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圕人堂周讯（总第 374 期 20210709）

1

陈玮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目录
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3

1.1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3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3
1.3 你提问，我回答..................................................................................................................7
（1）关于爱思唯尔的 Scopus 和 Scival 分析工具.............................................................. 7
（3）关于地级市村志的排架问题讨论...................................................................................7
（4）超期罚款讨论...................................................................................................................8
（5）科技查新员培训和考试的讨论.......................................................................................8
（6）有关学期未图书馆自习室的讨论...................................................................................8
（7） 江苏省中青年图书馆员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五场）...................................... 11
（8）关于大学图书馆的 15 个问题.......................................................................................12
（9）“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输入与输出............................................................................ 17
（10）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17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19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19

这些年，科学网博主出版的那些博客书.....................................................................19
学术博客书的尴尬处境.................................................................................................. 19
关于深层次信息服务的思考.......................................................................................... 19
暑假安排有点“撑”...................................................................................................... 20
目录学的发展方向...........................................................................................................20

2.2 群文件共享.......................................................................................................................20
3. 大事记......................................................................................................................................... 20
4.延伸阅读........................................................................................................................................ 21

4.1 《圕人堂周讯》辑录........................................................................................................21
4.2 圕人堂 QQ群知识库........................................................................................................21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74 期 2021070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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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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征文！第二十七届中国竞争情报年会 9月柳州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ugqqFXKl4hEZgFBSvb02ug。”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 IFLA WLIC 2021年 8月线上召开 https://mp.weixi

n.qq.com/s/s9FMAKMCUG3mMNjYHb3FEQ。”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中图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 11月聊城举办海源阁藏书

暨中国历代图书文化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https://mp.weixin.qq.com/s/8060ONo

HMi6k-RDrYunvhQ。”

会议君：“图书情报 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关于举办馆员书评

征集活动（第九季）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AhCyuEImPoGUQCN6L

pARHQ。”

biochem：“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 2021年“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

护计划”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Jo1wJeMobZRANGUUwq

JeJg。”

图谋：“上纽大图书馆招聘-教学服务馆员，社科与经济学学科馆员 https:

//mp.weixin.qq.com/s/lh8ZbVV76Xb1UhtAUJeS2Q。”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数据智能时代学术评价发展”论坛 10月举办 http

s://mp.weixin.qq.com/s/TDie-moUEgbNKGxB_2y0kg。”

图雷：“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图书馆员在职专业培训的通知 http://

www.lsc.org.cn/contents/1219/15256.html。”

图雷：“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西部公共图书馆 2021年学术研讨会的通

知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79/15260.html。”

图雷：“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举办‘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第十八期）的

通知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198/15258.html。”

图雷：“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关于举办‘追寻百年记忆 弘扬红

色精神’——红色文献整合与开发高峰论坛的通知 http://www.lsc.org.cn/co

ntents/1351/15259.html。”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

94322.html

图谋摘编自：柯平,刘旭青.改革开放 40年我国目录学研究的成就、问题与

思考[J].情报资料工作,2019,40(05):17-22.面临当下目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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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迫切需要目录学界作出改变，适应新时期国家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和

环境，抓住目录学发展良好的时代契机，以良好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挑战。目录学

有着光辉的过去，再铸目录学辉煌任重而道远。”

常薇：“2021春季课程案例报告之一 | 析图寻源，https://mp.weixin.qq.

com/s/LFWYIOuYp39DNuNdFBYrJA。”

常薇：“2021春季课程案例报告之二 | 如何通过文献检索破除伪科学？，

https://mp.weixin.qq.com/s/KS_IH5fbhXzmEA6ZM0OjiA。”

常薇：“2021春季课程案例报告之三 | 为晚清一段基督教史料找英语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NQ8PfY0ggaZr7LjKKxWeWg。”

查新检索：“科技奖项评定、职称评聘纳入新指标 https://mp.weixin.qq.

com/s/bNS235Xfa9XJu4VxlnpjZg。”

图雷：“关于开展 2021年度江苏省文化和旅游科研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http://wlt.jiangsu.gov.cn/art/2021/6/8/art_699_9842708.html。”

小县城公共图书馆：“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年度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研究课题申报的通知 http://whhly.shandong.gov.cn/art/2021/6/

15/art_100579_10289696.html。”

图谋：“2021年图情档青年学者论坛征文启事（第一轮）https://mp.weix

in.qq.com/s/QU_Blqy6mBp6Hx516StIzg。”

图谋：“《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GB/T40108-2021)》国家推荐标准发布 h

ttps://mp.weixin.qq.com/s/oThnY4uyfyr_6TVSkLZMDw。”

查新检索：“22大领域，5千多种期刊！《我国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

最新版！https://mp.weixin.qq.com/s/BoO-TbRriqivKaC-6WMGZw。”

查新检索：“国家药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发布《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

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EVf7bbCI_vvX

DFc_8fxeFA。”

