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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查新检索：“知情会：专利检索、专利信息分析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操作实

务培训班 https://mp.weixin.qq.com/s/vydXLl9gKfGU9hg5iEr4bQ。”

图谋：“@全体成员 纪念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htt

p://www.scal.edu.cn/zxdt/2021090608441981 年 11 月 26 日，教育部印发《关

于成立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的通知》[(81)教高一字 065 号]，高校图书馆

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校图工委）从此成为引领高校图书馆事业科学发展的重

要组织。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高校图工委一直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不

畏艰难、奋发有为，引导高校图书馆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有力推动了

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现代化进程。 为纪念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兹定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在北京举办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高校图工委秘书

处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主办，会议暂定主题为：‘大学图书馆的现代化进程及

发展趋势’。会议将回顾总结 40 年来我国大学图书馆在高校图工委的凝聚、协

调、组织、指导下，迈向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同时探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

何继续改革发展，把高校图书馆的现代化推进到更深层次、更高阶段。 会议特

面向国内外的图书馆员、图书馆学研究者、图书馆事业的支持者征文，优秀征文

的作者将邀请到会发言，所有征文将以多种形式发布。征文截稿日期：2021 年 1

0 月 15 日。”

宋*：“那曲市图书馆招聘公告那曲市图书馆为适应开馆工作需要，现面向

全社会公开招聘 3 名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资格条件 1.拥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

身体健康，品行良好，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4.符合招聘岗位要

求的基础条件；5.懂藏汉双语优先考虑。二、岗位职责那曲市图书馆工作人员，

主要负责图书馆读者借阅书籍、图书上架、馆内纪律卫生等相关日常工作。三、

岗位要求 1. 高中以上学历，专业不限，男女不限，年龄 18—30 岁，从事过图

书馆工作优先考虑；2. 自愿从事图书馆工作，工作认真负责，爱岗敬业，踏实

肯干，工作严谨，服从工作安排；3. 熟练使用计算机，有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延期！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

图书馆分会 2021年学术年会暨专业图书馆发展论坛延至 10月或 11月举办 http

s://mp.weixin.qq.com/s/bEPPOUcxSCD-k4-Mjm25pg。”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诚邀早鸟注册参加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国际学术会议 iPRES 2021！https://mp.weixin.qq.com/s/HKszYlmJ6_

Oncv9JDiHt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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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规划与

关键问题’学术研讨会 10 月大连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AD6NYvdbW

xQdBCWZCqoA4g。”

低调：“9 月 24 日 25 日，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情报图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在 CNKI 直播，清华大学邵敏、军科院冯占英等专家到会作报告。”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扣肉：“给采访的同事发一个网站 https://pdc.capub.cn/ 这个网站你们

看看主办单位，就知道是非常权威的出版物数据库了。”

青鸟：“教育部明确电子书刊等数字资源可折合后计入图书资源总量。文件

链接：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182/202101/t20210113_509619.

html?appId=1000。”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闲话高校图书馆工作 https://

mp.weixin.qq.com/s/LwzlnHYNNcRft17i82o5cw。”

Fan xiang：“国际出版周报：‘百社千馆万人读’全民阅读会金秋九月相

聚书香湖北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284448

6114875937807&source=share&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share_to=wx_si

ngle&study_share_enable=1&study_comment_disable=0&ptype=0&item_id=284

4486114875937807。”

潘*伟：“武汉大学图书馆：王新才：开启智慧 未来可期 https://mp.weix

in.qq.com/s/UAouPJtdHxP5ZiO57gHwqg。”

木木贝：“南方+记者 龚*扬：图书馆·大家谈③|程焕文：东莞图书馆引领

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 https://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2108/31

/c5692146.html?from=weChatMessage&date=bnVsbA==&code=200&evidence=131

31400-d393-4dba-9fdb-1049607f1115&firstColID=6771&appversion=8020&col

ID=12722&layer=4。”

雨过天晴：“马莹 图情轩：阅读推广体现了图书馆的核心价值 https://mp.

weixin.qq.com/s/RJpqXs7h-wmoOY5lpw9KJQ。”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跟着南大实践数字人文，稀

有资料库任你探索！中国数字人文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 9 月 1 日正式启动！h

ttps://mp.weixin.qq.com/s/FrodM2QkDd096xK_NSB7FQ。”

青青草：“原创 e 线图情：图林语录 | 王新才：AI 技术发展到相当程度之

后，图书馆将会消失，而由智慧或智能当道 https://mp.weixin.qq.com/s/x2eQ

1oLemJHdCSkuSmSQ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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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检索：“知情会：全面改革！评职称将不做论文数硬性要求 https://m

p.weixin.qq.com/s/G8EiqWkkjJI36OmMBoLCUw。”

雨过天晴：“尤晶晶 阳光悦读：大学图书馆面向年轻馆员的人才培养策略

探析 https://mp.weixin.qq.com/s/sGJ8LFJFmfdb_qT9nP8tUw。”

biochem：“学术有意思：这个省 9 所高校硕士论文抽检出问题，全省研究

生招生名额被缩减 https://mp.weixin.qq.com/s/fQrpIGsFyKgXvvDi4r6Zng。”

雨过天晴：“浙江图书馆 图情出版：看世界 | Yi 情背景下图书馆服务创

新成新常态 https://mp.weixin.qq.com/s/6gr6WaVtOlDDiNM0uxWqMw。”

雨过天晴：“虹图参考咨询部 图情学研中心：《2021 年第 4 期公共图书馆

行情综述》（7-8 月）https://mp.weixin.qq.com/s/4v1WD71E72aZbSYjf5chpA。”

查新检索：“知情会：答辩通知：重点研发 6 个重点专项答辩评审会议安排！

https://mp.weixin.qq.com/s/xmZbI1JG31tyRf-3WxcItg。”

