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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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单位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89 期 202110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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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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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会议报名通知。https://mp.weixin.qq.com/s/nIgdyZLaapye7iSdFYy2

Cg。”

图谋：“【会议预告】云瀚智享，图届华章—2021 图书馆前沿技术论坛（I

T4L2021）即将召开。https://mp.weixin.qq.com/s/90LXB8ScfMUZyVZ8eeTGHA。”

雨过天晴：“1.腾讯会议直播地址：https://meeting.tencent.com/live/9509

8747851932640622.2.哔哩哔哩直播地址：https://live.bilibili.com/h5/236

81538。”

图谋：“图情会. 参会|纪念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及 2021 年

工作会议。 https://mp.weixin.qq.com/s/r1qJZ_W90tz5ZLCCY0QNjQ。”

图谋：“弘雅书房.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关于举办 2021 年书偶

创意设计征集活动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Ez0eMOLFlfXFYVLXP

nW4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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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在京举办‘ 2021 年图书馆先进知识服务工具应用培训班’。

https://mp.weixin.qq.com/s/sehHqlboOCs-cR19Q1LOBQ。”

依霖：“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图书情报丨高校图书馆骨干馆员学术水平

与科研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10 月成都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yK

bYKoHSEd1QLkdiF4QyuQ。”

依霖：“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图书情报丨第 28 期图书情报高级研修班 11

月在沪举办。https://mp.weixin.qq.com/s/WjVzFehN5R0FTG_5lP9U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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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霖：“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图书情报 丨中国数字创新与管理高峰论坛

暨数字创新与管理学术年会（2021）11 月无锡召开。https://mp.weixin.qq.co

m/s/KGUnuxVn9CzPcmBRYvAskA。”

米朵朵：“2021 年中南六省(区)高校图书馆学术年会线上直播地址：https:

//zhibo.chaoxing.com/11279753。会议主题：2021 年中南六省(区)高校图书馆

学术年会线上报告。”图走：“感谢分享。”

低调：“智慧图书馆建设与管理培训班。https://www.scimeeting.cn

/m/lives/details/5868?lang=cn&scene=ok。”

雨过天晴：“智信数图. 全民信息素养教育公益大讲堂丨刘青华：阅读中的

信息素养--那些让我忧心的小事（原创）。https://mp.weixin.qq.com/s/zqi6

2G-Qw16S4zdnipAiHg。”

低调：“图情出版. 今日直播丨辽宁省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师资培训。

https://mp.weixin.qq.com/s/b1mE6RoNOwgN01kOpOK8uA。”

秀秀：“辽宁知网. 邀请函|“辽宁省高校图书馆信息素质教育师资培训”

开始报名。https://mp.weixin.qq.com/s/XtnVeWFIoE8Jg4Wrvi0s1A。”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图谋：“储节旺：以本为本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框架体系。http://blog.sci

encenet.cn/blog-213646-1308043.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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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认为：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一流大学建设必须聚焦人才培养,建设一流本科教

育；高校图书馆在本科教育改革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在一流本科教育背景

下进行变革具有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该文结合一流本科教育要求,构建出包含

基础服务、德育服务、教学服务、科研服务、文化服务、实践服务和评价服务 7

大类、24 小类、60 项具体内容的高校图书馆支撑本科教育服务框架体系。”

图谋：“圕人堂 LibChat.关于高校图书馆工作的思考（原创）。https://m

p.weixin.qq.com/s/wS9-Q8yJdZK0dp1z0636kA。”

图谋：“图情出版.投稿 | 图书馆学期刊投稿信息汇总表。https://mp.we

ixin.qq.com/s/c9XHAgpfGy9PfSE5nIrleQ 本文为你汇总最新信息，赶紧收藏

吧。”

图谋：“栗茂腾.多彩的菊花！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9332

-13080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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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林说：“奎林说.一个外国公司，为什么叫了‘甲骨文’（原创）。http

s://mp.weixin.qq.com/s/vV9NGXaXn2o2ScQEmfOr8g。”

