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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简介

QQ 群名称：圕人堂(LibChat)

QQ 群号： 311173426

适宜人群：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圕人堂周讯》编辑组

主编：王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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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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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1）程焕文教授直播：《图书馆管理》

塔大周*：“程焕文教授的 MOOC——《图书馆管理》。”民工：“图情招聘：

程焕文教授直播：12 月 4 日上午 10 点！https://mp.weixin.qq.com/s/MJnU7hT

6MZP8L4fqSAzoRQ。”

（2）2022年军队文职招考（图情档类）

老田：“@图情招聘：重磅！2022 年军队文职招考（图情档类）https://mp.

weixin.qq.com/s/GAY9itmhgwaNAyIt0DVMXA。”

（3）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2022年度第一批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公告！

茵陈：“图情档学界：职讯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2022 年度第一批专业

技术人员招聘公告！https://mp.weixin.qq.com/s/NOl5SFrHamfz_irlx8lMDg。”

（4）《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利用》讲座视频

snow：“原创 益家人 海外益周/《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利用》讲座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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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1年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学术交流会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报名！“2021 年全国知识组

织与知识链接学术交流会”即将在线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u0R2L

i1xmAAMDtOoj93Kg。”

willa：“明日开播 | 2021 年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学术交流会（2021

年 12 月 9 日）https://mp.weixin.qq.com/s/XG0J-Hw3Qds2PJ8eIT05lQ。”

低调：“12 月 9 日 9-17 时 2021 年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学术交流会嘉宾：

熊远明、彭以祺、赵志耘、申晓娟、黄晨、曹树金等 https://live.bilibili.c

om/2199528312 月 9 日 9:00-11:40 学术期刊评价面临的挑战专题论坛嘉宾：陆

伟、索传军、张俊娥等 https://k.cnki.net/LiveAPP?cid=1675712 月 9 日 1 点

半 2021 年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嘉宾：张久珍、毛雅君、张曙光 https://

mudu.tv/live/watch/general?id=o1d1g5go12 月 9 日 14 时图书馆论文选题-王

子舟腾讯会议 166549147*191912 月 9 日（本周四）19：00 讲座主题：当阅读遇

上社交：新媒介环境下社会化阅读研究嘉宾：李武 https://play.yunxi.tv/pag

es/f4499f2c0e4a46c4a5c5491906d246a9#/12月 9日 9-17时 2021年全国知识组

织与知识链接学术交流会嘉宾：熊远明、彭以祺、赵志耘、申晓娟、黄晨、曹树

金等 https://live.bilibili.com/2199528312月 9日 9:00-11:40学术期刊评价

面临的挑战专题论坛嘉宾：陆伟、索传军、张俊娥等 https://k.cnki.net/Live

APP?cid=1675712 月 9 日 1 点半 2021 年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嘉宾：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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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毛雅君、张曙光 https://mudu.tv/live/watch/general?id=o1d1g5go12 月

9 日 14 时图书馆论文选题-王子舟腾讯会议 166549147*191912 月 9 日（本周四）

19：00 讲座主题：当阅读遇上社交：新媒介环境下社会化阅读研究嘉宾：李武 h

ttps://play.yunxi.tv/pages/f4499f2c0e4a46c4a5c5491906d246a9#/。”

（6）智慧图书馆技术应用讲座

图片由低调提供

（7）讲座：当阅读遇上社交：新媒介环境下社会化阅读研究

茵陈：“ 大咖讲座与您相约今晚七点整！讲座主题：当阅读遇上社交：新

媒介环境下社会化阅读研究 特邀嘉宾：李武 讲座时间：今晚 19:00 准时开播

观看链接：https://play.yunxi.tv/pages/f4499f2c0e4a46c4a5c5491906d246a

9。”

（8）王子舟讲座：图书情报学论文选题与综述方法

图片由 pww 提供

（9）会议：NoteExpress--科研文献管理好帮手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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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图：“会议主题：NoteExpress--科研文献管理好帮手 https://meet

ing.tencent.com/dm/iLK1sdaHRkf1。 会议时间：2021/12/09 14:30-16:00

腾讯会议 ID：181-117-325 或微信扫码入会。我们单位组织的讲座，NE 对写论

文很有帮助，欢迎老师们旁听。”

1.2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1）寻找自己——评《失落的一角》

Follaw：“原创 洣水小仙 有源书房/寻找自己——评《失落的一角》http

s://mp.weixin.qq.com/s/LQ6QxHrWy-2NVacGm0jYdw。”

（2）《图书馆报》 2021年 12月 3日电子报

图谋：“《图书馆报》 2021 年 12 月 3 日电子报.http://xhbook.ltd/inde

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1

203。”

（3）陈红彦：《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低调：“长江讲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主讲人：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

古籍馆副馆长 时 间：12 月 4 日 9:30。http:////live.bilibili.com/h5/2254

3086?visit_id=b3eyjvs5a6m8&share_source=wechat。”

（4）关于公布 2021年文化和旅游领域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名单的通知

睿智：“e 线图情：e 线速递 |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1 年文化

和旅游领域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名单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

/jDdCmHpHOX-Dc_wtkxr5cQ。”

（5）转存书单！别错过这些高校图书馆上榜好书

刘建平*：“转存书单！别错过这些高校图书馆上榜好书。https//www.soh

u.com/a/_?scm=....&spm=smpc.home.cul-news..teLOQr&_f=index_culnews_。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总抱怨太忙，没时间看书，可一有时间就开始熬夜追剧、上

网打游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

从多所高校图书馆借阅榜中，精选上榜好书送给你！转发收藏！”

（6）老槐：没有图书馆的图书馆员和没有图书馆员的图书馆

图谋：“老槐.没有图书馆的图书馆员和没有图书馆员的图书馆.https://m

p.weixin.qq.com/s/ZRvW9SKHUUlYe2ecF26NEA 无论是没有图书馆的图书馆员，

还是没有图书馆员的图书馆，都是信息技术发展给图书馆专业带来的问题，是信

息技术发展给图书馆职业带来的威胁。也许图书馆行业协会需要为保护图书馆的

专业性多多做些工作，但图书馆员，特别是年轻的图书馆员，需要更多考虑行业

前景和自身能力问题。”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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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高质量发展：在实践中寻求正确“打开方式”

茵陈：“文旅之声：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高质量发展：在实践中寻求正确‘打

开方式’https://mp.weixin.qq.com/s/yQwqyH4hm_bC62_wEm9yug。”

（8）元宇宙视域下的用户信息行为:框架与展望

图谋：“LIS Daily 每日图情：荐读 | 元宇宙视域下的用户信息行为:框架

与展望 https://mp.weixin.qq.com/s/pVAXrYNirtnGh434OPgxSg。”

（9）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发布！有你常用的吗？

biochem：“中国青年报：热点 | 2021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发布！有你常用

的吗？https://mp.weixin.qq.com/s/OrtLgEZetR15wqoea0GWbQ。”

（10）2021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开始投票啦！

图谋：“原创 图情档学界：注意：2021 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

点’评选活动开始投票啦！https://mp.weixin.qq.com/s/YaQt4gqMa3752byBIz

Yahw。”

（11）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来自美国的韦棣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图书馆运

动的倡导者

广东小*：“@ @湖北科技学院麦琪 湖北卫视有一个纪录片 大揭秘：中国第

一个公共图书馆——来自美国的韦棣华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图书馆运动的倡导

者。https://v.qq.com/x/page/u3154deyjnd.html。”

（12）热书发现系统:文学类、社科类、自科类等借阅排行榜

www：“好消息，热书发现系统全网可访问：http://hotbook.nbt.edu.cn/

nit/文学类、社科类、自科类等借阅排行榜，请点击网页上部导航栏上的‘年度

榜单’。”

（13）都说不唯论文，那我们发表论文是为了什么？

明月松*：“壹学者/西湖大学讲席教授：都说不唯论文，那我们发表论文是

为了什么？https://mp.weixin.qq.com/s/T-fHOXqxbI_0J-EuTqoDKg。”

（14）2021高校专利榜单：浙江大学斩获申请、授权双料冠军

查新检索：“知情会：大为发布 2021 高校专利榜单 top100：浙江大学斩获

申请、授权双料冠军 https://mp.weixin.qq.com/s/KaPqc6PntO1qBQmZRUxJtg。”

（15）第二届中国图书馆馆长高级论坛笔谈

碧海潮生：“原创 图书馆建设/第二届中国图书馆馆长高级论坛笔谈 https:

//mp.weixin.qq.com/s/XFDOK6-rXpX4-oZbQYq3vQ。”

（16）科普中国：“元宇宙”到底是个啥？

biochem：“科普中国/‘元宇宙’到底是个啥？鼓励探索，警惕忽悠 https:

