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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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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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王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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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人堂圕结一切可以圕聚的力量。

圕人堂堂风：贴近现实，关照现实，联系理论，旨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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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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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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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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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成员 凝心聚力图发展，行稳致远谋新篇——圕人堂 2022 年

新年献词.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8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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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祝群主新

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米粒 MM：“祝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圕人堂

越来越好。”苏*寒：“祝大家新年吉祥，祝團人堂更上层楼！”

梅岭飘雪：“祝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圕人堂越来越好。”雨后彩虹：“@图

谋 群主辛苦了！这一年感谢有您们！。”图谋：“圕人堂 2022 年新年献词 htt

ps://mp.weixin.qq.com/s/mDXsVaRcVVvWy97Z7Woczg。”雨后彩虹：“已点赞。”

图谋：“圕人堂一路走来，感谢有您！”biochem：“@雨过天晴 再把头像都改

了。新年新气象。都改成以图字开始的。”图谋：“其实咱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圕人。”自由的*：“图晴，图雨，图冰雹，图彩虹。”雨过天晴：“图自由。”

cpulib*：“图图。”biochem：“图强。”自由的*：“图龙刀。”刘*平：“图

美。图花。”雨过天晴：“一会儿不见，这么多图字辈了。”奎林说：“图匪，

图星，图客，图虫，图凉，图热，图懵，图空，图色，图远。”刘*平：“图赢。

图盈。”雨过天晴：“这么多名字给大家备选，新年礼物哦！”图谋：“图丁、

图强、图灵、图发展、图富贵、图舒服、图文并茂、图啥有啥……。”朗月孤舟：

“图温，这可是名人。”中原劲草：“应该像古代家谱一样，弄个辈分字，彰显

出图书馆发展的代际样貌，比如第一代是创字辈，第二代是发字辈的，第三代

是…。”碧海潮生：“图书馆辈分谱系去年好像讨论过。”万寿寺*：“哇~我考

虑改名‘图痴’。”

图谋：“‘圕人+’模式或许更好，示例:圕人图谋……这样具有更多的可能

性，无法一一，生生不息。。”麦子：“图个啥。”图谋：“图康宁，谋幸福。

或许更务实。告别 2021，拥抱 2022！圕人堂祝全体成员幸福安康！”biochem：

“@图谋 告别 2021，拥抱 2022！圕人堂祝全体成员幸福安康！”❤、奇*：“谢

谢 新年快乐！”图谋：“新年红包，也是圕人堂的传统节目之一。”Jasmin*：

“新年快乐！”

李*蔚：“元旦快乐！”图谋：“那个级别的，不是一般的‘驴友‘，算是

您的‘虎朋‘。除此之外，还可以有探险家、旅行家等光荣称号。圕人堂成员中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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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mDXsVaRcVVvWy97Z7Woc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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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潜伏着不少旅行家。比如老罗（罗布泊）。刚搜了一下，老罗不知什么时候退

群了。老罗退休之前，两轮飞飞，骑行天下；退休之后，自驾出行，云游四方。

老罗的文笔非常好，摄影技术亦很了得。2015 年圕人堂‘镜头下的图书馆模样

‘相册，老罗是倡导者之一。”

1.2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1）第二届“京科情—懂情报•知大势•善创新”主题论坛

tianart：“第二届‘京科情’—懂情报•知大势•善创新’主题论坛（1.6，

线上）http://weizhan.huiyiguanjia.com/home2/index?mid=552317485245741

3062 图情会公众号有详细介绍 https://mp.weixin.qq.com/s/wydulr0ZRuvtQrD

sCLboeg。”

（2）海南大学图书馆招聘信息

飘雪：“海南大学图书馆招聘 1 人。海南大学人事处：官宣 | 这封“英雄

帖”你敢不敢接！https://mp.weixin.qq.com/s/z2GlXZBdiNTu1uHPMktJ9A。”

（3）国际档案理事会 2022年罗马年会 9月召开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征文！国际档案理事会 2022

年罗马年会 9月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9PA0sYqj-M49ULYYBc-Lqg。”

（4）第 18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会（ADLS2021）延期举办

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图书情报丨第 18 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

高级研讨会（ADLS2021）延期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hmEOBDS0NR2i

ihD3CBqJ9Q。”

1.3链接资源、分享推荐

（1）百岁文脉 世纪书香 百岁老人马识途向省图书馆捐书

碧海潮生：“百岁文脉 世纪书香 百岁老人马识途向省图书馆捐书-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7-04/14/c_129534322.htm。”

