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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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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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Liblib：“暨大图书馆：号外！号外！2021 年暨南大学图书馆公开招聘启

事 https://mp.weixin.qq.com/s/CvXDzDejR07DUFk6IpFy7A。”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报名！2021 年‘第十四届图

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https://mp.weixin.qq.com/s/cR1U4BUKBxn1LNQszS

bUwA。”

低调：“讲座主题：重新认识图书馆——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认知与思考

主讲嘉宾：初景利 教授 讲座时间：2021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一）10:00-11:3

0 。”

低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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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场）时间：10 月 18 日（周一）14：30-16:30 内 容：《智慧图书馆应用

实践与前沿研究》主讲人：邵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

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主持人：全勤（南京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低调：“中科知汇：【第一讲】重新认识图书馆——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认

知与思考 https://mp.weixin.qq.com/s/SQF8BGgDJcX3BYkrkqVMtQ。”

低调：“今天(2021-10-13)9 点，直播湖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刘伟成

的报告——《面向数字阅读的图书馆建设及服务》。”

农人古月：“RUC 信管研会：重磅来袭 | 2021 年第 18 届中国信息资源管理

论坛 https://mp.weixin.qq.com/s/Z_o7iUHhR9c5Xxg2UBXDlA。”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开放注册！智慧图书馆技术

应用讲座 2021年第 4期 https://mp.weixin.qq.com/s/ny0fC88bsJlxaoxlp7yau

A。”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

分会 2021年学术年会 延至 11月重庆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o3U9o

D9H7zO1XQw1ulac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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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w.lsc.org.cn/contents/1219/15371.html 延期开张了。http://www.lsc.org.c

n/contents/1198/15258.html 带证书。”

biochem：“各位圕友，这是‘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

采集及分析应用培训’会议全程录屏，供有需要的老师观看或下载自用，但请勿

在公开网络上扩散。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F9g6Y86boqxZVny4GqG

Dw 提取码：ru5d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 V5 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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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徐雁 徐门书事：徐雁：‘观书绎理，可以养心’ ——‘疗愈

系’文献资源建设及其读物推广（附讲座预告）https://mp.weixin.qq.com/s/

vZzGUqny8UMRgg_uZbbAGA。”

低调：“2021 年创新知识服务巡回培训班 （襄阳站）https://k.cnki.net

/mobile/cinfo/index/16060。”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青青草：“人民网 e 线图情：图情要闻 | 智慧互联、阅读无界——长三角

公共图书馆网借图书服务联盟成立 https://mp.weixin.qq.com/s/xWfVCByKm9f

5pIHamVri4A。”

雨过天晴：“原创 图情轩：未来发展中图书馆拼的不是技术，而应是专业

馆员 https://mp.weixin.qq.com/s/G4H2qil0fPce1YmxBboWTA。”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圕人堂‘流通业务外包’话题

实录 https://mp.weixin.qq.com/s/MGTYPur1h_gV56GmMbxsiQ。”

老田：“图情招聘：快讯！2021 国家社科后期资助公示（图情档类）https:

//mp.weixin.qq.com/s/BWzFDUEBEWLAH23Xj_5lMQ。”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387 期 20211008）。”

雨过天晴：“原创 营销策划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国图出版社九月新书推荐

https://mp.weixin.qq.com/s/yuMdl8RTjZJ4xfSzJf0xgg。”

雨过天晴：“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论文那些事儿 | 一个人单打独斗怎

么搞科研 https://mp.weixin.qq.com/s/4suguFHH4IiCsj-VoCFzzw。“

雨过天晴：“原创 欣然读书 欣然来读书【来读书】阅读，自我与世界和平

相处的不二法门---《阅读的力量》https://mp.weixin.qq.com/s/vkyRA2AKKMy

ShUxuzxtwaQ。”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闲话时间管理与利用 https://

mp.weixin.qq.com/s/Ha-cNDbiRa5oDRojbo0TeQ。”

图谋：“图情招聘：2020 图情档期刊投稿方式（核心+普刊）https://mp.w

eixin.qq.com/s/lxTc8FDhUPqpn3wMbxinsQ。”

潘*伟：“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国内外图书情报学期刊不完全列

表 https://mp.weixin.qq.com/s/sJujV_LIid-c-0zg-Y54NQ。”

碧海潮生：“阳光悦读：【本周四】徐雁：图书馆‘疗愈系’文献资源建设

及阅读推广 https://mp.weixin.qq.com/s/o05dfTeaUkymzu9_35JLxA。”

