网址是百度查的，如有修改敬请在本
群提醒一下！谢谢！两本档案学的期刊没有找到官网，到相关学校也打不开。今
天上班，把刚才图谋老师发的 C刊做了个网址汇总，希望对本群群友有帮助。档
案学的百度没找到。如有错误，敬请及时修改！”

图 谋 ： “ @ 全 体 成 员 图 谋 . 向 图 书 馆 员 榜 样 学 习 与 致 敬 ！ .

https://mp.weixin.qq.com/s/8AC255P06F2qxUX-Isz2Tg《应对变革 30 年来美
国图书馆楷模人物撷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9.）一书，倾注了肖燕女
史 4年多的心血。肖燕女史本身是一位了不起的图书馆员。该书写作始于 2013

年夏秋之交，2018年 9月全书完稿。确实是该书作者‘倾力之作，也是倾心之作’，

http://www.artlib.cn/
http://tsglt.zslib.com.cn/CN/volumn/home.shtml
http://www.jlplib.com.cn/tsgx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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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syqb.gslib.com.cn/CN/volumn/home.shtml
http://221.8.56.50:90/Jwk_xdqb/CN/volumn/home.shtml
http://jirm.whu.edu.cn/jwk3/xxzyglxb/CN/2095-2171/home.shtml
http://www.jlis.cn/jtlsc/ch/index.aspx
http://www.dlf.net.cn/dlf/ch/index.aspx
http://www.library.hn.cn/gbkw/tsgzz/
http://bjb.tjl.tj.cn/CN/volumn/curr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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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图书馆职业的情怀跃然纸上，作者梳理评介图书馆楷模人物，同时‘是阅
读思考和从业实践的积淀，隐含着自己对上述问题的部分解答，也有对图书馆职
业的另类诠释，更多是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建言献策的责任感’。”

图谋：“6月底前全面取消专利、商标申请阶段的资助和奖励。来源：知情会”
https://mp.weixin.qq.com/s/fWwCkLOykxT8KxegVcEo9g

芷芸：“原来这些有名的书店，都已经死掉了。来源：历史研习社”
https://mp.weixin.qq.com/s/idwXb2H8YrtIyyK8WQvDPg

图谋： “圕人堂周讯（总第 365 期 20210507） H5 电子杂志版：
https://flbook.com.cn/c/fWhxqrEBCP 科 学 网 版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85445.html 李爱玲 整理 王启
云 助理 2021年 5月 7日 15:00，群成员达 2969人（活跃成员 356人，占 12%），
在线 1538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3.1%），本群容量为 3000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385人。”

图谋：“《图书馆报》2021年 5月 7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

&Itemid=127&ptid=1&a=20210507。”
biochem：“杜定友图书馆学之特征. 摘编自：王子舟.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

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1：137-16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03752.html

biochem：“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杜定友谈图书馆学”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9667.html

图谋按：杜定友先生（1898-1967）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中国近代图
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先驱者和卓越奠基人之一。1926年《教育杂志》18卷 9-10

期刊发杜定友先生《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本文摘编部分内容。希望有助于
图书馆学相关人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摘编自：钱亚新，白国应编. 杜定友
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10: 7-44.”

图谋：“推动图书馆专业化发展倡议书信息来源：图书馆界共同倡议：以专
业化推进新阶段图书馆事业发展. 《图书馆报》第 548期，2021年 5月 7日推
动图书馆专业化发展倡议书[N]. 图书馆报,2021-5-7(1).一、坚守初心使命，展
现行业担当。二、注重内涵发展，锻造专业精神。三、推动技术赋能，重构核心
业务。四、发挥体系优势，注重规范引领。五、对接社会需求，加强理论实践互
动。”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427A0BDQC00

图谋：“清华大学图书馆投稿导引. 为清华大学全校师生提供论文投稿相关
咨询和指导服务。该页面包括：核心期刊介绍、核心期刊投稿导引、最新 SCI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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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lbook.com.cn/c/fWhxqrEBCP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85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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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I、A&HCI）期刊来源、最新 EI收录期刊列表等信息。”
http://new.lib.tsinghua.edu.cn/kyzc/tgdy.htm

论坛刘编：“亲，终于可以很好地鉴别真假《图书馆论坛》网站啦：经过种
种努力，在百度检索‘图书馆论坛’时，从今天起，就有了‘官方’网站的标识。特此
告知。感谢朋友们一直的关心和关注！”

hanna：“以阅读强壮乡村教育 _光明网”
https://edu.gmw.cn/2021-04/21/content_34780104.htm。
hanna：“向乡村阅读更深处漫溯 _光明网”
https://edu.gmw.cn/2021-04/21/content_34779999.htm。
查新检索：“报告领取（2020年全国知识产权服务业统计调查报告）。来源：

知情会”https://mp.weixin.qq.com/s/bIgZPMN-uwphjydy8t2kdg
图谋：“邓永秋.河你相遇 | 图书馆学专业学术写作漫谈。来源：图情出版”
https://mp.weixin.qq.com/s/cBXbpBLZKg2q-cP1vy5pGA

图谋：“图林语录 | 刘炜：将来的数字化服务、网络服务，规模会远大于实
体的服务，应该数十倍于实体服务的数量才是合理的。来源：e线图情”

https://mp.weixin.qq.com/s/bXpfXG-luj7KQTVRBG-B4w

奎奎：“最小化服务原则、非必要不开原则。来源：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
https://mp.weixin.qq.com/s/rzdL0dcsEqePX4TFKYATuQ

ABC：“阮立：图书馆新媒体服务运营实践与思考。来源：阳关阅读”
https://mp.weixin.qq.com/s/lhXskfu6GS622VSCwq38bQ

品味书香：“罗秉利：文人的出世之心。来源：365读书”
https://mp.weixin.qq.com/s/hqCxGbsonEW8MXkkJBg0dQ

雨过天晴：“图书馆：我的心灵避难所。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https://mp.weixin.qq.com/s/UY6d2nv2SQ2oXZQ8xP_28Q

查新检索：“《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2020年全国知识产权服务业
统计调查报告》  来源：知情会。”

https://mp.weixin.qq.com/s/m4O6bW8kNh6QGwiYgL-AGw

Hakkaboy：“各位同行好，打扰了。以下问卷是本人正在进行的关于‘高校图
书馆办公室主任核心能力’的调查。完成问卷只需要 3分钟，请您抽空作答，答
案没有对错之分。本人保证对您填写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且仅用于学术研究，
请 您 放 心 作 答 （ 大 部 分 为 选 择 题 ） 。 谢 谢 ！ 问 卷 链 接 ：
https://www.wjx.cn/m/104085101.aspx 大部分为选择题，请各位同行百忙之
中抽空点击一下，谢谢！”

奎奎：“NLSP中的用户画像。来源：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

http://www.artlib.cn/
http://new.lib.tsinghua.edu.cn/kyzc/tgdy.htm
https://edu.gmw.cn/2021-04/21/content_34780104.htm
https://edu.gmw.cn/2021-04/21/content_34779999.htm
https://mp.weixin.qq.com/s/bIgZPMN-uwphjydy8t2kdg
https://mp.weixin.qq.com/s/cBXbpBLZKg2q-cP1vy5pGA
https://mp.weixin.qq.com/s/bXpfXG-luj7KQTVRBG-B4w
https://mp.weixin.qq.com/s/rzdL0dcsEqePX4TFKYATuQ
https://mp.weixin.qq.com/s/lhXskfu6GS622VSCwq38bQ
https://mp.weixin.qq.com/s/hqCxGbsonEW8MXkkJBg0dQ
https://mp.weixin.qq.com/s/UY6d2nv2SQ2oXZQ8xP_28Q
https://mp.weixin.qq.com/s/m4O6bW8kNh6QGwiYgL-AGw
https://www.wjx.cn/m/1040851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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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YDjmzbLSA9AXTh3CiugzcA