雨过天晴：“原创 吴建中 图情出版：吴建中：国际图联机构改革后的最新

管理架构介绍 https://mp.weixin.qq.com/s/xT2S3pU3F1hX-XQi62oO7g。”

雨过天晴：“唐伯侬 e 线图情：图情要闻 | 国新办发布会：努力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https://mp.weixin.qq.com/s/sppiyoS-gj7AQcvLcegbLg。”

图谋：“槽姐：图书馆员是怎么被逼疯的！https://mp.weixin.qq.com/s/

XITvCz6cKyWjslGt1r0Bww。”

木木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情出版：9 月图书馆学可供书目来了！免

费获取 https://mp.weixin.qq.com/s/CSMVoLC7ZLM3FDtt3sbGgQ。”

鲲鹏展翅：“原创 :*杰，曹*梅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磅 | 2021 年国家

社科基金立项大数据扫描 https://mp.weixin.qq.com/s/JEogizaWatXuoHip-7X

6eQ。”

笺：“图情招聘：突发！人大信管停招全日制 MLIShttps://mp.weixin.qq.

com/s/yIfO4K6sSzhr3FNAPfZN4g。”

雨过天晴：“原创 南*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数迹」C 刊

公号热文——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二季度）https://mp.we

ixin.qq.com/s/3lg_9yiMPT9ebs26tKJzoA。”

图谋：“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大趋势，2021 智慧图书馆行业洞

察 https://mp.weixin.qq.com/s/PLNHMMgp7nX6wHAyuQgJ-g。”

图谋：“傅平.在引言或文献综述部分如何引用和描述相关文献.http://bl

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303279.html 为下一篇计划要写的文章写综

述。我找了几十篇相关文献。写着写着有些想法，觉得有必要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木木贝：“原创 图书馆学图书馆 拓迪图书馆学图书馆：图书馆那些事 |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G8EiqWkkjJI36OmMBoLCUw
https://mp.weixin.qq.com/s/G8EiqWkkjJI36OmMBoLCUw
https://mp.weixin.qq.com/s/sGJ8LFJFmfdb_qT9nP8tUw
https://mp.weixin.qq.com/s/fQrpIGsFyKgXvvDi4r6Zng
https://mp.weixin.qq.com/s/6gr6WaVtOlDDiNM0uxWqMw
https://mp.weixin.qq.com/s/4v1WD71E72aZbSYjf5chpA
https://mp.weixin.qq.com/s/xmZbI1JG31tyRf-3WxcItg
https://mp.weixin.qq.com/s/xT2S3pU3F1hX-XQi62oO7g
https://mp.weixin.qq.com/s/sppiyoS-gj7AQcvLcegbLg
https://mp.weixin.qq.com/s/XITvCz6cKyWjslGt1r0Bww
https://mp.weixin.qq.com/s/XITvCz6cKyWjslGt1r0Bww
https://mp.weixin.qq.com/s/CSMVoLC7ZLM3FDtt3sbGgQ
https://mp.weixin.qq.com/s/JEogizaWatXuoHip-7X6eQ
https://mp.weixin.qq.com/s/JEogizaWatXuoHip-7X6eQ
https://mp.weixin.qq.com/s/yIfO4K6sSzhr3FNAPfZN4g
https://mp.weixin.qq.com/s/yIfO4K6sSzhr3FNAPfZN4g
https://mp.weixin.qq.com/s/3lg_9yiMPT9ebs26tKJzoA
https://mp.weixin.qq.com/s/3lg_9yiMPT9ebs26tKJzoA
https://mp.weixin.qq.com/s/PLNHMMgp7nX6wHAyuQgJ-g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30327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303279.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383 期 20210910）

6

邮票上的图书馆 https://mp.weixin.qq.com/s/eTupcGg33ZV7KMl64ZuKNg。”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答疑

录 https://mp.weixin.qq.com/s/gVz7OFIDMXwCD9DddUfq0A。”

1.3你提问，我回答

（1）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动态跟踪

雨过天晴：“中国图书馆学会 e 线图情：e 线速递 | 2021 年中国图书馆年

会报名即将截止，热门话题抢先看 https://mp.weixin.qq.com/s/gH-9n4-HyeRK

UaDakHvq0w。一直以来，年会都是交流研讨、思想碰撞的聚集地，是图书馆界老

朋友相聚、新朋友相识的重要舞台。参加过年会的朋友们都知道，这里是图书馆

前沿动态的发布会，大咖云集，热门主题的学术活动一座难求。年会正在火热报

名中，本次年会采用网上报名方式，不接受现场报名。网上报名将于 9 月 5 日 0

时关闭。请各位拟参会人员在系统关闭前按照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相关说明进行

注册并报名参加。”广东小*：“中国学会年会报名，现在在系统里面怎么看不

到相关的链接了呀。”长恩：“前两天还能看见，今天打开就没有了。打电话也

没人接。”广州书童：“5 号截止。”长恩：“我问了一下，说是因为 yiqing

防控，暂时关闭报名入口了。”biochem：“平时多关注相关学会网站上的学术

会议信息。” 空空：“【中国图书馆年会】各位代表：近期新冠 Yiqing 零星出

现，为严格落实常态化 Yiqing 防控要求，切实保障每一位参会代表的健康和安

全，决定暂缓举办 2021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感谢理解与支持！为确保您已知晓此通知，请于 9 月 8 日 12:00 前回复‘收到’

至本短信，感谢您的配合！我刚收到短信提醒。”广州书童：“按照这种情况，

十有八九线上搞。”

（2）公示：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名单

hero8151：“关于 202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立项名单的公示 http:

//www.nopss.gov.cn/n1/2021/0903/c431027-32216982.html。”

hero8151：“关于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名单的公

示 http://www.nopss.gov.cn/n1/2021/0903/c431027-32216986.html。”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

目和西部项目立项名单公示（图情类）https://mp.weixin.qq.com/s/41PdH0VA

rMP4Ww78l_mvDQ。”