查新检索：“知情会.了解审查员类型，预估专利成本。https://mp.weixi

n.qq.com/s/rI_0q1NfMKJR9QJaHOFPLg。”

图谋：“圕人堂 LibChat.关于科研的思考（原创）。https://mp.weixin.q

q.com/s/40WO9KmDE-k0ufeBnEpDFA。”

biochem：“湖南日报.100 岁老人干科研获国家立项。https://m.voc.com.

cn/wxhn/article/202110/202110112146538727.html。‘彭老师主持申报的项目

获立项了！’近日，在吉首大学，该校退休副教授彭秀模主持申报的《土家语言

文化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该消息一经发布便引发全校教

师热议。令人敬佩的是，彭秀模今年已经 100 岁。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名百岁

老人一直坚守在科研岗位？10 月 11 日，记者走进了他的世界。”

查新检索：“知情会.国 Ban 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

意见》做好知识产权确权与保护。https://mp.weixin.qq.com/s/uUQjsAa2Socx

viJm_U10jQ。”

图谋：“图林文化. 十年了丨说说“图林”墨迹资料收藏中“打假”和“吃

药”的几个小故事！（原创）https://mp.weixin.qq.com/s/qsSZoD5W1hbdXoWa

SvmI9A。”

查新检索：“知情会. 报告 | 《2020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

发布！https://mp.weixin.qq.com/s/bkvDa7NYl7DyTsO3GlsR9w”

扣肉：“【今天，纪念鲁迅[心]】①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②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

③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④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今天，#鲁迅逝世 85 年#↓↓#重温鲁迅说过的那些话#，

怀念。 https://share.api.weibo.cn/share/256672588.html?weibo_id=4693

922364785101。”

图谋：“CIO 之家. Gartner 2022 年重要战略技术趋势。https://mp.weix

in.qq.com/s/mq7MP1CwWqdfG7cQD8LIBA。”

查新检索：“知情会. Guo 家知识产权 Ju 办公室、教育 Bu 办公厅、科技 B

u 办公厅关于印发《产学研合作协议知识产权相关条款制定指引（试行）》的通

知。https://mp.weixin.qq.com/s/Kkp53SijfTtXKEcTVN517g。”

图谋：“先知书店. 一个人的书房，就是这个人的全部。https://mp.weix

in.qq.com/s/PEHX2s2TPjnBcY6WoSPBKQ。”

图谋：“@全体成员 纪念高校图工 Wei 成立 40 周年活动——大学图书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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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校长/书记访谈录。师范大学图书馆是培养‘师者’的阶梯——上海师范大

学图书馆馆长贾铁飞教授采访校长袁雯教授访谈录 http://www.scal.edu.cn/z

xdt/202110200336。袁雯校长认为，我心目中的师大图书馆大概有三个层次。第

一，他除了有高大雄伟的建筑群，更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呈现师大 60

余年发展成就的广度和深度，可以展示师大人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和师道精神。第

二，他除了有智能化的各类藏书书库，更要具有体现学校学科发展特色的丰富馆

藏，可以为学校特色学科教学科研提供足够的文献资源保障，能够让一线教师在

进行教学科研时得到充分的辅助支撑。第三，馆员队伍结构要合理，馆员职业能

力的建设要主动匹配应对新时代的各种新技术革命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挑战。将

‘信息化’、‘国际化’上升为图书馆的发展战略，以‘互联网+’理念，将服

务深入至教学科研一线，为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贡献图书馆人的智慧和力量。期

待图书馆始终坚持以高水平为标准，接过老一辈图书馆人筚路蓝缕、聚沙成塔的

奋斗精神，不断汇集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粹，将取之不尽的知识给养无私奉献给未

来的‘师者’。”

查新检索：“知情会. 国知 Ju 批复“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认定标准！http

s://mp.weixin.qq.com/s/dwKLHfE86Y1PQ9yDz4YL1w”