（2）事关“双一流”！重磅名单公示，数十位院士入选

查新检索：“知情会：事关‘双一流’！重磅名单公示，数十位院士入选！

https://mp.weixin.qq.com/s/zm33gv-Ma24RUhyVnAchXQ。”

（3）《全国报刊索引》的元旦贺卡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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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君：“全国报刊索引：元旦快乐 https://mp.weixin.qq.com/s/u1sS9T

W9pUBKPAdr_3P0aQ。”

（4）纸书堆恭祝全国图书馆工作者新春大吉

碧海潮生：“纸书堆：纸书堆恭祝全国图书馆工作者新春大吉 阖家团圆。h

ttps://mp.weixin.qq.com/s/jadNML7MBGlJqYZMGoyVHA。”

（5）《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年第 6期全文

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 年第 6 期全文（总第 242 期）http://ww

w.scal.edu.cn/dxtsgxb/202201020103 。”

（6）2021年中科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发布！

查新检索：“知情会/5 本期刊高风险！2021 年中科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

发布！https://mp.weixin.qq.com/s/OBxEfzUUhX9rSZRxCnn_rA。”

（7）闽江学院图书馆：2022年，小图有你，一键开启好运年！

小西：“闽江学院图书馆：2022 年，小图有你，一键开启好运年！https:/

/www.bilibili.com/video/BV1fb4y1Y7tS?p=1&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p

lat=android&share_session_id=5ca93850-fdab-4621-9959-f24d7c9bb6c9&sha

re_source=QQ&share_tag=s_i&timestamp=1641014136&unique_k=7OXYnGg。”

（8）豆瓣 2021年度读者书榜单

度量衡：“豆瓣 2021 年度读者书榜单 https://book.douban.com/annual/2

021?source=weixin。”

（9）图情出版： 2022图书馆人奇妙夜，不见不散

福建陈*：“邓咏秋 图情出版：预告片来了，2022 图书馆人奇妙夜，不见

不散 https://mp.weixin.qq.com/s/UX-MF8_SBjfSrdRlqQdyEw。”

（10）2021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发布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u1sS9TW9pUBKPAdr_3P0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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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jadNML7MBGlJqYZMGoyVHA
http://www.scal.edu.cn/dxtsgxb/202201020103
http://www.scal.edu.cn/dxtsgxb/202201020103
https://mp.weixin.qq.com/s/OBxEfzUUhX9rSZRxCnn_r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b4y1Y7tS?p=1&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plat=android&share_session_id=5ca93850-fdab-4621-9959-f24d7c9bb6c9&share_source=QQ&share_tag=s_i&timestamp=1641014136&unique_k=7OXYn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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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b4y1Y7tS?p=1&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plat=android&share_session_id=5ca93850-fdab-4621-9959-f24d7c9bb6c9&share_source=QQ&share_tag=s_i&timestamp=1641014136&unique_k=7OXYnGg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b4y1Y7tS?p=1&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plat=android&share_session_id=5ca93850-fdab-4621-9959-f24d7c9bb6c9&share_source=QQ&share_tag=s_i&timestamp=1641014136&unique_k=7OXYnGg
https://book.douban.com/annual/2021?source=we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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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饶：“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2021 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发布 https:

//mp.weixin.qq.com/s/vFR8-atug2LXnXqpx1RFzQ。”

1.4日常讨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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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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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到现在，在各

位老师的帮助下，已回收 106 份问卷，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请老师们帮忙填写。”

路图：“@sky 刚看到我不属于该次问卷调查的范围，还一个红包给你。”图谋：

“发在圕人堂群大窗的红包是谁领到归谁，不需要归还的。红包的主要作用是活

跃氛围，提升关注度与参与度。”路图：“嗯嗯。我为了给她节约，多一份问卷

多一份课题研究保障。”sky：“哈哈不用还啊，大家帮我聚点人气就可以，有

时间的老师帮忙填写一下，昨天领过红包今天继续领。非常感谢群主和各位群友，

有这样一个大家庭我们有机会交流学习，发放问卷为了课题研究，也给同仁们添

麻烦了。”

李*：“调查对象是本科院校，高职参加不了。”华农李*：“已填写。”s

ky：“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目前已经回收问卷 125 份，希望大家在假期拨冗帮

忙，更期盼更多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老师能够给予帮助。”图漾：“@sky 国内