碧海潮生：“by 图情招聘：重磅！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公示（图情档类）

https://mp.weixin.qq.com/s/UJnFH_OkZ0tz6f7Ef1MW7Q。”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eTupcGg33ZV7KMl64ZuKNg
https://mp.weixin.qq.com/s/gVz7OFIDMXwCD9DddUfq0A
https://mp.weixin.qq.com/s/gH-9n4-HyeRKUaDakHvq0w
https://mp.weixin.qq.com/s/gH-9n4-HyeRKUaDakHvq0w
http://www.nopss.gov.cn/n1/2021/0903/c431027-32216982.html
http://www.nopss.gov.cn/n1/2021/0903/c431027-32216982.html
http://www.nopss.gov.cn/n1/2021/0903/c431027-3221698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41PdH0VArMP4Ww78l_mvDQ
https://mp.weixin.qq.com/s/41PdH0VArMP4Ww78l_mvDQ
https://mp.weixin.qq.com/s/UJnFH_OkZ0tz6f7Ef1MW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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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关于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名单的公示--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人民网 http://www.nopss.gov.cn/n1/2021/09

03/c431027-32216986.html 总共立项 4660 项。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总共立项 1

61 项，重点：9 项；一般：110 项；青年：42 项。”

图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立项项目负责人，有较大比例是圕人堂成员。

祝贺他们！同时，也祝愿此次未能‘金榜题名’者来年好运！”少林：“@图谋

@图谋 此时此刻应该有掌声，对群里中签的表示祝贺!。”晓庄 *：“明年继续。”

图谋：“2021 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立项情况.http://blog.science

net.cn/blog-213646-1302722.html 总共立项 4660 项。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总

共立项 161 项，重点：9 项；一般：110 项；青年：42 项。”

（3）公共馆国家节假日放假吗？

四川曾海：“公共馆国家节假日放假吗？”图谋：“《公共图书馆法》第三

十八条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本馆的服务内

容、开放时间、借阅规则等;因故闭馆或者更改开放时间的，除不可抗力外，应

当提前公告。公共图书馆在公休日应当开放，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应当有开放时

间。’《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国家法定节假日应当有开放时间’，国家法定节

假日应指我国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包括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

中秋节、国庆节。‘应当有’是指开放时间可以结合本馆实际适度调整，同时开

放的范围和区域也可以适当调整。以国庆和春节为例： 三天法定假日，加上调

休有七天假日，公共图书馆不能七天都闭馆，但可以根据本馆的实际人员数量调

整开放时间和开放区域。”四川曾海：“收到，谢谢。”碧沚东楼：“反正我们

除了每周一上午闭馆，其他都开的。连古籍室也是开满 12 小时，双休日也开放。”

图谋：“种种原因，社会公众乃至高校师生对高校图书馆工作，既熟悉又陌生。

我自身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工作者已有 20 余年，虽然自身算比较努力，在持续

开展理论与实践工作，但实际上所知亦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很多场合，面对用

户需求，我需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尽可能地提供力所能及地帮助。”

（4）关于征集“馆长采访大学书记/校长”访谈录的通知

图谋：“关于征集‘馆长采访大学书记/校长’访谈录的通知.http://www.

scal.edu.cn/zxdt/202109060832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图工委，各高校图书馆：

从 2021 年第 1 期开始，《大学图书馆学报》开设新栏目——‘馆长采访大学书

记/校长’，学报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陈建龙馆长率先采访郝平校长，精彩的

访谈录发表后，经北京大学、《人民日报》等机构的新媒体的广泛转载、传播，

http://www.artlib.cn/
http://www.nopss.gov.cn/n1/2021/0903/c431027-32216986.html
http://www.nopss.gov.cn/n1/2021/0903/c431027-322169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272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2722.html
http://www.scal.edu.cn/zxdt/202109060832
http://www.scal.edu.cn/zxdt/20210906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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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极大反响，启发一大批大学书记/校长、馆长深入思考高校图书馆的建设

理念、发展方向、行动规划，为推动新征程上高校图书馆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提升高校图书馆的现代化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扩大‘馆长采访

大学书记/校长’的事业推动力、社会影响力，向纪念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献

礼，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决定广泛发起‘馆长采访大学书记

/校长’访谈录征集活动。 请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图工委积极动员本地高校

图书馆馆长踊跃响应，请各高校图书馆馆长认真准备工作总结、采访素材，将采

访作为引发学校主要领导关心、重视、指导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契机，在采访录的

指引下，带领图书馆更好地融入学校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启用新理念、取得新

成就、作出新贡献。 对采访活动的要求：采访对象为高校主要负责人，即正书

记或正校长，采访到一位即可。访谈录字数控制在 8000 字以内，以 5000 字左右

为佳。附带 1 至 3 张高清照片，须包含 1 张馆长与大学书记/馆长面对面采访的

照片。访谈录体例可参考《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 年第 1 期发表的《图书馆是

大学的心脏——北京大学陈建龙馆长采访郝平校长访谈录》，2021 年第 2 期发

表的《图书馆是大学‘四馆’的核心——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党跃武教授采访校

长李言荣院士访谈录》，需拟英文标题，无须加摘要、关键词。访谈录内容应包

括但不局限于对图书馆的认识、规划、希望等，宜有新理念、新角度，体现基于

不同校情、馆情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 成果发表方式：理念卓越、观点

新颖的访谈录，将陆续发表在《大学图书馆学报》。一部分将汇编成册，在纪念

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研讨会上首发。全部访谈录将发布在高校图工委网站。

希望收入纪念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研讨会首发汇编本的，请务必在 2021 年 1

0 月 20 日之前向高校图工委秘书处电子信箱 jal@lib.pku.edu.cn 发送访谈录。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2021/9/6。”

