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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人群：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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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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谋：“会议议程｜‘时代经纬：迈向新文科的数字人文’第三届中国数字

人文大会.https://mp.weixin.qq.com/s/8T-e7eNGWXg69pkr39fnOg。”

低调：“高校图书馆服务能力建设系列讲座 直播平台：知网在线教学 11

月 9日 15:00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案例分析 龚勇清 11月 12日 15:00 图书

馆馆员科研课题申报经验谈 易斌 11 月 18 日 10:00 高校传统经典阅读推广 石

初军 11 月 26 日 15:00 红色图书馆史与图书馆红色教育 贺三宝 12 月 2 日 15:0

0 阅读.思考.人生 熊英。https://k.cnki.net/Room/Home/Index/1624551。”

低调：“选书的平衡与让渡——我在碑林图书馆编书目 主讲人：杨素秋

日期 2021/11/05 9:00-11:00 腾讯会议 ID：815225013。”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在线！中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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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24 附议程）https://mp.weixin.qq.com/s/5I7OD3

QxJUkK7Q2eQFTZag。”

查新检索：“线上培训重磅来袭！专利信息分析专业人员研修班|回看延期

到 12 月 12 日！https://mp.weixin.qq.com/s/YRplQNI17LYUJ1b2-aXQnw。”

图穷：“2021 年江西高校图书馆服务能力建设系列讲座 https://k.cnki.n

et/NewTheme/Index/386。”

低调：“国图好书大促 主讲人：邓咏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图书编辑室主

任、编审）时间：2021/11/10 18:00。”

低调：“直播 | 公共图书馆环境下的儿童阅读 时间：2021 年 11 月 10 日

14：00-15：30 主讲人：陈慧娜（副研究馆员，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副主任

兼国图少儿馆副馆长） 课程介绍：面对国内少儿阅读推广的普及与推广，作为

文化传播重镇的图书馆应如何更好地顺势而为，如何打造具针对性、人性化的阅

读空间与场所，如何更好的开展阅读活动是未来少儿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

鲲鹏展翅：“湖北省高校 Vlog 制作培训班的通知 直播观看地址： http

s://zhibo.chaoxing.com/11498395。”

低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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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1/11/11 8:00-17:00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承办西

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智库理论与实践》编辑部 https://meeting.tenc

ent.com/live/17017106902617714377。”

低调：“2021 中国信息分析论坛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情报理论方法与

教育培训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新时期的信息分析与变革 直播链接 https:/

/wx.vzan.com/live/tvchat-1263078594?&shauid=v74-d66pMGyNKHbXzw4D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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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rid=0&sharetstamp=1636598189480#/ 时间：11 月 13 日上午。”

低调：“直播 | 第七届新型智库建设学术研讨会 https://meeting.tenc

ent.com/live/17017106902617714377 2021 年 11 月 11 日。”

低调：“高校图书馆古籍特藏建设交流云会议 腾讯会议 ID:654 850 044。”

欣然读书：“信息素养与终身学习 主讲人：周建芳 四川师范大学研究馆

员 时间：2021/11/11 19:00。”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麦子：“新书推荐 |《古文辞初编》：本色当行的选本，登堂入室的津梁 h

ttps://mp.weixin.qq.com/s/bNyKRgy0EnAeKGnhekVdmQ。”

鲲鹏展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推荐 2022 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

研究项目的通知 http://zwgk.mct.gov.cn/zfxxgkml/kjjy/202111/t20211105_

928843.html。”

图谋：“邱敦莲.2020 年 SCI/SSCI/AHCI 收录的中国期刊一览表.http://bl

og.sciencenet.cn/blog-314423-1243090.html。”

鲲鹏展翅：“统一后，去对岸学图情！https://mp.weixin.qq.com/s/aPZo

gYqG0YtJhLfNSKeeYg。”

图谋：“新书推荐 顾晓光《因书而美——漫游世界图书馆与书店》。据悉，

该书第一版精装印刷 2000 册，已经预订出去 1500 册。”

木木贝：“图书馆人|环境、自我是成功的关键因素——黄宗忠教授 https:

//mp.weixin.qq.com/s/k6c6BNq2Cvk-UCgpWZfJAA。”

查新检索：“李克强：国家财政要大幅增加基础研究经费 https://mp.weix

in.qq.com/s/dvlEYKyM13qhqFbJmL1W4A。”

雨过天晴：“2021 年度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条目征集 https://mp.wei

xin.qq.com/s/KNUfyDzXGG6j1Bc5uAtjyQ。”

中原劲草：“211 高校“招而不聘”什么操作？5 名研究生被公示拟聘用后，

又被告知不予录用 https://mp.weixin.qq.com/s/XvrCm1yhkA5JLasPFWyo8A。”

奎林说：“新创意，新玩法！2021 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条目

征集开始啦！https://mp.weixin.qq.com/s/vVVBMc3RvClVdMvZWoFeyQ。”

查新检索：“23 大领域，4202 种期刊！中国科协发布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

目录 https://mp.weixin.qq.com/s/hVIAaNCGtFu5YwuSt_GcmA。”

