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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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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圕人堂本周讨论概要 

     根据群消息管理器整理，按时间顺序。 

（1）图情会议、招聘信息 

图情小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招聘 http://mp.weixin.qq.com/s?_

_biz=MzA3OTUxMjA0NQ==&mid=401584055&idx=1&sn=cdb915080776acc11ecc4096

d23c7858&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土匪：“江南大学 2016年实验人员招聘公告 http://news.jiangnan.edu.cn

/xx/tzgg/91351.shtml 图书馆与档案馆学历要求：2016 届硕士毕业生（毕业证

书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应同时具有本科学历（不含

专升本）和硕士研究生学历。l 国内毕业学校为国家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不含

独立二级学院），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①本科或研究生毕业于国家 ‘211工程’

高校；②本科及研究生均毕业于有博士学位授权资格的知名高校。” 

刘*平：“学术讲座：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分析与学术评 http://blog.science

net.cn/blog-280034-940739.html。报告时间： 2015 年 12月 4日；主办单位：

天津市医院图书馆委员会；会议地点：天津市南开医院门诊四楼会议区；报告主

题：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分析与学术评价；报告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

所  许培扬；主要内容：医学信息分析的意义与作用；医学信息分析主要工具与

方法；国际医学信息分析系统的比较；分面检索与聚类分析系统（Pubmedplus）

在医疗、科研、教学中的应用，结合分析实例介绍该系统的特点、优势和使用方

法。期待到会的群友有分享。” 

Lee：“初景利《从资源能力到服务能力的转型变革》讲座 http://mp.weix

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401233057&idx=1&sn=9b49c2e4096

24cb7c677d354d3351a22&scene=23&srcid=1203peAHfPCTEHQUWKHN1JcJ#rd。主

题：《从资源能力到服务能力的转型变革》；面向人群：全国各大图书馆工作人

员；时间：12 月 9 日 20:00-21:00；方式：微信语音直播。” 

 

（2）链接资源分享 

图谋：“赵美娣.搜索引擎的崛起：谈图书馆的危机感 （四）. http://blo

g.sciencenet.cn/blog-69474-939107.html.” 

俞立平：“2015年中国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年会”有感. http://blog.

sciencenet.cn/blog-45134-939028.html.” 

逗逗：“搜索的未来取决于这 4样东西 http://3g.163.com/ntes/special/0

034073A/wechat_article.html?docid=B9NTRV9T00094P40&spst=0&spss=newsap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UxMjA0NQ==&mid=401584055&idx=1&sn=cdb915080776acc11ecc4096d23c7858&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UxMjA0NQ==&mid=401584055&idx=1&sn=cdb915080776acc11ecc4096d23c7858&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UxMjA0NQ==&mid=401584055&idx=1&sn=cdb915080776acc11ecc4096d23c7858&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http://news.jiangnan.edu.cn/xx/tzgg/91351.shtml
http://news.jiangnan.edu.cn/xx/tzgg/91351.s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0034-94073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0034-940739.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401233057&idx=1&sn=9b49c2e409624cb7c677d354d3351a22&scene=23&srcid=1203peAHfPCTEHQUWKHN1JcJ#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401233057&idx=1&sn=9b49c2e409624cb7c677d354d3351a22&scene=23&srcid=1203peAHfPCTEHQUWKHN1JcJ#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MyNzczMA==&mid=401233057&idx=1&sn=9b49c2e409624cb7c677d354d3351a22&scene=23&srcid=1203peAHfPCTEHQUWKHN1JcJ#r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3910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3910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134-93902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134-939028.html
http://3g.163.com/ntes/special/0034073A/wechat_article.html?docid=B9NTRV9T00094P40&spst=0&spss=newsapp&spsf=wb&spsw=1
http://3g.163.com/ntes/special/0034073A/wechat_article.html?docid=B9NTRV9T00094P40&spst=0&spss=newsapp&spsf=wb&sps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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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psf=wb&spsw=1。” 

七色花*：“豆瓣阅读中关于台湾图书馆的介绍。图书馆的任意门，凯莉 htt

p://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1662738/chapter/11753526/” 

德图小朱：“【原创】古诗词中的，也是生命中的 http://user.qzone.qq.co

m/784692941/blog/1449046494?t=0.43670954555273056。” 

XH：“这位图书馆员跨越大半个地球，只为去寻访……http://mp.weixin.q

q.com/s?__biz=MzA5MzMyODAxNg==&mid=401799035&idx=2&sn=8becd2a9ee2bb6b

97a6af8f077dc4816&scene=23&srcid=1203FRQojeCKJrYVepWzFaP5#rd。” 

Lee：“图林老姜：中国图书馆年会即将在穗举行，‘重新发现图书馆’引热

议广州如何建成‘图书馆之城’？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4e397

0102vv4n.html 2015 年 12 月 3 日《南方日报》陈龙 李婉琳。” 惠*澈：“人性

化、专业化服务和精细化管理，图书馆实际上就是一个收藏知识、传播知识、创

造文明的地方。数字阅读作为一个时代潮流和思维方式转变的标志，我们应该坦

然接受和适应。” 

 

（3）圕人堂发展基金 

    图谋：“圕人堂发展基金使用情况汇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213646-940421.html 附：圕人堂发展基金第三次筹资筹集办法    结合圕人堂

实际及第一、二次筹资经验，圕人堂发展基金特此进行第三次筹资，办法如下：

筹集金额：2 万元。筹集时间：2015年 12月 2日至 12 月 20日（在此期间达到

额度即停止接收，逾期亦不接收）。接受方式：通过支付宝支付。捐赠者请通过

小窗向图谋索取圕人堂支付宝帐号。注意事项：（1）捐赠金额宜于 50-2000 元之

间；（2）捐赠者请及时告知署名方式（实名、网名等均可以），以便《圕人堂周

讯》中公示。”“近期会滚动播报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敬请谅解！” 

图谋：“动态播报不含管理员团队捐赠信息，《圕人堂周讯》中将如实列示。

第三次筹资，筹集目标为 2万元，该额度不含圕人堂管理员团队成员捐资额（第

一次筹资、第二次筹资中，管理员团队捐资额所占比例分别为 29.8%、35%），因

为我们期待更多成员共同推动圕人堂发展。” 

图谋：“圕人堂的发展是群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任何一份力量都很重要。

圕人堂发展基金进行第 3次筹资，于我其实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假如浏览《圕人

堂发展基金使用情况汇报》，或许可见一斑。”惠*澈：“享用圕人堂资源，支持圕

人堂发展。”图谋：“一年内进行第 2次筹资，原因是上一次筹资（2015 年 3 月）

的结果不理想，期望值为 2 万元（实际筹得 12050 元），此外还有一个实际是：

第 2次筹资中，较大比重为第 1次筹资资助者。” “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

http://3g.163.com/ntes/special/0034073A/wechat_article.html?docid=B9NTRV9T00094P40&spst=0&spss=newsapp&spsf=wb&spsw=1
http://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1662738/chapter/11753526/
http://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1662738/chapter/11753526/
http://user.qzone.qq.com/784692941/blog/1449046494?t=0.43670954555273056
http://user.qzone.qq.com/784692941/blog/1449046494?t=0.43670954555273056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MyODAxNg==&mid=401799035&idx=2&sn=8becd2a9ee2bb6b97a6af8f077dc4816&scene=23&srcid=1203FRQojeCKJrYVepWzFaP5#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MyODAxNg==&mid=401799035&idx=2&sn=8becd2a9ee2bb6b97a6af8f077dc4816&scene=23&srcid=1203FRQojeCKJrYVepWzFaP5#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MyODAxNg==&mid=401799035&idx=2&sn=8becd2a9ee2bb6b97a6af8f077dc4816&scene=23&srcid=1203FRQojeCKJrYVepWzFaP5#rd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4e3970102vv4n.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4e3970102vv4n.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42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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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播报：目前已接受 11名成员捐助，累计 1500元。” 

 

（4）圕人堂之发展篇 

图谋：“圕人堂周讯（总第 81 期 20151127）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213646-939090.html” 惠*澈：“已读周讯，感动感谢。”节能：“周讯做得

越来越好了，感谢周讯人的辛勤付出。”sonorous：“弄个公众号就更好了。”惠*

澈：“你弄。”sonorous：“我已经弄 2 个了。”惠*澈：“误以为您和我一样，只是

欣赏呢，群主编辑们肯定都忙得透支了。” 

