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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简介

QQ 群名称：圕人堂(LibChat)

QQ 群号： 311173426

适宜人群：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圕人堂周讯》编辑组

主编：王启云

编辑：宋晓莉 赵生让 董行 范良瑛 曾家琳 张婵 卢娅 陈艳 史蓓 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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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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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 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依 霖 ： 参 会 |2021 年 ISMTE 的 全 球 会 议 通 知 （ 10.11-14 ， 线 上 ）

https://mp.weixin.qq.com/s/1rTaSNFceY9C4gmGG2KjGQ

依霖：参会|数字化转型中的图书馆变革与发展研讨会暨 2021 年度 CALIS 年

会（10.15 报名截止，成都）https://mp.weixin.qq.com/s/taVxpEpJsTK3cz5mvPm

mGg

依霖：参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关于举办 2021 年公私藏书与经

典阅读会议的通知（10.19-22，沧州）https://mp.weixin.qq.com/s/6AffW3stmXp

I82Pg3a09Tg

依霖：参会|2021 年科普阅读推广工作专题研讨会（10.10 报名截止，太仓）

https://mp.weixin.qq.com/s/QxJi__N8AJJM1SZEn8FIkQ

依霖：参会|2021 年全国战略情报高级分析师培训班（10.25 报名截止，线

上）https://mp.weixin.qq.com/s/2CUI5nku5wxeOkvgol-kvg

依霖：征文|2021 年中国索引学会年会暨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8.30 题目摘

要，10.15 全文截止）https://mp.weixin.qq.com/s/jz7bK724p8PlKszj5jVtng

依霖：征文|2021 年陕西省图书情报档案学术年会（10.28，线上+线下）

https://mp.weixin.qq.com/s/n7OK7WMMoFeGtRiGOqsynw

依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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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6NYvdbWxQdBCWZCqoA4g

依霖：图书情报 丨“时代经纬：迈向新文科的数字人文”学术研讨会 第

三届中国数字人文大会 会议通知（第一号）https://mp.weixin.qq.com/s/DlV0Yt

6ca2f_z8uJ-u6Q9A

依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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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霖：图书情报 丨“双一流”建设与高校智库发展——第七届新型智库建

设学术研讨会 11 月成都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T7bowefLbi65WAoF6l

gEhQ

依霖：图书情报丨延期！“2021 年图书馆员在职专业培训”10 月底南京

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GUTK22HrdJIQmcYVQEwxcQ

依霖：图书情报 丨征文！纪念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 11 月在

京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wO8_DWl1Xhi4qYkX4iZxBA

依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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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huTerKqXGpvZKV0Y1P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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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霖：图书情报 丨海报征集！第 18 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会（A

DLS2021）12 月在京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sDcBtSgW_RFBp3xiIWtBrQ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近三年“圕人堂文摘”辑录 https://mp.weixin.qq.com/s/RLEg5MIKCi

fVWlmLhyliBg

图谋:蔡迎春，金欢主编；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编. 图书馆阅读推

广案例赏析[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04.内容提要: 本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侧重介绍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理论与方法，下篇精选全国优秀的阅读推广

案例，分为五类：主题文献推广、阅读比赛、特色阅读活动、少儿阅读推广、大

学生阅读推广，每类有十余个案例，并邀请王波、李超平和赵亮等对这些案例进

行点评，对各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图谋 : 如何获取与利用《圕人堂周讯》？①科学网圕人堂专题

（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

classid=166214&view=me&from=space）。每一期《圕人堂周讯》，科学网圕

人堂专题发布网页版并提供 PDF 版下载,支持标题检索。②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圕

人堂 LibChat）。每周五发布周讯目录，及提供 H5 电子杂志版链接。③圕人堂

QQ 群群文件，具有检索功能。④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各期周迅”版块

（ http://lib.nbt.edu.cn/tuan/issue.php），提供经过处理的 PDF 版、HTML 版

阅读。⑤目前 QQ 邮箱已恢复支持群发邮件。

图谋：http://lib.nbt.edu.cn/tuan/tuan_my_comm.php?key=c4ca4238a0b923

820dcc509a6f75849b 关于《圕人堂周讯》，www 老师研发的“圕人堂 QQ 群知

识库”（ http://lib.nbt.edu.cn/tuan/）已做了系列研发工作，比如：“图谋”