雨过天晴：“最孤独又幸福的工作，藏在这些书里 https://mp.weixin.qq.

com/s/WjRdsSX2VO2fDHwzlKCDdw。”

会议君：“久等了！民国期刊第十二辑新鲜出炉 https://mp.weixin.qq.co

m/s/YLgVbMUIojh0p3z3XBlQmQ。”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宁波图书馆新馆入围 IFLA2021年度公共图书馆奖 ht

tps://mp.weixin.qq.com/s/XlypmDeezyzHcuqP8Xsufw。”

图谋：“2020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https://mp.weixin.qq.com

/s/Qn_OFBR-lQvnp0DxL136Tw。”

查新检索：““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及揭榜挂帅项目申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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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https://mp.weixin.qq.com/s/iNaoHtjxaHpE24X7gWDnRw 。”

奎林说：“上书房行走 | 前四十期合集 https://mp.weixin.qq.com/s/bIx

fLcrTvpZ9XJS2HQ4o7w。”

图谋：“欲为张厚生先生编年谱 https://mp.weixin.qq.com/s/wzj2AKZrrn

zRH1DvBeoKBw。”

图谋：“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谭祥金教授逝世.https://mp.weixin.qq.c

om/s/ycYUnNRisVKCWaQ2czbYNg。”

图谋：“图书馆人|服务图书馆事业六十年 https://mp.weixin.qq.com/s/k

tE6_6XksD8tNnxBWidVZA。谭祥金教授，1939 年 4 月出生，湖南省津市人，1992

年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谭教授踏入图书馆领域 60 年，经历和参与了中

国图书馆事业从传统迈进现代化的历程，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信念如一，初心不

改。”

图谋：“敦煌学家白化文逝世，享年 91 岁.https://news.china.com/dome

stic/945/20210707/39729225.html 据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消息，著名学者、敦

煌学家白化文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7 月 6 日 6 时 20 分在北京逝世。”

图谋：“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白化文先生仙逝.https://www.im.pku.e

du.cn/xwgg/xgxw/355771.htm。”

木木贝：“白化文：孔子及其弟子 https://mp.weixin.qq.com/s/PZ930EuV

0MT_gxcqvAqiXw。”

万寿寺*：“《任继愈先生琐忆》（《中华读书报》2016 年 04 月 13 日）一

文中，曾特别提到在白化文先生的帮助下，国图入藏周绍良先生所藏碑帖事：‘2

002 年 5 月，周绍良先生病了，亟需一笔钱。周家曾经是很有钱的，解放以后，

出于爱国之情，周家将几乎所有的资产、文物及古籍善本等都捐给了国家，其珍

贵藏书多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倘若换作金钱，不啻以亿万计。谁

曾想，周绍良先生晚年体衰多病，又不愿向国家伸手，因此决定将自己因研究需

要而收藏的一批拓片出让，委托中国书店办理相关事宜。周绍良先生是当代研究

碑帖的大家，编有《唐代墓志汇编》，所藏拓片质量很高，特别是其中有一部分

为章钰四当斋旧藏（此前章钰四当斋曾有过半数的拓片收藏于国图）。一位日本

学者听说周先生有意出让，开价 160 万元，并马上赶回日本筹资，许以三日之期。

此事被白化文先生得知，古道热肠的白先生赶紧将消息告诉任先生，希望任先生

出面，想办法，既不让这批珍贵的拓片流落国外，又能解周先生燃眉之急。任先

生不顾年高，立即驱车去通县双旭花园周宅拜会老同学，周绍良先生则以实情相

告，提出愿以 100 万元让与国图。从周宅回来后，任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

周家两代人爱国之情，世人共知，国图受惠最多。现在周家有困难，得赶紧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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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周先生的燃眉之急。至于购买程序中操作方面的困难，我们自己想法解决。中

国书店彭震尧经理闻知此事后，免收原来代周先生整理编目的相关费用，天津图

书馆陆行素馆长慨然决定悉数购藏国图多余的复本，在各方的努力下，此事终得

圆满解决。’。”

长财睿智：“图书馆员，可爱的人，致敬！https://mp.weixin.qq.com/s/

QqVO5Zc02HrbngPQw9ilEQ。”深圳宝安图书馆记录馆员在防疫前线奋战的故事，

做得很好，因为有了记录（无论是以文字，还是以影像形式），他们的故事必将

载入图书馆的史册。

亦行人：“图书馆员对本专业应有的努力 归到图书馆的本身，也有许多

要求自知，更须自勉、白责的地方，这是我们应当觉悟的。现在分图书馆员的自

修和自信两方面来讲，关于图书馆员自修一事，有认清职守、注重品学、多学技

术三项。关于图书馆员信仰一层，在这里也可以从(1)图书馆事业本身价值；(2)

