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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图情会议

（1）2021年图情档前沿热点与论文写作研修班在线举办通知

低调：“图书情报工作/学术会议、动态 2021 年图情档前沿热点与论文写

作研修班在线举办通知 http://www.lis.ac.cn/CN/news/news164.shtml。”

（2）鸿雁之名，共话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碧海潮生：“e 线图情：论坛直播预告｜鸿雁之名，共话新时代公共文化服

务发展！https://mp.weixin.qq.com/s/jaxb1ujUXncnyKoJXKjjnw。”

（3）2021年图书馆阅读推广与信息素养教育创新案例征集与分享交流会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直播！2021 年图书馆阅读推

广与信息素养教育创新案例征集与分享交流会 12月召开 https://mp.weixin.qq.

com/s/iDuQ7Fa_Bo4XXGJJwcVctg。”

（4）第七届书香江淮互联网阅读活动诵读决赛及颁奖典礼

雨过天*：“第七届书香江淮互联网阅读活动诵读决赛及颁奖典礼正在腾讯

会议平台直播，房间号 902586739，密码 2021，敬请观看。”

（5）第九届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

水中月：“第九届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 https://2021chinair.casco

nf.cn/page/1452822169712201728，感兴趣的可以提前注册参会。”

（6）智慧图书馆技术应用讲座 2021年第 5期开放注册

雨后彩虹：“文化和旅游研究上海图书馆基地/【讲座预告】智慧图书馆技

术应用讲座 2021年第 5期开放注册 https://mp.weixin.qq.com/s/2WLTKIA__cK

Nh_CSMVssNg。”

（7）2021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科技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直播

回放

海南妹*：“‘2021 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科技文献资源建

设研讨会’ 直播回放链接：https://wx.vzan.com/live/tvchat-2018721538?v

=1634214561878#/。”

（8）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培育讲座

pww：“讲座主题：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培育特邀嘉宾：王余光讲座形式：网

络视频直播讲座时间：11 月 18 日 19：30 电脑端直播链接通道：https://play.

yunxi.tv/pages/ad51d7a391cf4557a9cd97d777138b11 。”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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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新生学习提供

（9）基于元认知的泛信息素养情境化教学实践

781508940：“基于元认知的泛信息素养情境化教学实践 https://applpyhd

p099631.h5.xiaoeknow.com/v2/course/alive/l_6192240ae4b09b5fe0b2f3c2?a

pp_id=applPYhDp099631&pro_id=&type=2&available=true&share_user_id=u_5

ef7512af1d20_tV0BRh78Mw&share_type=5&scene=%E5%88%86%E4%BA%AB&is_redi

rect=1&share_scene=1&entry=2&entry_type=2003。”

（10）高校图书馆员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图雷：“12 月 3 日—12 月 6 日在海口市举办高校图书馆员学术水平与科研

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11）2021年图情档前沿热点与论文写作研修班（附日程）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改为在线！2021 年图情档前

沿热点与论文写作研修班（附日程）https://mp.weixin.qq.com/s/eZvxtFzk5z

_kFGj5DgfzRQ。”

（12）第六届知识服务与情报工程学术交流会暨 2021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知识组织专业委员会年会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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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lpyhdp099631.h5.xiaoeknow.com/v2/course/alive/l_6192240ae4b09b5fe0b2f3c2?app_id=applPYhDp099631&pro_id=&type=2&available=true&share_user_id=u_5ef7512af1d20_tV0BRh78Mw&share_type=5&scene=%E5%88%86%E4%BA%AB&is_redirect=1&share_scene=1&entry=2&entry_type=2003
https://applpyhdp099631.h5.xiaoeknow.com/v2/course/alive/l_6192240ae4b09b5fe0b2f3c2?app_id=applPYhDp099631&pro_id=&type=2&available=true&share_user_id=u_5ef7512af1d20_tV0BRh78Mw&share_type=5&scene=%E5%88%86%E4%BA%AB&is_redirect=1&share_scene=1&entry=2&entry_type=2003
https://applpyhdp099631.h5.xiaoeknow.com/v2/course/alive/l_6192240ae4b09b5fe0b2f3c2?app_id=applPYhDp099631&pro_id=&type=2&available=true&share_user_id=u_5ef7512af1d20_tV0BRh78Mw&share_type=5&scene=%E5%88%86%E4%BA%AB&is_redirect=1&share_scene=1&entry=2&entry_type=2003
https://mp.weixin.qq.com/s/eZvxtFzk5z_kFGj5Dgfz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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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改为线上！第六届知识服务

与情报工程学术交流会暨 2021 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知识组织专业委员会年

会 https://mp.weixin.qq.com/s/QEjlVeOatToEqoy0BvO7oA。”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1）国家社科基金资金管理新办法发布，2022年项目申请必读！

biochem：“大学方略：国家社科基金资金管理新办法发布，2022 年项目申

请必读！https://mp.weixin.qq.com/s/kUIOeJpMHZVf-VW6alqBMA。”

（2）最新 ESI高被引阈值及排名发布！

群子兰：“学之策：刚刚，最新 ESI 高被引阈值及排名发布！https://mp.

weixin.qq.com/s/nc76kfIUtPrx5PWCWVmJ8A。”

（3）图书馆学发展的思考

忆 ling：“索传军 LIS Daily 每日图情：20211113“图书馆学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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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吴晞：我们要彰显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雨过天晴：“原创 e 线图情 e 线图情：图林语录 | 吴晞：我们要彰显图书

馆在阅读推广中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https://mp.weixin.qq.com/s/gwj1b

5W6t11cG1aEeed_Jw。”

（5）《因书而美》最美图书馆巡览（七）

图谋：“ 顾晓光.《因书而美》最美图书馆巡览（七）：俄罗斯莫斯科国家

图书馆门前的雕像人物二百岁了.https://mp.weixin.qq.com/s/W_nTVDE-GU7rl

h71I8iI6g 11 月 11 日是‘爱具体的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 岁诞辰日，他的

雕像矗立在俄罗斯莫斯科国家图书馆的广场中。”

（6）高校图书馆工作热门话题的观察与思考

云子：“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高校图书馆工作热门话题的观

察与思考 https://mp.weixin.qq.com/s/NG5UMdWZUM-vfKHZHoVCZA。”

（7）专刊征稿启事 • 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在应急管理中的理论与实践

图谋：“原创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本刊动态 | 专刊征稿启事 • 数字经济

时代信息技术在应急管理中的理论与实践 https://mp.weixin.qq.com/s/-rQgH

KE9Infa_OXnvEo3-Q。”

（8）中美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配置及创新服务对话录

云子：“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中美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配置

及创新服务对话录 https://mp.weixin.qq.com/s/kTTVyBfFriA4uoeUzi0y0w。”

（9）专刊征稿启事 • 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在应急管理中的理论与实践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QEjlVeOatToEqoy0BvO7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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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nc76kfIUtPrx5PWCWVmJ8A
https://mp.weixin.qq.com/s/nc76kfIUtPrx5PWCWVmJ8A
https://mp.weixin.qq.com/s/JXnfazFoSWnhwkUojAvFMw
https://mp.weixin.qq.com/s/gwj1b5W6t11cG1aEeed_Jw
https://mp.weixin.qq.com/s/gwj1b5W6t11cG1aEeed_Jw
https://mp.weixin.qq.com/s/W_nTVDE-GU7rlh71I8iI6g
https://mp.weixin.qq.com/s/W_nTVDE-GU7rlh71I8iI6g
https://mp.weixin.qq.com/s/NG5UMdWZUM-vfKHZHoVCZA
https://mp.weixin.qq.com/s/-rQgHKE9Infa_OXnvEo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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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kTTVyBfFriA4uoeUzi0y0w


圕人堂周讯（总第 393 期 20211119）

7

云子：“原创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本刊动态 | 专刊征稿启事 • 数字经济

时代信息技术在应急管理中的理论与实践 https://mp.weixin.qq.com/s/-rQgH

KE9Infa_OXnvEo3-Q。”

（10）课程服务中高校图书馆员的角色定位与延伸

雨过天晴：“纸书堆：课程服务中高校图书馆员的角色定位与延伸 https:/

/mp.weixin.qq.com/s/0BioeKJvl6BBm4pbyzfQoA。”

（11）2021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条目征集最后一周！

雨过天晴：“奎林说：倒计时！2021 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条

目征集最后一周！https://mp.weixin.qq.com/s/5Ab-1wWKR3YSp22x8p8eEA。”

（12）定性与定量方法都是有哪些？他们是什么关系？

雨过天晴：“学术路 奎林说：定性与定量方法都是有哪些？他们是什么关

系？https://mp.weixin.qq.com/s/RhQN6qJvWd1Ik9pakPoqYw。”

（13）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推荐！2022 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

究项目 https://mp.weixin.qq.com/s/b_Cq9TqRXphjPJiH_H8MoQ。”

（14）2021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出炉，140所高校上榜！

912567216：“青塔 知情会：重磅！2021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出炉，

140 所高校上榜！https://mp.weixin.qq.com/s/UJlvFAr0mCHoC9UsjugkuA。”

（15）《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1年第 6期

云子：“原创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1 年第 6 期 h

ttps://mp.weixin.qq.com/s/I0Nhxbv1jfnEhuXy9s22lw。”

（16）图书馆报：线上线下联动，专家共论公共图书馆历史使命与时代使命

云子：“图书馆报：线上线下联动，专家共论公共图书馆历史使命与时代使

命 https://mp.weixin.qq.com/s/9XJ4aM-ALhUs-vdnqEKMUg。”

（17）南大鼓楼校区美

244848046：“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南大鼓楼校区美 https://mp.

weixin.qq.com/s/nXCKMfzT899HeKUdG-QwSg。”

（18）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更名及入库期刊目录(-)的公示

图谋：“关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更名及入库期刊目录(-)的

公示.http//casses.cssn.cn/yntg//t_.shtml根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A刊（AMI）

综合评价工作的需要，经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批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

文数据库’（Chines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CitationDatabase，简称 CH

SSCD）现更名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A 刊引文数据库’（ChineseHumanitiesan

dSocialScienceAMICitationDatabase，简称 CHSSACD）。该引文数据库由中国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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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建立，收录了我国正式出版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

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主要学术期刊，集中反映了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水平，是开展文献评价研究的重要信息基础。该数

据库自年建立以来，数据持续更新，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曾先后为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研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评价研

究院研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等相关评价活动提供数

据支撑。”文小明：“收到，谢谢图谋老师。”图谋：“该公示，供了解其变革。”

