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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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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图发展，行稳致远谋新篇

——圕人堂 2022 年新年献词

图谋

圕人堂 QQ 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

其愿景（VISION）是：圕结就是力量！其定位（MISSION）是：专业讨论、行业

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圕人堂堂风：

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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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群是载体之一。关注“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或“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实际上属于用户分流。籍此形成开放性、多层次、多元化的圕人堂服

务体系。圕人堂提供 QQ、博客、微信三种形式的服务。

《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QQ 群一周交流信息，对“圕人堂”全体成

员公开（通过 QQ 群邮件推送），同时亦对社会公开（主要通过科学网图谋博客

“圕人堂”专题公开）。 《圕人堂周讯》运行原则是：安全、经济、便捷。《圕

人堂周讯》，一方面是圕人堂 QQ 群安全运行的“靠山”，一方面是圕人智慧与

服务的辛勤结晶。2014 年 5 月 16 日发布第一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第 399

期。《圕人堂周讯》自 2021 年 4 月 1 日开始推出“电子刊”版（H5 电子杂志），

点击链接后可阅读，且适合各类屏幕大小的手机、平板等，欢迎体验！详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9759.html。

“圕人”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它包括图书馆员、图书情报专业教

师和学生、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资源商、硬件商、平面

媒体等等）。圕人堂目标规模为 3000 人群，欢迎所有圕人加群（也可以作为“游

客”参观），加群便捷，建议每位成员只使用一个 QQ 号加群。每期周讯第一时

间通过群邮件推送给所有成员。每期周讯提供了 pdf 版，网页版、微信版、H5

电子杂志版等 4种利用方式。每期周讯可以说是群成员的共同劳动成果，较好地

体现了：共知、共建、共享。

年终岁尾，整理“大事记”是圕人堂服务体系之惯例。依据 2021 年《圕人

堂周讯》大事记版块汇编，“原汁原味”呈现。“圕人堂 2021 年大事记”详见：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8752.html。

圕人堂社群或圕人堂服务体系，因为有了诸多圕人的微努力、微贡献，彼此

可以拥有更多获得感与成就感。有缘相聚圕人堂，圕人圕结话短长。有缘相聚圕

人堂，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彼此可以收获更多。圕人堂的核心价值是——

圕人给力！

http://www.artlib.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79759.html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87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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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图发展，行稳致远谋新篇。由衷感谢世界艺术鉴赏库、弘雅科技对

圕人堂的赞助与奉献！感谢科学网对圕人堂的包容、关爱与呵护！感谢《圕人堂

周讯》编辑团队、圕人堂管理员团队、圕人堂客服团队成员、圕人堂微信公众号

运营团队默默耕耘与奉献！谨向圕人堂全体成员，向关心、支持、参与圕人堂的

建设与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地感谢！ 顺颂阖府安康，吉祥如意！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圕人堂 2022 年贺卡，成员“2014”制作。这张新年贺卡是功能型贺卡，方

便加群或关注圕人堂微信公众号。集成多种功能：延续圕人堂传统，每年
制作新年贺卡，送祝福；展示与宣传圕人堂愿景、目标；庆祝《圕人堂周
讯》发布 400 期，《圕人堂周讯》每周周五发布，意味着经历了 400 周，
这对圕人堂是一件大事；提供加群二维码，欢迎圕人加群；提供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二维码，欢迎圕人关注与支持。)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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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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第四十届全国高校图书馆专业干部进修班招生通知

图谋：“大连理工大学第四十届全国高校图书馆专业干部进修班招生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jbkrmz6nLWn-CNISqf4AbQ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自 1982 年起受 JY 部委托开设高校图书馆干部进修班，至今已举办 39 期，已成

为高校图书馆专业干部进修培训基地。进修班共培训来自全国一千余所高校的

2500 余名图书馆工作人员，调查表明，参加培训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成为了各馆

的业务骨干。三十九年来，进修班教师和管理人员积累了一整套专业培训工作经

验，始终坚持理论结合实际、课程设置新颖、教学环节科学严谨、管理严格的办

学原则，为进修班学员提供优质的培训服务。”

（2）招聘丨来首都图书馆工作吧！

福建省*：“图情出版：招聘丨来首都图书馆工作吧！https://mp.weixin.

qq.com/s/ufh8NQ1x5qEHyQrDWvtpLA。”

（3）2022 年‘阅读与美’服装服饰创意设计大赛

刘建平：“2022 年‘阅读与美’服装服饰创意设计大赛参与本次大赛需要

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组织报名，操作步骤如下：①点击活动官网：https://www.

51sjsj.com/ydym，点击‘组织单位报名/后台’；②按照提示填写相关信息；③

提交；（审核时间 1-2 个工作日）。”

（4）2022年 39青年学者新年沙龙暨十大学术热点发布会

潘魏*：“图情档 39 青年沙龙：会议手册 | 2022 年 39 青年学者新年沙龙

暨十大学术热点发布会 https://mp.weixin.qq.com/s/_iuq4ZlTIZkENVwleJvfS

w。”

（5）以下征文 1月就要截稿啦！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以下征文 1 月就要截稿啦！https://mp.

weixin.qq.com/s/JEVgV_TBEOIh0dz7IoGrzA。”

1.2 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1）清华大学图书馆干货分享：数据可视化专业神器——Tableau

查新检索：“知情会 清华大学图书馆干货分享：数据可视化专业神器——T

ableau https://mp.weixin.qq.com/s/_Jq6llQVP7Zej40oqo5HBg。”

（2）图谋的 2021年

雨后彩虹：“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图谋的 2021 年 https://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jbkrmz6nLWn-CNISqf4AbQ
https://mp.weixin.qq.com/s/ufh8NQ1x5qEHyQrDWvtpLA
https://mp.weixin.qq.com/s/ufh8NQ1x5qEHyQrDWvtpLA
https://www.51sjsj.com/ydym
https://www.51sjsj.com/ydym
https://mp.weixin.qq.com/s/_iuq4ZlTIZkENVwleJvfSw
https://mp.weixin.qq.com/s/_iuq4ZlTIZkENVwleJvfSw
https://mp.weixin.qq.com/s/JEVgV_TBEOIh0dz7IoGrzA
https://mp.weixin.qq.com/s/JEVgV_TBEOIh0dz7IoGrzA
https://mp.weixin.qq.com/s/_Jq6llQVP7Zej40oqo5HBg
https://mp.weixin.qq.com/s/Mzuvay4uUTYbTzABm9zjUQ


圕人堂周讯（总第 399 期 20211231）

7

mp.weixin.qq.com/s/Mzuvay4uUTYbTzABm9zjUQ。”

（3）图谋与高校图工委的故事

biochem：“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图谋与高校图工委的故事 h

ttps://mp.weixin.qq.com/s/tR0D9ozDOMyKxcpWQtoZVQ。”

（4）张厚生与图书馆界的“四条汉子”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张厚生与图书馆界的“四条汉

