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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 会议消息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征稿！数字人文 2022 年国际顶会 DH Unboun/全国报刊

索引机构版 2021-12-13

https://mp.weixin.qq.com/s/S5iBX771It-_ZgSpfzNlpg。”

会议君：“研究阐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公告/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

2021-12-13 https://mp.weixin.qq.com/s/UcvzBlBEn3XhF-05PpmqQg。”

图谋：“‘图书馆建筑空间优化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QjymgGmp4Vk9k5VtPJVBxw 。推动图书馆高质量发

展 ，是新形势下图书馆事业转型发展的新要求、建筑空间是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为探讨高质量发展新形势下图书馆建筑空间发展问题，并

纪念我国图书馆建筑设计做出突出贡献的建筑大师杨廷宝、梁思成诞辰 120 周

年，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将举办‘图书馆建筑空间优化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

与业内专家共同探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图书馆建筑空间的发展。会议时间：2021

年 12 月 17 日 9:00-17:00 会议方式：线上会议（腾讯会议） 255166414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9eqBbdb898aD。会议日程详见全文。”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智慧图书馆技术应用讲座 2021 年第 6 期/全国报刊索引机

构版 2021-12-15 https://mp.weixin.qq.com/s/4oFSdci378XwAZ3rAYxpQQ。”

cindy：“e 线速递 | “图书馆建筑空间优化与高质量发展” 学术研讨会会议通

知/e 线图情 2021-12-14

https://mp.weixin.qq.com/s/pWKhIaE7Iu149kbirZjr4g 。”

低调：“佛山市图书馆图书馆与家庭阅读推广创新发展研讨会 主办单位：中国

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承办单位：佛山高图书馆学会，佛山市图书馆，深

圳图书馆，2021-12-15，https://zhibo.chaoxing.com//8000116351264154 。”

会议君：“图书情报丨2021年中国索引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通知（12.19召开）

/全国报刊 索引机构版 2021-12-15

https://mp.weixin.qq.com/s/6rTi5bmBfaMnCbzwO7Lqmg。”

1.2 行业动态

图谋：“信息来源：《数字图书馆论坛》2021 年第 9 期第 10 页的一则书讯。”

[《汉语主题词表》新编拟分为工程技术卷、自然科学卷、生命科学卷、社会科

学卷四大部分，目前工程技术卷和自然科学卷已出版。]

书小弟：“南大信管从武大信管成建制挖人引争议！/图情招聘 2021-12-12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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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FZri6TDglcZZsovDmV1K2g。李刚教授团队，全国图

情界首个自科群体创新项目所在负责任及部分团队成员。”

图漾：“权威发布：2021 图书馆学术能力排名/[上海市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促进会]

新文科专委会 2021-12-13

https://mp.weixin.qq.com/s/3Ad3yhrBMDHM5W8JWizWuw 。”

刘*平：“医学主题词表 MeSH 将在明年实现全自动标引/原创 教图报

刊?2021-12-15 https://mp.weixin.qq.com/s/sNL23MH9x1P8_L-9JylscQ 。”

雨过天晴：“庆祝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获奖名单

http://www.scal.edu.cn/zxdt/202112140841。”

低调：“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馆长董有明调任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新才

卸任。” 鲲鹏展翅：

“http://www.lib.whu.edu.cn/news/newDetail.html?id=288788。 ”

图谋：“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崔宇红研究馆员团队（战略情报与知识创新研究所）

面向全球招聘博士后人员.

https://mp.weixin.qq.com/s/qMIisDMqLtZ_6RVfxhi1lQ。在国家“双一流建设”和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面向前沿基础交叉科学和高

技术领域的科技自主创新需求，致力于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文献信息保障、科技

战略情报研究、科学交流服务平台、高校科研评价和决策支撑服务，同时为政府、

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领域的科研机构提供信息服务。现因工作需要，北京理工大学

图书馆崔宇红研究馆员团队（战略情报与知识创新研究所）招聘博士后人员，欢

迎有志于谋求发展、共创事业的青年才俊加盟。”

查新检索：“重磅！2020高校图书馆基本数据排行榜！/知情会 2021-12-16

https://mp.weixin.qq.com/s/s3rzIRlpqQkGew6OFRb5Dw，教育部高等学校图工委

更新了‘2020年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排行榜’。”

1.3 圕人分享

图谋：“《图书馆报》2021 年 12 月 10 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1210

。”

图谋：“《泊如斋藏书目录》自序/原创 曹之 曹门立雪 2021-12-11

https://mp.weixin.qq.com/s/w3To0Hh7I_QKiMtoOe2TTg 。”

图谋：“‘没有图书馆员的图书馆’不是好的图书馆/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 2021-12-11 https://mp.weixin.qq.com/s/VLpaDqBKHmBqI6tHQED6vA。”

杯葛：“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傲视群雄，科技与商企类书刊占四成/原创 雾谷飞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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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 Jianan 美驻 H 使馆 2021-12-11

https://mp.weixin.qq.com/s/lxLP-nV2Q-O6aeOA8OkWtw。美驻华使馆公号的一

篇推文。”

图谋：“图谋.闲话论文查重产品与服务.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06340.html。笔者对学术规范、论文

查重产品与服务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进行了解、实验及解答相关咨询。这块的关

注度呈上升趋势， 特此进一步梳理所见所闻 所感，不当不周之处，敬请不吝教

正。”

古饶：“‘万方杯’2021 年全国高职院校信息素养大赛决赛获奖名单公示

https://www.chvcl.net.cn/2021/1213/c3076a90243/page.htm ，

http://www.calis.edu.cn/pages/detail.html?id=a50b76b2-1bab-4622-a11b-

858192361ec6 。”

图谋：“深层次信息服务的探索与思考/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

2021-12-14 https://mp.weixin.qq.com/s/6icZo5zurg-tIb8MgaFxoQ 。”

图谋：“《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 年第 6 期.

http://www.jlis.cn/jtlsc/ch/index_more.aspx。”

图谋：“刘炜,嵇婷.‘云瀚’与智慧图书馆:以开放创造未来[J].中国图书馆学

报,2021,47(6):50~61 中文摘要:图书馆向智慧转型升级需要开放的理念、共享的

平台和先进的技术。云瀚是基于目前国际最先进的开源技术和云原生架构,采用

自主可控的产品路线,由中国图书馆界前沿学术研究力量和领先技术力量自主研

发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中文平台。云瀚是 FOLIO 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它既是下一

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又是一套取代传统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应用组件,同时也是

一个以开放理念运行的开源社区。云瀚将以智慧图书馆技术应用联盟为依托,探

索开放的社区运作模式,建立产业生态,致力于本地化产品和服务的完善与提高,

以助力中国图书馆走向智慧时代。全文链接：

http://www.jlis.cn/jtlsc/ch/reader/create_pdf.aspx?

file_no=20210604&flag=1&journal_id=jtlsc&year_id=2021 。”

图谋：“图情档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成果专题辑录/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

2021-12-15 https://mp.weixin.qq.com/s/4OqGzUOy3M544B82wKrnXg。”

图谋：“柯平图书馆职业研究观——‘今天,在图书馆职业研究中,不仅要重视馆

员的信息素养,也要重视馆员的学术素质,不仅要强调读者至上、服务奉献的职业

精神,也要强调守本守业的职业精神。’（引自：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抽象、

内核与价值 [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6):4-17.）。”

图谋：“《图书馆论坛》2022 年选题指南.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lxLP-nV2Q-O6aeOA8Ok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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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s.edu.cn/pages/detail.html?id=a50b76b2-1bab-4622-a11b-%20858192361ec6%20
https://mp.weixin.qq.com/s/6icZo5zurg-tIb8MgaFxoQ
http://www.jlis.cn/jtlsc/ch/index_more.aspx
http://www.jlis.cn/jtlsc/ch/reader/create_pdf.aspx?%20file_no=20210604&flag=1&journal_id=jtlsc&year_id=2021%20
http://www.jlis.cn/jtlsc/ch/reader/create_pdf.aspx?%20file_no=20210604&flag=1&journal_id=jtlsc&year_id=20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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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TbQpChWrqI56nVAjFMJfYQ 。”