高校建立 rdm 平台的，据我所知只有北大和复旦，武大基于 calis 项目完成了一

个，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应用。如果不局限在高校，可以好好调研中科院。”sky：

“@图漾 您说的对，确实比较少，项目主题受限在高校图书馆。”谢老师：“各

位同仁，大家新年好呀！请大家浏览一下，欢迎提提对话大学生的建议。”

（2）时畔书房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vFR8-atug2LXnXqpx1RFzQ
https://mp.weixin.qq.com/s/vFR8-atug2LXnXqpx1RFzQ
https://www.wjx.cn/vj/OtaOerm.aspx
https://www.wjx.cn/vj/OtaOer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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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3）苏州图书馆许培基馆长

上善若水：“王启云老师：请问许培基老师还健在吗？”低调：“许培基先

生已于 2016 年去世。”图谋：“许培基先生 2016 年 2 月 12 日去世，我曾经写

过一篇纪念文字（因涉及敏感字词，当前处于被屏蔽状态）。依据《苏州图书馆

编年纪事》（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7），许培基 先生，浙江嘉兴人，1926 年

2 月出生，1949 年 12 月参加工作，1992 年 3 月退休，研究馆员。1949 年毕业于

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学系，1957 年到苏州图书馆工作。1957 年 11 月至 196

7 年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1977 年 9 月至 1978 年 2 月为负责人；1978 年 2 月至

1979 年 9 月为副馆长；1979 年 9 月至 1989 年 11 月为馆长。曾参与《中国图书

馆图书分类法》第二、三版修订，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著有《冒号分类

法解释及类表》《苏州市志·图书卷》《江苏艺文志》（苏州卷主编）。参与《当

代中国图书馆事业》《苏州文化手册》《苏州词典》的编撰。”上善若水：“多

谢王老师。”

（4）《图情档信息窗》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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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涓澈：“我的 2021，工作中突出的就是创办了这个刊。《图情档信息窗》

https://mp.weixin.qq.com/s/SRG1ukMq4_oS2hTBH6yBOg。”图谋：“《圕人堂

周讯》电子杂志版是效仿惠老师《图情档信息窗》第 1 期的电子杂志版。”惠涓

澈：“其次主要是各个学会的工作，今年占了很多精力，其他基本都是按部就班。”

图谋：“当初浏览之后，我觉得电子杂志版效果挺好，易学易用，随后也开始推

出。” 惠涓澈：“打通最后一毫米《图情档信息窗》第二期 https://flbook.c

om.cn/c/szOW6LeWun《图情档信息窗》第一期 https://flbook.com.cn/c/iH3BQ

Vsey1。”

（5）百度学术科研助手调研

小丑的独白：“百度学术科研助手调研 https://iwenjuan.baidu.com/?cod

e=z1oc4a 请各位老师帮忙简单的填写百度学术问卷，帮助大家打造更好用的科

研工具。”

1.5圕人堂专题

（1）《圕人堂周讯》发布 400期

图片由图谋提供

雨后彩虹：“圕人堂 LibChat：圕人堂周讯（总第 399 期 20211231）https:

//mp.weixin.qq.com/s/BHhzsaS3f_LaYGw5J8Wn9A。”

（2）欢迎圕人晒阅读书目或书单

图谋：“欢迎圕人晒阅读书目或书单，读书笔记也挺好。自个晒自己，代他

人晒（分享链接等形式）亦欢迎。”

奎林说：“原创 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今年看了 314 本书，拍了 4000

多张照片 https://mp.weixin.qq.com/s/j-1msC0ndAYpy0F_UAYuoA。”图画+*：

“每天一本书，点赞。”苍海笑：“@biochem 每天看一本？痴人说梦？诸如美

国人写的《全球通史》 《西方现代思想史》每天也是一本？须知，每本书有 60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SRG1ukMq4_oS2hTBH6yBOg
https://flbook.com.cn/c/szOW6LeWun
https://flbook.com.cn/c/szOW6LeWun
https://flbook.com.cn/c/iH3BQVsey1
https://flbook.com.cn/c/iH3BQVsey1
https://iwenjuan.baidu.com/?code=z1oc4a
https://iwenjuan.baidu.com/?code=z1oc4a
https://mp.weixin.qq.com/s/BHhzsaS3f_LaYGw5J8Wn9A
https://mp.weixin.qq.com/s/BHhzsaS3f_LaYGw5J8Wn9A
https://mp.weixin.qq.com/s/j-1msC0ndAYpy0F_UAYu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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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多页呢。小人书一天一本吗，我家外甥女每天三本呢。光看不思考是不行的，