雨过天晴：“图情档又一自设二级学科来了！https://mp.weixin.qq.com/

s/to-3F-rPUPrSBCIWIfjs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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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纪念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大学图书馆馆长采访书记/校长访

谈录系列摘编（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9564.html）访谈

录系列连载，已发布 21 所高校，信息量较大。”

图谋：“闲话科研与项目 https://mp.weixin.qq.com/s/FjDZliSKp8F8ViyJ

IoFe4A。”

图谋：“图林语录|邵波：“数智”赋能成为图情领域新的生长点和驱动力

https://mp.weixin.qq.com/s/sMUIErLg0bEQYIz47HirNw。”

宋鹏：“家门口的公共图书馆|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将建成一所公共图书馆 ht

tps://mp.weixin.qq.com/s/v6PScpE-1jMjJnm2xOSXHg。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约

11200 平米，按国家中型馆标准建设，可容纳 2000 名读者。地上三层，造型似

书脊。馆内设置智能化阅读分拣系统、少儿图书馆、开放式阅览区、视障阅览室、

数字阅览室、培训室、文创展示区以及可容纳 350 人的中型剧场等。图书馆计划

藏书 70 万册以上，设置各类特色阅览室，并采用流动图书馆及各类活动形式，

覆盖各街办文化站和村文化室，成为区域乃至新区馆藏图书集散地。”

图谋：“2022 年《图书馆报》订阅进行中。https://mp.weixin.qq.com/s/

BPgYFZTgOVgNX6ympNQThw。”

图谋：“数字资源利用讲座的实践与思考 https://mp.weixin.qq.com/s/5d

0DiwLjH8DP4JfFUa_WJg。”

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1 年第 5 期 http://m.chaoxing.com/mqk/lis

t?appId=1000&mags=f060de13d3de0a36bd025abc4499d7fc&isort=20&from=scre

en#INNER。”

图谋“‘谭祥金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征文通知 https://mp.weixin.qq.co

m/s/1zT4SD2rkYEOcaQ__jaGTA。”

图谋：“公共图书馆相关标准（2021-11-01 发布实施）http://std.samr.g

ov.cn/gb/gbQuery（图谋注：上述标准可以在线阅读）。”

雨过天晴：“国图出版社官方微店“双十一”钜惠！https://mp.weixin.q

q.com/s/FWh5Wy2z8DlrFjmdyGSWWA。”

图谋：“图谋.关于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的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213646-1311777.html 近期，圕人堂群中有成员讨论图书馆业务话题

（见文末：圕人堂 QQ 群成员交流关于图书馆业务讨论片段选录），几位成员的

即兴讨论，道出了当前高校图书馆的尴尬的现实处境。引发了笔者对高校图书馆

用户需求的思考。更美好的高校图书馆，或者说让用户更满意的图书馆是更好地

满足与时俱进的用户需求。理想的图景是高校图书馆及其利益相关者干在一起，

想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在现代化高校图书馆的新征程上出工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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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旧文重发】呼吁：11 月 11 日应设定为图书馆馆员节日 htt

ps://mp.weixin.qq.com/s/orEBZgIhVw2MGp-M3dJOvg。”

雨过天晴：“【来读书】自由选择阅读的内容与时间 https://mp.weixin.q

q.com/s/879KJ4Ytb4o7FHO4aSPHDA。”

徐徐清风：“复旦经院停招学硕背后：国家指导政策调整，多所名校已有先

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790736669409286&wfr=spider&fo

r=pc。”

雨过天晴：“儿童图书馆员趣味分类 https://mp.weixin.qq.com/s/beA_gX

pWvi2_VZfcLzoV6A。”

雨过天晴：“读者需求和图书馆服务模式的研究 https://mp.weixin.qq.co

m/s/qRrpvdhPRx8y5iuVGyH0OA。”

雨过天晴：“针对读者需求，分类精准服务 https://mp.weixin.qq.com/s/

EObqYDWyZBlo4L63bXtN3g。”

1.3你提问，我回答

（1）港澳台期刊的影响因子在哪里可以查询？

罗维尔：“请问下大佬，港澳台期刊的影响因子在哪里可以查询？比如：澳

门理工学报。”苍海笑：“@ 罗维尔 不知道港澳台期刊是否有意义，反正咱们

高校的论文科研成果奖励里没有出现港澳台的踪影。只有 SCI EI CSSCI 和北大

核心。CSSCI 比北大核心牛呀，有时候一篇 C,相当于两篇北大核心。北大核心是

专家来评的，CSSCI 是影响因子决定的。”罗维尔：“@苍海笑 万分感谢！”图

谋：“具体到‘澳门理工学报’，它目前是没有影响因子的。因为它不是 SCI/S

SCI/A&HCI 的来源期刊，因此没有 JCR 影响影子。该刊未被中国知网收录，也没

有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的期刊影响因子（JIF）。澳門理工

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即：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http://eshu

kan.com/displayj.aspx?jid=17983。根据 Clarivate 提供的信息 https://mjl.

clarivate.com/search-results 按国别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2020 年 SCI/SSCI/