图谋：“圕苑大家谈|申晓娟 建设以人为中心的图书馆/原创 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

建设 2021-12-14 https://mp.weixin.qq.com/s/JQtwOK0TgxfJ0B-jtC_rmA 。”

图谋：“云瀚作为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及其与中国图书馆的未来/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 2021-12-16

https://mp.weixin.qq.com/s/2SjGGZ3s-wpn0HSTKpsAQA。”

图谋：“【2021年压轴——《图书馆论坛》第12期】光阴似箭，还有半月，2021

年就将闭幕了。这一年，国家砥砺前行，丰功伟业精彩不断；这一年，《论坛》

坚守初心，编辑出版持续发展。作为年度最后一期，《论坛》第12期，聚焦“中

国创造”，讲述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国创造”故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

公共文化服务贡献”专题研究画上句号；聚焦国家数字战略，编辑出版“提升全

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新时代图书馆的新担当”笔谈，四位大咖精彩解读“数字素

养与技能 ”培育这个数字时代的图书馆新担当；聚焦未来社会，发表《元宇宙

是图书馆的未来吗？》，展望元宇宙图书馆场景……也是这一年，《图书馆论坛》

迎来了创刊40周年，回望过去，不曾完美，点滴进步都浸润着您的关怀宽容；展

望未来，使命必达，奔流进程期待您的继续支持。您对《论坛》的好，我们心中

有千言万语，感谢您一路陪伴……《图书馆论坛》2021年第12期目录/图书馆论坛

2021-12-16 https://mp.weixin.qq.com/s/5sOuxJbVAoOtMgx9BjaPpg。”

1.4 《因书而美：世界图书馆与书店漫游》及其文创产品

图谋：“《因书而美：世界图书馆与书店漫游》正式出版/乐诗 弘雅书房

2021-12-11 https://mp.weixin.qq.com/s/lEHlJOmet-VdTuU-e_rxYg 。”

图谋：“图有其表 https://mp.weixin.qq.com/s/fSg-Ij6oMNt0oBRVDSRgEQ 。”

图谋：“弘雅书房出新文创啦！！！.

https://mp.weixin.qq.com/s/ACphz0azxaYW5jgnHsQZ-Q。因书而美 2022 年台

历、因书而美杜邦纸单肩包、因书而美丝巾，是基于顾晓光《因书而美—— 世

界图书馆与书店漫游》书籍的周边文创。该书收录顾晓光在五大洲 38 个国家和

地区拍摄的 128 家图书馆和书店的作品，向我们展现了空间因书而美的真实情

境。”

图谋：“《因书而美：世界图书馆与书店漫游》正式出版

https://mp.weixin.qq.com/s/lEHlJOmet-VdTuU-e_rxYg 内容简介：能够吸引人

驻足的图书馆和书店之美，在于其室内的设计、空间的布局，更在于其本身的人

文历史背景。本书展现了世界各地四十多个国家，十七世纪以来不同年代、不同

风格的图书馆和书店人文风景。它们或奢华，或简易，具有着不同的建筑风格、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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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lEHlJOmet-VdTuU-e_rx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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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空间，它们都为图书而存在，都有着独特的气质。作者通过影像和文字相

结合的形式，从不同的视角来记录这些保存和传承人类文明的宝库，同时向读者

分享世界各地不同的的阅读文化和传统，让读者感受到书的魅力与阅读之美。作

者简介：顾晓光，博士，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

推广委员会委员。曾任《数字图书馆论坛》执行主编、《信息与管理研究》副主

编。著有《旅行之阅：阅读之美》、《拥书权拜小诸侯》等专著。其策划组织的

‘ 阅读之美’摄影图片展已在全国各大城市图书馆举办了上百场。”

图谋：“圕人堂从 2014 年建群至今，圕人堂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得益

于世界艺术鉴赏库的鼎力支持。这么多年，世界艺术鉴赏库对圕人堂的资助是全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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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全意的，没有提任何附加条件。圕人堂的回馈形式仅是《圕人堂周讯》冠名致

谢。”

鲲鹏展翅：“圕人堂满满的获得感。”图谋：“可以说获得感源自圕人堂成员的

奉献。世界艺术鉴赏库常总是圕人堂的首批成员 之一。感谢有您——圕人堂的

每一位成员！”

1.5 圕人堂

图谋：“2022 年 1 月 7 日将迎来《圕人堂周讯》400 期，计划与迎新年活动一

起搞，以圕人堂特有的方式庆祝一下。400 期，表示圕人堂经历了 400 周，作为

草根网络社群，一路走来，得益于群内外圕人各种形式的帮助与支持，体现了‘咱

们圕人有力量’ 。‘寄语圕人堂/《圕人堂周讯》400 期’、‘我与圕人堂’征

文，可以是备选节目。也欢迎成员以自己的方式表现。”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的运营，得益于群成员各种形式的帮助与支持。经

费支出方 面算是比较小的，志愿者们提供的服务大多是零报酬的，即便有，也

仅仅属于像征性的。”

1.6 日常讨论

（1）“没有图书馆员的图书馆”不是好的图书馆

图谋：“图谋.‘没有图书馆员的图书馆’不是好的图书馆.

https://mp.weixin.qq.com/s/VLpaDqBKHmBqI6tHQED6vA。假如进行较为认真的

审视，当前高校图书馆在编人员，真正属于‘图书馆员’的比例会很低，全国范

围高校馆或个体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达到 20%？其它类型图书馆的情况似乎

‘差不多’。图书馆学界、业界、教育界及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应给予适度乃至

高度重视——‘没有图书馆员的图书馆’不是好的图书馆！”

麦子：“我看了傅平的那篇东西，觉得现在图书馆员的数字有点高，现在哪里会

有 194000 人。仔细一看，已经 4 年，资料有点过时了，另外那个链接也没有什

么用。我估计现在美国图书馆工作人员最多也就 15 万人，这是 2020 年的，比

2017 年少了 3 万”。

麦子分享群文件：Library workers facts & figures 2021(2).pdf。”

麦子：“我特地贴这类的文章，实在是想摆脱要写文章的：要引用，引用点第一

手的，而且是新点的东西。现在引用的，都是引用二三手的，而且这二三手的，

自己都不懂原文的内容，到你三四手，除了国内没办法想写文章的苦主，我等吃

瓜群众根本看不懂。”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VLpaDqBKHmBqI6tHQED6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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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关于图书馆是不是有图书馆员而使图书馆成好的图书馆或坏的图书馆的

说法， 我是这么考虑的：文章的看法对于现在用图书管理员来代替图书馆员的

做法 ，就现在的情况看，的确会导致图书馆服务变坏，从而使图书馆向坏的方

向发展。但这事情如果仔细想，实在比较复杂：首先，现在的图书馆员的职业素

质是不是可以到提高图书馆服务的程度，如果都是‘后’什么的，可能还不如少

点人，省点钱，起码还可以保留一些有能力的馆员。另外，从长远看，图书馆没

有馆员， 甚至没有人，我想可能是个趋势，这不是你的个人看法能决定的，所

谓形势比人强，而在图书馆这方面，图书馆业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抗拒这种

变化。平心而论，没有图书馆员的图书馆并不是什么好和不好的问题。如果没有

图书馆员，这图书馆其实也和我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因为我连饭碗都没有了。”