雨过天晴：“欣然来读书. 【读者故事】你的举手之劳，对别人来说，可能

就是解决了一个难题。https://mp.weixin.qq.com/s/EHcuDBRAns7FFWMrs2vcj

A。”

图谋：“图谋的困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8900.h

tml 图谋途中，困惑重重。略记今日之困惑三则。”

雨过天晴：“武汉大学图书馆. 2021 年中南六省（区）高校图书馆学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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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圆满落幕。https://mp.weixin.qq.com/s/NaGxknkkhvlZqlA6S7K8tw。”

雨过天晴：“奎林说. 图书盘点定位，只靠计算机视觉可行吗？（原创）h

ttps://mp.weixin.qq.com/s/T4bEpAFhyfUowimaCh8FlQ。”

查新检索：“知情会. 科技 Bu 印发《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免税进口科学研

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管理细则》。https://mp.weixin.qq.com/s/BiniOGFX

B41_4yXJWvxs8w。”

图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CSSCI来源期刊主办单位或依托单位概况。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CSSCI 来源期刊 20 种：其中《大学图书馆学报》、《国

家图书馆学刊》、《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图书馆建设》、《图书馆论坛》、

《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杂志》、《图书情报工作》、《图书与情报》、《中

国图书馆学报》等 10 种期刊主办单位或依托单位为“图书馆”。《情报理论与

实践》（主办单位：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 0 研

究所）、《情报学报》（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情报杂志》（主办单位：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情报资料工作》（主

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情报》（主办单位：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吉林

省科技信息研究所）、《情报科学》（主办单位：吉林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

学会共同主办）《图书情报知识》（主办单位：武汉大学。依托武汉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学报》（主办单位：武汉大学。依托武汉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档案学通讯》（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研究》（主

办单位：中国档案学会，办事机构支撑单位为国家档案局）。”

1.3 你提问，我回答

（1）阅读推广活动给提供统一稿纸吗？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NaGxknkkhvlZqlA6S7K8tw
https://mp.weixin.qq.com/s/T4bEpAFhyfUowimaCh8FlQ
https://mp.weixin.qq.com/s/T4bEpAFhyfUowimaCh8FlQ
https://mp.weixin.qq.com/s/BiniOGFXB41_4yXJWvxs8w
https://mp.weixin.qq.com/s/BiniOGFXB41_4yXJWvxs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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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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

己买的。题头是我根据页眉尺寸自己打印的。@若水青纱 读者根据自己喜好领参

赛稿纸。”若水青纱：“@学图-123（现时分享） 老师设计的很精美，这样的阅

读推广活动值得借鉴学习。”学图-*：“@若水青纱 主要是收获大。今年上学期

我们学院专四通过率 70%多，有个班只有 2 人未通过。很多读者通过后和我说就

是因为去年疫情在家里多看了很多书，还写诗。要知道我们学院以前的专四通过

率 30%多。静静地阅读真的提升专业水平。。”若水青纱：“很棒明年争取照猫

画虎搞个类似的@学图-123（现时分享）。”学图-*：“@若水青纱 不过要有心

理准备，自己一个人做费事费力哟。我主要是自己喜欢，乐在其中。”

图片由学图-123 提供

（2）馆内实行纸电一体化的利弊如何？

冰豆豆：“想请教下各位同行老师们，你们馆里有没有纸电一体化的相关实

践？利弊如何？。”雨时：“利：省事。弊：费钱。”冰豆豆：“谢谢雨时老师！

确实省事了吗？请问贵馆用哪个公司的产品做的纸电一体化？”