会议君：“《数字图书馆论坛》2021年选题指南。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机构
版”https://mp.weixin.qq.com/s/VA6A4H_RZnlNEz0pyJgkQA

图谋：“《高校图书馆工作》2021年第 3期目录。来源：高校图书馆工作”
https://mp.weixin.qq.com/s/VdRkxwiIvDTbhB8Q2mzqUw

biochem：“最新！中国内地大学 ESI排名出炉：339所高校上榜，深圳大学
首次进入全国前 50名，南方科技大学、首都医科大学、江苏大学表现出色！来
源：硕博一线” https://mp.weixin.qq.com/s/_8iEF1vSvdd86NvaGfuAOg

奎奎：“用户画像落地不容易。来源：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
https://mp.weixin.qq.com/s/72pfeKWw2s0INldpWDXWDg

低调：“信管讲堂｜本周五“人大信管·青年科学家一小时讲堂”精彩继续！来
源：RUC信管研会。”

https://mp.weixin.qq.com/s/VEAoZk1kcHishr6vIAmTkA

王沁：“学术沙龙|哲学中的“本体”与计算机科学中的“本体”有何关联与区别。
来源：数字人文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SEYumGNeHrarpmuIPCbluA

蜂鸟：“【存好备用】南大核心 CSSCI最新版完整名单。来源：高校教师服
务工作室”https://mp.weixin.qq.com/s/OlR1gg8VmYxO6qD65kKJJQ

1.3 圕人问答与讨论
（1）怎么看收费自习室的“火”？

雨过天晴：“花钱买自律的付费自习室火了，是图书馆自习不香了吗？来源：
图书馆报 https://mp.weixin.qq.com/s/3ZI8NJ4Bl8LfmupRKOlplg”学图-*：“我
估计是图书馆自习没有付费的服务好。”南宁技*：“的确。”skyler：“一般这种自
习室付了钱肯定有位置。然后位置都比较好，在闹市区。现在很多图书馆在鸟不
拉屎的地方。”民工：“公共图书馆就应该做一些收费服务。专门拿出一块区域做
收费自习室就蛮好的。还能创收。”广东小*：“@民工 @民工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
类事业单位，财政全额拨款，不应该有创收的想法和做法。”民工：“什么都可以
改革的。思想先突破，哈哈。”天天：“他们是被迫的，一是因为特殊情况自习室
不开放，二是开放了去的晚又抢不到。学生在图书馆自习室学习天经地义，那是
我们的阵地，不是商业行为。如果收费，就成为交换行为，将降低来图书馆自习
的人对图书馆的认同感，我花钱了，你出地儿了，两不相欠。这可不行。要免费，
一定要免费开放，让他们觉得公益、欠图书馆的，这样以后他们才会参与、重视、
关注图书馆的发展与成长。不能为小利而失大局。”万寿寺*：“不是的，图书馆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YDjmzbLSA9AXTh3CiugzcA
https://mp.weixin.qq.com/s/VA6A4H_RZnlNEz0pyJgkQA
https://mp.weixin.qq.com/s/VdRkxwiIvDTbhB8Q2mzqUw
https://mp.weixin.qq.com/s/_8iEF1vSvdd86NvaGfuAOg
https://mp.weixin.qq.com/s/72pfeKWw2s0INldpWDXWDg
https://mp.weixin.qq.com/s/VEAoZk1kcHishr6vIAmTkA
https://mp.weixin.qq.com/s/SEYumGNeHrarpmuIPCbluA
https://mp.weixin.qq.com/s/OlR1gg8VmYxO6qD65kKJJQ
https://mp.weixin.qq.com/s/3ZI8NJ4Bl8LfmupRKOlp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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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能收费是因为使用图书馆的人已经通过纳税交过一份钱了，图书馆提供服
务是天经地义的、是欠公众的。”天天：“谁也不欠谁的，只是让觉得。”

万寿寺*：“ 或许可以换个说法，比如：培养用户粘性。”麦子：“@万寿寺路
痴 @万寿寺路痴 的确，反过来讲：所以图书馆应该避免任何不合理收费，因为
一旦开始收费，其实就是给人把柄：我付了费，我就要有这些要求，而且一旦资
金来源的经费不足，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删减图书馆经费：反正他们是收费的。以
前拨了这么多钱给他们，他们还要收费，我何苦给他们钱？图书馆收费也有例外：
我们本来打印是免费的，但后来浪费实在严重，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比如，
打印几百页的东西，但因为时间等不及，往往就不等了，一走了之。每天打印机
旁都是没人取的打印的东西。后来决定收费，但也不是一刀切：每人每学期有
250页免费，但这免费的是在在特定的 2个机器上，而且你要登陆自己的账户。
从此以后，浪费就没有了。图书馆用收的费来补贴打印机的维护合同和纸的费用。
我们馆里有 50多个打印机，都是彩色的，维护费用比较高。图书馆收费其实是
改变图书馆的基本属性。”雨后彩虹：“是的。”徐徐清风：“@麦子 图书馆打印机，
每个每学期还有 250页免费服务？还彩色打印？国内没听说这么豪的图书馆。”
万寿寺*：“其实我觉得，收费自习室跟其他类似服务的商业化一样，对图书馆是
好事，尤其是公共图书馆。这样可以减轻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压力，把服务对象更
多地集中到那些没有能力购买商业服务的群体上去，也就可以更好更充分地实现
自身的公益性。”

学图-*：“@天天 @天天 应该提高服务质量。比如提前公布自习座位。”小麦：
“@万寿寺路痴 交了钱，对服务的要求会不一样，未必会减轻公共馆的服务压力。
另外，免费是公共馆公益性最大的体现，不能购买商业服务的以弱势群体为主，
他们不仅经济弱势，信息地位也是弱势，公共馆收费对他们影响更明显，很可能
变成阻止他们进来的门槛。图书馆收费的目的是避免浪费，不是创收。”万寿寺*：
“是的，我的意思就是公共馆不能收费，也不应把同类的商业服务视为竞争对手，
实际上二者服务人群已经区分开了。”小麦：“可以借鉴。个人认为，商业服务在
需求分析上一定会比公共馆做得好，对用户需求的把握，是商业服务立身之本。”
商业服务可能会视公共馆为竞争对手，那是它的经济性质决定的。公共馆可以不
把它当竞争对手，美味甜点，普通人会优先考虑免费。”万寿寺*：“而且，我觉
得，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公益性是其本质，知识救济是其根本的功能，应多向弱
势群体倾斜。”民工：“免费的东西，没有利益驱动，人都是懈怠的。你把 wos给
科研院所运营，不出 3年就歇菜。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天天：“这个就得
首先正确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别了。目标不同，一个盈利一个非盈利，
深图是文化事业，ILAS就是文化产业范畴了，能这样理解不。”民工：“图书馆就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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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设置一些收费项目。才能长远的发展更好，才能让普通老百姓人珍惜。万寿
寺*：“那是因为老百姓有些对自己作为纳税人所享有的权利并不清楚，但这并不
是他们的责任，而是社会管理者的失职。”万寿寺*：“指责他们是不公平的，也
不厚道。”民工：“图书馆行业能长远发展才是对纳税人最大的负责。”万寿寺*：“图
书馆能给纳税人提供有效的服务，自然就能长远发展，而不是反过来。”……