子 https://mp.weixin.qq.com/s/Wuzp_svvFiIKf7RGfXm17A。”

（5）《图书馆报》2021年 12月 24日电子报

图谋：“《图书馆报》2021 年 12 月 24 日电子报. http://xhbook.ltd/ind

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

1224&b=1。”

（6）《中国地方志》的期刊都上传网站了

鲲鹏展翅：“比如近期查阅地方志的时候，就发现《中国地方志》的期刊都

上传网站了，查阅下载很方便，http://www.difangzhi.cn/qk/qkgl/zgnjyj201

901_129930/@图谋。”

（7）《图书情报工作》2022年重点选题指南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图书情报工作》2022 年重

点选题指南 https://mp.weixin.qq.com/s/hRDKalUq9t37DZwxUSKZ9w?from=gro

upmessage&scene=1&subscene=10000&clicktime=1640564799&enterid=1640564

799。”

（8）公共文化类已出版新书介绍

雨过天晴：“公共文化编辑室 图情出版：公共文化类已出版新书介绍 |

主题推荐书目 005 https://mp.weixin.qq.com/s/80DtQBNgdLct4hubxnhbRA。”

（9）图书资料专业人员，评职称的条件请收好！

宋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图书资料专业人员，评职称的条件请收

好！https://mp.weixin.qq.com/s/dDGv6U6d5qKh6bzLg7lfDw。”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Mzuvay4uUTYbTzABm9zjUQ
https://mp.weixin.qq.com/s/tR0D9ozDOMyKxcpWQtoZVQ
https://mp.weixin.qq.com/s/tR0D9ozDOMyKxcpWQtoZVQ
https://mp.weixin.qq.com/s/Wuzp_svvFiIKf7RGfXm17A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1224&b=1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1224&b=1
http://xhbook.lt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127&ptid=1&a=20211224&b=1
http://www.difangzhi.cn/qk/qkgl/zgnjyj201901_129930/
http://www.difangzhi.cn/qk/qkgl/zgnjyj201901_129930/
https://mp.weixin.qq.com/s/hRDKalUq9t37DZwxUSKZ9w?from=groupmessage&scene=1&subscene=10000&clicktime=1640564799&enterid=1640564799
https://mp.weixin.qq.com/s/hRDKalUq9t37DZwxUSKZ9w?from=groupmessage&scene=1&subscene=10000&clicktime=1640564799&enterid=1640564799
https://mp.weixin.qq.com/s/hRDKalUq9t37DZwxUSKZ9w?from=groupmessage&scene=1&subscene=10000&clicktime=1640564799&enterid=1640564799
https://mp.weixin.qq.com/s/80DtQBNgdLct4hubxnhbRA
https://mp.weixin.qq.com/s/dDGv6U6d5qKh6bzLg7lf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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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智库理论与实践》2022年选题指南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智库理论与实践》2022 年

选题指南 https://mp.weixin.qq.com/s/Z4Gp0ZERmnFNH5v57omyjg。”

（11）【老衲曰】图书馆工作回头看

秋香：“原创 老衲曰：【老衲曰】图书馆工作回头看 https://mp.weixin.

qq.com/s/g2uM3LNEgpqz6Kx-WPJX-w。”

图谋：“老衲曰.图书馆工作回头看. https://mp.weixin.qq.com/s/g2uM3

LNEgpqz6Kx-WPJX-w 内容摘要：该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张丹东副馆长的离职

（另有任用）感言。三年九个月的图书馆工作结束了，简单写写体会。图书馆与

外人印象的差别有三：1、图书馆工作意外地忙碌。2、图书馆工作需要学习大量

的知识。3、图书馆人很敬业。图书馆也面临着转型，一些问题也到了不得不改

变的时候：1、边界感很强。2、开放性不足。3、对技术的理解不足。4、不知道

图书馆核心价值何在。5、追求无意义的完美。如果您有幸领导一个图书馆，请

对外宣传前三点，尽量避免后五点！”

（12）2021年中文图情档期刊分区

懒羊羊：“图情招聘：收藏 | 2021 年中文图情档期刊分区 https://mp.we

ixin.qq.com/s/4fgN99Qt6NdN-iJE04iBZw。”

（13）《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2年重点选题指南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2

年重点选题指南 https://mp.weixin.qq.com/s/hNjN2mx_2MrcVspMwOG-9g。”

（14）活下来的书店，不好好卖书了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Z4Gp0ZERmnFNH5v57omyjg
https://mp.weixin.qq.com/s/g2uM3LNEgpqz6Kx-WPJX-w
https://mp.weixin.qq.com/s/g2uM3LNEgpqz6Kx-WPJX-w
https://mp.weixin.qq.com/s/g2uM3LNEgpqz6Kx-WPJX-w
https://mp.weixin.qq.com/s/g2uM3LNEgpqz6Kx-WPJX-w
https://mp.weixin.qq.com/s/4fgN99Qt6NdN-iJE04iBZw
https://mp.weixin.qq.com/s/4fgN99Qt6NdN-iJE04iBZw
https://mp.weixin.qq.com/s/hNjN2mx_2MrcVspMwOG-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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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衡：“原创 生蚝 新周刊：活下来的书店，不好好卖书了 https://mp.

weixin.qq.com/s/Le_UZe7fmu8a9VZjEWuWtQ。”

（15）武夷山：怀念林自新老所长

图谋：“武夷山.怀念林自新老所长.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

557-1318639.html 曾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科技日报》社长的林

自新先生，2021 年 12 月 27 日去世，享年 93 岁。我为什么称呼他‘林老师’？

因为他当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情所，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所长时，决定本所招收的科技情报研究生中，要有一部分以‘科学技术政策与社

会经发展战略’为研究对象。我正是对此方向感兴趣，才报考了中情所的研究生，

毕业后留所工作了 30 年，直到 2015 年违心地被轮岗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

究院。我们同学们在读研期间都叫他‘林老师’而不是‘林所长’。可以说，林

老师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永远怀念睿智、慈爱的林老师！”

（16）圕人堂 2021年大事记

图谋：“原创 libseeker 圕人堂 LibChat：圕人堂 2021 年大事记 https:

//mp.weixin.qq.com/s/oF9LKWUihE3xDgjyyQPN3A。”

（17）表彰 | 高校图书馆事业突出贡献者、高校图书馆榜样馆长、高校图书馆

榜样馆员

刘建*：“高校图工委 图情出版：表彰 | 高校图书馆事业突出贡献者、高

校图书馆榜样馆长、高校图书馆榜样馆员 https://mp.weixin.qq.com/s/JsC-1j

9E4bpp_pmEdk9mwQ。”

（18）重磅！教育 BU确认这些行为属于学术不端！

天天：“学术志：重磅！教育 BU 确认这些行为属于学术不端！https://mp.

weixin.qq.com/s/OolrqX80ywb2CMa_Y4coRA。”