//mp.weixin.qq.com/s/8LyRlGZfbF5sAIYoCj_MYg。”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yQwqyH4hm_bC62_wEm9yug
https://mp.weixin.qq.com/s/pVAXrYNirtnGh434OPgxSg
https://mp.weixin.qq.com/s/OrtLgEZetR15wqoea0GWbQ
https://mp.weixin.qq.com/s/YaQt4gqMa3752byBIzYahw
https://mp.weixin.qq.com/s/YaQt4gqMa3752byBIzYahw
https://v.qq.com/x/page/u3154deyjnd.html
http://hotbook.nbt.edu.cn/nit/
http://hotbook.nbt.edu.cn/nit/
https://mp.weixin.qq.com/s/T-fHOXqxbI_0J-EuTqoDKg
https://mp.weixin.qq.com/s/KaPqc6PntO1qBQmZRUxJtg
https://mp.weixin.qq.com/s/XFDOK6-rXpX4-oZbQYq3vQ
https://mp.weixin.qq.com/s/XFDOK6-rXpX4-oZbQYq3vQ
https://mp.weixin.qq.com/s/8LyRlGZfbF5sAIYoCj_MYg
https://mp.weixin.qq.com/s/8LyRlGZfbF5sAIYoCj_M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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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清华大学：2021元宇宙研究报告！

千江有*：“软件定义世界 老踏科研联盟/清华大学：2021 元宇宙研究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saJruWgrTa2wC346sAk8Zw。”

1.3你提问，我回答

（1）《图书馆报》订阅方式发生变更，请从报社直接订阅。

图片由图谋提供

古饶：“《图书馆报》，不从邮局发行，现在订购不方便了。”dudu：“我

们明年可能停止订报纸和期刊了。”图谋：“2022 年《图书馆报》订阅进行中.

https://mp.weixin.qq.com/s/-xPWxvzv1fnzYeo3m-oZRA《图书馆报》由中国出

版集团公司主管、新华书店总店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协办、新华万维国际文化

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承办，于 2010 年 1 月正式独立出版发行，是国内图书馆

界唯一一份行业报，致力于打造出版商、中盘商和图书馆上、中、下游沟通与交

流的信息平台。从 2021 年 1 月起，《图书馆报》订阅方式发生变更，由邮局订

阅改为自办发行，请从报社直接订阅。我实际试了一下，如果所在馆支持零星采

购，订阅也是比较方便的。填写好相关信息（发票、邮寄地址等）即可。”古饶：

“是呀！有的馆不支持零购了。”

（2）关于中国知网“CSSCI”检索功能及其它

图谋：“关于中国知网‘CSSCI’检索功能，图谋梳理了一则较长的补充说

明。关于中国知网‘CSSCI’检索功能及其它.https://blog.sciencenet.cn/bl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saJruWgrTa2wC346sAk8Zw
https://mp.weixin.qq.com/s/-xPWxvzv1fnzYeo3m-oZRA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5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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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213646-1315223.html 圕人堂有成员在‘知网能单独检索 CSSCI 文章吗？’，

有成员热心解答了，但不够全面。图谋结合自身的观察与实践作一梳理，或许更

具参考价值。当前处于‘待审核’状态。图谋梳理这篇文字花了将近 2 小时。图

谋为什么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它可以一人辛苦众人甜。”145410*：“@

图谋 谢谢老师。” 图谋：“2013 年梳理的‘JCR 期刊分区及其检索方法’(ht

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50603.html),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这

篇文字科学网上显示目前有 21.5 万次阅读，实际阅读人次可能会有更多，因为

有不少地方曾转载过。图谋做此类工作，实际上属于‘抛砖引玉’，期待产生更

多‘模仿’与‘超越’，让诸多圕人乃至社会公众因此受益。”

（3）麦子谈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招聘

麦子：“说个和图书馆有关的：现在实在太难找人，我们最近在招几个位置

（空的更多，但不能同时招，因为招聘需要投入太多，只能同时招 2，3 个），

有一个位子已经有大半年了，只有 2 个人加入面试，但到了最后候选人退出。再

也找不到合适的，所以就停了。换了另外位置开始招。这个位置有 3 个人面试，

但第一个已经在面试前退出，只能看后面两个人了。昨天和其他学校说起这事，

对方说，你这个还算好，因为有更郁闷的，他们招了两个位置，人都开始上班了，

但不到一个月就申请离职了。”碧沚东楼：“留不住人才的原因是什么呢。”麦

子：“@碧沚东楼 外面有太多的位置，给想找工作的人太多的选择。另外，现在

很多人习惯在家上班，如果要进来上班，很不习惯。我最近就遇到这样的是：有

些人要求开会的时间很怪，比如早上 7，8 点，后来发现这人是在加州工作，但

人在东部 3 个时区之外。”cpulib*：“在国内保证报名人多的让你怀疑人生。”

麦子：“我不怀疑。”

（4）顾晓光:《因书而美——漫游世界图书馆与书店》

http://www.artlib.cn/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5223.html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50603.html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7506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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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顾晓光《因书而美——漫游世界图书馆与书店》新书书影，据悉将

于近期印刷出来。”

（5）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胜任特征问卷调查

图书情*：“尊敬的各位老师您好，我是图书情报专业在读研究生，正在做

毕业论文的相关调查，恳请并希望您在百忙之中帮我填写一份问卷，您的填写对

我的毕业论文及毕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为表示对您的衷心感谢问卷填写后会自

动发送微信红包。问卷名称：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胜任特征问卷调查问卷网址：

https//www.wjx.cn/vm/YQDHvlg.aspx 调查对象：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高校图

书馆普通馆员、高校图书馆管理人员、图情档专业学生、高校教师和科学研究者

填写时间：3-5 分钟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湖工商*：“已提交，前面的

部分都很重要，后面的心理沟通能力等一般重要。”麦子：“这个问卷还可以，

我填了，但关注度比较高的是在以内，此后就开始以最快实际解决问题。这个问

卷的问题（也是困难的地方是），这个问卷是按设计人的角度看这个学科馆员的

工作的，而这个学科馆员其实并不是到处都是一个东西。”图书情*：“的确是

这样的老师，不同的学校学科馆员制度建设有差别，从事的工作也不完全相同，

问卷的目的是为了更进一步完善模型，所以只能尽可能将能涉及的要素收集到。”

图书情*：“昨天已经回收有效问卷共 45 份，今天还希望各位老师继续支持

与帮助！谢谢各位老师！”28520885：“这个问卷初看感觉肯定都会选非常很重

要 不太容易有客观结果。”图书情*：“是存在这种情况，不过从目前收集的

问卷来看也有老师在后面几个要素填写一般或者不重要。谢谢各位老师！论文设

计中同样也做了访谈。”

（6）“圕人堂文摘”助力图情成果科学普及实例一则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 ‘圕人堂文摘’助力图情成果

科学普及实例一则 https://mp.weixin.qq.com/s/OU5Gu15HT6TOW-ykw9H1YA。”

（7）高校图书馆知识创造影响因素研究问卷

blabla：“尊敬的各位老师您好，我是图书情报专业研三的学生，目前正在

进行毕业论文的问卷调查，恳请并希望您在百忙之中帮我填写一份问卷，您的填

写对我的毕业论文及毕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于您的支持，我表示真诚的感谢。

问卷名称：高校图书馆知识创造影响因素研究问卷网址：https://www.wjx.cn/

vj/wwbMwr7.aspx 调查对象：高校图书馆馆员或相关管理工作人员填写时间：5-

8 分钟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blabla：“昨天已回收问卷 55 份，今天还

需要各位老师帮忙支持一下，十分感谢。”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wjx.cn/vm/YQDHvlg.aspx
https://mp.weixin.qq.com/s/OU5Gu15HT6TOW-ykw9H1YA
https://www.wjx.cn/vj/wwbMwr7.aspx
https://www.wjx.cn/vj/wwbMwr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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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闲话图书馆工作的价值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 /闲话图书馆工作的价值。https:

//mp.weixin.qq.com/s/UWI-94NgzY6oUaE3R6Mz3w。行行重行行，在我的眼里，

高校图书馆这一行是在与时俱进的，空间资源、文献资源（数字资源与服务）、

人力资源（馆员队伍、用户资源）三者圆融自洽，则馆人合一，相辅相成，事业

昌盛，历久弥新。

图谋：“关于图书馆工作的价值，欢迎群成员在群规范框架内各抒己见。。”

图林晓理：“@图谋 与时俱进，为人做嫁衣，需要有更好的修为。充分利用身边

的资源，发挥好自己的特长。@图谋 这是我个人关于图书馆工作价值的浅见。”

图谋：“@闽农林大圕-李* 只是那时刚提交，尚未被审核通过，现已通过。”

湖工商*：“非常感谢图谋。”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几篇推文比较受欢迎。特此将阅读链接转发至