（2）内部资料能作为参考文献吗？
雨过天晴：“请问老师们，内部交流的图书能作为参考文献吗？应该怎么写

呢？就是没有正式出版的书，谢谢！普通图书是‘作者.书名[M].出版社’，请问内
部交流的图书如果可以作为参考文献，是什么格式呢？没有出版社。”骑鹿踏雪：
“内部交流的图书不叫图书，称为资料。”雨过天晴：“@骑鹿踏雪 是的，那么请问，
资料如何标为参考文献呢？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地方文献，看着是漂漂亮
亮的‘一本书’，有些内容可以在论文里提一下，突然发现，居然不是正规出版的，
没有出版社啊！是不是不能作为参考文献呢？”麦子：“@雨过天晴 @雨过天晴 当
然可以，只有你认为这内容质量可以接受就可以。有个东西叫网络的，上面会告
诉你。在书名后面加括号注释，一般印刷厂不用写，如果有印刷地址和时间则最
好注明。如：作者：《书名》（未出版）。或者：作者：《书名》（内部资料），
XX大学，印刷时间。”雨过天晴：“@麦子 谢谢!”

（3）新媒体盛行之下的阅读变化
天天：“科技进步提升阅读效率，改变阅读方式。以前还老吵浅阅读、碎片

化阅读，现在发现胳膊扭不过大腿，大势无可阻挡，已经没人谈这个话题了。但
啥也是物极必反，会有回归。”万寿寺*：“我也这么认为。现在可能是技术引领
下的人类阅读行为调整期，应该是个螺旋式深入的过程。我不认为人们总体上会
满足于浅阅读、碎片阅读，有技术的加持未来阅读行为会更加细化，与目标精准
匹配。”hanna：“少部分人还是深阅读，大部分人浅阅读或不阅读。”天天：“工作
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没时间深阅读。图书馆说，那就把阅读先放一放，来，我
先帮你减压。”学图-*：“我个人还是很乐观的。阅读就是为了读者本人提高文化
知识，来不来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我们只需要告诉他们，图书馆就是为读者提供
寻找知识的地方，他读的多读的少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要做的就是服务。服务
而已，多简单的事情。怎么被我们说的那么玄乎呢？站在读者角度看问题，想问
题，肯定还是大有作为的。”天天：“聊天是要找灵感，比如大势难违。技术的进
步对图书馆的影响如此之大，所以才要站在更高的地方去探讨观察大局大势。”
学图-*：“天天，技术的进步不仅仅对图书馆的影响大。”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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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图书馆的书读的人少了，线上逛逛、线下坐坐的也不少，这样挺好。”
学图-*：“不是已经改口数字图书馆了吗？”线上线下也是在利用图书馆的资源的
嘛。”hanna：“读书的人少了，垃圾书就少买点。”华农夏*：“短视频这些为什么
大家都喜欢。”学图-*：“这个垃圾书还真不好界定。”hanna：“本来好多书就不应
该出出来，浪费纸张。”学图-*：“我最近下载了抖音，看了一次。我的天，一个
周日就差不多没了。”学图-*：“好多好友的日常生活。”hanna：“放大了讲不好界
定，往小了讲可太好界定了。网文看看也是很花时间的。”学图-*：“这两天坚决
不点开它。一个喜欢的长篇点开至少半个月的业余时间没了。那也属于阅读的
嘛。”小麦：“技术性劝服技术太厉害，连利用它的技术咖都抵抗不了，更何况我
等。”学图-*：“数字阅读！冠上图书馆是不是就是智慧阅读呢？”

hanna：“开卷未必有益，不读也罢。”学图-*：“我前段时间看到说智慧阅读
是移动似阅读。我的天，我们是不是早就处在智慧阅读生活中而不自知呢？”学
图-*：“我还记得前几年还有人偷手机之类的。现在好像小偷都绝迹了。是不是
他们也忙于刷刷抖音，看看电子书。看看视屏去了？阅读其实真的强大。我甚至
想，他们会不会也有微信群，QQ群，像我们这样满世界的找志同道合者，学习
切磋技艺。谈论着科技的进步断了他们的财路？”小麦：“@学图-123（瞬时分享）
他们与时俱进，也许转行电信移动行业了。”学图-*：“我在想我们图书馆人如果
也去开抖音会怎么样呢？可能想的是：丢不起那个人。”

碧海潮生：“@学图-123（瞬时分享） @学图-123（瞬时分享） 图书馆直播
就缺乏高关注和高吸引力。”小麦：“大家也往好处想，视频网站也有很多教人学
习和读书的视频。”学图-*：“打开基本都是带货的。”好友的基本就是唱歌跳舞晒
日常。还看见好多明星卖东西。”小麦：“你得反思，是不是自己经常看这些，视
频网站的分析技术很厉害，他们的宗旨是投其所好，增加粘性。”天天：“国人越
来越不阅读是事实，也是现状，承认问题才能找寻问题之道，掩耳盗铃可骗不了
别人。而其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图书馆一证难求，到现在还要做阅
读推广，见证着技术进步飞速下，国人获取知识渠道的多元化，以及图书馆影响
力与社会地位还有话语权的旁落。站的高一点说，这不一定是坏事。”

(4) 实体书店的倒下意味着什么？

芷芸：“原来这些有名的书店，都已经死掉了。来源：历史研习社”
https://mp.weixin.qq.com/s/idwXb2H8YrtIyyK8WQvDPg迷图：“一个个实体书店
的倒下，意味着什么？”天天：“意味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们获取
知识的渠道多元化、便捷化、精准化。但它们之间会有互动效应的。比如外国一
部大部头，人名又长又多记不住，我看了电影，还感兴趣就去读纸质书了。”改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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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后图书馆用做推广吗？资源的稀缺性。现在图书馆的转型之路，本质也是
资源的流动。前提是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学图-*：“那还图谋个啥呢？”天天：
“多点齐开呀，比如说是大力做阅读推广还是顺势转型呢。这样思路就打开了。”
公图小范：“技术带动，行业融合，我入职的时候总是觉得是夕阳产业。如何论
证存在的必要、发展前景是一个探索，多管齐下。”天天：“对，把思维打开，现
在都在做阅读推广，第一不一定大家做的就是对的，第二还有没有更好的途径和
路径，是顺社会发展大势的。都可以探讨。”学图-*：“我反正每天都阅读。我感
觉我周围的人也每天阅读。”天天：“我觉得大家如吴建中等教授的博客还是要多
看、多思、多悟，会大大提升我们的眼光与能力的。”公图小范：“@天天 你的启
发还不错。@学图-123（瞬时分享） 我们这里的书店书都被塑封了。”天天：“数
据采样要精准。你去高校采数据证明国人都爱读书，那完全没有说服力嘛。”