AHCI 收录的中国期刊共 253 种，其中 SCI 收录 239 种，SSCI 收录 12 种，AHCI

收录 5 种，说明有些期刊同时被其中的两种收录。SCI 和 SSCI 收录期刊的影响

因子可到 JCR 中查看。2021 年 11 月 7 日检索 China Mainland 共有 275 种刊被 S

CIE/SSCI/AHCI 收录。检索 Hong Kong 共有 23 种期刊被 SCIE/SSCI/AHCI 收录。

SCI 和 SSCI 收录期刊的影响因子可到 JCR 中查看。邱敦莲.2020 年 SCI/SSCI/AH

CI 收录的中国期刊一览表.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14423-1243090.

html。”图穷：“@苍海笑 中级职称不需影响因子，只要有刊号即可。公共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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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没有科研分之说。”苍海笑：“不是的呀，必须得能够在知网或普什么网

里查得到才算数的呢，上次我们学校搞财政工资聘任，必须查得到，查不到，啥

都没有用。”苍海笑：“@图穷 我们上次财政工资聘任，不是领导查，是学科部

查的。公共馆就不知道了。”图穷：“对数据库没有具体要求，不过需要纸质刊。

所有很多电子刊也弄 1-2 本纸质样刊给作者，其实电子刊出纸质的是违规的哦。”

苍海笑：“@图林新人 我是 60 后的，快退休了，英语不灵光，麻烦您翻译成中

文呗。”图林新人：“季度应为分区。倍数应为多学科。@苍海笑。”苍海笑：

“@图林新人 @图林新人 同志，俺说的是没有图情方面的大陆期刊呢。”图穷：

“地市级图书馆职称的凭我们 那些伪专家们只认识纸质刊，不知道电子刊。”

图林新人：“图情只有 esci。”苍海笑：“体育，心理学，经济金融应该有的

吧。”图林新人：“ssci 国内图情没有。只有 JDIS 进了 esci。算是预备队了。

中文刊进入太难了。”图漾：“ @罗维尔 影响因子归根到底是一个商业数据库

的产品，理论上任何机构或个人都可以依托一些期刊给出自己的影响因子，比如

sci、cssci、cnki 等。”

（2）不该消失的图书馆相关讨论

hanna：“不该消失的图书馆 https://news.gmw.cn/2020-12/24/content_3

4488652.htm。影响图书馆到访率的最大因素无疑是互联网和移动数字设备的普

及，然而科茨领导的“斑点计划”调查报告对此提出了一个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

结论：与其说是电子书改变了人的阅读习惯，不如说是公共图书馆受到了数字化

发展理念的过多影响，没有巩固和优化传统的纸质书服务，管理运行的方式也很

落后。当代公共图书馆越来越把自己变得像数据库和新媒体公司，这些数字化服

务当然有利于文化服务的均等化，但这种变革不应当以牺牲图书馆的传统服务为

代价。当代公共图书馆大幅削减了购买纸质图书的预算，把资金投入到数字化建

设中。由于购书的预算紧缩，许多图书馆无法及时更新库存，在库书籍总量大大

下降，英国公共图书馆的藏量在最近十年间下降了 20%以上，导致传统服务项目

的水平大打折扣，人们找不到想要的图书，就会进一步降低访问实体图书馆的兴

趣。”二木：“这个角度……。”图书馆*：“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的样子。”麦

子：“@hanna 看了你贴的这两段，就是中国人把按自己的想法硬来解释外国的

数据。这里的关键是购书经费的紧缩，硬扯上电纸书之争。人们的生活和阅读习

惯的改变不是靠图书馆人自己觉得一定要读纸书的信念而改变的，否则比螳臂当

车更可笑。”www：“@麦子 这两个是指的什么？。”诲人不倦：“@hanna 有两

点个人比较认同，一是书与书之间存在社会关系，反映了文明之间的交流；二是

图书馆空间的用户体验很重要，比如文中所指安稳感、舒适感、愉悦感和秩序感。”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92 期 20211112）

8

书图同归：“在这篇文章中，前半部分，作者似乎认为纸质书外借和实体馆到馆

量就能代表公共图书馆的一切服务效益，殊不知现代图书馆已经是纸、电兼顾的

图书馆。后半段引用的大都是艾柯等著名学者、藏书家的观点，他们肯定是更有

纸质书的藏书癖好的，但是公共图书馆不只是为知识分子服务的。”麦子：“图

书馆要存在下去，需要的是能随着人们使用信息载体的方法和习惯的改变而改

变，而不是说大家要读纸书就能解决的。不过，再怎么折腾，我觉得图书馆作为

一种公共场所大概不会超过 50 年时间，因为如果人体和计算机系统联网根本用

不了这么长时间。”书图同归：“关于阅读电子书还是纸质书，艾柯的这个观点

我还是比较赞同的。”图漾：“@www 不是的。https://arks.org/这里有介绍。”