（19）李宏翰:从学位论文评阅看学位论文写作

图谋：“李宏翰.从学位论文评阅看学位论文写作.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html 目前，又到了研究生做学位论文的黄金时间，我不禁想起近年

来评阅硕士学位论文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发现的共性问题，认为很有必要结合实

际例子，描述并评论一二，以免某些不当现象绵延不绝。下面以我评阅的一篇教

育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呈现我的评语，表述我的看法。当然，为了避免伤及论

文作者，我做了一定的技术处理。”

（20）《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节录）

图谋：“《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节录）.http//xhbook.ltd/ind

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Itemid=&ptid=&a=&b=。”

（21）拓迪图书馆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图书馆人”专辑

图谋：“拓迪图书馆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图书馆人’专辑.https//mp.we

ixin.qq.com/mp/appmsgalbum?__biz=MzkzNDEwNTENg==&action=getalbum&albu

m_id=&scene=&from_msgid=&from_itemidx=&count=&nolastread=#wechat_redi

rect。当前图书情报领域有不少高质量微信公众号，圕人堂欢迎‘连接’。”

（22）《中国大学校长报告（2020）》来了！

查新检索：“浙江工业大学青塔 知情会：重磅！《中国大学校长报告（20

20）》来了！https://mp.weixin.qq.com/s/ekzu-uWUixzRWJVVrHVqRQ。”

（23）来拿去，元宇宙图书馆发展进展

雨过天晴：“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来拿去，元宇宙图书馆发展进

展 https://mp.weixin.qq.com/s/iox7RuBY6ijHdT3qvMmQQA。”

（24）那些读书的瞬间

雨过天晴：“奎林说：那些读书的瞬间 https://mp.weixin.qq.com/s/tYqH

00r5N_QlnnROP_7fcA。”

（25）册府千华•南雍撷珍——南京大学藏古籍菁华展

biochem：“南京大学博物馆 南京大学博物馆：预告天霹雳册府千华•南雍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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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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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mp/appmsgalbum?__biz=MzkzNDEwNTENg==&action=getalbum&album_id=&scene=&from_msgid=&from_itemidx=&count=&nolastread=
https/mp.weixin.qq.com/mp/appmsgalbum?__biz=MzkzNDEwNTENg==&action=getalbum&album_id=&scene=&from_msgid=&from_itemidx=&count=&nolastread=
https/mp.weixin.qq.com/mp/appmsgalbum?__biz=MzkzNDEwNTENg==&action=getalbum&album_id=&scene=&from_msgid=&from_itemidx=&count=&nolast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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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ekzu-uWUixzRWJVVrHVqRQ
https://mp.weixin.qq.com/s/iox7RuBY6ijHdT3qvMmQ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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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珍——南京大学藏古籍菁华展 https://mp.weixin.qq.com/s/xkjjt08oQOX0p

ZdC7hgfxA。”

（26）回忆飞逝岁月，浅谈治学体会——朱天俊教授

木木贝：“原创 图书馆学图书馆 拓迪图书馆学图书馆：图书馆人|回忆飞

逝岁月，浅谈治学体会——朱天俊教授 https://mp.weixin.qq.com/s/L_eldTyw

ydtJxp6WcmVqWw。”

1.3你提问，我回答

（1）文化惠民•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创新论坛

低调：“2021 文化惠民·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创新论坛 https://meeting.te

ncent.com/live/10841952870333631553。”

低调：“明天下午 2 点，2021 文化惠民·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创新论坛，线

上直播。14:00 — 15:15 主旨演讲主持人：卜希霆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研究基地主任发言嘉宾：李国新 北京

大学教授、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范 周 中国传媒大

学教授、博导、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贾旭东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

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兰 毅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宇飞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战略发展部部长 15:15 —

17:15 文化惠民对话会对话会一：文化惠民：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主持人：

赵航主旨发言：齐 骥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陈娴颖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张浩如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图书馆馆长向

勇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王 峰 内蒙古蒙新图书连锁有限公司

副经理对话会二：政企共建：激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主持人：赵航主旨发言：刘

京晶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前旗

政府党组副书记（挂职）乔 礼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卢秋平 优和时光（北京）文化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锦山 北京雷速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17:15 — 17:30 论坛闭幕式发言总结（范周、兰毅）暨论坛闭

幕式。”

（2）智能交互式设备购前咨询

萌新馆员：“各位老师好，想请教各位老师大家馆里有引进类似于电子棋桌

或智能书法台这类智能交互式设备吗？”闽农林李：“@信工图萌新馆员 我馆目

前没有。”傲娇的*：“@信工图萌新馆员 这类设备，在中小学更多一些。我之

前和一个智能书法台的销售聊过，相比之下，中小学对于这类设备比较感兴趣，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xkjjt08oQOX0pZdC7hgfxA
https://mp.weixin.qq.com/s/xkjjt08oQOX0pZdC7hgfxA
https://mp.weixin.qq.com/s/L_eldTywydtJxp6WcmVqWw
https://mp.weixin.qq.com/s/L_eldTywydtJxp6WcmVqWw
https://meeting.tencent.com/live/10841952870333631553
https://meeting.tencent.com/live/1084195287033363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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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阶段，因为已经过了基础教育阶段，所以一般的高校都不怎么感兴趣。”

信工图*：“@傲娇的老教授我们也是馆里有计划引进智能交互设备，前期先了解

一下其他馆的引进和使用情况。”广东小*：“感觉文化馆引入这样的设备更适

合。”

（3）如果单买 WOS的 SCI库一般需要多少钱？

秋水：“各位老师，如果单买 WOS 的 SCI 库一般需要多少钱？”图谋：“实

际还有许多变量的，与贵校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及具体购买多少数据（回溯多少

年的数据）密切相关。该资源是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组织采购

的资源，可以参考其方案，但具体价格方案，还需要进一步与科瑞唯安营销人员

进行进一步沟通。”秋水：“刚从 DRAA 上找到了联系方式。”陕科大高：“公

司会根据学校的情况作出价格调整的。”图谋：“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

据库是价格较为昂贵的数据库库。费用由两部分构成：当年数据费和回溯数据费。

首次订购成员馆需购买一定年限的回溯数据。依据四个指标基于不同的权重对中

国大陆高校进行了 7 个分级：学生总数, 权重 10%；教师总数, 权重 10%；博士

学位点数，权重 60%；硕士学位点数，权重 20%。因此，她是一校一价的。高校

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2019 年，共有 340 家高校采购了 SCIE、190 家高校

采购了 SSCI、59 家高校采购了 AHCI。”九院江：“@秋水 可以与销售人员直接

联系。他们会提供方案。每个片区会有一个公司负责人员。你获取的是总监。”

图谋：“按 Draa 给的联系方式联系也是靠谱的，会进一步告知方式方法。”雨

后彩虹：“实际上它也可以单篇买。”秋水：“已经和区域经理取得了联系，图

谋老师说的分档方式很专业谢谢各位老师。”

（4）《大学图书情报学刊》重点栏目“图情大家谈”约稿函

图谋：“上述两篇文字为 2021 年 9 月 16 日圕人堂群公告宣传的‘《大学图

书情报学刊》重点栏目‘图情大家谈’约稿函‘约稿。群文件中分享的为正式出

版前的修回版本，供参考。《大学图书情报学刊》重点栏目‘图情大家谈’约稿

函尊敬的专家：您好！《大学图书情报学刊》重点栏目‘图情大家谈’，专门邀

请业界资深专家学者就本领域某个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文章注重可读性、思

想性和学术性，无需复杂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使用，也无需八股文式结构，语言可

以生动活泼，视思想创新为挚爱。您可以兴之所至，随笔而就，写成电子稿给我

们，也可把您的博文整理发给我们，还可以把您在报告会上的录音稿直接微信给

我们，我们整理好返回您审核。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弘扬真正的学术思想，

且不增加专家学者的负担。稿酬绝对丰厚，即期刊发，如是组稿，按篇另付组稿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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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稿费。来稿字数 1 万-1.5 万/篇为宜。现特约您的大作，恳请惠赐。感谢您

对本刊的支持！刊物地址： https://dxtq.cbpt.cnki.net/《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主编 储节旺信息来源：https://www.meipian9.cn/3shwhnxb?first_share_to=

&first_share_uid=ohbsluFMC0ROfd7XPyahAL1er08I&s_uid=6017294&share_dep

th=3&sharer_id。约稿函全文重新贴一下，图谋算是抛砖引玉。文章聚焦高校图

书馆工作的七个热点话题，包括人员定编、馆员队伍建设、职业能力、用户信息

需求、信息服务边界、信息素养教育和印刷型馆藏，阐述所见所闻所感。《高校

图书馆工作热门话题的观察与思考》（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1（6））这篇文

字通过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全文推送，篇幅有 1 万字，首次推送这么长篇幅的，算

是一次探索。图书馆员是图书馆运作的重要资源，图书馆新业态环境要求图书馆

员职业核心能力随之改变，以应对信息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图书馆的冲击。文章为

中美图书馆员对话录，探讨中美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配置及创新服务。”

图谋：“2021 年 11 月 10 日出版的《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1 年第 6 期电

子刊，已分享至群文件中，欢迎感兴趣的成员关注与利用！”噢亮：“内容值得

学习。”

（5）《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科学数据重用意愿影响因素问卷调查》

西华大陈：“尊敬的各位同仁，您好，我是来自成都市西华大学图书馆的一

名馆员，因课题研究需要，恳请您在方便时花几分钟时间帮忙填一份问卷《社会

科学研究者的科学数据重用意愿影响因素问卷调查》（第一批）。您的支持将是

我继续前行的动力，衷心感谢！！填完可以领一个小红包聊表谢意~~填写问卷方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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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识别下图中的二维码。填写问卷方式二：点击 https://www.wjx.cn/vj/e

b6wkAT.aspx 填写。”

（6）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用户满意度调查问卷

图谋：“@全体成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用户满意度调查问卷 https:

//www.wjx.cn/vm/wEMKV3d.aspx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了解用户对文

献中心的使用感受，特开展此次问卷调查。感谢您的支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

献中心（http://www.ncpssd.org/）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自建的全免费的哲

社类期刊数据库，文献中心期刊数据库提供免费在线阅读和全文下载服务。单位

可以签署机构用户协议，成为机构用户，在机构内，直接使用免费的学术资源，

无需注册和登录。这是数据库的宣传册见群文件：文献中心宣传册.pdf 。如有

疑问，可以咨询群成员社科院图书馆徐宜文(QQ 号：939600025），联系电话：0

10-85195335。重新把 8 月底这个宣传发一下。”社科院徐：“感谢大家的使用

和支持。”