（19）高校图书馆从业人员科研数据管理服务认知与实践调查

sky：“高校图书馆从业人员科研数据管理服务认知与实践调查. https://

www.wjx.cn/vj/OtaOerm.aspx 该问卷为黑龙江大学陈媛媛老师所承担的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服务模式与服务系统研究’（项目号：17CTQ

041）研究内容之一，调查对象为本科院校图书馆从业人员，旨在了解调查对象

对科研数据管理（RDM）服务的认知、实践及能力需求情况，最终为建立我国高

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服务模式奠定基础。本调查严格遵照相关规范，问卷填写

后会自动发送微信红包，略致谢忱。敬请关注与支持，谢谢！”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Le_UZe7fmu8a9VZjEWuWtQ
https://mp.weixin.qq.com/s/Le_UZe7fmu8a9VZjEWuWtQ
https://mp.weixin.qq.com/s/oF9LKWUihE3xDgjyyQPN3A
https://mp.weixin.qq.com/s/oF9LKWUihE3xDgjyyQPN3A
https://mp.weixin.qq.com/s/JsC-1j9E4bpp_pmEdk9mwQ
https://mp.weixin.qq.com/s/JsC-1j9E4bpp_pmEdk9mwQ
https://mp.weixin.qq.com/s/OolrqX80ywb2CMa_Y4coRA
https://mp.weixin.qq.com/s/OolrqX80ywb2CMa_Y4coRA
https://www.wjx.cn/vj/OtaOerm.aspx
https://www.wjx.cn/vj/OtaOer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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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图清档信息窗》第二期

惠澈*：“《图清档信息窗》第二期 https://flbook.com.cn/c/szOW6LeWun。

庆祝新年到来！《图情档信息窗》第二期来了！[烟花][烟花][烟花]‘风雪送余

运，无妨时已和。’辞旧迎新的氛围被疫情笼罩下的西安凝结，但我们依旧燃烧

着热情，心和读者在一起，用行动期盼着春暖花开。寸阴尺壁，群策群力，博采

众长，创新超越。在第一期主体栏目和经验的基础上，以采访人物为主线，架构

了以材料学科为核心的专业内容；紧扣图书馆中心工作，对智慧图书馆进展动态

进行汇报呈现；以‘每周荐读’为切入进行工作研究，并持续活动宣传与号召；

以图书馆的专业视角，寻找科大学科新锐人物、最美读书人，让他们为图书馆代

言；我们认真走过 2021，对图书馆大事记进行梳理与彰显。服务读者，初心如

磐。面向未来，砥砺前行。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祝

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安康！西安，加油！”

1.3 热烈庆祝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 40周年

（1）“继承与创新：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新征程”学术研讨会流程

图谋：“庆祝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继承与创新：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新

征程’学术研讨会 12 月 24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

开幕式及主旨报告 主持：北京大学副校长 王博 09:00-10:10Ø 北京大学、

国家图书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领导致辞

图工委工作报告 报告人：高校图工委主任 陈建龙题目：教育 BU 高校图工

委的坚守与担当

宣读表彰名单、颁奖：高校图书馆事业突出贡献者、榜样馆长、榜样馆员

发布《高校图工委 40 年文献汇编》《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大学图书馆

馆长采访书记/校长访谈录》《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

教育 BU领导讲话报告环节 主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 陈凌 10:30-11:40（每

人 15 分钟）报告人：高校图工委原副主任、秘书长 肖自力题目：关于 1981 年

召开的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的回忆报告人：高校图工委原主任 吴志攀题目：

对高校图工委工作的认识与期望报告人：高校图工委原副主任 李晓明题目：图

工委的第二个 10 年线上报告人：高校图工委原主任 朱强题目：加强事业整体

化建设，引领高校图书馆未来 13:30-14:00 报告人：高校图工委主任 陈建龙题

目：《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的策划、研制与主要结论 14:00-14:50

报告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昝涛题目：现代化、信息化与世界史研究——罗

荣渠先生的遗产 15:10-16:30（每人 15 分钟）线上报告人：河北省高校图工委

主任 王廷山题目：河北省高校图工委 40 年工作回顾与展望线上报告人：广东

省高校图工委主任 程焕文题目：因服务 得真理 享自由线上报告人：高校图工

http://www.artlib.cn/
https://flbook.com.cn/c/szOW6LeW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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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副主任 刘万国题目：老一代图书馆人精神及其新时代传承线上报告人：高校

图工委委员 刘斌题目：图工委与我线上报告人：高校图工委委员 季淑娟题目：

我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文献计量分析（1981-2020 年）

闭幕式 主持：高校图工委主任 陈建龙 16:30-16:50 会议总结：高校图工委

秘书长 陈凌。”

福建-*：“一会全馆组织学习。”东莞-*：“热烈祝贺。”木槿：“热烈祝

贺。”学校馆员：“谢谢图谋老师。热烈祝贺。”千鹤：“祝贺。”成都航*：

“热烈祝贺。”孙鹏（*：“谢谢，高质量、新起点。”沧浪之水：“谢谢，认

真学习一下。”贪图玩乐：“谢谢，认真学习一下。”墨香：“热烈祝贺。”天

边的*：“热烈祝贺！”吴启迪：“热烈祝贺！”猫爪：“热烈祝贺！”绿树成

荫：“热烈祝贺！”云南大*：“热烈祝贺！”

（2）教育 Bu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简介

图谋：“教育 Bu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简介. http://www.sca

l.edu.cn/jggk/201602020939教育 Bu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Steer

ing Committee for Academic Libraries of China, SCAL)，在图书馆界习惯上

http://www.artlib.cn/
http://www.scal.edu.cn/jggk/201602020939
http://www.scal.edu.cn/jggk/20160202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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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简称为图工委。教育 Bu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的前身是成立于 19

81 年的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1987 年更名为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工作委员会。图工委成立后，积极开展全国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总量和布局的调

查，指导全国高校图书馆科学使用经费，加强文献资源的协调采购和共享，优化

文献资源布局，推动文献检索课的普及，创办图书馆学期刊《大学图书馆通讯》

（后改刊名为《大学图书馆学报》），推动图书馆学研究，统计全国高校图书馆

的基本数据，发挥了很大作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纷纷仿效，在教育主管

部门领导下成立了地方图工委。

1999 年，教育 Bu 高教 Si 考虑到高校图书馆行业的规模及其在高等教育事

业中的重要性，以及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创造的业绩和影响力，决定成

立教育 Bu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聘请一批高校图书馆的馆长组成，

以继承和延续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的职能。教育 Bu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各个学科成立的教学指导委员会性质一样，是一个发挥协调、

咨询、研究和指导作用的专家组织。高校图书馆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实现快速发

展，主要依靠三大法宝——职称制度、文献检索课和图工委。这三大法宝都是教

育 Bu 根据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成功的制度设计，受到全世界高

校图书馆的普遍赞赏甚至羡慕，是中国为全球高校图书馆事业所贡献的精彩的

‘中国经验’。”

（3）会议直播画面分享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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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现场表彰颁奖