图谋：“关于《圕人堂周讯》网页版做点说明。科学网博客平台本身存在瑕

疵，放图片工作量很大，鼓励看 PDF 版，网页版的功能主要是便于进一步的检

索与利用。周讯整理工作确实很辛苦。编辑在编辑团队群发表了体会：‘我感觉

讨论内容越来越多，杂，乱。一次整理时间（12 点到下午 4 点这段时间）根本

不够用。本周这期，我用了两个半天。’。”惠*澈：“这么涵盖复杂的内容，这么

全面及时的发布，背后的努力可以想象，致敬。”图谋：“《圕人堂周讯》发布了

81 期，表示圕人堂群已存在了 560 多天。所有的努力是期待明天会更好。”惠*

澈：“明天会更好。”图谋：“它代表的是一群人在‘奋斗’。”清凉桐影：“赞一个。” 

惠*澈：“在这里的同仁，彼此帮扶，无私奉献，氛围很好，可以解惑、可以

答疑，可以共享资源，可以交流思想，可以成长，可以有职业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感谢圕人堂，我们共同的家园和理想，很感恩从这里汲取，很荣幸在这里分享。”

图谋：“感谢大家的奉献！同时，期待更多成员为圕人堂发展贡献力量。”惠*澈：

“贡献力量是存在的价值体现。”浣紫：“支持图谋。”惠*澈：“支持正能量。”图

米：“零次文献加工，大工作量。”惠*澈：“所有的享用背后，总有一些人在默默

奉献，甘心情愿，他们最值得尊敬和学习。”小肥羊：“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绝

对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为图谋及周讯编辑组的各位同仁点赞。” 

萧竹：“虽然感恩节已过，可是在我们这个群里的每个人都会时常感恩我们

这个群的群主、编辑和成员，感恩有你——你是我的坚强后盾，更是我的精神家

园。”生清：“感谢每一位群友，圕人堂的发展，离不开你们每一次的分享。” 

 

（5）投稿那些事儿 

boson：“请问研究生期间的工作，在未毕业时写成论文发表，或是作为另一

篇论文的一部分发表（为共同作者），学位论文中可以大段原文使用这篇文章吗？

反过来，如果先有学位论文，能否在随后发表的期刊上大段使用学位论文的内

容？望赐教，谢谢。”麦子：“我认为是可以，但如果用自己的，也需要引用，另

外，学生论文往往在大肆改写以后另外出版书的很多，所以，这也算一个例子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3909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39090.html


圕人堂周讯（总第 82 期 20151204）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6 - 

证明是可以的。”boson：“受教了。”麦子：“我觉得如果自己写的，在再次引用

时，相对可以松一些，但引还是要，而且，一定要有新的东西加以补充。否则，

总有灌水炒冷饭的嫌疑，不利自己的学术。我过去的老师是经常大量引自己写的

东西，在比较窄的课题，这是无法避免的。”麦子：“美国一般认为，文科学位论

文的质量不高，需要大力修改后才可，我觉得理工科就不同了。”Desper*：“实

际上，学位论文是非公开出版物，按原则上，是可以改成期刊论文发表的。只不

过国内现在学位论文上网，查重系统会误判，认为重复率过高。”Nalsi：“有个

概念叫做‘自我抄袭’，如果是‘大段原文使用’而且不加引用，肯定是不行的，

至少在一个严格的学术环境里。虽然这个概念本身也有很多争议。” 

xiaowei：“咨询一个问题：一篇被会议论文集收集后，我还能不能拿来投期

刊稿？好像中图年会被收集论文也见很多拿来投期刊。”woseic*：“今年改了，

要么获奖编入，要么撤稿。”xiaowei：“要是会议组织者没有这个要求，那还能

不能投期刊。” BSxuyb：“根据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下类型的重复发表不

属于“一稿多投”行为，可以再次发表：（l）在专业学术会议上做过口头报告或

者以摘要、会议墙报的形式发表过初步研究结果的完整报告，可以再次发表，但

不包括以正式公开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或类似出版物形式发表的全文。（2）同一篇

论文在内部资料发表后，可以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再次发表。以上再次发表均应

向期刊编辑部充分说明所有的，可能被误认为是相同或相似研究工作的重复发表

和先前报告，并附上有关材料的复印件；必要时还需从首次发表的原期

刊获得同意再次发表的有关书面材料。http://www.haie.edu.cn/web/Show

Article.asp?ArticleID=10874&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高等学校科

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可以看看这个。” xiaowei：“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过这个

指南。看来还是做对了，我拒绝会议出版，谢谢了。” 

    xiaowei：“南大核心期刊目录 2014-2015排名是什么意思？《中国图书馆学

报》是最后一名吗？”hero81*：“那是按首字拼音顺序排列的，北大核心那个才

是按得分排名先后排列。”xiaowei：“不好意思啊没看前面：(共 533种,按刊名

音序分学科排列)。” 

平平：“问下各位，投稿要给文献标识码，这个是什么东西。”惠*澈：“由国

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规定为便

于文献统计和期刊评价，确定文献检索范围，提高检索结果的适用性，每篇文章

可按 5类不同类型标识一个文献标识码. 

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  

http://www.haie.edu.cn/web/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874&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www.haie.edu.cn/web/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874&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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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一般动态、信息（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  

E─文件、资料。”平平：“学习了。” 

 

（6）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冷观” 引发的讨论 

春丽：“这篇分析深度和广度佩服，【业内资讯】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冷观，

 图书馆报每周声音 A02/32 版 http://m.xhsmb.com/20151127/news_2_1.htm。”

hh：“的确有深度，发人深省。”瘦身娃娃：“阅读推广应该是专业课老师及学生

工作的事，图书馆应提升阅读服务质量和品类。学生读不到书才是图书馆的责

任。”麦兜：“按照范槐师说的阅读三个方向，大学的确没有三类人群。”Lee：“不

是说阅读推广是高成本的小众化的服务么？”芷芸：“肺腑之言，目前高校图书

馆的通病。规划评估指标惹的病，片面追求生均藏书量，搞一刀切，舍本逐末的

做法远适得其反。”度量衡：“书本到书本、书本到实践、实践到实践、实践到书

本，四类图书馆人。”清凉桐影：“仅仅懂专业的老大，不如懂管理的。” 

惠*澈：“这篇文章还是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要具体分析，给出合理化建议，

不能盲从，不能只批。一方面要看到国内阅读推广的不足和某些偏离，另一方面

更要看到其积极意义。”许继*：“不就是干点力所能及么，这也是无奈之举，比

不作为好多了。”芷芸：“阅读推广搞了几年了，目前为了评估，发动各科班主任

让学生到图书馆借书，一次借 20 本，大部分学生为了完成任务，今天借，明天

就来还，我们馆员建议他趁年青，多读点书。学生回你，我要是爱读书，我就不

来你学校了，我都上清华，北大了。这种阅读推广有实效吗？”惠*澈：“没有实

效的阅读推广，究其原因动机就不是为了实效。”小图人：“要推广阅读，还是要

下基层。”许继*：“大方向上高校图书馆搞阅读推广我认为是补中小学的课。” 

素问：“美国大学不搞阅读推广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大多学业负担很重，学

习紧张，有点空闲也必须锻炼身体或者参加其他活动。国内不少大学学生平时空

闲时间很多，而一到期末，在图书馆走廊上背书的声音就是青蛙闹水塘一样。”

刘*平：“美国大学完成作业必需有大量的阅读，否则作业无法达到课程的要求。

阅读是和课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惠*澈：“国内的学习，就是题海战累起来的

机械式学习；国外的学习，是大量阅读查资料支撑的自主学习。”素问：“另外教

育观念也不一样，我们注重‘教书育人’，大学还有点像保姆时刻‘呵护’着这

群成年人，生怕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出问题。美国大学没有这种观念，成年了

就必须对自己负责任。”刘*平：“不是简单的阅读，是有认识、理解、提炼、综

合的阅读。” 许继*：“前天参加个学校的会议，听到有老师讲学生课程安排的忙

的连准备考教师资格证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学生也不是不忙，我们有三分之一的

学分大概是国外大学不需要的，只是学习方式和考核方法比较以学校和老师为中

http://m.xhsmb.com/20151127/news_2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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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许继*：“阅读能力的培养确实是中小学的语文课主要教学目标。”小图人：

“必须从小养成阅读习惯，记得小时候到处在家里找书看。农村孩子可怜，没书

读，但好像也没人关注，高中生都不敢去图书馆，因为没人告诉图书馆是免费的，

怕收费。” 

麦子：“阅读之类还是要和实际结合起来，美国的阅读往往是要写读书报告

的。阅读推广应该有个检查的东西，读了以后，学生必须说出读了什么。另外，

美国除了某些传统文理学院方式的教育，其实对一般学生，阅读的需要量不高，

往往出现在通式教育的 English 101 里，你要阅读并且写读书报告。但这种报告

有几个步骤，第一步是按老师的需要，比如多少本书，文章，甚至是一手资料，

二手资料的多少，详细列书单，而且对引用方式有具体规定，比如 apa， mla，

 Chicago等，这都是记分的标准，所以学生是不敢怠慢的。但过后，就不管了。

不过，因为这是对个人表达很重视的社会，口头和书面表达好对自己的职业发展

极其有利，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但在这时往往能明显看出学生的质量，名校

的学生往往很多能说会写，而且自主能力强，而中流的学校就不行，因为中学里

的教育跟不上，到大学里还要补这方面的东西。” 