会议君：“原创 全国报刊索引 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预告丨《全国报刊索

引》资源重磅上新，邀您先睹为快！https://mp.weixin.qq.com/s/n4YSvz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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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bdTuQ_zPjA。”

图谋：“【篇篇美滋味,浓浓奶茶香——您的《图书馆论坛》第 10 期】202

1 年的金秋十月，我们快乐地度过了第 72 个国庆节。《图书馆论坛》第 10 期，

在这飒爽的秋风中，再次给您送来了第一杯秋天的奶茶。奶茶中，有红珍珠，如

公共文化服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卓越贡献和未来发展思路，红色图书馆服

务；奶茶中，有水晶珠，如研究范式和治学范式，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学发展脉络；

奶茶中，有黑珍珠，如数字人文、图书馆系统、中台、VR/AR 技术、短视频。浓

浓奶茶香，篇篇美滋味,您的《图书馆论坛》第 10 期。特此转发刘洪主编撰写的

导读。”

查新检索：“知情会：《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印发，推进技术经理人、科

技成果评价服务等标准化工作 https://mp.weixin.qq.com/s/6Gy95brg3eM1gQQ

9IClUcg。”

查新检索：“知情会：中国专利奖申报条件详细解读（含案例）！https:/

/mp.weixin.qq.com/s/XUywr4BeSoufjVZBoCtKew。”

图谋：“图书馆论坛：《图书馆论坛》2021 年第 10 期目录 https://mp.we

ixin.qq.com/s/GyZ_C5IKDfzJT5lXRUa6Bw。”

奎林说：“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用户体验到底是个啥 https://m

p.weixin.qq.com/s/lWR386ykCfPlRl4XFokxhw。”

查新检索：“知情会：委员建议：放宽科技项目申报年龄限制！科技部答复

了！https://mp.weixin.qq.com/s/SmNQ4RVLjlBbXFKkoW6paA。”

hanna：“来源：中国文化报：无处安放的下架书 https://culture.gmw.cn

/2019-03/21/content_32662354.htm。”

雨过天晴：“中科知汇:【第一讲】重新认识图书馆——新时代图书馆发展

的认知与思考 https://mp.weixin.qq.com/s/SQF8BGgDJcX3BYkrkqVMtQ。”

查新检索：“知情会：首届！教育部公布重磅奖励名单！https://mp.weix

in.qq.com/s/bEPbIOj2SaiarVqKroghbg。”

老田：“图情招聘：重磅！2022 年国家公务员职位表（图情档类）https:/

/mp.weixin.qq.com/s/EXg3lD_vbTzH45FTYhxNsw。”

雨过天晴：“邓*秋 图情出版：新书预售 | 高校图书馆员应知应会 https:

//mp.weixin.qq.com/s/C5rdiC6MEJGSu1rn8lIPYg。”

碧海潮生：“原创 高校图书馆工作：《高校图书馆工作》2021 年第 5 期 h

ttps://mp.weixin.qq.com/s/TaetuHLjBygmUS_4wYilHg。”

奎林说：“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论文那些事儿 | 试试万方助手，从零

到丰满 https://mp.weixin.qq.com/s/cf7Mq9jX0CTtNbfKtell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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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潮生：“笔耕口授勤劳一生，生前身后竹帛流芳.pdf。”

广东小*：“2021 年第十八届中国信息资源管理论坛会议——变革与创新：

面向 2035 年的信息资源管理 https://k.cnki.net/CInfo/Index/15997。”

广东小*：“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 年全省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

直播网址：https://zhibo.chaoxing.com/11160677。”

1.3你提问，我回答

（1）讲座推荐：《发现文献点滴，助力知识获取—学术期刊检索方法》

图片由雨过天晴提供

（2）图书馆图片欣赏

图片由 michelle 提供：哈佛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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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麦子提供

麦子：“对了，拍了一个图书馆。”pww：“上图是个图书馆呀。”麦子：

“@pww 是。公共馆前面一般有国旗。”pww：“哦哦。”自由*：“看起来像村

委会，美式村委会。”