图书馆先进之劝勉；(3)我国图书馆事业之新机运等三点来说。 先说，我们

对于图书馆事业是有大的信仰的。这个信仰，不是幻想或迷信的，乃有事实上的

可能，以及前因后果的证明，足以补足我们的软弱，坚固我们的自信力的。现分

说这三点，我们的意见乃是这样：(1)无论如何，这个图书馆事业，是沟通文化

辅助教育的机关。我们只要尽本分，任何劳苦、困难，在所不辞。因为我们的工

作，是为群众谋利益的，没有消耗社会上的什么，我们每日所得的极薄工价，又

是凭着极苦的心力换来的。所以对这是敢云无愧，而可以信仰得过的。(2)我们

要把欧美图书馆先进的国家看看。在前五十余年，他们所尝的困难，比我们现在

还要多，因为他们在摸索试验的过程中，关于图书馆种种的问题，如组织、建筑、

设备，以及书籍的采购、分类、编目，并图书馆用品等等上，一无所凭藉；后来

乃是经过了许多杰士来逐渐追求发明，并挣扎奋斗，于是在今日竟取得有相当的

成效和地位了的！我们此时的困难，若是在他们看来，想是等于辽东之豕而已！

这是事实的证据，我们可资借镜，又是实在可以信仰得过的。(3)图书馆事业乃

教育文化之枢纽。所以图书馆的进退，当然随国情走；如中国元气恢复，政治人

轨，则图书馆对于此类问题贡献上所发生的困难，自然不难迎刃而解的。——摘

自沈祖荣先生著《谈谈图书馆员的生活》。”

雨过天晴：“邵波：新一代服务平台环境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 https://mp.

weixin.qq.com/s/0yTPcuD633TzE-rsTG57Nw 。”

雨过天晴：“浅谈图书馆管理的特点 https://mp.weixin.qq.com/s/t4x-A

sdBpAsej7QsVe0Seg 。”

雨过天晴：“图书馆的价值，远不止提供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

/s/_xceGcJgaee7PtUBeDp6CQ 。”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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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我酸了，这些实力高校的图书馆颜值超高！ https://mp.wei

xin.qq.com/s/9f8bawCWra-VsfKXIB-SKg 。”

1.3你提问，我回答

（1）关于爱思唯尔的 Scopus和 Scival分析工具

K I T*：“请问各位同仁 南京这边有哪所高校买了爱思唯尔的 Scopus 和 S

cival 两个分析工具么？”刘建平：“前者是数据库、后者是分析工具。”

（3）关于地级市村志的排架问题讨论

QQ：“请问一下同行及老师：馆里收藏了一大批山西本地两个地级市里的村

志，排架时需要按各县各乡镇排列，根据这种排架需要，参照文学类著者号可以

加作品种次号这一范例，我们这样安排索书号的：K292.55/C-TL02/1...4...8...

，说明：K292.55 表示山西省村志；C-TL02 是我馆自编的地理区位号，C代表

某市，TL 代表该地级市下的首拼为 TL 的某县，02 是将该县所辖乡镇编排成两位

序号之后代号为 02 的乡镇；1...4...8...表示在 K292.55/C-TL02 相同情况下，

即某一乡镇下，依次录入的村志的“种次号”。排架时就能有效将各地的村志集

中在一块儿了。不知这样做合乎规矩吗？请各位同仁指教！”碧沚东楼：“@QQ

我觉得很好，但是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现在行政村下有自然村，村志编

撰尤其是私撰村志往往以自然村为单位，因此是否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避免同一

行政村的不同自然村取号差比较多。二是村志同样有编撰周期，有时下一轮编时

其所属乡镇已更换甚至撤销或转设为街道。这也是要考虑的问题。”碧沚东楼：

“此外城市化拆迁中村改成社区越来越多了，这也是比较麻烦的。”QQ：“@碧

沚东楼 考虑得周详，就应该有一个全盘的规划，谢啦！！！”碧沚东楼：“我

个人建议还是要从题名入手，绝大多数村名中的关键词是没有变化的。不必过度

执着于镇乡街道。”碧沚东楼：“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可以在 305 注明。”QQ：“@

碧沚东楼 是的，在关联字段标注清楚，后续查重续编也有个照应。”中原劲草：

“@QQ 其实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四部中地志的分类，不用把号搞的那么复杂那么

长。还有就是上面老师提到的近些年的行政区划调整较多、县区撤并等，建议把

607 的标目做好做清楚，300 的附注做好，应该就能很好地揭示这些地方文献的

价值了，也会便于查找与利用，以及后续的编目。多说一句，做 607 可能不需要

你按所谓的规范去只标注到县级，如果贵馆收藏真的是像当年的天一阁，把标目

做到乡村亦无不可。图书的目录学史所展现的目录体系不就是从简到繁，随图书

的增多而不断扩展的嘛。”QQ：“@中原劲草 谢谢老乡，我馆的编目平台还是过

去窗口式的，又无各字段后台设置功能，私人藏书馆，对编目要求不高，只是我

给他打工，出于责任心，感虑得慎重些，待到有机会回到公办图书馆后正式接触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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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目工作后再缕一缕，谢谢啦！有机会来晋东南玩。”碧沚东楼：“607 标引还