学图-*：“我理解的阅读推广并不一定读图书馆的书，而是我在阅读，与图
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有关。图书馆在推广，我在养成阅读习惯。这是最重要的。”
公图小范：“公益性的图书馆会在这一段时候暂时更好。阅读推广很广义。”学图
-*：“很多时候，我们图书馆把自己的服务限定在一个框框里，这个馆员不行，
这个读者不行，其实我们只要把服务当做一个职责，能做的去做，不能做的说明
其缘由，没有不行的读者和馆员。”雨后彩虹：“@学图-123（瞬时分享） 老师咋
说得这么好呢？”学图-*：“有些读者不喜欢图书馆是因为图书馆很多馆员把读者
当成贪图便宜的人来利用图书馆。一副冷冰冰的脸。谁愿意去看一张臭脸呢？再
好的技术我也不想用啊。读者即使用了，也觉得是偷来的快乐。还会想，我要是
有钱我才不来受这份罪咧。”雨后彩虹：“没有馆员板着脸吧？板脸的都是领导。”
麦子：“@公共图书馆小范 @公共图书馆小范 这可能是你的自我感觉，我不觉得
是这样。其实赞同的也只是有一些人同意你的说法，并不一定你的看法是对的，
真正不同意的人是不会说的，何必呢？另外，纠偏的都是芝麻绿豆的事。@学图
-123（瞬时分享） @雨后彩虹 板着脸的馆员肯定有，一个行业不能保证每个人
的工作热情和责任心，更何况图书馆大环境，历史遗留问题和职业倦怠现象是严
峻的。”

（5）高校图书馆如何向对校外读者开放？

秋雨：“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校图书馆同仁，对校外读者你们一般是
如何处理的？我们现在学校面临的情况是：因为以前提倡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
所以有校外读者要借书或自习，都给办临时借阅证。但后来因为疫情，不好管理，
就暂时停办。但因为开了口子，就很不好一下子关了。所以领导的意思是只要是
学校的老师担保就可以办。结果现在好多老师来找我们替他们所谓的亲戚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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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且要求办证数量越来越多。碍于面子，领导也不好拒绝。我们图书馆 1800

多自习桌，有 16000多学生，本校的学生都经常很早很早来自习室占座。我们却
不停地在给校外人员办证。这种矛盾该如何解决？大家可有好的建议？”
manjus*：“我们没有对外开放，只对附属单位开放。”秋雨：“真心感觉要严格控
制，现在感觉控制不了了。”biochem：“价格控制，肯定有效。”秋雨：“我们才收
10块钱工本费。”学图-*：“@秋雨 开放好了。”秋雨：“学校不准我们收钱呀。开
放也面临很多问题呀，不好管理。”manjus*：“现在疫情期间，我们学校也不对
外开放，所以进不来校也不会进馆。”学图-*：“真正爱看书的你不用管的。”秋雨：
“@manjusaka 好多老师都带一些朋友的小孩来办，根本无法控制。”manjus*：“建
议可以搞个连坐制，就是开的本校老师的附属卡，有问题直接从系统里找本校老
师。”秋雨：“@学图-123（瞬时分享） 主要都是来考公务员，考研，考博来自习
的。”manjus*：“我们学校管得严，现在连家属也不让进校的。毕业学生只能办
理校友卡，而校友卡只能是刷门禁和进馆自习，不能借书。”

skyler：“叫他找老师的卡来借。”riff：“我们给外面人开校外卡 但是权限
不高。收押金吗？”riff：“收。”skyler：“几百？”riff：“制卡费、使用费都收。”
manjus*：“我们对外面的人，甚至是本校的临时工都不开放，让他们找校内编内
工作人员代借。现在不能收费的，这个会查。”小麦：“@秋雨 权限设置门槛。以
前我们也给校外办卡，后来就告诉他，他的卡在本校消费要加收 10%的手续费…
门槛抬高。”manjus*：“估计一收费就没人申请了。”廣財大*：“以后没人借书的
时候，你们可能就不是这样想了。”skyler：“不能收费的。你敢拿这个钱？”manjus*：
“其实学校一般无所谓外人来借书，毕竟不是公共馆，主要是为教学和科研做服
务。”麦子：“@manjusaka 收一个比较低的工本费总可以，否则为了一个纪念品，
大家浪费时间。”manjus*：“目前大部份学校都搬到郊区，所以一般很少人会来
借，除非要考研自习的。”skyler：“没有可以收费的文件啊。”秋雨：“是的，不
能收费。”manjus*：“收费一定是不行的，校领导也不会同意。”

麦子：“@廣財大余鵬彥 这种强拉的和本馆宗旨不符合的读者其实来了也是
麻烦。”manjus*：“借倒无所谓，主要是欠书如何讨回来的问题如何解决?”小麦：
“控制，如果人为的设置门槛和不方便，阻碍利用，可以达到控制的目的。”riff：
“其实别把校外的读者想的天天都会来一样。”skyler：“一般开这个口的都是领导。
我们退休人员都不可以借。”manjus*：“ 很少的，就算是有托关系领导开口让
做的证，一般也来个一两次就不会来了。”riff：“我们学校好多校外读者一般都
是办卡给娃儿借书的，或者搞科研的借些比较少见的专业书。”学图-*：“我也觉
得有人来不是坏事。本校的被外校的占了不是坏事。这样才能激励本校的读者更
加主动地利用图书馆。不仅不限制，还应该文字宣传。”skyler：“看你们地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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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图书质量。”manjus*：“我们退休可以借，但就出现一个问题，有挂帐的，
有的老了去西方了，书就回不来了。”riff：“疫情期间学校都进不来。”

skyler：“我们学校在郊区，到了周末，电子阅览室都是附近村的孩子。我
们电子阅览室不收费。”学图-*：“比如：因最近外校读者利用本馆的较多，建议
本校读者在什么什么时间自习最好。”manjus*：“我们电阅不收，但是必须用借
阅证，而且卡上是必须要有定额才能用，只是不扣费。”学图-*：“越宣传来的读
者越多。越有人气。哈哈。”manjus*：“@学图-123（瞬时分享） 这个只能是先
满足本校读者吧。”学图-*：“@manjusaka 你放心，校外真正来的读者肯定不多。”
manjus*：“作为高校图书馆其实不需要这种名气，毕竟是做学术的地方。我们现
在无所谓，大学城都在边远的地方，读者不会来，除非真的找不到资料要来复印
的。”cpulib*：“图书馆员都是一厢情愿，为啥非要大家进图书馆？毕竟时代不
同了，看看课堂就知道了，有几个不玩手机的。”Elvan~：“社会服务都快成为不
少高校的战略主导了 实际上本校的基础工作都没搞好。”