麦子：“今天朋友圈里有个朋友在说，她们学校的图书馆，明年缩减一系列的服

务并且关闭 4 个图书馆的周五开放时间，因为有 4 个馆员要修长假，3 个人退休，

4 个人要求远程工作而且在之后辞职。这对留下来的人的压力很大。现在图书馆

是大量的减员，有时相互的影响很大。”菜鸟君：“我们流通的老师都是一个人

顶一天白班加上晚班的。人员缩减，排班倒班都很困难，就这样还增加周末借阅

时间和开馆时间的。”麦子：“理解理解，美国没法这么操作，因为图书馆一般

都是处在工会的环境中（学校或公共的），要增加工作量比较困难，而且如果你

加钱给这些人，也不行。因为， 一来大多数是不愿多拿钱多做事的。二来，这

个做法在理论上也没法做，因为图书馆员的合同规定是不可拿超时费的，薪水都

是固定的。每天少做不扣，而多做也不补的。所以，只能减少服务，因为现在招

人也难，到处缺人。”cpulib：“所以，这种制度有利有弊，对发展成熟的国家

来说没太大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肯定不行。”

图谋：“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大学图书馆是需要一定数量专业馆员的。当前，

不少图书馆缺专业馆员，尤其是青年馆员。”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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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书排架

坤：“请问各位老师，有去参观过[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的吗？如图，这种书架

上图书是怎样排架上架的，是否做了图书定位？”公图小范：“[该馆]最高的是

铝皮，不是真的书。”坤：“下面部分真书吧？”公图小范：“嗯，他们 2-3-4

楼还有书库，那里就是排架的。”坤：“下面真书按索书号的顺序来排架的吗？

请问大家，这种层级的书架，图书的排架定架怎么做好些呢？”雨后彩虹：“从

上到下，从左到右，都是一个道理。”

-3344608：“拍照不好看，也敢叫图书馆？获奖无数的网红图书馆为何屡遭投

诉/普象工业设计 小站 2021-11-15

https://mp.weixin.qq.com/s/gTSdCK5SVMQBEkI2N0oG9g 。”

（3）图书馆从业者的社会形象

图谋：“闲话图书馆从业者的社会形象/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

2021-12-12 https://mp.weixin.qq.com/s/i3Xo13toAg43K9BAGJTKPQ。”

度量衡：“这不是图书馆特有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各类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中，

行情一样样的，在人情关系的国度，人情关系也是第一生产力。关键看组织内部

风气，风气正一点，即使牛鬼蛇神，各路有后台神仙多一点也大家收敛着相安无

事和平共处。风气不正，即使[清]一水的专业馆员照样排挤互拆台。文人相轻，

别把这种现硬套在图书馆上。”tianart：“资源和经费充裕的高校图书馆只是少

数，对于其余大多数该怎么办？理性的选择是立足实际，正视现实，积极进取，

有所作为，怨天尤人于事无补。数字资源的建设与服务，需要高校图书馆专业馆

员在法律法规与道德的框架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雨过天晴：“领导很重

要，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某图书馆领导自己都把图书馆定位为‘ 一群家

庭妇女’，馆员再‘专业’也没有用。”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gTSdCK5SVMQBEkI2N0oG9g
https://mp.weixin.qq.com/s/i3Xo13toAg43K9BAGJTKPQ


圕人堂周讯（总第 397 期 20211217）

11

（4）图书馆榜样人物

图谋：“感动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刘青华——悦读人生。颁奖词:吹灭读书

灯， 一身都是月。花开无声，读书有痕。他怀着阅读梦想，热情分享，他仍在

路上。 给图书馆从业者，赠送一位榜样人物。”韩*：“写得很好，文字风格是

大家喜欢的。每当泄气的时候，读到你的文字都能够继续做事。”图谋：“属于

草根图书馆人的土味情话。”韩*：“更草根的图书馆人是得过且过，甚至一旦

成了风气后，很难转变。”图谋：“期待微努力促成微转变。”韩*：“对，为

努力微努力。”

图谋：“近期，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在搞‘高校图书馆榜样馆

员’，图谋留意到圕人堂中有好几位是各省推荐出来的候选人。”韩*：“高校

图书馆榜样馆员，其标准是什么？”图谋：“待正式榜单出来后，可以看看群中

有多少好榜样。关于公布‘高校图书馆榜样馆员’推荐名单的通知

http://gxtgw.zju.edu.cn/2021/1206/c29187a2448813/page.htm。”钱*源：“哇，

馆龄都长，我才 5 年。”诲人不倦：“教育部高校图工委设定了一个基础标准：

在高校图书馆工作时间达到 20 年及以上（在不同高校图书馆工作可累加），目

前仍在图书馆工作，爱岗敬业，贡献突出。各地图工委根据上述基础标准，可能

会增加一些条件。”

（5）图书馆机器人

一帆：“盘它！飒智机器人‘图书管理员’上线/飒智智能 飒智智能 2021-10-18

https://mp.weixin.qq.com/s/AoiHoMnbKVkRTtP4PtpU9A ，这个有图书馆用过

吗？”雨后彩虹：“这个排架必须精细到位，工作反而繁琐不堪。”沙枣树*：

“全用 RFID+机器人 中图法排架都可以不用了。”雨后彩虹：“问题是谁给书

上架？”沙枣树*：“人啊，摆上就可以了。”雨后彩虹：“就是，那还是需要

人工精细排架。”沙枣树*：“你没这个也要排啊，盘点机器人是清点和定位的。

查书找不到书 ，这不是读者喊得最厉害的吗。”雨后彩虹：“这个排架要精密

到最后一位，很多高校馆都做不到。很多小馆没排挤。”沙枣树*：“nono，如

果只是为了找书，计算技书和小说排一起都无所谓，要什么精密，是靠 RFID 芯

片的。”雨后彩虹：“有芯片可以乱排？”沙枣树*：“当然了，如果只是找书。”

雨后彩虹：“那很好啊，节省人力。”沙枣树*：“不过，目前图书馆还不能接

受乱排，各种观念吧。”雨后彩虹：“就是。”图漾：“不完全乱排也有其优势，

就是找某本书容易发现相近内容图书，比如你要找 JAVA 的书，这一架子都是，

随你选了，通过这种方式查到中意图书的机会要比检索还常见。”沙枣树*：“这

个是对的。”雨后彩虹：“有机器人就是省心省力。”沙枣树*：“看上去盘点

http://www.artlib.cn/
http://gxtgw.zju.edu.cn/2021/1206/c29187a2448813/page.htm
https://mp.weixin.qq.com/s/AoiHoMnbKVkRTtP4PtpU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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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的推文你是没看过吧？”雨后彩虹：“嗯呐，[观念]迟早会接受的。就像

以前我们用人民币纸币，现在用微信支付宝一个道理。那就可以完全解放图书馆

员的图书借阅工作。”清凉桐影：“ETC 解放了高速公路收费员，机器人也会解

放图书馆员的。目前未普及，只是价格和技术的壁垒还没打破，不过这个只是时

间问题而已。”沙枣树*：“如果真想了解清楚，在我的公众号搜机器人，写了

几十篇吧，最怕道听途说和朴素理解来讨论问题。”度量衡：“没有市场买单，

新技术那有钱研发。”清凉桐影：“不会的。脚虽然在泥里面，但是不妨碍脑瓜

顶上天的。没资金的馆缓一缓，有资金的馆肯定会去吃螃蟹的。”度量衡：“我

是顶顶支持拥抱新科技和机器的，比人工靠谱，错了还不顶嘴还嘴。”

沙枣树*：“目前图客在做另外几款：引领取书（配合盘点机器人）、迎宾（就

是市场上常见到的后台有人值守）、咨询机器人（基于深度学习的完全机器自主）、

大型场合扫地情节机器人。图客卖了几十家了。我们计算机系陈老师的公司江苏

图客。现在势头很好，几乎每周中标一家。”雨后彩虹：“专门卖机器人？”沙

枣树*：“对，江苏图客机器人有限公司。”雨后彩虹：“这个很好，图书馆都

有钱，买个机器人是小事一桩。”沙枣树*：“这个以后会是智慧图书馆的标配，

价格也会越来越便宜。”

