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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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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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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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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情会议信息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第六届中国期刊质量与发展

大会 9 月青岛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mWl4uL1Vskl2u-ztHLv2BA。”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开展全

民阅读示范基地及 2020 年阅读推广示范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 https://mp.weixi

n.qq.com/s/uEZdAwAEz6K4xGNf2dKmlA。”

碧海潮生：“上海市图书馆学会：更改通知 |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阅读推

广人’在线云培训通知！https://mp.weixin.qq.com/s/cgK7n_hgAXqIA_3H4Km0

MQ。”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第 15 届元数据和语义研究国

际会议(MTSR2021)11 月在线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4ihuTerKqXGpv

ZKV0Y1PKQ。”

低调：“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第三讲）——数字资源建设与应用 https://

k.cnki.net/mobile/CInfo/Index/15111。”

图谋：“智慧图书馆技术应用联盟：智慧图书馆技术应用讲座：2021 年第 1

期 https://mp.weixin.qq.com/s/IHtTMBEqRUdxszJIEd42Vw。”

青青草：“文化和旅游研究上海图书馆基地：【直播预告】智慧图书馆技术

应用讲座 2021 年第 2 期开启注册 https://mp.weixin.qq.com/s/5AuLfiu4uRSTJ

kJGRMT10g。”

查新检索：“知情会：关于举办‘专利导航分析研修班’的通知 https://m

p.weixin.qq.com/s/3QErny4XAJdX3T_5RByC8Q。”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 iConference 2022 开始接受

投稿 https://mp.weixin.qq.com/s/s-ySgc9rpO2md9gimxSKyw。”

雨过天晴：“参会|2021 年‘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系列研修班——古书版本

鉴定专题（8.30-9.3，线上）https://mp.weixin.qq.com/s/OUmc6TWFNBLQUDQM

igNLNg。”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查新检索：“知情会：重磅，基金委发布‘十四五’第一批 9 个科学部 78

个重大项目指南（附指南下载）https://mp.weixin.qq.com/s/OUKtgtdf5-7rBt

8gxUuE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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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林说：“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图客盘点机器人驶上新一代信息

高速公路了 https://mp.weixin.qq.com/s/W9r_pouBbmc98SzWLDsfDw。”

笺：“图情招聘：2020 高校馆数据出炉：总经费略增、在编人数持续减少！

https://mp.weixin.qq.com/s/Qih48pD7rFb9NSDeGJzGfw。”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冷门稽学——年谱编撰有感 ht

tps://mp.weixin.qq.com/s/RdhodaNNY1brxpVpWzGdLA。”

图谋：“冷门稽学——年谱编撰有感. https://mp.weixin.qq.com/s/Rdho

daNNY1brxpVpWzGdLA 年谱编制，在我看来，属于‘冷门稽学’。种种原因，这

方面的工作愈来愈冷是谓冷门，‘稽学’是针对‘绝学’造的此，年谱编制需要

‘钩稽爬梳’，在此突出一个‘稽’（查核）字。” 雨过天晴：“崔* 图情

轩：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https://mp.weixin.qq.com/

s/C5yo77zHaQIwEYKwQaEikw。”

图谋：“农业图书情报学报：喜报|《农业图书情报学报》被 Scopus 数据库

和 EBSCO 数据库收录 https://mp.weixin.qq.com/s/M6dgIofO_M6ca6_E1k6d2A。”

极限：“@图谋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质量确实越来越好，就是版面费一直太高。”

图林新人：“同感，不过不歧视学历这一点很赞。”骑鹿踏雪：“他们态度也好，

只要投稿过，就会一直发刊期信息。”

雨过天晴：“原创 张*波 图书馆报：白话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和应用 https:

//mp.weixin.qq.com/s/EqlS2Ylk6nE2lHqHVL7jfQ。”