图谋：“宣读表彰名单、颁奖：高校图书馆事业突出贡献者、榜样馆长、榜

样馆员。”梦：“榜样馆员都是现任副馆长嘛。”低调：“有退二线的。”图谋：

“几个榜中会有不少圕人堂成员，王波、张怀涛等等……”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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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情专家报告画面集锦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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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工委主任 陈建龙

国家图书馆馆长 熊远明

图谋：“纪念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 大学图书馆馆长采访书记/校长

访谈录系列摘编.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9564.html 图

谋按：今年为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教育 Bu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

会策划了系列活动，回顾、总结高校图工委发展历程，发布高校图工委历史文献

汇编，研讨高校图工委的新使命、新任务。其中一项重要活动为‘纪念高校图工

委成立 40 周年—— 大学图书馆馆长采访书记/校长访谈录‘系列，本文摘编《大

http://www.artlib.cn/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95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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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学报》及高校图工委网站（http://www.scal.edu.cn/）已发表（或发

布）的内容供参考。”

报告人：高校图工委原副主任、秘书长 肖自力

题目：关于 1981 年召开的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的回忆

报告人：高校图工委原主任 吴志攀

题目：对高校图工委工作的认识与期望

http://www.artlib.cn/
http://www.sca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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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高校图工委原副主任 李晓明

题目：图工委的第二个 10 年

线上报告人：高校图工委原主任 朱强

题目：加强事业整体化建设 引领高校图书馆未来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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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报告人：广东省高校图工委主任 程焕文

题目：因服务 得真理 享自由。

线上报告人：高校图工委副主任 刘万国

题目：老一代图书馆人精神及其新时代传承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99 期 20211231）

19

线上报告人：高校图工委委员 季淑娟

题目：我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服务研究文献计量分析（1981-2020 年）

1.4 圕人问答与讨论

（1）文献检索课还有设置的必要吗？

三胖子：“文献检索课真正要教的不是检索系统，是思想、方法。如果是操

作手册，自己翻书看就行了。”奎林说：“有什么思想？”图谋：“文献检索课

实际真的很重要。这个法宝不能丢。比较遗憾的是，许多高校馆丢的差不多了。”

爱书人：“个人觉得文献检索可以教会学生不依赖单一途径获取信息。”奎林说：

“丢完也没见什么坏的结果出来。”图谋：“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

和信息服务职能。教育职能的抓手之一是文献检索课，没有了文献检索课，教育

职能显得比较苍白。”诲人不倦：“@爱书人 文献检索课目前可以升级为信息素

养教育。”雨后彩虹：“@图谋 说得好。”雨后彩虹：“文献检索课是信息素养

教育的核心部分。”

图谋：“纸本资源的利用率、数字资源的利用率，如果文献检索课方面稍微

做的好一点，会是大有帮助的。”雨后彩虹：“有道理。”诲人不倦：“教育不

仅仅是塑造，也可以是启发。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史。”图漾：“信

息素养教育，还是有用的。如果讲解者具有的话。”图谋：“资源利用统计分析:

纸质文献资源。共有1141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2020年度书刊外借量数据，

书刊外借总量为 4645.5 万册，馆均值为 40714.2 册，中位值是 20032 册，众值

为 30000，标准差为 58931.6 册。电子资源。共有 1000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

效的 2020 年度电子资源下载量数据，电子资源下载总量为 38.94 亿篇，馆均值

为 389.4 万篇，中位值是 78 万篇，众值是 2 万篇，标准差为 1325.7 万篇。（信

息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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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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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林说：“对 信息素养，如果讲者具有的话。”雨后彩虹：“好多图书馆

信息素养教育课开得好。”随风微：“教育职能其他部门做也可以。”书小弟：

“信息素养感觉还是蛮重要的，接触师生太多，连基础的文献都找不到的都有。

指导学生论文的时候显露的更加彻底。这些技能他们专业课又没有，有也是老师

也是基本不动。”爱书人：“@奎林说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高职院校。我曾经也

觉得文献检索基本技能，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所了解和掌握的。谁知道，现在

的农村基础教育是那么的落后。我们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来着农村，他们连怎么检

索图书资源，怎么在浏览器里输入网址都不会。所以，我们只能从最基本的的知

识给同学们讲授。”图漾：“@奎林说 中学生刚进入大学，对学术检索还没有概

念，需要指点其入门。”

爱书人：“与本科院很多年前就已经开设文献检索不同，高职院校起步本来

就晚，所以高职院校的信息素养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书人：“问题是

百度一家独大，学生根本没有能力去辨别百度里面信息的真伪。”雨过天晴：“@

爱书人 是的，想起‘何不食肉糜’，自己牛，所在学校牛，就以为全天下的学

生都是这样，应该什么都会，事实上绝大多数学生需要上文献检索课。就算中低

档学校图书馆老师自身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总比普通学生强，做点什么总比什

么都不做强。”雪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需要中间的领路人。”雨过天晴：

“引发学生的关注和兴趣。”随风微：“网络时代不一定要自己教，整理整理网

络课程，mooc 上好的课程多得是。”

雨过天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引路。”麦子：“ 检

索是一定要教的，如果说图书馆检索不需要教，这就和图书馆不是什么学差不多，

当然这图书馆也的确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学。检索这和学生的背景关系不大，因为

图书馆资源的检索和检索和网上的搜索引擎还是有差别，另外现在有太多的专业

数据库，受过检索训练和没有经过训练的，检索结果和效率会差太多。”

（2）学术期刊和科普期刊如何区分？

清凉桐影：“各位老师，学术期刊和科普期刊如何区分啊，根据内容吗？”

图漾：“@清凉桐影 学术期刊总要有个学术的样子，有个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啥

的，科普的一般没这么全。不过有时候界限也没那么明显，比如 nature，也发

表不少介绍性的内容，有人管它叫‘科普期刊’ 。”诲人不倦：“看期刊自身

的定位和介绍吧。”雨后彩虹：“《读者》、《星星诗刊》是普通期刊，一看您

就明白了。科普期刊《数据证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期刊。”

（3）张厚生与图书馆界的‘四条汉子”

图谋：“图谋.张厚生与图书馆界的‘四条汉子’. https://blog.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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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cn/blog-213646-1318118.html 高校图工委创办初期的‘四条汉子’：东北

师范大学图书馆单行馆长、南京医学院图书馆吴观国馆长、南开大学图书馆来新

夏馆长、山东省高校图工委张厚涵秘书长。张厚涵先生是‘四条汉子’中年龄最

小的，唯一健在者，今年 91 岁。张厚生与图书馆界的‘四条汉子’中有不同程

度的交往，有不少史料（包括书信、照片等）待进一步梳理。我之前并没有系统

关注与梳理，特此粗略地梳理本文，期待有助于‘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

史才能走得远。’，于人于己均有益。”

图谋：“高校图工委创办初期的‘四条汉子’合影，左起：东北师范大学图

书馆单行馆长、南京医学院图书馆吴观国馆长、南开大学图书馆来新夏馆长、山

东省高校图工委张厚涵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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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张厚涵先生（图片来源：杨华图书馆.看照片，答友人——致老友