群里。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是‘圕人堂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1.4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周讯（总第 395期 20211203）内容提要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395 期 20211203）H5 电子杂志版：https://fl

book.com.cn/c/B1H5l62XqK 科学网版：李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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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七届‘全球数字人文研讨会’（2）2021

年北京地区高校数字图书馆年会（3）2021 年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会（4）

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信息可视化工作坊之 ITGInsight 会议（5）第

五届京津冀图书馆阅读推广交流展示活动作品征集（6）第 12 届数位典藏与数位

人文国际研讨会（7）第九届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 12 月线上召开（8）第

十一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SILF 2022）征文通知（9）图书情报领域以下征文

12 月就要截稿啦（10）2021 年知识服务与情报工程学术交流会（11）图书馆参

考咨询业务培训班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1）马斯克：我坚信世界只是「矩

阵模拟」！（2）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公示（3）现代学术图书

馆的馆藏新模式：便利馆藏（4）闲话科研‘赶’（5）元宇宙学习笔记（6）建

设智慧图书馆，我们准备好了吗？（7）《智慧图书馆探索与实践》介绍（8）纪

念赵世良先生（9）图书馆职能对话录（10）图书馆学专业知识体（11）周边文

创展览（12）图情档博士研究生招生信息汇总（13）《图书馆论坛》第 11 期荐

读（14）如何在社交媒体上‘虚度人生’（15）《图书馆杂志》第 11 期目次（1

6）复旦学霸：一年去 1424 次图书馆（17）论文写作神器来了（18）月光寄托思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UWI-94NgzY6oUaE3R6Mz3w
https://mp.weixin.qq.com/s/UWI-94NgzY6oUaE3R6Mz3w
https://flbook.com.cn/c/B1H5l62XqK
https://flbook.com.cn/c/B1H5l62X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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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19）湖南省图书馆馆史科普（20）区块链没那么好玩（21）上海图书馆东馆

即将试开放（22）中 K 院分区发布 2021 年期刊重大调整（23）程焕文教授直播

1.3 你提问，我回答（1）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查出版物（2）元宇宙问题（3）

好书鉴别的方法与途径（4）高校图书馆公共数据开放影响因素问卷调查（5）对

数据开放的探讨（6）没有公开出版的书如何处理 1.4 文华图专杰出校友——冯

汉骥、陆秀伉俪 1.5‘庆贺李政道先生九十五岁华诞’专题（1）《李政道专刊》

刊首语（2）《李政道专刊》赠阅（3）李政道学者风采 1.6 图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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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学习笔记 闲话科研

‘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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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圕人堂成员‘傲娇的老教授’利用圕人堂群

开展‘高校图书馆公共数据开放影响因素问卷调查’，获得成员积极响应与参与，

收集到有效问卷 260 余份，累计发放红包金额为 170 元。（2）‘庆贺李政道先

生九十五岁华诞’专刊赠阅公告 2021 年 11 月 24 日是李政道先生 95 寿诞。由中

K 院主管、中 K 院高能物理所主办的《现代物理知识》杂志出版了专刊‘庆贺李

政道先生九十五岁华诞’，邀请国内科学界专家分篇回顾了李先生在理论物理、

国内科教事业、艺术等领域的成就与贡献。该专刊总计 144 页，印制精美。编辑

部拟向各高校图书馆赠阅该专刊（每校 1-2 册），让更多学子在阅览室学习的同

时，读到李先生的事迹，学习李先生在科学上的前瞻视野和创新探索精神，学习

李先生胸怀祖国、亲力亲为推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中国博士后制度建立、

少年班开设等工作的爱国精神。如果您是高校阅览室管理员，或者您愿意帮助接

收专刊和联系阅览室管理员将该专刊摆放在阅览室书架上，请与中 K 院高能所文

献信息部于健老师联系：20816962@qq.com .详见群文件：科普杂志《现代物理

知识》拟向各高校图书馆赠阅专刊联络人信息收集.docx。（3）2021 年 12 月 3

日 14:30，群成员达 2894 人（活跃成员 374 人，占 12.9%），在线 1474 人（活

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5.4%），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4965 人。赞助单位世界艺术鉴赏库 弘雅科技。”

（2）圕人堂加群二维码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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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近段时间，一个高频提问是：为什么圕人堂群号搜索不到？之前进

行了解答：有可能是 QQ 群自身功能故障，因为群状态检测星级是正常的。可以

通过成员邀请加群或《圕人堂周讯》中的二维码扫码加群，加群时请提供圕主题

信息（与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相关即可）。圕人堂群微信公众号有多条这方面的留

言。我在群内公开解答，算是群务公开。”

图谋：“种种原因，自 2020 年开始，圕人堂志愿者队伍实际是削弱了。‘圕

人堂服务体系‘背后的管理与服务，图谋自身‘扛起来’，囿于个人精力和能力

的限制，许多方面较为‘粗放’，重心在维持与维护（安全第一，服务第二）。

这算‘圕人堂服务体系’合影。二维码是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可以扫码

关注。” 持之以恒：“辛苦了。”雨后彩虹：“@图谋 感谢有您。” 图谋：“@

雨后彩虹 谢谢！感谢同样有您！圕人堂的生存与发展，仰仗的是群内外圕人的

帮助与支持，粒米成箩，滴水成河。”

图谋：“圕人堂群‘QQ 群诊断’结果亦是‘群状态正常’，但无法通过群

查找搜索到，已有两个星期，不知何故。联系客服，是机器人解答模式，无法获

得进一步指导与帮助。如有成员知道解决方法，敬请告知，谢谢！该状态属于异

常情况，图谋作为‘群辅’第一时间予以跟进，至今未能解决问题。”

图谋：“近期，陆续有群成员欲加图谋为‘好友‘，除非确实有必要，请告

知缘由。有事情可以直接发发小窗信息，发 QQ 邮件亦可。作为‘群辅‘之一，

由于个人精力和能力，我不便加过多不熟悉的人为‘好友’，敬请谅解！图谋的

‘群辅‘角色实际完全是业余的，且是零报酬的。图谋所做的一些工作，更多的

是作为一名成员，贡献绵薄之力。”

（3）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用户突破 5000人！

图谋：“2021 年 12 月 5 日 14:15，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达到 50

00 人。这算是一个实现了一个‘梦想’”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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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圕人堂微信公众号，2018 年 6 月 12 日设立。2019 年 6 月 12 日，总用

户数为 2446 人；2020 年 6 月 12 日，总用户数为 3346 人；2021 年 6 月 11 日，

总用户数为 4461 人。2021 年 12 月 5 日 14：15，总用户数达到 5000 人。这是圕

人堂微信公众号‘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学校*：“厉害。”图谋：“庆祝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用户突破伍仟人！100 个红包，35 秒被领完。”

图谋：“2018/6/23 8:53:55 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2018 年 6 月 12 日建立，6

月 15 日 7:02 总用户数 245，2018 年 6 月 23 日 6：41 总用户数 638。2018 年 6

月底，希望圕人堂微信公众号的关注者超过 1000 人。“远景”是至 2018 年年底，

关注者超过 10000 人。虽然尚不知道是否能够实现，但梦不妨先做一个。圕人堂

微信公众号用户突破人，不知道需要多少年？按照当前的发展态势，可能会非常

遥远。”

（4）世界艺术鉴赏库定制台历捐赠圕人堂

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需要的直接发准确的接受快递地址就好，快递费用亦有艺术鉴赏库

承担。图谋回复收到，表示确认。请按格式提供，节省整理时间。图谋回复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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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成员，请核实接收快递信息，若需要修改，请尽快告知。”烟大*：“@图谋

王老师，如果还有就给我一本吧，歇歇！”图谋：“没问题。”馨儿：“@图谋

请问还有名额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要一本，谢谢！”图谋：“已经满了。我

按先后次序，回复收到的表示确认。当前名额已满，后续申请不另行回复。图谋

回复了收到的成员，请核实接收快递信息，若需要修改，请尽快告知。感谢理解

与支持！”

图谋：“@全体成员‘世界艺术鉴赏库定制台历捐赠公告’，当前名额已满，

后续申请不另行回复。图谋回复了收到的成员，请核实接收快递信息，若需要修

改，请尽快告知。感谢理解与支持！因为是一对多服务，后续申请，恕不逐一回

复。”还君*：“一上午没看手机，又错过了。”图谋：“已将名单提交给世界

艺术鉴赏库。”中学*：“一上午忙来错过此次机会，辛苦了@图谋。”