（3）智能机器人领域有哪些公司在做？

海南妹ル：“请教各位老师，智能机器人领域有哪些公司在做，报价一般是

多少吗？有联系方式吗？感谢！”biochem：https://m.ubtrobot.com/cn/prod

http://www.artlib.cn/
https://m.ubtrobot.com/cn/products/walker-x?bd_vid=nHDdP1b1rH0vn1TLnWRzP1DYP1PxnWczg17xnH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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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ts/walker-x?bd_vid=nHDdP1b1rH0vn1TLnWRzP1DYP1PxnWczg17xnH0s。“海南

妹ル：“@biochem 收到，感谢老师！”

（4）招聘内容中的专技岗（一) 专技岗（二）具体指什么？

图片由苍海笑提供

苍海笑：“------没有人回答这个所谓的专技岗（一) 专技岗（二）是指具

体啥呢？”图谋：“这个类问题，需要咨询具体的招聘机构，解释权在他们那。

各自可以自定义。”苍海笑：“所以说，这个群没有 Ji 大图书馆的同仁么？”图

谋：“人家即便看到了，也不见得了解。”广东小*：“这个群里有 Ji 大图书馆

的同仁，但是如果不是负责招聘的，也不见得了解呀。”图谋：“专技岗，是‘专

业技术岗’的简称，为啥再细分？估计有其具体实际。”OutlooK：“专技岗（一）

古籍修复与保护 ；专技岗（二）文献建设与管理 ；专技岗（三）知识产权岗。

都是专技岗，不同的岗位一至四。”苍海笑：“@OutlooK 这个专业技术岗指的

是校内设立的吧，然后每月的校内津贴肯定相异。”图谋：“之前的若干问题，

涉及具体某机构的，多数情况下是有群成员在群。在群有没有在线，现在有没有

看到消息，看到消息愿意不愿意回应……这些都是自主自愿的。”OutlooK：“想

的太多了，直接打电话给人事处问吧。”苍海笑：“-----大家看到了没，居然

读者服务岗位也要求研究生并且硕士学位而且是图书情报专业优先。”中原劲草：

“我只看到了招聘一是要求有证有经验的，招聘二就木有，明显是一的要求高于

http://www.artlib.cn/
https://m.ubtrobot.com/cn/products/walker-x?bd_vid=nHDdP1b1rH0vn1TLnWRzP1DYP1PxnWczg17xnH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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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苍海笑：“但只有读者服务岗位是要求‘图情专业优先’呢。”

（5）储节旺：以本为本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框架体系

图谋：“储节旺：以本为本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框架体系. http://blog.scie

ncenet.cn/blog-213646-1308043.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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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认为：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一流大学建设必须聚焦人才培养,建设一流本科教育；

高校图书馆在本科教育改革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在一流本科教育背景下进

行变革具有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发布后，较短时间内有这样的关注度，效果算是不

错的。特比汇报并致谢！图谋简评：《面向一流本科教育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框架

重构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构建的框架具有指导意义。当前不少图书馆或图

书馆人实际是处于迷惘状态之中。该框架有助于更好地认清形势，找准着力点，

更好地开展工作。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用心！在那么短时间内就‘以本为本’做

出快速响应，体现了高校图书馆人的担当。图情期刊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种种

原因，受众偏少。‘圕人堂文摘’这些年在努力做一点推动工作，期待能够助力

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普及’。补个简评，供参考。”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804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80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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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图书上的灰尘如何处理？

武汉邹*：“请教各位老师，图书上的灰尘如何处理？现在在召开读者座谈

会学生提到这个。”扣肉：“有卖那种除尘设备的，长得像个微波炉，里边有个

支架，可以把书撑开。读者把书放到除尘机里边，有风扇可以吹散灰尘。”二木：

“买吸尘器。”徐徐清风：“学生没有手啊，借的书发现有灰尘，自己处理不就

得了？”噢亮：“定期打扫。”武汉邹*：“@扣肉 @二木 @徐徐清风 @噢亮

感谢几位老师的回复、讨论。今天上午读者座谈会学生提了各种问题建议。”秋

雨：“感觉现在的学生一点点小问题都不会自己解决，都喜欢反映到学校层面。

我们学校的学生一丁点问题都会到学校阳光平台上去反映。”武汉邹*：“我们

这是图书馆自己组织的座谈会偶尔也会接到学校层面的座谈，学生对图书馆的建

议。”