张厚涵.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128/22/15397979_888393774.s

html）。图谋花了一天时间‘索隐‘，可能存在错误，敬请批评指正！”图漾：

“补充一句，图谋上面照片来源的杨华，曾任河北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是《河

北科技图苑》的创始人。”

（4）《大学生》与《中国大学生》是不是改名继承关系？

惠涓澈：“请教《大学生》与《中国大学生》，是不是改名继承关系？谢谢！”

麦子：“是，《大学生》是 2004 年 3 月 1 日开始的。之前是《中国大学生》，

1988 年。”图谋：“麦子老师的检索水平强。我转了几个数据库，还没有获得

那么精准的答案。”徐徐清风：“以前有个《大学生》杂志，创刊于 1988 年。

我上大学时还购买过。”惠涓澈：“@麦子 @图谋 @徐徐清风 谢谢！”麦子：“@

图谋 http://ulrichsweb.serialssolutions.com/login @图谋 我基本就是用

两个东西，谷歌和 OCLC，不过现刊的话，最权威的是 Ulrichs, 这是一个图书馆

内部人用的数据库，当然是收费的，就是查世界上所有刊物现刊价格以及订阅办

法，当然我没试过它的涵盖量，比如非洲或其他地方小期刊是否都有，但中文的

肯定都有。”麦子：“这东西 10 几年前每年出一本红色的十多斤的大书，里面

是密密麻麻的小字。”biochem：“@麦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麦子：

“@biochem 作为一个图书馆员，我未必需要知道问题的答案，只要知道如何得

到这个答案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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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5）可在哪里查询往年各地楼价？

云在天边：“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想查询往年各地楼价，可以在哪里查？”

中原劲草：“不动产登记里查啊，那可是官方认可的机构。”云在天边：“@中

原劲草 每个城市的不动产登记查？能指点一下在网页哪里吗？以深圳为例。”

图谋：“这方面的信息，严格意义上，属于竞争情报范畴。一般性的，自身可以

通过网络搜索引擎自行检索。”云在天边：“或者是平时有关注房产成交量、成

交价的，在什么信息源上找？”图谋：“这方面的网站多如牛毛。”云在天边：

“有个七鱼收费的，我想找政府网站的，住建部？国家统计局？不动产登记处？”

图谋：“真真假假需要火眼金睛。”水云月文：“@云在天边 中国房地产年鉴。”

煮酒论*：“下载一个贝壳 APP？里面有一定的数据，但是不一定完全有。”中

原劲草：“@云在天边 国家的数据，不是工作人员你怕没权限查。而且你如果做

过不动产交易，就会知道那个数据的真实性，不展开了。网上的数据，真的是真

真假假的，一般人难以识别，就以各房产中介那里的信息为例，他们在后台都标

注了哪些是真实房源，哪些是虚假的。”图谋：“不如直接告知，这方面的事情，

真的做不了。勉强做了，并不见得有何参考价值。”徐徐清风：“找专业的统计

数据库查吧，看有没有。比如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图谋：“如果只是了解一个

地域的，还不如实际联系几家房产中介公司，信息或许来得更准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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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徐徐清风提供

图谋：“图书馆信息服务边界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即使有，人家需要的是

‘各地’。这个‘各地’太吓人了。”徐徐清风：“很多业务，跟图书馆有关系，

但又要费大量时间是去做下载，整理的。。最好不要接。”水云月文：“每年的

《中国房地产年鉴》和《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里面都有详细的数据。”图谋：

“需要明晰范围，有针对性的提供。”徐徐清风：“应该是读者自己去弄，可以

指明他怎么去弄，去查。”云在天边：“@水云月文 我去试试。”君子兰：“我

们有订购中经网，但是这个统计范围确实太大了。”云在天边：“主要读者也不

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查。”徐徐清风：“有时读者提出的需求，其工作量相当于你

去完成一个大型的调研报告，这已经不是图书馆员免费服务的业务。”图谋：“人

家指的各地，还有可能指美国、英国，你找了半天中国的数据，人家说你做得不

是我需要的。”徐徐清风：“你找别人帮忙，人家也不会帮你，这工作量不是一

般的大。”君子兰：“需要的数据可以先列个大纲。”云在天边：“感谢各位老

师帮忙和建议。”

（6）行业标准有免费查询的网站吗？

扣肉：“我今天突然找到一个国家标准 GB/T 30240.4-2017 《公共服务领

域英文译写规范》。联想到以前群里经常有人询问，与图书馆服务有关的英语应

该怎么说，大家可以查询这个国家标准，里边的第四部分文化娱乐、第六部分 教

育，都有关于图书馆的内容。GB/T 30240.4-2017 是文化娱乐，GB/T 30240.6-2017

是教育。在标准化委的网站 www.gb688.cn 上可以免费查询。带 T 字的，属于推

荐标准，不强制执行。各馆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另行翻译。”梧桐：“行业标准有

免费查询的网站吗？”图谋：“单单是查询，有着许多途径。中国 Z 网的标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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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总库（https://kns.cnki.net/kns8?dbcode=CISD），包括国家标准全文、行

业标准全文、职业标准全文以及国内外标准题录数据库，共计 60 余万项。其中

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收录了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

布的所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全文数据库收录了现行、废止、被代替、即将实施

的行业标准；职业标准全文数据库收录了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国家

职业标准汇编本，包括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职业培训计划、职业培训大纲；国内

外标准题录数据库收录了中国以及世界上先进国家、标准化组织制定与发布的标

准题录数据，共计 54 余万项。查询功能是开放的，全文下载需要权限。万方数

据的中外标准数据库（https://c.wanfangdata.com.cn/standard），收录了所

有中国国家标准（GB）、中国行业标准（HB）、以及中外标准题录摘要数据，共

计 200 余万条记录，其中中国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内容来源于中国质检出版社，中

国行业标准全文数据收录了机械、建材、地震、通信标准以及由中国质检出版社

授权的部分行业标准。查询功能是开放的，全文下载需要权限。网络上还有许多

标准分享网站。通常是支持检索，获取全文需要收费。有的亦有一定帮助。”梧

桐：“是的。全文一般要收费。”图漾：“@扣肉 这个我记得以前图谋还是谁介

绍过，不过很多人未必记得，扣肉的信息还是很有用的，知识库应该收录进来。

另外标准收费这事我一直无法理解。你推荐或者强制别人遵守的标准，还要人家

花钱才能看。照这个逻辑，法律法规条文是不是也可以收费。”刘建平：“@图

漾 国家标准在国家标准局网站是免费的。”梧桐：“行业标准基本都是是收费

的。”