清凉桐影：“感觉这个问题又回到原点了。仅仅因为这份工作的可替代性强，入

门门槛低，即使干错了，干砸了也死不了人而已，所以就一股脑都来图书馆了。

前几天看到一个关于某高校的新闻，某教师因……校领导在回复媒体的时候说已

经脱离了教学岗位，安排至图书馆工作。”雨后彩虹：“以前谁都害怕进图书馆，

现在图书馆比其他教辅单位更难进。因为图书馆是专业技术职称。”徐徐清风：

“图书馆要有宽容度。教师因各种问题来图书馆，只是校方考虑到他们不适合从

事教学，到图书馆是可 以继续做专业研究的。一般发配到图书馆，也会让他们

有时间和条件做原来的研究工作，还可以发表论文，为学校争光。这样的例子很

多。”廣財大余*：“真要他们做研究，去研究所就好。”

（6）2021 图书馆学术能力排名

图漾：“权威发布：2021 图书馆学术能力排名/[上海市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促进会]

新文科专委会 2021-12-13

https://mp.weixin.qq.com/s/3Ad3yhrBMDHM5W8JWizWuw 。”

麦子：“因为我此前对这个没有一点概念，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所以当然先看

了排名。看了以后觉得没有什么头绪，于是看了怎么评的。看了，有一个小问题：

这东西和图书馆质量有直接联系吗？更直接说读者有关系吗？”

诲人不倦：“这个是指图书馆的学术能力，更直白点就是研究能力，与图书馆服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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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没直接关系。”广州书童：“看了一下，这个排名和服务质量服务能力有

一定的正相关。”

（7）馆员科研成果的界定

鲲鹏展翅：“请教下各位同仁：想了解下中图学会的征文、各省市学会的征文获

奖、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及各省高校图工委的荣誉表彰与征文获奖在职称评审中是

否算工作业绩或成绩？是否赋值算分？”

鲲鹏展翅：“咨询了对与中图学会及省协会相关的征文奖励是否科研成果[问题]，

感谢福建、 湖南、江苏、江西四省同仁热心提供素材和网站。下面分别截图（此

处省略）分享给大家参考 ：（1）湖南省：（2）福建省： 以下可视同 1 篇核心

期刊论文：在中国图书 馆年会征文中获一等(一等奖或宣读论文)且收入正式出版

的论文集的专业论文 1 篇 。

https://wlt.fujian.gov.cn/zwgk/rsxx/201912/t20191215_5152747.htm （3 ）江苏

省：国家级奖：指中宣部认定的奖项和本专业国家一级协（学）会所设奖项。（4）

江西省。（5）见本周群文件：关于印发《广东省图书资料专业人员……》。”

（8）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

图谋：“Tmlm 同学‘工作重塑对高校图书馆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问卷。

图谋认为，这份问卷的设计下了功夫，有不少可取之处。近期，圕人堂成员利用

本群开展问卷调查的频率较高，从我自身的参与得到的印象是，社会调查方法的

应用较以往有较大进步。大多没有明显的瑕疵（比如无法填答、填答所需时间过

长等）。”

图谋：“关于利用圕人堂开展问卷调查的观察与思考.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 -213646-1223648.html。1471 次阅读

（2020-3-15 15:59） 圕人堂从 2014 年开 始做这方面的推动，6 年来实际已有

若干次探索与实践，当前也仍是在探索中。当 前各种各样的问卷调查，实际上

很大程度上借助行政力量或人际关系来推动的。 近期，有几份问卷，背后做了

许多工作。最近的几份，我做的事情，相当于是做 参谋，助攻。圕人堂一直在

积极推动做调查研究（因为它确实有需求，且可以让 不少成员切实受益），因

此或多或少有一些‘经验’（实际上也是公开分享过的 ）。我作为‘群主’做

背后推动，其实不容易的。我需要尽可能地少介入，介入多了，一方面是招人嫌，

另一方面还会造成误解（个人精力有限，帮谁不帮谁， 是得罪人的）。各种各

样的问卷需求非常多。圕人堂希望争取探索‘样板’，形 成参考模式，让更多

圕人切实受益。相关成员，大多在主动运用圕人堂‘参考模式’，这是好事。”

http://www.artlib.cn/
https://wlt.fujian.gov.cn/zwgk/rsxx/201912/t20191215_5152747.htm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0-213646-12236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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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zhi 网事件与知识产权

哈哈一笑：“风口浪尖上的中国 zhi 网：如何平衡公益性与商业性？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83206 ，关于 zhi 网的讨论，

这篇文章还算客观。”图漾：“zhi 网就是个数据商，咋就变成公益平台了？仅

仅因为其产品是知识，就成公益的了？这样说所有数据商都是公益的。至于所谓

收入分成的建议，更是把学术出版平台当成起点中文或者 qq 音乐了，不了解学

术作品和商业产品的区别。” 南航*翔：“zhi 网不是平台。”扣肉：“关于 zhi

网一事，诸多人士发表了不各种意见。然而很少有人在其中提到期刊编辑部这一

重要实体。现代法治社会，一切要按法律办事，以合同为准。很多事情不能想当

然。”

扣肉：“zhi 网多年来一直陷入舆论中心，原因和背景都很复杂，牵涉多方，以

现有的法律框架似乎解决起来很困难。”徐徐清风：“现在很多学生是愿意上传

到 zhi 网的。不少人因为学校没传，毕业后还来询问呢。有时单位需要他们证明，

被 zhi 网收录是一种标准。”扣肉：“由于 zhi 网的论文收录不针对个人，无形

之中增加了学校和期刊社的工作。实际工作中，难免会简单粗暴。所以我说，这

个事情牵涉多方，还不是简单的法律关系能解决。”图漾：“学位论文知识产权

归学校，期刊论文版权归期刊社。人家 zhi 网找学校和期刊社去谈没问题，直接

找作者授权才是侵权呢。”小肥羊：“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归学校，这样的认识也

是没道理的，学位论文不是职务作品。”扣肉：“现在争论的焦点是，学校将论

文提交给数据商，尤其数据商还以此牟利，是否获得了学生作为第一作者的授权。

其实期刊社这个问题，也是同样的问题。有一些期刊社通过格式条款的形式，获

得了作者对于论文著作权的永久性转让，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对于另外一方不利的

格式条款，极有可能在法庭上被推翻。赵教授之所以打赢官司，极大原因是论文

发表机构并没有与作者约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事宜，zhi 网在这个问题上其

实是非常被动的。因为 zhi 网从论文发表机构那里获得了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授权，然而却并不知道论文发表机构并没有获得这一授权。”徐徐清风：“还有

些论文可能发表在相关法律实施之前。赵教授发的文章很大部分应该早于 zhi 网

诞生之前，就更没有所谓跟期刊签订授权之说了。”麦子：“这个问题说起来有

点麻烦。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办公室是有一个表格 ，需要论文作者签字，让学校

可以把这个论文送到 Proquest，收入在 DAI (1861- 之后的博士论文），但问题

是，有些人对这个权限的理解不是很清楚，所以会选极其严苛的选项：要作者书

面许可才可以看全文，当然，这样连 Proquest 也只有概要，如果要看，需要人

肉搜索，但一般是找不到本人的，因为很多人毕业后也就不在学术界，没法找。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8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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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真的很愚蠢，因为用论文的人本来就少，万一有人看你的论文，基本是祖上