秋雨：“同一个自习室，有的学生说空调凉了，有的学生说空调不够凉。”

扣肉：“温度比较简单，可以控制不同区域的温度吧。现在都是中央空调，可以

控制温度的。”秋雨：“@武汉，邹双林 我觉得组织座谈会的形式很好，及时

与学生沟通，及时解决问题，就不用反映到学校层面。但是我感觉学生不是所以

问题都是合理的。”秋雨：“@扣肉 是可以控制温度，但每个人体感温度不一

样。”武汉邹*：“@秋雨：是哒，采纳合理建议。座谈也是一个沟通的机会。”

图慕：“@秋雨 不安，不开空调啥事没有。”武汉邹*：“这次学生又提了朗读

的事，我记得这里咱们讨论过，想在图书馆朗读。”短歌：“朗读亭太贵。”2014：

“有沟通渠道挺好的，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给同学解释。”武汉邹*：“学

生不是要朗读亭，是想要在图书馆大声读书。一般都是考研的学生。”碧沚东楼：

“我们安排有两个大露台可以供读者朗读，室内也有朗读亭。此外饮品区也可以

朗读，因为那里有一片超级大的走廊。”

（7）不入OPAC 系统的电子图书算馆藏吗？

聪：“电子图书（册）指统计纳入馆藏目录可供使用的电子图书的数量，包

括与图书类似的出版物，如研究报告、会议论文集、标准等以全文电子图书数据

库形式和按单种挑选订购的电子图书。电子图书 1 种算 1 册，不同数据库包含的

同种书分别计算。试用的数字资源和免费使用的数字资源，随纸本书刊所配的光

盘以及非书资料，不作为数字资源计量。请教各位老师，纳入馆藏目录可供使用

的电子图书的数量，这个的统计。超星汇雅电子书算不算馆藏呢？因为不能纳入

opac 系统。这个有没有权威解读？”平湖晓色：“@聪 不一定是非要纳入 opac

系统才算，其实是具备稳定访问权（纳入馆藏资产）的电子书，租用在线访问权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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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算。”聪：“好的，感谢！”

（8）最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没有《图书馆报》？

Follaw：“最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没看到《图书馆报》。”

图谋：“《图书馆报》、《国际出版周报》、《新华书目报》报纸征订. http:

//www.cpin.com.cn/h-col-131.html。”

图片由图谋提供

（9）聚焦 2021 年中南六省(区)高校图书馆学术年会

米朵朵：“2021 年中南六省(区)高校图书馆学术年会线上直播地址：

https://zhibo.chaoxing.com/11279753。会议主题：2021 年中南六省(区)高校

图书馆学术年会线上报告。”图走：“感谢分享。”依霖：“中南六省会议的流

程及安排，哪位老师分享一下，谢谢！”

http://www.artlib.cn/
http://www.cpin.com.cn/h-col-131.html
http://www.cpin.com.cn/h-col-131.html
https://zhibo.chaoxing.com/1127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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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由低调提供

雨过天晴：“武汉大学图书馆. 2021 年中南六省（区）高校图书馆学术年

会圆满落幕。https://mp.weixin.qq.com/s/NaGxknkkhvlZqlA6S7K8tw。”

（10）说说特藏部里的那些书

麦子：“今天从特藏部转了一车的书，每本书里都有以前的记录，有些是

2000 年，甚至之前的，上面的经手人有的还在，有的已经退休，但对图书馆而

言，这 10 年 20 年是很短的。另外，当年迟迟没做决定的事情，现在由时间替他

们做了决定，我是一本都没加到主库里，大多数都扔了。有些卖给旧书公司。其

中两本东西有点意思。”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NaGxknkkhvlZqlA6S7K8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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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麦子提供