就如同光吃不消化明白不哈哈哈。”biochem：“看看各高校的借阅冠军。”/k

f 港湾：“牛人总是会有的。”奎林说：“我一天看不了一本。”

图谋：“奎林说.今年看了 314 本书，拍了 4000 多张照片.https://mp.wei

xin.qq.com/s/j-1msC0ndAYpy0F_UAYuoA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今年继续看

书，一年中看了 314 本图书，有不到 10 本书是略读的，其他都是完完整整看的。

经常有人问，读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微信里搜搜推

文，有很多说得十分在理。我见过比较好的回答是：读书可能不一定让你明白多

大的道理，但是你起码能知道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图谋：

“稍作摘编，期待有助于更好地走近这位爱读书的图书馆人。”pww：“奎林说

‘每天至少发一篇推文，并且保持绝对大的比例写原创，’这个做到不容易～。”

图谋：“wjew 老师的阅读书单，还未发现。这份书单是青华的，可以想象的是，

相当豪华，甚至奢华的。除了奎林说和 wjew 二位，或许还有更多非同凡响的‘读

书人‘。欢迎展示，欢迎‘举报’。欣然读书老师，身为日理万机的馆长，在其

‘欣然来读书’微信公众号中分享过好些读书笔记。”

（3）圕人家园

学图-*：“过去的一年，我几乎每天一定要看看圕人堂信息，在这里汲取我

工作的灵感，不断的充实自己对虚拟世界的认知，更加相信这个世界只要我们自

己温柔以待，收获的一定是美好。谢谢圕人堂！祝圕人堂所有朋友元旦快乐！万

事顺心！”图谋：“学图老师这样说，那过去的一年圕人堂没少给大家添麻烦。”

图谋：“2021 年圕人堂服务体系的信息量或许较以往年份的信息量大得多。我

刚才瞄了一眼，科学网圕人堂专题 2021 年发布的博文有 253 篇之多。科学网圕

人堂专题.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

blog&classid=166214&view=me&from=space。”学图-*：“只有欢乐！愿大家平

平安安！健健康康！和和美美！让我们美美与共！。”图谋：“前边说的这些举

措，将会是一举多得的。比如增进成员之间的了解，可以更好地促进交流与成长。

‘圕人堂服务体系’是圕人智慧与服务的结晶，图谋的角色更多的是尽份绵薄之

力。。”

图谋：“‘圕人堂服务体系’是比较务实的，圕人堂大窗的‘活跃’，有助

于小窗交流的‘红火’。对于成员来说，更为切实受益的属于成员间小窗交流等

‘衍生’交流。圕人堂的交流，有明线与暗线。明线是大窗交流，暗线是成员间

小窗交流及其它形式的交流。两条线均很重要。表面上是明线为主，实际上是以

暗线为主。重视的是成员切切实实的获得感、成就感。圕人堂这样的社群，某种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j-1msC0ndAYpy0F_UAYuoA
https://mp.weixin.qq.com/s/j-1msC0ndAYpy0F_UAYuoA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from=space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from=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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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既是‘平台‘，也是‘舞台‘。成员可以结合实际需要，视作‘公开实

验室’‘公开教室’‘虚拟茶馆’‘圕人家园’等等，各取所需，各有所获，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

（4）王启云：《张厚生与目录学》

图谋：“《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 年第 6 期全文（总第 242 期）http://ww

w.scal.edu.cn/dxtsgxb/202201020103。”倒立的*：“@图谋 恭喜有大作见刊！”

图谋：“王启云.张厚生与目录学[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06):123-129.

摘要:对张厚生先生与目录学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既是目录学研究的 组成部

分，又是对目录学优秀传统的重要传承。文章从学目录学、用目录 学、目录学

学术贡献、张厚生与‘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等方面梳理了 张厚生先生与目

录学的情缘。回顾与思考是学科不断深入发展的内在动力 ，继承和发扬目录学

致用之道，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读书治学的需要。全文下载地址： http://www.s

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 %E5%BC%A0%E5%8E%9

A%E7%94%9F%E4%B8%8E%E7%9B%AE%E5%BD%95%E5%AD %A6_%E7%8E%8B%E5%90%AF%E

4%BA%91.pdf。”