雨过天晴：“程娟 阳光悦读：程*：图书馆核心竞争力体系 https://mp.we

ixin.qq.com/s/nhedFWjb1muhdCoCt-JC3A。”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典红百年，典活记忆，典亮青春：第二届

全国大学生中华典籍文化保护与传承大赛启动啦！https://mp.weixin.qq.com/

s/gXx1Dt71NaY2t4XEDDnbFg。”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378 期 20210806）H5 电子杂志版：https://fl

book.com.cn/c/jo1U9HFR3f 科学网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

46-1298626.html 陈玮 整理 王启云 助理。当前 QQ 群邮件，似乎无法用了。

上两期的没能发送出去，本期的试了好几次，亦失败。特此说明。”

图谋：“吴建中《迪拜世博会看点》新书出版 http://blog.sina.cn/dpool

/blog/s/blog_53586b810102z7eq.html?ref=weibocard&from=10B7293010&wm=3

333_2001&weiboauthoruid=1398303617PDF 版：https://library2.um.edu.mo/u

m_digital/991010011980106306/?wm=3333_2001。”

图谋：“许建业 朱志伟：创新理念精准服务，引领公众阅读新风尚.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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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

27&ptid=1&a=20210806。”

图谋：“《图书馆报》2021 年 8 月 6 日电子报.http://xhbook.ltd/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080

6。”

雨过天晴：“吴建中 爱上图书馆：新一轮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基调 https:

//mp.weixin.qq.com/s/EsgdV7T4KlGj7jt0FR6Twg。”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重磅！2021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公

示 https://mp.weixin.qq.com/s/4bqg0XpUq4PuDpta_2JiIw。”

图谋：“libseeker 图书馆报：关于‘能力救图’的思考 https://mp.weix

in.qq.com/s/9vulWhyOlLD1zYKvms4Kfg。”

老田：“原创 by 图情招聘：最新图情档博士点（2021 版）https://mp.we

ixin.qq.com/s/sDL_G6JbWE9yPuXtddbtKA。”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走在‘研究’的小路上 https:

//mp.weixin.qq.com/s/LqXAPeLrUL_IHqbD8SxUbw。”

奎林说：“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主角》，人生的起起落落 htt

ps://mp.weixin.qq.com/s/PuAsacA-5fEEbclvhEzB2g。”

碧海潮生：“百度学术：文章是改出来的——记一篇文章的发表历程 http

s://mp.weixin.qq.com/s/P5vtrAb-_r6BuG9flm8jfg。”

图谋：“原创 图情出版：建议收藏 | 图书馆史书目介绍 https://mp.weix

in.qq.com/s/uZc0GtCa4qnvpBCzQgsoiw。”

雨过天晴：“老衲曰：高校信息化的出路何在？https://mp.weixin.qq.co

m/s/qqwtZGf25bl28F1mFTK21w。”

图谋：“2022 考博：申请考核制和统考有什么区别.https://zhuanlan.zhi

hu.com/p/373750222 目前，我国博士研究生的招收方式主要包括四种：直博、

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和统考。直博和硕博连读一般在考研时或是读研期间就

已经确定，本文主要介绍后面两种，也就是所谓的‘考博’。1. 申请-考核制目

前，高水平院校已经逐步推行申请-考核制，比如北大、浙大、清华等，当然也

有部分院校是申请-考核和统考并行，具体实行哪一种考察办法，以当年学校研

究生院的招生简章公布为准。注意，申请-考核制不是不考试。2. 统考，一般来

说，博士研究生统考科目 3 门：1 门外语+2 门专业课。一门专业课是专业基础题，

一门专业课是针对特定方向的专业题。”

图谋：“图情招聘.最新图情档博士点（2021 版）.https://mp.weixin.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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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s/sDL_G6JbWE9yPuXtddbtKA 首先，对于硕士阶段，以研招网的 2021 招生目