麦子：“这是 1930 年六月一个费城附近的中学的毕业手册，极其精美，封

面是皮的，整个东西看上去像新的一样。我本来准备给这个学校打个电话，问问

他们是不是需要这本东西，我可以寄个他们，可惜网上一查，这学校在 2013 年

关门了。另外一本是一本动物词典类的书，图案极其精美细腻。1825 年出版的。

整个加大系统有 5 本，我也就扔了。”

图片由麦子提供

我徂东山：“动物的这本我在网上见过，国内旧书市场有卖的，三四百的样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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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麦子：“ @我徂东山 @我徂东山 是啊，光看年份没用的。以上的所有

的书，都不是复本，我馆也没有收藏，但就是不符合需求了。”

（11）图书馆学已被图书馆学教授们抛弃？

图片由雨过天晴提供

雨过天晴：“图书馆员加油！”广州书童：“这话说得好直接。”诲人不倦：

“这哪位大咖说的，膜拜。”且图：“阅读推广的内容离书越来越远。”cpulib*：

“图书馆学教授背锅。”图谋：“关于‘图书馆学已被图书馆学教授们抛弃’，

论点还得有论据支持。不知道提供了哪些论据？”wjew：“教授都抛弃了，馆

员如何守呀。 “相当于将军投降了，士兵坚守阵地？有点象电影《集结号》。”

广州书童：“我觉得柱大教授坚守得不错。其他的不太了解。”诲人不倦：“部

分学界大咖想甩掉业界草根而已。但目前的现状确实是二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

深，越来越长。”雨过天晴：“@wjew 研究馆员上呀！您就做得很棒！”广东

小*：“@图谋有好多教授一直在争取将一级学科名称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改

为信息资源管理。”奎林说：：“学界大咖，闭门造车。”广东小*：“国内的

图书馆学教授，有多少有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

图谋：“可以进一步考察一下，大概存在一个拐点，看看这个拐点出现在哪

一年？”广东小*：“还有个别图情方面的教授，实际上是拿的研究馆员的职称，

但是对外都宣称是教授。”图雷：“基本没有毛病。学界大咖大多是院系教授，

图书馆一线研究员几乎没有。”cpulib*：“有多少图书馆工作靠研究出来的，还

不是靠实践摸索，有的非图书馆员写的图书馆工作方面文章看着就是没干过图书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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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工作。”图谋：“需要考察学科发展史。早期有‘系办馆’‘馆办系’阶段。”

奎林说：：“我不能参与讨论了 否则说出来的话一定会伤人。”徐徐清风：“应

该是图书馆学教授中很多与图书馆实践脱节了，不懂纯粹的图书馆学，他们擅长

杂揉计算机、经济、管理等学科跟信息扯在一起的理论研究，所以是他们被图书

馆学抛弃了，他们哪有资格和能力抛弃图书馆学啊！”图谋：“关于‘回归专业：

图书馆学已被图书馆学教授们抛弃，图书馆人要守护自己的事业和专业’似乎是

一个不错的交流话题，可以进一步展开。关键词：专业、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教

授、图书馆人、事业。其中的专业与事业，均具有狭义和广义含义。该语境中，

专业似乎特指图书馆学专业，事业特指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人‘的含义不清

楚指什么？图书馆学教授是不是（算不算）图书馆人？当前，‘图书馆人‘指谁？

似乎也真是个问题。”