manjus*：“纵观下现在的学生，只有考试期间座位会满，其他时间很空。投
诉什么的都是在期中考和期末。我们现在是有电子版都懒得借书。”学图-*：
“@manjusaka 我看到的好像不是这样的。我去过的很多高校图书馆基本上都是很
多读者。”小麦：“要看学校，高职院校这种情况常见。”小麦：“211、双一流很多
是一座难求。”学图-*：“我们这个二本学校也是很多读者。有时候晚自习时间去
阅览室也是很多人。”manjus*：“211和 985是不一样。而且要看学校开的自习室
多不多，毕竟图书馆很多不开 24小时。我们学校课多，学生上本专业课都没时
间，上图书馆的时间也不多。”学图-*：“ a @manjusaka 是谁告诉你他们的课多
的？” manjus*：“我们采书就得知道专业啊，我跟系部老师关系都挺好的，我们
学校的孩子是比别的学校累。”manjus*：“有时晚上我们也得上晚课的老师一起
吃饭，都会聊下的。”cpulib*：“我们也是，文献检索课好多都是被排到晚上了。”
manjus*：“学科馆员也得下系部做宣传的，也有跟教务要课表的。有时我们也会
去旁听。文检我们现在有时都用慕课，有些都变成大班了。”秋雨：“@manjusaka
值得参考，谢谢！我们的规章制度也很老了，是可以改改了。@Elvan~ 深有同感。”
徐徐清风：“图书馆对本校师生服务的空间和座位资源都紧张，还大力向社会开
放，这不是本末倒置么？高校图书馆是否对校外开放服务，应该执‘穷则独善其
身，富则兼济天下。’的理念。”Elvan~：“@徐徐清风 单独开放我觉得还好，就是
跟读者强一下资源。”小麦：“财政如果有专项拨款，要求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
图书馆是没有立场拒绝的。”

（6）图书馆如何对接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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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推动图书馆专业化发展倡议书信息来源：图书馆界共同倡议：以专
业 化 推 进 新 阶 段 图 书 馆 事 业 发 展
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427A0BDQC00《图书馆报》第 548期，2021

年 5月 7日推动图书馆专业化发展倡议书[N]. 图书馆报,2021-5-7(1).一、坚守
初心使命，展现行业担当。二、注重内涵发展，锻造专业精神。三、推动技术赋
能，重构核心业务。四、发挥体系优势，注重规范引领。五、对接社会需求，加
强理论实践互动。”小麦：“‘对接社会需求，加强理论实践互动。’公共馆还好，高
校馆怎么对接社会需求？”图谋：“五、对接社会需求，加强理论实践互动。图书
馆事业与学科发展相结合，守望相助构建图书馆命运共同体。图书馆学教育与行
业需要的人才培养相结合，优化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通过馆校合作开
设专业培训、业务竞赛等方式，提升馆员职业能力与知识体系更新。图书馆学理
论支撑和图书馆实践提升相结合，建立高校、研究所等学术科研机构与图书馆的
合作交流与资源共享机制，加强对于影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的合作研究，推动联合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共同打造新阶段图书馆服务的模式
和生态，不断推动图书馆事业的专业化水平与高质量发展。”小麦：“@图谋 谢谢。”
天天：“@小麦 一直在做啊，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服务社会等。高校在精准
脱贫和乡村振兴国家大计中都是有工作队的。”小麦：“你说的是高校，我问的是
高校图书馆。太高端的只有国图能胜任。”天天：“图书馆是高校中的一个部门呀，
下乡扶贫和乡村振兴全国来看身影还是很多的。”小麦：“@天天 这方面我了解不
多，下乡扶贫和乡村振兴，高校图书馆能提供什么服务？”

（7）图情业内“秋字辈”榜样人物
biochem：“程砚秋、新艳秋、王吟秋、陈吟秋、迟小秋、邓咏秋。秋字辈。

都是我的偶像。”国图出*：“只是想鼓励写作。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写写流水
账。其中记录了我们三人在上学时的友谊。有些细节我忘了，王媛很得意地补了
刚王媛还在感叹：感觉在大学和工作时，都很需要有能正面影响的朋友。这也是
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低调：“秋字辈，我想到的是：袁詠秋、黎难秋、李晓秋。”
biochem：“袁咏秋同志，女，湖北黄陂人，中共党员，1928年 9月生。毕业于文
华图书专科学校、中原大学政治学院，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中南文委图书
馆负责人。1954年调入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采编部，曾负责编辑《图
书馆工作》（1955年创刊），1957年参与创办并负责编辑《图书馆学通讯》（《中
国图书馆学报》前身）。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离休。编著有《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和
《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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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m：“黎难秋，1938年生。祖籍广东中山。研究馆 员。1962年毕业于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1985〜1987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图书馆信息
科学研究生院进修访问。先后在研究所、工厂工作，1978年调入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无线电系任讲师，后任校图书馆馆长，开设‘科学英语翻译’等多门课程。中
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图书馆学会
副理事长。曾任安徽大学等 3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技翻译》、《图书情报
工作》等 5种刊物的副主编、编委。曾赴香港中文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多所髙
校讲学，多次赴美国及中国台湾和香港进行学术交流与访问。研究领域先后为无
线电导航系统、图书馆文献信息与翻译史，研究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安徽省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安徽图书奖三等奖及安徽省科技情报成果一等奖等。
出版中英文图书十余种（含合作），翻译史著作有《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
《中国口译史》与《中国科学翻译史料》等。发表文章百余篇，翻译史内容占半。”

biochem： “内蒙古图书馆馆长荣获 ‘ 2015 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 ’
http://old.nmgcnt.com/show-663.html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中国图书馆年会在
广州开幕，开幕式上揭晓了‘2015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内蒙古图书馆馆长李晓
秋成为 10位榜样人物之一。大会评语认为，李晓秋馆长从基层到省会城市，从
一线岗位到管理岗位，三十余载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文化、惠民、服务是他始
终坚守的文化追求。他策划组织实施了‘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和‘彩云服务’两项服
务创新工程，受到中宣部、文化部和自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引起国内外图书馆
界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高度评价与认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中取得突出成就和显著的社会效益，对推动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
贡献。‘2015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颁奖词是这样说的：‘从踏进图书馆那一天起，
他们就把生命和热爱深深地融入图书馆事业。他们心怀责任，心怀梦想，心怀使
命。他们孜孜以求，默默耕耘，延续着地方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薪火；他们殚精竭
虑，开拓创新，推动图书馆事业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他们用心用情保障人民群
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积极推动全民阅读的开展，努力让阅读使一个民族更伟大，
更高贵，更有创造力。’。”

biochem：“李晓秋简历 1981年-1983年 赤峰市图书馆工作 1983年-1985年
内蒙古大学图书情报管理专业读书 1985 年-2000 年 赤峰市图书馆工作，1988

年任赤峰市图书馆馆长 2000年-2001年 赤峰市文化局工作，任助理调研员 2001

年-2004年 内蒙古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工作，任馆长 2004年-2017年 内蒙古自治
区图书馆工作，任馆长 2017年-2018年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2018年-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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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校图书馆办公室主任核心能力调查问卷
Hakkaboy：“各位同行好，打扰了。以下问卷是本人正在进行的关于‘高校图

书馆办公室主任核心能力’的调查。完成问卷只需要 3分钟，请您抽空作答，答
案没有对错之分。本人保证对您填写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且仅用于学术研究，
请 您 放 心 作 答 （ 大 部 分 为 选 择 题 ） 。 谢 谢 ！ 问 卷 链 接 ：
https://www.wjx.cn/m/104085101.aspx，请各位同行百忙之中抽空点击一下，
谢谢！”雨过天晴：“我能说，办公室主任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能够让馆领导满意吗？
别的那些都是小问题。”boner：“实话实说@雨过天晴。”雨过天晴：“我们馆已退
休的办公室主任连任 20多年，历经 4任馆长，她高中毕业，工人出身转的干，
也没有什么特别能力，就是会讨领导喜欢。领导和她在一起真的如沐春风，她的
周到殷勤让人看得目瞪口呆，这就是办公室主任的核心能力啊！当然，时代不同
了，可能现在不太一样了。”沧海伊人：“虽然时代不一样了，但是人性还是一样
的，让领导满意这个应该是必备素养。”boner：“在哪个时代，哪个地区都一样。”
骑鹿踏雪：“办公室主任不是服务大家吗，馆领导能代表大家整体，但是个体诉
求能代替吗？”biochem：“@沧海伊人 @沧海伊人 手下的人满不满意无所谓，上
司必须满意，想想你的官位是怎么来的。”