1.6阅读推广及中英文硬笔书法展示案例推荐

图片由学图-123（现时分享）提供

dudu：“我们以前也是，谁借得多就给谁奖。”圖堺新人：“估计研究需要，

借来的不一定全部看完，作为参考资料，找自己需要的部分资料而已。”奎林说：

“@圖堺新人 是的，是这种情况可能性大些。排前 10 的，估计大家不会想到原

因，这些书其实是南京大学悦读经典计划、推荐书目，算学分的，考核也不难。

这是纸本借书量，还有大量的电子书借阅，纸本复本不够。如果没这个京大学悦

读经典计划，前 10 的书大概率不是这些。写东西还是要好好思考。”neverl*：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放在 kindle 上当睡前读物看，一个学期了，还没看完。”

学图-*：“我依然主张全民阅读，不管是积极的方式还是消极的方式。只要在读，

http://www.artlib.cn/
http://www.scal.edu.cn/dxtsgxb/202201020103
http://www.scal.edu.cn/dxtsgxb/202201020103
http://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20%E5%BC%A0%E5%8E%9A%E7%94%9F%E4%B8%8E%E7%9B%AE%E5%BD%95%E5%AD%20%A6_%E7%8E%8B%E5%90%AF%E4%BA%91.pdf
http://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20%E5%BC%A0%E5%8E%9A%E7%94%9F%E4%B8%8E%E7%9B%AE%E5%BD%95%E5%AD%20%A6_%E7%8E%8B%E5%90%AF%E4%BA%91.pdf
http://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20%E5%BC%A0%E5%8E%9A%E7%94%9F%E4%B8%8E%E7%9B%AE%E5%BD%95%E5%AD%20%A6_%E7%8E%8B%E5%90%AF%E4%BA%91.pdf
http://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dxtsgxb/%20%E5%BC%A0%E5%8E%9A%E7%94%9F%E4%B8%8E%E7%9B%AE%E5%BD%95%E5%AD%20%A6_%E7%8E%8B%E5%90%AF%E4%BA%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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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会读，就会有可能改变。昨天有个老师和我聊阅读推广活动的方式，说要

对在课程作业喜欢抄袭的孩子在阅读活动中不该评奖，我个人觉得只要在读我作

为服务人员就该给予鼓励和肯定。而不是一味的打击。”学图-*：“到我这里来

借书的我从来都说，不要怕书损坏，只要不是人为的都还回来我来补。丢了买一

本一样的就好，我免费加工。哪里的书都没有偷盗的必要，需要哪本书，你报订

单来我们直接订就好了。”biochem：“在书上写写划划也可以。”学图-*：“超

期也没事。没钱我给你写证明让图书馆减免一些。有钱的自己跑一趟图书馆还钱，

顺便看看学校图书馆，说不定会有好书被你发现。”学图-*：“@biochem 这算

违规了吧？”学图-*：“本学期阅读活动书法活动：中文 203人参与，英文 222

人参与。全部评奖。优胜奖一支签字笔。加上奖状 0.5元，一个人 1.5元搞定。

大一我一定让第一次来借书的同学知道怎么找图书馆的图。发奖的时候给每个孩

子留影。一个图书馆一年一个人的借阅量这个数据是不是有点太狠了？我的资料

室全年借还总数才这么点。而且我基本每个工作日都有借还。”图漾：“不少了。”

biochem：“@学图-123（现时分享）奖品是少了点儿，重在精神鼓励。”学图-

*：“所有参赛的读者在实际分数上再加 5 分，证书上面加上分数。有老师会在

我做新书推荐时，把新书借去扫描好让同学们看电子书。我也不知道怎么破这个

局。老师的理由是图书馆只有 2 本，根本不够同学们来借。”匆匆：“‘武大图

书馆跨年夜，励志，转发给我上大学的女儿了。”学图-*：“‘摆放在书架上的

书是安静的，但是当你翻开它，它有可能一瞬间变成一把钥匙，改变你的人生，

打开未来！’。”pww：“武大图书馆跨年夜，今年是第一次搞吗。”pww：“东

南大学有图书馆跨年夜活动。没看视频，武大好像是最早使用图客的。”奎林说：

“对。”

1.7复盘网侵案：没有损失的侵权

少林：“复盘*网侵权案：没有损失的侵权丨蔚言大义 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720659582827523029&wfr=spider&for=pc。”图谋：“此类文