图谋：“关于世界艺术鉴赏库定制台历捐赠，捐赠方了解到喜爱的成员较多，

追加捐赠 20 册。捐赠人员从已通过小窗提交快递信息的成员中补录，他们是：

杨溢、袁仕融、刘全平、王美琴、付鹏、颜海亮、杨向明、毛瑞江、邹香菊、林

桂娜、曲曲、于健、赵雅丽 、陈曼历、吴雷，共 15 人。另 5 册另有安排。已将

快递收取信息提交给捐赠方。特此说明！不当不周之处，敬请谅解！也就是捐赠

信息发布后，通过小窗给图谋发送了收取快递信息者，已全部满足。后续再发信

息者，无法满足。”小雅：“@图谋 ，收到，谢谢王老师。”图谋：“感谢世界

艺术鉴赏库给圕人堂成员提供的特别福利！”低调：“没想到有补录。”图书馆

林：“@图谋 没想到还有我的，谢谢王老师！。”图谋：“要谢就谢世界艺术鉴

赏库。这是世界艺术鉴赏库给圕人堂成员提供的特别福利。图谋作为‘群辅"做

点辅助工作。关于‘没想到有补录‘，其时我也没想到，捐赠方代表也是群成员。

世界艺术鉴赏库常总一开始就告知数量有限，给圕人堂捐 30 册。常总看到群中

反响后，追加了 20 册。实际上之后还陆续有索赠者，但确实不大可能满足全部

需求。敬请谅解！。” 图谋：“关于世界艺术鉴赏库台历，今天仍陆续有索赠

者。此项工作昨天已结束，请谅解！昨天一小会功夫，名额就满了。”奎林说：

“这个肯定需求量不小。”墨香：“这个台历太好看了 ，眼馋。”秋香：“可

以发链接，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行购买。”图谋：“那是定制的，估计是买不

到的。”

（5）圕人堂服务体系对《2020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报告》科学普及

的“成绩”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对《2020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报告》

科学普及的‘成绩’。（1）12 月 4 日摘编之后，较好地受到关注，圕人堂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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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 次阅读，9 人点赞，3 人点在看。科学网版也已有 1039 次阅读。 高校

图书馆文献资源经费状况知多少？.https://mp.weixin.qq.com/s/NbOcWuKKefH

mBbfX4YW00Q 图谋摘编自：吴汉华,王波.2020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报

告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04):5-11.图谋简评：依据《2020 年全国教育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普通高校 2738 所，本科院校 1270 所（含本科层次职

业学校 21 所），高职（专科）院校 1468 所。2021 年 6 月 20 日共有 1278 所在

‘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中提交了 2020 年基本业务统计数据。高校图

书馆事实数据库是关于高校图书馆的统计数据库，2001 年网络事实数据库开发

成功，及时、准确填报数据库的意义包括：存史，为高校图书馆史，中国图书馆

事业史准备材料；存档，督促建统计档案，本馆保存、备查，为馆史、校史准备

资料；自我评估，利用数据库的排行榜功能，有助于了解本馆在全省、全国高校

图书馆中的地位、进步和落后情况；论证、说服：充实、准确的数字有助于写出

更加科学严谨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有助于以数据来说服学校加大对图书馆的

投入，以保证本馆的先进地位或赶超同类型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是管

理、咨询、研究、指导图书馆工作的有效辅助工具。本文重点摘编了文献资源经

费部分，因为这块相对来说是关注度最高的，高校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应予以适度

了解的。图谋多年来保持对‘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的关注，尤其是 2

015 年从事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电子资源采访与服务）以来，实际参与填报与所

负责业务部门（参考咨询部）相关的数据（包括电子资源购置费、电子资源利用

情况、信息素质教育情况等）。图谋认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

会秘书处所做的统计分析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确实有着前述多方面的应用价

值，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利用！（2）9 月还摘编过《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状况》

（https://mp.weixin.qq.com/s/VjLoytuoSqsT5VJNyWM4VA），这篇圕人堂微信

615 次阅读，5 人点赞，4 人点在看；科学网 1491 次阅读。图谋简评：大学图书

馆现代化建设进展中，人才队伍建设是图书馆的核心问题，在全媒体、数字化、

数据化等融合发展浪潮冲击下，大学图书馆要实现转型升级、持续发展、高质量

发展，核心在于引进、培养适合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人才。教育部高等学校图

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提供的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状况统计与分析，她是

较为全面、客观的‘事实数据’，是值得进一步关注与重视的。大学图书馆的岗

位设置、工作内容安排，包括馆领导的考虑都需要大学图书馆利益相关者重视起

来，适应图书馆馆业务的发展，是人力资源发展的驱动力和着眼点，因此，在相

应的人力配置上、岗位的调整上以及人的发展上都需要与时俱进、积极进取、有

所作为。（3）查看了一下中国知网上当前有 935 次下载，1 次被引（那次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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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图谋引的）。近几天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涨粉’较多。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欢迎

圕人，乃至感兴趣的社会公众关注与支持！。”

1.5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经费状况知多少？

图片由麦子提供

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图谋.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经费状况知多少？.https://blog.scien

cenet.cn/blog-213646-1315160.html 图谋摘编自：吴汉华,王波.2020 年中国高

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报告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04):5-11. 图谋简评：

依据《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普通高校 2738 所，本科院

校 1270 所（含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21 所），高职（专科）院校 1468 所。2021 年

6 月 20 日共有 1278 所在‘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中提交了 2020 年基

本业务统计数据。 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是关于高校图书馆的统计数据库，20

01 年网络事实数据库开发成功，及时、准确填报数据库的意义包括：存史，为

高校图书馆史，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准备材料；存档，督促建统计档案，本馆保存、

备查，为馆史、校史准备资料；自我评估，利用数据库的排行榜功能，有助于了

解本馆在全省、全国高校图书馆中的地位、进步和落后情况；论证、说服：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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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数字有助于写出更加科学严谨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有助于以数据来说

服学校加大对图书馆的投入，以保证本馆的先进地位或赶超同类型图书馆。高校

图书馆事实数据库是管理、咨询、研究、指导图书馆工作的有效辅助工具。本文

重点摘编了文献资源经费部分，因为这块相对来说是关注度最高的，高校图书馆

利益相关者应予以适度了解的。图谋多年来保持对‘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

库’的关注，尤其是 2015 年从事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电子资源采访与服务）以

来，实际参与填报与所负责业务部门（参考咨询部）相关的数据（包括电子资源

购置费、电子资源利用情况、信息素质教育情况等）。图谋认为教育部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所做的统计分析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确实有着

前述多方面的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利用！”

图谋：“图谋对高校图书馆在编人员（指在编正式职工。包括与校人事处签

订合同，占正式编制的 常年聘用人员；不包括属于校人事代理的不占正式职工

编制 的合同工、临时工。），持续保持关注。据悉，当前合计高 校 2756 所，

本科事业编制数 39547，本科高职事业编制数合计 49168。2011 年，图谋依据相

关统计数据，推算大约为 9 万人。10 年后缩减了近一半。依据《中国统计年鉴 2

011》，截止 2010 年年底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 53564 人（其中少年儿童图书馆从

业人员 2121 人）。2020 年中国公共图书馆数量达 3212 个，中国公共图书馆从

业人员数量达 57980 人。公共馆 10 年来从业人员数量没啥变化。也就是说，可

以理解为，近十年高校图书馆人员在大幅缩减，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数稳中有升。

两种类型图书馆从业人员的总数，缩减幅度是比较大的。其它类型图书馆从业人

员数也是在缩减的。”梧桐：“企业的有些没了，改企的设计院也取消了。”图

谋：“2017-06-06，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现有职工 400 余人。如今不知道是

多少，刚查看了一下 2021 年 4 月 16 日更新的“中心介绍（http://www.las.ca

s.cn/gkjj/gqjs/），未发现有职工人数的介绍。”图林*：“人事代理人员应该

增加了很多。”图谋：“据图谋的观察，高校图书馆的在编人数，认真‘追究’，

可能会进一步缩水。其中一个原因是，高校图书馆的职能发生了变化，比如有好

些高校图书馆履行综合档案馆功能（相当于高校档案从业人员亦计算在内）。非

在编人员的构成较为复杂。各家高校的情况不一。”梧桐：“现在统计在编是不

是学校里备案制的也算？”麦子：“@图谋 这些人是最容易被裁的。以前美国很

多大公司有自己的图书馆。比如很多药厂，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研究机构，，千

的博士，信息需求巨大，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我当时去参观过这样的地方（归类

是 SpecialLibraries)，工资比学校和公共馆高多了，当时想这是太好的工作，

而且难以替代，但这些工作在年前就没有了，现在基本听不到有人在这类地方工

作的了。”徐徐清风：“华南某大馆工作人员总数 1030 人？”梧桐：“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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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公共馆和学校，别的不好说。”图谋：“前边的为‘在编人员’数据，后