（7）杨新涯，钱国富，唱婷婷，涂佳琪：元宇宙是图书馆的未来吗？

图谋：“杨新涯，钱国富，唱婷婷，涂佳琪．元宇宙是图书馆的未来吗？[J

/OL]．图书馆论坛.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1111

5.1726.006.html 摘 要 元宇宙是在网络空间中，利用 VR、AR、大数据和 5G

等多种数字技术成熟度的提升，构建既 映射于又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

对于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未来发展均具有重要价值。 图书馆行业可以

利用元宇宙的发展机遇，构建起虚拟空间中的全新图书馆和服务体系，同时破解

当前 发展中的一些难题和困境。文章通过文献综述、专利分析研究方法，基于

图书馆信息技术发展实际情况，提出值得探索的未来元宇宙的图书馆虚拟环境、

深度标引的文献大数据、智慧服务等技术探索方向，以及相应的虚拟服务、人工

智能馆员等服务重组的展望。图谋简评：11 月 2 日，圕人堂文摘摘编了储节旺

等《混合现实技术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展望》，圕人堂不少成员惊呼元宇宙来

了。作者本人亦说‘现在元技术或元宇宙开始火了，我没用这个概念，但探讨了

这个问题在图书馆的实现。’杨新涯等《元宇宙是图书馆的未来吗？》，11 月 1

5 日收稿，11 月 16 日网络首发（据悉将于 2021 年第 12 期正式刊发）。暂且不

管元宇宙是否会是图书馆的未来，但是图书馆学领域云元宇宙的小宇宙已经爆发

了！”

（8）柯平：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 抽象、内核与价值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wjx.cn/vj/eb6wkAT.aspx
https://www.wjx.cn/vj/eb6wkAT.aspx
https://www.wjx.cn/vm/wEMKV3d.aspx
https://www.wjx.cn/vm/wEMKV3d.aspx
http://www.ncpssd.org/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11115.1726.006.html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11115.1726.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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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柯平．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 抽象、内核与价值[J/OL]．中国图

书馆学报.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2746.G2.20211106.1052.00

2.html 摘 要 为了回答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是如何形

成的，是怎样的体系，有什么样的价值等问题，本文以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和现代

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为线索，结合相关史料与客观分析，通过‘抽象—内核—

价值’的思辨路线，揭示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之本来面目。本文总结凝炼出中

国图书馆学的主要思想——要素思想、藏用思想、书文化思想、传播思想、分类

思想、导读思想，揭示其思想体系的内核——以图书文献为本，并进一步指出中

国图书馆学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教育、科学价值对当代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图谋简评：柯平先生《中国图书馆学思想

体系：抽象、内核与价值》堪称思辨思维经典之作。时下，图书馆学何去何从，

众说纷纭，举棋不定。柯平先生的总结正当其时，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有正本

清源之功效。”

（9）新书推介：苏文成《高校图书馆读者实体资源检索行为研究》

图谋：“@全体成员 新书推介：苏文成《高校图书馆读者实体资源检索行为

研究》.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2736.html《高校图书馆

读者实体资源检索行为研究》一书是青年学者苏文成先生在 2018 年完成的博士

论文基础上成书的，该书的出版受到江苏大学专著出版基金资助。作者的博士论

文获得了 2019 年度江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荣誉。该书的大部分章节曾在 Li

brary Hi Tech、LIBRI、《大学图书馆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该书构建了学科

交叉视阈下的用户信息检索行为理论框架，可为图书馆环境优化设计提供参考借

鉴。该书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相信将受到业界、学界的欢迎与喜爱。图书

信息：苏文成.高校图书馆读者实体资源检索行为研究[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

社，2020. 。”

1.4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周讯（总第 392期 20211112）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392 期 20211112）H5 电子杂志版：https://fl

book.com.cn/c/hikih56isf 科学网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

46-1312125.html陈玮 整理 王启云 助理目录 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1.1图情

会议、招聘信息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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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该消失的图书馆相关讨论（3） 图书馆都

有什么类型的特色阅读空间呢?（4） 请教图书馆还有保存本书库吗？?（5）

http://www.artlib.cn/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2746.G2.20211106.1052.002.html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2746.G2.20211106.1052.00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2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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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各位一下，TS21/2 这个分类号表示什么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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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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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悼念曹之先生专题 1.5 迟敬义:

我与图书一起经历的那些工作 1.6 最高奖顾诵芬先生的父亲是顾廷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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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李芳馥：激扬书

海，乘风破浪 1.10 最新图情档博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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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读书 关于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的思考数字资源利用

讲座的实践与思考 闲话科研与项目我所知道的曹之先生 2.2 群文件共享 3.

大事记 4.延伸阅读 4.1 《圕人堂周讯》辑录 4.2 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大事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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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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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单位世界艺术鉴赏库 弘雅科技。”

（2）“圕人堂发展经费”收到世界艺术鉴赏库、弘雅科技 2021年赞助款

图谋：“2021 年 11 月 12 日，收到‘圕人堂发展经费’收到世界艺术鉴赏

库、弘雅科技 2021 年赞助 1 万元，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20701.18 元。感谢世界

艺术鉴赏库、弘雅科技多年来对圕人堂的大力支持！”

图谋：“圕人堂从 2014 年 5 月至今，得到过不少成员各种形式的帮助与支

持，其中世界艺术鉴赏库、弘雅科技赞助圕人堂的时间最为长久，该经费对圕人

堂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这些年圕人堂的‘显性输出’是每周五一期

《圕人堂周讯》，如今已连续发布 392 期。这或许是咱们圕人堂成员创造的一个

‘奇迹’，凝聚着许多圕人的智慧与力量。”

（3）圕人堂知识库更新至第 392期

图谋：“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http://lib.nbt.edu.cn/tuan/issue.php。

刚留意到，www 老师已默默地将圕人堂知识库更新至第 392 期。图谋以为，www

老师研制的‘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是基于《圕人堂周讯》研发的特色数据库，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bt.edu.cn/tuan/issu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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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且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欢迎圕人进一步关注与利

用。”pww：“www 老师实干家话少实干助力圕人堂。”图谋：“背后付出很多，

难能可贵。www 老师默默奉献，数年如一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皆是没有报酬的。

此举也是格外稀奇的。图谋由衷敬服！”

图谋：“‘连接’的参考形式是，稍作进一步的信息组织。比如：作者.题

名.链接.简介或导读信息。圕人堂大窗信息，会进一步编辑整理《圕人堂周讯》，

之后会在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公开发布。www 老师研制的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会进

一步进行信息组织，方便检索与利用。”theref*：“请问老师们，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入口怎么进。” 图谋：“圕人堂大窗交流与分享的信息，需要尽可能

地掌握好边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http//lib.nbt.edu.cn

/tuan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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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检索

功能；.提供对话模式和原文模式两种浏览方式；.点击具体某一期《圕人堂周讯》

可以下载 PDF 版全文。每期的《圕人堂周讯》均有上述内容。”

（4）期待《圕人堂周讯》400期及其迎新活动

图谋：“感恩相聚，感谢有您！《圕人堂周讯》400 期与迎新年（2022 年）

相重合。期待届时可以搞搞庆祝活动，活跃氛围。”

图谋：“圕人堂百人百诗迎新年——‘有缘相会圕人堂’合辑.http://blo

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2017 年 12 月 24 日，圕人堂欢迎

群成员以‘有缘相会圕人堂’开头作一首诗，迎接 2018 年的到来。2017 年 12

月 30 日 10:25 完成 100 首。圕人堂百人百诗迎新年’已成为圕人堂的美好记忆

之一。” 图谋：“图谋初步想了一个选题——圕人堂故事汇。欢迎成员分享

关于圕人或圕主题的故事，成员与圕人堂的故事也可以。‘圕人堂服务体系‘予

以宣传推广。”明月松*：“疫情过去，举办一届圕人堂大会，到时候报网名，

天王盖地虎。”图谋：“圕人堂经过 8 年的努力，发展成为当前的‘圕人堂服务

体系’（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0758.html），圕人堂服

务体系为一体两翼，以圕人堂 QQ 群为体，以‘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及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为两翼。‘一体两翼’的载体是《圕人堂周讯》。‘圕人

堂服务体系’是凝聚圕人智慧与力量的长期探索与实践，其形成的系列服务成果，

是开放共享的，圕人堂群内外圕人均可以免费利用。期待更多圕人关注与利用，

并切实受益。”

（5）中国知网全文中出现“圕人堂”的文献辑录

诲人不*：“www 老师基于圕人堂数据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图书馆学研究 2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bt.edu.cn/tuan
http/lib.nbt.edu.cn/tua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0914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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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年 18 期。”图谋：“胡明玲,王建涛.新时代图书馆职业共同体概念及维系

实证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1(18):26-30+101.摘要：基于共同体理论和内涵

演变提出了新时代图书馆职业共同体概念,将图书馆职业共同体分为实体和虚拟

两个类型;然后从现代意义共同体赖以生成的三个基本要素——共同目标、身份

认同和归属感三个方面,以基于社交平台进行图书馆职业交流的"圕人堂"QQ 群

为研究对象,论证图书馆职业共同体形成要素。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开发专门程序

提取"圕人堂"QQ 群的数据,采用"基于词表的自动标引技术"进行关键词标引,统

计分析"圕人堂"QQ 群的交流内容,研究职业共同体网络交流行为特点。研究表明,

职业交流是共同体维系和保持活力的关键因素。 （全文见群文件。）。”谢谢

诲人不倦老师提供的信息！。”

图谋：“中国知网全文中出现‘圕人堂’的文献辑录 http://blog.science

net.cn/blog-213646-1258092.html。当前中国知网中显示的全文中出现‘圕人

堂’的期刊文献有 41 篇。圕人堂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舞台，还可以是公开实

验室。期待得到进一步的关注与利用。”雨后彩*：“加油！再接再厉！。”

（6）圕人堂的线下交流

图谋：“关于网友线下聚会，确实是比较美妙的事情，需要热心成员去组织

推动。圕人堂建群以来，有过一些线下聚会的，图谋出门较少，也算参加过一些。

比较高调的一次亮相，是在第 12 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暨 Lib2.15 会议

期间。图谋曾写了篇博文做了记叙，见：圕人堂首次亮相学术会议.http://blo

g.sciencenet.cn/blog-213646-904640.html2015/7/11 星期六 下午 4:46:00

图谋自认为是图书馆 2.0 的受惠者之一，因了图书馆 2.0，更加坚定地‘爱上’

图书馆这一行。圕人堂或许可以算是图书馆 2.0 精神的延伸。 2015 年 7 月 5

日至 2015 年 7 月 9 日，图谋参加了第 12 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暨 Lib2.