参与的话题，提供 pdf 版及 HTML 版，多种呈现形式。个人交流合集. http://li

b.nbt.edu.cn/tuan/my.php

图谋：傅平.中英双语：研究生和初级研究人员做研究和写期刊论文的步骤

与要点.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6383-1306455.html 为研究生和初

级研究人员所写的指南。

奎林说：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https://mp.weixin.qq.com/

s/GdKzUeqcxkSGQomQgewwsA

ZJ: 解读甲骨文“书”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q4y1P72w?p=1&s

hare_medium=android&share_plat=android&share_session_id=afae4ec6-c167-

4a97-9fbf-b0d83baeb0bb&share_source=QQ&share_tag=s_i&timestamp=1633

147320&unique_k=tuqs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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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读书心思 https://mp.weixin.qq.com/s/nxypKNKAb36A3N6ZFFg_1Q

biochem: 年 年 爆 红 的 “ 粉 黛 乱 子 草 ” ， 究 竟 是 何 方 神 圣 ？

https://mp.weixin.qq.com/s/WSV-wnZJatsCS9Rzp3U-mw

图谋：关于信息素养教育的观察与思考 https://mp.weixin.qq.com/s/brC8Nt

GfhVC50Bp44s0JxA 高校的信息素养教育，是在发展变化的，且是“良莠不齐”

的。发展脉络大致经历了文献检索教育——信息检索教育——信息素养教育三个

阶段。文献检索教育阶段，侧重的是印刷型文献；信息检索教育阶段则是印刷型

与数字型兼顾，数字型占比愈来愈大；信息素养教育阶段，侧重的是数字型文献，

印刷型文献可视作有益的补充。“信息素养教育”不仅是学生需要，老师也需要

（老师可能更需要的是“继续教育”）。

图谋：徐耀.文献笔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3939-1306768.ht

ml 如果科研是一个任务，文献就是情报，没有文献，科研就没有头绪和方案。

但是文献浩瀚如海，如何高效阅读文献并将信息转化为自己的研究“弹药”，这

是个问题，尤其对于新上手的研究生，读了后面的文献，忘记了前面的文献，到

了写论文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没读过什么文献。这个问题是普遍现象，不做好

文献笔记，即使依靠 endnote 这样的软件，依然不能很好地管理文献。

雨过天晴：闲话职称论文 https://mp.weixin.qq.com/s/KDbvUuXdP9vt_orrJ2

qEew

雨过天晴：论文那些事儿|论文基础知识 https://mp.weixin.qq.com/s/HpXnol

jitNj57bm7JnDkXQ

雨过天晴：向爱学习的图书馆人推荐好书，还有文创 https://mp.weixin.qq.c

om/s/cEGjpQHnMWYZvOmq5m41MQ

雨过天晴：图书馆员每年中标多少国家级基金？https://mp.weixin.qq.com/s

/-RpfnAwUz0762xz-wWI-KQ

图谋：“尽力了，对得起读者！”——致敬李明华先生 https://mp.weixin.q

q.com/s/rtQUWTYKavk5V2_oXG5wTA

图谋：论文那些事儿 | 论文如何选题 https://mp.weixin.qq.com/s/AdWzFh

vwxnlS1SusKEkA5g（沈奎林）. 图谋简评：“论文那些事儿 | 论文如何选题”推

文，是南京大学图书馆沈奎林老师对在读研究生群体的特别关爱，也可以说是给

青年馆员的特别福利。论文如何选题：选题在写研究计划之前。虽然在研二或者

更晚的时候才会为学位论文撰写研究计划（开题），但为了申请海外的研究型硕

士或者 Phd 项目，通常都需要撰写研究计划，因此可能在本科毕业之后就要学

习如何选题。选题是一个科研人员的基本功，通过 7 个步骤（熟悉研究方法；了

解导师或者学校；初步确定研究领域；读课题里的综述文章，确定细的课题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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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字；检索关键字，定义课题；将课题转变为研究问题；评估研究问题），手把