边的为‘工作人员‘，两者的比例，有的馆是 1:1，有的馆是 1：4.7。”麦子：

“我是说了几年，这类的问题关键就是总体经济，如果没钱了，第一个裁就是图

书馆，因为谁让你是光花钱的单位？”梧桐：“对的。设计院就是例子。”图林

*：“中 K 院文献中心很多老师应该是一人多职。”麦子：“@图谋人还是太多太

多。”图谋：“现在，其时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总体上看国内高校图书馆

并不差钱。从馆舍、总经费，可见一斑。”麦子：“@图谋 不知道这人员开支在

总经费里的比例。”麦子：“如果是比较低，可能养起来比较容易。”徐徐清风：

“不差钱，但这些钱是指定用来购置资源的，并不能用来养人。所以，不差钱的

豪华大馆，不一定员工福利好工资高。”图谋：“馆舍建筑面积，排名前 5 的高

校是：13.1 万平方米；11.9 万平方米；10.3 万平方米（两家）；9.1 万平方米。”

麦子：“@徐徐清风@徐徐清风懂了。”图谋：“关于高校图书馆经费的学习与思

考.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html2017 年，我国某高校人员经费占

学校总支出比 60.75%，其中人员经费为 3.4 亿元，总支出为 5.6 亿元，其图书

馆“薪酬占图书馆总支出比” 粗略概算为 67.3%，其中人员经费为 640 万元。

该高校“教学工作经费”为 3500 万元，约占总支出 6.2%，其中“教学专项经费”

为 1675 万元，而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购置费（300 万元）从该项目中列支。假

如进一步测算，该校文献信息资源购置费占学校总支出 0.53%,该校图书馆经费

占学校总支出 2.2%(该算法，图书馆经费只考虑了人员经费及文献信息资源购置

费)。”麦子：“美国这类统计里，馆舍面积不是一个指标，而员工工资是一个

单独的大项（ARL 的年度统计）：收入报告和其他（一切和收入无关的数据）两

个报告，前者大概 100 页不到，后者 110-120 页。”图谋：“这篇博文曾举了一

个例子。”麦子：“这类的统计可以看到图书馆经费的重点。这对决策是有影响

的，所以比较一下会很有意思。”图谋：“据我当时的观测，与 ARL 的统计，有

其相似之处。薪酬占图书馆总支出比与办学层次成反比，也就是办学层次越高，

薪酬占图书馆总支出比越低。大致如此。”麦子：“@图谋完全正确。”图谋：

“有几年要求信息公开，部分高校做的比较好，是可以测算的。”麦子：“不过

这大概是看绝对的情况，我做了一个报告，把 ARL 图书馆的最有钱和最差的图书

馆作比较，但没能找出这种因果关系。”麦子：“橘黄的是哈佛。我们学校（其

实是垫底的学校）是黄色的。淡蓝的是中位数。”图谋：“追根溯源的工作是比

较辛苦的，但若愿意‘较真‘，是可以‘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徐徐清风：“办

学层次越高的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不断增加，但人员编制不增或自然减

员，员工薪水高低也跟图书馆经费增加无关，经费增加还增加了工作量。作为普

通馆员的心理感受是复杂的，也许图书馆太有钱，对个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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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徐徐清风老师说的很实在。”麦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在这十年

里，总经费基本没有增加，工资的比例占总经费的比例页没有什么动，这就有很

多可以研读的东西。要知道 10 年里的资源费用可是涨的很多。中位数的总经费

其实是跌了 230 万美元的。”图谋：“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一种实际，进一步衍生

不少问题。比如对于职业能力、工匠精神等，从业人员个体要求不高，‘差不多

‘‘过得去’就好。”图谋：“图片来源：吴汉华,王波.2020 年中国高校图书

馆基本统计数据报告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04):5-11.”麦子：“这都是平

均数？”图谋：“这几个图是平均数情况。”麦子：“其实平均数的误差比较大，

应该用中位数，当然，用了中位数，数字往往很难看。”图谋：“个体馆的情况

很复杂。这几项的宏观分析用平均数。文中有若干统计数据用了中位数、标准差、

极差。”广东小*：“@徐徐清风@徐徐清风这是将勤工俭学学生折算进去之后的

结果，他们给学生的待遇不错，一个月千元，数量也非常多。”广东小*：“@

图谋@图谋估计随着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图书馆的建成，第一名的数字要超过 20

万了。”广州书童：“位列全国所有图书馆前三。”广东小*：“规划中珠海校

区还要建图书馆，建成之后估计在全球高校图书馆中都可以排到前几名。”广州

书*：“@广东小肥羊不是已经有一个图书馆的了吗还搞？”广东小*：“@广州书

童 是的，还要建一个。”

1.6校龄在高校图书馆薪酬中的作用

苍海笑：“职龄分+工龄分+校龄分+双职工分+人口分+附加分--请问,这个职

龄是什么意思,职龄不是工龄吗难道。”雨后彩虹：“职龄是您在图书馆岗位工

作多少年。”雨过天晴：“不是。我的理解，职龄是评上现有职称多少年。馆龄

才是在图书馆工作多少年，这个过去有，后来取消了。因为很多来图书馆晚的闹，

说在哪里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些人一般还都是从机关过来的，有背景。”苍

海笑：“工龄不用说很清楚的，是从你读全日制大学哪年开始的，校龄就是你进

到这个大学的时间算起，职龄是什么，是职称评上的时间开始吗。”雨过天晴：

“我觉得是的。比如，同样是副高，先评上的肯定有优势。”苍海笑：“@雨过

天晴 馆龄在分房打分的时候是扯谈吧，比如我同事到我们这个大学，先是分到

附中后来到图书馆，同样算校龄。”雨过天晴：“不是分房，过去竞岗时用，早

取消了。”biochem：“‘工龄不用说很清楚的，是从你读全日制大学哪年开始

的’？不是应该从正式参加工作开始算工龄吗？”苍海笑：“我现在发的这个关

于职龄的问题，是关于分房的时候打分排序的。”雨过天晴：“我们也没有校龄

的说法，因为在哪里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统计工龄就可以了。”苍海笑：“@

biochem 早改变了啊，亲，2007 年 1 月开始就从你考上全日制大学开始算工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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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下乡知青，就从你下乡的第一天起算工龄，这是好政策啊，我们单位有个

棉纺厂工人，她高中毕业就算工龄了，读全日制大学四年的岂不亏了。”bioch

em：“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从正式参加工作开始算工龄的。”圖堺新人：“@苍海

笑 校龄应该是你进入学校工作的时间算，有的人是在企业、政府、然后进入学

校的，之前的工作年限+校龄=工龄（有的地方不认之前的工龄）。”苍海笑：“但

从 2007 年 1 月开始，一切都发生了好的变化，从你读全日制大学开始的这天开

始算工龄。@biochem 你哪个年代，不会早于我的年代吧，我 63 年出生的。”

圖堺新人：“2006 年工作的没享受到这个政策。”biochem：“应该把读大学那

四年的工龄给我们算上。”苍海笑：“@雨过天晴 我倒是觉得有这个校龄的政策

是很不错的政策呢。”苍海笑：“@biochem 早就体现在你工资了，只不过你并

不知晓罢了。2. 有职称的人员，以人事处提供的资料为依据，从职称批准之日

开始，按如下标准计分：博士生导师：评定后每满一年计 1.5 分，月计 0.125

分。正高级职称：评定后每满一年计 1.2 分，月计 0.1 分。副高级职称：评定

后每满一年计 0.8 分，月计 0.067 分。中级职称：评定后每满一年计 0.6 分，

月计 0.05 分。初级职称：评定后每满一年计 0.3 分，月计 0.025 分。”bio

chem：“@苍海笑 鼓励大家永远不要换单位。”苍海笑：“也许我太笨了，弄不

明白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是 2015 年得的正高，按这种计算我只有 1.2 乘以 6 是

7.2 分；而副高是 2005 年，0.8 乘以 16 是 12.8。@biochem 在学校时间越长，

对学校贡献越大，相对的。校龄每年只有 0.2 分，工龄每年是 1 分。”麦子：“@

biochem 我们学校这点是算到了极致，也就是校龄几乎是最重要的，因为退休金

是完全按正式的校龄算的。”biochem：“这样的话，换单位就亏大发了。不鼓

励人才流动啊。”麦子：“@biochem 是，大亏。因为是各个学校用不同的算法，

有些很有名气的学校倒是没有这个的，所以变成这样：很多在在名校的在 60 时

左右觉醒，发现大亏，于是退休（没有退休金），然后换地方，从头开始。”

图漾：“@biochem 工龄算法应该是从上学开始，否则 30 岁博士毕业算工龄不亏

大发了。不过确实有地方按实际工作年限算的。”图漾：“@麦子 美国也只有校

龄吧，有‘工龄’吗？”麦子：“@图漾 有 service credit, 但问题是，有些

人半职，工作小时在 49%以下，所以，从学校的退休角度看，这些时间是不计算

的。 反正有点复杂 https://ucnet.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compensatio

n-and-benefits/eligibility/index.html。”

1.7论文被擅自收录，九旬教授维权获赔 70多万

徐徐清风：“2021 年 12 月 07 日 10:07 来源：武汉晚报：100 多篇论文被

*网擅自收录 九旬教授维权获赔 70多万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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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2-07/9623955.shtml。”雨过天晴：“人民日报：100 多篇论文被*网擅自