字，大多属于以己昏昏，令人昭昭。造成的结果是，全盘皆输，而且某种意义上

作者自身的损失更大。12 月 22 日，图谋在另一个群中表达了个人的一点认知。

葛老师问：‘那对机构的价格会降吗？’丁老师答：‘原则上说，在考虑整体营

收的情况下，个人收费少了，需要给机构涨价才能补回来’图谋赞同丁老师的分

析，之前一波波帮其做宣传推广，价格一路涨，这次估计也不会例外。回头其涨

价可能还有一个‘硬‘理由，因为应对舆情，其投入了很多人、财、物。前些年

有些机构曾尝试过停购该库，另找替代方案。实践表明，用户对替代方案是不买

账的。一方面可能归因于用户习惯已经养成；另一方面可能与其超豪华‘气场’

http://www.artlib.cn/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0659582827523029&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0659582827523029&wfr=spider&for=pc


圕人堂周讯（总第 400 期 20220107）

13

有关，一波波地为其加油鼓劲。当前，该产品与服务，主要的盈利是来自机构用

户，个人用户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只是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而已）。机构用户的

购买经费，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上还是需要由终端用户去买单。机构用户通常

情况下属于各类文献资源的‘生产者’。”少林：“@图谋 赞同。”图谋：“如

何促成一种和谐共生、互利互惠、持续发展？或许更需要的是增进利益相关方的

共知、共建、共享，达到彼此更易接受或较好接受的状态。然而，因为各种利益

杂糅，且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多年的努力，一次次从头再来、从零开始。奈

何？奈若何？”随风微：“两商家斗法，图书馆买单。”少林：“一大早起来打

开*网，弹出一则公告，进而搜索了一番，一通阅读，最终的结果作者、数据商

及期刊发行方三方利益均受损，法律如同家长，三个小孩打架，最终各挨五十大

板，殊不知，家长也需要再成长。”图漾：“ @少林 这是个明白人，在媒体一

片讨伐声中难得的理性思考，文中的观点也是我对此事的态度，即：学术出版和

商业出版不一样，需要遵循学术界的规范。作者发表论文并非一无所获，而是获

得了学术地位，也就间接产生各种利益，包括经济利益。”hero8151：“发表论

文获得的利益是靠期刊，还是*等平台呢？”图慕：“我始终想不通的是：*网怎

么成为被告了？我相信*网不是未经期刊社同意就网络传播了。那么，不管因为

时代原因，还是因为‘法盲’原因，侵权的应该是期刊社啊。”节能：“另外，

想不通的是：据我这个法盲的理解，侵权案诉求与判决中，‘停止侵权行为’是

基本要求。可大家竟然又说让告了就下架文章是‘霸凌’行为。原告也在判决后

又说希望继续网络传播然后按判决标准继续获益，而且被不少人认为是合理要

求。”沙枣树*：“有法吗？依法吗？”节能：“ @奎林说 法还是有的嘛。学图

书馆学的大学就有一门课著作权法。”图漾：“@图慕 投稿自然就要把传播权转

给杂志，或者是授权给杂志，否则人家杂志把你的文章当祖宗供着？至于如何传

播只是手段不同而已。”www：“按照英国的知识产权法，图书馆的书每借出一

次，都需要给作者支付费用的。这两天花时间，给热书发现系统增加了一个作者

借阅情况的统计，先睹为快，看看 2021 年哪些作者的图书被借阅了多少次：ht

tp://hotbook.nbt.edu.cn/hotpub/auyear.php?year=2021 点击作者名称进入

该作者所有图书的列表。”

1.8纪念高校图工委成立 40周年— 大学图书馆馆长采访书记/校长访谈录系列

摘编

http://www.artlib.cn/
http://hotbook.nbt.edu.cn/hotpub/auyear.php?year=2021
http://hotbook.nbt.edu.cn/hotpub/auyear.php?year=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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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图谋提供

图谋：“高校图工委 40 周年会议上宣传的三本书。相关内容进一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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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收录 32

篇访谈录，其中 26 篇在高校图书工委网站已公开发布，参见：http://www.sca

l.edu.cn/zxdt/hyjl。亦可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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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4

6-1309564.html。”wjew：“哎，如果这些采访，大家都真信了。图书馆就真成

了心脏了。”极限：“心脏只是个说法，作为图书馆人很多都没有感觉到。”图

谋：“提供了让人听听看看的机会。”梦：“图书馆作为一个教辅单位，在学校

只是被需要的存在，跟地位啥的没什么关系。”图谋：“‘大规模的大学图书馆

馆长采访书记、校长活动，在图工委的历史上是首次，相信在采访录的启迪、指

引下，高校图书馆比较更好地融入国家、高等教育、学校发展的大局，在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尤其是在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等