积德了，限制多的话，肯定就不会有人看了，唯一传播你的学术成果的路也就断

了。”图漾：“是的，老教授这个是已经享受到网络传播的红利，结果接下来不

认账了。甚至索赔之后还想继续享受红利。”扣肉：“按理说，出版商应该有手

册，或者宣讲渠道，告诉学生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麦子：“和国内不同的是，

美国的学位论文的使用极其极其低，买论文库的图书馆极少， 因为根本不值得

买。我们从 2011 年开始连自己学生的论文都不收藏了，而把电子版送到 DAI, 而

2011 年之前的纸本都是在远程书库，属于学校系统的部分而本校不在拥有这个

原件。这个作业量太大。”图漾：“全世界都是这个规则，回去查查学位论文吧，

有没有知识产权声明。”小肥羊：“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的学位论文里面根

本就没有你提到的那种知识产权归属的说明，只有论文原创性申明和学位论文使

用授权申明。”中原劲草：“其实关于学位论文的这个声明，我以前也很关注，

见过我校的变迁，以前是三段论分别是原创性声明、使用声明以及数据库收录声

明 ，研究生和导师要签三次名，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烦签名次数多，另外就是研

究生院也嫌这样给自己找事，就把三段压缩为一段，把上面的内容合并处理，研

究生和导师只用签一次字了事。这样的好处是不用多次签字，而且学校还可以合

理规避责任。当然，这前提依然是格式合同，因为对于学生而言别无选择。”徐

徐清风：“有关数据库收录声明的规定也是模糊的，没明确是题录文摘收录还是

全文收录， 这性质区别就大了。”扣肉：“有这种争论，恰恰说明著作权法的

实践，在国内是非常混乱的，因为著作权法只有一部，所有人都要遵守。然而在

实践中，问题层出不穷，说明相关人士对于著作权法理解和执行有诸多偏差。”

梧桐：“我个人认为科技强国，要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麦子：“这问题没有

这么简单，所谓的保护其实是相关的商业利益。如果学术类的东西，本来的商业

价值不是很大，过度保护对使用者很不利，而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它影响到了

知识的传播。”南航姚*：“没错，要快，要被更多人看到。”梧桐：“知识产

权法最大的特点在于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社会发展的

不同阶段，平衡点是动态的。”麦子：“我遇到这个情况：一个基本没人看的纪

录片，要 500 美元，我一般这样：让老师开个要用的单子，看那些是价格合理的，

买下，对高价的，我和制作人写个邮件， 说：我对你这个有兴趣，但我预算有

限，如果便宜一点，我可以考虑。如果对方不松口，我回去说，我很抱歉你不能

支持我们的教学，我换其他的电影放。我对老师说，这个价格太高，我没法批准

这个，请用其他的电影。我这类的情况大约每月会遇到几次，但我这个办法从来

没有失败过，而且上课老师也没有抱怨过。图书馆和教学单位是有合理使用权力

的，我们不是唐僧肉。”诲人不倦：“所以，对于知识产权的分类分级极为重要，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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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论文 OA 的不同类型：金色 OA、绿色 OA 和黑色 OA。”梧桐：“欧盟一般

政府掏钱买单。政府不买单，产权人不满意。主要是德国、法国。”麦子：“英

国也是。”梧桐：“以后慢慢来，估计公共图书馆投入会多的。这都是公益事业。”

万寿寺*：“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只会越来越少吧。”公图小范：“如果根据 GDP

来增加，就比较科学。”图漾：“肥羊老师，是这样的。正如前面扣肉所说，国

内设立知识产权办公室的高校凤毛麟角，对著作权的处理方式差别很大，也没有

明确统一的规定。但国际上对于学位论文知识产权的界定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

只要你使用了学校的资源或是受了资助，所有权就归校方所有，而一般来说研究

生都会做 ta 或 ra，做实验也离不开学校的设备，因此说这是国际惯例。举个例

子，如果你非说学位论文是学生个人的，那么某人获得博士学位后，发表博士论

文（硕士论文就不说了，水的太多）的工作署名不是学校，而是新的工作单位，

这样可以吗？”骑鹿踏雪：“个人浅见是不可以的。”

（10）圕人堂日常讨论记录统计

www：“圕人，我们如何关心自己：图书馆员数据来自《圕人堂周迅》的内容分

析：http://lib.nbt.edu.cn/tuan/nlp_tuan.php 。”

www：“2021 年圕人堂话题参与人数 TOP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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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人)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9631；

2.关于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的思考(36 人)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493；

3 .论文被擅自收录，九旬教授维权获赔 70 多万(31 人)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9640；

4.热烈庆祝圕人堂建群七周 年(29 人)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861；

5.关于‘圕人堂 文摘’的思考(29 人)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6247；

6.‘ 圕人堂成员幸福感调查’、‘图书馆从业人员薪酬满意度调查’群投票与

讨论(28 人 )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502；

7.副研究馆员的学历要求 (27 人)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798；

8.《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再思考》置顶科学网(26 人)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474；

9.《圕人堂周讯》H5 电子杂志版(24 人)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bt.edu.cn/tuan/nlp_tuan.php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96312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4933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96404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8615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62476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5027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7988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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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696 ；

10.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谁的发展空间大?(24 人)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9354。”

（11）图书馆的未来

图谋：“云瀚作为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及其与中国图书馆的未来。

https://mp.weixin.qq.com/s/2SjGGZ3s-wpn0HSTKpsAQA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1年第6期刊发刘伟、嵇婷《“云瀚”与智慧图书馆:以开放创造未来》。该文

认为图书馆向智慧转型升级需要开放的理念、共享的平台和先进的技术。云瀚是

基于目前国际最先进的开源技术和云原生架构,采用自主可控的产品路线,由中国

图书馆界前沿学术研究力量和领先技术力量自主研发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中文

平台。云瀚是 FOLIO（图谋注：FOLIO为“the future of libraries is open”的简

称，含义是“图书馆的未来是开放的”）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它既是下一代图书

馆服务平台,又是一套取代传统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应用组件,同时也是一个以

开放理念运行的开源社区。云瀚将以智慧图书馆技术应用联盟为依托,探索开放

的社区运作模式,建立产业生态,致力于本地化产品和服务的完善与提高,以助力

中国图书馆走向智慧时代。”

广东小肥羊：“短期内看没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套合适的运行机制，那么其可

持续性还是令人担心呀，当时有多少图书馆开发了系统，大浪淘沙，现在留存下

来的有几家呀？”麦子：“国内厂商挂名和赞助的会议和讲座很常见，见多不怪。

大约5、6年前，这个问题被提到亚洲年会上，提出这个议题的人认为参加这类的

活动是有利益冲突的。我自己的确参加过1、2次，但都是在江浙一带，而且之后

是不和人提起这个厂商的名字之类的。我总觉得有了厂商挂名，毕竟很难说话公

允。我也不能端那人家的碗，砸人家的锅。

图谋：“关于未来话题，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圕人堂群中也有过不少相关讨论。

邱葵：关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员未来的一些思考.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3760.html 已有 1881 次阅读

2018-7-13

陈建龙：大学图书馆的本来、外来和未来.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064.html 已有 3152 次阅读

2019-2-19

《大学图书馆报》2018年第6期刊发陈建龙《大学图书馆的本来、外来和未来—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该文总结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文化底蕴、价值体系和

战略思考，探讨大学 图书馆的本来根基、外来关联和未来前景。”

http://www.artlib.cn/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8696
http://lib.nbt.edu.cn/tuan/detail.php?id=9354
https://mp.weixin.qq.com/s/2SjGGZ3s-wpn0HSTKpsAQA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23760.html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1630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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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我连自己说过的这个未来都忘了。我看看什么改变的，毕竟我们已经进

入未来已经有3年了。看了那篇文章，我觉得除了加速衰落以外其他没有什么可

以补充的。”