（5）怎样去除书里的小白虫？

图谋：“ 连日阴雨，发现家里的书，长的小虫子越来越多，不知道有何高

招妙招应对？自行网上搜索，买了些白色的樟脑丸和樟木条。这东西似乎主要是

防虫作用，对于已经生虫了，不知道是否管用？还有就是樟脑丸说是对人体有害，

有些顾虑。目前只是在一个纸箱子里放了一小包，其它地方没敢放。”莲雾：“香

樟木应该可以放心用，樟脑丸还是慎用。”图谋：“当前是一种很细小的白色小

虫，在书上爬来爬去。我怕那些小虫长大将书彻底啃坏。”扣肉：“首先应该考

虑除湿以防更加严重。”扣肉：“网上有卖那种衣柜里除湿的袋子。”图谋：“除

湿没办法，持续阴雨天。”扣肉：“干燥剂。”徐徐清风：“若是白蚁，吃了书

还要啃书柜，得找防疫部门治。”图谋：“应该不是白蚁，白蚁太吓人了。网上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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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过了，应该就是书里边长的小虫子。书房没装空调。我不大确信樟木条是否管

用，管用的话我多买点。那种小虫，以前偶尔能见到，没管它，近期发现一箱子

比较重要的资料中有，而且比较多，有点慌了。有可能与我这边雨季超长有关。”

扣肉：“先放一些干燥剂吧。”图谋：“OK，回头再加点干燥剂进去。”闲在心

上：“放点花椒。”图谋：“目前有个纸箱里放了艾叶+樟脑丸+樟木条。上午是

放了百草油进去。花椒也管用么？回头加点花椒，看看是否能把那些‘害人虫’

熏晕。”michelle：“这些都是防虫的，无法杀虫吧。”图谋：“主要是不太确

定他的生长速度，如果长成网上见到的那种蠹虫就晕倒了。我当前不确定是否那

些防虫措施能起到作用。一时半会，估计也没有晒书的条件。”

（6）图书馆图片欣赏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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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图片由 hanna 提供）

首都图书馆（图片由刘敏提供）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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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图书馆（图片由刘敏提供）

中国国家图书馆（图片由刘敏提供）

（7）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升级为书签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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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升级为书签图书馆新做法，发书签替

代读者手册。切合图书馆文化，读书用书签。具有实用性，便于读者长期保存使

用。节约成本。减轻分发工作量，提高效率。方便随时更新手册内容，避免工作

改进变化而导致手册误导读者走老路。充分利用了信息化工具。信息来源：老衲

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升级为书签！.https://mp.weixin.qq.com/s/

Yy4fWF8A7_5pCpyjC03NIw。”

（8）查找高校科研立项情况的方法

/kf 港湾：“各位亲们我想查查 某类学校情况。1.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数量名单 2.国家级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经

费数额 3.部级研究中心数量名单 4.省级重点实验室数量名单 5.省级教学成果奖

数量 6.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都应该上哪个地方查找？”图谋：“时下，一个个

信息孤岛，许多信息不好找，找不全，找不准，甚至可能会是真的找不到。单单

是国家自科项目及国家社科项目，相对是比较好找的，信息公开做的比较好的。”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Yy4fWF8A7_5pCpyjC03NIw
https://mp.weixin.qq.com/s/Yy4fWF8A7_5pCpyjC03NIw


圕人堂周讯（总第 383 期 20210910）

14

wjew：“我非常同意@图谋 的话，表面上看，有些是找信息的事情，实质上可能

是‘科研’的问题。所以，有时领导交办的，看上去是简单的任务，实则是工作

量大的调查研究。”/kf 港湾：“社科项目历年基金 按单位查 只查到项目 没

有经费。”图谋：“经费更加是透明的。年度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均

为 20 万元。每年的申报通知，明确说明了各级各类项目的经费。泛研全球科研

项目数据库等，有一定参考价值。规划办自身的项目数据库存在不少问题。源数

据质量不理想，检索功能亦不是很理想，因此最好可以参考多源信息，综合考虑。”

（9）文章推荐：馆藏发展——立足长远，放眼未来

图谋：“馆藏发展——立足长远，放眼未来.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1303611.html 图谋摘编自：张春梅 , 李欣 . 美国康奈尔大学图

书馆馆藏发展策略研究 [J]. 图书情报研究 , 2021,14(2):57-67. 《图书情

报研究》2021 年第 2 期刊发张春梅、李欣《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馆藏发展策

略研究》，该文深入探究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在馆藏发展方面各项工作策略，

了解其先进的馆藏发展管理模式，为国内高校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借

鉴。该文认为：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在馆藏发展工作方面，有其明确的馆藏发展目

标，注重馆藏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优先发展核心馆藏，加强学科馆藏建设，

重视特藏收藏，并关注新类型及新领域馆藏的发展趋势，利用各种方式及时的进

行馆藏评估，在馆藏发展过程中一切行为以用户为核心，馆藏发展立足长远，放

眼未来，可为中国高校图书馆的馆藏发展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图谋简评：馆藏发展工作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工作。种种原因，在我国尚未

得到应有的重视。当前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实际是一种“假象”，因为根基

不牢，弱不禁风。为了应对各种评估，多快好省地达到“基本条件”或“合格条

件”，甚至“优秀条件”，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摘到篮子里的都是菜”，馆

藏量快速扩张。印刷型馆藏：一方面，不少图书馆“书满为患”，有条件建设密

集存储的馆，有的被迫一建再建；另一方面，不少图书馆的图书利用率非常低，

比如数万师生的高校图书馆，年借阅量低于 10 万册的为数不小。数字馆藏：每

年数十万元数百万元甚至数千万元的投入，其利用情况如何，其产出情况如何？

尚未能认真计较。总体上是“粗放的”，“差不多”或“过得去”就好。“在馆

藏发展过程中一切以用户为核心，馆藏发展立足长远，放眼未来”，馆藏发展应

是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说来容易做来难，期待有的放矢、循序渐进，明天

会更好！

1.4圕人堂专题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361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3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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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圕人堂知识库推出新功能：领域专家