素问：“我怀疑某些阅读推广是和书商联合的。比如有一本柴姓主持人的书，

居然在一些高校大规模推广了两年。翻看某些图书馆评选出来的阅读达人，一年

借书量居然能够达到几百册。什么天才能够每天读一本书甚至几本书？有没有颈

椎病？视力不受影响吗？”gaozy：“借书非要读完？你规定的？”许继*：“很明

显借书达人和阅读达人偷换概念。”素问：“如果读书达人、借书达人只按本数算

的话，每天不停地借，每本读一页或者数页，年借阅量可以达到 N本。这种‘达

人’评选有什么意义？和亩产万斤粮食是不是相似？另外，通读一本流行读物和

精读一本专业书区别也是很大的。如果专业教育很强的话，哪里那么多时间看那

些非专业书？大学图书馆内，满屋子的中标折扣流行读物还没有等到发挥它们的

教诲作用，吃了不少水电人工工资后只能变成纸浆。” 

鲲鹏展翅：“读书不仅要注重阅读量，还要注重阅读的品味和深度，读一本

消化一本，看到心里面去，方是阅读推广的目的，读书的博与深都要兼顾。刘新

武专注看一本红楼梦，不就弄个百家讲坛揭秘系列，吸引了国人。也是阅读推广

的延伸嘛。” 

    Nalsi：“个人觉得这篇文章写的很似是而非，至少在事实层面，不能说写的

不对，但也不好说写的就是对的。美国大学图书馆显然是有做这件事的嘛。不过

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使命确实和大学的使命联系的比国内紧太多，虽然我不确

定这是不是能被叫做‘精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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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图书采访心得分享 

    苏豆芽：“看了关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冷观’一文，很有感触！我曾做

过 6年的图书采访工作，这 6年里，我极力想在有限的经费下多买好书。做了一

两年后发现，馆配商提供的书目因为折扣问题，他们经常会删除一部分折扣低的

图书，而往往一些经典的饱受好评的图书会在此范围内。也就是说如果招标的折

扣高，馆配商根本不会提供这类好书书目，如果你自己不去寻求，就会错过这些

好书。后来晚上回家经常看书评，找比较好的图书排行榜，例如凤凰读书排行，

国图的‘文津奖’图书等，除了让校内老师推荐专业图书外，自己也会根据本校

所设专业进入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站或者设置此专业为重点学科的国内有名高校

查找关于此专业的重点书籍进行查重、购买。但这些书单的查重是很耗费精力的，

因为无法直接导出这类书目进行批量查重，只能一条数据一条数据进行查重。又

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招标图书，又得自己寻求好书书目作为荐购书目下单。” 

    苏豆芽：“每天上班到下班，除了上一次洗手间外，基本都是在对电脑选书

目、找书目。而且，我的工作不仅仅只是做采访，还得验收图书、对每批图书都

要做入账等工作，还有临时被安排的工作。后来建议领导能否让一个人负责招标

图书，另一个人专门做荐购图书，还跟领导提出能否通过一些手段鼓励读者推荐

图书，比如推荐购买某图书的读者，图书回馆上架后优先通知他第一个借阅此书，

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领导采纳。” “这几年做采访工作下来，最大的感受是这项工

作得不到领导的重视。每年唯一一两次的现场选书，基本成为领导眼中给某个人

出去走走的好差事，根本不管他回来后选的是什么样的图书，选了多少书。图书

采访也许很多人都能干，但有责任心地去做这件事，我真觉得它是图书馆里最累

的活，而且还不讨好,因为领导一时半会看不出它的成效。你每天在电脑前看到

眼睛都要花掉，变成鼠标手，但别人就是觉得买书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快就可

以完成。信息部的工作见效快，领导们都很重视，报功绩的时候有材料可以写。

而图书采访的成效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展现的，而且每年全国出版几万种图书，

有限的经费和采访员有限的精力，会错过一些图书，这也是我建议领导采取更多

手段鼓励读者推荐购买图书的原因。如果刚好碰上领导要的图书你没买到，有的

又只是挨批的份。我觉得一个专业图书采访的工作者，他首先必须是个好书的读

者。” “尽管国内做阅读推广做得如火如荼，首先得把自己的资源库做扎实。阅

读推广，推广的是什么样的书籍？高校图书馆除了推广阅读外，更多地应该推广

精品图书。” 

麦子：“你写的这些我倒是很受教育，因为以前不知道其中一些细节。”麦子：

“你是公共还是高校馆？” 苏豆芽：“高校馆。” “我刚开始也不懂，以为馆配



圕人堂周讯（总第 82 期 20151204） 

愿景(VISION)：圕结就是力量！ 

定位（MISSION）：专业讨论、行业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人脉 

- 10 - 

商提供的书目图书都会比较齐全，后来才发现折扣问题他们会删除许多书目。同

时出版社提供的书目比较齐全，但是他们各个出版社书目的格式不一致，也造成

我们在查重中花费大量精力。而且出版社提供的书目，一般是他们库存有的图书，

如果没有的图书也可能不会出现在书目里。”麦子：“你说的过程实在落后，其实

中国在很多地方极其落后的，社会系统很多东西都脱节。”苏豆芽：“确实是。尤

其我在一个地方普通高校，各种管理都相对落后。估计大城市、985、211 的高

校情况会好很多。”麦子：“不是，我指的是书商服务。” 

苏豆芽：“书商就坏在招标那里。最后中标的折扣太低，他们就通过各种办

法想我们买特价图书。也因为这样，我建议领导对于荐购图书通过网上书店下单

购买。一个这样图书回馆速度会更高速些，另一个防书商不肯给我们配书。虽然

合同中有约束书商的到书率，但没有感觉到它的作用。我记得有一年中标的书商

文科是 70 折，北大出版社的图书不肯帮我们配，很多推荐购买的图书是我看到

网上书店有活动，折扣比他们给我们的还低，请求他们在网上给我们下单购买，

才买回了一些特别想要的图书。”麦子：“高校需要的书中标只有 70 折，只可能

买特价书。因为高校需要的很多书的印量极低，有时只有 300本，所以，打了这

么大的折，没赚了。”苏豆芽：“是啊，我也能理解他们。低价中标对我来说也是

很大一种痛苦。我那一年想要下单的图书基本都采购不到。为了这个我都不知跟

领导提了多少次意见。”许继*：“中国式釆访，出版社不肯出公开书目，靠折扣

批发图书，书商看利润，靠折扣卖书，中国的核心需求就是赚钱和省钱，至于原

先追求的出合格的有市场的书和买需要的书反而有意的不提了。” 

 

（8）小议图书馆延长开馆时间之必要性 

度量衡：“我们学校值班同学为复习的同学早早打开了图书馆门引发了新的

问题：一方面为同学学习精神感到心慰，一方面为不遵守开放时间而感到悲催，

程序与结果谁更重要，大家一起考虑考虑。”伊丰：“值班同学有问题，要先请示

批准后提前开，否则以后按时开的就做错了。”牡师圕丽*：“就是，我们馆有的

同事来的早看学生在排队，就好心提前开馆，可是别的同事是按时开馆，学生就

有怨气。” 

刘*平：“如果经常有大量读者在开馆时间前到图书馆等待开门，是非说明图

书馆开馆时间安排和读者需求有明显差异？我们一直说要发现服务需求，满足需

求，需求在面前了，图书馆该怎样做呢？”伊丰：“不一定是时间，很可能是资

源紧缺，比如座位。合理化也是有程度的，否则欲望是无止境的。”圖夫：“一旦

阅览座位成为稀缺资源，你 8点开门，读者 7点半到，你 7点半开门，读者 7

点到，个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们就出现提前开门，读者空腹早来抢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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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个别低血糖晕倒状况。座位预约，按时开门可能是目前最好到办法，提前开

门会造成很多问题，从读者，从管理。”刘*平：“假如我们是用户，我们是什么

想法和愿望，图书馆很多工作的设置如果真的有用户中心的初衷，大概会改变很

多。现在的很多设置其实基本是从图书馆管理中心出发的。” 

    瘦身娃娃：“我们新校区宿舍有空调了，读者到馆量大幅下降。座位一点也

不紧俏了，没学生大清早的排队。用户早起就是为了能在别人之前占到座位，大

多不是为了在别人之前看到想看的书。”伊丰：“我们没人排队，因为其他活动太

多，不过如果没有按时开门，五分钟就会被投诉。”蝴蝶：“你们是专门有学生巡

视还是学生的维权意思强？”伊丰：“我们军事化管理，令行禁止，维权也强。

每周一个值班主管，挂牌公示在大厅接受投诉解决问题。” 