（12）图书馆与其它职能部门合并

书小弟：“前段时间关注到，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跟科技处合并，成为科技

图书情报处，定性为教辅部门。”麦子：“这个变化我觉得是很务实的。”书小

弟：“我的有限观察这是一种形式，广西有个高职把图书馆合并到了教务处。他

们图书馆人很沮丧。目前存在图书馆与教务处合并、图书馆与科技处合并、图书

馆与网 络中心合并（比较常见）三种形式。前两者较少见。一直存在的图书馆

档案馆和博物馆三馆合一的倒是普遍现象。而且合并后，图书馆都是从属地位。

当然，大家会说这是必然。”麦子：“当然是这样，这表现了图书馆的实际地位，

也就是：没地位。换个从学校的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书小弟：“据说我们单

位在这进行机构改革，或增设，或合并。不知道会不会涉及图书馆。”诲人不倦：

“合并兼并只是个例，不用过于担忧，图书馆是制度设计，是有机体，总会以不

同形式存在的。”Follaw：“跟大家说句实话，学校机构设置是学校说了算，我

们不用瞎操心这些，合并谁还是和谁合并，并不是体现谁的地位，而是学校发展

或者现实需要。”西安图情人：“大部分合并后几乎都是一个班子两套人马，对

内合并对外还是独立的。”书小弟：“确实。不排除个别现象。刚刚我提到那个

合并到教务处的就是，来我们这参观的都是教务领衔，没有图书馆啥事。”图谋：

“形势比人强，似乎道理都懂。如何正视现实，高于现实，让平凡的职业生涯变

得更加有趣有味有力量？或许更值得期许。”徐徐清风：“很多图书馆内部不也

是喜欢折腾合并或改名，增设部门么？”Follaw：“我们需要关注的真的是图书

馆的人可以做什么，能做什么，效果如何，效益如何，长期没有存在价值，必然

被淘汰。图书馆需要生长，就如麦子老师说的，图书馆员需要学习新技术和其他

学科领域方法知识，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如此这个有机体才有可能生长。图书

馆的功能也会像高校的功能一样（过去三个，现在四个）会发展，要发展。”书

小弟：“突破自己，不一定要非得在图书馆干。 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打铁还是

得自身硬。自身硬了，不管是否在图书馆，都一样。”Follaw：“图书馆工作需

要情怀：我不到其他地方去，就在图书馆也能也会也同样和其他地方干的一样甚

至更好。大家尤其是图情专业的都务实了，就更木有未来了。”徐徐清风：“图

书馆，尤其高校图书馆，是个易被人折腾，和自个儿爱折腾的地方。很多部门就

被改成各种名称，没什么规范。很多图书馆，采编，流阅，分分合合总有理。”

www：“当图书馆自身不能为教学科研提供实质性的服务的时候，就将你给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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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科研部门去管理，或许能让图书馆做点实质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工作总结上

的自我欣赏。”文小明：“还有图书馆和教务处合并的？”www：“如果是以教

学为主的高校，和教务处合并可能更好。”

（13）图书馆地位与科研

书小弟：“我们这关注了下前几天发布的图书馆学术能力排行。一个老师丢到群

里然后引发了讨论。然后前天晚上就有多个老师讨论起来这个问题，进而讨论自

身发展（如职称，科研工足量问题等），开始主动而为，要进行自我提升，搞课

题，写论文。虽然破五唯，但是从自身发展而言，仍然是一种很好的行动选择。

接着看到Follaw讲到其馆年轻人开始合作搞课题和论文了。深有感触。从叫都叫

不动，到被动叫动，到有点主动，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图漾：“图书馆员写论文搞课题，一方面是客观评职称要求，另一方面有些人有

追求，精神可嘉，无可厚非。但说图书馆地位不高就是科研不行造成的这就是忽

悠群众了，好比地主告诉佃农：你穷是因为你不够勤劳。”boner：“赞同图漾

的观点。”广东小肥羊：“这点非常同意，图书馆争取地位，绝不是靠科研。”

书小弟：“图漾老师，其实我讲的这段是说我们馆员自身发展的问题，并不是您

提到的那个意思。”麦子：“这也不是收入和地位的问题，更没有自我诋毁。不

过，大家对这个职业要有清楚认识：你是保管整理提供知识索取的，不是知识本

身。另外，图书馆在某一个角度上和银行比，差远了：退一步讲，如果在银行工

作，你还可以偷抢银行而把钱财占为己有。你不能用偷书而得到知识。”广財余

*：“但你可以上班偷偷读书，而得到知识。”沙枣树下：“嗯，读书也可以的。”

万寿寺路*：“仓库保管员并不等于仓库所有者。”徐徐清风：“地位这种词其

实比较虚，很多行业的人都抱怨自己没地位。就比如高校吧，图书馆人自认为没

地位，但别的部处不一定这样认为，反而还有不少部处的人认为自己还不如图书

馆人有地位。比如教务处的小年轻，或学院的教务员，羡慕图书馆的人可以评职

称。”诲人不倦：“我觉得图书馆，尤其研究型图书馆的科研是很重要的。首先，

高校图书馆的职能是服务教学科研，不做科研，不了解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流程，

无法深入到科研过程中，自然无法做好科研服务。其次，科研是高校从业者外显

的能力，是高校发展的推动力，图书馆在科学研究上有作为，必然会得到教师的

认可和肯定，从而提升形象和所谓的地位。”麦子：“唉，我实在不能同意这个

说法。我觉得以评职称为目的做科研就是图书馆人自己放在自己项上的一个枷

锁。”图漾：“我也不同意。总有人忽悠骆驼祥子：努力拉车吧，总有一天你能

开上车厂。”诲人不倦：“比喻严重不恰当，图书馆人虽然地位不高，但不至于

落到骆驼祥子和佃农的地步，还是有明显的上升渠道的。”书小弟：“今年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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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份对图书资料职称评审中涉及的成果有所变化，涉及到被各级政府 部门采

纳的咨询报告、资政报告纳入其中。出发点还是很好的。但是对绝大部分馆员来

说无法达到这种要求。某种程度而言，或许比论文更难。本人近期在协助 做这

方面的工作，还真的难度挺大。”boner：“这个是工作性质，我们有专门部门

负责这块工作，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

（14）程焕文教授讲座（2021-12-16）的讨论

图谋：“资源为王 服务为本 技术为用. 程焕文教授讲座

https://k.cnki.net/KLive?cid=17119。程焕文教授这样的报告，全馆上下听一听，

有助于开拓视野，进一步形成合力。程馆那样能说会道的，全国找不出几个，他

讲的更务实。据悉，这场讲座是程教授给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讲的。”

图谋：“程焕文《资源为王 服务为本 技术为用》报告回放地址：

https://k.cnki.net/CLectureLive/Index/17119

该视频系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主办的“华南图书情报论坛2021年第一讲”内

容， 总时长4小时22分，程教授讲座在后半部分（2：12开始至4:22结束）。该

讲座未采用PPT，即兴演讲，娓娓道来 ，反响良好，值得图书馆从业人员，尤

其是高校 图书馆从业人员进一步关注与学习，有助于开拓视野，凝聚共识，更

好地谋划未来。”

沙枣树下：“我喜欢这个不要PPT 就是侃，这么侃的才有意思，话题自然就会

扩展。”湖商陈*：“有的需要加点图片更加形象生动。”沙枣树下：“都这么

大的人了还需要图片、动画和视频么？直接聊干货。什么沉浸式阅读什么的，都

是扯淡。自己静不下心来怨条件不好。”局外人：“讲得好到位，幽默又风趣。”

沙枣树下：“实话实说。”图谋：“这个报告真的挺好。可以边干活边听。”南

航姚*：“书籍装饰文明：图书馆及其荣耀/吴万伟 2021-11-30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30003-2.html。”水调歌头：“不全面吧，大

学还有一堆老教授。”图谋：“中国高校图书馆三大挑战与三个回归.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43719.html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