图片由 www 提供

www：“圕人堂知识库，最新推出新功能：领域专家 http://lib.nbt.edu.c

n/tuan/tuan_experts.php。热心的群主几乎成为了每个领域的专家。少数几个

传统领域，如文摘、索引、校勘学等暂时还没有专家。图书馆学有发展也有没落，

比如传统的文摘服务、专题目录工作曾经是纸本时代的重要情报工作之一。非常

敬佩国际友人麦子老师，通过本群分享了大量的知识，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很多领

域的专家！很想念淡出很久的高书记，他也是很多领域的专家。你发不发言，圕

人堂都会记住你，因为‘圕人堂的每一个人都在创造历史!’。由于网站校外访

问又受到限制，目前大家看不到效果，我分享几张图吧。名字上有链接的几位老

师，是在个人合集中分享个人数据的几位老师。领域专家目前按类似这样的方式

分类的。”

（2）圕人堂 QQ群之照片分享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圕人堂欢迎您！https://mp.we

ixin.qq.com/s/NJBNe2o2kCN7hIRoVNkH5Q。”

麦子：“今天走路照，给图谋用，有几十张，一次贴完。”图谋：“谢谢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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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麦子老师在圕人堂群分享的照片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圕人堂 QQ 群内美

图分享，有助于增添生活气息；二是供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素材库选用，有助于提

升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亲和力。”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资源与服务，原则上是取之于圕人堂，用之

于圕人堂，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延伸服务至圕人，乃至社会公众。麦子老师

分享的信息，让许多圕人切实受益，且持续受益。前一阵，麦子老师没在群内‘现

身’，先后有好些成员表示十分想念。其时，图谋更为想念。一是因为圕人堂存

在的价值，在于内容服务，在于交流分享。种种原因，虽然圕人堂已建立 8 年且

具备一定规模，但‘圕人堂成员’认同者并不多，乐意参与交流与分享者更少。

当前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仰仗少数‘深度用户’的‘深度贡献’，让多数成员

多数圕人受益。二是因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素材库确实是缺乏‘库存’了，好

些图片是重复使用的。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图片好办。其实真的不好办。‘圕人

堂服务体系’需要行稳致远，做的事情需要尽可能地‘循规蹈矩’，安全第一，

还得时刻惦记着低投入（甚至零投入）高产出。好些图片是不能随便（或随意）

用的，否则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这是有经历或教训的）。麦子老师的公开

分享，授权使用，分担了许多，可谓一举多得。”麦子：“360°。”图谋：“已

搬至素材库。谢谢！”。图谋：“谢谢分享！麦子、biochem 二位近期的分享，

素材库饱饱地。”爱书人：“分享几张美丽怒江的照片给大家。”刘*：“@图谋

群里可以发照片？需要照片？那我发几张，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送张电脑桌

面给各位，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用。”图谋：“@刘敏 的确挺漂亮，算是您授权使

用了，我收藏进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素材库。谢谢！”

图谋：“圕人堂群是圕主题交流群，与圕有关的方方面面，均可以在群规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91529.html）框架下交流与分

享。‘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资源与服务，原则上是取之于圕人堂，用之于圕人堂，

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延伸服务至圕人，乃至社会公众。圕人堂群是圕主题交

流群，与圕有关的方方面面，均可以在群规范框架下交流与分享。”

图谋：“谢谢分享！已收藏进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素材库。今天圕人堂微信公

众号推文配图采用的图片，是刘敏老师在圕人堂 QQ 群大窗分享的，特此致谢！”

（3）圕人满天星，图谋聚而明

诲人不倦：“作为国内图情领域最大的圕人社群，圕人堂已经并将继续发挥

重要的平台支撑作用。圕人既有学者大咖，也有平凡人家，既有上游资源供给者，

也有下游服务需求者。不仅搭建了平台，创造了对话，更促进了研究协同（如麦

子与图书馆论坛的合作），推动了学术扩散（如学者赠书），记录了时代强声（如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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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周迅），增强了圕人聚力（如线上线下的频繁交流），描述着圕人故事（如

不定期的主题征文）。正所谓圕人满天星，图谋聚而明。”图谋：“读了诲人不

倦的‘小结’，很开心，这是褒奖，也是鼓舞与鞭策。谢谢！圕人堂群中有不少

在校生在群，不知是否可在百忙中抽空冒个泡？之前有几位在校生有在群里表露

过心声。种种原因，或许图情档学子愿意到图情档行业的，可能确实为数不多。”

图穷：“@图谋确实如此。”图谋：“圕人堂群中，其实图情档学子所占比例并

不小，冒泡的很少。或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问题。”

图谋：“发红包的目的。一是同庆教师节；二是期待方便冒泡的成员冒个泡。

不时冒个泡，也是对圕人堂的一大贡献。圕人堂当前成员数 2948，在线成员 14

99，一个月内冒过泡的，占比不到 10%。”

（4）关于“圕人堂文摘”的思考

图谋：“图谋.关于‘圕人堂文摘’的思考.http://blog.sciencenet.cn/b

log-213646-1235464.html 已有 1104 次阅读 2020-5-29 10:24 圕人堂自 201

4 年 5 月 10 日建群以来，积极围绕建群目的进行了系列实践与探索，‘圕人堂

文摘’是其中一项。笔者试图利用圕人堂平台，打造‘圕人堂文摘’栏目或品牌。

其作用是促进图书情报研究成果的‘科学普及’。当前，更多是图谋在先行做‘实

验’，未来期望有更多人参与。这几年，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摘编最多的是《大学

图书馆学报》。关于‘圕人堂文摘’，理想或梦想是学习与借鉴《新华文摘》。

这块的推动确实有难度，一是利益相关者授权问题，二是摘编人员的水平问题，

三是需要相应的激励机制。图谋博客摘编《大学图书馆学报》有年头了。笔者做

这样的工作，还是有些顾虑的，挑可能会支持的做。 ‘圕人堂文摘’或许算是

‘逆行’。从功利性角度，‘吃力不讨好’。作为凡夫俗子，没办法不功利，但

亦不宜太功利。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期盼‘圕人堂文摘’收获更多知音，获得

更多关注与支持。倘若更多圕人积极参与做摘编工作，善哉！”