手教你如何科学地选择一个课题。如果你认真学习，每一步都踏实完成，你一定

可以选出一个非常好的课题。

刘建平：史上最不务正业图书馆，烧了 7.5 亿成遛娃场地，人们却说这钱花

得值？https://mp.weixin.qq.com/s/VWAFeiOA8IvmdLtJt9RTMg

图谋：馆中惊奇 | 他们：当过图书馆员，拿了诺贝尔文学奖 https://mp.wei

xin.qq.com/s/lM5k7uTavZmt7L0v_ILvVg 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由 73 岁的坦桑尼

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摘得。获奖理由是“因为

他对殖民主义文学写作的影响，对难民在不同文化大陆之间的鸿沟中的命运毫不

妥协和富有同情心地渗透”。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是坦桑尼亚小说家，用英语

写作，常驻英国。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天堂》（1994 年）、《荒漠》（2005 年）

和海边（2001 年），多次入围布克奖。1980 年至 1982 年，古尔纳在尼日利亚

巴耶罗大学卡诺分校任教。1982 年，他搬到肯特大学，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

他现在是英语系的教授和研究生课程主任。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后殖民写作和与

殖民主义相关的话语，尤其是与非洲、加勒比和印度有关的话语。

查新检索：科研经费 10 大变化（国办 32 号文）https://mp.weixin.qq.com/s

/pj-yK6VAWSG9VkuIHXfQVA

1.3 你提问，我回答

1.3.1 对于中篇小说《手巾》著者的追寻

麦子:我有一个比较难的读者问题，即上海棋盘街 5 号的“世界文艺书社”

在 1933 年出了一本中篇小说《手巾》，我只查到国图有此书，哪位知道此书的

作者是谁？广东小肥*：读秀里面有这本书的基本信息，是不是原书就没有标注

作者？Wu：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小勾沉系列的《绝笔（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

集）》里有方光焘译的《手巾》,中篇小说《手巾》会不会是一个短篇小说集? 麦

子:这个问题的难度极高，需要对民国的作者和出版有很深的了解。问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因为原书是没有作者的。此书完成于 1929 年，在真如，这过去是出上

海市区火车的第一站，但现在是普陀区的一个街道。图林新人：可能需要出版史

或者文学史的专家给以专业回答。麦子：@图林新人 是啊，这里大概是没有这

类人了，但不知道这 3000 人里有没有认识知道这类答案的人。图林新人：不知

道相关的民国出版物数据库中有没有进一步的信息。麦子：细读最后一页的 4

个注，里面有些信息也是稀有的。图林新人：不知道“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

图书数据库”这个库里有没有，但是我没有使用权限。麦子：谁有这个库，麻烦

查一下。中原劲草：民国时期出书为文，用笔名的太多，不熟悉的话很容易出问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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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且像唐弢那样熟知民国出版典故的人也不多，活到现在的更是寥寥。麦子：