年第4期刊发程焕文、刘佳亲《挑战与回应: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该文认

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正面临着“ 缺经费”、“缺馆员”、“缺读者”的三重现

实困境，与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基本条件相差甚远。为此，高校图书馆必须直

面现实，主动亮剑，以回归常识、回归专业、回归本分为基本对策,为高校图书

馆增加经费，提升图书馆员的专业性，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阅读。尤其是从事馆

藏建设（文献资源建设）的图书馆同人，值得进一步关注。”南航姚*：“收来

的赠送资源要自己分编。这也是现在好多图书馆不愿意收的原因。” 公图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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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编很烧脑。”南航姚*：“不光烧脑，还伤身体。基本都是发霉破旧的奇形

怪状的东西。要理顺，可是不容易。”公图小范：“我是公共馆，听了都觉得有

趣，说把图书馆放在饭堂前面都很不错了。说的太接地气了。”骑鹿踏雪：“一

个比较著名的教授，捐赠图书很多是香港出版或者自费印刷。。。”图公小范：

“嵌入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缺读者、缺馆员、缺资金，高校的情况是公共馆的未

来。”图林新人：“公共馆和高校馆的定位就不一样。”公图小范：“定位不一

样，有些是共通，如地方文献。是很久很久以后的公共馆未来，缺读者缺资金缺

馆员。”图林新人：“蜗居的有些小城市随着人口流失真的可能会三缺，大城市

的图书馆靠着地方财政，即使占比再小，也是一大笔钱。”公图小范：“我们既

怕流失读者 也怕读者太多。馆舍太小 一宣传马上爆满，馆员马上就缺。活多了，

馆员工资还是一样。大家不情愿，馆员数量缺了的矛盾就突出了。”依霖：“程

教授讲的非常接地气。”biochem：“就不该限制借书的数量。”依霖：“限制

单次借书量，并没有限制借书总数量。学生可以及时看完，再去借。这个倒不是

大问题。”雨后彩虹：“现在师生不看图书馆纸质书，没有他们想要的。”沙枣

树下：“这就不是难题。”公图小范：“但是事实证明不容易。今天的讲座很轻

松，又启发思考。” 沙枣树下：“这会讲的就是我一直表达的，图书馆搞技术

的几乎就是伪技术，冠个好听的名头，区块链、元宇宙和图书馆有什么关系。”

公图小范：“同感。技术升级需要更多志愿者。”沙枣树下：“现有的技术图书

馆能用好就不错了，社会上的技术已经远超大学了，何况是图书馆。”公图小范：

“华南地区很广泛各地情况不一，必须接地气。” 公图小范：“这种讲座活泼

深刻，功底强。”书小弟：“资源是基础，其他都是延伸服务，技术是实现前这

些的手段而已。但是现在很多馆，尤其是小馆已经不太注重资源这个基础了。”

公图小范：“推广花哨，资源不足。要有空间放，有书架放，不是说一定要剔除。”

诲人不倦：“小馆的特色资源有限，现有资源同质化严重，没积累，没底蕴。很

难基于现有资源进行跟踪服务，因此很多不再重视馆藏建设，而更多转向见效快、

易操作的服务。”公图小范：“我们要转赠，人家不要。”图谋：“如果真的能

够流转起来，那是创造奇迹。”公图小范：“地方文献就是特色，我们转赠人家

说太旧。”图谋：“贮存图书馆。”碧沚东楼：“就是版本图书馆。”图谋：“概

念不一样。” 公图小范：“那是针对高校。”碧沚东楼：“高校馆类似二线书

库？或储备库。”公图小范：“我们公共馆破损很快。”

图谋：“程焕文，刘洪辉，刘洪编. 程焕文之问 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M]. 北

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07.”

麦子：“程焕文的发言我没听，但就那个三个要素，我觉得还是最靠谱的，只也

是我在这里一直说的：这图书馆还是要做图书馆的事情，因为你整天在人家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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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风，说智慧、创新什么的，唯一的结果就是给人家吃掉，因为道理很简单：如

果要智慧创新什么的，你根本搞不过其他人，否则你到图书馆来瞎折腾什么？还

不创个什么企业赚钱？”boner：“我也觉得是这个理，而且现在的图书馆各项

考评，各种智慧化标准，感觉很大程度上给厂商拉生意。”公图小范：“我的体

会是咨询岗位不必设置，直接上个机器人。现在百度的内容又快又准。”麦子：

“的确，大多数的问题可以回复。我们以前咨询是重要服务，但现在只在人比较

多的时段加个学生做在那里，毕竟比较有亲和感。当然，这又有一个问题：没有

图书馆员的图书馆是不是好的图书馆？”公图小范：“当然不是，还有一些重点

人群需要有温度的服务，否则太极端。”麦子：“不过，这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到后来，图书馆大概只会留下保洁。起码是会清扫楼梯桌子的保洁，因为一定会

有人说机器人扫地。”麦子：“今天偶尔看到耶鲁图书馆告诉各校同行的一个邮

件，说一个姓杨的女馆员开始当 他们馆韩国学馆员，之前，她是这个图书馆的

东亚馆馆员。耶鲁的韩国收藏一般，但看来想多发展一下。我看了此人的简历：

梨花女子的学士，之后给广播电台写稿子的，之后在夏威夷大学读了图情和韩国

学博士，学历相当整齐。从最近几年的一些招聘看，这类位子招的人都有差不多

的资历，都有亚洲学或汉、日本、 韩学的博士。说明一下：如果是图情博士，

那就差很多了。 https://branford.yalecollege.yale.edu/jude-yang 。

所以，尽管图书馆员的人数减少，最近一些岗位的招聘要求其实是提高了。其实 ，

这些位子以前基本都是有起码双硕士的人担任或专业博士的担任，但后来实在招

不到人，只能找比较差一点。韩国学馆员特别难，因为韩国学的研究生项目很少。”

麦子：“我觉得程比其他人要靠谱，但他把纸质和电子对立起来，电子收藏建设

是钱的问题的说法，让我想起张某大导演的说法：如果我有足够的投资，也可以

拍泰坦尼克。唉，这话一说，我只能说：人不能被贫穷永远困住了思维。我希望

有人把这个话传给他，因为我实在很愿意和他就这个问题辩论一下。他这个说法

好比是一 个女人说：如果我有无限的钱，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包都买来。”沙

枣树下：“他也是一家之言，听者要有自己的判断，不全盘吸收是我们应有的信

息素养。”公图小范：“贫穷只是暂时的，都有局限性。”依霖：“是的，每个

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收听的人要有自己的判断。允许不同的声音 ，才有可

能百家争鸣。”麦子：“所以需要我和沙枣树下这样的不同声音。”沙枣树下：

“观念不更新，富了也不一定能搞好建设。”麦子：“我觉得大佬分两大派：未

来派（整天鹦鹉学舌，说一些很少有人懂，而自己更不懂的东西），要么程这样

的守旧派。也就是说：今天的事情是没人管的，因为他 们并不真正了解图书馆

的走向和可能达到的未来，而这对这个行业来说，是灾难性的。”依霖：“我感

觉就像我们搞科研。有些老师的国家级课题看上去像是理论上大话，让人抓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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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实实在在的东西，但这个有可能是先形成氛围，大家都去研究，理论基础建构