图谋：“据《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文摘’定义为‘以提

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

的短文’，‘文摘员’定义为‘在图书情报机构或文摘机构中专门从事文摘撰写

和文摘工具编制工作的技术人员。可分为专职文摘员和业余文摘员’。‘圕人堂

文摘’的含义便是‘圕人堂服务体系’中的文摘，文摘员为业余文摘员。”

1.5图书馆需要 24小时值班的岗位应当怎么轮班?

宋*：“3 个人轮班，有两种上班方式：①上 1 天 24 小时，休息 2 天；②上

1 天白班，上 1 天夜班，休息 1 天。哪个好点？”若水青纱：“你们图书馆 24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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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开放呢？”宋*：“部分阅览室 24 小时开放。”若水青纱：“厉害了，但是

很显然第一种方案太可怕了吧，24 小时不休息的。”倒立的*：“不可能 24 小

时闭眼。上 24 最多就是值个班，还要提供住宿和卫生。”宋*：“后半夜没人就

睡觉了，有人再起来，否则谁都受不了。”四川曾海：“能休息我就选择上一天

休两天。”凤舞九天：“图书馆有必要 24 小时吗？”凤舞九天：“哪个睡不着

的半夜去图书馆？”宋*：“我今天就上 24 小时。”公共图*：“影响身心健康

的都不合理。”四川曾海：“面子工程哇，显示本馆提供 24 小时服务。”公共

图*：“24 小时读书不值得鼓励。”牛牛：“给流浪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公共图*：“不必上升到法律，24 小时开放真的不提倡。”宋*：“我旁边贴着，

我们 24 小时竭诚为您服务。”公共图*：“24 小时城市书房。”牛牛：“公共

馆可以考虑 24h.给无家可归的人一个休息的地方。”公共图*：“我们选择不考

虑！”宋*：“弄个数字图书馆，把我们的馆藏全部数字化，让读者远程访问，

我就‘解放’了。”碧海潮生：“馆藏资源数字化并不见得就会因此解放，反倒

会对图书馆以及馆员提出更好服务要求。”公共图*：“没那么简单，数字化也

有问题。”扣肉：“馆藏数字化问题，本群讨论过很多次。”公共图*：“错过

了，之前没看过。”扣肉：“目前著作权法和公共图书馆法，是可以依照的法律。

通过互联网提供数字馆藏，涉及到文献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人一般不会授予

图书馆这种权利。”公共图*：“这个法律上是空白吗？”扣肉：“从市场经济

社会的运行方式来看，如果所有读者都通过某个图书馆的数字馆藏方式远程使用

出版物，那么会极大影响出版物的社会方式销售，这对于出版社是不公平的。公

共图书馆法里，主要是希望图书馆对于古籍进行合理保护，比如数字化。对于易

取得的现代出版物，没有提。”梧桐：“现代出版物需要经过著作权人，作者同

意。”扣肉：“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图书馆对于出版社来说，更像一种营销手段。

就是比如你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好书，出版社会期待你自己也买一本。”梧桐：“实

现不了。”公共图*：“能这样想，没毛病。至少互惠互利。”hanna：“古籍没

有版权问题。”梧桐：“古籍是公共财富。”碧沚东楼：“多数窗口是轮休，一

班几个人坐一休一，部分班次仍是休二。”记录：“我们老早就不 24 小时开放

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几个人三班倒，上的苦不堪言，然后取消，恢复正常，皆大

欢喜。” 宋*：“我谈谈民族地区图书馆的工作特点。以西藏为例，大部分读者

说藏语，所以图书馆员必须会藏语，入馆须知，办证须知，借阅须知也要是藏语。

图书馆的藏文书必须占大部分，图书馆也要有藏语数字资源，汉语的数字资源少

些。图书馆网站是汉藏双语的，图书馆建筑，馆内陈设最好是藏式的。西藏地广

人稀，加之文化程度不高，图书馆不宜收藏内容难懂的书，中文古籍，外文书。

图书馆应该要送书下乡。这些是我在工作中产生的想法，请大家指教。”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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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望大家能来西藏图书馆，这里急需专业人才，待遇不错。西藏图书馆

招人限西藏户籍，西藏生源，所以不能考进来。”irides*：“好高的工资啊。”

宋*：“西藏有三类区，四类区，四类区工资高点。钱不好挣，我在中文阅览室，

后半夜有人来就得起来，还兼着闭架阅览室的差事，下夜正睡着接到电话就得来

图书馆。”

宋*：“今年 4 月 19 日起，建邺区图书馆实行了 24 小时开放。图书馆的夜

间开放结合读者的实际需求，重心放在自修服务上。24 小时开放的区域，向读

者提供近百个坐席位。建邺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说，怎样能够让‘阅读’‘不打

烊’、‘服务不间断’，做到有用、实用，形成良性发展，服务全民阅读工作，

他们也在边做边思考。同时，他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加入到延迟开放的行列

中，让一盏盏灯、一本本书点亮城市。又一个 24 小时开放的图书馆。”

1.6初景利:突破图情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

图谋：“@全体成员 初景利.突破图情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https://m

p.weixin.qq.com/s/UZmFib7scUKVTZIlR0kFVA‘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简称图