方面，启用新理念、找到新路径、勇担新使命、作出新贡献。‘（摘抄自《图书

http://www.artlib.cn/
http://www.scal.edu.cn/zxdt/hyjl
http://www.scal.edu.cn/zxdt/hyjl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9564.html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095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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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是大学的心脏——大学图书馆馆长采访书记/校长访谈录》，陈建龙馆长所作

前言的最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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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weixin.qq.com/s/yGK_6JXrDTID-OtkNLXAog 图谋

按：今年为高校图工委成立 40 周年。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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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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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为‘圕人堂服务体系’助力宣传推广所做的微努力。”

图谋：“@全体成员 陈建龙：大学图书馆现代化的七大发展趋势.https://

mp.weixin.qq.com/s/QPzX8-XvIiSYcITqdv-SNw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和北京大学

图书馆联合研制《指南针报告》，分析和研判大学图书馆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为大学图书馆的具体工作提供方向指引和参考指南，成为新时代信征程上大学图

书馆现代化发展的‘指南针’。”孙*：“确实是‘指南针’。”

1.9为武汉大学及其图书馆点赞！

明月松间照：“我一定要给我武图书馆点 10 个赞 。前段时间还在苦苦寻找

却不得的《陈布雷从政日记》，今天就发现她买了全套，真是意外之喜！还有

《～～～的清高》也买了，虽然早就看过了电子版，但在书架上看到它还是好开

心。武大图书馆实在太给力了！—来自武大研究生的赞扬。多买好书，以读者为

中心，才能获得认可。”

芷芸：“武汉大学图书馆：央视直播内外 | 武大图书馆跨年夜 https://mp.

weixin.qq.com/s/zG5jqIn5Qnulk3wjDwzf7g。”

书小弟：“坚持人才强校的 武汉大学：最高规格！礼敬 3 位新增人文社科

资深教授 https://mp.weixin.qq.com/s/fvh4bUVLjbOXTbiiDvcx3w。”

1.10告别 2021，拥抱 2022！圕人晒文

（1）图谋：为所欲为，行稳致远

图谋：“图谋.为所欲为，行稳致远.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

13646-1319096.html 告别 2021 年，拥抱 2022 年！为所欲为是梦想，行稳致远

是现实，接下来的时光需要更好地努力让梦想照进现实、现实成就梦想。这一篇

是今天早上刚完成的。”学图-*：“辛苦您了，图谋老师！我知道管理一个虚拟

群的痛苦。谢谢您！。而且还有微信公众号！。还有圕人堂周讯。”

http://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yGK_6JXrDTID-OtkNLXAog
http://www.scal.edu.cn/
https://mp.weixin.qq.com/s/QPzX8-XvIiSYcITqdv-SNw
https://mp.weixin.qq.com/s/QPzX8-XvIiSYcITqdv-SNw
https://mp.weixin.qq.com/s/zG5jqIn5Qnulk3wjDwzf7g
https://mp.weixin.qq.com/s/zG5jqIn5Qnulk3wjDwzf7g
https://mp.weixin.qq.com/s/fvh4bUVLjbOXTbiiDvcx3w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9096.html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9096.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400 期 20220107）

16

（2）刘桂锋：《第一个十年：与图书馆相遇》、《我的 2021》

图谋：“刘桂锋.我的 2021.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9723-131

8907.html 图谋导读：图书馆青年才俊平凡而又实在不平凡的一年。不信？您

看！”

图谋：“刘桂锋. 第一个十年：与图书馆相遇[J]. 图书馆论坛, 2021, 41

(03):156-160.（群文件中有：第一个十年_与图书馆相遇_刘桂锋.pdf）。”

（3）张*东：《图书馆工作回头看》

刘*锋-：“作者老衲曰：图情招聘：人大张*东：图书馆工作回头看 https:

//mp.weixin.qq.com/s/IwINxeDflqzU2GU21h4n_A。”

（4）刘欣：保持热爱，心怀梦想：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开始

图谋：“刘欣.【辞别旧岁，迎来 2022】保持热爱，心怀梦想：回望，是为

了更好地开始.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1319598.html。”

（5）《2022，我在图书馆等你》

图谋：“2022，我在图书馆等你 | 视频特辑·来自图书馆人的温情问候

原创 图书馆报 https://mp.weixin.qq.com/s/xaC7li_uoMSvw8QVRB8KNQ。”

（6）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新年致辞

图谋：“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新年致辞 https://lib.ahu.edu.cn/list.php?

fi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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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做一名有用的图书馆员？

2022-1-6 21:17

笔者作为一名图书馆员，长期关注与思考与图书馆员相关的方方面面，尤其侧重

高校图书馆。当前许多高校图书馆面临“减员增效”的压力。大比例高校图书馆人

力资源持续缩减，只退不进。对图书馆员或图书馆专业馆员的价值认同问题，愈

来愈边缘化。如何说明图书馆员有用？如何做一名有用的图书馆员？均是值得关

注 ...