@中原劲草 现在不是笔名太多，而是没有。中原劲草：民国时期的出版业留下

了很多的空白，真正做下来还是很有意义的，只是面对着今天的考评机制，像晦

庵书话、负暄三话式的短散文都难被认可为成果了，愿意写的还有几个就不知道

了。麦子： @明月松间照 可惜我只能看到第二页，请把第一页再发一次。如果

是的话，和我隐约中猜想的一样，这可能是个盗版，所以故意没有署名。明月松

间*：@麦子 早上好，我以为您有《手巾》的全文，就只查询了跟它内容相同但

异名的《爱的喜剧》。我们放假，VPN 有些数据库看不了，有全文，但在家只

能看到《爱的喜剧》正文的前两页。《爱的喜剧》31 年初版，这个可能是盗版。

另外，作者郎新，也有说是泰国的。《爱的喜剧》，超星--书世界里有全文。图

谋：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时期文献”未发现有该书。从目前的信息看可以关联起

来，《手巾》《爱的喜剧》均为译名，原作作者为（暹罗）郎新。《手巾》《爱

的喜剧》的译者可能是同一人，两书第一页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书名不同。检

索读秀、CADAL、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等库的粗略印象，译者陈毓泰为

泰国问题专家。明月松间*：这也提醒大家，对于外国作者的国别，古代作者的

朝代，著录或是文史研究时都需谨慎再谨慎，以免纷乱。hero8151：《手巾》和

《爱的喜剧》这两本书，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的图书里都有。

1.3.2 追忆那些努力读书的时光

Libseeker：分享文章“读书心思”。欣然读书：图谋已经是非常勤奋的人，

不论是阅读还是写作。若从普遍性来看，确实成年人的阅读更堪忧。回想一下，

自己阅读量最大的时候，都是在学生时代。图谋：学生时代读书的动机相对较为

单纯，而且身强力壮，可以恣意阅读。我自个学生时代也算是瞎忙碌的，读书时

间多是围绕所学科目进行的（或者说为了应试的），其中在英语学习方面消耗一

大块时间。留下给读经典的时间很少，读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觉得是一种

奢侈，只能偶尔读一点点作为“调味品”。 Biochem：现在的成年人能静下来

读书的应该不多。高中生、大学生读的书主要是教材，有的大学生读了四年大学

就没到图书馆借过一本书，刷微信、视频占用了不少时间。图谋：学生时代，我

特别羡慕一位室友，可谓阅书无数。读了大量武侠小说，且经常是通宵达旦。宿

舍是晚上 11 点准时熄灯了，宿舍走廊的灯光是昏暗的，他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

读书，冬天的过道是寒风刺骨的，他能够坚持不懈。令人羡慕嫉妒恨的是，他的

身体能吃得消，而且各科考试成绩不错（甚至可以得较高等次的奖学金）。眼下

的读书，诱惑太多。各种形式的“轻阅读”令人目不暇接。音频、视频、游戏等

等，有一部分或许可以归到“轻阅读”范畴。轻阅读更加轻松愉快，不知不觉，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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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乐乐呵呵，或浑浑噩噩，悦读时光总是短暂的。回首我自身读高中的时光，基