情档）作为一级学科，具有其内在的共同属性，不仅与文献、情报、信息、知识、

数 据等要素密切关联，拥有相通的学科理论范式，而且均依托行业特征明显的

实践领域，为实践一线的发展与创新提供教育与人才支撑。纵观图情档教育与学

科发展的历史，其兴则事业兴，其衰则事业衰。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之间存在着

必 然的逻辑关系。客观地讲，图情档理论与实践之间目前还存在着某些壁垒，

还需要寻求最大限度的突破。审视当前图情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理

论研究、教育、学科建设有益，而且也是推动实践更好发展的需要。图情档理论

与实践之间壁垒，究其原因，一是图情档理论研究出现误导。图情档研究不应过

于追求所谓的理论的完善、模型的构建、数据的丰富、算法的改进，而是应面向

实践一线的发展与创新，解决图情档事业发展中的问题，推动图情档事业不断寻

求变革与超越，这才是图情档理论研究的初心和使命。二是图情档实践工作出现

误解。不少人认为图情档工作就是重复性、事务性、简单性工作，按部就班做好

每一天、每一年的岗位工作就万事大吉，不需要研究问题，不需要创新变革，因

此也就不需要学术研究，将业务实践与理论研究完全对立。三是图情档专业教育

目标不够明确。图情档教育首先要解决办学思想与办学方向问题，即为谁培养人

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果我们的老师轻视自己的专业，如果我们的教材不立

足于图情档领域，那我们的专业教育必然岌岌可危，我们需要居安思危，警钟长

鸣。”

图谋：“初景利教授的见解，堪称真知灼见，期待引发进一步地关注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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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人不倦：“圕人堂的作用愈发重要。”图谋：“全文更精彩，可以进一步阅读

《图书馆建设》微信公众号全文，也可以阅读 pdf 版全文（见群文件）。”雨后

彩虹：“@图谋 谢谢分享。”28520885：“说到图书馆人的心坎里了。”图谋：

“诲人不倦的发现很敏锐， 圕人堂虽然是草根社群，但这些年确确实实在围绕

‘应在消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应加强理论界与实践界之

间的沟通与交流，搭建平台，创造对话，协同工作，消除分歧，寻求合作。’做

一些探索与实践。”刘*丽：“有几句话特别有力。‘图情档行业注重招聘专业

人才。图情档行业不要图情档专业毕业生的潜规则必须改变。图情档行业需要多

个学科背景，但图情档专业人才应是核心、骨干和中坚。专业人员对图情档的理

解、职业忠诚和敬业精神应受到尊敬。不招聘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图书馆不是

好图书馆，不招聘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图书馆馆长也不是好馆长。情报与档案

领域同理。’‘从业人员要强化研究能力。图情档一线从业人员需要工匠，也更

需要前瞻性和创新性。重复性、事务性、简单性的劳动逐步地交给智能工具去解

决，图情档人员应致力于应对复杂的、更为高级的任务。这必然对研究能力提出

来更高的要求。没有研究能力，就没有业务的发展与创新。’” 图谋：“‘图

情档专业教育要为图情档行业培养人才’，这句话也很有份量。”LEE：“据我

了解，许多图情的学子在读时不太愿意从事本专业，但是毕业后从事了，纷纷真

香，但也不排除从事几年后觉得厌倦的，主要还是看自己的性格和追求。”图穷：

“图情学子即使选了做本行的时，博士们优先高校院系，其次才考虑本科院校图

书馆，最后才是省级以下教育部门主管的高职院校，地市级以下公共图书馆。”

图情小晨：“图情的同学还是很希望进图书馆的，但是图书馆更喜欢招有学科背

景的新人。”图谋：“近年，公共图书馆确实吸纳了不少图情学子。专业技术职

称方面，如果是仅仅是作为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不承担专业教学），给二级研

究馆员的，全国范围亦是屈指可数。”图漾：“我记得初教授原来头衔也是二级

研究馆员。”图谋：“初教授身份很特殊。兼有教授、博导头衔。”Just F*：

“博士进普本图书馆，看似竞争压力小，实际上评职称的时候受指标限制以及关

系等原因难度也不低。”

1.7图书馆手工借还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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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 biochem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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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公共图书馆小范提供

我徂东山：“请教一下大家：没有电脑的时代，读者在图书馆借书时是不是

要押一张借书卡？”boner：“借书证有押金的呀。以前办借书证都需要抵押一

定的钱。”公共图*：“在现刊阅览，要押证。”boner：“太久远了，还是我学

生时代的事啊。”梧桐：“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借书卡。”徐徐清风：“我有点印

象，以前手工借阅时代确实有插借阅卡。”我徂东山：“@徐徐清风 我听说以前

北大就是这样，借一本书，押一张卡。”徐徐清风：“借了某本书，就留下一张

借阅卡在图书馆那里存着。还书时，图书馆再拿出来还给你。图书书袋卡里插的

是记录盖印还书日期的卡片，提醒别超期，按时还书之用。”记录：“我们以前

就是有一排柜子，每个柜子有很多的抽屉，每个抽屉里都有每本书财产号相对应

的底卡，读者借这本书，就把书后面的这张卡登记好，交给管理员，管理员在借

书证上登记好，借书证还给读者，管理员把书后的这张卡和抽屉里相对应的底卡

捆绑在一起，放在柜子里。”宋*：“我以前借书，办的是书本式借书证，书有

书卡和书卡袋。借书时，在借书证上登记书名，借书日期，在书卡上登记借书日

期，读者姓名，然后把书卡放在读者档案袋里，还书时，也在借书证上登记还书

日期，把书卡找出来，登记还书日期，放回书卡袋。相当古老的借书方式。”

碧沚东楼：“我们 55 到 97 年以前是书本式。”宋*：“我曾经有一个类似

的借书证，不过不见了。”碧沚东楼：“97 年开始应用计算机后开始发行卡片

式。08 年二代卡片 18 年三代卡片，20 年人脸社保卡实体卡电子卡电子虚拟卡并

行。”公共图*：“我们 00 年开始自动化，2011 年智能化， 00 之前是人工。如

果划分时代，人工，自动化，智能化，智慧化。随之产生，闭架 ，半开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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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管理。”宋*：“书卡袋粘贴在书上。”碧沚东楼：“我在小学图书馆做学生