（7）OA网刊可以投稿吗？

大宁桑：“大家发过《知识管理论坛》吗？是 OA 网刊，200 一本印刊，投

了《图书情报工作》被推荐给这家。”图林新人：“@大宁桑 请问是在那一个环

节被推荐转投的啊？”大宁桑：“@图林新人 终审。”极限：“换投其他刊吧。

网刊大多单位评职称不认吧。”大宁桑：“好吧。那 pass。”路图：“不是要

求核心期刊的话有刊号就认吧？”大宁桑：“他们是普刊，《图书情报工作》是

核心。”路图：“以前投核心期刊会给推到副刊没想到还有推荐到另一个期刊的。”

图林新人：“因为是一家的。”大宁桑：“是副刊，和《图书情报工作》一家。”

路图：“哦，也是副刊的意思。”奎林说：“《知识管理论坛》是由 ZG 科学院

主管、ZG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纯网络学术期刊。”图林新人：“满足个

人需要吧。”大宁桑：“他们网站上说的，需要打印就付 200 一本，印出来就算

纸刊评职称用。”极限：“可以换投排名靠后的核心试试。”图林新人：“有点

POD 的意思。”图林新人：“终审不中有点难受 了。”大宁桑：“不中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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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用是中奖，只能这么心理建设。自己水平有限。”图林新人：“确实是这样。”

水中月：“改投他刊，说不定就录用了。如果有修改意见的话，按照修改意见修

改。”大宁桑：“嗯，谢谢各位！”

（8）职称评审关于转系列同级评审的规定

Syem：“有人了解广东今年职称评审关于转系列同级评审的具体规定吗？本

人人力资源管理师（经济师），今年到图书馆工作，业绩学术等条件都符合，可

否转系列同级评馆员？自己电询了省文旅厅人事处，说可以，单位办公室又去问，

另一个人接电话又说不可以。文字咨询了省人社厅，说可以按规定转，但这个按

规定，没有细则。”梧桐：“转系列好像要从事图书馆工作一年。”极限：“没

错，一年后转，或者到时间直接评下一个职称。”梧桐：“直接问文旅厅，他们

负责评审，知道细则。”广州书童：“@Syem 工作都没有满一年，业绩都没有，

怎么转？”广州书童：“@极限 广东一定要先转再升的。”

Syem：“@广州书童 一堆业绩啊，这个没问题，今年改革没有规定一定要满

一年吧，以前是有的。”广州书童：“论文课题有了吗？转系列跟新评审的要求

是一样的。”图雷：“大部分都是满一年。”Syem：“都有了。”广州书童：“据

我所知，今年改革并没有改转系列和认定的问题。”Syem：“好吧，谢谢。”广

州书童：“不着急吧，明年再认定。工作资历是累积计算的，转系列之后到图书

馆满 5 年之后就可以评副高了。如果人力资源的兑现待遇，就不用猴急猴急去转

啦。”Syem：“问题就是没兑现……广东不是要先转后升吗，可以不转同级，直

接五年后转升？”广州书童：“目前不行。以后应该也不行。之前可以，后面改

成不可以。”图漾：“我们这里不可以直升，至少一年才可以转，评馆员总要有

图书馆方面的业绩吧，工作都不到一年能有什么业绩？”图谋：“一方求援，众

人相助。”广东小*：“@广州书童 一定是不行的，先转评，转了之后，不同系

列同一级别的材料可以用来申报上一级。”雨后彩虹：“我们转评的时候就等于

重新评。”广州书童：“@广东小肥羊 是的。就是我们说的资历年限和业绩可以

累计。”

（9）何谓单篇学术文献评价？

http://www.artlib.cn/


圕人堂周讯（总第 399 期 20211231）

27

hanna：“单篇，怎么做呢？”图谋：“坦白说，图谋也没有看明白。”图

漾：“这个也不是新东西，就是所谓 article level metrics，比如可以基于单

篇文献指标计量，比如 altmetrics，也可以根据内容评价等。”图林新人：“楼

上说的不错，相关研究不少。”图谋：“评价的标准、精确性与准确性、信度与

效度、谁做裁判等等，均是不确定的。”图慕：“@图漾 作为该专业外行，图人

真的做内容评价？”图慕：“单篇文献计量评价可以，内容评价~哦。”图谋：

“计量法，同样存在种种局限。比如，当前诟病较多的影响因子问题，跨学科

PK 影响因子，同一学科领域内不同研究主题 PK 影响因子，甚至‘唯‘影响因子，

也是不靠谱的。张馆长的组织单篇学术文献评价，我不清楚是否针对‘以刊评文

‘所提？个人对‘未来图书馆的核心工作应该是组织单篇学术文献评价‘的提法

是存疑的。”图漾：“@图慕 这个内容评价不是对具体内容评价，而是基于内容

的分析，内容分析法的应用。比如图情领域可以进行基于内容进行引文分析。”

图慕：“@图漾 这不一直有吗？”

hanna：“@图慕 同存疑。图人能做内容评价？”图漾：“@图谋 @图谋 可

以说能解决一些‘以刊评文’的问题，但未必是针对此问题提出的，前些年单篇

文章影响力研究是一些图情计量领域的热门，但我不认为有张馆长说的那么重

要，甚至达到核心价值的地步。”图谋：“理想图景是‘全评价’，但实践中多

是‘因需而变’，趋利避害。”霄飓：“个人觉得，张馆长的意思是，图书馆对

掌握文献评价权，有一定的掌握，目前期刊评价权不再图书馆了，是否尝试下开

展单篇评价，掌握单篇评价权，依此为突破，提升图书馆的价值。”刘建平：“a

ltmetrics 是基于单篇文献利用计量评价。”hanna：“替代评价？”刘建平：

“是引文计量评价的延伸补充。计算正式引文以外的文献利用。”图漾：“@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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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a @hanna 张馆长技术出身，我猜想他所指的内容评价是基于格式化全文数据

进行全文引文分析之类的评价方式。此内容非彼‘内容’也。”hanna：“网络

计量？”刘建平：“@hanna 有这样翻译的。”hanna：“前几年是看到有这样

的，但这个是补充方式，而且对文献有时间要求。”刘春丽：“我觉得不用纠结

于‘单篇学术文献评价’的字面含义，其实，高校图书馆在辅助和支撑行政部门

进行科研评价方面是会有用武之地的，从简单的检索，慢慢创新服务内容和形式，

在未来应该是个服务点。”

图漾：“当然单篇论文影响力不止局限于 altmetrics。大概十年前见过情

报学报一篇文章把单篇论文引用网络用类似 pagerank 的算法做评价。也是大概

十年前，微软亚洲研究院基于齐次马尔可夫过程提出‘browse rank’，我感觉

也可以借鉴到论文评价。当然类似研究还有很多，起码提出的形形色色指数就有

不少。”图漾：“altmetrics 也有很多问题，某年分最高的是奥巴马发在 scie

nce 上面谈论医保的文章，显然和学术水平无关而来自于名人效应。”麦子：“h

ttps://umb.libguides.com/c.php?g=817739&p=5880243。”我对这个话题没什

么兴趣，不过我认为张指的是 article level metrics。应该翻成：基于单篇文

章的 metrics，因为传统的影响分子是有缺陷的。”图漾：“是的，这个热点已

经有几年了，当时许多项目指南都有这类研究，但我不认为高到图书馆核心价值

的地步。”