15 会议（http://adls2015.xmulib.org/），该会议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

分会、中国图书馆学会数字图书馆分会、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大学图书馆学报》

编辑部、厦门大学图书馆共同主办，学界专家与技术馆员 100 余人参会。提交的

案例为《圕人堂的梦想与实践》。会前制作了易拉宝及宣传彩页。会中，在 7

月 6 日的‘案例介绍’、‘创意市集’、‘馆员聚会’及 7 月 8 日的自由环节对

圕人堂进行了宣传推广。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有 47 名成员加群，估计有近 40

名是会议代表。近期，可能还会有更多新成员加入。圕人堂这次亮相实际是得到

了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刘炜先生（Keven）的大力支持。”“2015 年 7 月，圕人堂

已运行了一年多时间。依据《圕人堂周讯（总第 61 期 20150710）》大事记记录：

‘（1）7 月 5 日-7 月 8 日，图谋参加第 12 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暨 Lib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809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58092.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0464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04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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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会议，会议期间汇报了《圕人堂的梦想与实践》。此次会议，圕人堂有 4

0 名左右成员（包括厦门大学图书馆成员）参会，圕人堂成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

线下聚会。会议期间，有 47 名新成员加入圕人堂 QQ 群，其中大多数会参会代表。

（2） 2015 年 7 月 10 日 14:00，群成员达 1221 人（活跃成员 364 人，占 29.8%），

本群容量为 2000 人。’。”“另外爆个料，图谋与 www 老师是在这次会议上相

聚相识的，后来的‘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或许可以说是此次会议打下的基础。

假如那次聚会算是圕人堂成员的首次线下聚会，那次参加聚会的成员为群成员总

数的 3.4%。（注：2015 年 7 月 2 日 14:00，群成员达 1174 人）。”

（7）共同维护圕人堂的安全及其他

图谋：“圕人堂等级及星级均是正常的，近期有人反应无法通过搜索找到本

群。可能属于 QQ 群服务故障。建议尝试已是群成员者邀请方式加群。如有知道

如何解决该故障者，请赐教。谢谢！”碧海潮生：“群二维码分享 QQ 好友。”

图谋：“这是圕人堂群二维码。当前群成员人，目前群状态(群等级及群星级)

正常，但无法通过 QQ 号及群名称搜索到本群。有可能是群成员数接近饱和所致，

特采取移除个月以上无发言记录者名。凡被移除若仍需要本群，欢迎重新加群（加

群申请中请提供圕主题信息，与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相关即可）。敬请理解与支持！”

图谋：“@全体成员当前群成员人，目前群状态(群等级及群星级)正常，但

无法通过 QQ 号及群名称搜索到本群。有可能是群成员数接近饱和所致，特采取

移除个月以上无发言记录者名。凡被移除若仍需要本群，欢迎重新加群（加群申

请中请提供圕主题信息，与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相关即可）。敬请理解与支持！”

东周列国：“支持。”图谋：“移除长时间无发言记录的成员，仍无法搜索到本

群（通过群名称或群号：），有可能是曾出现违禁信息被屏蔽。”梧桐：“试了

下，真搜不到。”图谋：“从昨天开始有人反映搜索不到本群。执行移除操作主

要是为了让群‘保鲜’，维持一定活跃度。有的长期未在本群发言的 QQ，实际

上该 QQ 已经弃用了。”瓦伦蒂娜：“收到，争取多发言，少灌水。”图谋：“图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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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从昨天开始排查故障所在，目前还未弄清楚是什么原因。QQ 时不时会出现‘莫

名奇妙’的故障。比如，通过 QQ 邮箱推送《圕人堂周讯》，群发功能好长时间

不能用，恢复了几周，最近又不能用了。”随风微：“支持。”图谋：“圕人堂

自年月日建群以来，一直在努力为圕人提供资源与服务。受到诸多制约，若干方

面尚不尽人意，不当不周之处，敬请海涵！”

图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当前网络社群的生存与发展是非常不容

易的。涉及到具体的产品与服务，最好是‘知名不具’，尤其是负面信息，在圕

人堂大窗，不可以‘直言不讳’。否则，相关方面会找上门来。若干信息的交流

与分享，如何‘恰到好处’？也是很难把握的。比如近期关于会议 PPT 分享的讨

论。相关方面不分享 PPT 确实是另有原因的，而且原因是有多个方面的。我们当

前的氛围，对知识产权、作者权益等的意识是非常欠缺的。有的人会将获取的 P

PT 滥用，比如分享至网上，甚至篡改信息；有的人会抓住 PPT 中的缺陷或不足

之处，大作文章，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会议报告通常是针对特定受众（比如针对

参会对象），进一步拓宽并不见得适用；会议报告中分享的内容，作者尚未正式

发表或者打算发表，假如有人抢先，对报告人是非常不利的（比如‘文字复制比’

问题）……如此等等。抢先发表这类事情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图书馆学博士生论

坛中的论文，从录用到发表的时间周期长短不一，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有的人

可以做到不足半月就网络首发出来。再如，之前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有设‘圕人从

业抒怀‘栏目，选刊成员作品，从年开始基本被迫停掉了，因为一段时期审核非

常严格，无法通过平台的审核无法发布出来，包括图谋自身撰写的内容，也同样

存在无论怎么改也无法通过审核的情况。近两年，圕人堂群曾多次出现群等级降

级的情况，背后图谋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交涉。群等级降级、群星级降级，都

表示‘有问题’。当前无法搜索到本群，也表示存在问题，但究竟是什么问题，

图谋探索了两天，尚未解决。圕人堂服务体系简介.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html 圕人堂服务体系为一体两翼，以圕人堂 QQ 群为体，以‘科学网图

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及‘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为两翼。‘一体两翼’的载体是《圕

人堂周讯》。圕人堂周讯（总第期）H 电子杂志版：https//flbook.com.cn/c/h

ikihisf。刚留意了一下，当前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为 4907。近个月，圕

人堂微信公众号，关注者较多。”“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中的内容，大多是在科学

网圕人堂专题（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do=blo

g&classid=&view=me&from=space）首发。圕人堂这么些年，可以说是从建群至

今是借助或依托科学网平台的。”持之以恒：“辛苦了。”Ellenc*：“辛苦了。”

图谋：“@学图-（现时分享）刚查看了，圕人堂的设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之前

通过‘圕人堂’或群号‘’搜索，均是妥妥的第一条。从昨天（月日）开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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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反映搜索不到，当时感觉很诧异。实际测试，发现确实是无法搜到。随后，

进行了进一步学习与排查。有一种说法是，群成员数接近满员时会出现搜不到的

状况，晚上进行了移除操作，看看明天是否可以恢复。”学图-*：“辛苦群主了。

谢谢图谋老师！”图谋：“自年开始，QQ 群管理与服务的压力确实是愈来愈大，

作为‘群主’若干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经还有成员有误会，以为图谋小

题大作或同自己过不去或不对付，实际上并非如此。圕人堂的所有‘图谋’，实

际是非常简单，非常纯粹的——图谋，为图书馆学情报学谋，为图书情报事业谋。

这么些年，既为图财，亦未牟利，是想方设法借助圕力量为圕人提供智慧与服务。”

学图-*：“@图谋图谋老师，不用太有压力。我刚才试了下，我的这个读者群也

搜不到。我这个群基本没人说话的。只有需要我的服务的时候才有读者发言。”

图谋：“对于圕人堂，图谋的角色实际只是众多搭台者之一，圕人堂凝聚着许多

圕人志愿者的心血。@学图-（现时分享）谢谢您提供的信息，有可能只是 QQ 群

本身的服务故障。QQ 群有不少功能，圕人堂这些年使用过一些，好些是有缺陷

的。”学图-*：“我在本群学到了很多，这学期还试着向您们那样投票选择征订

期刊。”

图谋：“刚测试了一下，今天仍然无法通过群查找搜索到本群。”biochem：

“可能系统不认识圕这个字。”图谋：“成员邀请圕人加群，可以使用：加群申

请需要提供圕主题信息（与图书馆、图书馆学相关即可）。”图谋：“一直是认

识的。当前检索圕人堂，第一条是圕人堂管理员团队工作群（年月至前几天均是

本群）。前边那个截图，左侧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右侧为圕人堂 QQ

群的二维码。圕人堂的加群方式一直是比较开放的。”张芸：“有缘人总能找到

的欢迎大家多多发言，有需要的同事，或者朋友，也可以邀请加入，邀请时告知

一下群加入的规则：加群申请需要提供圕主题信息（与图书馆、图书馆学相关即

可）。”

图谋：“高校图书馆工作热门话题的观察与思考.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html 文章聚焦高校图书馆工作的七个热点话题，包括人员定编、馆

员队伍建设、职业能力、用户信息需求、信息服务边界、信息素养教育和印刷型

馆藏，阐述所见所闻所感。中美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配置及创新服务对话录.ht

tp//blog.sciencenet.cn/blog--.html 图书馆员是图书馆运作的重要资源，图

书馆新业态环境要求图书馆员职业核心能力随之改变，以应对信息环境和社会环

境对图书馆的冲击。文章为中美图书馆员对话录，探讨中美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

配置及创新服务。上述两篇文字，之前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推送过，科学网圕人堂

专题亦予以发布。二者的受众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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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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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片由水中月提供

老田：“图情招聘：定了！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日程（含直播地址）h

ttps://mp.weixin.qq.com/s/7csf4XiOm2CtQk98-DefJA。”

雨后彩虹：“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

士生论坛’线上参会略记 https://mp.weixin.qq.com/s/71VuT9MWsQ4MUeYEJrz3

JA。”

图谋：“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日程（含直播地址）.https://mp.weixi

n.qq.com/s/7csf4XiOm2CtQk98-DefJA 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学术论坛将

于 2021 年 11 月 13-14 日举行。最新的会议日程和各分会场直播地址见全文。”

图谋：“@全体成员 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学术论坛于 2021 年 11

月 13-14 日举行。今日上午日程安排。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会议手册.

http://sim.whu.edu.cn/info/1073/11492.htm。感兴趣的成员可以进一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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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叩天：“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开幕式及主旨报告会议 ID：99

1 776 890 会议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dm/CSAyvvBJaKOp 会议直