管理员时做过目录卡片。也使用过。卡袋也贴过。那时离小学很近，鄙人是全校

唯二的学生管理员。规范用词：书袋卡 英语名：book card 又称： 书 卡 。 定

义： 在图书馆手工操作的流通系统中用来作为每本图书流通记录原始凭证的

一种硬卡片材料。标准尺寸为 7.6cm 宽、12.7cm 高，在卡片的上方印有图书的

索书号、著者姓名和题名，印在下面的线条栏可记录借还日期、借书证号或读者

的姓名。卡片平时放在书后的卡袋内，图书借出时，抽出卡片记录借阅信息，并

按一定规则排列备查，还书后将卡片重新插回卡袋中。见载： 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名词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_图书情报工作管理_图书馆建筑与设施。

规范用词： 索书单，英语名：call slip，又称： 借书单 ; 索书条，定义：

在采用闭架式借阅的图书馆中，读者借阅馆藏时填写的以供馆员了解其所需

馆藏并作为进入书库提取文献依据的单据。通常印有索书号、书名、著者、借书

人姓名及借书证号等项目。见载：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学科： 图 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_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_外借服务，公布年度： 2019”

碧沚东楼：“每天中午和周六都在图书馆工作。”宋*：“我想借书要从目

录柜把对应的卡片目录取出来，放在读者的档案袋里，还书在放回目录柜。书卡

按借书时间排列，这个可以统计一天借了多少书，还能统计逾期不还情况。最后

可以统计书被借的情况。发明书卡和书卡袋的人真是一个机灵鬼。”公共图*：

“早期我们的目录柜在采编室有两组，一组是分类号，一组是笔画，在流通也放

一套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做卡片一般是打印 4 张一样的。这样讲解是不是更清

晰。”琼：“我到图书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写卡片。那种套书只有分册号不同，

其他的都相同，写得好郁闷。然后就在 WORD 中自定义卡片格式，然后打印。”

公共图*：“自从有了 word 我们行业水涨船高，就有了对应的打印系统，那是

你们单位还没用上。”梧桐：“原来图书馆 4.5 个人，现在一个人档案兼顾管理

图书。”哈哈一笑：“@我徂东山 80 年代武汉大学图书馆是给每个本科生发 4

张借书卡。读者在图书馆每借一本书就把一张借书卡和书里的书袋卡放在一起留

在图书馆，还书时再还读者。图书馆给每个读者在借书处设一个袋子，存放你的

借书卡和借的书的书袋卡。当时武汉大学图书馆有闭书库、外文书库、开架书库

等借书的地方，加上系资料室也可以借书，所以每个读者可能有多个袋子。我所

在的图书馆 80 年代是为每个读者设一个袋子，存放你借的书的书袋卡，读者需

要在书袋卡上签字并注明借书日期。因此，每个馆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公共

图*：“这样的工作量大。”我徂东山：“@哈哈一笑 谢谢您，我请教了多位前

辈，确实每个图书馆的管理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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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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藏发展——立足长远，放眼未来

2021-9-10 10:18

圕人堂文摘 图谋摘编自：张春梅 , 李欣 . 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馆藏发展策略

研究 . 图书情报研究 , 2021,14(2):57-67. 《图书情报研究》2021年第 2期刊发

张春梅、李欣《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馆藏发展策略研究》，该文深入探究美国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在馆藏 ...

个人分类:圕人堂|22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信息素养教育的思考

2021-9-9 14:46

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工作者，我认为信息素养教育应得到应有的重视。按照《普

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图

书馆应充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

用。”“教育职能”如何得到贯彻与落实？信息素养教育应是重中之重。理想很丰

满， ...

个人分类:圕人堂|40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答疑录

2021-9-8 22:55

笔者有个工作角色是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经常需要解答教师或学生的各种

咨询。近期的解答属于关注度比较高的，实际上也是有一定共性的，并不局限于

笔者所在高校，对更大范围乃至社会公众，或许亦有一定参考价值，特此辑录如

下。 1 关于核心期刊 问：请问（北大版）核 ...

个人分类:圕人堂|660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圕人堂欢迎您！

2021-9-5 19:51

一大早，麦子老师在圕人堂群分享了一组照片。麦子老师在圕人堂群分享的照片

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圕人堂 QQ群内美图分享，有助于增添生活气息；二是

供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素材库选用，有助于提升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亲和力。 很

惭愧。虽然我自身离海边不是很远，但我好几个月没去过。即便去 ...

个人分类:圕人堂|77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2021 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立项情况

热度 1 2021-9-3 17:04

关于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名单的公示--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办公室--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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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opss.gov.cn/n1/2021/0903/c431027-32216986.html 总共立项 4660项。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总共立项 161项，重点：9项；一般：110项；青年：42
项。 2955-3073:119项。 982-1023：42项 重点：9项；一般：1 ...

个人分类:圕人堂|1427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6个文件。

3.大事记

（1）圕人堂本周聚焦初景利《突破图情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

（https://mp.weixin.qq.com/s/UZmFib7scUKVTZIlR0kFVA），可以进一步阅读《图

书馆建设》微信公众号全文，也可以阅读 pdf 版全文（见群文件），目前已有

96 次下载。

（2）圕人堂庆祝教师节。圕人堂成员有一定比例来自学校。2021 年 9 月 10 日，

部分成员以多种形式庆祝教师节：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图谋发红包 100

个（总金额 100 元，每个 1 元），2 分钟内领完。

（3）2021 年 9 月 10 日 14:30，群成员达 2948 人（活跃成员 319 人，占 10.8%），

在线 1483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1.5%），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6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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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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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