收录，89 岁教授维权获赔 70 余万！https://mp.weixin.qq.com/s/Eny3M5Ls_tf

cgqnQ9WRqnA。”骑鹿踏雪：“@中原劲草投稿时候好像有一句话就是杂志社有处

理权。”徐徐清风：“ 记者查询当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看到上面写有：本刊

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著作权使用费与稿酬一

次性给付。作者如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书面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法院认为，期刊的说明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使用的效力。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二审时也陈述，期刊通过稿约单方声明不足以证明从作者处取得了涉案作品信

息网络传播权授权及转授权的权利。”中原劲草：“这是杂志社的免责条款，属

于典型的格式合同，学位论文也一样，你不签字就不让你毕业，你说是签呢还是

不签。典型的二难悖论。而且作者跟杂志社之间的协议也只是暂时部分的让渡了

作品的使用权和传播权而已，不是让渡的所有权，所有权依然是作者本人享有。”

中原劲草：“我们的杂志社有点越俎代庖了，说的难听点。”骑鹿踏雪：“有一

点这位教授表述有问题，只是不能通过*网下载，不是他不能使用啊。”徐徐清

风：“这个官司，老人并没有起诉杂志社，而是某网，所以官司的焦点并不在于

杂志社的格式条款上。”骑鹿踏雪：“其实某网可以说，这是我们通过杂志社购

买的，您应该起诉杂志社，是他们出售的。”徐徐清风：“老人同意杂志社将其

论文交给某网收录传播，但不代表某网可以不经老人同意无任何约束的收费传

播。”中原劲草：“而且某网也没有支付过该作者分文的使用费，且自己在无限

盈利，这是典型的强行压榨。”徐徐清风：“某网也应该跟作者有个协议，在收

录传播时另给一笔费用，这样就完善些，当然这样比较麻烦。”中原劲草：“某

网可以考虑跟原作者签个协议，采用分账模式，某网因该作品赢利的百分之.或

千分之一给原作者，原作者享有本人作品的永久网络下载权。这个协议可以授权

给杂志社，在发表前由原作者知情同意并签署。如果不签，就不要收录原文，可

以只收该篇的题录信息。”徐徐清风：“根据论文每年的实际下载量，浏览量，

引用量等指标来确定一篇论文每年应得的费用。” 雨后彩虹：“我以前有一次

在老家下载自己的论文，需要付费，很无语。各高校每年要给某网付费最低 100

+W。”图漾：“@廣財大余 这个和是否流水线，是否成品，是否老板没有关系。

比如一个个体手工业者，他自己做的东西，在市场上也不能白拿。一个常识是：

论文投到杂志社发表之后，版权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举个例子，一个作家在出

版社出版了作品，这时如果他在网上再发布电子稿，那么就侵犯出版社的版权了。

当然这是指传统出版模式。”麦子：“@图漾 如果他发的是自己未经过编辑的初

稿（也就是未修改稿的话），这个文本还应该是算自己的。” biochem：“@雨

后彩虹 现在一些穷的学校通过*获取相应的文献资源，已经不再给某网付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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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图漾：“@麦子 不知道你这个‘文本算自己的’ 是怎么界定的。如果

说署名权、作品完整性等权利当然是自己的，但是其他版权已经转移给杂志社了，

除非另有协议，或者是新型出版方式，比如 oa。”biochem：“@雨后彩虹 比如

我们学校，*网已经没有买了，但可用百链和平雅鲁，百链还可以文献传递，该

两种我馆订得有。”图漾：“不是你自己写的东西就能随便用。你发表过的论文，

里面的图、表想在其他地方用都需要申请许可。举个例子，下图是 acs 普通出版

的版权协议。”biochem：“之前本群也讨论过，通过*获取相应的文献资源也很

方便，但可能涉及侵权。图书馆一年的预算就一两百万，能干啥？”雨后彩虹：

“那要看学校给多少钱。”biochem：“HKU 图书馆在 20 年前，一年的图书馆经

费就有 10 多亿港币。”雨后彩虹：“我很早以前看到的一篇文章，但是北京有

的学校只给几十 W。”水调歌头：“这正常，都有富豪捐助，指定给图书馆。冠

名的图书馆那正常。” 哈哈一笑：“作者免费下载只是解决了作者下载本人文

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数据库商未经作者许可拿作者作品获利的问题。”图慕：

“@哈哈一笑 @哈哈一笑 作者投稿时和社里有约定。期刊社的规范操作里有这一

步。”51 哈哈一笑：“中南政法大学老师的案例实际上是说作者投稿时期刊社

的申明是无效的，法院不认可。”中原劲草：“山东知网/作者服务丨如何在知

网免费下载自己的论文？https://mp.weixin.qq.com/s/NoIQDJ7vT0xCsgAPtWtq

dg。” 图漾：“期刊论文的下载量也是遵循幂律分布的，一般作者也就是那个

长尾巴而已，某 i 一篇下载大概值一两毛钱，人家根本就不指着你挣钱。” 中

原劲草：“看来昨天理解没有发生大偏差，就是要用别人文章一定要征得作者本

人的亲自授权，不能用格式合同欺压作者擅自给第三方使用。”

图漾：“老教授状告网站的事说几句：1、法院判胜诉不一定合乎情理，网

站方败诉也许因为在法律上有纰漏，比如有几起案子授权过期等。2、赵老教授

并不是最近才打官司的，大概 10 年前就开始起诉各大数据商，能叫上名字的几

乎都告过，除此之外还告过出版他书的出版社、告过买电子书的图书馆。3、学

术出版根本就无利可图，作者发表也不可能盈利。网站找出版社、杂志社要版权

没问题，不可能一个个去找作者授权。4、赵老教授为什么最近 10 年才开始打官

司，因为他已经不在学术圈混了，事实上，他也没法混了，如果再投稿没有哪家

杂志社录用他。赵老教授退了，其他人还要混，所以赵教授那些依然在职的合作

者还是忙不迭与其切割的。比如易棉阳，就声明放弃‘维权’。5、这个案子大

肆宣传其效果是负面的，对学术出版弊远大于利。”图书馆程：“这个案例比肉

夹馍协会的案例更能推动社会向法制化发展。”中原劲草：“法律维护的只是一

个基本的底线，不是全部，大体保证权力与义务的基本对等而已。”徐徐清风：

“一些老教授可能想着等着退休后不再发表论文，再找数据库商来好好算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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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图漾：“@cpulib2009 图书馆人不能因为和数据商有利益冲突就乐得看数

据商的笑话。这种作者能告数据商，也就能告图书馆，现在没大规模告你不过是

没利可图，什么时候机构库里面的文章也找你要钱就该图书馆哭了。”梧桐：“图

书馆是公益的。*网是盈利的。所以不会告图书馆。”傲娇的*：“@图漾 我觉

得这是两个概念。老教授能告赢，就说明他们做电子版肯定是存在问题的。而且

现在很多数字化的图书都没有获得版权许可。读秀为什么会大规模的下架很多电

子版图书，就是这个原因。而出版社把书卖给数据库商，没有获得作者许可，其

实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你说的开放思想很好，但是激进开放，不考虑作者的利

益，那告他是必然的。这次事件这么轰动，不仅仅在于他告赢了，而在于，以前

大多数人都默认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但是老教授不放弃自己的权力没并没有错。”

梧桐：“投稿作者和期刊社签订的是单方，霸王合同。”傲娇的*：“再说了，

告图书馆，有时也不一定没道理，如果图书馆拿这些书仅用于公共服务事业，那

无可厚非。但是图书馆如果用这些书去营利，那告他就是对的。以前有一些图书

馆在进行馆际互借时，可以全书复印并收取费用。这样的不应该告吗？所以告图

书馆和告数据库商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图书馆用图书只做公共服务，那就不告。

用于营利，那就可以告。而数据库商的营利目的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不法的，告

了也没啥毛病。”中原劲草：“民法、商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

大家买的数据库的对象是这几个字后面还有个商字，在商言商，不要打着文化的

名义去做那啥既啥又啥的勾当。图书馆如果仅仅是出于公益和学术的目的，只要

没有获利，就算做的不够规范也不会成为作者的首选被告。”梧桐：“关键点在

于是否为了盈利。”图谋：“图谋赞同图漾的分析，很犀利，很理性。”梧桐：

“这个不算敏感话题吧？”傲娇的*：“不算，就是个内部交流。”图谋：“在

圕人堂交流，其实不算内部交流了。圕人堂群中，有各方面人员，包括中国知网

方面的人员。”傲娇的*：“我刚才想说学术交流，后来一想，好像也不太学术，

哈哈哈。”雨后彩虹：“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原劲草：“现在不是不少高校不

是成立了知识产权中心嘛，正好可以结合这个案例热点再往深处拓展拓展。实现

双赢是图书馆希望看到的，而不是双输。谈判协商是正道，就如前几天的医药谈

判，商家让利于民才能赢得更好的市场，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图谋：“当前这

波舆情，对图书馆及终端用户，也许真的不是什么‘好事’。cpulib 指出的‘有

一点肯定*网会继续涨价’，或许需要调整表述：可以肯定涨价幅度会进一步提

升。一方面因为知晓度进一步提升了，另一方面*网方面的相关投入也确实会有

一定幅度提升。”雨后彩虹：“知识产权中心只是提供专利等检索和文献分析服

务，不是维权服务。”自由的*：“以前没这事儿得时候，也没见*网就不涨价。”