麦子：“@奎林说：看来你是城府深一些，我不行。我们在图书馆做，就是

一个工作而已，如果要说学术成分，编目系统极其勉强可以说算一点。但有了计

算机后，其他这东西的价值是大大打了折扣。 但要命的是，现在这个凭职称却

拼命要朝这个学术上靠。但我们有多少水平，人家不知道，自己总要自知之明吧？

我认识的图情的院系教授，都是国内的，在美国是一个都没有，因为我又没有什

么学术可以和人去交流。”雨过天晴：“刚才赶班车，话没有说完，现在接着说。

就高校图书馆而言，专业技术岗位比学校里的工勤岗位多拿许多工资，请问，如

果变为工勤岗位，否认图书馆工作专业性的同志们感觉如何？如果觉得挺好，我

无话可说了；如果觉得不好，那么请问，大家的专业性要如何体现呢？‘一边吃

肉，一边骂娘’，这可不是好习惯哦！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不过是普通

二本地方高校馆的普通馆员，尚且知道在什么岗位谈什么岗位职责，相信各位也

会有自己属于工作的思考。思考一旦比较成熟，写出来，如果有学术期刊接受，

那不是学科研究是什么呢？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我

不认为图书馆的研究馆员比学院的教授差，专业分工不同罢了。”

（12）杨新涯：数字特藏的建设实践

雨过天晴：“杨新涯：数字特藏的建设实践。https://play.yunxi.tv/pag

es/16770fb298724ff08e649fb9b9cc0b69?openId=oY3TsvvpMHyOZm--ZEHjS4xgQ-

1s#/。”雨过天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把文化活动同步资源建设。”书小弟：

“需要重大馆的实力和杨馆这样的能力。”雨过天晴：“是的。”

http://www.artlib.cn/
https://play.yunxi.tv/pages/16770fb298724ff08e649fb9b9cc0b69?openId=oY3TsvvpMHyOZm--ZEHjS4xgQ-1s#/
https://play.yunxi.tv/pages/16770fb298724ff08e649fb9b9cc0b69?openId=oY3TsvvpMHyOZm--ZEHjS4xgQ-1s#/
https://play.yunxi.tv/pages/16770fb298724ff08e649fb9b9cc0b69?openId=oY3TsvvpMHyOZm--ZEHjS4xgQ-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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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碧海潮生提供

图片由雨过天晴提供

1.4 圕人堂主题

（1）圕人堂理想中的图景是“议题式交流机制”

图谋：“种种原因，我可以投入到圕人堂服务体系运维的时间和精力缩水了，

自 2020 年开始，运维策略亦有所调整，较多的是图谋自个量力而行，较少像从

前那样注重发挥群成员的作用。”

图谋：“圕人堂理想中的图景是‘议题式交流机制’。圕人堂‘议题式交流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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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五要素：组织者（可以是一人或团队）、参与者（要有一定规模）、有

意义（具备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有影响（形成理论成果或可以学以致用的讨

论成果）、激励机制（必要的经费支持）。圕人堂‘议题式交流机制’的作用：

圕人堂保持一定活跃度的‘保鲜剂’或‘防腐剂’。‘议题’可大可小，可以是

封闭式（如实名讨论组形式）、半封闭式、开放式；‘议题’讨论周期可以是‘短

期’的，也可以‘长期’的。‘议题式交流机制’是实现圕人堂核心价值的重要

手段。过去的 7 年多时光里，有一些探索，或多或少取得过一些成绩。未来，期

待能够继续前进。”

（2）欢迎积极利用圕人堂QQ群知识库

河南工*：“请教各位老师，上架差错率有多少？这方面有没有文件？”图

谋：“建议把圕人堂知识库(http://lib.nbt.edu.cn/tuan/)利用起来，这也是有一定

参考价值的。截图是 10 月 8 日《圕人堂周讯》中的内容。”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bt.edu.cn/tua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89 期 20211022）

19

（3）圕人堂中“圕人”

图谋：“圕人堂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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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原因，‘圕人’的认同度似乎也是比较低的，圕

人堂 7 年多的实践与探索，或许可见一斑。”麦子：“@图谋 我觉得这类的东

西定义精确，认同度反而会高。如果定义广了，可能连核心人员都不愿意认同。”

图谋：“图谋的困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8900.h

tml 图谋途中，困惑重重。略记今日之困惑三则。”