www：“图书情报学院，为什么都改成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已经不只是图书，

信息才是它的主题，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和服务

对象。图书馆人自身的思维也要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不需要去纠结，更不需

要去留恋。程焕文的三个回归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专业事还得专业人来做，而专

业人必须改变思路，适应信息环境的改变。@图漾 非常感谢。”boner：“我也

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关于这点，人们找不到想要的图书，就会进一步降低访

问实体图书馆的兴趣。”麦子：“@书图同归 早期的 incunabula 出来时，人们

也是反对，因为当时人认为，书一定要是手抄的（manuscript)，这个印刷的就

不是书。incunabula 的断代是到 1501 年为止。”书图同归：“确实如此。”ww

w：“分享个人没有借到书的经历：去某图书馆借书，在 OPAC 中查到在馆，然后

去书库中找，找到最新版本的地方，没有。然后在间隔很远的书架去找另一个版

本，还是没找到， 最后又去间隔更远的地方找第三个版本的，也是没找到。找

了前台服务的管理员，也爱莫能助。本来书没找到没什么，问题是它文学类（其

它类没去看）的排架是按流水号排架，对图书馆人来说这样就能避免频繁倒架，

编目也轻松。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同一个作者的同一本书不在一起，本来一目了

然的事情，但读者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确认是否有其它版本可以替代。我其实是比

较喜欢在书架中泛泛地找书的，因为同一个类的书都在一起，方便我选择，甚至

能拓展我的需求，本来只借一本的，因为相同主题的书都在一起，启发了我新的

需求，往往会多借一两本。”木木贝：“一个图书馆一般只会采用一种排架方式，

不是流水号就是著者码，著者码排架可以把同一作者的同类书集中在一起。”b

oner：“我曾经在外借服务过一段时间，那时候读者来找书，找不到，我会跟她

聊天给她做一些推荐。而我们，因工作习惯，一般不会仅限某本图书，相关的都

会去涉略一下。”www：“流水号，图书馆人轻松了，书架利用率也高了，但图

书馆的专业性弱化了，读者的便利性也减少了。”徐徐清风：“图书馆多了位名

校博士，可喜可获！”骑鹿踏雪：“图书上架后，不管哪种排列都能找到该书。

http://www.artlib.cn/
https://ark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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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那种书不在库，或者该馆乱架非常厉害。”骑鹿踏雪：“有号无书只能说管

理混乱，不能说排架不够科学。”雨后彩虹：“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别人的优点？”

骑鹿踏雪：“各有优劣啦。”雨后彩虹：“也不是我推送的文件。”骑鹿踏雪：

“到图书馆学习，提高。”boner：“就看从什么角度看问题了。”徐徐清风：

“学校已经做得不错了，特意在文件中注明到图书馆‘从事管理与科研工作’，

而不是服务工作。这样他在图书馆不影响他发论文做科研。”图穷：“@雨后彩

虹 人家没说，你先说了。”雨后彩虹：“@图穷 我是照样说一遍。”图穷：“@

徐徐清风 学校看重他科研能力的，其实可以为他设置专职科研岗更适合。”图

穷：“@雨后彩虹 张申府也曾在国图工作和退休的。”徐徐清风：“在这个图书

馆，他应该就是学历最高的，编制算在图书馆，还有国家社科项目，为图书馆争

光彩。”hanna：“可以再报个国家社科基金。”图穷：“@雨后彩虹 高校可以

搞一个专职科研岗的单位，让师德师风有问题、但科研能力不错的人放在那。”

图书馆*：“师德师风不是一票否决吗 还能继续留校？”图穷：“@雨后彩虹

很多人不擅长教学，擅长科研——这种人参与教学贻害无穷，有些人擅长教学不

擅长科研——这种人更适合走教学名师路子。”

（3）图书馆都有什么类型的特色阅读空间呢?

苍海笑：“群里有没有图书馆里，在搞特色阅读空间的？都有什么类型的特

色阅读空间呢。”碧海潮生：“@苍海笑 可以看看杭州图书馆主题图书馆、合肥

‘悦书房’城市阅读空间、北京西城区砖读空间等典型建设案例。”苍海笑：“@

碧海潮生 感谢。”

（4）请教图书馆还有保存本书库吗？?

meg：“各位老师，想请教一下:你们图书馆还有保存本书库吗？”鲲鹏展翅：

“@meg 好像现在除了特色文献和古籍保留样本外，其他普通文献都对读者开放

了。”雨过天晴：“@meg 我们 16 年撤了。”meg：“@鲲鹏展翅 @雨过天晴 谢

谢两位老师。@雨过天晴 还想问一下，你是高校馆吗？撤了以后就直接并入普通

书库了吗？”雨过天晴：“@meg 是的。按照不同类别各归各库，那个书库变成

外文书库。之前我们没有专门的外文库，现在把外文书从各个库抽出来放一起。

空间不够了，就那几个库，按需调整。之前专门弄个保存本，不借只阅，基本就

没有什么读者，挺浪费。”meg：“@雨过天晴 感谢！”

（5）请教各位一下，TS21/2这个分类号表示什么意思?