梧桐：“牵扯到维权普法了法学领域。”自由的*：“涨价的速度，可比咋们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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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快多了。”图谋：“许多问题实际是‘老问题’。仿佛昨日重现。”梧桐：“也

是好事，体现了知识的价值。”图谋：“体现了知识是‘无价’的。有即是无。

有个说法，网上找不到的，相当于没有。一肚子知识放在自己肚子里，也是个问

题。”梧桐：“公平反垄断。”图谋：“如何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互利互惠，

真是个难题。”自由的*：“所以最好的状态，是都不要过分，一过分，都没有

赢家。”梧桐：“各家竞争，可以打价格战。和买白菜一样，你卖 5 毛，我 4

毛。”图谋：“群成员中，有不少数据库商及与图书馆软硬件供应商成员在群中。”

中原劲草：“转型期，低调点没坏处，许老板的腰带都不提了。”cpulib*：“我

们买了个刊，后面确实方便了。”图谋：“买的不如卖的精。用户也是精致的，

哪个好用（或管用）用哪个，最好是给我最省时省力的，而且最好是免费的（没

直接让我掏钱就好，谁谁掏钱我不管）……。”图漾：“数据商既然败诉了，肯

定在法理上有纰漏。就我看到的，有的授权过期，有的没有得到网络传播权——

八十年代的期刊哪有什么网络传播权。但是法理之外还有行规，这些规范未必完

全符合现代法律规范，但是在实践中能够保障双方利益，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在现代社会，你可以选择传统行规，这可以保障你某些权利，也可以完全按法律

走，但可能会失去某些东西，总之你不能两边占，行规的益处你享用了，到了义

务的时候你又讲法律了。举个例子，过去学徒，徒弟吃住在师傅家，除了学徒之

外，还要给师傅家干大大小小的活，出师之后，头几年的收入要分给师傅。这种

形式即使有合同，从现代法律比如合同法劳动法来看显然是有问题的，但是对徒

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了却师父一方的后顾之忧，师徒之间培养比较好的

感情，换来师父无保留的授业。如果你认可这种方式，就要尽义务，比如给师父

干活，上交头几年的收入。你不能享受到了师徒制的好处，该尽义务时拿合同法

劳动法说事，说师父剥削童工，找师父索要工钱。同样的，老教授在投稿的时候

默认了学术出版的规则，获得了学术荣誉，比如职称、学术地位、头衔、经济利

益等，自然就要遵守和出版社之间的协议。如果觉得自己的文章是宝，能值大价

钱，那就走法律那一套，你可以像畅销书作家一样，向杂志社要求多少点的版税，

事先声明保留一切权利，上网要征得你的同意，给你多少酬劳……这样你的利益

当然能得到保障，但估计没有哪个杂志社会发表你的大作——谁发篇论文还捎带

请个祖宗回来？”雨后彩虹：“@biochem 每年都要炒概念。”肖*：“看到各位

在群里讨论这个话题，我去三个网站搜索了一下，赵*馨的文章基本全部下架了。”

图漾：“自己写的书成为了商品，再花钱买不是很正常吗。图谋自己的博客书送

人难道不是自己花钱买的？何况就*网来说，老教授想要下载自己的文章难道还

用花钱？学校没有购买吗？”小青青：“个人拙见：*网是有点学术绑架的味道，

这些论文和学术成果，*网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权利人，凭什么如此高价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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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图书馆，还每年强势涨价。*网这样的行为，极大的阻碍了知识的传播、学术

的推广和应用。”奎林说：“国外那些平台呢。总得有这么个机构来干这事 数

字出版 这几年一些期刊、出版社才开始自己做。”小青青：“还有一个数据大

家可以了解一下，*网每年的利润率高达 60%，击败了 90%的行业。”奎林说：“必

须承认*网这种机构是促进了学术。”奎林说：“你说让事业单位来做这种事

不可能。”小青青：“促进学术？你们馆明年不续订*网试试，看他们会怎么对

你吧。这就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公司。”水中月：“在高校里，老师们搞科研，基

本上离不开*网。”石头：“*网的角色，民间说法叫中介，高大上的说法叫平台。”

罗*尔：“由国家层面来做成果摘要库，分门别类收录所有发表的成果摘要，记

录好除全文之外的字段信息，并做学术评价。期刊，学位，专利等全文分存于各

自机构（比如学位论文，就存在大学图书馆，期刊论文，就存放于杂志社）并免

费向社会开放。这样，就形成总（目录）-分（全文）的查、获体系。就没有中

间商赚差价了。”奎林说：“@ 罗维尔 把国家层面落地一下,具体到谁做。”

小青青：“@ 罗维尔 非常认同，这本身就应该是国家知识工程，而不是一个盈

利工程。”奎林说：“体制内混这么久了 还看不清。”罗*尔：“@奎林说 像国

家图书馆的书目那样。”奎林说：“这个事后面没那么简单,好多东西不能拿出

来说。”随风微：“只要还是垄断，但这是用户养起来的。”骑鹿踏雪：“侵权

认可，下架；下架了又认为下架不对？那该怎么搞？继续收录，然后使用付费？”

奎林说：“这是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有法必依都还做不到。讨论事情不看大环境

吗。”奎林说：“作者投稿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所谓的知识传播，是为了

确认科研成果。”刘*平：“律师：大家不维权较真，会让*网默认可以无偿使用。”

biochem：“国家做起来真不是难事儿，也不是钱的问题。”罗*尔：“国家做目

录库，解决成果收录，评价问题，免费查询；全文内容，以链接库的形式，指向

版权机构，付费下载（百度学术模式）。”麦子：“@hanna 这个问题很复杂：

因为涉及到论文质量的管理，而这个管理过程是要花钱的，另外研究者也要愿意

这么做。如果上传和下载都是免费，没有评审，就是一个共享平台，研究者不能

拿这个东西来评定论文。这些文章需要研究者付费后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才行。不

过*网和爱思唯尔是完全两回事，因为后者对出版本身（审稿）是由贡献的。建

议大家去看看我写的两篇相关的文章。我对大家对*网的看法没意见，但我说的

是针对上面说的国外都免费下载之类，那个过程是不同的，而且免费下载的内容

要么是初稿，要么是已经有人为此付过版权费或放弃版权的内容。另外说欧洲作

为例子，尤其是英国的阅读模式尤其要注意：这些国家的期刊资源采购是由国家

机构统一议价的，其他地方很难用这个模式说自己的问题，比如美国，即使加州

大学和爱思唯尔的‘胜利’，只是换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付费方，但并没有降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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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本，学校方面的费用会更高，这类东西想起来就头疼。”奎林说：“这种门

外汉。”麦子：“买的没有卖的精，看看这电子书就知道了。这东西开始是，把

书商吓死，但现在是很好赚的，你可以把一本书一而再再而三地卖给同一家。”