（10）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的影响因子

黄紫橙：“Yan, C., & Li, H. (202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ear

ch Collaboration Intention in Virtual Academic Commun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9(2), 83–98. http

s://doi.org/10.1633/JISTAP.2021.9.2.6。有谁能帮我查查这篇文献被引用的

次数和期刊的影响因子呀？”

图谋：“@黄紫橙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y and Pract

ice‘该刊不是 WOS 核心来源刊（通过 The Master Journal List (https://mjl.

clarivate.com/)可知），没有影响因子；‘被引用次数‘如果特指 WOS 平台的，

是没有的。某度学术搜索中亦未发现有被引。”图谋：“‘Journal of Inform

ation Sc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是 KCI 的来源刊。”黄紫橙：“@图谋

谢谢老师。”图林新人：“@黄紫橙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被 scopus 收录了，相关数据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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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林新人提供

黄紫橙：“@图林新人 谢谢老师。”图谋：“Scopus 中的施引文献也是 0。

说明暂时还没有被引。”图谋：“看了图林新人贴的信息，该刊有 Citescore

指数（该刊‘CiteScore 2020‘ 为 1.0）。Citesocre 可以理解为三年期刊影响

因子（CiteScore 是计算期刊前 3 年文章平均被引用次数，相比影响因子增加了

一年的引用期限，这样覆盖面会更广一些。同时兼顾了当年影响因子与 5 年影响

因子两个数值的特点。CiteScore 因子包括所有文章类型，而影响因子引用包括

所有论文，但是分母不计算通信、评论、新闻等小论文。因此，多数期刊的 Cit

eScore 引用数相较影响因子会有明显下降。）延伸阅读：CiteScore 期刊评价体

系的利与弊.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232242-1022726.html。”

（11）活下来的书店，路在何方？

度量衡：“原创 生蚝 新周刊：活下来的书店，不好好卖书了 https://mp.

weixin.qq.com/s/Le_UZe7fmu8a9VZjEWuWtQ。”www：“看了@度量衡 的分享链

接，今年 3 月，北京师范大学东门门外的盛世情书店正式停业，店主在书店门口

张贴了一封手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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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数字化趋势下，快阅读已取代沉浸式阅读，众生乐意阅读小段文字，

享受些微的愉悦和短暂的共鸣，不再钟情于厚重的文字，不再深思，无需神交。

事实再次证明，不好好卖书的书店，才能成活，那么，是不是不再钟情于图书的

图书馆才能续命？”刘建平：“@www 图书馆第三空间。”www：“书店老板退休

感言：‘一介尘民做喜欢且能安身立命之本乃人生一大幸事’。我想，对圕人来

说，在图书馆工作且还热爱着图书馆的人，退休了，是否也会对图书馆这个职业

心怀感激？祈愿我退休的时候，图书馆还是原来意义上的图书馆。”

诲人不倦：“何必纠结，都是过客，活在当下，喜乐平安就好。”刘建平：

“不好好卖书的书店，活下来的不少，与时俱进蛮重要的。”图林新人：“某弗

卖书赚的钱还没卖咖啡挣得多。但是人家门店保有量和覆盖量都很好。”图妍：

“今年 3 月，中国书店大会发布了《2020-2021 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报告

显示，2020 年，中国大约有 4061 家新的实体书店面市，有 1573 家书店关门，

新开书店数量是关门书店的 2.6 倍。”刘建平：“@图林新人 大概从一个侧面说

明与书相关的第三空间的重要性。”图妍：“‘书店不死’不只是口号，实体书

店的生命力比想象中更顽强。”图林新人：“开展一些粘性较强，用户群体能够

互补的业务，或许能增强实体书店的生命活力。个人看法。”刘建平：“在有些

城市，书店是文化普及事业，文化部门有一些扶持补贴政策。我看过一些书店，

人多，但书的销售量其实不大，茶点空间比较赚钱些，但仍无法抵消店面租金和

人员成本，政府扶持补贴加上去，可有些效益。”

（12）新进的硕士博士为什么借书较少？

梧桐：“这些年新进的硕士博士，反而不如以前的老人更喜欢借书，不知道

为什么？还有个工科的研究生说她们不需要看书直接查国外的资料。”钟大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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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数据库和网络了。”图林新人：“工科很正常。”麦子：“@梧桐 这个

做法是绝对正确的，出版的周期太慢。”路图：“工科正常，学科属于新陈代谢。”

梧桐：“文科书刊利用率还不错。我老公天天去图书馆。”路图：“人文社科需

要积累。”梧桐：“工科规范类图书，还有行业资料借的多，估计数据库网络不

好查。”圆梦：“我看我们进来的小博士们不停的传外国文献。”路图：“除非

研究工科历史，以前的成果还有用，对于其它学生用处不大了，他们需要看最新

精尖的。”自由的*：“需要的是文献。”

（13）如何申请删除署名？

刘建平：“遇到想申请删除署名的人，不知道如何去申请删除署名，需要什

么材料？”图谋：“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或参考答

案。”路图：“还有不告诉别人就给人署名作者的啊？文责自负，这要是文章有

问题就要分担了吧？”刘建平：“挂名署名这种，看了发出的文章，觉得有问题，

想删除署名，却不知如何着手。”天天：“没事儿，除了通讯作者，其他作者可

以说自己并不知情被署名。”路图：“先告诉那个作者以后不能这样，文章发了，

是不是覆水难收了？发个声明说自己没参与过文章的创造？”图谋：“这种需要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刘建平：“大概删除署名也很难，否则那些大咖不是可以

简单删除署名，不用费大力气整出个图片误用。”图谋：“那是因为期刊本身鱼

龙混杂。规范的、严谨的期刊自身有纠错机制，可以撤稿之类。”

刘建平：“@路图 估计不是发个申明这么简单。”路图：“嗯，严谨的期刊

编辑都很专业，不会出现硬伤。”刘建平：“期刊撤稿影响期刊年度质量评分，

只有万不得已才可能撤稿。”刘建平：“基本上没有期刊是自我纠错撤稿的。”

图谋：“若出现这类硬伤，负责任的期刊自己就会认为属于‘万不得已‘。”刘

建平：“大概稀如大熊猫。”图谋：“属于‘亡羊补牢‘。这些年实际是有的。

因为学术期刊本身面临着诸多评价。”刘建平：“有的，基本是 万不得已。”

图谋：“以图情领域为例，近年多家期刊有过自查自纠的举措。期刊本身亦公开

表态，欢迎监督与批评。国家层面，先后于 2014 年、2016 年开展过两批学术期

刊认定工作，在各省级管理部门初审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审看样刊，最终确定两

批共 6449 种学术期刊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图漾：“@刘建平 挂名行为本身