是要规范，附注不一定要用 300，明明有更合适的。像我们每一个地文凡是个人

著作，都会做 314，影印本要做 324，家谱可能还有不少 517 要做。我觉得主题

词除 610 外应规范著录。另外村一级行政区划变迁是非常复杂的，607 是不能完

全展录的。”碧沚东楼：“四部法史部地理类太宽泛了。”QQ：“老师心细，业

务也是一丝不苟！真棒！”万寿寺*：“我最近正好在翻地方志，发现地方志仅

从一般编目的角度，能揭示的信息很有限，因为不同年份的方志结构大同小异。

如果希望能对内容揭示更多，有没有进一步的处理方法？”碧沚东楼：“方志是

地方文献最核心最基本文献形式，我个人认为方志一定要撰写提要，旧志和新志

提要基本格式可根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和《新方志 3000 种》去做，在这

个前提上，旧志要做到新旧对比，把其新设、纠正的部分强调。新志比较复杂，

因为类型特别多，但总得原则是专记特载要说明，村级志书注重古迹地图家谱名

人。其余总志和专题志要强调其本身地域和领域最核心的部分。”碧沚东楼：“我

想这就是图书馆员的核心技能之一，绝对不是外包老师能做的，对利用方志的读

者也是一种‘阅读推广’。”万寿寺*：“方志信息量太大了，领域跨度又广，

这个提要不好写。”

（4）超期罚款讨论

北语刘：“各位老师好！有没有馆现在不对超期进行罚款了？对有借书超期

的读者不收取罚款而采取其他的方式？”闲在心上：“书过期早就不罚款了，系

统自动停借。”东北一*：“@北语刘 有很多馆都不进行读者超强罚款了，如有

过期未还系统默认不开借书。”北语刘：“@东北一家人 是嘛，有没有相关数据？

可参考一下。我们馆使用的汇文系统。”

（5）科技查新员培训和考试的讨论

一粒米：“请教各位业界同行：现在还有科技查新员的培训和考试吗？到哪

里可以查询到这类信息？谢谢！”雨后彩虹：“教育部规定的 60 所高校图书馆

具有知识产权服务资质，这些高校图书馆都能科技查新。国家知识产权局应该有

科技查新培训。百度一下应该是清楚的。”图林新人：“@一粒米中信所每年有

科技查新员培训的好像。你可以去看看。”碧沚东楼：“我们这里科技查新，宁

大好像不接受校外，我们就把读者往情报所流转了。”小菜：“现在高校有查新

站有 102 还是 105 所。综合类高校都能做各个学科，有些只是工科查新站，医学

查新站，只能做本学科的。高校科技查新员培训，教育部发展中心基本每年都有

培训一次。”

（6）有关学期未图书馆自习室的讨论

雨过天晴：“学期末的图书馆太可怕了，那么多学生声嘶力竭地在大厅，在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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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在楼梯，在每个位置读书，中午也不消停。我一直不能理解，怎么图书馆

就成大型自习室了呢？而且，大学生了，怎么就不会默读呢？不知道别的图书馆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好奇双一流高校的学生有没有爱好声嘶力竭读书的呢？

我感觉，精力都在嗓子里耗费了，读书效果不好吧！是不是越优秀的学生越会默

读，双一流高校的学生都会默读呢？”万寿寺*：“可能临时要背的东西太多了，

现在应该是期末考试期间。图书馆的好处是，不需要换教室吧。以前我考试复习

的时候也宁可起大早去图书馆排队占座的，不然去普通教学楼，就会时不时被上

课的人赶，非常影响复习效率。”雨过天晴：“来图书馆没问题，问题是声嘶力

竭地背书。太大声了，这样在图书馆合适吗？从早到晚。”万寿寺*：“图书馆

员为啥不干预，维持秩序、噪音管理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吧...这个我也不太理解。”