本没有时间读课外书。偶尔读的，比如微型小说选刊、故事会、成语字典这类，

是以提高写作水平为由的。我那位同学的视力，我不清楚他是什么状况，倒是一

入学时就是戴眼镜的，读那么些书，视力是否受到影响我不清楚。他读书那么卖

力，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蹭书读”。九十年代，图书馆的书真的是不够读(或

不便读），校园内或周边有提供租书的小店（通常是按天计价，VIP 可以办月卡），

为数还不少。他读书又多又快，读到就是赚到。从这个角度，可能其成就感之一

是赚到一大笔钱。他读的书，真正属于租来读的可能比例并不大，更多的是借来

读的（借同学的书，包括同学借来的书）。他博览群书，偶尔出席“卧谈会“展

示一二，我认为属于读的“又快又好”。欣然读书：现在教师或者图书馆员不读

书的大有人在。高校图书馆现在搞的阅读推广活动绝大多数是针对学生的，因为

还好组织，也还能找到一定数量的读者群体来响应。大多数教师也都觉得阅读重

要，但真正静下心来读书并不容易。我曾经“被动”地举办了几期教师读书沙龙，

不是不愿意做，而是可以预料到难以坚持。Biochem：我主要是关注学科的最新

研究进展，阅读期刊论文就可以了。自由的行*：很多老师都是很有针对性的阅

读，这种群体性的阅读推广活动，确实不容易提起兴趣，针对性不强。图谋：时

下，读书从内容到方式方法，多元化个性化碎片化功利化……可谓千变万化。圕

人堂建群初期，有一位成员，16 岁开始写武侠小说，16 年后写出畅销长篇武侠

小说，之后又出版了好几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朝天阙 绍兴八年》《朝

天阙 暗战》《朝天阙 定风波》。图谋买过《朝天阙 绍兴八年》，感觉确实写得

很有水平。瞎溜达：这位老师好像不在图书馆工作了，好像是出了第一部书后不

久就辞职了。图谋：书写得挺不错，得金庸、古龙之“真传”，且“学以致用“。

关于读书，“承载”或“加载“的东西或多或少是有一些的。围绕读书的方方面

面，有不少东西是可以进一步交流与分享的。图谋近期先后被拉入两个读书群，

我是没敢吱声的。因为原本“不知转入此中来”，忌惮“无知逸出此群外”。群

成员中，潜伏着许多高手。“出口成诗“的有张怀涛、黄建年、李晋瑞等等。出

版过诗集的会有不少，图谋知道的有金明生、张怀涛、李晋瑞等，黄建年的诗词

作品许多，还不了解是否已结集出版。今后若有机缘，期待可以做个“集中展

示”。

图 谋 ： 圕 人 堂 百 人 百 诗 迎 新 年 ——“ 有 缘 相 会 圕 人 堂 ” 合

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江城子 圕人堂赞。圕

人堂中有才情，念头清，问题明。只语片言，亦可激情盈。地北天南同一处，真

有幸，说不停。恰闻此际妙歌声，出真情，教谁听。孤陋寡闻，藏拙怕人评。唯

有丹心昭日月，填一曲，颂英名。（年年有余）该合辑属于“圕人堂往事”，往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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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妨回味。

1.3.3 流通业务外包的丢书率与乱架率探讨

ZJ:各位老师，对于流通业务外包的丢书率和乱架率，馆内都有什么规定可

以分享一下吗？图谋: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先检索“圕人堂知识库”，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较有针对性的问题，或许效果会更好。之前讨论的业务外包多为“编

目业务”或“整体业务”外包，单提“流通业务外包”似乎前所未有。问题的求

解，可能是先调研一下，哪些馆进行了“整体业务”外包或“流通业务外包”，

再试图进一步寻访。或者调整问题，比如：“我是 xx 馆工作人员，希望了解流

通业务外包的丢书率和乱架率相关规定，期待通过小窗交流传经送宝。谢谢！”

调整以后，或许更有利于获得帮助。因为这方面的问题是比较“小众的”，真正

有所了解的并不多。以上建议仅供参考。ZJ：嗯嗯，谢谢群主解答。

图谋：关于“流通业务外包”，我的了解非常有限。我上午“接话”，主要

是期望助力推动该话题的进行。我刚刚也学习了一下，“流通业务外包”实际也

是有着 10 年以上的历史。有部分馆（高校馆、公共馆）有实践经验。如：（1）

鲜冉.近十年我国高校图书馆流通业务外包研究述评[J].图书馆研究与工

作,2021(01):18-22.流通业务外包为我国高校图书馆解决人力资源紧缺问题提供

了有效途径。文章通过文献调研法、网络调研法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发现

我国高校图书馆流通业务外包研究集中在探讨外包背景与必要性、外包可行性、

外包场所与内容以及外包风险与控制等方面。相关研究处于研究初级阶段,具有

起步晚、发展缓慢,地域不平衡,以及研究层次较浅的特点。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

革与高校图书馆的转型发展,研究热度将会提升,研究主题也将得到进一步细化。

这是最近的一篇公开发表文献。（2）郑敬蓉.图书馆流通业务外包的质量控制[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4,32(01):61-64. 图书馆流通业务外包是近年来逐渐引起

学界关注的问题。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流通业务外包的概念内涵、必要性等问题,

忽视了对流通业务外包的质量控制研究。文章通过对流通业务外包实践中存在问

题的分析,指出应从严格招投标程序、加强过程控制、同外包公司密切沟通、建

立读者服务评价反馈体系等方面,加强对图书馆流通业务外包的质量控制。（图

谋注：从这篇文献的调研结果，可知 2009 年开始出现“流通业务外包”文献。）

煮酒论英*：是有一些馆开展了，我们这有个别公共馆的流通、采编等基础

工作全部交由第三方公司运营，是能省不少人头费，据我了解有些有一些高校馆

也流通外包了，但是具体的丢书率、乱架率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详细的规定。图谋：

考虑丢书率、乱架率，算是“精细化管理”，当前大部分图书馆“无暇顾及”。

现行图书馆规章制度对丢书率、乱架率作出明确要求的不多见，进一步“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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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少，但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是有的。煮酒论英*：按照这个模式，大部分