录为主即可，加之本次增设的就基本很全面了，这些学校绝大部分会招生，少部

分隔年招生。研招网硕士目录：https://yz.chsi.com.cn/zsml/zyfx_search.j

sp 其次，对于博士阶段，研招网的数据比较散，不便于查询。这里给出历年招

生单位，加上本次的上大和郑大。届时大家自己去跟踪他们的研究生院官网查询

即可。”

会议君：“原创 梅梅 全国报刊索引：玩转七夕 So Easy！https://mp.wei

xin.qq.com/s/E7kSqsap_rY2gctDvczUTg。近代文献中的记忆片段，让七夕的历

史充满烟火气。七夕的传说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这个节日充满着爱情的味道。

以爱之名，祝大家节日快乐！”

1.3 你提问，我回答

（1）数据库资源采购评估和论证需要考虑哪些指标？

宁大—杨：“请教各位老师，数据库资源采购评估和论证都需要考虑哪些指

标？” 图谋：“这方面的问题检索相关数据库，也许效果更好。这方面的探讨，

应该有不少。随手检索了一下，供参考。” 图谋：“蔺洪全 1,魏辅轶 2,吴婷 1.

数字资源采购合约核心条款量化研究*[J].图书馆杂志,2021,(第 1 期).摘 要 :

本研究从数字资源采购合约的结构入手,分析当前数字资源采购中图书馆存在

的偏好和盲区。进一步论述了学科包条款的成因和重要性,指出"学科包"购买实

质上是数据库商的高销售额策略和图书馆追求低成本选择在利益共赢上达成的

一个特定的合约结果。研究分析了 11 个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联合采购

的期刊类数据库的合约结构,研究了学科包条款的数量、价格和期刊种类的多样

性,并设计了 3 个指标:自由度 F、零整比系数 P 和重复率系数 Q 来科学地反映出

合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为数字资源合约标准化提供了可以量化的参考标准。这

篇文献估计会有一定参考价值。”阳春白雪：“最关注的还是使用量。”阳春白

雪：“数据库本身的学术价值啊，元数据存档政策，购买的性价比、使用成本之

类的，挺多的。”

（2）关于一稿多投的讨论

笛子：“问一下，投稿的话可以一次投三家吗？因为审稿时间一般都很长，

我一次投三个不知道可不可以。有哪位老师可以给个建议吗？”万寿寺*：“一

稿多投是忌讳。”笛子：“那就只能一次投一家吗？感觉实在有点浪费时间啊，

我就经历过投稿一个月才回复你。” 万寿寺*：“一个月算快的。最好事先问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sDL_G6JbWE9yPuXtddbtKA
https://yz.chsi.com.cn/zsml/zyfx_search.jsp
https://yz.chsi.com.cn/zsml/zyfx_search.jsp
https://mp.weixin.qq.com/s/E7kSqsap_rY2gctDvczUTg
https://mp.weixin.qq.com/s/E7kSqsap_rY2gctDvczU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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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多长时间之后可以转投。”笛子：“我不是一稿多发，只是投稿时不想浪

费时间才想多投几家。”万寿寺*：“一个月真的算短的，好一点期刊的论文，

有时发表周期甚至会超过一年。”笛子：“不是发表，就是写完之后的第一次投

稿。发表周期是收稿后才会有的程序吧。”笛子：“是审稿周期一个月，然后说

不符合退稿。这就很费时间了。”李*：“那你一搞多投了咋不说浪费资源呢。”

自由的*：“这太正常了，很多时候是常态，所以要提前把时间预留够。”

万寿寺*：“判断稿件质量需要时间，不同的稿件还要找不同的专家审，好多环

节。”笛子：“好吧~_~，但是我现在已经投两个了，我不会再投了，先等通知。”

哈哈一笑：“@笛子 @笛子 我的体会是先投回信息快的期刊，有的只是半个月

甚至一周。投稿后要对稿件进行反复修改，中了就把修改的稿子作为定稿发表，

不中就再投他刊。如果有把握，期刊回信息时间长短就无所谓了，直接选一个目

标刊投。不要一次投很多家。稿件质量好投一家即可；质量不好投再多也没用。”