就是学术不端，哪有自己承认的？除非事先不知道署名。不过你要是事先在个人

成果、报奖之类用了这篇文章，就跟这篇文章困在一起了，不能推托不知情，岂

可一个声明就脱掉关系。另外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通信作者和第一作者。院士这

样的大人物如果是通信作者则很难推托责任，当然也有极特殊情况就是造假者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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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通信作者的邮箱。所以在学术交流时应该用机构邮箱，不用的基本也就算不

上学术界人物。”

1.5 圕人堂主题

（1）搜不到圕人堂 QQ群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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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注利用圕人堂 QQ群知识库

图谋：“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网址：http://lib.nbt.edu.cn/tuan/ 。研

制者为圕人堂 QQ 群成员 www 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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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在检索功能基础上增加了新功能：

每条记录都有了词云和关键词领域。《圕人堂周讯》综述‘圕人堂’QQ 群一周

交流信息，对‘圕人堂’全体成员公开（通过 QQ 群邮件推送），同时亦对社会

公开（主要通过科学网图谋博客‘圕人堂’专题公开）。2014 年 5 月 16 日发布

第一期，每周周五发布。”

（3）圕人堂 2022年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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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成员‘2014’帮制作的贺卡。谢谢！”自在禅：“感谢‘2014’，

很精美的贺卡。”图谋：“这张新年贺卡是群成员‘2014’帮设计制作的功能型

贺卡。方便加群或关注圕人堂微信公众号。如果是成员邀请圕人加群，可以转发

该贺卡，提示通过扫右下方的二维码加群，加群时请提供圕主题信息（与图书馆

或图书馆学相关即可）。”

图谋：“‘2014’帮设计制作的功能型贺卡，有多重功能：（1）延续圕人

堂传统，每年制作新年贺卡，送祝福；（2）展示与宣传圕人堂愿景、目标；（3）

庆祝《圕人堂周讯》发布 400 期（目前已发布 398 期），《圕人堂周讯》每周周

五发布，意味着经历了 400 周，这对圕人堂是一件大事；（4）提供加群二维码，

欢迎圕人加群；（5）提供圕人堂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欢迎圕人关注与支持。”

（4）圕人堂 QQ群规范（修订版）

图谋：“圕人堂 QQ 群规范（修订版）.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

g-213646-1191529.html。圕人堂群，安全有序的运转，仰仗的是全体成员的共

同呵护。敬请理解与支持！圕人堂群只要是符合群规范的，均可以做。不需要图

谋或其他管理员许可。图谋的角色，从 2014 年建群至今，起的作用实际就是‘群

辅’。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在此基础上，围绕圕人堂愿景与目标，做些微

努力。”

（5）圕人堂新年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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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圕人堂历年‘新年献词‘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

mod=space&uid=213646&do=blog&view=me&from=space&searchsubmit=yes。”

图谋：“图谋作为‘群辅’身份成员书写的‘新年献词’，算是抛砖引玉。

期待更多成员共同书写。”小溪流*：“新的一年为了紧紧团结在图谋身边，首

先，祝群里的老师们：元旦快乐、家庭工作齐头并进、硕果累累、万事胜意！！！

其次，我也准备更改个 QQ 名称‘图划’，以督促自己新的一年更好的谋划谱写

新一年的图书馆生涯。新一年的每一天我们都和图谋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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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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心聚力图发展，行稳致远谋新篇

2021-12-31 06:38

凝心聚力图发展，行稳致远谋新篇 ——圕人堂 2022年新年献词 图谋 圕人堂

QQ群（群号：311173426）是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其愿景

（VISION）是：圕结就是力量！其定位（MISSION）是：专业讨论、行业交流、

信息共享、资源、人脉。圕人堂圕结一切可 ...

个人分类:圕人堂|159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圕人堂 2021 年大事记

2021-12-30 05:47

圕人堂 2021年大事记 图谋 整理 年终岁尾，整理“大事记”是圕人堂服务体系之

惯例。依据 2021年《圕人堂周讯》大事记版块汇编，“原汁原味”呈现。 （1）
2020年 12月 30日，圕人堂知识库更换新域名（http://lib.nbt.edu.cn/tuan），原来

老的域名（http://lib.nit.net.cn/tuan）将并行运 ...

个人分类:圕人堂|488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张厚生与图书馆界的“四条汉子”
2021-12-25 18:33

庆祝高校图工委 40周年会议上滚动播放了“教育BU高校图工委40年成果展”（教

育 BU高校图工委 40年成果展.pptx），其中有 1页为高校图工委创办初期的“四
条汉子”合影，左起：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单行馆长、南京医学院图书馆吴观国

馆长、南开大学图书馆来新夏馆长、山东省高校图工委张厚涵秘书长。 ...

个人分类:圕人堂|1256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图谋与高校图工委的故事

2021-12-25 10:41

12月 24日，图谋 8:12在圕人堂群中发@all消息，提醒群成员关注“继承与创新：

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新征程”学术研讨会会议全程直播，提供了直播网址及会议日

程，随后发了“庆祝高校图工委 40周年！”红包（100个 1元红包，1分钟内被领

完）。随后圕人堂群中，全天进行了进一步交流与分享。 12月 23 ...

个人分类:圕人堂|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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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文件。

http://www.artlib.cn/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88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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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894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8894&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889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8894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889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8894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8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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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752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8752&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8752&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8752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8752&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8752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8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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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118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8118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8118&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8118&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8118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8118&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8118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8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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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073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8073&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8073&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8073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8073&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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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2021 年 12 月 30 日支付《圕人堂周讯》编辑补助，375 期至 399 期（累计

25 期）结算，合计 7500 元。圕人堂发展经费结余 15297.04 元。

（2）高 校 图 书 馆 从 业 人 员 科 研 数 据 管 理 服 务 认 知 与 实 践 调 查 .

https://www.wjx.cn/vj/OtaOerm.aspx

该问卷为黑龙江大学陈媛媛老师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校图书馆科研数

据服务模式与服务系统研究”（项目号：17CTQ041）研究内容之一，调查对象为

本科院校图书馆从业人员，旨在了解调查对象对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认知、实践

及能力需求情况，最终为建立我国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服务模式奠定基础。

本调查严格遵照相关规范，问卷填写后会自动发送微信红包，略致谢忱。敬请关

注与支持，谢谢！

（3）2021 年 12 月 31 日 16:00，群成员达 2921 人（活跃成员 439 人，占 15%），

在线 1512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9%），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信

公众号总用户数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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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rtlib.cn/
https://www.wjx.cn/vj/OtaOerm.asp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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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更新(注:因功能受限，自 261 期起无法更新)。

4.2 圕人堂 QQ 群知识库

http://lib.nbt.edu.cn/tuan www 老师研制。内容源自《圕人堂周讯》，涉及图书馆

各项业务和热门话题，对业务学习、日常工作、科研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功能

特点：1.具备检索功能；2.提供对话模式和原文模式两种浏览方式；3.点击具体

某一期《圕人堂周讯》可以下载 PDF 版全文。

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本期编辑：史蓓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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