雨过天晴：“被要求不能干预，这个我一直不能理解。今天中午有个学生看中了

我的办公室，硬是堵门口一直声嘶力竭地读，翻来覆去我都会背了……被迫陪她

学习了一中午。”水调歌头：“像念大悲咒。让我瞌睡。”雨过天晴：“我在思

考，图书馆成为大型自习室，甚至朗读室真的好吗？还有，是不是因为我们二本

学生不会学习？双一流的学生是不是都会默读呢？”万寿寺*：“我觉得，至少

应该有所分区，毕竟想安静的读者也是读者。”雨过天晴：“@水调歌头 @水调

歌头 睡不着，声音特别大，还是很急迫的节奏。”爱书人：“@雨过天晴 是没

人教会这些同学，不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不打扰别人其实也是一种教养。@爱

书人 是的，所以我一直不理解馆里出台的不准干预学生大声背书的规定。原来

我们管，不是这样的，可前年，还是大前年出台规定不许管，那就没办法了，越

来越吵闹。”爱书人：“无原则，无下限的放纵学生，最终会害了他们。”雨过

天晴：“是的。把学生，尤其是考研生当宝宝贝贝，无原则支持。”cpulib*：

“我们大多是不出声，但也有出声的，甚至坐到馆长办公室门口读的。”水调歌

头：“如果所有考试题是论述题、辨析题、分析题就不会有这问题了。”cpuli

b*：“热热闹闹挺好，也就那么几天。平时也不用看校历，只要大量学生涌进图

书馆背书就意味着快放假了。”烟大圕*：“彼此彼此。”cpulib*：“这期间图

书馆应保证足够的开水供应，同时有条件的可购买一些润喉片啥的，毕竟这些学

生还是知道有图书馆这么个地方可以背书，还能保证高效率。”hanna：“我去

过大声朗读的图书馆，那声响感觉能把楼震塌。”雨过天晴：“就是这个感觉。

尤其午休时，有学生就站在你的房门口大声背书，一个小时如睡针毡。”hanna：

“还是应该定个规矩，否则会愈演愈烈。”陕科大*：“动静分区还是有必要的。”

图谋：“图书馆里竞读书，听取娃声一片。图书馆内朗读算是一个较为常见的问

题，尤其是在考试季。各馆的馆舍条件等不同，应对举措也有所不同。”雨过天

晴：“双一流高校，比如清华北大图书馆里，也是这样‘蛙声一片’吗？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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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想到的一个问题。”图谋：“有的馆，有条件设立朗读区或‘有声复习

场所’；有的馆，馆舍空间较为紧张做不到。”雨后彩虹：“985 学校馆舍多，

少，基本没有。他们自习的地方多。”图谋：“其实，前边已有双一流高校的同

仁，参与回答。校情馆情不一，情形各异。”雨后彩虹：“有的学校有专门的阅

读广场，有的学校在校园内添置了很多长椅，学生可以随地阅读自学。@图谋

谢谢！矛盾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夏雪：“看到声嘶力竭大声背书的学生，觉得

匪夷所思，为什么？”雨过天晴：“我在学院上班时看见，他们有专门的自习室，

甚至考研室，奇怪的是，学生在学院里安安静静，我基本没遇见过大声读的现象。”

图谋：“随时随地朗读的情形，确实令人困扰。”雨过天晴：“偏偏到图书馆读

得声嘶力竭，这是什么原因？什么心理？”夏雪：“读书来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效果其实并不好。”万寿寺*：“还记得‘疯狂英语’吗。”图谋：“还是氛围

吧。”雨过天晴：“每周一三五我在学院上班，走廊楼梯干干净净安安静静。那

里也有自习室，还有考研室的。我觉得是图书馆惯的。”雨后彩虹：“不是，如

果您早晚给他们专门阅读的地方，他们就不去图书馆阅读了。”hanna：“@雨过

天晴 我们没有。”雨过天晴：“很多时候，图书馆巴巴结结的，在学生面前不

敢管，所以.....”夏雪：“不读出来，看到文字就思考就默记，难道不好吗？”

图谋：“我自身经历过‘疯狂英语’，是自己找比较偏僻的地方，如果去图书馆

（当时的条件较差），一人读书，全馆不得安宁，估计会挨揍，不敢在图书馆及

其周边‘疯狂’。”雨过天晴：“@hanna 哦，那挺好，上个月我才去过贵馆，

确实没看见，之前我在想不知道考试季怎么样。”图谋：“有的是学生自己就会

管。”雨后彩虹：“您看见了吧，学校很多地方有这样可供读书的长椅。还有阅

读广场。”雨过天晴：“我们学校也有，学生不在那里读书。”夏雪：“有的学

生自以为读出来才能记住，才是在认真学习，这种想法是可笑的。”雨后彩虹：

“学生就不在图书馆读书了。”图谋：“学生跑到图书馆办公区域朗读，确实需

要立规矩，做好疏导。不然确实是够难受的。”雨后彩虹：“疯狂英语是这样的。

提倡大声朗读。长椅上都是休闲的，谈恋爱呀吃饭呀......”徐徐清风：“说是

图书馆惯的，不如说是领导惯的。”雨后彩虹：“那我们也管不了，爱学习的学

生还是很多。”徐徐清风：“因为在图书馆办公区朗读，只是因为普通工作人员，

并没影响领导。如果我是普通工作人员，我说暗示这些学生专门到领导办公室旁

边说朗读，如果领导受得了，可以接受。咱们就接受吧。”雨过天晴：“我猜领

导喜欢这样书声朗朗，馆领导在喧闹的人群中找到了图书馆的价值，校领导觉得

这说明我们学校的学风好，同学们爱学习。”雨后彩虹：“我们就是领导受不了，

才想办法解决问题。”徐徐清风：“我这咨询台前面有时也有学生在打电话语聊

或背书，我第一次发现就会赶他们走。还立了一个醒目的告示，提醒不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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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打电话。”雨后彩虹：“习惯成自然，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徐徐清风：