大宁桑：“一稿多投是学术不端，自己想冒风险也可以，出来正大光明理直气壮

就是错上加错。学术氛围就是这样的人和行为弄坏的。你去外文期刊一稿多投试

试，让你这辈子社死都有可能。”万寿寺*：“@雨后彩虹 学术论文能读进去、

特别是论题是志趣所在的话，其实并不枯燥，但如果只视之为评职称的工具就难

怪了。”

（3）图书馆业务外包

坤：“各部门的窗口都存在临聘人员，说的好是解决就业问题。但在待遇方

面或评职方面都没有多大发展前景。”公共图*：“现在说排书外包，才轻松。

一个人一天要排 1000 册。室内读者多，根本做不了活。”坤：“一个人一天要

排 1000 册，是上架吗？”公共图*：“k 类的很难排。上架啊。还要纠正错架。

乱架。”

坤：“借还量那么大。”公共图*：“厦门图书馆有个办法，在智能书架出现之

前就是用色块。标签。按颜色聚类，当然有分类号。”张*：“色标只能分到 22

类。”公共图*：“他们有他们的规矩啊。在一线做读者服务，办证，排书 10

几年，现在年轻人进来很轻松了。”张*：“图书馆外包就是种错误，还有就是

只身还招些临聘人员。这是图书馆该有的样子吗。”

（4）图书馆学线上课程推荐

邵*艳：“各位老师，请问在哪个平台有图书馆学的系统学习或者哪里可以

报线上课程。”短歌：“大学慕课网，有程焕文老师的‘图书馆管理’慕课。”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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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云飞星：“这门课我学习过，很不错。”邵*艳：“谢谢我找找看。”

（5）大英图书馆将免费发放其档案中报纸副本的数字化项目

扣肉：“据外媒报道，大英图书馆将其档案中的报纸副本数字化的项目将发

布一百万页报纸作为免费资源。英国报纸档案馆（BNA）拥有超过 4400 万页报纸，

主要是英国和爱尔兰的报纸，时间范围为 1699 年到 2009 年，占大英图书馆所有

报纸的不到 10%。目前，每月约有 50 万页被添加到 BNA 中。目前，访问该服务

需要订阅，因为这有助于资助扫描和记录添加到在线档案的每份报纸的费用。不

过，为了向研究人员开放更多的档案，大英图书馆已经免费发布了 100 万页报纸

的数字版本，并承诺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每年再发布 100 万页。因此，大英图书馆

总共将发布 500 万页的旧报纸文章的数字版本。”

（6）2021 年国际图联大会将于 8 月 17-19 日在线召开

低调：“2021 年国际图联大会将于 8 月 17-19 日在线召开，会议主题为‘让

我们齐心协力，面向未来’。本次国际图联大会期间将举办 150 余个线上会议及

活动，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陈樱，中国图书馆学会

副理事长、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

主任、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建中等多位中国代表将在相关分会场发言。8 月 1

9 日 9:00-9:45，由国际图联图书馆协会管理专业组组织、中国图书馆学会参与

的‘宣传——网络的力量’中文分会场将在线举办，会议由程焕文主持，将围

绕图书馆如何在网络时代进行宣传推广进行讨论。”公图小范：“本次国际图联

大会网站为：https://www.ifla-wlic2021.com/，请访问大会网站获取大会议程

及发言人等信息。大会注册将于北京时间 8月 16日 23:00截止。要怎么进入看？”

广州书童：“要先注册。”公图小范：“然后缴费。”