播：https://meeting.tencent.com/l/jAR17zOG9adb。”图谋：“期待这次盛会

的胜利召开。马上就要开始了。谁有空，请帮‘转播’，谢谢！今天上午圕人堂

群建议以转播‘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开幕式及主旨报告会议’为主。

‘新世纪的信息分析变革与发展‘会议发相关链接，方便刚兴趣的成员关注就好。

‘混播‘会大大降低传播效果。感谢理解与支持！。当前腾讯会议室已 313 人参

会。马上进入主旨报告环节。索传军教授《图书馆学发展的思考》。根据开场报

告提示信息，关注索传军教授的微信公众号（Lis Daily），输入：20211113，

可以获取报告全文。据悉，目前线上参会有 500 多人。其中有不少是圕人堂群成

员。”biochem：“@图谋 不知从哪里输入。”图谋：“输入消息的地方吧。估

计会滞后一点。这会索教授正在开会中。”韩红：“关注后，左下角。”bioch

em：“看到了。”韩*：“生存空间被挤压，图书馆向何处去？这是我们图书馆

人关心的问题。”雨后*：“不知道有回放没有？”图谋：“推动图书馆专业化

发展倡议书.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85880.html 北京大

学信息管理系中国图书馆馆长高级论坛 2021/4/1 星期四。”图谋：“刚才跳出

一条消息，索传军教授的报告已提供获取。欢迎大家关注‘LIS Daily 每日图情’，

后台回复‘20211113’获取索传军老师报告 PPT（PPT 已上线）。杨思洛教授在

‘聊天’中回复的信息：会议我们会录频，在征得同意后，会公开回放。圕人堂

的‘转播’意在助力专业会议高质量的信息的宣传与推广。20211113‘图书馆学

发展的思考’.https://mp.weixin.qq.com/s/JXnfazFoSWnhwkUojAvFMw 索传军

教授《图书馆学发展的思考》报告 PPT。后续的报告，期待方便的成员‘接力’

转播。图谋有事需要离开。上午的报告结束。结束时还有 380 余人在线。更详细

的日程安排参见：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日程（含直播地址）.https://mp.w

eixin.qq.com/s/7csf4XiOm2CtQk98-DefJA。郑州大学王平教授点评中。这个专

场目前 125 人网络参会。会议质量很高，建议感兴趣的成员关注。据图谋观察，

圕人堂成员参会的人数是比较多的。下一阶段的各分会场是 15:30 开始，16:45

结束。图谋选择了这一场，网络参会者在陆续加入。当前有 40 名。博士生汇报

论文内容，汇报结束后，两位点评专家点评。很好的会议形式。其他 3 个分会场

亦介绍一下。每篇论文 15 分钟（含专家点评时间），每场 5 篇论文。图书馆史

专场，目前 71 人参会。当前图书馆史专场 93 名成员参会。邹金汇博士后汇报中。

这个分会场目前 108 人网络参会。”水中月：“@图谋 我也在听这个专题的报

告。水中月：“好几个分会场同时进行，只能选择其一。听了这个就错过其他的

了。”图谋：“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水中月：“要是都能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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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就更好了。”图谋：“博士们汇报的内容，估计一定比例会在期刊中发表。”

水中月：“他们汇报的内容，基本都是热点。”图谋：“今天的信息量挺大，感

谢参与会议及分享信息的所有成员！”

图谋：“听了一天‘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报告，我想用摘录程

结晶等《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图情档教育与学科发展高

端论坛（2021）综述》（情报理论与实践，网络首发）的几句话，分享自身的听

会感受。（1）‘新时期，在外部大环境与内部动力的双重驱动下，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教育逐渐出现融学科与跨学科的发展趋势，尤其是二级学科表现出强烈

的相互学习特征，出现一体化趋势。’（2）‘面对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图书

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教育要紧跟时代步伐，学科教育体系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而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则在于学科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时代变革，在职场中是否

具有、有客观的职业竞争力。图情档学科教育要立足于社会需求，明确学科核心

价值，适应新技术潮流，面向更加广阔的职业场景。’（3）‘新文科建设时代，

设有图清档学科点的高校更应齐心协力、互帮互助，‘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

合力刻画图情档学科教育宏伟蓝图、共创图情档学科教育的美好图景，不断推进

图情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相统一。’（4）‘未来图情档学科建设

方案与教育培养模式该如何重塑、融合、创新、交叉学科与实施尚在讨论之中，

依然是任重而道远。’具体到图书馆学这个二级学科，相关的理论探讨有不少，

但需要进一步形成共识，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促成学界、业界、教育界风雨同

舟、携手并进，循序渐进。圕人堂服务体系算是在有意识的做点推动工作。今天

报告的一个‘彩蛋‘是发现了索传军教授团队的‘LIS Daily 每日图情’微信公

众号，欢迎感兴趣的成员进一步关注。”长恩：“上午博士生论坛索传军教授主

旨报告的 PPT。”图谋：“@全体成员 今日上午，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将于

8:30 开始，10:40 闭幕。8:30-9:45 为分会场时段（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公共文

化服务、科学数据管理、数字人文），4 场同步进行论文交流，10:10-10:40 为

闭幕式。为方便感兴趣的成员关注与参与，日程安排如下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

坛 8:30-9:45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腾讯会议号：899465391 公共文化服务 腾讯会

议号：473211477 科学数据管理 腾讯会议号：357228175 数字人文 腾讯会议号：

50115492810:10-10:40 闭幕式 腾讯会议号：566368766。图谋刚登陆这个会场，

发现已有好几位成员在群中。6 位发言者，每位 10 分钟，集中点评。请水中月

老师转播，谢谢！”水中月：“一会儿 9 点半外出，就不能转播了。”图谋：“欢

迎其它成员接力。”水中月：“其他分会场的，请王老师安排人转播哈。”“全

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 8:30-9:45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腾讯会议号：899465391

公共文化服务 腾讯会议号：473211477 科学数据管理 腾讯会议号：35722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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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 腾讯会议号：50115492810:10-10:40 闭幕式 腾讯会议号：56636876

6。”图谋：“高质量发展会场，目前 96 人参与。建议群中图情专业在读硕博士

关注与参与。”书小弟：“李博士。”图谋：“李博士毕业后入职厦门大学图书

馆，已成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员。”书小弟：“是的。吴建华教授的高徒，曾在芬

兰图尔库大学联合培养一年。”水中月：“今天就转播到此吧，我要外出了。请

其他老师接力转播。”图谋：“当前田丽点评。”水中月：“如有打扰，请各位

老师谅解哈。”图谋：“感谢水中月老师提供的服务！。”书小弟：“研究思路

和研究设计很值得我们馆员去学习，严谨的论文写作。”图谋：“10:10-10:40

闭幕式 腾讯会议号：566368766。当前是吴志强老师点评。这个会场，结束时 1

10 人在线。闭幕式会场貌似还未准备好。闭幕式会议直播：https://meeting.t

encent.com/live/6079256652312296025。杨思洛教授主持闭幕式。当前 142 人

在线参会。”本次论坛闭幕。会议内容，主办方已录频， 在征得同意后，会公

开回放。”雨后彩虹：“@图谋 如果开放了，请通知一下，谢谢。”图谋：“据

悉，会议专家报告在征求许可。会议回放正整理，后续可能会在图情会等公众号

公布。”

图谋：“群中转播内容，需要尊重作者及主办方权益，敬请合理使用。”

图谋：“图情会：特别报道 | （孙建军教授）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

论坛专家致辞视频回放 https://mp.weixin.qq.com/s/Dfnw-9Mw7u7eMdQBbemC7

w。”

图谋：“原创 欣然读书 欣然来读书：周末听会：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

士生论坛 https://mp.weixin.qq.com/s/ybpLr0xQEdPs5aSglFljMw。”

雨过天晴：“图情会：特别报道 | （索传军教授）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

士生论坛主旨报告视频回放 https://mp.weixin.qq.com/s/WsDjf5c7fyV4xVPqm

0HD5Q。特别报道 | （曾建勋研究馆员）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主旨报

告视频回放+PPT。https://mp.weixin.qq.com/s/oMHNKecntaIu6cjKKB0hPQ。特

别报道 | （张靖教授）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主旨报告视频回放 http

s://mp.weixin.qq.com/s/URVLlquIeMHFV9pT_YpC0Q。特别报道 |（李月琳教授）

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主旨报告视频回放 https://mp.weixin.qq.com

/s/0xFUrV5jvTS8FHa4MnvpMQ。特别报道 | （李玉海教授）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

博士生论坛主旨报告视频回放+PPT。https://mp.weixin.qq.com/s/oOZy2i7llh

0bpq68NXYXvQ。特别报道 | （吴丹教授）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主旨

报告视频回放 https://mp.weixin.qq.com/s/JwT6-yOMdxUKo4L2hdPnsA。”

1.6课题立项资助经费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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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公共图书馆小范提供

苍海*：“资料费资料费数据采集费会费议/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设备

费（含耗材）印刷出版费。@biochem 资助经费是 6000 元，这 6000 元具体要如

何分配到这 6 项，这 6 项中，其中哪些项难以报账的，哪些项容易报账的？。”

biochem：“项目不同，具体的开支也不相同，还是按实际情况做预算吧。会议

费是指主办会议的费用，6000 元全部用作会议费也不够。资料费和印刷出版费

最好报销吧，有发票、有论文等，报销不成问题。设备费的话要看是否需要招标

或询价。手续合法、材料完整，报销也没问题。我们买设备和耗材均要验收，设

备要办理入库手续。”公共*：“@biochem 教授，我刚做过一个课题，有得经费。

金额不多不走招标，因为这个金额招标公司不做。这几年都用网超。”biochem：

“学术会议多如牛毛，花不了的钱，走差旅费。”公共*：“@biochem 是，要提

供验收单。我们领导要求我们做课题提供实物，否则他不签发票。”biochem：

“买了设备和耗材，验收时要看实物才能签字的。”公共*：“@biochem 是。”

苍海笑*：“@公共图书馆小范 唉，问题是我的这个课题与乡村振兴有关，我写

的就是我以前住的村，哈哈，但只要差旅费来回 100 多，唉，烦，没有得到项目

烦得到了也烦。”苍海笑*：“6000，开一次会都不够呀，会议费要开会的----

--我同事老公也得到这个项目资助了，我让她问她老公，她老公这么说，但这个

会议费没有发票的吧。”biochem：“会议注册费。会务费。文件都有说明。会

议注册费或会务费的话，会议通知里都会明确说明，有些会议免收。2006 年去

天津开会，住宿费都不用我们出，有公司赞助。自己只需出往返路费。”公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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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2018 年参加中图天津分会场年会。全靠单位支持，从我们这到天津飞