好了，后面的实践就可以跟上了。”麦子：“如果理论构建是错的呢？图书馆这

个东西，就是一个实践的东西，如果先想建理论架构，这个思路本来就不对。而

且，即使理论架构弄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图漾：“王后婢的提法我向来不

以为然，调侃过对应到国际象棋里还差不多。图书馆学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信息

有效获取，而不是拥宝自重奇货可居。将来都oa了，资源 算啥，如何发现、揭

示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oa咋办？那促进oa才是图书馆该做的。”麦子：“他

的意思是，除非是买纸本书才是馆藏建设，因为学术书的印量少。而电子资源只

要花钱就可以。这个说法是很偏颇的。因为如果有好的approval plan大纲选书 ，

买纸本书没有太大的技巧。难的是买出版流通不发达国家的纸本书（这基本上 是

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电子资源的内容现在太多，世界上没有一个图书馆能自 己

单独买所有的，能买个30-40%就不得了了，这就需要对这类资源出版有专业知识

的图书馆员，当然程肯定不是。电子资源因为内容复杂，因为书和期刊是很小的

一部分，现在又很多很特殊的资源（手稿、信笺、地图、数据），价格十分的昂

贵，其质量甄别很需要技巧，因为你需要了解每个库的构成和其原始内容的来源。

另外就是性价比，毕竟谁也没有无穷的资金来源。不能说我只要说我只要有钱就

可以，因为这么一说，不是说明你没有钱，而是说明不知道外面的东西有多少？

如果用花大钱买各类版本的馆藏建设的做法，除非是钱多的没处花，否则， 在

一定程度上是没法划清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区别，除非你是长期建设某种特藏，比

如建阳麻纱本，因为你需要尽可能多地收集这个版本的书籍给研究者比较这个版

本的发展和特点。”徐徐清风：“搞文科的学者很多深有体会，还有很多资源，

并不能通过商业数据库获取，大多 数没有收录，有些图书馆有收录，也只能查

到目录，并不能全文获取。”麦子：“的确这样，因为这些东西基本没有商业价

值，世界上用的人就是几个人。而了解 这些东西的存在，在什么地方有，问了

谁可以看到这类东西，是太大的学问。”cpulib：“图书馆现在最难的就是电子

资源保障率。”徐徐清风：“图书馆可以没有读者，没有馆员，没有高科技技术，

只要有大量丰富的实体知识资源， 就能保持静默状态，低调地长期存在（全世

界的古代图书馆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但没有自己的知识资源，严重依赖商业

资源，哪天没钱了，无以为继 ，一夜之间就down了。”中原劲草：“特別是一

些内部数据、送审稿、批校等类似档案性质的东西，图书馆保存的确实有限，而

且即便有也很难管好，需要跟档案馆、博物馆分工合作，才能把这些文献资源利

用好。”麦子：“我对美国的亚洲语言报纸颇有研究，现在一年还会有1、2个研

究者找到我，问一份具体的报纸的下落，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信息其实是在网

上的，但除非你知道搜索的办法，用搜索引擎是没法找到的。”boner：“我一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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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对你的搜索方式感到好奇，上次你讲到你存放的照片也可以搜索，我想肯定不

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标引检索。”小唐菜：“主要还是国内的电子资源库购买同

质化比较严重，国外一些特殊化资源价格贵消费不起，另外也很难进入国内市

场。”徐徐清风：“很多旧报纸没有上网，商业数据库也没收。”

（15）图书馆的馆字怎么写

阿莲*：“我们有个老教授每次来必定教训我们，图书馆的馆字是个错的，这个

是食字旁，指的是吃饭的馆子；图书馆是馆舍，应该是“舘”。每次来都要生气，

强调他指出错误很多回了，我们还不改。”

坤：

图谋：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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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舘’是‘馆’的异体字。能用‘舘’的地方，都能

用‘馆’，但用‘馆’的地方，不一定能用‘舘’。”徐徐清风：“Tai湾地区

的馆字，都是用的繁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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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瀚作为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及其与中国图书馆的未来

2021-12-15 23:34

圕人堂文摘 云瀚作为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及其与中国图书馆的未来 图谋摘编

自 ：刘炜,嵇婷.“云瀚”与智慧图书馆:以开放创造未来 .中国图书馆学

报,2021,47(6):50-61. 全文链接： http://www.jlis.cn/jtlsc/ch/reader/create_p ...

个人分类:圕人堂|744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情档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成果专题辑录

2021-12-14 23:23

1 柯平.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抽象、内核与价值 .中国图书馆学

报,2021,47(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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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6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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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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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760&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6760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66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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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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分类:圕人堂|1221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深层次信息服务的探索与思考

2021-12-14 06:52

何谓深层次信息服务？信息服务是指根据用户的信息需求，信息机构或部门利用

多种手段、方法对信息进行搜集、加工和处理，提供信息产品或服务的有组织的

活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深层次

和浅层次只是一种比较感性的说法是相对而言的。深层次信息服务可以理解为相

对现 ...

个人分类:圕人堂|108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关于表达能力的思考

热度 1 2021-12-12 17:06

近期，经历了一些事情，我在思考表达能力问题。百度百科中的定义，“表达是

将思维所得的成果用语言等方式反映出来的一种行为表达以交际、传播为目的，

以物、事、情、理为内容，以语言为工具，以听者、读者为接收对象。”我觉得

定义挺好，明白了定义，并不代表具备了“表达能力”。 有篇 ...

个人分类:圕人堂|1406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闲话图书馆从业者的社会形象

2021-12-12 07:34

12月 11日晚，圕人堂成员姚老师分享了一张截图。起初我没太关注，第二天一

早，因有几位成员展开了讨论，我注意到了。 截图中的内容，稍事梳理，抄录

如下。西城大妈：“图书馆/档案室/资料室，都是已上位的结婚员扎堆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编制工作，现在最大的意义，就是给学术界雄竞成功 ...

个人分类:圕人堂|88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没有图书馆员的图书馆”不是好的图书馆

热度 3 2021-12-11 08:22

近期读到老槐（范并思先生）《没有图书馆的图书馆员和没有图书馆员的图书馆》

（ https://mp.weixin.qq.com/s/ZRvW9SKHUUlYe2ecF26NEA ）。老槐指出“信息

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管理和服务正在失去专业性。以往极具专业性的图书馆工

作，或者被技术取代，如谷歌对参考咨询工作的取代，或者被工业化淘汰，如图

书 ...

个人分类:圕人堂|6809 次阅读|7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3

2.2 群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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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616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616&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616&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6616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616&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6616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64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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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479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479&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47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6479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47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6479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6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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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267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6267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267&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267&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6267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267&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6267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6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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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182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182&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18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6182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18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6182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6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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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089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6089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089&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089&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6089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6089&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6089


圕人堂周讯（总第 397 期 20211217）

27

本周共分享 6个文件。

3.大事记

（1）关于世界艺术鉴赏库赠送给圕人堂成员的台历，稍微做点说明。图谋是 12

月 13 日才从弘雅书房微信公众号了解到：世界艺术鉴赏库搞了“因书而美”一

书及其周边文创，对外销售。面向群成员赠出的“因书而美”台历售价 88 元。

包括寄赠给图谋自身那份，总共赠了 51 份（4488 元），如果加上快递费用，总

计 5000 元左右。世界艺术鉴赏库给圕人堂成员提供了这么大力度的捐赠，完全

出乎图谋的意料。特此说明，并向世界艺术鉴赏库致谢！

（2）12 月 15 日，中央华盛顿大学傅平捐助圕人堂发展经费 1000 元，圕人堂发

展经费结余 22779 元。

（3）程焕文《资源为王 服务为本 技术为用》报告回放地址：

https://k.cnki.net/CLectureLive/Index/17119 。该视频系华南师范大学图书

馆主办的“华南图书情报论坛 2021 年第一讲”内容，总时长 4小时 22 分，程教

授讲座在后半部分（2：12 开始至 4:22 结束）。该讲座未采用 PPT，即兴演讲，

娓娓道来，反响良好，值得图书馆从业人员，尤其是高校图书馆从业人员进一步

关注与学习，有助于开拓视野，凝聚共识，更好地谋划未来。

（4）2021 年 12 月 17 日 15:40，群成员达 2907 人（活跃成员 423 人，占 14.6%），

在线 1504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8.1%），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517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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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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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