杨梅：“请教各位一下，TS21/2 这个分类号中/表示什么意思。”碧海潮生：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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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区分号。”骑鹿踏雪：“分隔符。”杨梅：“那是表示这个分类号可以分

到 TS22 么？不太懂。”骑鹿踏雪：“只是分类号，那就是一个号段范围的符号

标记，你上面的理解是正确的。如果是个索书号，那么这个理解就是错的。”雨

后彩虹：“TS 大类中 21 类的 2 类。”公共图*：“是不是 TS21-TS22 的意思。”

雨后彩虹：“不是。”雨后彩虹：“TS 代表工业类图书。”公共图*：“如果是

文章出现这样的 我直接就理解为一个分类号码段。”骑鹿踏雪：“表示有 TS21...

和 TS22...的分类号码段。”雨后彩虹：“不是，是个大分支。它还有 TS/1 类。”

杨梅：“这是分类号，不是索书号，那也表示同属于 TS 号段，可以分到 21 类也

可以分到 22 类。”雨后彩虹：“TS 类有很多小类分支，。”公共图*：“再多

小类分支也不影响啊。”雨后彩虹：“21 和 22 是同一个级别，但是是不同类的

TS 分支类图书，譬如说，人类分为男人、女人，而女人中有学生、妈妈、奶奶。”

骑鹿踏雪：“这就是一个支流下的两条涓流。”雨后彩虹：“对。”公共图*：

“同位类。”骑鹿踏雪：“只是涓流没有列举出来。”雨后彩虹：“不能说既是

21，又是 22。”公共图*：“没必要列举 就这样便于揭示。”雨后彩虹：“那

样就混乱不堪了。”公共图*：“那当然了。准确讲就是同位类。也有不同位的。

比如扩充法。”雨后彩虹：“那不是我操心的事。”公共图*：“相同位数就是

同位类 也有不同位数同一级的 那就是扩充法。这是术语。”骑鹿踏雪：“不是

讲同位类，就是这个 TS2 下面的主要可分类目范围如果讲同位类，那么 K3/7 怎

么算呢。”公共图*：“对啊。这个的意思就是 K3 K4 K5 K6 K7。这些都是同

一级别。当然他们各自有 3 4 5 级乃至更多。K3 亚洲历史。与 I 类一样啊。”

公共图*：“到 K8 就是扩 8 法。K81 是传记。没错。对啊 这本身就不是分类号

啊。有哪里不对 请指正。”雨后彩虹：“@公共图书馆小范 你把中图法 5 仔细

研读。”公共图*：“读了 10 几年了。”雨后彩虹：“因为这个是采编部门研读

的东西。”公共图*：“I 从 2 开始也是这个逻辑，与查字典一样。”boner：“请

问群里有苏州第二图书馆的同仁吗？有问题请教，谢谢。”公共图*：“别把图

书馆的知识神秘化。”雨后彩虹：“没有必要神秘，是不感兴趣。”徐徐清风：

“中图法中的‘/’，只在分类法这本书中作为一种起止符号，而且只在某些类

中有具体规定的范围和意义。在具体分编一本图书时，‘/’作为分类号应该不

存在的。”公共图*：“即使业务外包也有审核环节，这个不敢忘，不能忘。”

雨后彩虹：“船到桥头自然直。”公共图*：“@骑鹿踏雪 这位同仁要学习分类

法。”

（6）有一篇文章怎么都查不到 doi号，有没有哪位老师指导一下？

夏夜星：“有一篇文章怎么都查不到 doi 号。有没有哪位大神老师指导一下？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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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udz P V , Ilevanaydenova P , Cherep A V , et al. Use of State S

upport Lever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ithin the Dynam

ic Environment[J]. Economic Studies journal, 2021。”图谋：“图谋.揭秘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DOI).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2891.h

tml Economic Studies (Ikonomicheski Izsledvania) journal is a scient

ific periodical published by 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at the B

ul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 6 issues annually it publishes resul

ts of scientific studies, dedicated to significant and interesting co

ntemporary economic problems. All papers in the journal are in Englis

h language. They are double-blind peer reviewed.All papers in Economi

c Studies journal have open access and are in the ARCHIVE section bel

ow.Since 2001 the papers in Economic Studies are indexed and abstract

ed b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EconLit, published by the Americ

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 as well as RePEc, EBSCO, SCOPUS.Econom

ic Studies journal has SCImago Journal Rank (SJR) and is in group Q3

"Economics, Econometrics and Finance" in SCOPUS.这个刊物目前没有采用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igital Object Unique Identifier-DOI），因此是不可

能查到的。”夜星：“谢谢王老师！晚上打扰啦！。”

（7）帮忙查这篇论文所在期刊是什么情况，是 SCI吗，是在预警期刊目录里面

吗？

图雷：“万能的群友，帮查一下这篇论文所在期刊是什么情况，是 SCI 吗，

是在预警期刊目录里面吗？”雨后彩虹：“代查需要钱的，SCI 12 元一篇。”

刘建平：“@图雷 图片格式不方便查询。”君子兰：“@图雷 说下期刊名称，我

帮你查。给个能复制的。”图谋：“是不是 SCIE/SSCI 等收录期刊，有一简易方

法，直接查询：科瑞唯安 Master Journal List Master Journal List . htt

p://mjl.clarivate.com/ Journal Lists for Searchable Databases Web o

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Emerging Sou

rces Citation Index 这一种是官方提供的，最权威最准确的。官方查询是免费

的，不限权限。”