机票从公务网买，都 2000 多了。”biochem：“@苍海笑 举办几个全国会议、多

出几本书，多发几篇论文，课题组组团多参加几次学术会议，也就差不多了。”

公共图*：“到天津，天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安排的特别好。遇到很多好人。回

程路上顺便在海河坐船，不懂得，那里的保安特别热情到现在心里还是热热的。”

图穷：“@苍海笑 本月 24-27 有个在线会议，需要 600 块，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办的，原本线下会 1800，改为线上了 600，可我囊中羞涩。”公共图*：“线上

可以报销。只要有发票。”图穷：“@苍海笑 大牛可以代你花钱么？600 块有发

票——图书情报杂志社的学术会议一直都有发票。”图穷：“例如初景利教授著

的那本专业型图书馆。花钱太容易了。还有发文的版面费。”公共图*：“我们

这里省图一年一度的论文评奖也是没有奖金。”图穷：“谢欢 谢天的翻译的那

本《美国公共图书馆史》，也可以买来放在书橱里‘装点阅读’门面。”雨过天

*：“省吃俭用留了 3500，计划下半年用，现在的情况，什么会议都取消了。这

个月底，省内的一个会居然也取消了。唉！辛辛苦苦攒点差旅费，就这样眼看着

要花不出去，被收回了。”图穷：“我们这是省级图情期刊，补贴 800 每篇（不

需要发票），例如《图书馆杂志》《图书馆论坛》《图书馆学研究》《情报探索》

《新世纪图书馆》《图书馆研究》《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河南图书馆》《图书馆学刊》《图书馆建设》《图书与情报》《图书情报》《图

书馆理论与实践》《河北科技图苑》《晋图学刊》《图书情报导刊》《山东图书

馆学刊》《四川图书馆学报》……。”公共图*：“我与领导说好了，剩余经费给

领导用，我要的不能从项目里支出的，走其他账目。”图穷：“@雨过天晴 @雨

过天晴 图情工作杂志社那个会可以帮你花掉 600。”明月松*：“以前觉得有没

有项目无所谓，投不要版面费的期刊就行了。现在觉得项目很重要的，可以多买

点书、出去开会啥的。”雨过天*：“没有项目经费，自己花钱买书什么的倒无

所谓，想出去开会学习一下领导不让去，自费去还计事假，看别人脸色太难受了。

16 年以后，奋力报项目，就是为了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参加就参加自己感兴趣的

会议。”明月松*：“线下的会议我只参加过一次，还是因为工作去的地方小会，

想去中图年会瞄一眼。”公共图*：“@明月松间照 我们单位是中图会议得奖才

让去的。”明月松*：“@公共图书馆小范 我们普通馆员也是得奖才可以去，论

文获过奖，因为 yi 清也没去。”图穷：“但是我很感激很多线下改为线上的会，

可以免费听会，晚上可以继续带娃。对于没经费的人，是好事。”公共图*：“@

雨过天晴 跨校会议要联合发文。举办会议特别是拜教授说的全国会议要有相关

单位的文件盖章的，不是我们自己说开会就开会，中型会议室租金，我们这里四

星级的一天需要的费用 1500 以上不止。我们这里曾经申请过一些大会议，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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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像申办奥运走流程，有竞争，但是主办单位有拨款。”biochem：“举办会

议也不容易。”公共图*：“比如，某某课题申报单位是某某图书馆，以这个馆

以上的单位名义发文开会，人家来开会报销才有文件依据，你的会议室租金发票

才有依据。”麦子：“@苍海笑 这个实在很麻烦，不知为何不定一个最低的标准，

起码让人吃顿饭。”公共图*：“@麦子 会议有文件标准的。”麦子：“比如，

你们昨天说这个编书的问题，我觉得双方都有道理。另外，我说的一些东西，虽

然没有人和我争，但未必对我说的没意见。比如，我可以说我的学校的报销的一

些细节。”

1.7悼念古籍版本学家曹之先生

图谋：“悼念古籍版本学家曹之先生专辑(续)7 宋登汉 ‖ 其实不一样的导

师——怀念曹之先生.https://mp.weixin.qq.com/s/TR42tpKZnPdJWj0ckeERLw

曹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勤奋刻苦、成就非凡，很多人肯定都说得很多了，我也就

不用再在这方面加强印象，就谈谈自己感觉跟预想不一样的曹先生。8 霍艳芳 ‖

和光同尘成永恒 唯有奋进报师恩：追忆导师曹之老师.https://mp.weixin.qq.

com/s/UmC_PmhVxhjx-FXhl45fwA 曹老师总是说人生很短暂，要日有所获，相信

他去了天国之后没了病痛的折磨，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读书、治学、锻炼身

体。愿老师安息！！！9 陈矩弘 ‖ 我记忆中的导师.https://mp.weixin.qq.co

m/s/Jq7f-4n-htcninGwWcYnLA 惊闻业师仙逝，内心无比悲戚和沉痛。曹之先生

是我读博时的授业恩师，也是指导我走向学术之路的重要引路人。珞珈三年，能

得到恩师的悉心指导，不仅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更是前世修来的福报。10 谌三

元 ‖ 悼恩师曹之先生.https://mp.weixin.qq.com/s/C2pR677LkoRHvdGXYxmQBw

先生嘱咐后事从简，同门师兄弟纷纷撰文追思怀念，情真意切，溢于言表。本来

觉得自己没什么好写的，先生专精学术、成果斐然、洁身自好、平易近人的特点，

师兄弟们记得非常详实，我在专业上没有进入先生门槛，自以为是志向不同。看

到同门的忆师文章，沉思间似乎悟到了什么，觉得自己也有必要写点东西来追忆

我尊敬的导师。悼念古籍版本学家曹之先生专辑.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1310990.html。”古饶：“大学时学习的版本学教材就是曹老师的

《中国古籍版本学》；悼念古籍版本学家曹之先生！！！”图谋：“‘曹门‘撰

写的悼念文字，专辑中进行了汇集，‘曹门立雪’微信公众号后续发布的内容放

在评论区。原因是正文中的内容发布 48 小时之后，不支持修改。”

图谋：“11 李明杰 ‖ 名山事业 名士风骨——记我的导师曹之先生.https:

//mp.weixin.qq.com/s/yPgV7kRUkdEjGtuco4OU4A 暑往寒来，珞珈山上已是层林

尽染，枯黄的树叶落了一地。但放眼望去，在一片褐红和金黄的斑斓色彩中已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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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点点嫩绿，那是有的枝头发出的新芽，在寒风中翘首期盼早春的讯息。曹师虽

已远行，但先生的精神将不朽于他的名山伟业，先生的学术将代有人继，先生的

流风余韵将泽被后世，如缕不绝。12 彭江岸 || 念恩师曹之先生.https://mp.

weixin.qq.com/s/nNTsNcCw408WzZzCvBXHvQ 今天是立冬，距曹老师驾鹤西去已

一周时间。从知悉曹老师故去的消息到如今，我始终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

脑海中始终回忆着与曹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悲痛之情，言辞不能表达。”

图谋：“ 曹师 1964 年初上珞珈，未经两年就遭逢‘史无前例’，从此再无

片刻宁日。大学仓皇毕业后，颠沛流离于湖北随县、孝感、宜城等地，为避文字

狱，将仅有的一箱书籍也烧了。特别是在宜城的十年，遭人构诬，几陷死地。直

到文革结束后，1979 年考上武大研究生（图 3），35 岁的曹师才重上珞珈，师

从廖延唐先生，这才获得新生，遂将原名‘曹直’改为‘曹之’，寓意人生道路

之曲折。这段经历先生在后来的《〈泊如斋藏书目录〉自序》（《图书馆论坛》

2005 年第 6 期）里有详细记载。（摘自：李明杰 ‖ 名山事业 名士风骨——记

我的导师曹之先生.https://mp.weixin.qq.com/s/yPgV7kRUkdEjGtuco4OU4A）群

文件中分享：曹之.《泊如斋藏书目录》自序[J].图书馆论坛,2005(06):347-34

8.”

1.8麦子谈论文写作

Just F*：“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话语权和提高图书馆社会地位来刷自

己未来的存在只能是弱者的表现。@邱葵 老师这话真是霸气。”麦子：“@Just

For Fun 怎么想到这句？”Just F*：“写论文的时候看到的。有想法的论文看

着还是很舒服啊。”麦子：“呵呵。所以我只能在一定状态下写论文，没有感想

和想写的东西的时候是不写了。我估计我以后再也不会写论文了。说到写论文，

国内作者看国外文献时，因为背景不同，对很多东西的解读会很不一样，而且会

造成错误。另外，每个国家的情况也是不同，美国的情况和其他地方不同。比如，

如果有一个倡议，在国际、本国、本校都有。就国内作者看，这国际的一定是最

重要的，因为司令，军长比连长大得多。在美国，这本校是最重要的，因为国际

和本国是管不了我的，但这当地的东西就不一样，有实际的约束性。”“以前说

过很多次：如果有心，群里的讨论可以写很多文章。其实我自己的一些文章都是

在群里的讨论得到的灵感。但一般人觉得写文章就是要高大上，于是写的文章都

是空中楼阁，难写难读。”theref*：“麦子老师说的很对，我最近觉得自己错

过了很多很多，要慢慢地捡起来。”

1.9图书馆学是不是关于图书馆的学科？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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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原创 李丹 thiskidme/图书馆学是不是关于图书馆的学科？h

ttps://mp.weixin.qq.com/s/lqRCG0V6pxLUm_cI-SegJw。”