（9）藏书印该盖在什么位置？
低调：“藏书印盖在封面上？”图穷：“@低调 可能为了与其他资料室区别，不

用翻看‘扉页’就可以看到是哪个学院哪个资料室的。”低调：“感觉怪怪的。”图穷：
“@低调 @低调 我见过把馆藏章盖在书口上的——书脊的对面。”公图小范：“私藏
才这样，个人藏书才这样。”麦子：“@图穷 @图穷 我们过去是盖在书头上的。现
在大概就在里面盖一个学校名字。”学图-*：“@麦子 早上好！这本书我盖了很多
个地方，我这里的书我自己编目，编目中盖藏书章也是有规定的吗？”中原劲草：
“啥都需要规定，这太可怕了。”低调：“约定俗成。行业惯例。”学图-*：“@中原
劲草 @中原劲草 我编目的时候经常会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书进行一些小的的调
整。比如去年毕业生捐赠书，我就在条码里面加上大写 z。@低调 @低调 嗯。我
是个外行。”

（10）用户画像到底是指什么?

奎奎：“NLSP中的用户画像。来源：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
https://mp.weixin.qq.com/s/YDjmzbLSA9AXTh3CiugzcA。
学图-*：“沈老师，用户画像到底是指什么呢？如果是用人工大脑进行的对

读者的个性分析算用户画像吗？用户画像只是关注个体的定位和描述吗？不是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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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画像更重要的是要归纳出一个群体的共性特征。用户画像可以帮助我们
了解到最重要的 80%用户需求是什么，以及哪些是用户其实没那么在意的 20%的
需求。通过建立用户画像（一个真实用户的形象），我们可以与用户产生共情，
设身处地地去思考用户需求。也就是说，只有借助软件才能完成，加上人工的服
务质量。我问的是，当读者什么软件也没利用，直接走到图书馆来咨询馆员借书，
馆员该如何给读者画像呢？而且如何引导读者利用系统借阅呢？可能问的很业
余，可是我这里的读者很多都是因为老师或者身边同学推荐而来，我的任务就是
如何热情的适度的服务，然后让她们留恋往返。这样我应该怎样给读者画像呢？
读者画像是一个数据挖掘换汤不换药的另一个说法吗？”学图-*：“@奎林说： 如
果文章引用您的这篇文章的观点，应该用什么格式呢？”奎林说：：“文章结尾有，
至少有两种用户画像。引用啊，去百度搜，一定能搜到类似的。这些观点其实没
多少新颖之处。在产品经理那里，都烂大街了。”学图-*：“为什么一定是用户画
像而不是读者画像呢？”奎林说：：“各行各业。图书馆才是冰山一角。当然选用
已有词汇。”学图-*：“当然，用户画像没有上面说的这么简单，还有很多复杂的
事情要做。因为‘用户画像’按大的分类来说，就必须区分两种：一种叫做 Persona，
也叫做用户角色，是描绘抽象一个自然人的属性。一种叫做 Profile，是和数据
挖掘、大数据息息相关的应用。通过数据建立描绘用户的标签。”学图-*：“这是
答案吗？”奎林说：：“明天还会写用户画像。”boner：“@学图-123（瞬时分享） 适
合读者需求，因地制宜也无妨。”

（11）高校图书馆在学校网页的位置
麦子：“@学图-123（瞬时分享） 今天看了你们学校的网页，发现不仅没有

资料室，也没有图书馆。其他的事倒是无所谓，这事应该争取一下：1）对学校
而已，好的学校都是把图书馆放在主页上的，一般是归入‘研究类’。2）在目前的
文化中，任何没有在网页上的实体单位是不存在的。当然，如果你说你们是保密
单位，我没话可说。”低调：“高校主页看不到图书馆，说明图书馆在这个学校地
位不行呗。2020年看过一个线上直播，一个高校馆长，就各高校图书馆在学校
网页的位置，做了一个类比盘点。具体是哪个馆长一时想不起来了。不知群里有
没有人看过那场直播。”学图-*：“@麦子 简化成了主页的图书二字。我已把您刚
才的话转发至学校同事群。”biochem：“图书馆放着组织机构的下边。”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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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学图-123提供

（12）聚焦：新时代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于服务创新研讨会

图片由馆员 hh提供

公图小范：“@圖堺新人 谢谢你，有实况录制视频，劳驾发在群里，上回广

州的十四五规划会议，很精彩，就是直播了两天就掐了，真的很遗憾。”图-~：“这

个会议打不开？”奎林说：：“https://live.bilibili.com/21995283。”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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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郭：“https://wx.vzan.com/live/tvchat-567279517#/DRAA第十九届

会议直播。”biochem：“同一天，四五个会议，是不是多了点儿。”低调：“百花齐

放。”boner：“春暖花开，正是学习时机。”biochem：“所有的会议都可以网上开。”

低调：“这也得准备好几个终端同时收看。”

图片由圖堺新人提供

图片由馆员 hh提供

学图-*：“有录像的记得分享一下。学习学习！”烟大圕*：“同感。”虫儿飞：
“群主参加的会议没有线上直播么。”biochem：“肯定没有啊。”学图-*：“没有才
正常。”biochem：“如果有，群里早就通知了。”虫儿飞：“想目睹群主的真容。”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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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桐影：“@biochem 教授总是这么睿智。”

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济宁学院刘欣馆长主编的《孝经文献全编》共 66卷。”biochem：“上
海财经大学（以下简称学校）源于 1917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的商科。1921

年学校迁至上海，创建上海商科大学。1932年独立建校，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
院。1950年，学校更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85年，学校更名为上海财经大
学。”鲲鹏展翅：“@图谋 有课件分享没？”图谋：“这是会议主办方的工作。目前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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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了解。”

（13）定位盘点机器人如何通过视觉判别图书复本？
boner：“@奎林说： 沈老师，请教一下，早上听刘教授关于定位盘点机器人

讲座时，有一个问题：没有 RFID芯片，用图片处理来识别书名的方式，怎么来
判断复本的区别，是不是后续还有个判断过程，谢谢！”奎林说：：“视觉对于复
本不做区分，比如数据库里面有 5本《大学语文》，视觉扫描识别到 4本，这个
时候我们就知道，丢失了一本《大学语文》，从而将信息上报。如果扫描到 5

本，那就知道没有丢失。”boner：“明白了，非常感谢！@奎林说”