1.4 悼念曹之先生专题

图谋：“图谋.我所知道的曹之先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

3646-1311174.html 古籍版本学家曹之教授于北京时间 2021 年 11 月 1 日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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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2891.html
http://mjl.clarivate.com/
http://mjl.clarivate.com/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117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11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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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病逝，享年 77 岁。特此摘录笔者已做整理的提及曹之先生的书信。书信蕴含

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包含有不少‘史料’，且尤为可贵的是其中流露出：同学

情谊、师生情谊，互助友爱，积极向上。”

图谋：“曹之著作信息辑录图谋依据读秀学术搜索平台梳理。 1.廖延唐，

曹之编著.图书馆古籍管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2.曹之著.中国古

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05. 3.曹之著.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07. 4.曹之著.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

汉大学出版社,1999. 5.曹之著.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

006.07. 6.曹之编著.中国古籍版本学•第 2 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

7.08.7.曹之著.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2.

8.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第 2 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12. 9.曹

之主编；霍艳芳著.中国图书官修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12. 10.

马刘凤，曹之著.中国古书编例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01. 11.吴

芹芳，谢泉著；曹之主编.中国古代的藏书印[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04. 12.王国强著；曹之主编.中国古代文献的保护[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03. 13.曹之著.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03.

14.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03. 15.曹之著.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04. 16.曹之著. 中国古代

图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04.”

图谋：“曹之语录：作为教师，我们的一生就是藏书、读书、著书、教书的

一生。生活就是图书，图书就是生活。用‘嗜书如命’四个字来形容，一点儿也

不过分。除了文盲，每一个人都有终身难忘的与书有关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刻

骨铭心的与书有关的故事。一本书就是一位老师，一本书就是一个台阶。图书，

打开了一扇透风的窗口；图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爱书吧，书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摘自：曹之.中国古代图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总序.）《中

国古代图书史》简介：该书从古代图书的编撰、出版、传播，图书的收藏与编目，

图书的阅读与整理，图书与生态文化等多个角度，以历史朝代为序，描写了古代

图书发展的历史。”

图谋：“悼念曹之先生‘曹门立雪’微信公众号为曹之教授生前故旧及曹门

弟子的纪念性文章。 1.李明杰.厚积薄发：业师曹之先生的读书法.https://mp.

weixin.qq.com/s/u2PfjzSdwtIV4GtdXYCXWg 原文为《图书情报知识》2008 年第

3 期卷首语。2.田方斌||忆恩师曹之先生.https://mp.weixin.qq.com/s/fXAYOf

fgQFpz_6KpTudIxQ 每个人都是一个传奇，而我们常常因为偶然而与别人的传奇

世界勾连在一起。能与先生的传奇世界联系在一起，那怕是做一颗树、一束花，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u2PfjzSdwtIV4GtdXYCXWg
https://mp.weixin.qq.com/s/u2PfjzSdwtIV4GtdXYCXWg
https://mp.weixin.qq.com/s/u2PfjzSdwtIV4GtdXYCXWg
https://mp.weixin.qq.com/s/u2PfjzSdwtIV4GtdXYCX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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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先生一份欣慰，或是成为一阵春风或一只候鸟，从先生的世界里款款路过，

也是幸运的、幸福的。愿先生在天国里安然如初，愿先生在天堂里岁月静好！3.

王国强|记我向曹师请益学问二三事.https://mp.weixin.qq.com/s/vAbYR0Bu1h

Q8AtSvQ6lYCQ 曹师是文献学、图书馆学大家，在古籍版本学、印刷术起源、书

籍编撰史和图书文化史等领域，开创之功甚钜。曹师道德文章，堪称楷模！谨记

下这几件向曹师请益学问之事，作为心香一瓣；在深深的哀痛中，祝福曹师的灵

魂在天国安息！先生千古！”

图谋：“蔡卫平‖忆恩师曹之先生二、三事.https://mp.weixin.qq.com/s/

68br_4Spzj-aeDnvff_7xA 恩师仙逝，一直想写点什么。白天俗务缠身，晚上回

家翻出移动硬盘，找到恩师、师母广州生活那几年留下的相片，思绪万千。三十

多年追随恩师的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悼念曹之先生发来的唁

函.https://mp.weixin.qq.com/s/ws-SSbCY62B_joBLqyS4LQ 武汉大学古籍版本

学家曹之教授于北京时间 2021 年 11 月 1 日下午 15 点 30 分病逝于家中，享年 7

7 岁。闻此噩耗，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等纷纷发来唁电，沉痛缅怀曹之先生。”

图谋：“王国强|记我向曹师请益学问二三事 https://mp.weixin.qq.com/s

/vAbYR0Bu1hQ8AtSvQ6lYCQ。”

图谋：“郭伟玲|缅怀我的老师曹之教授.https://mp.weixin.qq.com/s/zb

YJzYRgmBH3ro6P4mvspw。”