麦子：“正方以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为代表，认为离开图书馆谈图书馆学都是‘胡

扯’，并特别对图书馆学科的 iSchool 潮流表示‘鄙视’；反方以南开大学于良

芝教授为代表，认为将图书馆学的范畴限定为‘关于图书馆的学科’，无论从学

科的历史萌芽，还是从其现实应用，都不符合实际。在正反两方面之间，当然也

存在比较温和中立的观点，如同为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的张靖女士就认

为，应当在坚守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之间密切联系的同时，积极向外寻求创新、

拓展与融合发展。我支持正方观点。离开了这个，就到了学院派的信息学，然后

就是往外拓宽，拓宽到了后来，也比不上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到后来图书馆学都

保不住了。”雨过天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麦子：“当然，不管怎么折腾，

这图书馆学还是不保，但就是死，也算死了一个全尸，否则死了一个四不像的怪

物。”诲人不倦：“所以，三位学者的观点并不相悖，二是代表了不同的阶段，

过去——将来——现在。”雨过天晴：“是的。”宋*：“@雨过天晴 图书馆学

是关于图书馆的学科，离开了图书馆，图书馆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雨

过天晴：“@宋* 大江大河不管流多远，源头不会变；参天大树不管长多高，它

的根不会移。”广东小*：“很佩服程焕文老师的，一直扛着图书馆学的旗帜，

在中大坚守图书馆学阵地。”麦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挂着羊皮的狼是羊还

是狼？羊死了也就算了，但把吃了羊的狼说成是羊的后代，那也太扯了吧。”h

anna：“‘我觉得美国图书馆基本没有中国图书馆意义上的创新，只是长期的经

验积累和利用成熟的技术（特别强调一下：不是最新的技术）来不断改善图书馆

的各种作业和服务。’就应该这样。图书馆没有时间上的积累和沉淀就不是图书

馆了。我们就是太激进，早在快二十年前就把编目外包，现在看来完全是掘了自

己的根了。还有流阅大通铺、密集书库等等。现在的图书馆也就是因为可以让学

生自习还有个假模假式的壳子罢了。”雨过天晴：“脱离图书馆工作实际，疯狂

刷热门，玩概念，真的好吗？”图漾：“@麦子 我支持反方。随着时代的发展，

一个词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变化。老词不影响其新内涵。正如数学已经不只是研

究数字了，马路上已经不跑马了，火车不烧火了，计算机不仅仅做计算了……图

书馆学还跟实体图书馆捆绑就太狭隘了。”雨过天晴：“这个问题，我中立，偏

正方。”boner：“我还是支持正方，我一直觉得大部分图书馆的基础业务都没

有做好，整天空想，不过这样出名确实快。”道无言：“冯友兰：读书，就是要

过河拆桥 https://mp.weixin.qq.com/s/sD94OrCckWjAgTweCfabxA。”麦子：

“@boner 说到了点子上。不能因为基本的东西做不好，或者做不好，就干脆不

做了。当然，这也没有问题，反正在没有点穿之前，也没人知道做好和最对是什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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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不过，还是求大家放过图书馆学，起码让人留一个美好纯洁的念想。”b

oner：“@麦子倒不是做不好，基本的东西做好其实要花很大力气，且被上级理

解为 是理所当然的，且对提高名气没有用；而新技术，短平快，花点钱，配上

个新词汇，很容易名声鹊起，比较符合当下环境和社会要求。所以我一直对战战

兢兢做好基础业务的馆心怀敬意，他们才是图书馆的表率和未来。”麦子：“我

没有实例，但谁把这话题想一下：看看创新的实际结果和图书馆实际业务的丧失

深挖一下，是很有意思的。”天天：“辩证的看吧，比如博物馆和图书馆的人流

量不可同日而语，但社会影响力却与人流量成了反比。图书馆界不整新名词，跟

新技术使劲靠，上面拨不下来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boner：“图书馆的

经费其实还是可以的。”梦幻秋天：“请教各位前辈，目前学院有约 10 万的经

费急需要图书馆帮使用，只能购买图书和软件类，并要求 12 月 10 目前用完，请

问各位前辈买什么东西可快速完成任务。”麦子：“钱多未必能做好事，另外，

如果钱多的时候都没做好，到了钱少的时候，哪图书馆的服务会更差。”dudu：

“为了完成任务，突击花钱。”图雷：“@梦幻秋天 买电子书。”梦幻秋天：“招

标采购又来不及，真是头疼。”雨过天晴：“@梦幻秋天 买数据库。”雨雪：“看

学校情况，买书是最方便的。”boner：“我也觉得买书。”刘*平：“整创新概

念词汇热情高涨，从上到下都在逐渐抛弃基础性业务。”麦子：“这个突击花钱

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我们平时一直在做信息积累，总有一个单子，按需要派 1，

2，3 类。所以，再多的钱，很容易就花完了。当然，这需要平时的功夫。”雨

雪：“采购软件达到 10 万都需要做项目采购走流程，根本来不及。”boner：“@

麦子 哈哈，平时有准备，突击就不慌。”雨过天晴：“我们馆不要说别的，就

是知网，今年我发现有更多期刊文章‘上锁’了，如果有钱，至少把知网买全吧！”

dudu：“有的馆买了这个高级数据库，其实一年根本用不了几次。”dudu：“现

在不是按需采购，是按拔经费采购，浪费非常大。”麦子：“@boner @boner

另外就是对需要的东西有个价格的依据。这对以后谈价格是很有帮助的。”bon

er：“深有感触啊，你说的价格依据，我们都是事到临头，找几个询价，然后折

中一下，或者索性厂家报价就算了。”dudu：“买回来的图书大部分睡觉。”

boner：“这就需要前期的调研准备，嗐，我们一直缺乏这个动力。”dudu：“利

用率非常低，电子和纸质都一样。”雨过天晴：“如果是突击花钱，更容易买一

些乱七八糟的书。”碧海潮生：“@梦幻秋天 @梦幻秋天 一台自助办证机、一

台自助借还机差不多就快速完成目标了，有剩余的话再加一台安全门禁。” 叮

咚：“@梦幻秋天这种一次性的钱，买电子书更合适一些。畅想之星或者可知平

台，可以 PDA 模式选书，先签合同以数据库的名义把钱付出去，留出来时间慢慢

选，或者让读者自己挑选。”Jane：“没错，今年我们剩的一点点就留给可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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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用，灵活。”麦子：“@碧海潮生 这个不错，但估计要招标吧。”碧海潮生：

“如果校内询价招标的话，就是走个流程，毕竟金额没有达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公开招标的要求，要是走招标代理公司招标，可能会延长时间。”碧海潮生：“国

内高校都在奔往智慧图书馆的路上，馆舍越建越大，智能设备、智慧服务平台纷

纷上马，都是烧钱烧出来的。”dudu：“一个盘点机 8 万，用不了几年就坏了。”

麦子：“@徐徐清风 大套的书其实到后来是剔旧最好的选择。”碧海潮生：“图

书馆服务对象是人，智能或智慧虽然减少了很多繁琐的中间环节，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再先进的技术手段始终脱离不了人来管理，再过十年二十年回头看，现

在的技术手段早已淘汰了。”诲人不倦：“不紧跟数字技术和先进设备，图书馆

弥合数字鸿沟的功能如何实现？公平信息获取的理念如何体现。”麦子：“@诲

人不倦 这是两个概念吧。成熟的技术和先进的技术是两回事。”碧海潮生：“不

可否认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促进了图书馆资源、空间和管理更好发展，信息获

取更加方便快捷、用户参与体验深度不断增强，但脱离了本体服务谈技术，好似

空中楼阁。”麦子：“数字是最好骗人的东西。”诲人不倦：“时代是裹挟着人

前进的，图书馆当然要发展，因为用户在不断发展。时代对用户的知识和技能要

求越来越高，图书馆也必须紧跟时代变化，提供契合的服务。技术为用的，技术

从来没说要独立出来，没说要脱离本体。”徐徐清风：“图书馆很少主动买大套

的丛书，不少是文科院系教授推荐购买的，他们专门写邮件给图书馆领导，说这

些大套丛书如何好，对科研如何有作用，一套丛书好几万（有点怀疑他们可能被

书商公关了。）。想拒绝吧，找个适当的理由也难。”麦子：“@徐徐清风 这类

事情我也遇到过：我往往说，我没钱，如果系里愿意出钱，我可以安排。”徐徐

清风：“事实上，这些大套丛书买回来后，推荐此书的教授基本上不会来借阅。”

诲人不倦：“先进的技术也对弥合数字鸿沟，提升用户体验至关重要，比如创客

空间的 3d 打印技术，貌似和图书馆本体业务无关，但对于用户来说，尤其对于

那些家境一般的用户来说，这种新技术和新体验可能会为他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甚至有改变命运的力量。图书馆的终极目的是促进用户发展和成长，这种技术的

运用显然与图书馆的使命不谋而合。”dudu：“我们一个读报机，4 万。放在那

就是供人瞻仰的。”公图小范：“我们两台读报机，但是长者不会用。”dudu：

“搞这个技术那个技术，过几年过时了，再玩新的。”公图小范：“公共馆的业

务都在正常区间内，其他小众服务不多。”麦子：“ 我弄到过一套台湾商务的

文渊阁四库，的确是当墙纸用的。不过我没花钱，原主卖了一套房子买的。即使

要看，现在要么用电子版，要么用单行本。”徐徐清风：“前两年一个出版社的

工作人员打电话来推销其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5-6 万，被我们拒绝了。巧合

地是，没过多久，某文科学院一教授特意发电子邮件过来，也大力推荐这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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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授又多次找馆领导要求买，就同意了。可想而知，图书馆再主动联系该出

版社买这套丛书，讨价还价都被动。”雨过天晴：“@公共图书馆小范 我们馆有

两套四库，据我观察，这么多年只有一个文学院的老教授时不时来看。”雨过天

晴：“真学者啊！快 80 了，退休多年坚持来借阅，还经常写论文。”公图小范：

“@徐徐清风 大教授开的书单也有很好的，只是大码洋的书，太甜了。”

1.10阅读分享会案例推荐

wjew：“嗯，刚好本周五，我请了一个学者，讲费孝通。’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本周分享会海报。”子非鱼！~：“@wjew 建议你们下次搞个海报展，

每次都很漂亮，是学生设计的还是请广告公司做的？”wjew：“每年年底都有阅

读分享海报年度展的。上海那个阅读推广案例会，我好像也会在线分享一次。今

年，估计做场分享会,然后学期收官。”子非鱼！~：“@wjew 你们每次分享会学

生都不少，是自发来的还是有组织的按院系分次过来？”wjew：“全是自发。我

基本现在都不宣传的。空间位置现在基本每期都不够了，学生都在走廊门外听分

享了。”子非鱼！~：“品牌效应。”wjew：“也不想扩大。”看书的猫：“真

好啊，自发来的。”wjew：“是呀，现在还有要求或者安排学生听阅读分享的？”

看书的猫：“有。”木木贝：“花若盛开，蜂蝶自来。”看书的猫：“然后学生

会为了第二课堂学分来听。但其实这样违背了初衷，没啥意思。”低调：“我感

觉自发的少吧。”图漾：“那是 wjew 推广搞得好，换我们这里，费孝通本人来

都不见得好使。费玉清来还差不多。”看书的猫：“感觉是和宣传、校风和学生

素质有关。”图漾：“哪儿的学生都差不多，纯学术的没人理。即使是学术界，

也是有公众知名度的受追捧。”看书的猫：“普遍专科和三本院校图书文化类活

动都少有学生主动参加。不过也分目标受众，纯学术的本身主要受众就不是这些

学生。”图漾：“来个名人挤破头，学术讲座都是拉壮丁。”看书的猫：“研究

生和教师，还有少量高年级本科生，才是主力。我们基本不做纯学术的讲座，没

有目标受众没人听。但我去陕师大听过一次关于文字起源和变化发展的学术讲

座，一个大报告厅过道都站满了，就大都是自发的。”图谋：“数字资源讲座，

更多的适合教师、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找人、人找人；求人，人求人……

这样的招数用上，效果不尽人意。来听数字资源利用讲座的多是硬性摊派来的，

或者是为了谋求第二课堂分的低年级学生。种种原因，这方面的工作不好做。有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之感。好些图书馆为讲座‘操碎了心’。。”