1.4 圕人堂絮语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圕人堂之现状 https://mp.wei

xin.qq.com/s/kKCVYqykjBNjXKu8ZCsxMQ。”“受到诸多制约，许多事情‘力不

从心’。这两年，图谋实际处于‘退步’状态，采取的对策更多的是‘量力而行，

顺其自然’，在面向更多群成员组织策划方面着力较少。在当前状态，实际上仍

然是有‘一群人’在以各种形式为‘圕人堂服务体系’出工出力。”雨后彩虹：

“点了一个赞！”青青草：“点赞，辛苦。”自由的*：“群主辛苦。”图谋：

“@民工 很有参考价值的梳理与分享。”图谋：“与前边一条搭配起来，变成了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ifla-wlic2021.com/
https://mp.weixin.qq.com/s/kKCVYqykjBNjXKu8ZCsxMQ
https://mp.weixin.qq.com/s/kKCVYqykjBNjXKu8ZCsxMQ


圕人堂周讯（总第 379 期 20210813）

9

更具参考价值的‘知识点’。图谋这些年所做的工作或探索，其中一个用意是形

成参考样式或模式。”

雨过天晴：“@图谋 公众号居然不能留言？想发表一下感想，没看见留言的

地方。”图谋：“@雨过天晴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本身不具备留言功能。2018 年 6

月 12 日开通时，微信公众号官方已关闭该功能。”雨过天晴：“@图谋 @图谋

为什么呢？留言功能挺简单的呀！”图谋：“这个得去问微信公众号运营方。”

雨过天晴：“我还以为是自己申请关闭的。”图谋：“早期的有这个功能，后期

的没有。曾有成员告知，想有这个功能，需要走曲线，花钱找人运作。我选择放

弃。其实，当前网络社群受到的约束是比较多的。圕人堂服务体系依托的几个平

台，这些年是频繁变化的。比如近期，QQ 群邮件发送不了（无法通过该方式推

送周讯）。”纳兰：“@图谋 公众号留言可以用粉丝社小程序实现，就是麻烦一

点点，每一篇结尾加上小程序的链接就可以。”图谋：“多年未关注。临时瞄了

一眼。2018 年 3 月，应监管要求微信公众平台关闭了新注册公众号添加留言插

件功能。公众号如何开通留言功能（留言小助理）.https://www.jianshu.com/

p/b4a64183ee3f。@纳兰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今后可以尝试使用‘留言小助理’

小程序。转眼间，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也已运转 3 年多了。”

图谋：“图书馆这一行原本是有能力的，有样学样、有样看样。相关理论与

实践成果实际是比较丰硕的，需要适当地放慢脚步，停一停，看一看，想一想，

做一做。”

1.5 图书馆办证的方式及原有押金的处理

宋*：“图书馆远程办证方便读者远程访问图书馆的数字资源，目前多数远

程办证方式都是通过支付宝，大家还知道哪些远程办证的方式？”万寿寺*：“图

书馆的微信公号、小程序可以建设远程办证功能。”

Syem：“问一下各位同仁，公共图书馆的过刊你们都是如何处理的？以及以

前借书证都是有收押金的，现在都免费了，退押金工作变得甚为繁琐（有很多读

者长期不来，退），你们都用了什么方法把押金退完了？”低调：“我们这还收

押金。”boner：“@Syem 来一个退一个。”Syem：“@boner 这样效率有点慢，

现金在手也不好管理。有没有图书馆搞了线上退押金的（是否可行？）。”碧沚

东楼：“来一退一。”boner：“我们的押金本来就在财政账户的，为什么一定

要把押金退完呢？”Syem：“我们的操作是，每年向财政账户取一些钱出来，读

者来一退一。”小笨笨熊：“我们也还在收押金，不收押金是采用了读者信用度

评价吗？”boner：“我们是本地区的市民卡当做借书证。”小笨笨熊：“其实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jianshu.com/p/b4a64183ee3f
https://www.jianshu.com/p/b4a64183ee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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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有新办证的，也有退证的，押金一收一退基本不用另外取钱。”小笨笨熊：