    瘦身娃娃：“活到现在，我很迷糊：我们对于学生起早排队获得紧缺的公共

资源这点事到底是该鼓励还是要看淡？个人感觉很少有人思考这点对学生做人

处事教育方面的影响。”小图人：“需要砸钱的，全自助无人图书馆技术上已经不

是问题啦，钱呢？老坐着管理者的角色去工作，读者就不会是教科书上的什么神

马第一。”瘦身娃娃：“似乎很少有学生会为那些没有抢到座位的人有丝毫的同情，

而心生大家轮流享用优质公共资源的倡议或管理措施。”蝴蝶：“考研党长期占座，

新生只能眼巴巴的，心灰意冷地走开。”瘦身娃娃：“说白了，考研党如果长期占

座就该取消录取资格，考研是个人行为，关系个人前途，不应享有特权。”小图

人：“也要理解考研的，当年读本科，提着书包在教室中被到处赶，最后不得已

大冬天的在户外看书，反正有冰，还记忆犹新。教室那些守门的到了晚上 10：3

0就赶人，有些教师上完课就关门，图书馆不去，去哪？还有一帮子书啊。”蝴

蝶：“有些学校是有专设考研自习室，包括图书馆。”小图人：“那些天天埋头苦

读的，还被骂书呆子，不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谁愿意啊。” 

     瘦身娃娃：“理解归理解，但不能作为理直气壮多占优质公共资源的理由。

如果有人愿意给你让位，那应该感激涕零。相反也没有好抱怨的，人家也有享受

优质公共资源的权利。我们馆就有考研室，刚出来时我也觉得是一件好事，但现

在觉得这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上学时什么都没有照顾的，也都没有耽误。”伊

丰：“说的好，一般院校会有少量通宵教室，不过我们没有，我们有晚集队，就

寝和熄灯时间都是集中化的。”蚯蚓：“现行中国式教育的失败，教育了相当一大

批私心特别重的‘接班人’，从义务教育开始就‘脱轨’。”瘦身娃娃：“教育者还

在强化他们的私心，让他们觉得理所应当。之前看到较多的极品案例，考研学生

为占座使出浑身解数。这些人真要成了国家栋梁，后果不堪设想。” 

小肥羊：“我个人的观点：反对学校或者图书馆开通宵自修室的。”印度阿三：

“严重同意。”牡师圕丽*：“我们馆就是一到期末就通宵，也给考研的同学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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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了自习室，并且是自己预约的，可以早上 6点就来，也可以把资料放在那。

可问题又来了，她们嫌自己的座位不好，或是邻座讨厌，屋子太热，等等找出一

大堆理由，在书库开馆的时候和没抢到考研自习座以及大一大二大三的同学再去

抢座位，造成了一人最少占了 2个座位，明明是想解决座位紧缺的，现在反而更

紧缺了。” 

瘦身娃娃：“我们的某位领导出去考察，说人家 24 小时开放。要求我们也 2

4小时开放，我们作为一个查新项目立项调查。结论是：24小时开放是数字图书

馆，7*24小时。即使是世界名校也只是在考试期间才延长开放，报告交上去后，

就不了了之了。我甚至觉得，考试期间也不应该延长，很多学习优秀的同学，不

需要通过紧急复习来应付考试；反倒是那些平时不太用功的人，靠突击复习。这

样的后果是，一代代的大学生，平时不努力，考试突击，偏偏我们许多课程的确

通过突击就能过，毕业了还到处秀，我大学就是玩，也毕业了，还找到了好工作。

平时不学同样能毕业，还要平时干吗?直接考试得了。教育者和管理者制定策略

时，不能忽视任何一项措施策略的教育意义。说得极端点，要对提前排队想获得

好座位的同学表示鄙视才对。正是我们长期没有这样的意识，在任何紧缺公共资

源分配的时候，就有许多不良现象发生。我们到了大学教育阶段，还无视这个问

题的严重性，很是悲哀。” 

瘦身娃娃：“回到通宵的问题上：我们正常开放，你把时间用好了，不可能

不通过考试。我们每天正常开放的时候，那些需要通宵的人都干什么去了？为了

他们而通宵导致的资源消费他们愿意承担吗?如果通宵的人需要承担这笔多余的

开支，平时正常开放时的资源利用率就高了。这里，要排除那些的确已经把正常

开放时间用足的人，还需要通宵的情况。但话说回来，他真是这么铁人吗？放到

明天做，天会塌下来吗？”素问：“ 通宵开放就是针对那些白天睡觉，晚上活跃

的人士。”瘦身娃娃：“再对那些不服气不应该给考研者特别优待的人谈一点：希

望占座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固定座位，自己的复习资料又很多。其实扪心自问，桌

上堆了那么多，你每天能看几本啊。况且，完全靠题海站本身就是缺乏理性的学

习方法，这是自己的决策导致的，给自己造成了不便的同时，别人没有义务来承

担。”edifie：“这事就和春运抢车票一样一样的。对于稀缺资源的抢夺，上上下

下、无所不用其极，已经深深烙印到国民的骨子里。” 

瘦身娃娃：“作为教育机构，更应该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你白天

睡觉，课肯定是上不了了，那你还来大学课堂干什么，完全可以在家自学。完全

靠最后突击的人，说白了，真要靠这些人给社会带来多大的贡献一不容易的，充

其量他们自己混口饭吃。”学者：“教育者和管理者制定策略时，不能忽视任何一

项措施策略的教育意义，教育一旦受官员与功利挟持，就完蛋了。”瘦身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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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教育者其实也是无知，他以为对那些提前排队抢座的人早开门是可怜他

们，其实他没有注意到这些人的私心，一旦鼓励了，就会引起不良后果。我之前

看到有学生大冬天的 2点在图书馆门口排队的报道，这些人为了占到座位，对自

己也够狠的，你 2点排队了，白天还能干什么呀？拿到那个座位也就只能先睡一

觉了。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座位，一旦被后来者有占用了，那一定得报仇雪恨

的。”许继*：“把考试改在五月和十月，放假照旧，肯定图书馆就没人排队了，

外面读书更爽，我上学时有固定教室，爽，图书馆非借书不去，扩招资源跟不上。”

素问：“现在大学的考研方法和高考如出一辙，都是花大量时间猛啃。比如不少

医学院的学生实习也不去，最后一学年基本上就对付考研，等于少读了一年大学。

这种考研模式并不是在选拔对某种行业感兴趣的人或者热爱某种事业的人，大多

数就是想着考上研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有的就是大家都考，我也跟着考一下；

另外一种就是考上研很有面子。” 

    瘦身娃娃：“个人观点：用什么方式考研是个人的事，但没有理由要求多占

紧缺优质公共资源。已经有一定数量的学生通过保研了，（比例是多少估计也可

以查到的），还有一部分人需要通过考试选拔，调整考研时间的确是个好主意。

希望我们这里的小讨论能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变成现实。这里的数据很全，保

研比例 http://tieba.baidu.com/p/4070383080。” 

 

（9）馆员之歌“我们是光荣的图书馆员” 

    鲲鹏展翅：“请教下各位同仁：哪位馆有‘我们是光荣的图书馆员’的伴奏

曲和电子歌词呢。” 一鸣：“还有这样的神曲吗？”鲲鹏展翅：“图情人自己的歌

曲。”一鸣：“有现场视频或者声音啥的吗？也听听，增强一下职业自豪感。”蜂

鸟：“可以在土豆找下，每天上班前听下，自我陶醉下。”鲲鹏展翅：“我个人觉

得写的还挺不错的。”12314：“这是郑州大学图书馆组织创作的歌曲。”鲲鹏展翅：

“那我问郑州大学的老师吧。”图谋：“词作者也是咱们圕人堂成员。” 

度量衡：“我们是光荣的图书馆员之歌听过了，曲风，革命干将的味道太重、

太红色、太正统了，一点没有流行色彩，好像吸引不了年青人。”一鸣：“是，听

起来有点太正统，不太接地气。”蝴蝶：“还得用美声唱才有力量。”gaozy：“但

是大环境如此，有些时候也是无奈。”度量衡：“意义还是有的，可供老革命们自

娱自乐还是不错的。”圆圆：“这个歌听起来应该给每个图书馆员放杆枪，再来个

百米跑，最好再挖个壕沟供跨越使用。”萧竹：“意义还是有的，可供老革命们自

娱自乐还是不错的，严重同意。”度量衡：“搞成青花瓷这样的曲风还差不多。”