看书的猫：“我研究的一个对策是发起阅读活动时找到目标受众，针对他们做宣

传，把这部分人维护好，之后有类似活动时特别注意邀请这部分读者。另外数字

资源讲座这个就直接定制化，收集需求解决实际问题，可以上门宣讲，也接受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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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咨询。不费劲儿搞大型讲座拉人来听，点对点做。目前效果还好，为了平衡工

作量，目前控制在每月两次。预约咨询安排在每周两个下午，集中解决。”wje

w：“@看书的猫很受启发。我也差不多。核心人群，目标人群，定制服务、解决

问题，品牌推进。”看书的猫：“是的，思路大概一致。这样也没那么累，还有

时间思考研究一下，从实际工作出发积累写写论文什么的。”wjew：“是呀。现

在主要就三个方面：-阅读分享（每周-场）；-信息素养（没有太多投入）；-

带硕士，挺费心力。-上班工作与下班生活。”看书的猫：“现在因为定制服务，

不同学科需求不同，师生之间也有差异，会主动去思考信息素养的落地到底要怎

么做，会接触很多学科前沿，感觉很有趣，又有动力好好研究下专业的东西，就

觉得工作很有意义。”夏花：“感觉很多讲座都是‘被观众’，看似很多人来听，

实则都是签到点名，拉人来坐下面听。”夏花：“也鲜有人和主讲人互动交流，

讲座效果不尽人意，好像走过场一样。”cpulib：“课堂都这样，何况讲座。”

夏花：“学术讲座不少东西比较难懂，纯学术内容也稍显枯燥，如果主讲老师讲

话风格特别诙谐幽默，穿插点见闻故事，还能带动一点气氛。之前听过一位教授

讲研究方法，讲民族志，讲他做调研的经历和故事，十分动人。”自由的*：“其

实这种学术讲座，本来就不是每个人都感兴趣、都听得懂，这种强行让人来听的

讲座，只是把讲座给毁了。”biochem：“各单位都如此。”麦子：“@夏花事实

上是对讲演人的侮辱。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因为讲的时候下面的人基本像木

头一样，没有任何反应，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下面的听众都是没关系的人，而

且用车运来的，让人觉得很恶心。”wjew：“所以，我每期邀请的分享人，我都

先认真多次与对方讲，如果人不多，也不要太在意，来的都是自己选择的，没有

任何安排。来几个就对几个人讲。”麦子：“其实很多讲座，有个人想听的人听，

已经是很好了，因为如果参与的话，只要其中个人问问题，就会讨论不少时间。

当然，讲的人自己也要知趣：很多人在上面夸夸其谈，而下面的人再想回家或再

晚了，食堂没菜了。”wjew：“以前，我定的。个人预约，就做一次培训或分享。”

图谋：“现在好多事情，需要‘表面光’，做面上功夫。”韩红：“人以上预约，

好，我以后也按照这个来。”夏花：“个人就可以啊，真好，一定是有效分享。

在质不在量。”wjew：“对呀，你先有个自己都能认可的底线数，就无所谓了。

每增加一个人，你心里就增加一份惊喜。”夏花：“@麦子@麦子有的时候也是主

办方为了完成任务，搞面子工程，但是讲演人不知情，用心分享结果却是一场‘演

出’，或者没有做好宣传，没有找到合适受众或者激发受众兴趣，而导致台下无

人用心听讲，确实是对其很不尊重。”夏花：“@wjew 确实。”wjew：“另外，

我有一个小心得。请人分享，一定不要取过大的题目，越小越好。越大，越没法

聚焦人群。”看书的猫：“就是要讲痛点。”wjew：“每天读书，只要有心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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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的，我都会做成一个 ppt 页面，存下来，用的时候一搜索就可以。同时保证

ppt 的风格字体等一致，放在一起，不需要任何修改就能用。书中原文：有个学

生过来向我抱怨。‘古典，我的人生毁了，我只差两分就能上北大，可现在只能

在这个烂学校。我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我希望的精英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呢？’为了证明这个‘永远也不可能’，他接着举例子。‘你知道这两所大学差

距有多大吗？北大有多万册藏书，我们这个鬼学校，只有不到万册，完全没法比。’

他叹气道。‘那你看了几本呢？’他蒙了，挠挠头说：‘本吧。’。”看书的猫：

“哇，这个方法好，我要记下来！@wjew 感谢分享。”wjew：“其实，别人的分

享，人再多，是别人的。你人再少，也是来听你分享的。所以享受自己的阅读分

享与信息素养培训吧。”自由的行者：“青华老师，能否分享一下呢？”wjew：

“分享一个？”煮酒论*：“羡慕能这样读书的状态，这得多自由的时间啊。”w

jew：“提高效率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自己能有时间吗？”自由的行者：

“一是你的这些 ppt 能不能发出来共享学习；二是有没有可能搞一次线上直播的

读书分享。看您在东北师大搞读书分享搞的风生水起的。”夏花：“哇，感觉这

种状态很棒。”wjew：“我有一个日知录.ppt，每天争取就放一张 ppt 上去。”

riff：“首先要像刘馆一样爱读爱记录爱分享，这个真不是人人学的来。”看书

的猫：“记录这个好方法我决定现在就做起来，分享是断断续续在活动中培训中

和朋友圈里一直有做。确实坚持不易，但坚持久了很有益处。每天记录一个小的

思想火花。”爱书人：“@wjew 谢谢分享！”wjew：“这两年做阅读分享，如果

非得总结一点‘知行合一’的感悟，就是：现在每读一本书，都会有意识地想，

如果下次我分享这本书，我会从哪个角度，分享哪种框架、哪几个细节，哪些是

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是相关联的？”看书的猫：“哈哈，同感。”wjew：“因为

你的这个 QQ 名，所以分享一张 ppt，也是前两天朋友转发，我保存下来的。”

看书的猫：“好嘞。这个 QQ 名用了二十多年了，后来真的是又有书又有猫。”

南师馆员：“我读到好书，会做个 ppt，摘录精彩语句，写些感悟，这样才算没

白读吧。”青青草：“@wjew 收到，感谢老师精彩分享！”闲在心上：“我喜欢

用笔记在本子上，加深印象，分享的时候能从脑子里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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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工作热门话题的观察与思考

热度 1 2021-11-18 22:43

高校图书馆工作热门话题的观察与思考 王启云 （江苏海洋大学 ， 连云港

222005 ） 摘 要 ： 文章聚焦高校图书馆工作的七个热点话题，包括人员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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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队伍建设、职业能力、用户信息需求、信息服务边界、信息素养教育和印刷

型馆藏，阐述所见所闻所感。 关键词 ...

个人分类:圕人堂|1313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中美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配置及创新服务对话录

2021-11-18 22:41

中美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配置及创新服务对话录 王启云 1 ，邱葵 2 ，傅平 3
（1. 江苏海洋大学 ， 连云港 ， 222005 ； 2. 河滨 加州大学 ， 河滨 ，

92521 ； 3. 中央华盛顿大学 ， 艾伦斯堡 ， 98926 ） 摘要： 图 ...

个人分类:圕人堂|42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记一次用户服务

2021-11-18 17:05

2021年 11月 11日 23:13，G老师给我发 QQ信息：“你好，王老师，这个资源

我们能否试用开通一下 B*。” 我的回复是：“试用得看机遇，比如要看相关数据

库商是否可以提供、是否愿意提供、是否有附加条件等等。明天上班后，我先进

一步了解一下。” 11月 12日 8:44回复 G老师：“我 ...

个人分类:圕人堂|43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新书推介：苏文成《高校图书馆读者实体资源检索行为研究》

2021-11-17 08:37

图谋推荐语：《高校图书馆读者实体资源检索行为研究》一书是青年学者 苏文

成先生 在 2018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成书的，该书的出版受 到 江苏大学

专著出版基金资助。作者的博士论文获得了 2019 年度江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荣誉。该书的大部分章节曾在 Library Hi Tech 、 LIBRI ...

个人分类:圕人堂|41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线上参会略记

2021-11-14 15:29

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学术论坛于 2021年 11月 13-14日举行。图谋利用圕

人堂 QQ群全程助力此次会议。 11月 13日上午 7:48分开始发@all信息。进行

会议预报，告知所有成员会议安排及线上参会方式。8:12，武汉大学吴钢老师进

一步分享了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开幕式及主旨报告会议 ID、会 ...

个人分类:圕人堂|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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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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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21 年 11 月 12 日，收到“圕人堂发展经费”收到世界艺术鉴赏库、弘雅

科技 2021 年赞助 1万元，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20701.18 元。感谢世界艺术鉴赏

库、弘雅科技多年来对圕人堂的大力支持！第 375 期之后的编辑补助，拟在年底

结算。

（2）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学术论坛于 2021 年 11 月 13-14 日举行。圕人

堂 QQ 群全程助力此次会议。详见：“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线上参

会略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2371.html

（3）2021 年 11 月 17 日，因“当前群成员 2970 人，目前群状态(群等级及群星

级)正常，但无法通过 QQ 号及群名称搜索到本群。有可能是群成员数接近饱和

所致，特采取移除 42 个月以上无发言记录者 100 名。凡被移除若仍需要本群，

欢迎重新加群（加群申请中请提供圕主题信息，与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相关即可）。

敬请理解与支持！”，移除 100 名成员。移除长时间无发言记录的成员，仍无法

搜索到本群（通过群名称或群号：311173426），有可能是曾出现违禁信息被屏

蔽。凡被移除若仍需要本群，欢迎重新加群（加群申请中请提供圕主题信息，与

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相关即可）。敬请理解与支持！执行移除操作主要是为了让群

“保鲜”，维持一定活跃度。有的长期未在本群发言的 QQ，实际上该 QQ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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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用了。

（4）2021 年 11 月 19 日 14:30，群成员达 2877 人（活跃成员 325 人，占 11.3%），

在线 1479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2%），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总用户数 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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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