奎林说：“写文章的人，最开始不是和期刊打交道吗，那作者挺直腰杆说：你给

我稿费，否则我不发。不发的话，不就不能被任何机构收录了么。”麦子：“@

奎林说 如果全面掌握信息，这类的问题占了起码 90%以上的讨论。”奎林说：

“有些人对存储的成本没有金钱概念，对流量没有金钱概念（可不是手机上上网

这种流量概念啊）。”麦子：“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 20 多年前从香港

买了中大的四库全书的电子版，但因为是 CD 的太不方便，所以我们在通过他们

许可的情况下，做成了网版。这时候，大家都是用 CD 塔，没有人用这个的。但

加大自己有资源，因为有几个超级计算机中心，可以储东西，所以放在圣地亚哥

SDSC，每年付 2000 的费用，但后来每年续很麻烦，因为对方觉得这太麻烦，后

来是靠外面商业数据库公司解决的，便宜的多，而且服务叶好@奎林说。”图谋：

“这几天的‘热议‘，质量很高。只是受到一些约束，很难畅所欲言，言不尽意。

图漾老师拿图谋举例，提及‘自己写的书成为了商品，再花钱买不是很正常吗。

图谋自己的博客书送人难道不是自己花钱买的？’确实是的。图谋在今年 6 月写

过一篇博文《图谋与博客书》（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

92302.html），文中有一段话，‘图谋作为草根，一而再，再而三出版博客书。

得益于诸多师友的帮助与支持，也得益于所在机构的科研激励政策。图谋所出版

的博客书，出版费用基本是通过科研奖励所得解决了，不仅如此，每本书出版之

后，每一本均‘为书找人’，面向圕人赠出 100 册以上图书。购书费及快递（邮

寄费），也算是通过‘自筹经费’（其中包括稿酬、审稿费等）解决了。我的基

本做法是‘以文养文’。文字所得悉数用在文字上边。出工出力出汗算是义务劳

动。’还可以稍作补充。‘自己写的书‘，其实，真的远非一己之力，还凝聚着

许多人的劳动。比如常规的三审三校、印刷发行等等，均是需要投入的，需要有

人为之买单的（作者是受益者，也需要适度承担）。作为个体，图谋自身集多种

角色于一身，其中一个身份也是作者。biochem 老师调侃说‘给我几十万，把我

的论文全部下架。’，根据我自身当前的认知，已发表的成果版权其实作者权益

只是其中一部分，‘全部下架’的处置方式，严格说来是侵犯了其他权益人的利

益（比如资助机构、其它合作者、出版方等等）。‘学术期刊‘为学术公器。某

刊为某领域权威期刊，一年刊发论文数十篇。刊物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

录，请在来稿时声明，不影响论文录用’，一篇两篇，无关紧要，数十篇全部拒

绝被数据库收录，这就尴尬了。学术期刊也是需要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因子、社

会效益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普通公众可能会觉得‘几十万元’多么可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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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作者若想让等量成果全部上架，需要 N 倍投入（N 大于 1）。”hanna：“讨

论很精彩！”奎林说：“很多事情没经历过，就真的是道听途说。”自由的*：

“数据库把这些学术论文收录进来，加工整理后，用户用起来也很便利。这本来

就要花费很多财力物力人力，有偿使用的原则是没有问题的，论文作者使用花钱

也没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对某数据库每年无底线涨价的不满。2020 年的数据，

百度阳泉数据中心为例，阳泉数据中心可以存储约 614 万 TB 的数据，如果都使

用 8TBx18 规格的存储服务器，硬件成本就是 19.6 亿。除此之外，这种规模的数

据中心每年电费还需要 2.5 亿，网费近 4 亿元。加起来，不包括设备维护的成本，

每年的成本 26 亿元左右。南大只是 2020 年的水电费用超过 1 亿了。”彭彭：“大

家如果用过百度同步盘，你就会觉超级好，比百度网盘更爽。这两种盘同一帐号。

大家可能在网上找不百度同步盘的安装程序了，但我一直保留了，如果有需要可

找我。”

梧桐：“今日头条/人民日报评中国*网：是时候反思己身，刷新经营理念了

https://m.toutiaocdn.com/i7039704009913041438/?app=news_article&times

tamp=1639097954&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2100859130102100500160068

E255&group_id=7039704009913041438&tt_from=mobile_qq&utm_source=mobile

_qq&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share_token=

606ba9be-46bb-4622-97de-924d9e3391d3。”biochem：“PS：平时任何人想从*

网下架一篇文章，基本门都没有。现在给老教授批量下架。看来，他们的制度也

是弹性很大啊！转帖。”骑鹿踏雪：“@biochem 都起诉了，能不加急下架吗。”

梧桐：“现在都强调公益性。”骑鹿踏雪：“输了官司不下架，然后等着再输一

次吗？”常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位论文都不共享，他们却可以看别人

的。中 K 院也是，很少有最新的，一般是很老的。”徐徐清风：“开放数据，资

源共享前提是主体地位平等，有对等利益交换价值。北大凭啥要跟普通二本搞学

位论文共享？明显名校学位论文质量普遍高，是不屑于跟普通院校搞共享的。”

梧桐：“看看人民日报评论。”biochem：“你不恢复老教授的文章，有你的好

看！”梧桐：“多些公益性，少些铜臭味！”骑鹿踏雪：“@biochem 恢复了老

教授再起诉怎么办呢。”梧桐：“反正的反省反省了，这些是细枝末节。”奎林

说：“任何一个数据库商倒闭都不会是好事。”诲人不倦：“下架了，我们想看

怎么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帮你忙，OA 的优势进一步显现。”图漾：

“@图谋 学术期刊印刷纸本出版，和数据库商网络出版，只是手段不同，并无本

质区别。质疑数据库卖钱的，是不是忘了纸刊也是卖钱的，也应该愤怒一下才对。

@诲人不倦 oa 当然是好事，不过正如麦子老师所言，oa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前

提是有人放弃版权或是已经为版权买过单了。”奎林说：“OA 不是天上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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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诲人不倦：“所以积极推动 oa 理念深入人心，建立国家层面的科技文献

交流平台，开放同行评审的开放科学是大趋势。”奎林说：“中 K 院推进 OA 出

版 OA 期刊很久了，从 2013 年开始我参加过多次会议，现在越来越式微了。”h

anna：“OA 是作者自己出钱。就是我们这边的版面费。”刘*平：“论文作者、

期刊出版社、信息平台在法律的框架下各承担责任和享有权利。”民工：“好的

平台必须是商业驱动的，公益机构动力不足。CSSCI 和 CSCD 这两个搞了这么多

年了，和 WOS 差距越来越大。”图漾：“@hanna 很多人这么理解，但我们这边

多数版面费只是纯粹的版面费，并不 oa。”hanna：“我们是两头收费。”刘*

平：“商业驱动可能发展更好，商业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诲人不倦：

“图书馆公益联盟也做的可以，比如 calis 的联合采购，馆际互借。最终还是归

结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中原劲草：“鲁迅说：从来如此，便对么？我们

需要变革，但这种变革应该是所有参与方的相互协作、相向而行，而不是店大欺

客式的爱用不用、野蛮生长。数据库商赚取它们该得的成本维护、管理升级、研

发等相关费用外，也应该适度地让利于民，兼顾利益与公平、法治等，这样才能

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生产与传播环境，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梧桐：“要共同富

裕。”中原劲草：“不是共同富裕，是相互让一步，和谐共处。我们受以前一段

时间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缺少了古人的中庸之道，让一让六尺巷嘛。”

2 圕人堂专题与群文件共享

2.1 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

“圕人堂文摘”助力图情成果科学普及实例一则

2021-12-7 19:38

圕人堂自 2014年 5月 10日建群以来，积极围绕建群目的进行了系列实践与探索，

“圕人堂文摘”是其中一项。笔者试图利用圕人堂平台，打造“圕人堂文摘”栏目或

品牌。其作用是促进图书情报研究成果的“科学普及”。当前，更多是图谋在先行

做‘实验’，未来期望有更多人参与。这几年，科学网圕人堂专题摘编 ...

个人分类:圕人堂|1662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中国知网“CSSCI”检索功能及其它

2021-12-5 07:39

圕人堂有成员在“知网能单独检索 CSSCI文章吗？”，有成员热心解答了，但不

够全面。图谋结合自身的观察与实践作一梳理，或许更具参考价值。中国知网“高
级检索”状态，选中“学术期刊”后，来源类别有“全部期刊”“SCI来源期刊”“EI来
源期刊”“北大核心”“CSSCI”“CSCD”,可以限定 ...

个人分类:圕人堂|3675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经费状况知多少？

http://www.artlib.cn/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5600.html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5600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5600&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560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5600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560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5600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5223.html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5223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5223&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522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5223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522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5223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51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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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4 17:19

圕人堂文摘 图谋摘编自 ：吴汉华,王波.2020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报

告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04):5-11. 1 年度总经费 提交有效的年度总经费数

据的高校图书馆为 1226所，平均值为 605.4万元，比 2019年增加 13.6万元，中

位值落 ...

个人分类:圕人堂|124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闲话图书馆工作的价值

热度 2 2021-12-4 00:23

近年，因工作需要，我或间接或直接参与了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招聘工作，与高

校图书馆同行也有过一些交流，解答过不少求职者或求职者委托人的咨询。有些

观察与思考，稍作梳理。 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的处境，总体来说是十分尴尬的，

人们对图书馆工作的价值认识是比较欠缺的，原因也是多方面 ...

个人分类:圕人堂|4032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2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9个文件。

http://www.artlib.cn/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5160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5160&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5160&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5160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516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5160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5075.html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5075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5075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5075&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507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5075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507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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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21 年 12 月 5 日 14:15，圕人堂微信公众号“总用户数”达到 5000 人。

（2）12 月 6 日，世界艺术鉴赏库面向圕人堂成员捐赠定制台历 50 册，圕人堂

管理员团队（编辑团队）成员优先，剩余则先到先得，当日索取完毕。

（3）2021 年 12 月 10 日 14:30，群成员达 2897 人（活跃成员 429 人，占 14.8%），

在线 1484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8.9%），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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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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