逗逗：“歌曲要平易敬人，接地气。”圆圆：“图书馆要安静，安静，要血流平缓

的音乐。”度量衡：“再差也得广场舞风格也行，在校园操场里一跳，气势绝对镇

http://tieba.baidu.com/p/407038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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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天天有*：“期待年轻人早日拿出‘青花瓷’风格的，让‘老革命’学习一

下！” 

惠*澈：“因为雾霾，刚到单位，看到上面对《我们是光荣的图书馆员的》评

价，我有话说。1.有图书馆专业精神的人会认同这首歌 2.有职业自豪感的同行会

因这首歌强化职业使命 3.真正的图书馆人应该集传统和时尚于一身。”海边：“我

们这里终于出蓝天了，上面还有白月亮可见，希望我们在面对读者时，心中也能

保持这片蓝天。”惠*澈：“希望我们在服务时，始终摆正自己的身份和位置。”“说

一件事吧，有一次一些同行在讨论读者行为，讨论图书馆应对的难度，说着说着，

都开始埋怨读者，抱怨时代，这时有人说了一句话：对读者的无力感，只能说明

管理者的无能。再也没有任何声音。我说这，只想说发表言论要保持独立，要有

对事物正确的认识和思考，要一分为二。我不是强加自己观点于人，只是提醒同

仁谨言慎行。”“一线的工作辛苦，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读者，酸甜苦辣谁都经历过，

高校馆的读者毕竟多是学生，馆员与其抱怨不如自觉担当些许教育的责任。” 

 平平：“这次跟惠姐姐站不同立场，我觉得职业要以人为本，什么甘做人梯

就算了，要的是自我成就才行。”许继*：“平等尽职做好规范。”平平：“职业不

是为他人无私奉献，而是在工作中实现个人价值。”许继*：“这是我认可的。”平

平：“就像比喻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牺牲自己来成就别人，这样对

牺牲的人不公平。”印度阿三：“有人当工作，谋生，有人当职业，有人当事业，

为之奋斗，看你怎么看。”许继*：“当事业也不是为了甘为人梯，说白了有种人

格是助人型，助人中能获取快乐，这和什么蜡烛没关系。”平平：“最好当事业，

当工作很痛苦，每天算计着自己拿多拿少，该干多还是干烧，自己痛苦领导也痛

苦。”惠*澈：“当事业是最高境界啊。” 

    平平：“有本事有机会就走，走不掉就热爱它吧。”惠*澈：“图书馆人的自我

成就是怎么来的，如何实现？”许继*：“双赢是可持续基础。”印度阿三：“良心

活，自己觉得对得自己就行了。”平平：“有种东西叫工作守则，当不成事业就做

好自己本职。”许继*：“现在对图书馆员光有要求没有有效的发展体系。”平平：

“多想干这行的优点，工作环境好，性价比很高。”惠*澈：“做好一个图书馆员

有三个境界，第一你需要‘做你自己’，第二你应该‘点亮他人’，第三你可以‘影

响社会’。做你自己，其实就是做一个真实的人，说来简单，也不简单；点亮他

人，就是点亮读者，当然你首先需要换位思考，假如你是读者，你希望得到怎样

的服务；然后才是做一个图书馆员，以一种职业精神和行业的力量，影响社会。”

许继*：“稳定却没有工作规范，造就乱象。”  

天天有*：“《我们是光荣的图书馆员》创作于 2005 年，发表于 2007 年，当

年图书馆事业有过低谷。10 年了，时过境迁，现在看来有很多不足，历史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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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较明显，但历史上毕竟有过。希望大家多提意见。”生清：“今天有幸听了很多

遍‘我们是光荣的图书馆员’的歌，发现这个曲目很适合搞活动时用，有气场。

当然如果有‘青花瓷’版的馆员之歌，有机会也一并用起，感谢各位的推荐。”  

（10）探讨借阅新模式 

     心平气和：“各位老师好!想咨询有关"从书店借书到图书馆还书"借阅新模

式运行中的经验和问题。请开展有此项服务的图书馆老师，方便时介绍一下具体

的利弊行吗？”圖夫：“我们馆也在做，利：师生更方便借到新书，跨过采访-

订购-加工环节，到读者手中的效率更高；弊：1）大部分读者要借的书可能图书

馆都已订购，造成复本失控；2）部分图书馆不需要的书（比如高校馆一般不需

要幼儿、保健类的书进入馆藏；3）系统尚不完善（这一点各馆可能不同，不再

赘述）。” 

图谋：“新华书店变身全民图书馆值得尝试 http://guancha.gmw.cn/2015-11/30/

content_17901750.htm。2015 年 11 月 30 日《光明网-时评频道》朱永华周六的青

岛市黄岛区新华书店，人头攒动，顾客盈门。读者从书架上找到自己中意的图书

后，不是走向收款台，而是在一张写有‘书店连接图书馆借阅处’标牌的办公桌

前排起了长队。这是黄岛区新华书店实行国有实体书店变身永不闭馆的全民图书

馆的有益尝试（据 11 月 29 日《新华网》）。”度量衡：“读者选中的书，图书馆买

单。” 

顾*：“苏州建雄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更牛，在亚马逊网站等开设账号，读者

都可以进去选书，图书馆统一购买。”惠*澈：“这比内蒙古的‘彩云服务’更进

一步，新思维，新服务。”海边：“几百块钱的一本书，也能买吗？亚马逊网站还

有外国出的书。”顾*：“这个看各馆的策略了，最终买不买还是图书馆决定的，

但是该馆三分之一的经费都是从亚马逊上走的。”印度阿三：“想请教三分之一的

经费大概有多少钱？”顾*：“三分之一多少钱，涉及隐私了，那是搞活动，青岛

是常态化，苏州建雄是运用互联网。”惠*澈：“嗯，所以说更进一步。” 

顾*：“我馆还有更绝的，读者点触之间便可以从亚马逊下载到图书阅读器上

看。” 瘦身娃娃：“这个好！我用了 kindle，舍不得去下。”顾*：“我馆读者下载

的费用由图书馆支付的，读者想看什么书，一旦找到确定，几分钟就可以看了。”

瘦身娃娃：“太好了。”顾*：“这些对于大学图书馆来说，都是雕虫小技。” 

印度阿三：“网上选书‘定借’，图书馆来买单 http://news.voc.com.cn/ar

ticle/201511/201511110906524552241001.html（来源：三湘都市报 2015-11-1

1）  图书也可从网上私人‘定借’？湖南省株洲市图书馆正在推广的‘e 线送

书’正将此变成可能。株洲市图书馆馆长黄小平介绍，这是该图书馆利用互联网

的服务模式，对以前的‘你读书，我买单’活动进行升级。以前，读者到新华书

http://guancha.gmw.cn/2015-11/30/content_17901750.htm
http://guancha.gmw.cn/2015-11/30/content_17901750.htm
http://news.voc.com.cn/article/201511/201511110906524552241001.html
http://news.voc.com.cn/article/201511/201511110906524552241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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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选书，然后株洲市图书馆买单，并在市民阅读归还后将书籍馆藏。而‘e 线送

书’，按照‘互联网+图书馆’的服务理念，让读者能在网上选书。‘如果你上网

看中了一本书，可以将这本书的信息及你本人的信息告诉株洲市图书馆，审核通

过后，株洲市图书馆会将这本书作为馆藏买进，然后直接寄给你供你借阅。读者

不出门就能收到自己想看的书，享受图书馆的服务。‘e 线送书’于 11 月 11 日

开通，这种全新的模式在全国图书馆业内还是首创。”新语新圆：“株洲市图书馆

做的真不错。”  

印度阿三：“很好奇寄书的邮费谁来出，刚看上面内蒙的是要 6 块钱是读者

出的。”海边：“不是在书店直接拿到了吗，看完后自己到图书馆还。”印度阿三：

“‘然后直接寄给你供你借阅’。”印度阿三：“快递直邮.足不出户，借阅图书，

实现图书馆书直邮到家服务，只要付６元快递费，就可以把想借阅的书直邮到读

者家，省去到图书馆借书的繁琐，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海边：“在书店看到书时，

有立即想读的冲动。过几天才收到书的话，也许不想读了。”wu：“这是要读者

出快递费。” 

 