图谋：“圕人堂的存在，或者说其‘核心价值‘，可能还就在于‘圕人’这

个定位。这也是比较有趣的事实。圕人堂当前的成员，确实是由这些人构成，而

且确实是各方均有贡献。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

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其愿景（VISION）是：圕结就是力量！其定位（MISSION）

是：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890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8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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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图谋：“《圕人堂周讯》将圕人堂 QQ 群、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圕

人堂微信公众号融为一体，成为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融媒体’（资源通融、内容

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 圕人堂的交流，有明线与暗线。明线是大窗交

流，暗线是成员间小窗交流及其它形式的交流。两条线均很重要。表面上是明线

为主，实际上是以暗线为主。重视的是成员切切实实的获得感、成就感。圕人堂

还有两个‘面’：一‘面’是圕人堂群中的成员，另一‘面’是群成员之外的圕

人。圕人堂这样的网络社群，主要就是发挥‘微价值’或者说‘长尾价值’。‘圕

人堂’的灵魂是‘圕’这个字，意在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凝心聚力谋发展。

期待的是圕人切实受益！囿于种种约束，距离梦想或理想尚较为遥远，但在不懈

努力、砥砺前行。”

麦子：“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关键是，参与和贡献（比如拜教授）未必就是

认同这个‘圕人’这个定位。另外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位置要有客观清楚的认识，

图书馆工作人员就是拿了什么高职，收入可以提高也就算了，但如果认为自己写

点文章，就真参与了什么学科研究，而成了和院系教授平起平坐，而学术研究人

员，那就没有自知之明了。当然，这些院系教授是否有真才实学，是不是真比我

们这些吃瓜的群众的‘学术’水平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图谋 还是努力工

作，不要多想，否则会很失望的。当然，最可悲的是，自己人认为是实现了梦想，

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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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的困惑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8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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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1 21:14

图谋途中，困惑重重。略记今日之困惑三则。 其一，圕人堂交流话题诱发的困

惑——“元困惑”。圕人堂有成员分享了一张 PPT，PPT上的内容是“回归专业 图

书馆学已被图书馆学教授们抛弃 图书馆人要守护自己的事业和专业”我的第一

反应是：关于“图书馆学已被图书馆学教授们抛弃”，论点还得 ...

个人分类:圕人堂|37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科研合作的思考

热度 4 2021-10-17 10:07

关于科研合作的话题，我曾经写过多篇博文。心系科研，身临其境，对科研合作

是既熟悉又陌生，其中滋味亦是五味杂陈的。 先说说基本认识。科研合作是指

在一定的法律、学术规范与道德框架内，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个人或机构，针对科

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互配合、相互协助，共同进行科学研究 ...

个人分类:圕人堂|4307 次阅读|5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4

关于科研的思考

热度 4 2021-10-16 08:56

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工作者，我的工作职责之一是为教学与科研提供文献信息保

障。实践中，重心似乎更多的是为科研提供服务，而且是不局限于文献信息信息

服务，还有其与时俱进的延伸服务，比如查收查引、学科进位、学术不端检测、

科研评价、人才评价、项目申报、人才申报、成果报奖等等。很大程度上，确实

是围 ...

个人分类:圕人堂|4009 次阅读|8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4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2个文件。

3.大事记

（1）纪念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活动——大学图书馆长采访校长/书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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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890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8900&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890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0890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890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0890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8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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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826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0826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8261&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8261&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0826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8261&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0826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8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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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813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0813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08138&op=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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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师范大学图书馆是培养“师者”的阶梯——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贾铁飞

教授采访校长袁雯教授访谈录（ http://www.scal.edu.cn/zxdt/202110200336）。

（2）2021 年 10 月 22 日 14:30，群成员达 2959 人（活跃成员 243 人，占 8.2%），

在线 1511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16%），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总用户数 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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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蓓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www.artlib.cn/
http://www.scal.edu.cn/zxdt/20211020033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bt.edu.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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