图片由麦子提供： 1934 北平图书馆，现在是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

麦子：“1931 年在文津街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即今国家图书馆分馆），

文津街新馆是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共耗费银元二百四十余万元，皆来

自退还的庚子赔款，占地面积七十六亩，建筑外观是华丽的中国传统宫殿式结构，

内部设施则全部为当时最先进的西式设备，较之美国国会图书馆决不逊色，有学

人记载“单是它那中央大厅两侧下楼梯的卫生间，铺地六角小瓷砖，外面看不到

里面里面能看到外面的窗玻璃，一色都是美国货，比北京饭店的还讲究。”

（3）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刊怎样投稿？

悦然：“各位老师早上好，请问如果我想发表论文，我如何投稿？感谢。”

图谋：“ 图书情报档案类学术期刊投稿信息辑录.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846563.html 重点关注评论区增补的信息。对于在读学生或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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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建议先行阅读《图书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指南》，磨刀不误砍柴工。图书

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指南 http://product.dangdang.com/25346162.html 五大

核心期刊主编传授图书馆员论文写作及投稿攻略图书馆员论文撰写与投稿指南

编著者：《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 编 ISBN：978-7-5013-6560-9 出版时间：2

018-09 装帧：平装开本：16 开所属分类：图情-馆员培训与馆员素养。”悦然：

“@图谋 谢谢老师。”

（4）不是所有的捐赠图书都适合图书馆收藏

瓶子：“应该是隐晦的说法吧，毕竟不是所有捐赠都适合馆藏。”pww：“@

徐徐清风 z 发的是一张长图，点开，往下划拉，看看清楚。不是免费捐赠，人

家目的是要卖书，要收费的。”徐徐清*：“但第一时间回复表明立场的这句话，

肯定不妥。”pww：“真想送书，直接邮寄给各大图书馆好了。”徐徐清*：“不

如直接说你的作品不适合我馆收藏就好了。”我爱指*：“我个人觉得不接受文

科类书籍捐赠也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也未尝不可，毕竟图书馆很多时

候不可能对捐赠的图书都从头读到尾的。当然和这位一直发签售的是两码事，这

个回复我觉得很有智慧，尤其是 sweet baby。”pww：“杨*们自称‘资深读书

人’，还要影响亿万国人养成阅读习惯。看起来真是让人肃然起敬。”pww：“馆

长不回复推销者，不回复本身也是一种态度，却还不停地骚扰为了卖书。”图穷：

“@z 图书馆不是闲置书籍的回收站，更不是‘垃圾’寄存所。很多所谓的文人

自认为自己的’作品‘都是精神食粮。”pww：“@图穷 理一下，很有趣呀，要

不怎么看出他一个资深读书人的真面目，馆长回复得很好呀。”bio*：“@pww

影响力到底有多大，要进一步观察。”z：“@图穷 连续两年多一直持续发推销，

前天晚上哀求我回复一下。不想伤别人，其实完全可以说：不要再骚扰我了，或

者直接拉黑。其实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只是善意提醒他一下。没想到给我一个神回

复：sb。”图穷：“一线城市的房价好几万一平米，图书馆的馆舍面积也是有限

的，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空间资源属于公共物品，干嘛要为那些自称’文豪‘的私

用。高校馆是也是高校的固定资产，没有义务为那种人服务。”pww：“馆长给

他有一个更神的回复。”

（5）《阅读推广技术环境的调查》

di*：“各位老师，您好！我是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成俊颖，我有个关于阅读

推广技术环境的小调查（3-5 分钟），能麻烦您填下吗(或者请馆里相关人员填

写)?多谢。https://www.wjx.cn/vj/wyzjgiK.aspx。” 图穷：“@图书馆里摘棉

花 我一直不敢用问卷调查。”图穷：“我用过现状考察。”图书馆里：“ 那可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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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么理解，用户体验研究是一项系统科学的研究，涉及用户特征、需求、目标、

意向、行动、行为结果方方面面。问卷调查仅是多种研究方法之中的一种手段。

学无止尽 我先学习这种手段 。”

（6）哪里可以查期刊 CSCD的收录及其排名情况？

虚怀若海：“各位老师好，求助：哪位老师那里可以查期刊 CSCD 的收录及

其排名情况？”图穷：“@虚怀若海 CSCD 官网有目录可以下载。”图穷：“情

报学报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入了 CSCD。中文信息学报也入了 CSCD。”万寿寺

*：“CSSCI 发布的入选期刊名录本身就是排名。”诲人不倦：“并没有，2019

年之后，cssci 公布的来源刊是按照音序排名的。”万寿寺*：“打听了一下，

确实如此，单位如果想知道排名要掏钱买。”her*：“关键确定是能买吗？”万

寿寺*：“无非是各期刊影响因子排名数据，只能作为参考吧。”