（11）图书馆诗词共赏 

天天有*：“下周，‘2015中工诗会——阅读的味道’举办，应同学们之邀，

刚刚写了一首。学生命题老师写，很有意思，这也应该算‘阅读推广’吧。请群

友们提出修改意见。 

阅读的味道 

——为 2015‘中工诗会’作 

每天都有一页阳光照亮书中的香醇，思绪的味蕾顿时令我们耳聪目敏。 

那一道道精神盛宴摆满了酸甜苦辣，是一代代伟大的智者为我们烹饪。 

诗人们的佳肴好像在散播情真意切，天空中的风、雅、颂装点着霞云。 

精彩的旋律并非都如春花灿烂，汨罗江永远流淌高洁的灵魂。 

小说家的佳肴好像在诉说婉转曲折，字里行间回放着历史的足音。 

前行的道路总是忽明忽暗，补天顽石幻化成耀眼的星辰。 

戏剧家的佳肴好像在展演悲欢离合，人生和舞台交错得难解难分。 

高亢低回承载了心灵的震颤，六月飞雪擦拭着一颗颗滚烫的良心。 

散文家的佳肴好像在描摹生活体验，鹤翔鹰飞开拓格高境阔的胸襟。 

长吁短叹都是成长的养料，诸子百家栽植出茂密的竹林。 

批评家的佳肴好像在升发雷鸣电闪，嬉笑怒骂冲击着麻木者的囟门。 

匕首投枪剥开了层层虚伪，以直报怨锻打了正直的铁骨钢筋。 

理论家的佳肴好像在梳整理性思维，智慧的清风吹散眼前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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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繁乱错综都是表象，山穷水尽仍然能将明晰的路径探寻。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莎翁的感悟启迪了地球村的众生芸芸。 

每个人都需要品尝人生百味，这个世界也在不断被书香翻新。 

                                            2015-11-30。” 

王惠：“各位老师打扰了  有没有关于歌颂‘图书馆’的诗歌或是散文元旦

晚会上用。”林中小鸟：“群上有歌曲，我们是光荣的图书馆员 ，在晚会上唱一

首。”王惠：“谢谢，很感谢您推荐的歌曲，我们准备借鉴。就是还想找一首诗，

弄个配乐诗朗诵，想赞美一下图书馆。”迷图忘返：“博尔赫斯《关于天赐的诗》。” 

海边：“作者：鹅毛细雨 

一直认为，你是我的情人   

因我能读懂你   

你也应了解我   

你，把梦装进书里   

用流沙的指尖   

将明天托入，我的怀里 

 

粒粒细沙，轻滑指间   

细数和你的昨天   

也曾执子之手，同上西楼   

黄花纷飞落，月光满台阶   

你盈袖轻舞，我抚琴慢奏   

一曲凤求凰，两盏菊花酒   

梧桐细雨过后   

我们双双上了蚱蜢舟   

管它载动载不动，这许多的愁   

只要能漫步西子湖   

和你对饮轻酌品香茗   

只要能并肩靠上春江岸   

和你赏花月夜中     

 

也曾执子之手，共涂丹青   

梅子青时雨，如丝绣锦书   

我执风成笔，掬水为墨   

画姑苏的城，刻夜半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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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尽江南无际秋   

惟见得   

两行悲雁，一枕寒霜     

 

也曾执子之手，共览诗书   

手挥玉扇时，帘卷西风迟   

柳叶随水落，化我为轻诗，   

青梅滴泪时，已成无名词   

惜，惜，惜   

瘦了青绿，肥了薄红   

打碎了建安的风骨，沧桑了魏晋的风流     

 

手中细沙一一过   

徒留，梦幻，一场空   

罢，罢，罢   

且将我   

无力的词语，我   

消瘦的诗行   

开出一束白玉兰   

留香，在，人间。” 

惠*澈：“泰戈尔的《图书馆》、王波的《图书馆欢迎你》，借此平台再做宣传。

再推荐村上春树的《图书馆奇谈》给感兴趣的同仁，这篇大家都熟悉，不过，我

推荐的有赏析附在文后。” 

竞一：“谁如果锁住茫茫大海千百年的惊涛骇浪，使之像甜睡的婴儿一样悄

无声息，那么，这静穆的海浪可谓图书馆最贴切的比喻，诗人的语言和思路。” 

 

（12）业务咨询解惑 

     沧海月明：“各位同仁：图书馆研修室、阅览室座位预约系统都用哪家的产

品？”蝴蝶：“我们图书馆占座现象严重，一直解决不了，也想购座位预约系统。

每年暑期开馆前一天，很多学生为了占到座位，就在图书馆门口扎帐篷排一晚上

的队，很壮观。”闽南师*：“利昂图书馆座位管理系统 http://www.leosys.com.

cn/。” 

    默默：“请问哪个单位做数字加工？期刊做电子版有合作单位吗？价格多

少？”凤舞九天：“数字加工不是很简单的事吗？买几个扫描仪自己扫嘛。”平平：

http://www.leosys.com.cn/download/show/9.aspx
http://www.leosys.com.cn/download/show/9.aspx
http://www.leosy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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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跟维普下设一个单位合作过，叫西信天元。”默默：“价格知道吗？”

平平：“看你想做成什么？你直接咨询那个公司吧。”凤舞九天：“自己做吧，慢

慢的还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经济实体，对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有好处的。”默默：“没

人做才问的，人力不够。”平平：“人家做的不是你想的这种，如果你只是扫描，

做个目录，那很好办，找学生就行，人家数据库公司做的，直接给你做个系统出

来，有数据库还有检索界面。” 

   平平：“问下各位，你们的条形码在哪里打印的？”印度阿三：“大批量的找

印刷厂印，小量的自己打。”平平：“自己如何打?这个是有粘胶的。”印度阿三：

“是的，有专门的条码打印机，还有条码纸的。”林中小鸟：“有专门做条形码的

公司。”平平：“就是那种太慢，要走招标程序。”印度阿三：“这么点钱也要招标？”

平平：“大批量的，一次肯定要很多。我们现在就差点点了，不能因为这个而耽

误进度。”印度阿三：“有没有灵活的经费啊，找个印刷厂印一点应该可以的估计

不贵。”海边：“如果差一点点了，要求不高的话，自己用普通的纸打也可以。”

天蝎小昭：“我们所有的新书都是自己打的，买个打印机可以用好久。条形码，

书标都可以打,而且是有粘性的。”平平：“背后有不干胶吗。”海边：“临时用胶

水，外面再贴一层透明胶带。”平平：“明白。”印度阿三：“可以订做那个带胶的

条码纸。” 

度量衡：“请问图书馆工作的同仁，哪个民主党派中图书馆人多，民盟还是

九三学社？” 甬图万：“民盟，它原来对口文化教育系统，只是现在放开了。” 

Lee：“我想咨询一下：入馆教育系统或者信息素养教育软件，各馆自己开

发还是购买？如果是自己购买，买了哪家的软件，价格如何？”安哥拉兔：“入

馆教育啊，江苏大学图书馆的公司有做的。” 安哥拉兔：“http://202.195.165.

2/ets/login.jsp，这就是产品，公司叫做亿百特。” 

 

（13）贵州省网络书香数字阅读推广工程培训班在兴义举行 

     Lee：“（贵州）全省网络书香数字阅读推广工程培训班在兴义举行，2015

年 11月 26至 27日，全省‘网络书香’数字阅读推广工程培训班在黔西南州首

府兴义市举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大威、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姜刚杰、黔西南

州政府副州长黄曼等出席启动仪式。贵州省图书馆党委副书记韩洪主持启动仪

式。 贵州省从 2011年成为第一批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省份以来，省

文化厅高度重视‘推广工程’在贵州省的建设与发展，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

支持下，积极组织、全面部署，依靠国家图书馆的指导，省、市（州）图书馆都

成为该项目的建设单位，并积极推进该工程的实施，目前，省馆、贵阳市馆、遵

义市馆、黔南州馆和毕节市馆已经实现了与国家图书馆虚拟网的对接以及移动数

http://202.195.165.2/ets/login.jsp
http://202.195.165.2/ets/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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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阅读分站的开通，省馆还完成了与国家馆联通专网的链接，多途径实现了省、

市（州）图书馆共享国家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服务整合平台、

统一用户管理平台、元数据仓储建设、推广工程管理运行平台等项目已在省馆和

部分市馆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从 2014年起，贵州省馆、贵阳市馆、遵义市馆

和毕节市馆还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开展了政府公开信息、元数据、视频以及地方文

献数据库的建设。近年来，贵州省积极组织省、市（州）图书馆人员参与‘推广

工程’的各项培训计划，并在省内举办了市（州）、县图书馆从业人员培训班，

为全省数字图书馆建设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同时，加强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

宣传，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及贵州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成果推送到市、县、乡镇

（街道）和村（社区），让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的建设成果惠及全民。 

在本次培训班启动仪式上，国家图书馆向贵州各级公共图书馆赠送了 4TB

的数字资源，并向 10家市区县图书馆赠送 3万册图书和期刊。国家图书馆副馆

长魏大威、省文化厅副厅长姜刚杰和黔西南州副州长黄曼在开班仪式上分别致了

词。 姜刚杰副厅长在讲话中着重指出：‘网络书香’数字阅读推广活动，是数字

图书馆推广工程为推动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提升图书馆服务效能。所开展的系

列活动，做好贵州省的网络书香数字阅读推广活动，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需要，是维护文化安全、积极抢占网络文化阵地、把握信息技术环境下文化