“有一次一个学生在说电话，我说这里不能打电话，他说他没打电话，他是在微

信语音。。。我一时无语。”雨后彩虹：“最根本的问题是您要想办法为他们找

到可以大声朗读的地方，因为我们天生是必须为读者服务的。”雨过天晴：“默

读不香吗？大学生了，应该培养默读的习惯了，我真心觉得默读学习效果更好，

速度快节省体力。”雨后彩虹：“不是，英语老师都提倡大声朗读。”雨过天晴：

“别的学科呢？”雨后彩虹：“别的学科文学诗词也提倡大声朗读。凡是需要强

记的都是大声朗读效率高。特别是枯燥乏味的。”雨过天晴：“我们这层楼的卫

生间门口，有名医学院的学生（根据朗读内容听出来的）安营扎寨好长时间了，

那些内容真不适合大声朗读。如果真是文学诗词，我觉得挺好，大声朗读有利于

感受文字的魅力，自我的情绪也得以沉浸和渲泄，对身心健康有益的。可那些理

工科的东西也大声读，尤其人体器官，各种病，怪吓人的。”雨后彩虹：“那是

我们不了解也不理解学医学的。工科生能够大声朗读已经很不错了。要知道他们

的数 1多么难。”秋雨：“我们办公室门口也是，每当考试前，门口好多读书的，

有时候头都被她们的读书声读晕了。”雨后彩虹：“考完他们就回家了。再煎熬

几天就行。”煮酒论*：“应试教育，突击过关。”铭：“我曾经参观过一个民

办的大图书馆，楼顶上开辟出了一个朗读区域。我们学校阅览室门口也有学生会

小声的朗读，但是声音几乎只有自己听得到。”

（7）江苏省中青年图书馆员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五场）

按照“陶风青蓝工程”的总体部署，由南京图书馆和江苏省图书馆学会联合

主办的全省中青年图书馆员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在上半年成功举办了 4场，共约

19 万人次参加了线上和线下的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评价。下半年，计划

于 7月 12 日、8月 9日、9月 6日、10 月 11 日再举办 4场全省中青年图书馆员

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培训班将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为大家授课，内容以当前图

书馆事业发展热点和发展趋势为主，依然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面向全省各级各类

图书馆同步直播。

全省中青年图书馆员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五场）将于 7月 12 日（周一）

14：3 0-16:30 在南京图书馆多功能厅举

办，将 邀请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李爱国研

究馆 员作学术报告《智慧图书馆之谜思》。

线上 观看方式如下，希望准时组织收看。

1、网 站观看地址： https://live.jsts

g.org. cn/live/home/play/lvid/94

2、微 信端扫码观看：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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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风青蓝工程”----全省中青年图书馆员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五场）

议程

时 间：7月 12 日（周一）14：30-16:30

地 点：线下培训地点：南京图书馆多功能厅

线上举办地点：全省各图书馆自行组织

主持人：全勤（南京图书馆副馆长、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常务副理事

长、研究馆员）

主讲人：李爱国（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内 容：《智慧图书馆之谜思》

专家简介： 李爱国，博士、研究馆员、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经济管理学

院研究生导师。1993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信

息资源组织与管理。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40 多篇，专著 3部。先后主持

完成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全国

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

（8）关于大学图书馆的 15 个问题

刘欣.想了又想，关于大学图书馆的 15 个问题. http://blog.sciencenet.cn/b

log-2520440-1294599.html

有些问题已有结论，但在多年的从业过程中感觉与实践尚有很大距离；有些似乎

明白，却无法周全地表述；

有些随着时代进步，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吧？这个“宗”

又是什么呢？

有些答案很直白，道理很清晰，却找不到落地、推动和实施的有效路径。

总之，感觉多想这些问题，可以帮助自己不断调整思考工作的角度。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129459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12945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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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问题，期待你的思考和答案，我们共同来写答卷。

1.好的大学图书馆，该是什么样子？2.怎样判断，好，还是不好？3.大学图书

馆的本质是什么？4.大学图书馆在培养人才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5.如何

定义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员”？6.图书馆员的职责是什么呢？7.优秀的图书

馆员，是什么样子？8.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9.专业知识和

非专业知识是什么关系？10.对于一所大学图书馆来说，什么最重要？11.大学图

书馆的工作日常，耗时耗力最多的应该是什么？实际又是什么？12.读者心目中

的图书馆什么样？13.读者到图书馆做什么？14.他们为什么愿意到图书馆？15.