图谋：“悼念古籍版本学家曹之先生专辑.http://blog.sciencenet.cn/bl

og-213646-1310990.html ‘曹门立雪’微信公众号后续发布的，我放在这篇博

文评论区。也算是一种信息组织形式，便于感兴趣者进一步利用。我认为系列纪

念文字，实际上非常有意义。一方面是体现尊师重道传统，一方面它是图书馆（史）

教育的上好素材（或教材）。我在努力尽份绵薄之力。”

1.5 迟敬义:我与图书一起经历的那些工作

图谋：“迟敬义.我与图书一起经历的那些工作|图书馆这一行.https://mp.

weixin.qq.com/s/3kbcu5COKJf7lXxaiFlXLg 图谋推荐语：邓咏秋编审主办的‘图

情出版’微信公众号编发的‘斜杠馆员’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为青岛城市学院迟

敬义老师。该文问候附有‘咏秋后记：如何正确地开展网上专业社交’，文末为

‘总的来说，节约他人时间，相互尊重，尊重知识，应该成为共识。有了这样的

共识，你就会产生正确的行为。相信只要善用网络方式，一定会在专业社交领域

收获交流的快乐，而且会突破时空限制，获得广泛的朋友，获得更多机会，收获

灵感、创意与优质的资源，进步得更快。’。”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vAbYR0Bu1hQ8AtSvQ6lY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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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68br_4Spzj-aeDnvff_7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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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vAbYR0Bu1hQ8AtSvQ6lYCQ
https://mp.weixin.qq.com/s/vAbYR0Bu1hQ8AtSvQ6lY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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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zbYJzYRgmBH3ro6P4mvs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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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3kbcu5COKJf7lXxaiFlXLg


圕人堂周讯（总第 392 期 20211112）

14

1.6 最高奖顾诵芬先生的父亲是顾廷龙先生

图谋：“信息来源：两位院士奖金各 800 万，他们才是值得亿万国人仰慕追

随的最闪亮的明星！（附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35 位获得者简介）https://

mp.weixin.qq.com/s/kdNbgMbNlNu1XBMuiQNfGA。李明华先生分享的信息：本届

的最高奖顾诵芬先生的父亲是顾廷龙先生，作为图书馆人觉得格外亲切。顾廷龙

先生苏州人，上海图书馆馆长。顾诵芬：为了祖国的蓝天。他是我国航空领域唯

一一位中科院和工程院“双院士”，奠定我国亚音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

计的基石，推动我国气动力研究、设计基础手段建设发展。1930 年，顾诵芬出

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顾廷龙是苏州名门顾氏家族第十四世顾元昌的长子，是

国学大家、书法大家、现代图书馆事业家。族中还出过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母亲

潘承圭出身苏州望族，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弟弟潘承弼是我国著名藏书家、

目录学家。”

1.7 华东师大新增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学位学位授权点

图谋：“华东师大新增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学位学位授权点华东师大 2

020 年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增列的两个学位授权点已获得 GW 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

过。本次新增的两个学位授权点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学科代码 1205）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学位类别代码 1256）图书

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学位：面向数据智能时代的图书情报新文科华东师大图书情

报学科的人才培养已有近 90 年的历史。1932 年 7 月，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目

录学家、教育家钱亚新先生结束了在武昌文华图专两年的工作，再度回到上海，

受马宗荣先生之聘，担任大夏大学（现华东师大主要前身之一）图书馆主任兼社

会教育系讲师，同年 9 月，钱亚新在社教系开设‘分类学与编目学’课程，教授

内容包括图书研究、分类研究、编目研究、图书馆管理研究。之后，学科经历了

从图书馆学、情报学，到信息学、信息管理的嬗变与坚守，并于近年开展面向数

据智能时代的新探索，提出‘数智图情’的整体性新文科建设思路。2021 年 10

月，图情学科所属本科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成为全国首批、全校首个完

成第三方新文科认证的本科专业。11 月，正式获 GW 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一级

学科博士点，新的博士点将积极探索新文科博士点的创新建设模式。近年来，华

东师大图情学科以交叉研究和前沿创新为突破点，在传统特色学科定位基础上锐

意开拓。学科新建了三个交叉领域省市级基地，牵头与相关学科合作了全国首个

商业分析二级硕士点、首个商业分析 MBA 硕士项目、首批国家专业硕士实践基

地。商业分析实验室入选上海市示范教学中心。范并思教授获上海市‘为人、为

师、为学’先进典型教师。赵星教授连续获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JY 部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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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在学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研究前沿’等多个学校

重要幸福之花‘智能+’、‘国际+’战略项目中发挥牵头作用。华东师大图情学

科正以新的姿态，锐意进取，面向国家和上海的国民经济主战场，实现新时代背

景下的守正与创新。信息来源：华东师大新增 2 个学位授权点！.https://mp.w

eixin.qq.com/s/eZovFKM_PTgOERMB0kH2pQ。”

1.8 北京大学教授吴慰慈诠释信仰的力量：严谨从教 勤奋治学

诲人不倦：“【北京大学教授吴慰慈诠释信仰的力量：严谨从教 勤奋治学】

吴慰慈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73 年他回母校任教，长期从事图书

馆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全国高校图书馆学基础课程的主要设计者之

一。‘我认为老师这个职业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是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