1.4 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 7周年赠书活动

图谋：“ @全体成员 值此圕人堂建群 7周年之际，图谋受吴汉华教授委托发
布赠书信息。圕人堂成员若需要《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民间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
（山西人民出 版社，2021.3），烦请于 5月 9日通过圕人堂 QQ群小窗向图谋提
供接收快递的详细通信信息（务必准确！样式：姓名 手机号 详细地址）。拟寄
赠 10册，由吴汉华老师签名和邮寄，先到先得。若逾期、逾数均致歉意，敬请
谅解！关于图书信息参见：吴汉华《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民间图书馆发展战略研 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82332.html 。”图谋：“已确认 10

位。分别是：陈 wei、付 peng、胡 hui芳、陈 chuan祥、刘 xin、范 shu国、邓
cheng越、韩 yu恒、王 lu、高大 peng。敬请相关成员核实收取快递信息，如需
修正，尽快告知，谢谢！”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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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全体成员 2021年 5月 10日为圕人堂 QQ群建群 7周年。图谋寄赠
《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10册，
均有‘圕人堂建群 7周年（2014.5.10-2021.5.10）纪念。’签赠信息。需要的成员，
请于 5月 9日通过圕人堂 QQ群小窗向图谋提供接收快递的详细通信信息（务必
准确！）。先到先得，若逾期、逾数均致歉意，敬请谅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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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图书信息见：
《 图 书 馆 学 漫 笔 — — 科 学 网 图 谋 博 客 精 粹 》 目 录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34655.html。”
图谋：“圕人堂建群 7周年纪念（2014.5.10-2021.5.10），《图书馆学漫笔

——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图谋只准备了 10册，依据索赠顺序，受赠对象为：
陈 wei、桑 jun、穆 li 君、马 zhi 娟、芦 xiao、潘 wei 伟、张 ning、惠 juan

澈、张 ying、张 jing。今日发圆通快递寄出。敬请相关成员留意，收到后，小
窗告知一声就好。”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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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圕人堂成员可以在群规范框架下，做更多于圕人切实有益的事情。
囿于个人精力和能力，图谋所做所为非常有限。不当不周之处，希望多谅解。图
谋更多的是作为圕人堂‘群辅‘志愿者之一，在试图做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受到诸
多制约，许多事情力不从心。圕人堂以往的‘惯例’，每逢周年，会谋划一些圕人
堂 营 销 活 动 ， 目 的 是 宣 传 与 推 广 圕 人 堂 服 务 体 系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自 2020年开始，
圕人堂这样的网络社群受到的制约较以往更多。圕人堂基本处于最低限度维持状
态。”

图谋：“@全体成员 值此圕人堂建群 7周年之际，图谋受郑锦怀老师委托发
布赠书信息。圕人堂成员若需要《‘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韦棣华研究》（中
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1.1），烦请于 5月 9日通过圕人堂 QQ群小窗向图谋提
供接收快递的详细通信信息（务必准确！样式：姓名 手机号 详细地址）。
拟寄赠 50册，一律不签名，先到先得。若逾期、逾数均致歉意，敬请谅解！关
于图书信息参见：郑锦怀《‘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韦棣华研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9852.ht。”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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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郑锦怀《‘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韦棣华研究》圕人堂赠书名单
(50人）：高 da鹏、范 shu国、杨 yi明、陈 wei、易 ling、吴 qi靖、赵 dan

僖、王 yu卿、廖 fei、曾 jun君；雷 shui旺、唐 xiao姣、李 jin瑞、刘 yu美、
陈 tao、王 yun梅、陈 ying浩、刘 xin、金 lei、胡 wei；李 yang、赵 ting 、
杜 jing怡、张 ning、 李 hai燕、易 ling、贺 wen爱、姜 yu彦、马 chun林、
廖 hua；黄 ti杨、刘 hong、谢 jing、江 ya、徐 xue峰、江 li钰、马 yi秋、蔡
pei纯、王 de银、冯 zhi辉；严 ling耕、博 le、邵 ping、王 xiao、刘 yan笑、
孙 hua刚、徐 lu、宋 wu玉、王 hong、孙 hui英。敬请核实提供的快递收取信息
（核实手机号及地址信息是否完整无误），如需修订，请于 15:00前告知。谢谢！”

图谋：“赠书不可能满足所有需求。另有需求者，可以通过网上书店等途径
购 买 ， 比 如 ： 中 国 现 代 图 书 馆 运 动 之 皇 后 韦 棣 华 研 究 .

https://item.jd.com/13226386.html.”感谢理解与支持！”图谋：“今日发起的 3

条赠书公告，已完成。《图书馆学漫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
版社，2019.11），今日仍可以索取电子稿，通过 QQ邮箱发送。”

图谋：“刘方方.重庆市中医古籍目录[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12.该书是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4年度中医药科技项目的研究成果。书中汇集了重庆
图书馆、重庆中医研究院、重庆中药研究院、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市内
26家古籍收藏单位的中医古籍，共计 1028种，6000余册，包括明刻本 47种，
是重庆市第一部地方性的中医古籍目录，属于专业类工具书。此书专业性较强，
希望得到该书的成员请示意一下。可以先准备接收快递的详细通信信息（务必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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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样式：姓名+手机号+ 详细地址）。请按样式准备，不需要多余信息，我这
边直接复制粘贴就好。加号用空格代替。我当前是调研需求，进行需求摸底。”

图谋：“5月 9日的 3批赠书：图谋（连云港寄出，圆通）及郑锦怀老师（泉
州寄出，申通）的，均于当天寄出，相关成员陆续反馈已收到；吴汉华老师的是
签赠，手续繁琐一些，已在准备中，近期寄出。”

图谋：“@全体成员 值此圕人堂建群 7周年之际，图谋受刘方方老师委托发
布赠书信息。圕人堂成员若需要《重庆市中医古籍目录》（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12.），烦请于 5月 11日 21:00前通过圕人堂 QQ群小窗向图谋提供接收快
递的详细通信信息（务必准确！样式：姓名 手机号 详细地址）。拟寄赠 30册，
一律不签名，先到先得。若逾期、逾数均致歉意，敬请谅解！”

图谋：“吴汉华《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民间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赠书已通过
圆通快递寄出，相关成员敬请留意！”

图谋：“2021年 5月 11日刘方方《重庆市中医古籍目录》圕人堂赠书确认名
单（30人）：肖*清、曾*、穆*君、文*、高*鹏、韩*娟、蓝*娟、谢*、余*前、
乔*英；刘*宏、谭*燕、戴*敏、徐*田、蔡*纯、时*、 徐*峰、曹*、刘*、刘*

忍；胡*、王*云、邢*明、赵*红、曹*梅、雍*玲、阚*秋、吕*立、毛*江、海*。
敬请核实提供的快递收取信息（核实手机号及地址信息是否完整无误），如需修
订，请于 20:00前小窗告知图谋。谢谢！关于收到赠书信息，最好是通过小窗反
馈。这样便于对应起来。谢谢！”

图谋：“刘方方老师曾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四届青年人才奖，系中国图书
馆学会第九届理事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经典阅读推广专委会委员、重庆市高校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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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学术研究与交流专委会委员、信息技术应用专委会委员、重庆市书法家协会会
员。2020年 5月 22日刘方方老师向图谋表达赠书意愿。由于当时处于较为特殊
时期，且该主题图书专业面较窄，图谋不了解需求情况，搁置多时。图谋并没有
‘忘记’此事，借圕人堂 7周年之际推进。”

（2）热烈庆祝圕人堂建群七周年

图 谋 ： “ 图 谋 . 庆 祝 圕 人 堂 建 群 7 周 年 ！ .