1.4圕人堂专题

图谋：“@守藏室吏 圕人堂的资源与服务是公开的，可检索的。您提的问题，

建议自行检索：圕人堂知识库.http://lib.nbt.edu.cn/tuan/。”

学图-123：“一个环境的营造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图谋老师在本群的‘团

结就是力量’是我留在本群的主要动力。”

夏夜星：“请问有江南大学的老师在吗？请教一下空间预约系统的事儿。”

图谋：“可能需要进一步描述问题。江南大学的老师即便看到了信息，也不见得

了解，因此‘揽活’的可能性不大。”短歌：“直接打电话过去了，虽然冒昧点，

哈哈。”图谋：“如果具体描述，xx 空间预约系统，某方面的问题。说不定有

成员，可以直接提供答案或提供帮助信息。”短歌：“打电话到技术部，直接询

问哪位老师负责空间系统管理的，同行交流，一般都是比较顺利的。”图谋：“直

接打电话，效果可能也不大理想，因为不知道该找谁。倒是直接打电话咨询有关

产品的销售人员或技术人员，可能会更有效。从大窗中的信息，不清楚夏夜星老

师具体希望了解什么，不便介入‘捎个话’。”

1.5活动案例推荐：“凭澜墨放，揽胜阅欢”2021年秋季中、英文硬笔书法展示

活动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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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学图-123 提供

学图-123：“有点喜欢这段文字，愿与群友分享。不知道这位读者是忘了写

名字还是这样设计的？”。。：“书写太漂亮了。”学图-123：“英文 223 人报

名参加展示活动。报名还没截止，只要你喜欢阅读，就来试试。中文 206 人。边

欣赏边统计交稿时间。美不胜收！而且报名填写之规范不可想象。有同学说填其

他表都没这么听话。我们学院的读者真优秀！”

学图-123：“@守藏室吏 看来我误会了。可是文案撤不回来了。哈哈哈，我

从来没想过保密啥的。主要是很多人看不上我这样的阅读推广形式。这是文案。

您可以看看。不过我们自己后面的工作量有点大。首先是想主题，如何将快乐阅

读，幸福阅读融入主题是我的主要目标。而且这次我希望有对抗孤独的意境。”

守藏室吏：“@学图-123 好的创意大家都可以借鉴的。”学图-123：“这次的书

法活动，有读者把有灰尘的书都找出来了。说：王老师，你看，我又发现了一本

好书。不亦乐乎。书的孤独读者知道。”

学图-123：“@biochem 拜教授，期待看见您的书法哟。最好是找张好看的

书法纸写。我的读者大多是女生，喜欢好看的背景。这次是阅读推广活动之中、

英文硬笔书法展示，一定是有索书号的书哟。题头自己设计，落款必须是摘自《》，

P 页码，索书号。如果写了，算您参赛了哈。”若水青纱：“@学图-123（现时

分享） 老师，你们这次的阅读推广活动，不给提供统一纸张吗？我看是学院的

稿纸，自行就可购买到的？”学图-123：“我自己买的。题头是我根据页眉尺寸

自己打印的。”

1.6下架图书的处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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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无处安放的下架书/来源：中国文化报 2019-03-21 09:31 https:

//culture.gmw.cn/2019-03/21/content_32662354.htm。”公共馆*：“公众号

有。”碧沚东楼：“下架书治理根本之道还是要建立集约化的智能书库。”短歌：

“现在很多书其实利用率真得很低了，又占了学习空间，如果搬走又是一大通人

力财力，很让人纠结啊。”碧沚东楼：“不过政府部门规划时最容易忽视书库，

一般外借和各类空间因为看的到，因此会重点做，书库是看不到的工作了。”内

蒙*包：“澳大利亚的旧书按照厚度计价，真是耳目一新。我们前段时间下架的

旧书腾库房，打包过程中发现不少有价值的旧书，可惜年代较久，很少有人看。”