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大量基础业务都可以外包，专业馆员急需拓展自己

的核心业务竞争力，图书馆也需要大力拓展自己核心业务，主要看学校或者馆里

对资产管理的重视程度，较真的也有，我们就比较较真，但是较真也会产生大量

的工作量。

图谋：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编. 海南大学规章制度选编（上）[M]. 1997：228

参考工具书室职责：根据阅览桌和书车上书的多少及时分类上架、整架，乱架率

不超过千分之五。保护图书安全，图书丢失率不超过千分之二。还发现有：①书

刊丢失率，不超过 0．3％；②书刊乱架率，阅览区不超过 1％，借阅区不超过 3％。

这个比列是存在弹性的，应该需要结合具体实际进行区别对待。珍贵古籍的丢失

率可能会是“万无一失”，普通开架图书且利用率较高的，“万有几失”无大碍。

工具书类的乱架率可以高要求，普通图书且利用率高的（尤其是流阅一体化的）

要求过高可能真的没法干活了。通常情况下，工作人员责任心强且人力投入适度，

乱架率相对低一些。如果人力投入严重不足，做出“高标准高要求”，可能还真

是没法干活了。流通业务外包对丢失率、乱架率提出要求是有必要的，体现服务

意识、责任意识，可以象征性地进行约定，写进合同中。ZJ ：我也查了一些，

一般招标文件中对乱架率有一定的规定，2%—5%不等，对丢书率没看到相关规定。

谢谢王老师，给王老师点赞。

图谋：圕人堂“流通业务外包”话题实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213646-1307013.html 图谋按：2021 年 10 月 5 日，圕人堂部分成员参与了“流

通业务外包”话题交流探讨，有一定参考价值，特此予以梳理。

1.3.4 圕人堂成员结构及存在问题

图谋：据圕人堂群成员信息，年龄分布情况为：00 后，17%；90 后，19%；

80 后，31%；70 后，14%；60 后，4%；60 前 13%;未知，1%。其中 00 后、90 后、

80 后累计占比为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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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群中图书情报在读学生所在比例是比较大的，

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左右。测算依据是：00 后基本属于学生群体，90 后中有一部

分是在读学生。“圕人堂服务体系”中较为重视服务该群体，种种原因，效果不

尽人意，但一直在努力。扣肉：我觉得好像学生在群聊中参与不高，大部分是图

书馆从业者在群里发言。图谋：在图谋看来，不高的原因，是相关工作未到位，

未能将潜能挖掘、释放，图谋为此深表遗憾。刘建平：不要遗憾，很多事情有机

缘，最好是可以水到渠成，慢慢来、自然成。图谋：许多事情是事在人为的。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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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堂努力 8 年，是今天的模样。圕人堂期待更多成员给力，共同推动。

1.3.5 畅销图书采购如何下载书单？

立正稍息:请教一下同行们，计划采购一批畅销图书，浏览过豆瓣等读书平

台，但是不知道如何批量下载这些书单。雨后彩虹:每个出版社都有书单下载。

图谋：这个问题，图谋是没有看懂。通过豆瓣等平台找寻畅销图书，然后欲批量

下载书单？豆瓣平台本身不卖书吧？即便获取了书单，找谁买书呢？这个“一批”

是多大一批？似乎属于“零星采购”，符合所在机构相关政策吗？是根据书单找

馆配商供书？ wu：应该是获取书单的书号、书名、作者、出版社等书目信息，

再做订购吧。扣肉：畅销书？是什么标准呢？豆瓣只能获得评分高的图书，不能

获得销量吧，豆瓣本身没有销售业务，也不太可能知道某种书是否畅销。我对于

销售排行榜没有研究过，但是我猜测目前销量排名靠前的图书，绝大部分是家长

买给孩子的，里边一定有数量众多的教参和教辅资料。相信无论是高校馆还是公

共馆，这些图书都不是主流的入藏对象。图谋：刚登陆了一下豆瓣读书，发现有

“豆瓣书店”卖书，我之前没有留意过。豆瓣的“年度读书榜单”，图谋不清楚

其有多大参考价值？是否有采访馆员参考该书单卖书？扣肉：年度读书榜单，这

个恐怕是基于书评的数量吧，前一阵子豆瓣被某些娱乐圈粉丝洗版，内容或许不

再能反应真实情况。图谋：我不了解。刚才还留意了一下当当网，这个网倒是有

“图书畅销榜”，比如： http://bang.dangdang.com/books/bestsellers/01.00.