“@boner 市民卡有哪些功能呢@boner。”boner：“市民卡信息，我们是市民卡

公司推送过来的部分读者信息，然后在馆内再做一次绑定市民卡的硬件号操作，

这样读市民卡时候调用硬件号匹配，读身份证时，调用身份证号码匹配。”bon

er：“对的，我们对外地读者，建议支付宝绑定，这样就不用押金了。”boner：

“因为办理读者证，需要押金。”图谋：“江西省图书馆是采用芝麻信用办证，

免收押金。”boner：“本地市民卡是直接市民卡办理时候就开通图书借阅功能。”

图谋：“现在有好些公共馆采取这种形式。”小笨笨熊：“但是有些不用手机的

老年人或孩子没有芝麻信用，如何办证？”boner：“市民卡 身份证啊，但是我

们本地居民免押金。”boner：“小孩子只要上学，进入医保就会有市民卡，所

以还是很普遍的。”小笨笨熊：“你们是市民卡全覆盖了？这确实方便。”坤：

“@Syem 我们馆的押金卡要凭卡和押金凭证才能退啊，线上退押金不好操作。”

图谋：“图谋近期的一次办证经历：我是现场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预约，亮健康

码入馆。入馆之后凭二代身份证自助办证。办证不输出卡片，直接是电子证，先

放身份证，输入手机号即可。我想在微信公众号中绑定借阅证，工作人员建议通

过支付宝生活号‘江西省图书馆’办理。欲登录我的图书馆，密码输入方面遇到

故障，后来登录登录‘我的图书馆’界面（http://nopac.jxlibrary.net:1000

3/NTRdrExitLogin.do?target=21），点‘忘记密码’重置密码。每到一公共图

书馆，无论是否收取押金，我会选择办一借阅证。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较

为深入进行实地参观；二是希望可以远程利用该馆数字资源。” 扣肉：“@小笨

笨熊现收现付是违反财务制度的，现在都要求是收支两条线。”公共图*：“@

扣肉 言重了。”扣肉：“收支两条线是必须的，而且押金不属于收入，财务上

属于应付款项，在财政上要单立科目。”水调歌头：“公益单位按公益财政政策

实施。中学是按教育系统财务政策。市级文化宫、博物馆也是和图书馆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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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研究”的小路上

热度 2 2021-8-11 21:23

近期，各种各样的项目申报在陆续公布申报结果。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 8月 3
日下午，正在与所在高校科技处老师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情况。有消息说教

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情况公布了

http://www.artlib.cn/
http://nopac.jxlibrary.net:10003/NTRdrExitLogin.do?target=21
http://nopac.jxlibrary.net:10003/NTRdrExitLogin.do?target=2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93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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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5/A13/202108/t20210803_548624.h
tml ）。或多或少 ...

个人分类:圕人堂|886 次阅读|6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2

冷门稽学——年谱编撰有感

2021-8-7 14:31

2021年 7月 2日，我高调宣称《欲为张厚生先生编年谱》，该文有幸被科学网

精选，较好地受到关注。意在“高调做事”，积极进取。 关于“年谱编撰”的轻重，

我是知道一二的。纪念宜趁早，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围绕张厚生先生的纪念

与传承，自张先生逝世之后，我积极做了一些推动工作。《书 ...

个人分类:圕人堂|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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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文件。

3. 大事记

（1）本周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分享图谋《冷门稽学——年谱编撰有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8748.html）。做事情需要机缘，

且需要效率与方法。年谱编制，在我看来，属于“冷门稽学”。种种原因，这方

面的工作愈来愈冷是谓冷门，“稽学”是针对“绝学”造的词，年谱编制需要“钩

稽爬梳”，在此突出一个“稽”（查核）字。

（2）2021 年 8 月 13 日 15:30，群成员达 2947 人（活跃成员 234 人，占 8%），

在线 1409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16.6%），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548 人。

4.延伸阅读

4.1 《圕人堂周讯》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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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932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29932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932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932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9932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932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9932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87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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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74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8748&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874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29874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29874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29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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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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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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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