不到图书馆或者不愿意到图书馆的原因又是什么？

图谋：“刘欣馆长思考的 15 个问题，欢迎感兴趣的成员关注与参与。科学网杜

学领老师进行了一句话解答：“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可以思考到：读者满意。”这

个答案算是“秒答”，还“通用”。系列问题，涉及的自变量应变量不同，考虑

问题的视角不同，答案会各式各样。”

图谋：“关于大学图书馆的 15 个问题简答（图谋）

1.好的大学图书馆，该是什么样子？

馆人合一，以人为本。用户满意、馆员满意及其他图书馆利益相关者满意。

2.怎样判断，好，还是不好？

涉及的自变量应变量不同，考虑问题的视角不同，答案会各式各样。一定范围内

的高校图书馆评估，采取一定的方法程序进行综合评估，相对更为可取。

3.大学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

资源与服务。

4.大学图书馆在培养人才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围绕用户需求，积极做好资源建设与信息服务工作。

5.如何定义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员”？

广义的“图书馆员”是指图书馆工作人员；狭义的“图书馆员”是指“受过图书

馆业务培训并专门从事图书馆业务工作的人员。”

6.图书馆员的职责是什么呢？

履行图书馆职能：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信息、开发智力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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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7.优秀的图书馆员，是什么样子？

具有相关知识或专业背景，受过系统的图书馆学专业训练，专门从事图书馆业务

工作，且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可（比如用户满意、图书馆利益相关者满意）。

8.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专业素质与综合素质相互促进。

9.专业知识和非专业知识是什么关系？

专业与非专业的界定并不存在清晰界限，因需而变。

10.对于一所大学图书馆来说，什么最重要？

致力于所属高校学科或主题领域专业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加工，为师生提供相适

应的信息服务。

11.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日常，耗时耗力最多的应该是什么？实际又是什么？

耗时耗力最多的应该是资源建设与信息服务，实际多是后勤保障类工作。

12.读者心目中的图书馆什么样？

对于高校图书馆读者，一定比例认为图书馆是提供自修的场所。

13.读者到图书馆做什么？

教师读者到实体图书馆的比例很小，学生读者到实体图书馆多是自修。

14.他们为什么愿意到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位置多数处于校园中心位置，较为便利，且图书馆的自修条件相对较

好（比如有空调、座椅、保洁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15.不到图书馆或者不愿意到图书馆的原因又是什么？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不了解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不是刚需（可用可不用）、

曾经有过不良体验等。”

麦子：“关于大学图书馆的 15 个问题简答（图谋）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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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好的大学图书馆，该是什么样子？

馆人合一，以人为本。用户满意、馆员满意及其他图书馆利益相关者满意。

麦子：要大家都满意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自己：如果图书馆员能充分利用自

己的专业技能，在财力容许的情况下把图书馆能运作起来就可以了。图书馆应该

是一个背景上默默运作的机体。

2.怎样判断，好，还是不好？

涉及的自变量应变量不同，考虑问题的视角不同，答案会各式各样。一定范围内

的高校图书馆评估，采取一定的方法程序进行综合评估，相对更为可取。

麦子：不上头条，没有投诉，图书馆员对收入和工作环境满意就可以了。

5.如何定义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员”？

广义的“图书馆员”是指图书馆工作人员；狭义的“图书馆员”是指“受过图书

馆业务培训并专门从事图书馆业务工作的人员。”

麦子：侠义的话，即使没有门槛，起码有个学位要求吧，如果是上面这定义，难

道小学毕业也可以？z

6.图书馆员的职责是什么呢？

履行图书馆职能：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信息、开发智力

资源。

麦子：这个太泛，太泛的就等于没有。图书馆员的职责是遵守自己岗位的具体工

作内容。

7.优秀的图书馆员，是什么样子？

具有相关知识或专业背景，受过系统的图书馆学专业训练，专门从事图书馆业务

工作，且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可（比如用户满意、图书馆利益相关者满意）。

麦子：这里可以提一下门槛问题。

8.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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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素质与综合素质相互促进。

麦子：一个大圆圈里含一个小圆圈。

9.专业知识和非专业知识是什么关系？

专业与非专业的界定并不存在清晰界限，因需而变。

麦子：非专业知识可以说成是常识。工作中遇到最麻烦的人可能就是有专业知识

而没有常识的人。

10.对于一所大学图书馆来说，什么最重要？

致力于所属高校学科或主题领域专业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加工，为师生提供相适

应的信息服务。

麦子：不要把大学图书馆办成公共图书馆。

11.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日常，耗时耗力最多的应该是什么？实际又是什么？

耗时耗力最多的应该是资源建设与信息服务，实际多是后勤保障类工作。

麦子：如果做到 "好图书馆“ 的境界，图书馆员应该让耗时耗力的事情降到

最低，而图书馆员把时间放在后退一步，把时间放在如何更省事省力地做日常工

作。

12.读者心目中的图书馆什么样？

对于高校图书馆读者，一定比例认为图书馆是提供自修的场所。

麦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样子。

13.读者到图书馆做什么？

教师读者到实体图书馆的比例很小，学生读者到实体图书馆多是自修。

麦子：图谋的回答是图书馆员的角度。鉴于现在图书馆的功能，读者大概也只能

做这些。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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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他们为什么愿意到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位置多数处于校园中心位置，较为便利，且图书馆的自修条件相对较