00.00.00.00-year-2020-0-1-1 群里从事图书采访工作的馆员有不少，期待可以

进一步“科普"。扣肉：我觉得文学类图书榜单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三体》

这样的书会长时间霸榜。图谋：图书采访工作，心得体会分享，也很有价值。分

享会引发互动，互动可以让更多人受益（包括分享者自身）。扣肉：这种榜单，

I 类和 G 类为主，得看各馆的入藏标准。图谋：“畅销书”还得考虑查重问题，

得看看是否已采购了。这也是我前边说的没有看懂，也没有表达的内容之一。鲲

鹏展翅：@立正稍息 https://www.chinaxwcb.com/node/92 图书馆畅销排行。

哈哈一笑：图书馆如果想买畅销书不用那么麻烦，找个书商合作，放开让读者荐

购就可以了。既满足了读者需要又省去了买什么书的纠结。

1.3.6 图片欣赏

http://www.artlib.cn/
http://bang.dangdang.com/books/bestsellers/01.00.00.00.00.00-year-2020-0-1-1
http://bang.dangdang.com/books/bestsellers/01.00.00.00.00.00-year-2020-0-1-1
https://www.chinaxwcb.com/nod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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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由“雨过天晴”提供

图片由图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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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由 biochem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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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清风徐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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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流通业务外包”话题实录

2021-10-7 08:25

图谋按： 2021年 10月 5日，圕人堂部分成员参与了“流通业务外包”话题交流

探讨，有一定参考价值，特此予以梳理。 圕人堂成员 ZJ提问：“各位老师，对

于流通业务外包的丢书率和乱架率，馆内都有什么规定可以分享一下吗？” 图

谋：“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先检索圕人堂知识库（http://lib ...

个人分类:圕人堂|297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信息素养教育的观察与思考

热度 1 2021-10-5 10:36

信息素养教育是高等学校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必要环节，信息素养能力是

当代大学生的必备基本能力，能够促进问题解决、知识创新和终身学习等能力的

形成。按照信息获取与利用的一般逻辑流程，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包括信息意识的

培养、信息源的认知与选取、信息的查询与获取、信息的管理与利用、信息的伦

理与 ...

个人分类:圕人堂|2252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闲话培训与讲座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7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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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01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0701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701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701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0701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701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0701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6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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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81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0681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6812&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681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0681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681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0681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67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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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2021-10-4 15:30

我是一名高校图书馆工作者，近年，我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在培训与讲座方面。

培训与讲座，二者是有联系，亦有所区别的。前者更多的是工作需要，后者更多

的是指学术讲座。个人实践中，二者的界限并不清晰。 关于培训的定义：①为

使从业人员和准备从业的人员达到特定的职业岗位要求，或完成 ...

个人分类:圕人堂|1904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读书心思

2021-10-2 21:54

说来惭愧，一大把年纪，实际上没读几本书，真正读进去的更少。 小孩刚上小

学五年级，时不时会向我请教一些问题。关于《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

《红楼梦》等，坦白说，《西游记》可能算没有通读过，其他基本算是从头至尾

读过，但也只能算是囫囵吞枣。每当小孩追问我人物关系或故 ...

个人分类:圕人堂|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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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文件。

3.大事记

（1）2021 年 10 月 5 日，圕人堂部分成员参与了“流通业务外包”话题交流探

讨，有一定参考价值，特此予以梳理。见：圕人堂“流通业务外包”话题实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7013.html 。

（2）2021 年 10 月 8 日 14:30，群成员达 2954 人（活跃成员 472 人，占 16%），

在线 1503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31.4%），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69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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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72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0672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6726&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6726&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0672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6726&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0672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6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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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55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655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655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0655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655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0655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7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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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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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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