所以回到北大后，我给自己规定了两个认真：一个是认真搞教学，一个是认真搞

研究，这两条是我最想干的工作，也是最想做好的工作。’戳视频，听吴老诠释

信仰的力量 http://t.cn/A6xyc92P。”

1.9 李芳馥：激扬书海，乘风破浪

图谋：“人物|李芳馥：激扬书海，乘风破浪.https://mp.weixin.qq.com/

s/GQ7Fk7QKQYSV5AlAg2f0iA 李芳馥（1902-1997），字馨吾，汉，湖北黄陂人，

现代图书馆学家、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李芳馥先生于 1927 年从武昌文华大学

图书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赴美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图书馆学硕

士学位、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院最终深造修完博士课程。1941 年回国后，

先后担任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编辑、上海沪江书院图书馆主任、北平图书馆上

海办事处任主任等职务。李老从事图书馆工作 71 年，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

献给图书馆事业。李老走了，但他为我们留下宝贵财富。” (吴建中评述）

1.10 最新图情档博士点

图谋：“图情招聘.重磅！2020 年审核增列博硕点正式公布！.https://mp.

weixin.qq.com/s/So58fAAxzb-vKyiY1sFOFwGW院学位委员会正式下达了 2020年

审核增列的博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除之前报道的自主审核博士点外（详见：

华东师范大学新增图情一级学科博士点），另有 JY 部审批新增的博士学位授予

单位结果。郑州大学、上海大学正式获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取得学科建设新突破。至此，中国大陆图情档博士学位点达到 17

个（最新图情档博士点（2021 版）。硕士点方面，与之前公示数据完全一致（2

020 年图情档硕博点调整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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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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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读书

热度 4 2021-11-11 22:54

有天晚上同小孩一起散步，他上小学五年级，问我读过哪些书？喜欢哪些作者？

我稍作思考，简单地回答了问题。我对自己的回答不满意，对自己读书的数量与

质量均不满意。 说来惭愧，我从 6岁入学到今天，已有 40年。这 40年韶华，

我都是在学校度过，不仅如此，我做高校图书馆员已 22年。可以说是 ...

个人分类:圕人堂|1384 次阅读|8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4

关于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的思考

2021-11-10 10:23

近期，圕人堂群中有成员讨论图书馆业务话题（见文末：圕人堂 QQ群成员交流

关于图书馆业务讨论片段选录），几位成员的即兴讨论，道出了当前高校图书馆

的尴尬的现实处境。引发了笔者对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的思考。何为用户需求？

其定义是“用户对各种信息及相关服务的要求的总称。充分了解 ...

个人分类:圕人堂|217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数字资源利用讲座的实践与思考

热度 1 2021-11-8 17:06

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宣传与推广，愈来愈重要。笔者所负责的参考咨询部是图

书馆的业务部门之一，主要负责解答属于图书馆业务范围的各类咨询问题，辅导

读者查阅文献信息，提高读者信息素质水平，并提供深层次的咨询服务、学科评

估服务等，负责中外文数据库采购、学科服务、查收查引、学位论文提交、用户

教育 ...

个人分类:圕人堂|755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闲话科研与项目

热度 4 2021-11-7 14:48

看到题目，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本篇闲话，“科研与项目”由科研、项目、科研

项目混搭而成，讲述的是个人所见所闻所感。 假如从在学术期刊发表第一篇论

文算起，我算是 2000年开始涉足科研，且从 2001年开始参与科研项目。这么些

年算是一直心系科研，对科研、项目、科研项目等有所体会。自 2 ...

个人分类:圕人堂|5567 次阅读|9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4

我所知道的曹之先生

2021-11-6 10:23

古籍版本学家曹之教授于北京时间 2021年 11月 1日 15:30分病逝，享年 77岁。

曹之(1944．10一 2021.11.1)男，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曹庄村人。1968年毕业于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本科，1982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研究生毕业，获文学

硕士学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圕人堂编发悼念专辑，见：

悼念古籍 ...

个人分类:圕人堂|888 次阅读|3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2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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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03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203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2033&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203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203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203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2033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1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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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77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177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177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177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177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177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1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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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51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151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1517&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151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151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151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1517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1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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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34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134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1345&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134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134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134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134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11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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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17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117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1174&op=edit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117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1174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117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1174


圕人堂周讯（总第 392 期 20211112）

17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2个文件。

3.大事记

（1）近期，圕人堂群中有成员讨论图书馆业务话题（见文末：圕人堂 QQ 群成员

交流关于图书馆业务讨论片段选录），几位成员的即兴讨论，道出了当前高校图

书馆的尴尬的现实处境。引发了笔者对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的思考。更美好的高

校图书馆，或者说让用户更满意的图书馆是更好地满足与时俱进的用户需求。理

想的图景是高校图书馆及其利益相关者干在一起，想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

苦，在现代化高校图书馆的新征程上出工出力。（详见：图谋.关于高校图书馆

用户需求的思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1777.html）

(2) 2021 年 11 月 12 日 14:30，群成员达 2963 人（活跃成员 249 人，占 8.4%），

在线 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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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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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177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http://lib.nbt.edu.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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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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玮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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