https://mp.weixin.qq.com/s/5_8mj_ZOOhIvk2zwgDt1Jg2021 年 5 月 10 日为圕

人堂建群 7周年（2014.5.10-2021.5.10）。群成员刘老师打趣道：‘本群百年老

字号，只差 93年了’，图谋说：‘传说中，网年应该按狗年算，1年相当于 7年。

圕人堂相当于 7*7年，年近半百了。’特此摘编 2021年 5月 9-10日在圕人堂群

中曾出现的信息，权且算作感言或感怀。”

小米*：“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陕科大*：“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花

落无声：“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漫步：“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旷男怨女：

“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ἀπό*：“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Ciao：“庆祝圕人

堂建群 7周年！”联创-*：“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海澜澜：“庆祝圕人堂建群 7

周年。”海澜澜：“圕人堂七周年，感谢有您！”太原科*：“圕人堂七周年，感谢有

您！”向阳：“圕人堂七周年，感谢有您！”匆匆：“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hs_jsut：

“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羽扇綸巾：“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柒年 ：“庆祝

圕人堂建群 7周年。”wjew：“本群百年老字号，只差 93年了。”西交大*：“庆祝

圕人堂建群 7周年！”闽农林*：“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墨染云空：“庆祝圕人

堂建群 7周年。”北风低吟：“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

薄荷草*：“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一路走来，很不容易！谢谢你们！”书读

花间：“图谋博客 16周年。”书读花间：“圕人堂七周年，感谢有您！”图谋：“@wjew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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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网年应该按狗年算，1年相当于 7年。圕人堂相当于 7*7年，年近半百

了。”张卫：“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wjew：“就快半百了。”哐当：“庆祝圕人堂

建群 7周年。”榕荫书屋：“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点红包倒是快。”

西西里*：“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国图出*：“热烈祝贺，圕人堂为图书馆人的

交流与学习立下了汗马功劳。”鲲鹏展翅：“图人堂给草根群体提供了交流学习平

台。”

（3）圕人堂群成员加群审核依据
biochem：“圕人堂群成员加群审核的依据为是否提供了圕主题信息（图书馆、

图书馆学及其相关均可），包含了一个小测试，是否认识‘圕’这个字。对于不符
合加群条件的会拒绝并告知‘圕主题群’。成员邀请他人加群，请代提供圕主题信
息，可在大窗代介绍，方便管理员审核，谢谢！圕人堂 QQ群一旦加入便为圕人
堂成员之一，加群、退群自由。圕人堂为非实名群，期望交流氛围更好一些。道
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加群审核是其中一项基础工作，有助于提升用户体验。
关于圕人堂成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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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
员昵称。圕人堂成员昵称实名与否，自行选择，但以方便交流为宜，不能用严重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昵称或不文明、不健康的昵称。3. 成员退群自由，退群之
后欢迎重新加群。”

biochem：“【群主】图谋 2021/5/9 星期日 22:57:30‘圕人堂服务体系‘的
资源与服务，想方设法提供开放获取。代表性的举措是，《圕人堂周讯》从建群
至今发布了 365 期，基本做到了 365 周每周周五如期发布。【群主】图
谋 2021/5/9 星期日 23:00:45《圕人堂周讯》运行原则是：安全、经济、便
捷。《圕人堂周讯》，一方面是圕人堂 QQ群安全运行的‘靠山’，一方面是圕人智
慧与服务的辛勤结晶。《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QQ群一周交流信息，对‘圕人
堂’全体成员公开（通过 QQ群邮件推送），同时亦对社会公开（主要通过科学
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公开）。从 2021年开始，还提供了 H5电子杂志版，点
击链接后可阅读，且适合各类屏幕大小的手机、平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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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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圕人堂建群 7 周年！

2021-5-10 17:13

2021年 5月 10日为圕人堂建群 7周年（2014.5.10-2021.5.10）。群成员刘老师打趣道：“本群百

年老字号，只差 93年了”，图谋说：“传说中，网年应该按狗年算，1年相当于 7年。圕人堂相

当于 7*7年，年近半百了。”特此摘编 2021年 5月 9-10日在圕人堂群中曾出现的信息，权且算

作感言或感怀。 圕人堂 Q ...

个人分类:圕人堂|29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推动图书馆专业化发展倡议书

2021-5-10 14:59

信息来源： 图书馆界共同倡议：以专业化推进新阶段图书馆事业发展

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427A0BDQC00 《图书馆报》第 548期，2021年 5月 7日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507 推

动图书馆专业化发展倡议书 . 图书馆报 ...

个人分类:圕人堂|23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向图书馆员榜样学习与致敬！

2021-5-8 21:17

笔者关注到肖燕女史《应对变革 30年来美国图书馆楷模人物撷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9.），是因为浏览了刘欣馆长的欣然来读书微信公众号上的书评文字。随即通过网上书店买

了一本。 《应对变革 30年来美国图书馆楷模人物撷英》一书，倾注了肖燕女史 4年多的心血。

肖燕女史本身是一位 ...

个人分类:圕人堂|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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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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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 2021 年 5 月 10 日为圕人堂QQ群建群 7周年。图谋寄赠《图书馆学漫
笔——科学网图谋博客精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11）10 册，均有‘圕人
堂建群 7周年（2014.5.10-2021.5.10）纪念。’签赠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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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2） 值此圕人堂建群 7周年之际，图谋受吴汉华、郑锦怀、刘方方委托发布赠
书信息。吴汉华《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民间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山西人民出版
社，2021.3）赠书 10 册；郑锦怀《‘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韦棣华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1.1）赠书 50册；刘方方《重庆市中医古籍目录》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12）赠书 31册。
（3） 2021 年 5 月 10 日，为庆祝圕人堂建群 7周年。图谋发红包 2次，累计
200 元，借此“造势”，略致谢忱！
（4） 本周圕人堂聚焦“新时代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于服务创新研讨会”。2021
年5月12-14日在济宁学院召开“新时代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与服务创新研讨会”，
分主题：文献保护与传承；特色资源建设与服务创新；新时代馆员队伍建设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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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提升。山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山东省高校图工委馆员
队伍建设专业委员会主办，济宁学院图书馆承办。
（5） 2021年5月14日18:00，群成员达2987人（活跃成员560人，占18.7%），
在线 1478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37.9%），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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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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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1.3 圕人问答与讨论
	（1）怎么看收费自习室的“火”？
	（2）内部资料能作为参考文献吗？
	（3）新媒体盛行之下的阅读变化
	(4) 实体书店的倒下意味着什么？
	（5）高校图书馆如何向对校外读者开放？
	（6）图书馆如何对接社会需求？
	（7）图情业内“秋字辈”榜样人物
	（8）高校图书馆办公室主任核心能力调查问卷
	（9）藏书印该盖在什么位置？
	（10）用户画像到底是指什么?
	（11）高校图书馆在学校网页的位置
	（12）聚焦：新时代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于服务创新研讨会
	（13）定位盘点机器人如何通过视觉判别图书复本？
	1.4 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7周年赠书活动
	（2）热烈庆祝圕人堂建群七周年
	（3）圕人堂群成员加群审核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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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群文件共享

	3.大事记
	4.延伸阅读
	4.1 《圕人堂周讯》辑录 
	4.2 圕人堂QQ群知识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