个人分类:圕人堂|553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陈建龙：大学图书馆现代化的七大发展趋势

2022-1-4 21:04

图谋摘编自：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

针》报告（2021精简版）。（报告课题组组长：陈建龙；副组长：王新才、党

跃武、陈大庆、王波；成员：邵燕、张慧丽、张璐、李峰）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

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研制《指南针报告》，旨在借助科学的 ...

http://www.artlib.cn/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9723-1318907.html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9723-131890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IwINxeDflqzU2GU21h4n_A
https://mp.weixin.qq.com/s/IwINxeDflqzU2GU21h4n_A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520440-131959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xaC7li_uoMSvw8QVRB8KNQ
https://lib.ahu.edu.cn/list.php?fid=43
https://lib.ahu.edu.cn/list.php?fid=43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98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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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856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856&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856&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9856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856&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9856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95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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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圕人堂|132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张厚生与目录学》背后的故事

热度 1 2022-1-3 08:15

张厚生与目录学_王启云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年第 6期).pdf 2022年 1
月 2日，发现中国知网及《大学图书馆学报》官网，拙作《张厚生与目录学》正

式刊发了。可谓百感交集，这篇文字得到了许多师友的热情指导与帮助。该文背

后的故事，由我与柯平教授的微信交流与汇报信息可见一斑，特此粗略梳理。 ...

个人分类:圕人堂|8049 次阅读|1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王绪年先生海洋文化作品简介

2022-1-2 07:51

王绪年，1956年出生，江苏连云港人。现为江苏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原连云

港日报社副书记、副社长，苍梧晚报社总编辑，三级教授级高级记者，曾任新华

社苏北支社副社长。江苏著名记者、作家，被省作协领导认定为江苏海洋文学代

表人之一。37年新闻工作经历，王绪年跑遍了连云港的山山水水。退二线及退

休后， ...

个人分类:闲情偶寄|1196 次阅读|没有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

为所欲为，行稳致远

热度 1 2022-1-1 08:23

昨天夜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攀登上了山顶高处，最初觉得很美。前人创制的

旋转式纯天然纯手工观景台，三节磨盘式，最底层是固定的，中间一节是活动的，

顶上一节上边立了一根壮硕的木柱，可以抱紧木柱。起初山顶上有好些人，磨盘

式的观景台还坐着 3位老人，我挤上去之后，发现视野真是开阔。不知何故，最

底 ...

个人分类:圕人堂|2985 次阅读|2 个评论 |编辑|删除 |置顶热度 1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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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594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594&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594&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9594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594&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9594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9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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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355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9355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355&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35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9355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35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9355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9235.html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03242&view=me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9235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235&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235&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9235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235&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9235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319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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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096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1319096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096&op=edit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096&op=delete&handlekey=delbloghk_1319096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blog&blogid=1319096&op=stick&stickflag=1&handlekey=stickbloghk_131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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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事记

（1）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研制《指南针报告》，分析和研

判大学图书馆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为大学图书馆的具体工作提供方向指引和参

考指南，成为新时代信征程上大学图书馆现代化发展的“指南针”。圕人堂文摘

摘 编 版 见 ： 陈 建 龙 ： 大 学 图 书 馆 现 代 化 的 七 大 发 展 趋 势 .

https://mp.weixin.qq.com/s/QPzX8-XvIiSYcITqdv-S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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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回

收问卷 165 份，圕人堂群内累计发放红包 212 元。

（3）2022 年 1 月 7 日 15:30，群成员达 2923 人（活跃成员 366 人，占 12.5%），

在线 1501 人（活跃成员/在线成员为 24.4%），本群容量为 3000 人。圕人堂微

信公众号总用户数 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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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rtlib.cn/
https://mp.weixin.qq.com/s/QPzX8-XvIiSYcITqdv-SNw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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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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nbt.edu.c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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