发展主导权的需要，是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推

动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需要。通过阅读推广活动，充分发挥数字

图书馆在公共数字阅读中的重要作用，以培养公众的数字阅读习惯，在全社会营

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他希望大家要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踏踏实实学习，并

且能够学以致用，充分利用国家图书馆和贵州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做好各自区域

内‘网络书香’数字阅读推广活动，有效地扩充我省各级公共图书馆的资源总量，

全面提升我省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保障水平和信息服务能力，为贵州构筑精神

高地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加这次阅读推广活动的学员全部是来自全省 9个市（州）及 88个县（区）

文体广电局、图书馆的领导和部分技术人员，在两天的时间里现场听取国家图书

馆、我国中东部省及贵州省图书馆和中国知网的领导和专家所作的有关数字图书

馆创新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等较为前沿的专题讲座和业务指导。”（厅办

公室）信息来源：贵州省文化厅 http://www.gzwht.gov.cn/show.asp?id=3061。” 

 

（14）应对图书馆的“熊孩子” 

     图书采选：“如何应对图书馆‘熊孩子’|时事话题_凤凰评论 http://news.

ifeng.com/a/20151201/46464300_0.shtml。”蜂鸟：“这个解决方案跟没说一样，

http://www.gzwht.gov.cn/show.asp?id=3061
http://news.ifeng.com/a/20151201/46464300_0.shtml
http://news.ifeng.com/a/20151201/4646430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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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馆本来就小，还要细分的话，场地明显不够，而且分区就能制止噪音了吗。”

印度阿三：“就个人看法，最好是彻底分开，不准进入大人区，在一个地方活动。” 

逗逗：“‘我们要站在熊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图书馆规则要退让给熊孩子。”

印度阿三：“我们以前的馆根本没有少儿区，后来加进去的，和大馆是彻底分开

的，小孩不准进大馆，以前也老是有吵架的，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我们的理由

是安全起见，确实也是，大馆是根据大人来设计的，根本没考虑小孩。”逗逗：

“对啊，大馆的设施会容易让熊孩子摔倒，到时候赔不起。”广州书童：“现在图

书馆都买公共责任险 出问题有保险公司，我们馆就是小孩随便走，不过在少儿

区域以外的保持安静就是了。” 

 

（15）电子资源政府采购 

    不改名了：“请教各位同仁：电子资源政府采购流程是怎样的？”伊丰：“走

过场的，可参见宁波大学招投标公告。”sonorous：“年底图书馆还招标啊。”不

改名了：“我们没有招过标，可能明年开始，不一定招标，但可能要集中采购，

以前是自行采购的。” 

伊丰：“电子资源大多是单一来源，一般是谈判，包库年费。电子书的话明

年会竞争激烈一些，目前可见走三个平台在竞争，不包括超星模式。”天外飞仙：

“哪三个？”伊丰：“目前人天，三新和一家新成立的民企在做，人天已经上线

了，其他还在测试。”天外飞仙：“电子书量是关键。”w.狼：“我倒不觉会真有什

么结果，明年的竞争仍然是传统的竞争。首先，从数量上来说，超星方正仍然居

于难以撼动的位置，这是一二十年两家的积累的，不是朝夕可破的。”天外飞仙：

“超星地位还在。”BSxuyb：“方正被万方并了。” 

     天外飞仙：“现如拼新书电子书是一出路，否则超星无敌。”伊丰：“你说的

是对的，和纸书同步。”w.狼：“其次，从出版社来说，如果真按照人天，三新，

中文在线模式，出版社绝大多数是亏损的，坚持三年，出版社估计死一半。”天

外飞仙：“还有，电子书质量是一关键，匹配手机，平板 epub，pDF在移动平台

没优势。”伊丰：“不存在，电子书和纸书基本同价的可以存在。” 

    w.狼：“根据二八原则，出版社不可能全是好书，全是市场选择的的，出版

社有之前一半的书卖不掉的，那就必死。”伊丰：“我看到第一家招标的是要求有

200家以上出版社授权，5个副本。”天外飞仙：“出版社应改出版方式。”伊丰：

“还有一种模式是平台使用，达到一定使用量这本书默认购买，超星拿不到新书，

都是走的法律边缘，质量也不行。” 

    w.狼：“除非说现在人天，三新有五十万种以上的书在手里捏着。否则，电

子书和纸书同价还有副本限制，那就舍弃了最大的优势。”伊丰：“电子书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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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没有那么多，出版社都在观望，因为分赃不均，大多授权少量品种或者当年

不授权。”w.狼：“理论上，在六年前我就预测了，要求数字出版，但是，实际上

操作性，利益都无法平衡。”伊丰：“慢慢必然的，均衡吧。” 

    不改名了：“那买十几家的资源，就得谈判十几次？”伊丰：“你说那，如果

你们有要求，实际就是走形式，分多少包招标，只有一家投标，转单一来源谈判。” 

    w.狼：“就像期刊一样，同方不会轻易被颠覆的。只是利润空间小了。”伊丰：

“是利润大了，Cnki是最不讲理的恶霸而已，相当于垄断。独家授权就容易出

问题。”天外来客：“硕博论文独家授权也容易出问题，每年涨太多。”伊丰：“本

身就是国家资源，这个工程最早是国家投资的。”不改名了：“学位论文也有独家

授权么？”伊丰：“无非两家，各有单独授权的。”天外来客：“学位论文也有的。” 

     节能：“国内这种期刊论文库就算独家授权也还好。去年我们招标，公司也

是说涨价，不谈。我们资产处长马上拍板不是我说的价格不要你的了。当时就没

定他家的。过了几天，公司找我们了，说按资产处长价格可以。国内刊毕竟是买

来别人的东西再卖，而人家不止卖给你一家，大部分有可替代性。外文库却是人

家出版公司自己的刊，还是业内必备刊，自然真硬气。个别刊独家授权，短时间

使用上可能感觉不到，就为学校赢得了讨价时间。” 

 

（16）RFID 项目馆际交流推荐 

look：“早上好！想咨询下各位老师，因图书馆内部改造和拟引进 RFID项目，

想去上海和杭州两地调研在这两方面做得比较好的高校图书馆，选了上海交大，

不知大家还有没别的推荐或自荐。”虚怀若海：“公共馆推荐去上海图书馆，若高

校图书馆，去浙大。”look：“主要是想看看学习空间布局。”瘦身娃娃：“我是华

东理工大学图书馆的，欢迎您来本馆指导工作，我们这边的 RFID 曾经接待了上

交大等知名高校的来访。之前，欣然读书他们已经来过了。” look：“我们应去

哪个校区参观。”瘦身娃娃：“两个校区都可以的，奉贤在郊区比较远，徐汇在锦

江乐园边上。” 

    小鹿：“请问广州有哪个图书馆使用 RFID？”apple：“广州图书馆。”小鹿：

“去广州图书馆只需要身份证就可以么？怎么能进去？”印度阿三：“应该不用

身份证吧，现在这边的一般都是直接进去就是了，除非你要办证才有身份证吧。”

星越：“直接进馆就可以，办证才需要身份证的。”小鹿：“那进去以后怎么才能

看到 RFID 在馆里的应用？”印度阿三：“对公 OR 对私，如果想了解得仔细一些

呢，最好发个公函之类的，请别人介绍一下比清楚，也比较深入，自己去看的话

可能就没那么深入了或者你可以请群里的广州的同仁带你参观和介绍，这样比较

好一点，也发挥这个群的作用。”惠*澈：“是哪，如果想了解仔细深入，最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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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联系，约定一下。” 

 

（17）2014 年中科院 JCR 期刊分区免费查询 

书卷：“SCI 分区和 ESI 是不是必须买了 JCR 和 ESI 库才能查，中科院的分

区是不是必须买才能查，如果不是，怎么查？”海边：“必须买了才能查的。否

则就找熟人查。”书卷：“我们是教育部认可的查新单位，只有 SCI 熟人查不行，

太多了。中科院的分区也是吗？”海边：“是的，中科院的好象 1000 多吧。”书

卷：“小木虫网站上的分区准确吗。”瘦身娃娃：“中科院的这么便宜？”图谋：

“可能也同学校办学层次及办学规模相关，但是确实便宜。”海边：“SCI库包，

价格也和学校规模有关。” 瘦身娃娃：“如果很便宜，我们也自己去买一套，学

校老师需要。” 