梧桐：“我们单位刚给我提意见，嫌弃作废的规范不剔除。主要他们找不到了，

剔除就不用赔款了还提意见有的档案也需要剔除。我说这是想累死我。都说各种

行业规范可以上网查了。纸质的就没用了。原来我们单位领导说剔除有啥难的。

你一天剔一本。”公共馆*：“纸质当然有用啊。”梧桐：“而且好多年前的行

业规范，网上到底全不全还另说。都是外行指导你，还振振有词。动不动想找领

导给你提意见。”刘建*：“图书收藏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便于未来看到今天

和昨天的样子。”hanna：“借标本，存古籍，答疑惑……你以为图书馆就只能借

书？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897730557004300&wfr=spider&f

or=pc。探秘图书馆，手把手教你借一本来自上世纪的书 https://www.sohu.com

/a/459486041_158726 大校场机场瞭望塔拟打造成社区图书馆 https://baijiah

ao.baidu.com/s?id=1713463988508681190&wfr=spider&for=pc。”

1.7图书馆员面临的健康风险

图谋：“图书馆员是最安全的工作？他们可能面临巨大的健康风险.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3432244-1307771.html 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大多数

人都会认为图书馆员是最安全的职业之一，甚至可能是最无事发生。而现在，加

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 Alberto Baldelli 及同事表明这个想法错了：他们在

自然应用科学综合期刊（SN Applied Sciences）的一项研究中展示了图书馆员

面临的风险。一个明确的结论：图书馆员的职业暴露问题亟待关注。”梧桐：“从

业 30 年的已经发现几个同学肺不好了。从业人员一定要每年查一次 CT。x 光不

行。有个同行古籍普查后就得肺炎了。到现在十来年了，肺里炎症还不是很好。

还没法认定职业病。”学图-*：“谈到这些，肯定是非常沉重的话题。图书馆文

化确实需要认可和推崇。要不很多人会觉得压抑，而且在旁人眼里看来很轻松的

工作其实真的想做好的话并不轻松。”梧桐：“我让她搜搜网上有图书馆员的肺

炎的文献。关键病菌需要对症用药。”学图-*：“各行各业都一样。还是需要平

等相待，自己还得学会自我保护！不能等着别人救我们。”梧桐：“就是提醒一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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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家注意保护自己。”学图-*：“自我保护最重要，包括心理保护。前几天和

一位同事聊天。说女馆员有个别的因为家庭冷暴力选择了想不开，心情沉重了很

久。一直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去开导自己。”学图-*：“我这学期的活动主题

想了很久，我就特别期待我身边的人能战胜孤独，学会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

hanna：“还是要自己强大。”刘*平：“自己强大、依靠自己是硬道理。百炼成

钢。百炼就是在磨难中锤炼，终究成为百折不挠的真钢。”小麦：“也不是进了

图书馆就以为进了避风港，有些图书馆也有很多部门，部门之间也划分三六九等。

图书馆有的岗位很忙，有的岗位很闲，很多因素造成。我们有个同事心理抑郁，

为了照顾她，让她呆在一个轻松的岗位，结果更严重了。后来阴差阳错去了学校

其他的行政部门，忙得晕头转向，状态反倒好起来。”碧沚东楼：“编目部门主

要是脊椎、眼睛，我这里还有定期耳鸣和身体莫名其妙的划伤。”小麦：“书页

会把手划伤。编目如果不能套录，做得累，难度也大，能套录的现在都外包。编

目环境有的图书馆不太友好，有的在地下，潮湿阴冷。”

1.8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谁的发展空间大?

古饶：“附件：2021 年图书、文博、群文、艺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拟通过

人员名单。”低调：“挺多人啊。”图雷：“今年出结果早啊。”图谋：“效率

高。这份名单，群成员有多位。”广东小*：“江苏省是评聘结合还是评聘分开？”

图谋：“估计多是结合的，至少高校是。许多高校过校内关很难。”西安图*：

“但实际评聘分离的高校也不少。副教授太多。”自由的*：“这种情况是不是

就得等教授退休。”公共图*：“@古饶 都是高校。”悦然：“作为馆员，我认

为高校馆没有省市馆发展空间大。读者单一。”噢亮：“是的，我也觉得公共馆

现在的发展要好于高校馆。”悦然：“而且高校馆基本都是学习的学生多,借阅

量少。”悦然：“@噢亮 感谢共识。”xtm0892：“高校学科门类众多且复杂，

层级各异，文献信息需求的专深度等也是公共馆无法达到的。”陕科大高：“服

务对象不同，文献侧重不同。”广东小*：“@悦然 发展空间大是对馆员还是图

书馆来说？”悦然：“各有利弊。”广州书童：“@广东小肥羊 高校福利好。”