好（比如有空调、座椅、保洁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麦子：学校其他的设施和图书馆比，要来得差。没办法。

15.不到图书馆或者不愿意到图书馆的原因又是什么？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不了解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不是刚需（可用可不用）、

曾经有过不良体验等。

麦子：在其他地方看书自修谈恋爱更方便。”

图谋：“更多人参与互动，彼此可以收获更多。麦子老师算是批改我交的作业。”

麦子：“你是官方答复，我是我自己的心得。”

图谋：“哦，我是小学生交作业。倒也是自己的心得，只是水平有限，抛砖引玉。”

麦子：“那我算是活跃一下气氛。否则每天光贴照片也不好。”

（9）“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输入与输出

图谋：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输入与输出不尽人意，但

可谓“一直在努力”。“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运营，当前主要是依靠四方面的力

量：一是深度用户的力量（比如麦子、biochem 老师等等）；二是圕人堂管理员

团队（《圕人堂周讯》编辑团队）的力量；三是隐形的力量（来自圕人的各种形

式的关爱与支持，特别感谢多年来世界艺术鉴赏库、弘雅科技为圕人堂提供赞

助）；四是图谋自身的点滴微努力。

（10）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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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bt.edu.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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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是 www 老师对圕人堂乃至圕人的特别贡献。ww

w 老师在不断修订与完善，不时推出新功能。欢迎进一步关注与利用！对于网络

社群，深度用户的贡献很重要。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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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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科学网博主出版的那些博客书

热度 1 2021-7-8 21:22

图谋注 ： 本文主要参考《科学网博主博文图书精选》

（ http://news.sciencenet.cn/news/sub26.aspx?id=2736 ），进一步通过检索读秀学

术搜索（2021年 7月 8日检索）整理。据个人了解，尚不够全面，仅供参考，

欢迎补充。如有不当，欢迎批评指正！ 科学网博主博文图书精选

http://news.sciencenet.cn/new ...

个人分类:圕人堂|827 次阅读|4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学术博客书的尴尬处境

热度 2 2021-7-8 06:48

图谋自 2005年 1月 28日开始写博客，先后结集出版过 5本博客书。图谋作为草

根，一而再，再而三出版博客书。得益于诸多师友的帮助与支持，也得益于所在

机构的科研激励政策，还得益于其社会反响。 科学网图谋博客单篇访问次数，

大多为“数以千计”，超过 1万次的有不少，其中 2013-12-17 20:53发 ...

个人分类:圕人堂|732 次阅读|7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2

关于深层次信息服务的思考

2021-7-7 11:16

笔者作为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部负责人已有数年，关于深层次信息服务，做过一

些探索与实践。囿于种种实际，收效并不如意。 所谓深层次信息服务，通俗地

表达是更好地让专业的人员去做专业的事情。不管具体名字叫什么，参考馆员、

学科馆员、咨询馆员、采访馆员、编目馆员、阅读推广馆员等等 ...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46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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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65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29465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4659&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465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9465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465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94659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4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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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54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29454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4542&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454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9454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454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9454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4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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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圕人堂|517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暑假安排有点“撑”
2021-7-6 23:03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是“躺平”便会“躺赢”，更多的是可能属于被“摆平”或者

“累趴”。往年如此，今年亦然。 早些日子，暑假假期还不知晓准确的起止时间，

已经开始粗略盘算。个人计划与家庭计划，需要统筹结合。今日已获悉，暑假假

期 7月 17日，8月 26日结束，其中有 3天需要值班。8月 2 ...

个人分类:圕人堂|22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2021-7-6 14:55

圕人堂文摘 图谋摘编自：柯平,刘旭青.改革开放 40年我国目录学研究的成就、

问题与思考 .情报资料工作,2019,40(05):17-22. 《情报资料工作》2019年第 5期
刊发柯平、刘旭青《改革开放 40年我国目录学研究的成就、问题 ...

个人分类:圕人堂|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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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文件。

3.大事记

（1）著名学者、敦煌学家白化文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7 月 6 日 6 时 20 分

在北京逝世；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谭祥金教授于 2021 年 7 月 6 日晚上 20 时在

广州逝世，享年 83 岁。

（2）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输入与输出不尽人意，但可谓

“一直在努力”。“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运营，当前主要是依靠四方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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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444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9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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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深度用户的力量（比如麦子、biochem 老师等等）；二是圕人堂管理员团队

（《圕人堂周讯》编辑团队）的力量；三是隐形的力量（来自圕人的各种形式的

关爱与支持，特别感谢多年来世界艺术鉴赏库、弘雅科技为圕人堂提供赞助）；

四是图谋自身的点滴微努力。

（3）圕人堂文摘摘编：柯平,刘旭青.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目录学研究的成就、问

题与思考[J].情报资料工作,2019,40(05):17-22. 详见：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4322.html

（4）2021 年 7 月 9 日 15:30，群成员达 2940 人（活跃成员 311 人，占 10.5%），

在线 1500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0.7%），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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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玮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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