栀子花开：“关注微信可以查中科院 JCR分区，12 小时内可以免费查询 5本

期刊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A2MzM1NA==&mid=400953781&i

dx=1&sn=ca8c799653b38ac0ae1a4360ff4083bd&scene=23&srcid=12048xCcT5Z2b

JtS7hZfs99U#wechat_redirect。” 

 

（18）图书馆提示用语推荐 

萧竹：“我们是学校图书馆，所用的规章制度是以前制定的，现在有一种声

音强调规章制度不能太生硬，也就是说不能过多的使用‘严禁’、‘不得’等词语，

想请各位老师说说你们的看法，也想借鉴一下有这方面改变的图书馆的具体做

法。”广州书童：“严禁还是要的，抽烟，明火逮到立马赶走送派出所。不是严禁

不好，看场合。” Lee：“比如严禁烟火，是非常必要的。” 

蜂鸟：“我记得南京那个高校曾出过新生指导手册，是漫画版的，效果还不

错。觉得可以借鉴下。”平平：“还有些入馆培训做成游戏的形式，通关后才能激

活读者证，也不错。”蜂鸟：“http://www.sd.xinhuanet.com/wh/2014-08/11/c

_1112017819.htm 威海山大女生推新生指导手册漫画萌萌哒走红网络。” “南京

一大学为新生准备漫画版‘弟子规’引围观 http://learning.sohu.com/201209

13/n353069332.shtml?qq-pf-to=pcqq.group。” 

 

（19）图情新人解惑 

匹诺曹：“我们学校是普通的本科学校，我是图书馆学的学生，我想请问各

位前辈们，你们学校的图书馆学专业还学卡片，marc 吗？我很不解为什么我们

的信息描述课程还学这个，求指教。”gaozy：“有历史才有继承和发展。学学不

是坏事，你不理解那是你学的不够。”匹诺曹：“可是卡片不是不用了吗？”天外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A2MzM1NA==&mid=400953781&idx=1&sn=ca8c799653b38ac0ae1a4360ff4083bd&scene=23&srcid=12048xCcT5Z2bJtS7hZfs99U#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A2MzM1NA==&mid=400953781&idx=1&sn=ca8c799653b38ac0ae1a4360ff4083bd&scene=23&srcid=12048xCcT5Z2bJtS7hZfs99U#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A2MzM1NA==&mid=400953781&idx=1&sn=ca8c799653b38ac0ae1a4360ff4083bd&scene=23&srcid=12048xCcT5Z2bJtS7hZfs99U#wechat_redirect
http://www.sd.xinhuanet.com/wh/2014-08/11/c_1112017819.htm
http://www.sd.xinhuanet.com/wh/2014-08/11/c_1112017819.htm
http://learning.sohu.com/20120913/n353069332.shtml?qq-pf-to=pcqq.group
http://learning.sohu.com/20120913/n353069332.shtml?qq-pf-to=pcqq.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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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仙：“历史是一过程，现可能没用了，但有历史性。其实原理都是-样，目的也

一样。”广州书童：“了解一点过去，没有啥坏处，我觉得。”Desper*：“你说卡

片可以不学，但是 MARC 得学吧。”匹诺曹：“我们 3 节课讲理论，两节课实习做

卡片，做不到 10分钟就完成了！”信手拈来：“卡片，也包括 MARC是数据存储的

早期方式，而存储是 information retrieval 的重要一环，原理是有连续性和继

承性的，好好学吧。”Desper*：“现在图书编目，还是以 MARC为主，所以这个必

须得学。”匹诺曹：“谢谢各位前辈！” 

可爱秋：“如果本人想要订阅图情核心期刊，哪个期刊较好！我本人倾向于

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方面的研究。”度量衡：“订你所在省的那本最好。”可爱秋：

“我们省没有图情的核心期刊。”度量衡：“那就广东的，南方的开放性大一点。”

广州书童：“自己定还是单位定？”可爱秋：“个人订。”图谋：“个人会建议订《图

书情报工作》。因为《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知识》、《大学图书馆学报》，

可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http://www.nssd.org/ 简单注册之

后，可以获取全文。其中包括全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共 200 种）。个人订

最好是能搭图书馆期刊招标的顺风车，会省点钱。” 

芩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能不能通过 ISBN 号查询出版年份？”Desper

*：“你要是通过 ISBN 号，那肯定是上面没有直接显示的。但是你可以用 ISBN

号查到这本书的相关信息，然后也就查到年份了。”hero81*：“国家出版总署 CI

P查询。”芩矽：“是国外的会议文集，不管理什么方法，能确认文集正式出来的

年份就好。” hero81*：“还没出版？在国内，CIP上的出版时间与印刷时间可以

不一样的。” 图谋：“CIP 查询需要使用以下网址：http://www.capub.cn:8888/

pdm/business/site/cip/approveNo.jsp。” 

 

（20）馆员迎新节目分享 

图谋：“年底了，好些成员在准备过年节目，下文为改编《北京欢迎你》版。

馆员欢迎你 

迎接另一个晨曦 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情味不变 茶香飘满情谊   

我馆大门常打开 开放怀抱等你   

拥抱过就有了默契 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 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再一起 我们欢迎你   

我馆种着万年青 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 为你留下回忆   

http://www.nssd.org/
http://www.capub.cn:8888/pdm/business/site/cip/approveNo.jsp
http://www.capub.cn:8888/pdm/business/site/cip/approveNo.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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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熟悉都是客人 请不用拘礼   

第几次来没关系 有太多话题   

馆员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   

馆员欢迎你 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我馆大门常打开 开怀容纳天地   

岁月绽放青春笑容 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 请不用客气   

画意诗情带笑意 只为等待你   

馆员欢迎你 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馆员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馆员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   

馆员欢迎你 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馆员欢迎你 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馆员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京剧：馆员欢迎你呀  

我馆大门常打开 开放怀抱等你   

拥抱过就有了默契 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 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再一起 我们欢迎你   

馆员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   

馆员欢迎你 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我馆大门常打开 开怀容纳天地   

岁月绽放青春笑容 迎接这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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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地大都是朋友 请不用客气   

画意诗情带笑意 只为等待你   

馆员欢迎你 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馆员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馆员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   

馆员欢迎你 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馆员欢迎你 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馆员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馆员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馆员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图谋：“2008 年‘速成’的一个东东，当年按照前面的词，是图书馆新年

晚会上的一个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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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的那些“豆腐块” 

2015-12-2 23:46 

2015 年忙忙碌碌，学术论文一篇也没写，没啥好盘点的就盘点一下“豆腐

块”。没有回锅肉可上，就整盘回锅豆腐。 A 2015 年《图书馆报》随笔

辑 录  1 咱 们 “ 圕 人 ” 有 力 量 . 

http://m.xhsmb.com/20150123/news_15_1.htm 2 图书馆这一行的“专

业性”. http://m.xhsmb.com/20150130/news_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32 次阅读|没有评论 

圕人堂发展基金使用情况汇报 

2015-12-2 09:27 

圕人堂发展基金取之于圕人堂，用之于圕人堂。2015 年 12 月 2 日圕人堂

发展基金结余 6414.57 元（结余金额含圕人堂发展基金支付宝帐号收益）。

圕人堂发展基金的取与用，均于《圕人堂周讯》大事记版块有记录。特此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64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4064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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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二次筹资及其使用情况，汇总如下： （1）圕人堂发展基金第二次筹

资接受捐赠情况：2015 年 3 ... 

个人分类: 圕人堂|258 次阅读|没有评论 

2.2 群文件共享 

本周共分享 8个文件。 

 

 

 

3.大事记 

（1）圕人堂发展基金第三次筹资筹集办法。结合圕人堂实际及第一、二次

筹资经验，圕人堂发展基金特此进行第三次筹资，办法如下：筹集金额：2万元。

筹集时间：2015 年 12月 2日至 12 月 20日（在此期间达到额度即停止接收，逾

期亦不接收）。接受方式：通过支付宝支付。捐赠者请通过小窗向图谋索取圕人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classid=166214&view=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3646&do=blog&id=9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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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支付宝帐号。注意事项：（1）捐赠金额宜于 50-2000 元之间；（2）捐赠者请及

时告知署名方式（实名、网名等均可以），以便《圕人堂周讯》中公示。圕人堂

发展基金使用情况汇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421.htm

l) 圕人堂发展基金接受捐赠情况播报：截至 2015年 12 月 4日 14：00，已接受

14名成员捐助，累计 2200元。另，圕人堂管理员团队成员捐赠 1200元。 

（2）2015年 12月 4日 14:00，群成员达 1336人（活跃成员 366人，占 27.4%），

本群容量为 2000人。 

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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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圕人堂专题《圕人堂周讯》

辑录”（第 1 期至最近一期。并提供 word 版“合辑”下载。），各期对应网址动态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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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清 整理 王启云 助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42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940421.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837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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