cpuli*：“两类馆各有各的优劣。” 雨过天*：“其实不存在谁比谁好，各有千

秋，看个人的感受。”远归：“@悦然 公共馆的空间大，在于上正副高职称难度

比高校馆小，机会和名额比高校馆多，晋升速度更快，享受待遇更早!皖新评审

条件明确倾斜公共馆，给公共馆更多份额。江苏省 2021 年图情正高单位比例也

证明了这一点。”奎林*：“同意。高校馆就呵呵呵了。”广州*：“一个给归入

学术机构。一个是公共服务机构。职称要求要是一样的话，也不合理吧。”奎林

*：“啥学术机构，我们馆和食堂一个地位。”bo*：“在公共馆眼里，还是高大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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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广州*：“不能讲学术规范的时候就和教授们一起。评职称的时候就向

公共服务机构看齐。现在高校都是自己评了。完全没有冲突。”奎林*：“我们

一直自己评，所以不容易。”

图谋：“关于高校图书馆工作的思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

13646-1307914.html 种种原因，高校图书馆工作价值的显示度较低。本文的粗

浅思考，重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期待有助于助力解决问题或解决部分问题。”

河北师*：“图谋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思考说出了众多图书馆人的困惑，这些问

题解决起来的难度大家都明白，这属于行业发展遇到的问题，还需要本行业自己

解决，而不是指望被解决。被其他行业解决了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系数就会降

低。”

爱书人：“读完王老师的思考，感慨万千！我转发到部门工作群，还补了两

句话：‘如果你想做事和能做事，图书馆还有很多有待拓展的领域，让你去大展

拳脚。如果你只是想混日子，能不能混到退休，还真不好说。’。” 图谋：“图

谋的粗浅思考，抛砖引玉。”苍海笑：“哈哈。我们单位里有个快退休的女同事，

很低调但内秀，私下里做了很多指点新任领导的事情（因为她是老员工，知道很

多事情，不管是学科服务的还是阅读推广的事情她都了解明白，但是，她从来不

高调，普通同事根本不知道，唯有这个新领导知道她有多牛。普通同事只知道她

是个高级职称而且要退休了，而且只在流通部门工作。”学图-123：“不善言辞

的人比比皆是。也不能说不善言辞。应该还是低调的人。很多大佬都不轻易发言

的。本群大佬爱发言的还算多数了。都是图谋老师领导得好。再次表示感谢。在

这里学到很多！”小麦：“高校馆各种情况都有，还有更恶劣的，管好自己吧！

不过管好自己也是件很难的事。”学图-123：“不得不承认，多读书，会读书的

人还是智商、情商都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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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节旺：以本为本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框架体系

2021-10-15 10:44

圕人堂文摘 图谋摘编自：储节旺,孙梅,郭春侠.面向一流本科教育的高校图书馆

服务框架重构研究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0,38(03):3-9，72. 《大学图书情报学

刊》2020年第 3期刊发储节旺等《面向一流本科教育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框架重

构研究》 ...

个人分类:圕人堂|107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高校图书馆工作的思考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791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791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8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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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804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804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804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0804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804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0804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79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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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4 10:02

有一天，小孩问我：“以后图书馆是不是不需要人了？你在图书馆能干到退休吗？

如果不能干到退休，你能做点啥？”妻子也说：“图书馆员忙成你那个样子的，说

出去人家根本不信。”很惭愧，小孩的提问，我不能很好地回答，或者说无法给

出令小孩满意的答案。妻子的说法，也的确是事实，有时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

个人分类:圕人堂|567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闲话时间管理与利用

2021-10-10 18:43

圕人堂有成员读了我写的《心有余而“三不足”——张厚生研究有感》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5026.html ）之后，给我发信息：“看
到您晚上睡不着还写作，觉得您应该注意身体，什么事情都是一点一点干的，身

体最重要，希望老师在工作之余也能关心自己的身体，有锻炼的时间，这样您才

能做 ...

个人分类:圕人堂|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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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 日，圕人堂部分成员参与了“关于高校图书馆工作的思考”

话 题 交 流 探 讨 。 见 ： 关 于 高 校 图 书 馆 工 作 的 思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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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1 年 10 月 15 日 14:30，群成员达 2955 人（活跃成员 428 人，占 14.5%），

在线 1488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9%），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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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91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791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791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0791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791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0791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7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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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46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746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746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0746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746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0746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7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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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总用户数 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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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莉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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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bt.edu.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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